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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亞菲律濱公司最近在計順市Libis區Acropolis設立最新的專賣店，圖為Kia 
Acropolis店總經理Claudine Golangco 女士、首席運營官Jan Golangco先生、總裁兼首席執
行官Hazel Golangco女士、起亞菲律濱公司總裁Manny Aligada先生和起亞菲律濱首席運營官
Brian Buendia先生合影。

DICT:SIM卡註冊率達到15%
本報訊：據信息和通信技術部（DICT）

報道，截至1月28日（週六），菲律賓超過

15%的SIM卡已在各自的電信公司註冊。

DICT援引電信公司的數據稱，截至1月

28日晚上11點59分，共有26637515張SIM卡註

冊，佔全國168977萬張SIM卡的15.76%。

細分如下，Smart通信已註冊1363.2萬

用戶，占6799.5萬用戶的20.05%；環球電信

已註冊1088.3萬用戶，約占8787.3萬用戶的

12.39%；迪托電信已註冊212.1萬用戶，占

1310.8萬用戶的16.19%。《SIM卡註冊法》的

實施細則於2022年12月27日生效，該法案於

去年10月由費迪南德·馬科斯總統簽署成為法

律。該法律要求所有電信公司建立其註冊平

台，以便為出示有效身份證的用戶註冊。用

戶有180天的時間註冊他們的SIM卡，否則將

面臨停用SIM卡的風險。

電信公司較早前表示，他們都準備好了

註冊過程，但在最初階段，疼痛是意料之中

的。此後，國家電信委員會（NTC）命令他

們報告用戶在註冊過程中遇到的任何問題。

DICT發言人安娜·蘭蒙蒂洛在週日發佈的

一份聲明中表示：「DICT正在與電信公司合

作，以解決公眾的反饋，從而我們可以改善

每個人的SIM註冊體驗。」

她補充道：「我們還提醒用戶，他們的

個人信息仍受《數據隱私法》保護。根據這

項法律，電信必須通過強制數據加密來保護

用戶的數據。」

各電信用戶可通過以下網址進行SIM卡

註冊，迪托電信：https://dito.ph/registerDITO，

環球電信：https://new.globe.com.ph/simreg；以

及Smart通信https://smart.com.ph/simreg.

國家電信委員會本月早些時候也在全

國偏遠地區推出了SIM卡註冊，以協助實施

《SIM卡註冊法》。

Suzuki推出全新Ertiga混合動力車
Suzuki首款混合動力車，享受旅行的同時保護環境
本 報 訊 ： 鈴 木 菲 律 濱 公 司 （ S u z u k i 

Philippines Inc.，簡稱SPH），推出了其備受

期待的7座混合動力多用途汽車（MPV）——

全新Suzuki Ertiga混合動力車。汽車愛好者將

被Suzuki的智能混合動力汽車（SHVS）及其

現代功能所吸引，這些功能包括自動怠速熄

火系統（EASS）、4’2”英寸全彩TFT LCD

多信息顯示屏、巡航控制、具備伴我回家

（follow me home ）功能自動車頭燈及其省油

功能。

Suzuki Philippines的廣泛汽車系列增添新

成員表明了該品牌希望在新的一年有一個好

的開始。 Suzuki  Automobile 的董事兼總經理

Norihide Takei 說：「全新Ertiga混合動力車的

推出標誌著SPH的一個偉大的開始，因為這

是我們首款混合動力車進軍市場。由於Ertiga

是我們的旗艦車型和最暢銷的車型，結合了

混合動力技術和其他優點，這使得產品成為

我們客戶的一個很好的選擇。」

外觀和內部
Suzuki Ertiga的設計優雅，個性鮮明，與

眾不同。其長肩線條和符合空氣動力學的車

頂線條營造了一個更流暢的外觀。這一新款

多用途車具有現代風格的前格柵和後擋板，

帶有鍍鉻裝飾和標識Suzuki的品牌和車型名

稱的「Hybrid」標誌。

Ertiga的內部還還為最多7人提供舒適的

座椅，並被安排成三排，無論是運載家人或

朋友，方便司機可以輕鬆地重新配置當下的

需求。每當車主座椅需要改變，Suzuki Ertiga

還提供了一個簡單、實用的解決方案。

安全特性
全新Ertiga配備了被動和主動安全功能。

除了常見的雙安全氣囊和防抱死系統及電子

制動力分配系統外，全新Ertiga還配備了手柄

控制和電子穩定程式（ESP），使您更好地

控制車輛。

Ertiga的車身結構以Suzuki的高強度車身

安全技術（Total-Effective Control Technology 

，簡稱TECT）和全新HEARTECT平台為核

心，使車身輕而堅固，有效地吸收碰撞時的

衝擊，並提升整體駕駛動態。。

特性和功能
全新的Suzuki Ertiga混合動力車配備4速

自動和5速手動變速箱，為您帶來輕鬆愉快的

駕駛體驗。它也提供出色的燃油效率和動力

輸送。由於配備集成在具有優質設計風格的 

D 形方向盤上的巡航控制和音頻系統控制，

駕駛員可以專注於路面狀況。它還配備了10

英寸觸摸屏音頻與Smartlink連接。全新Suzuki 

Ertiga混合動力車的精巧設計細節和精準度增

加了駕駛的樂趣。

Suzuki的智能混合動力車
這款智能混合動力車擁有強勁且省油的

1.5升汽油發動機，可產生巨大的扭矩，以實

現快速加速，這在每個細節上都證明了Suzuk

的技術。集成啟動發電機（ISG）取代了傳

統的交流發電機，具有為電池和電動機充電

的功能，同時在靜態啟動和加速期間提供輔

助。此外，它還配備了發動機自動停止啟動

系統（EASS），可以在車輛閒置時自動停止

發動機，以防止不必要的燃料消耗，限制尾

氣排放和發動機噪音，在節省金錢的同時實

現安靜的駕駛。

可供選擇顏色
全新的Suzuki Ertiga提供GA和GL/GLX配

置及多種顏色選擇。GA款有珍珠白、銀色和

黑色。而GL/GLX款則還有金屬灰、酒紅色和

卡其色可供選擇。

燃油效率及優點
憑藉Suzuki的節能汽車聲譽，全新Ertiga

混合動力車也加入行列。據菲律濱汽車協會

（AAP）觀察，在城市駕駛中，它比普通配

置發動機的Ertiga提供了更好的每升12.54公里

或7.6%的節能效果。

此外，Suzuki的首款混合動力車符合

EVIDA實施細則和法規的要求。因此，未來

的車主將獲豁免車牌限號、享有車輛登記費

15%折扣、車輛登記優先通道和技術教育技

能發展署培訓計劃等。

全新Suzuki Ertiga混合動力車有4種具有

競爭力的價格：GA M/T—954,000披索、GL 

M/T—1,068,000披索、GL A/T—1,103,000披

索和GLX A/T—1,153,000披索。1月16日起在

全國71家Suzuki Auto經銷店發售。欲了解更

多信息，請訪問Suzuki官方網站https://www.

suzuki.com.ph。

吉林：實施4個建設工程 優化營商環境
新華社長春1月29日電 為進一步優化營

商環境，吉林省近日印發高效便利政務環

境、公平公正法治環境、利企惠企市場環

境、保障有力要素環境4個建設工程實施方

案，聚焦市場主體「急難愁盼」問題，共提

出182項政策舉措和重點任務。

高效便利政務環境工程共安排加快推進

政務服務規範化建設、加快提升政務服務便

利化水平、加快提升政務服務數字化支撐能

力、強化政務服務事中事後監督4個方面21項

具體落實舉措，推進全鏈條優化審批、全過

程公正監管、全週期提升服務，全面提升全

省政務服務能力水平。

公平公正法治環境工程圍繞加快構建系

統完備的制度保障體系、著力形成包容審慎

的行政執法體系、持續優化權威高效的公正

司法體系和積極打造共享共建的法律服務體

系4個方面，細化了23項重點任務，著力構建

全要素深度融合、全鏈條協調發力、全週期

精準賦能的公平公正法治環境。

利企惠企市場環境工程圍繞破解市場主

體全生命週期的痛點堵點問題，從轉變政府

職能、提供更加優質的公共服務角度，將市

場環境細分為準入准營環境、競爭環境、創

新環境、發展環境、信用環境和監管環境，

提出38項重點任務，力爭實現市場主體經營

成本和融資成本明顯降低、市場監管領域

「非必要不檢查」「非必須不處罰」、市場

主體質量和數量有效提升的目標。

保障有力要素環境工程包括優化土地要

素保障方式、穩定電力要素供給、提高勞動

力保障水平、拓寬資金供給渠道、增強技術

要素保障能力、推進數字化助企賦能、加大

減稅降費支持力度等方面要素保障。

吉林省發改委副主任高巍表示，吉林省

將圍繞市場主體的急需和急缺問題，通過落

實各項政策舉措，增加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

造力。

強基礎保供給 

新疆做好新一年經濟穩增長舉措
新華社烏魯木齊1月29日電 過去一年，

新疆經受住了多重因素衝擊，全年地區生產

總值較上年增長3.2%，實現經濟平穩健康發

展。新年伊始，新疆緊抓自身優勢，從強基

礎、抓項目、保供給、擴開放等方面推出系

列新舉措、新目標，做好新一年經濟穩增長

舉措。

春節期間，在塔城地區沙灣市以北的

茫茫雪原上，中石油東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

責任公司新疆物探處的400多位工人，頂風

冒雪，搶抓工期，為祖國尋找石油而日夜忙

碌。今年，新疆將加大油氣資源勘探開發

和增儲上產力度，力爭原油產量達到3350萬

噸、天然氣產量420億立方米。

新疆還將加快釋放煤炭先進優質產能，

建設一批大型現代化智能化煤礦，推進「疆

煤外運」北、中、南通道擴能提升以及「疆

電外送」配套煤電和疆內支撐性煤電項目建

設，實現「疆煤外運」8800萬噸、「疆電外

送」1300億千瓦時。

業內人士認為，能源保供產業持續較快

增長將帶動工業生產增速加快，為經濟穩增

長起到「壓艙石」作用。

新疆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進一

步提升對外開放水平是今年的另一項重點工

作。2022年，新疆全年貨物進出口總額2463.6

億元，同比增長57.0%，交上亮眼成績單。

嚴寒之中，西北最大陸路口岸——阿拉

山口口岸的鐵路換裝工人加班加點工作，忙

碌勁兒投射出外貿向上向好的積極信號。口

岸通過適時調整交接車順序及頻次，充分挖

掘運用區間運力，通過列車解編、貨區貨位

管理等措施，有效保障了中歐班列高效率開

行。

據中國鐵路烏魯木齊局集團有限公司阿

拉山口站統計，阿拉山口鐵路口岸中歐班列

運行數量連續12年呈現上升趨勢，春運後，

中歐班列累計通行數量有望突破3萬列。

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

是新疆2023年經濟「施工圖」的重要一筆。

作為國家規劃建設的大型清潔能源基地，新

疆將立足「風光」優勢，加快推進新能源發

電、輸變電、儲能設備製造發展，打造新能

源全產業鏈。

連日來，在「中國風谷」達阪城風電

場，遼闊的戈壁灘上分佈著一排排風電機

組，片片風機葉片隨風轉動。巡檢工人頂風

而行，保障一台颱風機源源不斷送出清潔電

力。

不止長年不斷「呼啦啦」的風，一排排

光伏板正將戈壁荒灘富集的太陽能轉化為電

能，「點亮」國內千家萬戶。

享稅收優惠 廈門台企增資擴產開工忙
作者  楊伏山  葉林蔚  嚴黃珊

「在稅務部門點對點定制服務下，公司

分紅轉注資，享受到利潤再投資遞延納稅政

策，暫免徵收預提所得稅318.73萬元（人民

幣，下同）。」廈門一家台企的財務負責人

姚立明28日對中新社記者說，稅務部門主動

「送上門」的這份「意外之喜」，為企業增

資擴產注入了發展新動能。

姚立明口中的「遞延納稅政策」，是

一項鼓勵外商投資者將稅後利潤繼續在境內

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在廈門，享受到這一

政策紅利的台企紛紛「增資擴產」。春節假

期剛過，在廈台企紛紛開工，趕訂單、上項

目，返崗復工按下「快捷鍵」。

在廈門亨泰五金製品有限公司，160名工

人忙碌在生產線上，200多台各種機器設備開

足馬力運轉，實現閉門器配件日產量達3萬多

件。

這家成立于1995年的台資企業，主要生

產閉門器配件和汽車零部件。而今，該台企

機器設備面臨老舊淘汰等問題，急需更換新

設備和採用新技術來提高產品精密度。瞭解

到該台企是首次辦理分紅轉注資遞延納稅優

惠，廈門稅務部門立即選派業務骨幹輔導幫

助企業及時申請遞延納稅優惠備案。

廈門安恆鋼材有限公司的財務部協理吳

秀月，也對「遞延納稅政策」頻頻點贊。吳

秀月透露，政策釋放的效應增強了公司股東

在大陸投資的信心，今年公司繼續將預備分

紅的2600萬美元留在廈門投資。

廈門安恆鋼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從

事金屬線材生產、加工和批發零售業務的台

企。在稅務部門全程跟進輔導下，該公司自

2019年以來已辦理遞延納稅業務3次，遞延納

稅1718.13萬元。

吳秀月告訴記者，從2019年至今，公

司股東已累計將1.72億元利潤全部投資在廈

門，拓展供應特斯拉、理想等新能源汽車配

件業務，實現企業產值增加近4億元。

來自廈門市稅務局的統計數據顯示，

2022年，受惠于「未分配利潤再投資享受遞

延納稅」政策，在廈台資企業的境外投資方

享受遞延繳納企業所得稅款合計2595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