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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9月26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9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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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702.98人民幣
   100歐元　　　　　　　　　　　　684.29人民幣
   100日元　　　　　　　　　　　　4.9377人民幣
   100港元　　　　　　　　　　　　89.551人民幣
   100英鎊　　　　　　　　　　　　765.01人民幣
   100澳元　　　　　　　　　　　　462.01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07.48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94.88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20.53人民幣

惠譽預計央行將再加息75個基點
本報訊：隨著國內通脹上升、比索走弱

以及美聯儲基金利率預期進一步上調，這些

因素預計將推動菲律賓中央銀行(BSP)在今年

年底將其關鍵利率升至5％。

惠譽解決方案在一份日期為9月23日報告

中指出，貨幣當局也需要錨定通脹預期後，

調整了今年關鍵利率的預測。

它表示：「由于全球信貸條件收緊，

菲律賓披索也面臨巨大壓力。由于美聯儲

（Federal Reserve）可能在2022年底前進一步

加息75個基點，這可能會促使央行同步加息

以維護外部穩定。」

迄今為止，截至9月22日，菲律賓央行的

關鍵利率已總共上調225個基點至4.25％，貨

幣官員表示，國內經濟的持續復甦將有助于

緩解央行加息的影響。

國內價格漲幅在上個月達到6.4％，為

2018年10月以來的最高水平後，從5個月的攀

升速度放緩至今年8月的6.3％。

迄今為止，平均通脹率為4.9％，遠高于

央行在2024年之前設定的2％至4％的目標區

間。

由于全球油價上漲，月度通脹率在今年

4月加速至4.9％，突破了政府的目標區間。

惠譽解決方案預測今年國內通脹率平均

為5.6％。

它預計正在進行的俄羅斯-烏克蘭衝突的

影響將繼續影響食品價格，這也受到幾個食

品出口國惡劣天氣條件的影響。

它補充說，雖然油價已經下跌，但「相

對于2021年的水平，它們仍然處于高位。」

惠譽解決方案表示，其石油和天然氣團

隊預計布倫特原油價格今年平均為每桶105美

元，明年為每桶100美元，高于其2021年每桶

70.95美元的預測。

在此背景下，它表示，預計今年國內經

濟將增長6.6％，高于此前的6.1％，預計將為

加息提供迴旋餘地。

目前披索對美元匯率已跌至58水平，惠

譽解決方案稱這是我國18年來的最低水平。

它補充說：「如果隨著美聯儲繼續加

息，央行選擇在隨後的會議上按兵不動，實

際利差可能會擴大，有利于美國並引發資本

外流，加劇披索的下行波動。」

不想生不敢老？中國尋解「成長中的煩惱」
近年來，從倡導婚事從儉，力避高價彩禮、婚禮大操大辦，到放開三孩生育，取消社會撫養費等制約措施，廢止相關處罰規定；從延長

產假和育兒假，到明確要求防止以學區房等名義炒作房價，推動放學時間和父母下班時間相銜接，嚴格規範校外培訓，中國正力圖讓一度令
人焦慮的婚嫁、生育、養育、教育變得輕鬆些。資料圖為2022年7月31日，山西太原，家長與孩子共同繪製帳篷塗鴉，享受夏日假期時光。

<中新社>

8月末中國各類債券
餘額達142.3萬億元

新華社北京9月26日電 近年來，中國

債券市場功能持續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能

力不斷增強。中國人民銀行日前發佈數據

顯示，截至8月末，中國各類債券餘額達

142.3萬億元，規模位居全球第二。

人民銀行相關人士介紹，2017年以

來，中國債券市場規模持續擴大，直接融

資比重大幅提升。截至8月末，債券淨融

資規模占社會融資總規模的31%，較2017

年同期上升10個百分點。

近年來，隨著綠色、扶貧、雙創、鄉

村振興等專項債券推出，企業直接融資渠

道得以拓寬。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截至

8月末，公司信用類債券餘額32.2萬億元，

年均增速14.2%，是僅次于信貸的實體經

濟融資第二大渠道，融資成本總體低于貸

款成本。

中國不斷豐富債券產品種類和層次，

支持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增強金融機構服

務能力。數據顯示，截至8月末，金融債

券餘額33.4萬億元，有力提升了商業銀行

資本實力和信貸投放能力；政府債券餘額

58.3萬億元，其中地方政府債券餘額34.6萬

億元，成為中國債券市場第一大券種。

人民銀行相關人士表示，人民銀行將

會同有關部門和市場各方，繼續共同建設

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債

券市場體系，持續充分發揮債券市場對支

持宏觀調控和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作用，

支持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新能源汽車免征
車輛購置稅政策

延續實施至明年底
新華社北京9月26日電 記者26日從財

政部瞭解到，為支持新能源汽車產業發

展，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工業和信息

化部日前聯合發佈公告，明確將今年底到

期的新能源汽車免征車輛購置稅政策，延

續實施至明年底。

公告明確，對購置日期在2023年1月

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間內的新能源汽

車，免征車輛購置稅。購置日期按照機動

車銷售統一發票或海關關稅專用繳款書等

有效憑證的開具日期確定。

新能源汽車免征車輛購置稅政策實施

以來，有效激發了新能源汽車消費潛力。

國家稅務總局此前發佈數據顯示，今年1

至7月，新能源汽車免征車輛購置稅406.8

億元，同比增長108.5%，其中7月份免征

車購稅71.7億元，同比增長119.1%。

「中國薯都」
烏蘭察布馬鈴薯

品牌價值破100億元
 中新社烏蘭察布9月26日電　內蒙古

自治區烏蘭察布市農牧局26日對外消息

指，「中國薯都」烏蘭察布市的馬鈴薯品

牌價值已突破100億元（人民幣），位居

中國五大馬鈴薯產地之首，馬鈴薯成了貨

真價實的「金蛋蛋」。

烏蘭察布市農牧局副局長郭有貴介

紹，烏蘭察布市地處內蒙古自治區中部，

氣候冷涼，日照充足，雨熱同期，土壤潔

淨，自然氣候特點非常適宜馬鈴薯生長，

是馬鈴薯產業黃金帶，也是國家重要的馬

鈴薯種薯、商品薯和加工專用薯生產基

地。官方消息顯示，近年來，烏蘭察布市

馬鈴薯種植面積穩定在300萬畝左右，產

量300萬噸，馬鈴薯種植面積和產量占內

蒙古的近1/2，佔全國馬鈴薯種植面積和產

量的近5%。

當地打造烏蘭察布馬鈴薯品牌，不僅

榮獲中國百強區域公用品牌稱號，還入圍

中國農業品牌目錄，被中國農產品市場協

會評為「最受市場歡迎名優農產品」。

烏蘭察布市位于京津冀、環渤海、呼

包銀榆三大經濟圈結合處，東鄰張家口、

南連大同、西接呼和浩特、北延蒙古國，

是進入東北、華北、西北三大經濟圈和亞

歐經濟帶的樞紐城市。

農業部：卡丁受災地區農業損失約為1.4138億元
本報訊：根據農業部的初步估計，颱風

卡丁（國際名稱：諾魯）對農業造成的破壞

和損失估計為1.4138億元。

農業部表示，截至9月26日（星期一）

中午12點，初步評估覆蓋了科迪勒拉行政區

(CAR)、伊羅戈斯地區、中呂宋和卡拉巴松的

16229公頃土地。

這意味著大米、玉米和高價值作物等商

品的產量損失達5866噸(MT)，影響了740名農

民。農業部表示：「這些值有待驗證。預計

受『卡丁』影響的地區會出現額外的破壞和

損失。」

作為回應，農業部表示，受影響的農

民和漁民可以獲得援助，包括133240袋水稻

種子；5729袋玉米種子；和4911公斤什錦蔬

菜種子。它還擁有用于畜禽的藥物和生物制

劑，以及通過漁業和水產資源局(BFAR)提供

的魚苗和援助。

農業部表示，它還可以利用農業信貸政

策委員會(ACPC)的生存和恢復(SURE)計劃，

以及價值5億元的快速響應基金(QRF)來恢復

受災地區。

就 其 本 身 而 言 ， 社 會 福 利 與 發 展 部

（DSWD）表示已撥款11億元用于應對颱風

『卡丁』的災害和援助。

根據PAGASA省氣象局上午11點的公

告，截至週一上午，至少有四個地區仍處于1

號熱帶氣旋風信號(TCWS)之下。

颱風預計將于週一晚上離開菲律賓責任

區。

環球電信和Smart在「卡丁」受災地區
提供免費通話、充電和WiFi服務

本報訊：國內主要電信公司已開始在受

颱風「卡丁」（國際名稱：諾魯）襲擊的地

區恢復網絡服務。

並在部分地區設立了免費通話和充電

站。

亞耶拉家族領導的環球電信表示，它已

經完全恢復了國家首都地區(NCR)的服務，並

且接近完全恢復，只有Panukalan的部分服務

仍然受限。

它說，黎剎省約80％遭遇颱風相關停電

的城市也已重新連接。

環球電信的免費通話、充電和WiFi站

于週一中午開始在新怡詩夏省的四個描籠

涯——Valenzuela、H.Concepcion、Zulueta和

Diversion等描籠計開始運營。

這些服務站站將一直運行到晚上7點，

然後從從9月27日至28日上午8點到下午6點再

次運行。

它還將在計順省啟動三個站點，運營

時間為9月27日至29日上午8點至下午5點，

Infanta市政廣場、Polillo市政廣場和Burdeos市

政廣場。

就其本身而言，由彭澤倫領導的PLDT公

司及其無線部門Smart通訊公司表示，它已於

週一上午7點開始在「卡丁」受災地區恢復網

絡服務。

它 在 另 一 份 咨 詢 中 表 示 ： 「 P L D T 和

Smart的網絡服務對于社區和機構的連接需

求也保持穩定，除了受商業停電影響的地

區。」

它在描沓安（PDHiget）、極光（Aurora 

Tel QuezonSt.）；計順（Infanta的Navarro 

Minimart和Polillo的BonifacioSt.）。

和丹轆（丹轆市的CKC、蒙卡達S&S超

市和Infinireach）設立了免費電話和充電站。

在邦邦牙省和三描禮士也設有其他站

點。

根據省氣象局上午11點的公告，截至週

一上午，至少有四個地區仍處于1號熱帶氣旋

風信號(TCWS)之下。

「卡丁」預計將于週一晚上離開菲律賓

責任區。

中越共辦古樹茶產業培訓  將攜手開發茶產業技術
中新社昆明9月26日電　26日，中國雲南

省-越南北部古樹茶產業培訓班在雲南昆明開

班。

班儀式上，雲南省普洱茶協會與越南全

國茶葉協會線上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在

茶產業相關技術開發，茶產業機構溝通和合

作平台建設等方面展開合作。

位于中國西南邊陲的雲南省與越南山水

相連。

近年來，滇越農業合作機制日益健全，

合作領域日漸廣泛，合作形式持續創新。雲

南是世界茶樹的核心發源地，擁有全世界最

大面積的野生古茶樹群落和栽培型古茶園。

越南北部省份同樣擁有豐富多樣的古茶樹資

源。

雲南省農業農村廳一級巡視員張穆在

當天的開班儀式上介紹，根據越南農業特色

和培訓需求，本次培訓班將開展古茶樹資源

保護與可持續利用、茶樹資源育種與栽培技

術、茶葉加工與儲存、茶葉市場營銷等方面

的全產業鏈培訓，還將組織舉辦企業線上對

接會。

越南駐昆明總領事阮忠孝在致辭中稱，

越滇在古樹茶產業方面合作潛力巨大，相信

此次培訓將是讓雙方古樹茶產業合作更加有

效的開端，推動越南各地與雲南省農業合作

越來越切實有效。

雲南省普洱茶協會與越南全國茶葉協會

簽署合作備忘錄後，雙方將在共同開發茶產

業相關技術，茶產業相關機構溝通和合作平

台建設，制定茶葉貿易交易協同合作機制和

協調處理雙邊茶葉交易的業務規範等方面展

開合作。

來自越北12省農業與農村發展廳、越南

北部山區農林業科技院、茶企、協會、合作

社的共308名學員將參加此次培訓，雲南省紅

河州、文山州、普洱市等地的73名農技人員

和企業、協會及合作社代表也將參加培訓和

企業對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