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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1月27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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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7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84.86人民幣
　100歐元　　　　　　　　　　　　683.33人民幣
　100日元　　　　　　　　　　　　5.0178人民幣
　100港元　　　　　　　　　　　　87.284人民幣
　100英鎊　　　　　　　　　　　　810.65人民幣
　100澳元　　　　　　　　　　　　477.62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26.03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93.42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11.23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三年一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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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批准描沓安
6700萬美元液化天然氣項目
本報訊：能源部（DOE）週五表示，它

發佈了一份通知，批准了位於描沓安省馬裡

韋萊斯的西西曼描籠計6700萬美元液化天然

氣（LNG）終端項目，以滿足該國日益增長

的電力需求。

能 源 部 部 長 拉 斐 爾 · 洛 蒂 拉 簽 署 了 有

利 於 西 西 曼 液 化 天 然 氣 項 目 的 處 理 通 告

（NTP），要求該公司應在發佈之日起12個

月內遵守要求，繼續建設液化天然氣接收

站。

新的接收站將具有每年進口200000噸至

400000噸液化天然氣的能力。

該機構表示：「預計將向小型獨立電力

生產商、製造公司和運輸船隊供應液化天然

氣。液化天然氣將由其鄰近地區的專用液化

天然氣卡車、小型液化天然氣船舶和駁船車

隊分配給其客戶。」

該公司的目標是到2024年上半年開始液

化天然氣接收站的商業運營。

能源部補充說，目前有六個正在進行

中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項目，分別由Linseed 

Fiel公司、FGEN液化天然氣公司，呂宋液化

天然氣集散公司，菲律賓能源世界燃氣公

司，殼牌能源菲律賓公司和Vires能源公司開

發。

報告稱：「能源部已經制定了監管框

架，並完成了下游天然氣開發計劃，以指導

決策者和利益相關者進入我國液化天然氣行

業。」

能源部表示，預計到2040年，在參考情

景（RES）下，我國的天然氣消耗量至少為

24263兆瓦，在清潔能源情景下，我國的天然

氣消費量至少為18883兆瓦。

該公司表示，液化天然氣的需求主要

是由發電中替代煤炭和石油燃料的舉措推動

的。

報告補充說：「最重要的是，政府關

注的是確保通過各種來源提供足夠的電力，

特別是在未來的夏季，以維持我國的電力供

應。」

Kabayan Hotel的創新和提升
慶祝菲律濱的成功之旅

本報訊：Kabayan Hotel開業22年，在此

期間，它以物超所值的理念在顧客和客人中

建立了穩固的聲譽。由於其位於乙沙巴西沿

線的黃金地段，靠近國內和國際機場、運輸

碼頭、政府辦公室和就業機構，它很快成為

菲外勞和歸國菲僑的首選酒店，以實惠的價

格提供其標誌性品牌的菲律濱式熱情好客服

務。

多年來，Kabayan Hotel通過各種創新

改變了酒店業的格局，如宿舍客房和團隊

住宿，背包客和海員的Pad客房，以及日式

Kapsule客房。

在2023年，它推出另一種激動人心的新

型客房，就是位於其新建建築頂層的Kabayan

套房。每個Kabayan套房提供豪華的客房空

間，設備齊全的浴室，和一個輕鬆的度假氛

圍，非常適合家庭度假。更重要的是，客人

可以以實惠的價格享受這一切。新建築還設

有全新的Pad和Mabuhay套房，為想要享受房

間設施的旅客提供舒適的住宿。

菲律濱的風格
新的Kabayan Hotel建築以展示菲律濱文

化和工藝為特色。客人可以通過優雅的旋轉

玻璃門進入寬敞的大堂。前台使用了原始大

理石和天然硬木板，而鳳梨纖維刺繡和珍珠

母鑲嵌突顯了迷人的電梯。

Salo餐廳提供傳統的菲律濱美食，最暢

銷的脆皮豬手、花生醬燉牛尾和菲式燉牛肉

給予真正的家的味道。每天下午2點到5點也

有下午茶自助餐，提供最受歡迎，令人舒心

的美食，如開胃雞粥、椰汁甜玉米粥和蒜炒

粉絲，以及受歡迎的街頭食品，如魚丸、五

香卷和椰汁糯米糕，每人只需249披索。

對於特殊場合和商務活動，新建築還設

有一個可容納150名客人的多功能廳，新的屋

頂平台將很快揭幕，可作為難忘的慶祝活動

的場地。

所有這一切的核心仍然是酒店繼續致力

於提供真正的、以客人為中心的菲式酒店。

總經理Raymund Aves說：「在Kabayan Hotel，

我們歡迎客人，就像我們在家裡歡迎訪客一

樣。我們希望盡可能方便他們。」友好的工

作人員隨時為他們提供幫助，還有專為菲外

勞量身定制的服務。其中之一是菲外勞協助

台，可以提供與政府機構相關的諮詢，或協

助他們現場處理和打印文件。在大堂的行李

打包區甚至有稱秤。Aves補充道：「我們注

意到我們的客人在前往機場前都費盡心思收

拾行李，我們希望能夠幫助他們以更少的顧

慮開始他們的旅程。」

一起成長
Aves 說：「在Kabayan Hotel，我們的口

號一直是‘與你們一起成長’，無論他們是

住在我們的宿舍房和膠囊艙的有抱負海外勞

工，還是有能力負擔我們的標準高級客房、

套房的歸國海外勞工，我們都接待他們，讓

他們放鬆並與家人建立聯繫。」

Aves補充道：「在接下來的22年裡，

我們將不斷創新我們值得信賴的菲律濱酒店

品牌，為菲律濱同胞提供更好的服務和全

新的客房，同時信守我們對‘實惠’和‘照

顧’的承諾。為了繼續服務和擴大我們的市

場，我們正在發展我們的酒店產品和服務，

口號是“全新的Kabayan為新時代的愛國者

服務”。我們誠邀並歡迎更多在成功之旅的

每個階段都尋求輕鬆、安全、舒適住宿的客

人。」

欲了解更多關於Kabayan Hotel的信息及

預訂住宿，請訪問www.kabayanhotel.com.ph

融通亞洲銀行被公認為2022年傑出菲央行持份者之一

圖片說明：融通亞洲銀行（Sterling Bank of Asia，簡稱SBA）總裁兼首席執行官Cecilio 
San Pedro在2022年傑出菲央行持份者表彰儀式上之影。

本報訊：融通亞洲銀行（Sterling Bank of 

Asia，簡稱SBA）是菲國領先的儲蓄銀行之

一，在去年11月29日的菲央行大會大廳舉行

的「2022年傑出菲央行持份者表彰儀式」上

榮獲菲央行的表彰。

SBA是菲央行表彰的9家獲獎銀行中唯

一一家儲蓄銀行，這些獲獎銀行在菲央行現

金服務聯盟（CSA）中的參與表現傑出。

融 通 亞 洲 銀 行 的 總 裁 兼 首 席 執 行 官

Cecilio Paul San Pedro表示：「我們很榮幸能

夠獲得菲央行的認可，表彰我們對金融服務

業發展和保護的堅定承諾。這個獎項是對我

們為客戶和每個菲律濱人改善財務狀況的努

力和奉獻精神的肯定。」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https://www.

sterlingbankasia.com/。

福建泉州舉行
民營經濟發展大會 

簽約總投資1782億元
中新社泉州1月27日電　春節假期尚

未結束，中國著名僑鄉、民營經濟大市福

建省泉州市27日召開民營經濟發展大會，

40個民營企業重大項目集中籤約，總投資

1782億元（人民幣，下同）。

會上，泉州市市長蔡戰勝發佈支持民

營企業加快科技、創新、人才、開放、綠

色發展等若干政策，進一步激發民營經濟

活力，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

當天簽約的40個重大項目，涵蓋新能

源新材料、裝備製造、現代服務、海洋經

濟、文旅經濟等領域，其中6個項目單體

投資額超百億元。

為發揮好龍頭企業、重要商協會、專

業機構和重點僑商在「引進來、走出去」

中的橋樑紐帶作用，42名熱心泉州經濟發

展、致力推動泉州對外經貿交流合作、有

較大社會影響力的企業家代表，當天獲聘

為「泉州市招商引才顧問」。

「民營經濟強則泉州強，民營經濟好

則泉州好。」泉州市委書記張毅恭表示，

民營經濟成為泉州發展的最大特色、最大

優勢、最寶貴財富，泉州將致力營造親商

重企的良好環境，大力實施「聚僑引僑」

和「泉商回歸」工程，誠邀在外泉商回

歸，共同搶抓「一帶一路」建設、《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實施

等機遇，「和大家一起闖、往前衝，永遠

做大家最堅強的後盾」。

長沙中歐班列
跑出兔年「加速度」

中新社長沙1月27日電　1月27日，中

國農曆兔年正月初六，一列滿載服裝鞋

帽、日用百貨以及電子產品的「新春班

列」從長沙北站鳴笛發出，開往波蘭、

德國等歐洲國家。截至當天，2023年長沙

已開行中歐班列85列，跑出兔年「加速

度」。

新年伊始，湖南企業積極搶訂單、尋

商機、拓市場，加速「出海」。中國（湖

南）自由貿易試驗區長沙片區雨花區塊，

緊盯歐洲2023年春季市場，發揮市場採購

貿易試點的優勢，出口湖南特色名優產

品，滿足小單化、小批量和多品種、多頻

次的外貿需求。經初步預計，春節期間，

雨花區塊已通過中歐班列發出價值1000多

萬美元的貨物。

元旦以來，長沙多家工程機械企業

同樣訂單不斷：三一重卡已收到國際訂單

640餘台；山河智能的叉裝車、剪叉式高

空作業平台、臂車等陸續發往中國各地及

國外。中歐班列是「湘品出海」的重要載

體。長沙自2014年10月30日開出首趟中歐

班列以來，目前形成了每週去程、回程均

開行6至7班的穩定通道，開行班列年均增

幅達135%。

在線旅遊平台：
春節期間中國多項旅遊數據強勁復甦

中新社北京1月27日電　2023年春節期

間，中國多項旅遊數據強勁復甦。

中國在線旅遊平台去哪兒27日披露的數

據顯示，旅客在春節期間走得更遠了：出行

平均半徑較2022年增長超五成，每位旅客出

行距離相較去年平均增加了400公里，相當于

從北京到鄭州延長至北京到武漢。

旅客旅遊時長、在目的地待的時間更長

了。平台上，國內酒店預訂間夜量（入住房

間數乘以入住天數）達到歷史新高，其中連

住3天以上的預訂更創歷史新高，平均入住時

長同比增長3.6小時，相當于三分之一的遊客

選擇比去年多住一晚，有效帶動了目的地城

市的餐飲、交通、娛樂消費。

1月26日起，中國春運返程已啟動。截

至1月27日，平台上火車票預訂量同比增長

28%，熱門長線高鐵票余票不多。

機票方面，1月26日至1月31日的機票預

訂量比2022年同期增長33%，超過2019年同期

水平。

從熱門城市機票預訂量看，北京、重

慶、昆明、西安、長沙、武漢等城市增速明

顯，整體恢復速度超過行業平均水平。2023

年春節機票平均支付價格為845元人民幣，與

疫情前持平。

春節假期，中國出境游迎來強勁恢復。

平台數據顯示，春節期間，出境機票同比增

長6.7倍，目的地前五位為泰國、中國香港、

馬來西亞、美國、印度尼西亞。

在去哪兒CEO（首席執行官）陳剛看

來，隨著中國航班供應增長和各地防疫措施

持續優化，預計國際機票、國際酒店預訂量

將持續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