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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讓菲律濱人在財務上具韌性

首都銀行以理財為重點 加強理財教育
本 市 訊 ： 首 都 銀 行 信 託 公 司
（Metrobank）推出了一本幫助菲律濱人理財
的電子書《Moneybility》，進一步加強推動
金融教育。
在一次活動中，Metrobank搶先曝光了
《Moneybility》，這是國內領先的綜合性、
動態金融教育電子書和平台。這是Metrobank
履行作為教育銀行之承諾的舉措之一。
MMoneybility不是一本普通的金融教育
書籍或電子書。它有一系列隨著市場條件變
化而更新的資金管理主題。它還具有多媒體
和互動功能，以及測試、金錢追踪和計算器
等工具，使有關金錢的不同話題更容易聯繫
和理解。這一新的金融教育平台為那些希
望開始養成預算、處理債務、保險、投資
等方面精明理財習慣的個人提供了便利。
Moneybility目前可以在moneybility.metrobank.
com.ph上註冊。
Metrobank首席營銷官Digs Dimagiba說：
「我們的目標不僅僅是提供普通的銀行服
務，而是成為客戶在專業理財建議方面的可
靠合作夥伴。我們希望以教育為動力，滿足
他們的需求，同時使他們能夠維持一種具財
務韌性的生活方式。」
Dimagiba補充說：「推動菲律濱人的理
財知識的倡導與我們的‘可靠的照顧’的承
諾是一致。憑藉我們在銀行和金融領域數
十年的經驗和智慧，Metrobank希望通過我
們的一系列學習工具和舉措成為金融知識
的主要來源，從我們的旗艦金融教育工具
Moneybility開始。 」
在Metrobank為菲律濱人服務60週年之
際，它逐漸認識到金融教育在塑造一個金融

Metrobank首席營銷官Digs Dimagiba介紹了Moneybility，這是由Metrobank在菲律濱創建
的一個開創性的全面和動態的金融教育電子書和平台，旨在使菲律濱人具財務韌性。
包容性國家方面的有益作用。
根據2016年標準普爾全球FinLit調查，
一個國家的金融認識率與其經濟發展直接相
關。以菲律濱為例，根據世界銀行2014年的
金融能力調查，只有25%的菲律濱人懂得金
融知識，落後於其他東盟國家。然而，疫情

促使更多菲律濱人對個人理財表現出興趣。
此外，不同的金融公司以及社交媒體平台上
的內容創造者也在興起與金錢相關的話題。
多年來，Metrobank推出了不同的金融
教育工具。對於那些已經了解基本金融概念
並正在考慮投資的人來說，Earnest是一個合

適的工具。Earnest是一個學習和投資平台，
有易於理解的課程卡，易懂的財經新聞，和
簡單的投資解釋。它還提供低至1000披索的
Metrobank My Choice Investment基金，並允許
開設Metrobank儲蓄賬戶。用戶可以去網站，
earnest.ph或從Play Store或app Store下載該手機
應用程式。
此外，該行還推出了Tara Invest，這是一
系列簡短的社交媒體視頻，講解投資的基本
知識。
與此同時，針對高淨值客戶，Metrobank
創建了一個名為Wealth Insights的在線門戶網
站。通過Wealth Insights，銀行的金融專家，
以及獨立的第三方研究提供商，如全球投
資研究報告提供商CreditSights，可以免費傳
授及時和相關的投資理念、富有思想的財
富管理觀點，並講解市場動態新聞。訪問
wealthinsights.ph，瀏覽更多投資建議。
在個人理財方面，Metrobank有
MoneyBasics，這是一個簡單而有創意的文章
和社交媒體帖子的合集，幫助人們建立儲蓄
習慣。與此同時，為了教育菲律濱人了解金
融欺詐的危險以及如何預防，Metrobank在其
社交媒體和網站上發布了“打擊欺詐”系列
的欺詐意識內容。Metrobank和其他本地銀行
也推出了名為ScamProof.ph的全行業倡議，一
個專注於防止欺詐的在線資源網站。
Dimagiba說：「理財不是萬能的，所
以，我們有一系列的理財教育計劃，可以為
每個菲律濱人提供適當的指導。最後，我們
設想我們所有人都具有財務韌性。這意味
著，在我們的財務歷程的任何階段，我們都
可以面對任何財務挑戰。」

提振復甦士氣

全球財經人士吁合作打造確定性
中新社北京9月24日電 疫情反覆、通
脹高企、地緣危機......多重挑戰仍困擾世界經
濟。多位全球財經人士在24日舉行的「全球
財富管理論壇2022秋季峰會」上呼籲，各方
應攜手合作，在不確定性中打造確定性，提
振復甦士氣。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深遠，作為主要發達
經濟體超寬鬆貨幣政策和大規模財政刺激的
「後遺症」，高通脹已成為全球主要風險之
一。
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中投公司總經理
居偉民表示，由于全球供需循環受到嚴重干
擾，國際能源和糧食價格快速上漲，部分國
家「物價—工資」螺旋上升，通脹水平歷
史罕見。目前，美歐面臨40多年來最嚴重通
脹。8月份，美國和歐元區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分別同比上漲8.3%、9.1%，「這在疫
情前是不可想像的」。
更糟糕的是，這一趨勢可能還將持續。
「未來通脹率可能會更高。」新加坡政府投
資公司首席執行官林昭杰分析稱，逆全球化
趨勢正在上演，隨著各國和企業優先考量供
應鏈抗衝擊能力而非效率，割裂和摩擦開始
出現，使得商品價格上漲成本壓力持續存
在。此外，政府債務負擔增加可能導致各國
央行在下一個週期放任更高通脹率。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家
發改委原副主任寧吉□亦指出，近年來，一
些國家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
思潮流行，對國際貿易投資人為設置門檻、
障礙，甚至主張「脫鉤」「斷鏈」，有的已
經付諸行動。這對產業鏈、供應鏈全球化配
置形成極大干擾，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可低

估。
在此背景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
長金立群發出警示：警鐘已經響起，各方不
能只顧眼前，必須放眼長遠。「不論經濟危
機多麼嚴重，只要通過穩健監管和宏觀經濟
政策調控，加上關鍵領域投資，總一天會走
出來。」
面對多重不確定性和風險「夾擊」，
與會人士普遍認為，各方難以做到自掃門前
雪，攜手合作是唯一答案。
在金立群看來，不論出于外部因素，還
是出于自主選擇，當前最大風險就是各大經
濟體各自為政。他認為，應對「脫鉤」和經
濟「碎片化」發展帶來的長期挑戰，各方必
須超越國界開展合作制定解決方案，在不確
定的環境中打造確定性。
「只有通過合作才能建立更大範圍共
識，這對復甦及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金
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行長馬科斯·特羅約說，該
行在7年時間裡建立了80多個基礎設施和可持
續發展項目的投資組合，為多邊發展作出一
定貢獻。多邊發展應讓盡可能多的利益相關
方進入，可以通過多邊協調、溝通和共同利
益解決目前存在的諸多問題。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工信
部原部長苗圩呼籲，各方合作制定新的技術
標準和貿易投資規則，攜手推動解決全球問
題。「氣候變化、流行性疾病、網絡安全、
經濟穩定等全球性問題，不合作是解決不了
的。」他指出，要合作，首先就要在規則、
標準方面做好互聯互通。各國、各企業都應
該在新的形勢下，加強對話交流，加快做好
這項基礎性工作。

美聯儲加息推動美元大幅走強
新華社記者劉亞南
美聯儲繼續激進加息帶來的利差效應
加劇了市場對經濟前景的擔憂，推動美元持
續走高。與此同時，市場人士並不看好其他
國家加息或干預市場的操作能夠持續穩定本
幣，美元在貨幣政策、地緣政治、經濟表現
和市場避險需求等因素作用下表現強勢。
21日，美聯儲連續第三次加息75個基
點，推動美元持續走高。數據顯示，美元指
數在23日罕見上漲1.65%，當日匯市尾市收于
113.1890，升至20年來高點。
標普全球23日公佈的初步數據顯示，歐
元區9月份製造業和服務業採購經理人綜合指
數繼續走低。歐元區經濟衰退前景令歐元對
美元匯率當日下跌1.5%，跌至1比0.97，刷新
了歐元對美元匯率近20年低點。
由于英國政府在23日宣佈包括大規模減
稅在內的一系列措施，市場對英國政府管理
負債的能力感到擔憂，進而拋售英國國債，
英鎊對美元匯率下跌3.5%，跌至37年來最低
水平。由于美聯儲和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佔
據主導地位，大多數國家在制定本國貨幣政
策時都會把美聯儲貨幣政策作為重要考量因
素。美聯儲激進加息所帶來的貨幣政策急速

轉向迫使很多國家為了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不
得不跟隨美聯儲加息，但由于跟隨式加息潮
惡化全球經濟前景，市場資金進一步追逐美
元避險，要持久穩定本幣難以奏效。
為抑制通脹，瑞典央行20日宣佈，將基
準利率提高100個基點至1.75%。這是自1993
年以來瑞典央行最大幅度上調基準利率。隨
後，日本央行決定維持寬鬆貨幣政策不變，
但日本財務省罕見地直接干預外匯市場，以
阻止日元繼續貶值。瑞士央行22日超預期加
息75個基點，英國央行在當日則加息50個基
點。市場認為，本幣貶值的趨勢扭轉依賴于
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或加息的停止。
美國銀行全球研究部表示，英國央行加
息不大可能扭轉英鎊跌勢。結構性赤字和英
國脫歐很可能會繼續令英鎊承壓，難以很快
反彈。
美國銀行全球研究部還表示，由于美日
貨幣政策分化和經常賬戶失衡，單方面干預
不大可能扭轉美元對日元匯率的上漲趨勢。
只要日本與其他經濟體貨幣政策走勢分
化依舊，在今後三至六個月甚至更長時間，
日元將會進一步走弱。

北京：「全聚德‧宮囍龍鳳呈祥」主題餐廳亮相
9月23日，「全聚德‧宮囍龍鳳呈祥」主題餐廳在北京正式亮相。其中，項目二層是
「宮囍玫瑰」為主題的愛情文化藝術餐廳，以傳統建築、書畫以及全聚德非遺技藝為元素，
利用數字多媒體技術，打造萬家燈火、時光隧道、玫瑰花園等八景空間設計。圖為沉浸式體
驗區。										
<中新社>

中國進一步擴大社保費緩繳政策實施範圍
新華社北京9月24日電 人力資源社會保
障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家稅務
總局等四部門辦公廳近日聯合發佈通知，明
確自2022年9月起，各省、自治區、直轄市
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可根據本地區受疫情影
響情況和社會保險基金狀況，進一步擴大緩
繳政策實施範圍，覆蓋本地區所有受疫情影
響較大、生產經營困難的中小微企業、以單
位方式參保的個體工商戶、參加企業職工基
本養老保險的事業單位及各類社會組織，使
階段性緩繳社會保險費政策惠及更多市場主
體。
據瞭解，四部門發佈「關于進一步做好
階段性緩繳社會保險費政策實施工作有關問
題的通知」，主要是為切實發揮階段性緩繳
社會保險費政策效果，促進保市場主體保就
業保民生。

通知提出，階段性緩繳社會保險費政策
到期後，可允許企業在2023年底前採取分期
或逐月等方式補繳緩繳的社會保險費。補繳
期間免收滯納金。
通知強調，各地社保經辦機構在提供社
保繳費查詢、出具繳費證明時，對企業按照
政策規定緩繳、補繳期間認定為正常繳費狀
態，不得作欠費處理。企業緩繳期間，要依
法履行代扣代繳職工個人繳費義務。已依法
代扣代繳的，職工個人繳費狀態認定為正常
繳費。同時，要主動配合當地相關部門，妥
善處理與職工落戶、購房、購車以及子女入
學資格等政策的銜接問題。
通知還要求進一步優化經辦服務，對
符合緩繳政策要求的市場主體，積極主動
對接，簡化辦事流程，實現企業「即申即
享」，減輕企業事務性負擔。

國際私募股權大會聚焦中歐金融合作
新華社巴黎9月23日電 國際私募股權大
會「聚焦中國」專場論壇日前在法國戛納舉
行，與會人士就中歐金融合作、人民幣國際
化、數字貨幣、第三方市場合作等議題展開
深入探討。
法國前總理拉法蘭在致辭時說，當今
全球形勢日趨複雜，中歐、中法必須緊密合
作，共同維護國際經貿秩序，為促進世界繁
榮和可持續發展不斷努力。針對第三方市場
開展投資，有利于實現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
重目標。
中國銀行董事長劉連舸線上致辭說，中
歐雙方在經貿、科技、新能源等領域合作均
取得重要成果，在私募股權領域合作面臨更
多機遇和廣闊空間。雙方要相互信任，加強
務實合作，共同應對可能影響中歐、中法經

濟發展的全球性挑戰。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周誠君在
線上主題演講中介紹說，人民幣國際化具有
良好的發展前景和堅實的發展基礎。隨著全
球產業鏈調整，國際社會將更加聚焦非美元
貨幣的配置和使用。作為現金替代品，數字
人民幣將在中國國內探索更多應用場景。
「聚焦中國」專場論壇由法國中國工商
會與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進出口
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在法機構共同舉辦，
旨在進一步加強中歐經貿投資往來，促進資
本市場互聯互通，推動兩地私募股權市場新
發展，不斷擴大第三方市場合作。
國際私募股權大會創立于2016年。本次
大會于9月20至22日在戛納召開，來自48個國
家和地區的5000餘家機構參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