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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9月23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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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99.2人民幣
100歐元
691.12人民幣
100日元
4.9572人民幣
100港元
89.08人民幣
100英鎊
792.57人民幣
100澳元
467.13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11.79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95.84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20.87人民幣

提升綜合生活體驗：
SMDC在馬加智市推出Air Mall
完美融合的生活方式
SMDC認識到便利、安全和保障的重要
性，確保每一個精心規劃的開發項目都提供
全面的生活方式產品。SM集團的Air Mall打開
大門，歡迎其第一批顧客。SMDC的執行副
總裁Grace Evangeline Sta. Ana 說：「與我們主
席的願景相符，我們相信每個菲律濱人都應
該生活得很好，在他們感到安全的社區，他
們在那裡可以過上便利的生活方式。 SMDC
認為，每個菲律濱人都應該擁有可持續的生
活方式。」該物業的兩層設施區提供精心設
計的空間，居民可以在這裡工作、放鬆、社
交，和保持健康。成人泳池和兒童泳池擁有
壯觀的馬加智天際線景色，而鬱鬱蔥蔥的花
園為那些想在繁忙的城市中尋找寧靜時刻的
人提供了一個安全的避難所。
“Here to Serve”——SM集團的代表、
行業合作夥伴和馬加智市政府單位為Air Mall
的SaveMore超市的開業剪彩。
為方便市民，Air Mall設有S SM
SaveMore，並在超市內設有屈臣氏門市；還
有The Blue Apron、Almidani、Papa Diddi’s、
Candid Cafe和Umi Sushi等餐廳；Aquabest、
Cleanbean和Alter to Fit等專賣店；像Sartoria這
樣的服裝店；像Ayumi這樣的美容沙龍；甚至
還有一個博物館。營業時間為每天上午十時
至晚上八時。
現在搬進來的理由更多了
Air Residences是一個由學生、員工、企
業家和創業家庭組成的繁榮社區。該開發項

圖為Air Mall剪彩儀式之影。剪彩嘉賓（從左至右）：SM Markets執行董事Herson Sy；馬
加智市政府商業許可辦事處主任 Maribert Pagente律師；神父Rogelio Orpiada以及SMDC執行副
總裁Grace Sta Ana。
目也成為許多遊客參觀繁華的馬加智市的首
選地址。有了SMDC的Move In Now計劃，您
不必等待很長時間就可以享受擁有一個單位
的好處，無論是個人使用還是作為投資租賃
物業。您只需支付至少5%的首付款，就可以
入住“Air Residences，付款條件也很簡單。
Air Residences的豪華大廳和休息室為其
居民和客人提供了一個酒店般的氛圍。
投資Air Residences絕對不會出錯。單是
大廈的設計就充滿了奢華，讓居民期待在家
裡度過時光，而它提供的便利使它真正成為
馬加智市內的理想地址。
欲了解更多關於Air Residences的資
料，請在臉書（Facebook）、Instagram、
YouTube、推特（Twitter）和抖音（Tiktok）
上關注SMDC，或訪問SMDC網站。

披 索 匯 價
外匯市場 自 由 市 場

本市訊：從讓更多菲律濱人擁有自
己的夢想之家，到為他們提供符合新常態
要求的未來開發項目——S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在2022年交通部菲律濱地產獎
「年度開發商」，繼續為其居民和投資者的
日常生活增加價值。
以開創菲律濱綜合生活而聞名的先鋒
開發商在馬加智市的Ayala Avenue extension
的 Air Mall於9月22日正式開業。Air Mall是一
個兩層的商業綜合體，是SMDC隨時可入住
（RFO）型高樓開發項目Air Residences的一部
分。
馬加智最好的生活
Air Residences位於Ayala Avenue對面的馬
加智中央消防站旁，是一項極具吸引力的投
資。距離RCBC Plaza和Makati Medical Center等
知名機構只是步行之遙，距離未來的馬加智
市內地鐵站僅幾步之遙。憑藉這樣的黃金地
段，Air Residences是尋求獨立的年輕專業人
士的完美選擇，追求奢華舒適的向上流動家
庭以及關注有保證回報的總體規劃房產的房
地產投資者。SMDC的Air Residences在其兩層
設施區，設有一系列豪華度假風格的設施。
在最近結束的2022年DOT菲律濱地產
大獎中，Air Residences被評為「最佳混合用
途開發項目」，複合年增長率（CAGR）為
10.3%。每平方米售價為114,000 披索，經過
短短8年，現在的估值高達每平方米25萬披
索——這證明該房產是值得考慮的。

（二○二二年九月廿三日）

開盤
收盤
成交額
美元

58.350
58.500
$985M
58.44
7.600
港元
人民幣
8.400

美元兌台幣匯率
紐約黃金期價

31.717元
1681.1美元

港恆生指數失守18000點
旅遊相關股逆市走強
中新社香港9月23日電 香港恆生指數23
日跌214.68點，跌幅1.18%，低見17926.29點，
收市報17933.27點，失守18000點，大市成交
額808.11億港元。
總結全周，港股低迷、三大指數均告
跌。恆生指數累計跌4.42%；國企指數累計跌
4.77%，收市報6114.4點；恆生科技指數累計
跌6.97%，收市報3589.63點，跌穿4000點。
23日，港股下跌1383只，上漲486只，收
平1042只。
大型科網股普遍疲弱，京東集團跌
3.39%，嗶哩嗶哩跌3.08%，阿里巴巴跌
3.03%，騰訊控股跌2.83%，美團跌2.79%，小
米集團跌2.27%，網易跌1.84%，百度集團跌
1.77%，快手跌1.35%，攜程集團則升5.13%。

香港特區政府宣佈將放寬入境檢疫
措施，帶動旅遊相關股上漲。國泰航空升
1.02%，東瀛游升36.36%，專業旅運升10%，
途屹控股升30.08%。
香港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志接
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表示，放寬入境檢疫措
施屬於利好消息，但市場的焦點依然是全球
主要央行收緊貨幣政策，對環球金融市場構
成的壓力未見散去，因此要注意短期波動性
風險仍會加劇。
葉尚志分析，恆生指數連日來不斷下
跌，已創出11年來新低。港股仍處尋底行
情，未來港股的成交額是重要觀察指標，當
資金出現趁低回流的信號，港股才有機會觸
底反彈。

中國新能源汽車發展高層論壇在武漢開幕
中新社武漢9月23日電 中國新能源汽車
發展高層論壇23日在「中國車谷」武漢經開
區開幕。來自中外多家知名車企負責人、專
家學者及投資界代表，圍繞強大汽車產業鏈
等話題，共同探討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
趨勢及建設新能源汽車強國的路徑和策略。
本次論壇以「構建新格局 打造新生態」
為主題，由武漢市人民政府、中國電動汽
車百人會、中國工程科技發展戰略湖北研究
院共同主辦。「中國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具
有極大的先發優勢，正進入市場化、規模
化發展階段。」論壇上，中國電動汽車百
人會理事長陳清泰介紹，過去10年，中國新
能源汽車技術不斷進步，產銷量一直保持
超高速增長。2021年，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
352.1萬輛，佔全球總量的54.2%，市場滲透
率為13.4%。今年1—8月，新能源汽車產銷
量同比增長均超過了100%，市場滲透率增至
22.9%。在陳清泰看來，「電動化只是汽車
革命的序幕」。他表示，隨著人工智能、大
數據、5G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與汽車產業

融合，當前汽車的「屬性」「定義」和「內
核」均發生改變，逐步從單純的機械產品轉
化為機械產品基礎上數據決定體驗、軟件定
義產品的移動智能終端。汽車與移動通信、
能源、交通、智慧城市等領域的協同融合是
新能源汽車競爭的關鍵。
「在新能源汽車快速發展的過程中，
不可避免出現『成長的煩惱』，能源安全、
資源安全、社會治理等問題需要統籌解決
好。」東風汽車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
書記竺延風認為，當前形勢下要推進新能源
汽車產業行穩致遠，企業應平衡好技術、產
品創新與市場需求等多方面關係，從而促進
新能源汽車實現更加健康發展。
此次論壇舉辦地湖北是中國汽車工業重
鎮。目前，湖北擁有規上汽車企業1578家，
汽車產量位居全國第4。其中，武漢經開區
汽車產量約佔全省「半壁江山」。當前，武
漢經開區正加速從傳統汽車向智能汽車轉型
升級，已初步構建「下一代汽車」完整生態
圈。

柴達木盆地新能源裝備製造零碳產業園開建
中新社西寧9月23日電 中車海西州新能
源裝備製造零碳產業園開工儀式23日在青海
省海西州德令哈市舉行，標誌著柴達木盆地
新能源裝備製造零碳產業園正式開建，建成
投產後將成為青海省內規模最大、產業鏈最
齊全的風光儲裝備產業集群基地。
中車海西州新能源裝備製造零碳產業
園佈局有風電、光伏、儲能等核心產業，該

零碳產業園利用清潔能源進行生產製造。產
業園共分三期建設，佈局有整機、葉片、塔
筒、發電機、電氣裝備、光伏組件、儲能
設備等產業，總投資約30億元（人民幣，下
同），總佔地570畝。
建成投產後將成為青海省內規模最大、
產業鏈最齊全的風光儲裝備產業集群基地，
年產值60億元。

海南成立RCEP企業服務中心 搭建雙向投資服務平台
9月23日，海南自貿港RCEP企業服務中心在海口和北京同步揭牌，為RCEP成員國投資海
南提供「一站式服務」，助力中國企業開拓RCEP市場。圖為海南省商務廳廳長、海南國際經
濟發展局局長韓聖健（左），海南省商務廳副廳長李勰（中），海南國際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宮起君在海口會場揭牌。							
<中新社>

千年梯田好「豐」景
作者 雷朝良
金秋時節，作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
產地的聯合梯田又迎來一個水稻成熟的豐收
季，吸引遊人遠近而來。
聯合梯田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尤溪縣的聯
合鎮，涉及聯東、雲山、連雲等8個村落，
綿延數十里，面積上萬畝。它開墾于唐開元
時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是中國歷
史上漢民族開鑿時間最早的大型古梯田群之
一。
2013年5月，聯合梯田被評為首批中國
重要農業文化遺產。2018年，聯合梯田作為
「中國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統」的四個子項
目之一，入選「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
成為全球第48個、中國第15個全球重要農業
文化遺產。
尤溪縣農業農村局相關人士近日受訪時
表示，聯合鎮世代農人千年生命接力，用一
種築田岸、鏟田坎的古老技術，創造出這個
古老而美麗的農業文化遺產，同時形成了伏
虎巖廟會、拜牛神儀式等富有地域特色的農
耕文化民俗活動。
生態種養，綠色發展
在尤溪縣西北部的聯合鎮連雲村，逶
迤青山映襯下，千畝梯田沿著山坡層層疊

疊，被金黃色的稻穗所覆蓋，與周邊錯落有
致的民居相交融，構成了一幅「稻花香裡說
豐年」的斑斕畫卷。這裡是聯合梯田的核心
區，建有中稻千畝核心示範基地。
連雲村村委會副主任鄭雄清是當地有名
的水稻種植大戶，今年種了350畝水稻，還在
稻田里養了田螺。
看著金燦燦的稻穗，他喜不自禁，「今
年的雨水雖然沒有去年那麼充足，但收成要
比去年還好。」
如今，聯合梯田推廣綠色種植，保留著
利用稻田養魚、養螺、養泥鰍、養鴨等多種
生態種養模式。
在當地農民看來，這些傳統模式不僅能
減少水田里雜草及病蟲害的發生，預防水土
流失，而且動物的糞便還作為稻田的有機肥
反哺梯田，提高土壤肥力。
尤溪縣也連續三年在聯合梯田示範推廣
南方山地梯田水稻提質增效技術，運用「溶
田滅蟲源，養萍增肥力」「害蟲行為干擾燈
控害」「種植蜜源，投放天敵」等措施，推
動農業綠色發展。尤溪縣副縣長柯德雙表
示，這種技術模式可複製可推廣，為該縣山
壟田綠色種植提供有力技術支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