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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9月30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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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709.98人民幣
100歐元
698.92人民幣
100日元
4.9276人民幣
100港元
90.444人民幣
100英鎊
794.81人民幣
100澳元
462.96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08.41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97.17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30.14人民幣

截至八月底

國家政府債務升至13萬億元
本報訊：國庫局（BTr）週五報告，由
於國內證券發行和貨幣調整，截至2022年8月
末，國家政府（NG）的總負債增加了1％，
達到13.02萬億元。
國庫局在週五的一份聲明中表示，與
2021年底的水平相比，政府的最新債務水平
高出11％，為1.29萬億元。
大部分，68.7％的負債來自國內債權
人，其餘31.3％來自海外。
截至今年8月，國內債務總額達到8.94萬

披索重拾強勢
菲股收盤下滑
本報訊：由於對經濟衰退的擔憂再
次出現，避險情緒在本地股市佔據主導地
位，收盤大跌3.26％，但披索對美元匯率
延續升勢。
隨著美元的20年高點略有回落，本
地貨幣繼續站穩腳跟，從前一天的58.97
元，收於58.625元。
當天披索開盤於58.60元，好於週四
的58.87元。
全天披索在58.53元至58.79元之間交
易，平均交易價格為58.646元。
成交額達到10.58億美元，高於前一
個交易日的9.0286億美元。
與此同時，本地股市綜合指數(PSEi)
下跌193.18點，跌幅為3.26％，至5741.07
點。
全股指數下跌82.98點，跌幅為
2.60％，至3,107.90點。
控股公司在下跌4.03％之後，在行業
指數中跌幅最大。
房地產緊隨其後，下跌3.57％，服
務業下跌3.35％；工業，跌2.22％；金
融業，跌1.19％；採礦和石油業，下跌
1.13％。
成交總量達到10.1億股，價值66.9億
元。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
斯·林寧安表示：「由於投資者權衡對美
聯儲未來加息決定和對市場影響的擔憂，
菲律賓股市觸及5700點。」
這一點，由於美國的通貨膨脹率仍
然居高不下並處於四年來的高位，因此美
國貨幣當
林寧安表示，國際市場的油價下
跌，「因為交易員等待下周可能的OPEC+
減產以及美元從20年高位回落。」
布倫特原油期貨跌至每桶88.49美
元，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WTI)跌至每桶
81.23美元。

各部門全力迎接
國慶黃金周出行高峰
新華社北京9月30日電 隨著國慶黃金
周即將來臨，各地出行客流明顯回升。鐵
路、電力、民航等部門優化運輸組織，強
化安全檢查和出行服務，全力迎接國慶黃
金周出行高峰。
來自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的
數據顯示，9月29日，全國鐵路共發送旅
客559萬人次，開行旅客列車7847列。9
月30日，全國鐵路預計發送旅客820萬人
次，計劃開行旅客列車8851列。
為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中國鐵
路成都局集團公司堅持做好旅客進站測溫
驗碼、查驗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強
化站車通風消毒。中國鐵路南昌局集團公
司通過12306大數據加強客流分析，動態
調整和配置運力資源，精準實施「一日一
圖」，靈活制定旅客列車開行方案。中國
鐵路西安局集團公司優化旅客進出站流
線，動態增加安檢、驗證通道。

披索匯價
外匯市場 自 由 市 場

（二○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開盤
收盤
成交額
美元

58.600
58.625
$1.06B
58.93
7.670
港元
人民幣
8.380

31.749元
紐約黃金期價 1668.4美元

美元兌台幣匯率

億元，比上月底增加1112.1億元。
國庫局將今年8月國內負債的增長追溯
到淨發行價值1094.3億元政府證券以及披索對
美元匯率走弱，帶來17.8億元的影響。
它說：「自年初以來，由於繼續依賴國
內借貸來減輕貨幣波動的影響，國內債務組
合增加了7729.8億元，增幅為9.5％。」
截至今年8月底，外債達到4.08萬億元，
比2022年7月底的水平增加了224.3億元。
國庫局將外幣計價負債增加622.4億元歸

因於披索疲軟的影響。
它說：「這抵消了第三種貨幣對美元貶
值的265.9億元的影響，以及132.2億元的淨還
款額。」
自今年年初以來，與2021年底的水平相
比，外部負債增加了5200.3億元，「主要是由
於本地和第三貨幣的波動增加了外幣債務的
披索價值」。
同樣，截至今年8月底，國家政府擔保
債務總額達到3927.6億元，與2022年7月底的

水平相比減少了152.4億元。
國庫局說：「8月份，擔保債務的減少
主要是由於國內和外部擔保的淨償還額分別
為44.3億元和108.1億元。」
對第三貨幣計價擔保的淨升值影響減
少了36.5億元，「抵消了本幣貶值影響34億
元」。
國庫局補充說，與2021年底的水平相
比，國家政府擔保債務減少了311.6億元，減
少了7.4％。

AIID隆重開業

本市報：Miguel P. Librojo醫生是一名牙
科專家，專注於植牙學、美牙科和口腔修復
學。自2011年以來，Librojo醫生一直熱情地
投入到他的牙科實踐中，他認為不斷學習和
追求卓越是最重要的。讓Librojo醫生與眾不
同的是他對客戶的誠實。作為一名牙醫，
他的方法是在專業和個人之間取得完美的平
衡；重要的是他的客戶完全信任他，重視他
的專業意見。

Librojo醫生為客戶提供了他們應得的
最佳護理而感到自豪，並高度重視患者的
信任和時間，他在Okada Manila Hotel開設了
亞洲植牙與綜合牙科 （Asian Implantology &
Integrated Dentistry ，簡稱AIID）。
AIID採用數字牙科和利用先進的技術，
為每個病例創造最好的結果。AIID擁有最先
進的錐形束計算機斷層掃描系統（CBCT），
這是牙科診斷的黃金標準。AIID能夠產生更

快、更精確的結果，確保始終為其客戶提供
最好的治療結果。
AIID於2022年9月14日在Okada Manila
Hotel盛大開幕。 AIID的揭幕儀式由公關Lana
Johnson主持，媒體、客戶、家人和朋友都出
席了儀式。上午的活動展示了一個獨特的美
容牙科工作室，現在它已經準備好創造更完
美的笑容。AIID牙科診所位於Okada Manila珊
瑚區水晶走廊。

八月份政府預算缺口縮小40.43％至720億元
本報訊：國庫局週五公佈的數據顯示，
菲律賓政府8月份的財政收支赤字有所減少，
因為期間國家收入的增長超過了支出的增
長。
政府的財政赤字在2022年8月縮小至720
億元，比2021年8月的赤字1209億元下降了
40.43％。今年1-8月的預算缺口也從去年同期
的赤字9582億元縮小13.06％，至8330億元。
國家政府上個月的預算缺口從去年同期
的赤字1209億元收縮40.43％，至720億元。
8月份的財政赤字也小於7月份的赤字866
億元。
國庫局表示，財政缺口縮小的原因是
「政府收入增長28.23％，加上支出增長放緩
6.39％」。
年初至今的預算赤字也從2021年1月至
2021年8月期間的9582億元收縮13.06％至8330
億元。
收入方面
今年8月份政府收入為3324億元，比去年
同期的2593億元增長28.23％，這是由於稅收

和非稅收入增加所致。
其中，93％，3084億元來自稅收，而
7％，240億元來自非稅收收入。
年初至今的國家收入為2.368萬億元，比
去年同期2.005萬億元增長18.09％。
國庫局(BIR)在今年8月份徵收2289億
元，增長23.03％。厘務局年初至今的總收入
增長了12.25％，至1.6萬億元，佔其全年目標
2.4萬億元的65％。
海關局(BOC)上個月的收入也實現了
47.84％的兩位數增長，達到789億元，使其
年初至今的收入達到5592億元，同比增長
35.64％。
海關局今年1月至8月的收入表現佔其整
個2022年7215億元目標的78％。
與此同時，國庫局的收入從47億元增
長到49億元，「這是由於菲律賓娛樂和博彩
公司支付更高的國家政府份額的分紅以及投
資收入。」國庫今年迄今的收入達到1224億
元，同比增長22.5％，已經是全年目標612億
元的兩倍。

8月份來自其他辦事處的收入（包括私有
化收益和收費收入）從去年同期的122億元，
上升到191億元，使年初至今的收入達到1155
億比索，同比增長29.26％年。
支出方面
「由於更高的國家稅收分配(NTA)轉移
和利息支付(IP)」，8月份的國家支出從2021
年同月的3802億元增長了6.39％至4045億元。
由此產生的年初至今支出達到3.2萬億
元，比去年同期增長8.02％。
8月份包括利息支付在內的主要支出總
額為3737億元，比2021年的3563億元高出
4.90％。
8月的數字使今年1月至8月的基本支出增
加到2.9萬億元，比去年同期高出7.08％，為
1891億元。
由於2021年全球債券預付款的基數較
低，8月份的利息支付額為308億元，比去年
同期增長28.59％，近7億元。
年初至今，支付的總利息為3401億元，
也比2021年高出16.67％。

央行預計九月通脹率在6.6％-7.4％之間
本報訊：電力和主要食品價格上漲預
計將推動2022年9月國內通脹率升至6.6％至
7.4％之間。
高於上個月的水平。
菲律賓央行(BSP)在週五的一份聲明中表
示，菲律賓披索對美元的貶值預計也是本月
物價上漲速度加快的因素之一。

它說：「這可能會被本地燃料價格的下
跌和肉類價格的下跌部分抵消。」
央行表示，「將根據央行的價格穩定任
務，繼續密切關注新興價格發展，以便及時
干預，防止價格壓力進一步擴大。」
通脹率在今年8月結束了五個月的攀
升，從一個月前的6.4％降至6.3％。

今年4月，它超過了政府2％-4％的目標
區間，同比增長4.9％，為2019年1月以來的最
高水平。
今年前八個月的平均通脹率為6.3％。
央行預測今年的平均通脹率為5.6％，月
度通脹率預計將在今年最後一個季度達到峰
值。

經濟重新開放有望增加證券投資流入
本報訊：據菲律賓中央銀行（BSP）報
告，2022年8月，外國證券投資的淨流出為
8629萬美元，低於一個月前的淨流出1.0314億
美元。
然而，央行數據顯示，今年8月的淨流出
扭轉了去年同期淨流入1151萬美元，中華銀
行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裡卡福特說，這歸因
於市場波動利率上升。
裡卡福特表示，利率上升主要是由於央
行為應對通脹上升而採取的舉措，也導致借
貸和融資成本上升，「這兩者都拖累了經濟

增長和估值。」
迄今為止，美聯儲的關鍵利率總共上調
了300個基點，至3％至3.25％，以幫助控制美
國四年來的高通脹率。
菲律賓央行(BSP)已將其關鍵利率上調
225個基點至4.25％，以應對國內通脹上升的
問題，並指出利率上升的影響預計將因經濟
持續復甦而得到緩衝。
裡卡福特表示，美聯儲持續的鷹派立場
預計將影響全球經濟增長，並被全球原油價
格下跌所抵消，這可以減輕未來幾個月的通

脹壓力和整體通脹。
他還指出，吸引更多外國投資進入國
內經濟的抵消積極因素是經濟的持續重新開
放，這可以增加產能、就業、銷售、淨收入
和各種投資的估值。
他補充說：「在俄烏戰爭的和平/解決方
面取得的任何進展（儘管仍然高度不確定/投
機性）將導致全球石油/商品價格下跌，以幫
助緩解通脹上升，將降低美聯儲在加息/貨幣
緊縮方面的積極性，以及支持本地和全球金
融市場的復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