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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2月3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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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3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73.82人民幣
　100歐元　　　　　　　　　　　　734.97人民幣
　100日元　　　　　　　　　　　　5.2348人民幣
　100港元　　　　　　　　　　　　85.905人民幣
　100英鎊　　　　　　　　　　　　823.57人民幣
　100澳元　　　　　　　　　　　　476.77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36.49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514.14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37.62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三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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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宣佈吊銷SquidPay運營牌照
本報訊：菲律賓央行（BSP）最終吊銷

了金融科技公司SquidPay科技公司的電子支付

系統和移動電子錢包運營牌照。

央行週五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制定政策

的貨幣委員會在2023年1月19日的一項決議

（第87號決議）中最終否決了SquidPay關於撤

銷其電子貨幣發行人其他公司（EMI其他公

司）和支付系統運營商（OPS）註冊的重新

審議動議。

回顧一下，貨幣委員會確認了其於2022

年6月2日作出的決定，即撤銷EMI Other許可

證並取消SquidPay的OPS註冊。

央 行 沒 有 說 明 原 因 ， 也 沒 有 提 供

SquidPay違規行為的詳細信息，這些違規行為

導致其執照和註冊被吊銷。

然而，央行稱SquidPay違反了其「經公

證的承諾書」，引用了《非銀行金融機構監

管手冊》（MORNBFI）第402-N、501-N和

601-N節，以及第7653號共和國法案（R.A.）

即經修訂的《新中央銀行法》第37節。

SquidPay週五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它對

央行的決定深感痛心，稱吊銷其牌照是一種

「嚴厲的懲罰」，儘管它「盡了最大努力，

充分解決了我們最初審計中的擔憂，其中包

括自願提出恢復在必要時接受監管。」

該金融科技公司表示，它「向公眾保

證，它從未參與任何與網絡安全漏洞、盜

竊、公共資金損失或洗錢有關的事件。」

LB Levinson Brothers Inc.慶祝成立25週年

照片說明：左起Dan Bergonia、Kenneth Poblacion、Renato Garcia、Aiza Ortega、Addie 
Menes、Nikki Mahinay、Neil Edward Santos III、Ben Monteiro、Joyna Casayuran、Gerfrom 
Romero、Anthony Barbecho、Levin Jetrho Monteiro和Elvin Allyson Monteiro。 

本報訊：由創始人兼董事會主席Ben 

Monteiro工程師和其兒子Jetrho和Benson最近

在LB Levinson Brothers Inc.和其最近在Fairmont 

Hotel Makati，慶祝了該公司的銀禧慶典，主

題為「Levinson Brother崛起：25年及以後」。

LB Levinson Brothers Inc. 總裁Jetrho 

Monteiro 說：「今天，LB Levinson Brothers 

Inc.是菲律濱最大的電信公司最受尊敬和最值

得信賴的合作夥伴之一。我們非常感謝我們

的員工，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合作夥伴，以

及我們的新老客戶，在過去的25年裡對我們

的信任。」

Levinson的一些最受尊敬的客戶、合作

夥伴、朋友和員工參加了慶祝活動，成為疫

情以來公司最大規模的一次聚會。作為慶祝

活動的一部分，LB Levinson Brothers Inc.向多

年來一直給予公司大力支持的重要客戶表示

感謝。被稱為「大英雄聯盟」的團隊和個人

因迎接挑戰而受到表彰和認可。

來自LB Levinson Brothers Inc.各個部門

的成就者也被授予了The High Flyer的表彰，

這是該公司對其最優秀員工的最高表彰。

Ben Monteiro工程師的長期商業合作夥伴，

如Generika Drugstore的創始人兼董事會主席

Ted Ferrer先生及其首席運營官兼總裁Josette 

Adrienne A. Abarca律師，也因其與Levinson及

其Generika藥店分店的長期合作而獲得特別的

表彰。                        

Ben Monteiro 工程師說：「在我們慶祝

公司銀禧之際，我們也在慶祝我們的員工、

朋友、合作夥伴和客戶的成功。我一個人做

不到。但由於上帝和所有相信我們的人，我

們能夠勇敢、自豪和極大的喜悅地度過這四

分之一個世紀。」Levinson成立於1997年，

最初是一家建築公司，最初為電信和供水

工程提供土木工程服務。今天，LB Levinson 

Brothers Inc. 已成為菲律濱最大電信公司最可

靠的合作夥伴之一，為寬帶用戶和企業客戶

提供室外設備（OSP）的構建與維護服務以

及用戶線路安裝與維修服務。

該公司還投資了重型機械，以覆蓋更

廣泛的OSP項目，包括水平直接鑽井(HDD)

和微溝槽。這為Globe、PLDT、FiberHome和

Skycable等長期客戶提供了更全面的服務。

在2009年，LB Levinson Brothers Inc.決定

進軍製藥業，在武六干省Sta. Maria Poblacion

開設了第一家Generika藥店。從武六干省唯一

的Generika藥店分店開始，現在在呂宋島有13

家Generika藥店由該公司擁有和經營，使其成

為菲國增長最快的仿製藥供應商的頂級特許

經銷商之一。Ben Monteiro 工程師補充說：

「自從我們成立以來，Levinson增加了更多的

人手，提供了更多的服務，隨之而來的是更

多的客戶，更多的成就，涉足更多的領域，

我們分享我們的工作成果，希望未來會有更

多令人興奮的日子。這些年來，我們目睹了

一切：成功與失敗，高潮與低谷，慶祝與挑

戰。這一切造就了今天的我們，在我們向前

邁進的同時，我們希望把更多的陽光傳播給

每一個支持LB Levinson Brothers Inc.的人。」

多年來，LB Levinson Brothers Inc.已成

為菲律濱的可靠力量—在建設、維修和維護

構成菲國各種業務骨幹的電信系統和設備方

面。Monteiro的大家長將公司的長壽歸功於其

以上帝為中心的工作、誠信、卓越和堅韌的

核心價值觀。Ben Monteiro 工程師說：「正如

我們常說的，‘客戶的信任是第一位的，利

潤才會隨之而來。我們可能不是業內最大的

公司，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永遠被人們記

住是他們最值得信賴和可靠的服務提供商之

一。」

企業盈利報告推高菲股 
披索進一步升值

本報訊：週五， 國內和美國上市公

司的積極盈利報告提振了本地股市，而披

索對美元進一步升值。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上漲41.19

點，漲幅為0.59%，至7027.38點；而全

股指數上漲21.68點，漲幅為0.59%，至

3705.46點。

大多數行業指數也在當天上漲——

房地產上漲2.42%；工業，上漲0.63%；

金融業，上漲0.39%；和控股公司，上漲

0.03%。

另 一 方 面 ， 採 礦 和 石 油 業 下 跌

1.76%，服務業下跌0.46%。

交易總量達到近19億股，價值201.2億

元。

共計83只個股上漲，103只下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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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30家公司組成的綜合指

數的最新組成變化有助於推動本地股市當

天的價值交易。

他表示，Meta、蘋果、Alphabet和默

克等美國知名上市公司的盈利報告好壞參

半，推高了投資者的情緒。

國家政府關於截至2022年底其債務降

至13.42萬億元的報告也推動了市場的積極

情緒。

布倫特原油期貨下跌1.04%，至每桶

81.98美元，西德克薩斯中質油（WTI）下

跌0.84%，至75.77美元。

匯市方面，披索對美元匯率從前一天

的53.845元，進一步升值到53.68元。

當天披索開盤於53.93元，高於前一

個交易日的54.20元，全天披索在53.93元至

53.63元之間交易，平均交易價格為53.772

元。成交額從前一天的16.2億美元下降至

11.7億美元。

除了股市的改善外，裡卡福特還將

披索升值歸因於美元疲軟至八個月來的低

點、對美聯儲加息週期即將結束的預期以

及歐洲央行和英格蘭銀行關鍵利率加息後

債券價格的上漲。

他表示，國庫局宣佈從2月7日起出售

零售國債，也有助於披索走強。

下周，本地貨幣對美元匯率預計將在

53.40元至54.00元之間。

日擬援菲基建16億美元
本報訊：政府消息人士於週四表示，

日本正在考慮每年向菲律濱提供超過2000

億日圓（16億美元）的援助，用於基礎設

施建設，兩國努力加強經濟聯繫。

消息人士稱，首相岸田文雄還計劃與

定於下週訪問日本的菲律濱總統小馬科斯

達成協議，在中國在亞太地區日益強硬的

情況下加強安全合作。

近年來一直保持友好關係的東京和馬

尼拉一直在安全和經濟領域攜手合作，因

為兩國在南海和東海都與北京陷入領土爭

端。

消息人士稱，岸田和小馬科斯也表示

渴望深化與美國的安全關係，他們下週四

在東京舉行會議後，預計將發佈一份聯合

新聞聲明。

消息人士稱，在雙邊方面，兩國領

導人可能會確認兩國將繼續進行由國防部

長和外交部長參與的安全對話，該對話於

2022年4月首次舉行，並著眼於未來的聯

合演習。

市場需求強勁 央行28天期票據利率上升
本報訊：由於市場強勁的需求，週五菲

律賓中央銀行（BSP）28天票據的利率上升。

央行公佈的拍賣結果顯示，該票據的

平均利率從1月27日拍賣會時的6.3545%升至

6.3584%。央行將本周拍賣的出價從上周的

1900億元降至1500億元。

拍賣委員會在投標總額達1672.22億元，

做出了全額授予。

菲律賓中央銀行（BSP）副行長弗朗西

斯科·達基拉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本周票據

拍賣中接受的收益率「有所上升，但縮小至

6.2000%-6.4100%的範圍。」

他表示：「央行票據拍賣的結果來自市

場參與者的強烈需求，他們之前曾表示，他

們將把部分資產重新分配給央行票據。」

他補充道，央行的貨幣操作將繼續以

其對當前流動性狀況和市場發展的評估為指

導。

價值1170億元

NEDA董事會批准四個ODA貸款融資項目
本報訊：國家經濟發展署（NEDA）署

長阿森尼奧·巴裡薩坎週五表示，由總統費

迪南德·馬科斯主持的NEDA委員會批准了

四個項目，這些項目將通過官方發展援助

（ODA）貸款供資。

巴裡薩坎表示：「擬通過官方發展援助

貸款融資的四個項目將於2023年開始實施，

總金額為1170億元。」

其中包括交通部（DOTr）的新杜馬蓋特

機場開發項目。

巴裡薩坎表示，NEDA董事會確認了投

資協調委員會（ICC）對新杜馬蓋特機場項目

的批復。

他說：「根據這一項目，將按照國內和

國際運營安全和效率標準，在東黑人省巴貢

開發一個新的機場設施。」

NEDA負責人表示，該項目的總成本為

170億元，其中130億元將由韓國政府通過韓

國進出口銀行經濟發展合作基金提供的官方

發展援助貸款獲得資金。

巴裡薩坎說：「菲律賓政府通過交通

部，將承擔約39億元的剩餘資金。該項目將

在七年內實施。」

新杜馬蓋特機場將取代杜馬蓋特西布

蘭機場，因為後者受到物理和運營方面的限

制。

NEDA負責人表示：「新杜馬蓋特機場

將提升該省的旅遊和貿易潛力、經濟活動和

生活水平。」

NEDA委員會還批准了農業部棉蘭老島

包容性農業發展項目（MIADP）。

MIADP旨在提高選定地區的農業生產

力、恢復力以及有組織的農民和漁民群體進

入市場和服務的機會。

巴裡薩坎說：「該項目預計總成本為66

億元，其中53億元將通過世界銀行的官方發

展援助貸款獲得資金，而剩下的63億元和61

億元則將分別由菲律賓政府通過農業部和地

方政府部門承擔。」

陸諾不贊成
利用國有公司分紅作為馬哈利卡基金來源
本報訊：財政部長本杰明·陸諾週五表示，他反對將國有和控股

公司（GOCC）的股息作為馬哈利卡投資基金（MIF）原始資金來源

的提議。

陸諾在馬加智商業俱樂部組織的論壇間隙對記者說：「我只是有

一個反對意見）。有人提議從國有公司中提取股息，作為馬哈利卡投

資基金（MIF）的資金來源，但這需要修改他們的章程。這更冗長乏

味，不是嗎？」

財政部長指的是眾議院批准的MIF法案的最新版本。

上個月，阿爾拜省眾議員喬伊·薩爾塞達（Joey Salceda）披露，

MIF法案在聖誕節期間進行了修訂。

特別是，GOCC的股息將作為支持MIF的原始資金，取代原來菲

律賓中央銀行和國有銀行的股息。

費迪南德·馬科斯總統澄清說，他沒有參與修改MIF法案。

陸諾表示：「我們已經確定了馬哈利卡基金穩定且規模可觀的來

源。」

他補充道：「央行行長費利佩·梅達拉願意，對嗎？他願意在兩

年內100%放棄股息，對我們來說，很容易達到1000億元。」

「我們也從私有化努力中獲得收益。這很容易得到另外1000億

元……所以我們不必修改現有公司的章程，就可以為馬哈利卡基金提

供資金。」

眾議院版本的MIF法案規定，這將由菲律賓土地銀行（出資500

億元）、菲律賓開發銀行（出資250億元）以及央行的股息/利潤提供

原始資金。

MIF的作者最初計劃將公務員保險署和社會保障署的可投資資金

也納入擬議的主權財富基金的資金來源，但後來他們放棄了這一想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