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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7月6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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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6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706.63人民幣
    100歐元　　　　　　　　　　　　794.94人民幣
    100日元　　　　　　　　　　　　6.5694人民幣
    100港元　　　　　　　　　　　　91.176人民幣
    100英鎊　　　　　　　　　　　　881.49人民幣
    100澳元　　　　　　　　　　　　490.75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61.83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506.88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47.91人民幣

美元兌台幣匯率

收二九點三二四元

披索延續升勢 收盤創三年新高
本報訊：週一菲律賓披索連續第七個交

易日昇值，這是其三年來最強勁的表現。

本地貨幣從上週五的49.55元，上漲16.9

分，收于49.381元。

中華銀行（RCBC）首席經濟學家邁克

爾·裡卡福特（Michael Ricafort）將週一的表現

歸因于風險偏好情緒的改善。

他說：「由于最近對經濟復甦的樂觀情

緒，全球市場風險偏好有所改善，美元對主

要主要貨幣繼續小幅下跌，因此披索匯率再

次收盤走強。」

裡卡福特說，美國最近發佈的數據，例

如就業，製造業，消費者信心和住房等，已

從新冠肺炎大流行帶來的低點中恢復過來。

他說：「市場預期明天將公佈最新的通

貨膨脹數據，即使略有上升，也有望保持相

對較低和良性的水平。」

菲律賓統計管理局（PSA）計劃于7月7

日（星期二）上午9:00發佈6月份的通貨膨脹

數據。裡卡福特說：「市場也期待著最新的

外匯儲備（GIR）數據也將于7月7日公佈，最

新的貿易數據將于7月10日公佈。」

當天披索開盤于49.52元，好于前一個交

易日的49.70元。

全天披索在49.55元至49.36元之間交易，

平均交易價格為49.459元。

 成交總額為6.0977億美元，低于上週末

的7.583億美元。

圖示：菲律賓紅十字會（PRC）會長參議員Richard Gordon於6月27日在馬尼拉市碼頭區的前紅十會總部，向GT Foundation總裁兼Federal 
Land主席鄭康權（中）和首都銀行基金會會長Aniceto Sobrena（左）頒發紀念牌，以表彰首都銀行和GT Capital Holdings為建造菲國最大的分
子實驗室而捐贈了800萬披索。

~

全國最大的實驗室

首都銀行援建的新冠肺炎檢測分子實驗室揭幕
在6月27日，菲國的最大分子實驗室在

馬尼拉市碼頭區的前菲律賓紅十會總部落

成，該實驗室有能力測新冠肺炎和其它傳染

病。通過菲律賓紅十會的倡議，首都銀行和

GT Capital Holdings通過其企業社會責任機構

首都銀行基金會（MBFI）和鄭氏家族的GT 

Foundation (GTFI)捐贈1800萬披索，為這個項

目提供了部分資金。捐款用於施工以及為設

施裝備兩台檢測樣本自動提取機。再加上澳

大利亞大使館和菲華商聯總會（商總）的捐

款，實驗室的整體檢測能力是一天1萬4000個

樣本。

菲紅十字會會長參議員Richard Gordon、

衛生部長Francisco Duque III、跨機構工作組

副執行者Vivencio Dizon、澳大利亞大使Steven 

Robinson AO、GTFI總裁兼Federal Land主席鄭

康權、MBFI總裁Aniceto Sobrepeña和商總理事

長林育慶博士共同主持了揭幕儀式。

鄭康權說：「自封鎖開始以來，我們

一直在努力支持各種倡議，以應對疫情的影

響。我們提倡並支持“檢測、踪和治療”，

以便確定導致病毒擴散的各種因素，以促進

發展和緩和病毒的擴散。」

該實驗室還將在確保及早發現和有效治

療其他傳染性和致命性疾病（如癌症、人類

免疫缺陷病毒、肝炎、登革熱、瘧疾、結核

病、寨卡病毒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這筆捐款是首都銀行集團和GT Capital 

Holdings提供的2.2億披索的其中一部分，用

於資助和支持抗擊疫情並幫助有需要的人。

這筆款項被分配用於購買個人防護設備，使

醫療衛生和安全前線人員受益； 支持通過菲

律賓大學國家衛生研究院生產搜尋結果逆轉

錄聚合酶鏈式反應檢測試劑盒； 菲律賓防災

基金會牽頭的“ Ugnayan項目”； 向貧困家

庭分發食物和食品包； 與衛生部、菲律賓

紅十字會和亞耶拉集團合作建設分子實驗室

以檢測病例；菲律賓企業家業金會中心的Go 

Negosyo的快速抗體檢測試劑盒項目。就在最

近，豐田汽車菲律賓公司捐贈了30台VIOS汽

車，用於衛生部和地方政府醫院接載醫療前

線人員。

全球新冠肺炎病例上升 
菲股小幅下跌

本報訊：投資者關注與新冠肺炎

（COVID-19）大流行有關的最新動態，

週一菲律賓股市收盤回落。

截至收盤時，基準綜合指數下跌

44.25點，跌幅為0.69％，至6328.41點；

而較廣泛的全股指數下跌15.76點，跌幅

為0.42％，至3702.17點。

根據Regina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

管路易斯·林寧安說，市場考慮了全球

COVID-19病例持續增加。

他說：「因為華爾街股市因長假休

息，市場缺乏線索，使投資者關注其他

相關問題，例如全球全球COVID-19病例

持續增加和即將出來的通脹報告，本地

股市收盤走低。」

截至2020年7月5日，菲律賓共記錄

了44,254例確診的COVID-19病例，其中

包括11,942例康復和1,297例死亡。

菲律賓統計管理局（PSA）也計劃

于2020年7月7日（星期二）發佈6月份的

通貨膨脹數據。

同時，眾議院週一還解決了ABS-

CBN公司的續期問題，該交易一直拖

延。

週一該公司股價收于15.66元/股，

較上週五的14.96元/股，上漲0.70元，漲

幅為4.68％。

林寧安說：「市場猜測可能是關于

國會聯合小組的結果，也許很快就會做

出決定。」

全天成交總量超過10.65億股，總價

值61.53億元。上漲和下跌的個股各為103

只，而43只收盤保持不變。

國庫局定於
7月15日

拍賣零售國債
本報訊：總統府發言人哈里·羅克

（Harry Roque）表示，國庫局（BTr）

將于2020年7月15日提供另一批零售國債

（RTB）。

 羅克在週一的電視簡報中沒有詳

細說明計劃發行的債務票據的期限和數

量，但敦促公眾購買此類證券。

 他說，零售國債是一種安全的投資

選擇。

因為它是由政府發行的。

 他說：「與將資金存入定期存款

帳戶相比，此債務票據的利息收益更

高。」

零售國債適合小型投資者，因為

最低配售額為5000元，額外的投資將以

5000元遞增。

國庫局局長羅莎莉亞·德萊昂週一告

訴記者，債券發行的其他細節「將在一

周內公佈」。

 她說，零售國債拍賣會將于15日舉

行。

 她說：「我們正在利用低利率，並

提供安全的投資渠道。」

 德萊昂說，這項籌款活動是「雙

贏的主張，表明了我們針對疫情的團

結」。

 她補充說，債券發行的收益將用于

「預算支持」。

 政府在今年1月曾發行零售國債，

當時出售了1340億元三年期國債，票息

率為4.375％。

 那次拍賣的發行量是最初宣佈發行

的300億元的四倍多。

食糖產量恢復消費量
需求小幅下降

本報綜合消息：糖業管理局最新數

據顯示，在經歷了兩年的低迷後，當前

作物搾季年度(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

31日)菲律賓食糖產量有望恢復。

截至6月7日，菲律賓食糖產量已達

到212.3萬噸，比去年同期增長2.69%。

菲律賓原糖需求從去年的156.1萬噸

下降1.43%至153.9萬噸。

精製糖的需求也從56.1萬噸下降

2.49%至54.7噸。

能源部將能效報告延長至2021年4月
本報訊：能源部（DOE）週一宣佈，它

將針對指定企業的年度能源效率和節能報告

（AEECR）的提交期限延長至2021年4月15

日。

 根據《第11285號共和國法令》 ，即

《能源效率和節能法》及其實施規則和條

例，要求商業，工業和運輸部門的指定機構

每4月15日向能源部提交AEECR。

 但是，由于Covid-19大流行期間我國採

取了不同的檢疫措施，能源部決定將報告的

提交期限延長至明年。

 能源部最初將截止日期延長至今年5月

13日，並將報告進一步延長至2020年6月30

日。

 能源部週一在一份聲明中說：「這項額

外的擴期是為了確認新冠肺炎大流行對利益

相關者的業務運營的不利影響。」

 但是，能源部鼓勵利益相關者盡快提交

AEECR。

 指定的場所是那些年能耗門檻為100,000

千瓦時及以上的機構。

增速超四成：中國快遞業逆勢增長背後的密碼
新華社北京7月6日電 5月以來，全國快

遞業務量增速超四成，創2018年2月以來新

高；6月以來，全國快遞日均業務量接近2.6

億件。今年上半年，郵政快遞業一面服務疫

情防控、一面迅速復工復產，在迎難而上中

實現逆勢增長，凸顯了中國大市場的韌性和

潛力。

暢通經濟社會微循環
「謝謝堅守在一線的快遞員，我自購

5000份棗陽鮮桃送給全網優秀員工，1000份

送給北京的快遞員。」6月下旬，申通快遞董

事長陳德軍來到湖北棗陽，在田間地頭化身

主播。

這是申通快遞推出的公益助農湖北專

場，短短兩小時，熱乾麵、鮮桃、香菇等多

款湖北特產一上架就被「秒光」。

陳德軍表示，農村市場潛力巨大，此次

通過直播帶貨的方式助力農產品上行，是積

極拓展「快遞+」新模式的一次嘗試。

剛剛過去的「618」網購節和端午節，中

通快遞內蒙古巴彥淖爾網點「戰績」不俗。

近千噸麵粉、超10萬件的瓜子、奶酪、牛肉

乾等快件，從網點倉庫被送往全國各地。

「每天麵粉都有穩定的發貨數據，讓人安

心。」網點負責人霍承毓說，小麥是當地農

民收入的重要來源，麵粉銷售市場直接影響

著農民收入。

中通快遞董事長賴梅松說，快遞連接

產業鏈和供應鏈，是企業復工復產的重要基

礎。看到快遞行業的強勁復甦，對中國經濟

更添信心。

據國家郵政局統計，全國快遞業務量從1

月份的低位運行，2月份快速恢復、轉為正增

長，到5月份以來逆勢增長、增速同比超過四

成，創2018年2月以來新高。

服務聚焦民生所需
6月26日，圓通速遞河南和北京區域免費

接力運送的500多箱愛心蔬菜送到北京市豐台

區花鄉社區，為居家隔離的社區居民送上愛

心蔬菜。

近日，北京圓通迅速成立「百人戰疫應

急服務小分隊」，不僅為北京市民做好快遞

服務，還為社區提供志願服務。

今年春天，受疫情影響，上海奉賢農村

的不少村民將賣菜的「重任」交給了快遞小

哥。中通快遞奉賢東部網點率先復工復產，

快遞小哥利用平日給社區居民送快遞建立的

聯繫，幫助農戶賣出了滯留在地裡的蔬菜，

也解決了城裡居民出門買菜的難題。

快遞服務聚焦民生所需，連接千家萬

戶。今年上半年，快遞業迅速推動復工復

產，可謂是「人民有需要、企業有擔當、社

會有支持、政府有推動」。

國家郵政局推動快遞企業與電商企業進

行業務對接，暢通合作機制。

鼓勵企業積極採用互聯網用工等方式，

解決企業招工難問題。快遞企業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時，創新推廣定點收寄、智能箱投

遞、預約投遞等模式，努力為廣大用戶提供

安全便捷的服務。

據統計，早在2月17日，全國快遞業務量

已經恢復至正常的六成，快遞小哥復工到崗

人員超過200萬人。短短10天後，2月28日，

快遞業務量恢復至正常的八成，快遞小哥復

工率達90%。

國家郵政局普遍服務司司長馬旭林表

示，快遞打通大動脈、暢通微循環，在保障

經濟正常運轉和人民群眾基本生活需求方面

發揮了「先行官」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