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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7月10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7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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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99.43人民幣
    100歐元　　　　　　　　　　　　789.48人民幣
    100日元　　　　　　　　　　　　6.5241人民幣
    100港元　　　　　　　　　　　　90.248人民幣
    100英鎊　　　　　　　　　　　　881.63人民幣
    100澳元　　　　　　　　　　　　486.84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59.39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502.3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43.76人民幣

美元兌台幣匯率

收二九點五七八元

愛心基金提供
房屋貸款優惠利率

以刺激經濟
愛心基金（Pag-IBIG Fund）的高級官員

於週四（7月9日），他們提供房屋貸款優惠

年利率直至今年年底，低至4.985%。此舉是

為了幫助會員在疫情期間購買房屋和促進國

家經濟。

愛 金 基 金 的 1 年 期 特 別 低 年 利 率 為

4.985%，3年期特別低年利率為5.375%。這是

其常規房屋貸款計劃有史以來的最低利率，

僅提供供在2020年底前申請新房屋貸款的會

員。

這些措施進一步降低了該機構以往已經

很低的1年期年利率（5.375%）和3年期年利

率（6.375%）。 同時，提供給低收入者和最

低收入者的經濟房屋計劃的利率保持最低水

平，補貼房屋貸款年利率為3%。

人類住區和城市發展部長兼愛基金董事

會主席Eduardo D. del Rosario說：「通過向我

們的會員提供這些特殊利率，我們正在促進

房地產業的經濟活動，這對國民經濟產生了

連鎖反應。這是雙贏的局面，因為我們的會

員可以利用這些房屋貸款利率，而他們購買

房屋將有助於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使

我們的經濟回到正軌。這就是我們在杜特地

總統的帶領下對國家復甦之路的貢獻。」

隨著愛心基金的董事會於7月9日批准

了優惠利率，愛心基金的首席執行官Acmad 

Rizaldy P.Moti表示，特別利率應立即生效，並

應在2020年12月29日前，提供給新的房屋貸

款借款人。

Moti說：「在杜特地政府執政期間，我

們定期審查利率，而且從未上調過利率。我

們不斷提高的投資組合質量，使我們能夠在

基於風險的定價模式下保持低利率。但這一

次，我們提供一些特別的。鑑於疫情影響我

們的會員，我們在未來6個月內，降低我們的

房貸利率100個基點，因為我們想幫助考慮買

房的會員利用我們低於水平利率。即使在疫

情大流行的情況下，現在還是利用愛心基金

房屋貸款買房的最佳時機。」

五月貿易逆差
收窄48.9％

本報訊：菲律賓統計管理局（PSA）週

五報道，由于期間出口下降速度慢于進口下

降速度，2020年5月份菲律賓貨物貿易差額收

窄。

菲律賓統計管理局的數據顯示，我國的

貿易逆差為18.65億美元，較2019年5月的36.49

億美元的逆差下降了48.9％。

赤字收窄的原因是出口下降了38.7％，

至39.9億美元，而進口下降了40.6％，至58.5

億美元。

貨物貿易差額是進出口價值之間的差

額。赤字表明一個國家的進口額超過了出口

收入，順差表明一個國家的出口收入大于進

口額。

菲律賓統計管理局稱，5月份的貿易逆

差按年度下降是因為出口總額連續第三個月

下降。菲律賓統計管理局表示，在出口總值

排名前十的主要商品類別中，有八項的按年

錄得下降，降幅居前的有汽車，飛機和輪船

使用的點火線束和其他線束（-70.4％）；其

他製成品（-50.6％）；以及化學品和化學藥

品（-37.2％）。

進口方面，前十大主要進口商品中有

九種下降，其中礦物燃料，潤滑油和相關材

料（-80.0％）；運輸設備（-65.6％）；鋼鐵

（-61.0％）。

同 時 ， 5 月 份 我 國 貨 物 對 外 貿 易 總 額

（進出口總值）為98.4億美元，同比下降

38.7％。

但是，對外貿易的下降速度低于4月份

的年度下降速度59.5％。

在對外貿易總額中，有59.5％是進口商

品，其餘的40.5％是出口商品。

國泰地產支持政府「返鄉-新希望」計劃
分散外省經濟增長創造更好的生活質量

圖示：第一排：（左）國泰地產公司總裁黃奇昭認為，《返鄉-新希望計劃》將使馬尼拉大都會和鄉村之間的增長更加公平。（右）南
富美高球市擁有時尚的主題社區，以吸引有識之士希望返回或在Cavite省  Silang紮根的中產階級和上層中產階級家庭。第二排：有抱負的企
業家可以在Stanford Suites 3的較低層和較高層建立自己的業務。這種多功能公寓將出現在南富美高球市網絡園旁邊。（右）南富美高球市
的中心是Westborough, 這是一個商業綜合體，在那里人們可以放鬆，購物或度過與家人的美好時光。第三排：（左）位於南富美高球內，可
欣賞邁阿密俱樂部會所的景色，在這裡您可以享受輕鬆的喘息時間，類似於佛羅里達隨和而平靜的海灘。（右）位於南富美高球內的Racha 
Mansions社區以其泥土色調和元素的標誌性使用而聞名，它將帶您前往泰國的微笑之地。

本市訊: 開發商國泰地產公司（Cathay 

Land Inc.）完全支持杜特爾特總統的BP2計

劃,  這也是參議員Bong Go提議的新的“ Balik 

Probinsya，Bagong Pag-asa”（返鄉-新希望）

計劃。

根據國泰地產公司總裁黃奇昭（Jeffrey 

Ng）的說法，他的公司支持114號行政命令

的倡議，將國民經濟的增長分散到馬尼拉大

都會附近的省份，並最終擴展到整個農村地

區。

商總副理事長的黃奇昭宣稱:“作為菲律

賓大學經濟學院校友會（UPSEAA）的經濟

學家兼理事長，我堅信這一舉措有望使馬尼

拉大都會與各省之間的經濟增長更加公平。

更重要的是，這有可能增加全國的家庭收

入，並改善菲律賓同胞的生活質量。”

因此，國泰地產公司在馬尼拉大都會南

部Cavite省正在進行中的兩個鄉鎮項目定位為

吸引更多的工業，商業和住宅用地，以促進

這種增長。

南富美高球市(South Forbes Golf City) : 黃

奇昭首先指的位於 Sta Rosa-Silang-Tagaytay

增長區250公頃的南富美高球市(South Forbes 

Golf City) ,  該市目前擁有七個主題住宅區，

一個名為Westborough Town Centre的商業中心

以及18洞的南富美高球市高爾夫俱樂部。

這個不斷發展的城市建有南富美高球市

網絡園（SFCP）業務流程外包（BPO）公司, 

這個信息技術（IT）園就位於St. Benedict教

堂和南富美高球市城市學院的校園旁邊。同

時，距離南富美高球市高爾夫俱樂部（South 

Forbes Golf Club）也只有很短的車程。

作為菲律賓經濟區管理局（PEZA）認可

的IT園區，南富美高球市網絡園的BPO定位

人員可以享受諸如所得稅免稅期，資本設備

免稅和免稅進口，外籍人員及其直系親屬的

特殊簽證身份等特權。一旦投入運營，南富

美高球市網絡園最終將創造數以千計的工作

來支持BP2計劃。

南富美高球市還擁有數個混合用途的中

層住宅公寓，目前正在建造中的斯坦福套房3 

( Stanford Suites)和富樂頓套房(Fullerton Suites), 

距中正學院分校Silang校區僅一箭之遙，這個

著名的教育機構將在2021-22學年開設其Silang

分校。

黃奇昭分享了有抱負的企業家可以在

Westborough中心（可以滿足南富美高球市居

民以及Ayala Westgrove Heights需求的商業中

心）建立自己的企業。他宣稱，在南富美高

球市已經有一家超市，體育館，五金店，水

站，洗衣店等，該地區肯定可以容納更多的

企業來滿足這些不斷增長的社區的需求。

馬略卡市（Mallorca City）: 國泰地產

公司的另一個鄉鎮項目馬洛卡市（Mallorca 

City）擁有Cavite輕工業園區（CLIP）和馬洛

卡別墅（Mallorca Villas）住宅區。

Cavite輕工業園區最近啟動了第二期的

第四階段，為輕工業運營提供了15塊土地, 該

園區目前有汽車裝配，物流，玻璃，實驗室

和類似業務。Cavite輕工業園區在其主要道

路上還提供了一些商業地段，滿足工業園區

工人，馬略卡別墅居民以及附近的分區以及

Maguyam Road沿線的其他工業園區的需求。

黃奇昭認為，企業家可以選擇在Cavite輕

工業園區的商業大道開任何業務，例如快餐

店，硬件，物流等。

黃奇昭宣稱:“由於南富美高球市和馬

洛卡城都是鄉鎮項目，有抱負的企業家可以

投資這兩個項目，並能體驗到更高的生活質

量，特別是如果他們選擇居住在自己選擇的

城市中。”他總結說：“最終，由於空氣清

新，環境更綠，通勤更快，家庭的生活質量

得到改善，這就是”返鄉-新希望”計劃所承

諾的。”

有抱負的企業家和房主可通過（+632）

8878-0188與國泰地產公司聯繫，或發送電子

郵件，以了解有關在南富美高球市和馬略卡

市投資的更多信息。

美國股市下跌推升美元
披索輕微下跌

本報訊：因為美國股市的下行修正增加

了美元的吸引力，週五菲律賓披索對美元匯

率輕微下跌。

本地貨幣從週四的49.41元，收盤下跌7.5

分，收于49.485元。

中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裡卡福

特表示，在美國/全球股市因健康獲利回吐而

下跌後，「美元對主要亞洲貨幣/全球貨幣上

漲，披索走弱。」

路透社的一份報告稱，美元從週四的四

周低點攀升，原因是在新的新冠肺炎病例激

增以及美國最高法院對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

財務裁決後，美國股市下跌增強了美元對投

資者的避險能力。

裡卡福特說：「在今天本地股市錄得更

多外資淨賣出之後，披索也走弱了。」

本地股市，外資買盤達到19.17億元，

而外資賣盤為33.23億元，淨銷售額為14.06億

元。

裡卡福特說：「自2020年年初以來，披

索對美元的匯率已經升值了1.15元，升幅為

2.3％。」

因逢低吸納 
菲股輕微收高

本報訊：因投資者購買較便宜的股票，

週五本地股市反彈至綠色區域。

基準綜合指數收盤時上漲4.80點，漲幅

為0.08％，至6197.38點；而全股指數上漲3.08

點，漲幅為0.19％，至3652.60點。

菲律賓股票金融公司在市場評論中表

示：「在早盤時，市場受到COVID-19的擔

憂打壓，收盤前的逢低買盤活動最終推動綜

合指數收于綠色。」當天外資買盤為19.17

億元，而外資賣盤為33.23億元，淨銷售額為

14.6億元。成交總量超過22.63億股，總價值

51.73億元。共計82只個股上漲，115只下跌，

47只收盤保持不變。

分析師：ABS-CBN特許經營被拒 引發其股票拋售
本報訊：分析師週五說，在眾議院立法

特許經營委員會投票否決媒體巨頭ABS-CBN

公司的廣播網絡的特許經營申請之後，其股

份受到打壓。

菲律賓股票金融公司高級股權分析師賈

費特·唐天科說：「特許經營被拒，將對ABS 

CBN的股價產生負面影響。沒有特許經營

權，ABS-CBN將無法恢復其廣播和電視廣播

業務，這是其業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唐天科補充說：「這反過來將導致更多

的收入損失，最終將對該公司的基本面造成

壓力。」

眾議院立法專營權小組通過了技術工作

組（TWG）委員會的決議，以70票贊成，11

票反對，2票棄權和1票缺席，拒絕該網絡公

司的特許經營權申請。

在專家組做出決定的幾個小時之前，

ABS-CBN的股價從週四的收盤價每股15.18元

下跌2.64％至每股14.78元。

Unicapital股票分析師克裡斯托弗·聖佩德

羅（Christopher San Pedro）表示：「我預計下

周ABS-CBN股票將再次出現短期波動，因為

交易員和投資者將試圖尋找GMA-7股票等替

代品。」倫敦智庫惠譽解決方案在較早的研

究報告中指出，國家電信委員會的「受政府

影響的明顯能力仍然是外國投資者情緒的主

要障礙，並且也使新進入者的電信格局都變

得困難重重。以及針對ABS-CBN及其子公司

SkyCable的直接廣播衛星服務發佈的停產令

後，」。ABS-CBN于5月5日停播，原因是國

家電信委員會宣佈停止並因缺乏專營權而中

止該媒體網絡的運營。

自2014年以來，尋求續簽ABS-CBN的特

許權的法案一直在懸而未決，但眾議院僅決

定于今年3月10日開始對這些提案進行審議。

委員會級別的投票只是ABS-CBN必須忍

受以獲得新的特許經營權的第一步。眾議院

和參議院之間仍有全場辯論和六讀。在此期

間，一切情況仍然可能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