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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9月20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9月20日
受權公佈人民幣對美元、歐元、日元、港元、英鎊、澳
元、新西蘭元、新加坡元、瑞士法郎的市場匯價。
    9月20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94.68人民幣
　　100歐元　　　　　　　　　　　699.41人民幣
　　100日元　　　　　　　　　　　4.8813人民幣
　　100港元　　　　　　　　　　　88.507人民幣
　　100英鎊　　　　　　　　　　　798.78人民幣
　　100澳元　　　　　　　　　　　469.72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16.44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95.86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24.24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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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准格爾旗：甜糯玉米迎豐收
9月20日，在准格爾旗十二連城鄉康布爾村，農民駕駛農機收玉米。近日，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准格爾旗十二連城鄉的甜糯玉

米迎來豐收季。近年來，當地通過「公司+合作社+農牧戶」的模式發展甜糯玉米產業，將新鮮採摘的玉米加工為鮮食速凍甜糯玉米和鮮食真
空甜糯玉米，運送至湖南、湖北、重慶等省市銷售，帶動當地農牧民增收致富。	 	 	 	 	 	 										<新華社>

披索匯率再創新低 

菲股止跌回升
本報訊：在預期美聯儲將再次加息的情

況下，週二本地股市止跌回升，但披索對美

元匯率創下歷史新低，為今年以來的第七次

低的。

儘管本地貨幣對美元維持橫盤整理，從

前一天的57.40元，收於57.48元，但其最新收

盤價是迄今為止最弱的收盤價。

當天披索匯率57.40元，全天披索在57.50

元至57.355元之間交易。平均交易價格為

57.42元。

成交額從前一天的5.084億美元增至9.67

億美元。

中華銀行（RCBC）首席經濟學家邁克

爾·裡卡福特表示，本地貨幣甚至在當天中盤

觸及57.50元的低點。

他說，本地貨幣在9月2日突破了56.45元

的歷史低點，當天收盤於56.77元。

緊隨其後在9月5日降至56.999元；9月6

日為57.00元；9月7日為57.135元；9月8日為

57.18元；和9月16日為57.43元。

裡卡福特說：「在廣泛預期的美聯儲於

2022年9月21日加息0.75％-1.00％之前，美元/

披索匯率創下新高，這增加了美元的吸引力/

吸引力，美國的利率收入增加美元存款/固定

收益投資/證券。」

他補充說，今年9月19日美國10年期國債

收益率升至3.52％的11年新高，目前已跌至

3.51％，「這也增加了以美元計價的債券收

益率。」

披索疲軟的另一個因素是截至8月底我

國國際收支（BOP）頭寸的逆差為54.92億美

元，相當於2021年同期的逆差2.53億美元的20

多倍，原因是貿易逆差增加.

裡卡福特預計週三披索對美元匯率將在

57.35元至56.55元之間。

菲律賓股市綜合指數(PSEi)在連續數日

下跌後，上漲11.04點，漲幅為0.17％，至

6448.46點；而全股指數上漲6.74點，漲幅為

0.20％，至3432.74點。

大部分行業指標在當天也上漲，金融業

領漲，上漲了0.80％。

採礦和石油業指數上漲0.40％；工業，

上漲0.31％；服務業，上漲0.22％；和房地產

業，上漲0.05％。只有控股公司在下跌0.40％

後，以負值收盤。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斯·林

寧安表示：「菲律賓股市在美聯儲再次加息

之前小幅反彈收盤。」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將於9月20

日開始舉行為期兩天的會議，由於美國通脹

率仍然居高不下，人們普遍預計將宣佈再次

加息。

林寧安說：「市場押注央行將在週三將

基準利率調整75個基點。」

今年8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年

增長率從上月的8.5％放緩至8.3％，高於預期

的8.1％。

因此，市場預計美聯儲將繼續積極推進

其政策利率正常化，以將CPI降至2％的長期

目標。

央行決策貨幣委員會(MB)將於週四進

行關鍵利率設定，人們普遍預計它將繼續收

緊政策，不僅是為了解決與美聯儲的利差問

題，而且也是為了緩衝披索對美元貶值。

七年期國債利率下降
本 報 訊 ： 週 二 ，七 年 期 國 債

（T-bond）的平均利率下滑，國庫局局

長羅莎莉亞·德萊昂（Rosalia de Leon）表

示，這與二級市場的利率一致。

該債務票據的利率從之前的6.740％

下降至6.588％。

國庫局(BTr)提供了350億元的債務工

具，拍賣委員會全額授予。總投標額達到

548.44億元。

德萊昂告訴記者：「該利率與二級

市場水平一致。」

與 以 往 利 率 呈 上 升 趨 勢 的 拍 賣 相

比，此次國債拍賣的結果發生了變化。

德萊昂早些時候表示，政府證券利

率的上漲歸因於投資者對美聯儲關鍵利率

繼續加息的預期，因為美國貨幣當局應對

全球最大經濟體通脹率上升的問題，目前

通脹率已達到四年來的最高水平.

美聯儲利率的飆升導致菲律賓披索

貶值等。

菲律賓央行也提高了自己的政策利

率，不僅要解決披索貶值問題，還要解決

國內經濟中通脹率上升的問題。

糖業監管局：
糖價將在十一月前企穩

本報訊：食糖監管局（SRA）週二表

示，隨著進口食糖的到來和制糖季節的開

始，預計11月食糖零售價格將趨於穩定。

在馬加智市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

糖業監管局代理局長大衛·阿爾巴表示，

精製糖的零售價格將穩定在每公斤70元至

80元之間。

截至9月19日，農業部(DA)的監測數

據顯示，精製糖的現行零售價為每公斤95

元，而精製糖和紅糖的售價分別為每公斤

75元和每公斤72.50元。

阿爾巴說：「希望到11月，一旦所有

進口精煉糖進入，我們應該會看到價格企

穩。」

糖業監管局上周發佈了第2號糖令，

授權進口15萬噸精製糖。進口糖將平均分

配給工業和消費用途。

第2號糖令要求參與進口計劃的食糖

貿易商應確保其各自分配的數量不遲於

2022年11月15日抵達菲律賓。

根據該命令，每位參與者應有一個

月的時間從11月15日起將其分配完全分配

給各自的客戶用於工業用途和/或直接消

費，並在30個日曆日內向糖業監管局提交

符合上述實際分配的書面證明。

阿爾巴在早些時候的一份聲明中表

示，「進口計劃只是權宜之計，因為我們

預計煉糖廠的供應將流入市場，因為煉油

廠預計將在下個月全面運營。」

PCCI希望商業部門代表加入糖業監管局董事會
本報訊：菲律賓工商會(PCCI)希望糖業

監管局(SRA)將一名商業部門代表納入其決策

機構。

菲律賓工商會表示，它支持將當地食品

製造商和出口商代表納入糖業監管局董事會

的呼籲。

菲律賓工商會農業委員會主席保羅·庫耶

肯表示，該提案將「在農民、磨坊主和食品

製造商的需求之間取得平衡」，其中大多數

是微型、中小型企業(MSME)。

庫耶肯週二在聲明中說：「我們認為必

須聽取所有部門的意見。我們本地的食品加

工商和製造商，主要是中小微企業，長期以

來一直背負著精製糖的高成本，可悲的是，

他們無法與東盟的同行競爭，他們的含糖產

品比我們的便宜得多。」

他補充說，與私營部門密切合作將使政

府能夠確定中小微企業的糖需求，並在這些

公司繼續運營的進口請求中考慮這些需求。

該我國最大的商業組織還重申了私營

部門向糖業監管局董事會的要求，要求分配

10000袋或500噸精製糖供本地食品製造商和

加工商出口使用，以與來自東南亞的含糖產

品競爭。

菲律賓工商會在上個月的一份聲明中表

示，世界食糖市場價格在每公斤32元至35元

之間，低於8月份國內市場每公斤85元至115

元的價格範圍。

從長遠來看，菲律賓工商會表示，制糖

業現代化將改善本地產量，從而進一步降低

國內市場的糖價。

它補充說，為工業現代化的投資提供激

勵措施將有助於農業相關製造業的發展。

國際收支狀況改善有望提振披索
本報訊：一位經濟學家表示，未來幾個

月隨著我國國際收支（BOP）狀況的改善，

這可能會提振披索。

菲律賓央行(BSP)週一報告稱，國際收支

頭寸的逆差下降，這是一個國家在特定時期

內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總交易量的匯總。

今年8月降至5.72億美元，是近四個月最

低的。

中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裡卡福特

在一份報告中表示，雖然國際收支逆差有所

下降，但與2021年同期的10.44億美元順差相

反，部分原因是貿易逆差增加，原因是油價

上漲和外債淨償還。

他預測，鑒於結構性美元流入的彈性，

例如海外菲律賓工人的匯款、業務流程外包

(BPO)部門的收入、外國投資流入的增加以及

旅遊收入的增加，國際收支的狀況將在未來

幾個月繼續改善。

裡卡福特表示，繼續在國內外推動針對

Covid-19的疫苗接種也可能有所幫助，因為這

將支持經濟復甦。

他補充說：「展望未來，未來幾個月

國際收支數據和外匯儲備總額數據的任何改

善都可能有助於為披索對美元匯率提供更大

的緩衝/支撐，尤其是與任何投機性攻擊相

比。」

迄今為止，披索對美元匯率在57元水

平，由於美聯儲關鍵利率持續上升，美元持

續走強，最近甚至連續創下了幾個歷史低

點。

今年年初，本地貨幣對美元匯率為51

元。

貨幣當局表示，雖然披索對美元匯率已

經貶值，但迄今為止，披索對美元匯率的平

均水平仍處於政府設定的51元至53元水平之

間。

工信部：中國消費電子產銷規模均居世界第一
新華社北京9月20日電 工業和信息化部

電子信息司副司長徐文立20日表示，中國消

費電子產銷規模均居世界第一，中國是消費

電子產品的全球重要製造基地，全球主要的

電子生產和代工企業大多數在中國設立製造

基地和研發中心。

徐文立是在20日工業和信息化部舉行的

「大力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主題新聞

發佈會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消費電子主要是面向大眾消費市場的電

子整機產品，包括個人計算機、手機和彩電

等。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消費電子產業快

速發展，已成為全球領先的消費電子產品前

沿市場。

徐文立說，中國消費電子產業規模持續

擴張，創新能力不斷提升，品牌建設成效顯

著。下一步，工業和信息化部將加快培育先

導性和支柱性產業，推動新一代視聽技術、

虛擬現實產業發展，帶動內容、計算、存

儲、顯示等產業鏈整體升級，加快新技術在

重點行業領域融合創新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