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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9月27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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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707.22人民幣
　100歐元　　　　　　　　　　　　682.84人民幣
　100日元　　　　　　　　　　　　4.9260人民幣
　100港元　　　　　　　　　　　　90.093人民幣
　100英鎊　　　　　　　　　　　　761.72人民幣
　100澳元　　　　　　　　　　　　459.94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03.68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94.66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16.2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二年九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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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foodex, Inc.是唯一，也是最大的微型、中小型食品加工商和出口商協會，其董事會
正準備通過分別在馬尼拉SMX會議中心和泰國曼谷Impact Arena舉辦的第15屆菲律濱食品博
覽會和Thaifex-Anuga 2023，以市場為主導和可持續的業務持續項目，幫助其成員恢復和保
持競爭力。屆時將有B2B市場對接會、烹飪比賽和技術介紹，以及針對農民和漁民的積極努
力，以增加收入和包容性增長就業機會。

從左至右:董事Anton Sayo（Orient Foods,Inc）、Mayose Bautista（Cut Unlimited,Inc）、
總裁Ruben See（See’s Intl）；Nandy Esguerra（Good Sense Juice）；執行董事Lyn Natividad
和William Lim（Mega Global Corp）。

NORTH TREND MARKETING CORPORATION
獲授予CASTROL總經銷商資格

本 市 訊 ： N o r t h  T r e n d  M a r k e t i n g 

Corporation是一家知名的高質量汽車和工業產
品及服務分銷商。這家公司成立於1994年，
最初是Cebu Trade Marketing，是一家輪胎經銷
商。此後不久，North Trend將業務擴展到成
品潤滑油銷售。從那時起，分銷商格局被建
立起來，並增強了全國性的分銷商能力。

North Trend Marketing的行政委員會和核
心團隊與呂宋、未獅耶和棉蘭佬島的所有經
銷商進行了會面

在董事會的領導和遠見下，業務隨著團
隊的發展而壯大，實現了公司的目標，即通
過為國家提供全球安全和具效率的產品，例
如輪胎和成品潤滑油，覆蓋包括國內外的消
費、商業、工業、能源和航海業，以改善菲
律濱人的生活質量。

憑藉North Trend在過去28年的貢獻和成
就，該公司最近獲英國石油公司授予Castrol
菲律濱總經銷權，這標誌著該公司的另一個

里程碑。現在，North Trend覆蓋了BP Castrol

在整個菲律濱的消費、商業、工業、海事、

能源和國際船用潤滑油業務。

這再次肯定了North Trend團隊多年來的

辛勤工作，證明了他們的業績記錄和願景，

他們的高技能團隊及所有合作夥伴分銷商和

忠誠的客戶基礎上發展其業務。

鞏固Castrol遍布全國各地的經銷商網

絡。

颱風卡丁對農業造成損失激增至12.9億元
本報訊：農業部(DA)週二報道，鑒於來

自其他地區的額外數據，颱風卡丁（國際名

稱：諾魯）對農業造成的損害和損失已超過

10億元。

截至9月27日（週二）下午1點，農業

部減災和管理運營中心(DRRM)發佈的最新

估值已上調至12.9億元，覆蓋整個呂宋島的

141,312公頃農業區。

這包括科迪勒拉行政區(CAR)、伊羅戈

斯地區、卡加延河谷、呂宋中部、卡拉巴松

和比科爾地區的地區。

最新數據遠高於週一下午5點農業部發

佈的估計1.601億元損失。該數字僅覆蓋了

16659公頃受災農業區。

更新後的數據相當於產量損失72231噸

(MT)，影響了82158名農民和漁民。

農業部在附屬的聲明中說：「總體損害

和損失的增加是由於有關所有受影響地區的

水稻、玉米、高價值作物、牲畜和漁業的額

外報告。」

受災面積最大的是水稻，受災面積達

138,843公頃，產量損失63,115噸，價值高達

9.598億元。

緊隨其後的是高價值作物，損失了2.714

億元，漁業損失了1700萬元，玉米損失了

4050萬元，畜禽損失了56萬元。

該機構表示，受影響的農民和漁民可以

獲得援助。

包括133,240袋水稻種子；5,729袋玉米種

子；和4,911公斤什錦蔬菜種子。

它還擁有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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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福利與發展部（DSWD）還表示，

已撥出11億元用於應對颱風卡丁的災害和援

助。

因美聯儲加息 
菲股披索均下跌

本報訊：由於美聯儲上調關鍵利率上

調，避險情緒繼續主導本地市場，週二菲

律賓股市收盤下跌，披索對美元匯率再次

創下歷史新低。

基準綜合指數收盤下跌239.47點，

跌幅為3.83％，至6020.07點；而全股指數

下跌107.06點，跌幅為3.20％，至3234.23

點。

控股公司在下跌4.58％後，在行業指

標中跌幅最大。

金融業緊隨其後，下跌4.29％；房地

產業，下跌3.92％；工業，下跌2.96％；

採礦和石油業，下跌2.93％；和服務業，

下跌2.19％。

成交總量達到近22億股，價值208.8億

元。

僅28只個股上漲，189只下跌，37只

收盤保持不變。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

斯·林寧安表示：「在美聯儲激進的美聯儲

和利率飆升導致美國本土股票拋售之後，

本地股票的拋售重新開始，這反過來又擾

亂了貨幣市場。」

上周，美聯儲的主要利率再上調75個

基點，這是其連續第三次加息75個基點，

因為貨幣當局應對美國四年來的高通脹。

林寧安表示，美聯儲最新的基金利率

上調，以及英國上周宣佈減稅，導致美元

進一步走強，並將披索推向59元水平。

他 表 示 ， 標 準 普 爾 5 0 0 指 數 下 跌

5.03％，至3655.04點，低於今年6月的低點

3666.77點。美國道瓊斯指數也下跌329.60

點，跌幅為1.11％，至29260.81點。

林寧安說：「貨幣波動帶來的經濟衰

退擔憂也導致油價下跌。」

他表示，11月布倫特原油期貨下跌

2.1％至每桶84.32美元，西德克薩斯中質

原油(WTI)下跌2.3％至每桶76.97美元。

與此同時，披索從上週五的58.50

元，收於58.99元後，再次創下歷史新低。

由於超級颱風卡丁（國際名：諾魯）

摧毀了呂宋島的部分地區，馬拉干鄢暫停

了政府工作和公立學校課程，週一市場沒

有交易。當天披索開盤於58.80元，弱於前

一個交易日的58.35元。

全天披索在58.999元至58.70元之間交

易，平均交易價格為58.904元。

成交額達到10.6億美元，高於上週五

的9.85億美元。

星巴克：
中國內地門店總數

達到6000家
新華社上海9月27日電 星巴克企業管

理（中國）有限公司（簡稱星巴克中國）

27日在此間宣佈，在中國內地市場開出第

6000家門店。

新店選址于上海市中心淮海中路力寶

廣場。上海也一舉成為全球各大城市中第

一座擁有上千家星巴克門店的城市。

2018年，星巴克宣佈一項專門針對中

國內地市場的增長計劃，預計于2022年9

月底將門店總量增至6000家。儘管近年來

全球咖啡零售行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波動

等影響，但星巴克這一計劃仍如期順利達

成，為市場注入活力。

國庫局拒絕91天期和364期天國債出價
本報訊：在投資者要求高收益後，週二

國庫局(BTr)再次拒絕了對91天期和364天期國

債的投標，但部分授予了182天期債券。

六個月期票據的平均利率從9月19日拍賣

會期間的3.810％升至3.958％。

同時，如果拍賣委員會全額授予三個月

期票據，其平均利率將上升至4.397％，一年

期債券利率將上升至4.888％。

在今年8月22日的拍賣會上，三個月

期和一年期國庫券的利率分別為2.070％和

3.782％。

國庫局為所有期限債券各提供了50億

元，只有6個月期票據被超額認購，達到90億

元。

91天期國債的總投標額為46億元，而一

年期國債的投標總額為40.64億元。

拍賣委員會以33.5億元的價格授予了182

天期的票據。

國庫局局長羅莎莉亞·德萊昂告訴記者：

「我們只部分授予了部分六個月期票據，因

此在市場背景下，平均收益率在合理水平之

內。」

她指出，由於通脹率上升，國內和海外

的貨幣政策持續收緊。

政府的目標是今年從國內債權人那裡借

入超過70％的資金需求，這是多年來一直採

取的舉措，以利用國內經濟的低利率環境並

應對貨幣估值變動。

當被問及在最近的國庫券拍賣中被拒

絕的情況下，政府今年的國內借貸計劃是否

仍能得到滿足時，德萊昂說：「請記住，我

們有一個強大的零售國債發行，包括債券置

換。」她指的是零售國債轉換發行的選項，

在該選項中，國庫局確定有資格的投資者將

先前發行的債務票據置換為要拍賣的新發行

的證券。

國庫局在今年9月共出售了價值4204.4億

元五年期零售國債，其中1085.2億元是轉換的

債務票據。

多地出台新規規範租房市場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郭宇靖、邰思聰

今年9月1日，《北京市住房租賃條例》

開始施行，這部地方性法規針對「打隔斷」

群租、「黑中介」不退押金等問題作了規

定。

住房租賃市場涉及面廣，與老百姓日常

生活息息相關。「新華視點」記者瞭解到，

近來，多地出台政策措施規範住房租賃，對

維護消費者權益提出更加明確的要求。

租房投訴多　多地出新規
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地方住房租賃市

場問題猶存。在黑貓投訴平台，記者以「租

房」為關鍵詞搜索發現，共有3萬多條投訴；

其中，租賃機構不退押金的投訴尤其多，以

「租房 押金」為關鍵詞，檢索到13000多條

投訴。此外，出租房「打隔斷」、合同設置

「霸王條款」等方面的投訴案例也比較多。

今年7月底，青島市住建局發佈《關于

2022年上半年住房租賃企業投訴情況的通

報》，公佈了今年上半年投訴量排名前十的

住房租賃企業。通報指出，這些企業經營過

程中主要存在惡意剋扣押金、租金及其他保

證金，租賃附加服務不規範，服務態度差，

處理當事人投訴不及時等問題，嚴重擾亂市

場秩序。

針對住房租賃市場存在的問題，今年以

來，不少地方紛紛出台、實施住房租賃方面

的地方性法規或相關監管規定。

今年1月1日，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中國

銀保監會上海監管局聯合印發的《上海市住

房租賃交易資金監管實施細則（試行）》開

始施行；今年下半年，上海市人大常委會還

將推進住房租賃條例等立法項目。4月，廣州

市住建局發佈《廣州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關

于規範住房租賃市場的通知》。5月，北京

市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北京市住房租賃條

例》，于9月1日開始施行。8月，武漢市住房

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發佈《武漢市住房租賃資

金實施細則（試行）》。

此外，今年以來，青島、石家莊、合

肥、鄭州、福州、無錫等地也都出台了住房

租賃方面的相關政策。

貝殼研究院高級分析師黃卉認為，各地

加強對住房租賃市場的整頓、規範，旨在遏

制由于租賃機構違規經營而侵害租客和房東

權益的現象，是治理住房租賃市場的有力舉

措。

保障租戶權益 規範租房市場
記者梳理發現，各地出台的住房租賃規

定，大都針對不退押金或租金、中介「打隔

斷」等群眾反映較多的一些問題，注重保障

租客權益，規範住房租賃市場秩序。

——加強資金監管，保障租戶資金安

全。

近期，鄭州市房屋租賃平台上線「住房

租賃資金監管」功能，各住房租賃企業應選

擇一家與該平台對接的監管銀行，開設唯一

的監管專用賬戶，並按要求將承租人繳納的

租金、押金納入監管。

「租房的很多是收入不高的年輕人，幾

千塊錢租金、押金就有可能影響到他們的生

活。」北京奧肯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李傳文

說，如果遇到不退押金等情況，按照法律規

定，租客可以向法院起訴，但由于訴訟成本

高、時間長，不少租客只能忍氣吞聲。

《北京市住房租賃條例》規定，住房

租賃企業向承租人收取的押金一般不得超過

一個月租金，並按照規定通過第三方專用賬

戶托管。上海市規定，住房租賃經營機構向

承租人收取的租金、押金，應當由承租人直

接存入監管賬戶；利用個人「租金貸」獲得

的資金，由貸款機構直接放款至監管賬戶。

深圳市要求，在深圳從事住房租賃經營的企

業，應開立銀行專戶，用于收取承租人押金

及租金，被監管資金不得隨意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