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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7月13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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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99.65人民幣
    100歐元　　　　　　　　　　　791.37人民幣
    100日元　　　　　　　　　　　6.5459人民幣
    100港元　　　　　　　　　　　90.257人民幣
    100英鎊　　　　　　　　　　　883.67人民幣
    100澳元　　　　　　　　　　　486.35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59.99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503.19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44.03人民幣

美元兌台幣匯率

收二九點四五○元

國債利率全面下降
本報訊：週一，菲律賓國債的利率再次

下降，國庫局局長羅薩莉婭·德萊昂對本周晚

些時候將拍賣的零售國債（RTB）趨勢持樂

觀態度。

 91天期國債的平均利率從7月6日拍賣會

的1.649％降至1.587％。

 國庫局提供50億元，投標額達到210.65

億元，拍賣委員會全額授予。

182天期票據的利率從上周拍賣會的

1.75％下降到1.687％。

 該期限的要約價格為50億元，在投標總

額達到271億元後，拍賣委員會也全額授予。

364天期國債的平均利率從前一周的

1.855％降至1.782％。

 投標總額為458.09億元，相當于發行額

100億元的四倍多。拍賣委員會也全額授予。

德萊昂在拍賣會後告訴記者：「利率下

跌是因為投資者更喜歡避險資產和較短期的

政府債券。」

同時，由于利率繼續下降，德萊昂對

通過7月16日發行300億元的五年期零售國債

（RTB）的利率設定拍賣會的成功感到樂

觀。

 她說，儘管利率下降對政府有利，因為

它會減少支付的費用，但零售國債比其他投

資選擇「更安全」，因為它「由政府發佈，

風險很小」。

 德萊昂說，投資這份債務票據也是菲律

賓人的愛國之舉，因為「您為自己的未來投

資並支持政府實現經濟快速復甦。」

 她說，這個因素「更有意義」。

 她說，投資私人公司提供的其他投資

選擇具有「更高的回報，但承擔更高的風

險」。

 他補充說：「在零售國債工具中，您

投資于國家的未來，子女的未來。 （這是一

種）使您的金錢為更好，更美好的未來而努

力的方法。」

零售國債是面向小投資者的投資產品，

因為最低投資額僅為5000元，額外投資以

5000元遞增。

 國庫局已取消原定于7月14日星期二35

天期國債的拍賣會，以為零售國債利率設定

拍賣會做準備。

 要約期將從2020年7月16日下午2點開

始，至8月7日下午4點結束。

這是政府繼今年1月後第二次發行零售國

債，當時它出售了1340億元零售國債。

河北遷安：趕訂單 忙生產
7月13日，河北省遷安市一家服裝外貿企業的工人在生產車間內加工服裝。近期，河北省遷安市的紡織、鋼鐵、建材等二十餘家外貿企

業加緊生產趕製訂單，滿足市場需求。同時，當地政府通過落實各項惠企政策，加大對外貿企業的幫扶支持力度，助力經濟平穩發展。
<新華社>

全球風險偏好改善 
披索匯率反彈

本報訊：由于潛在的新冠肺炎疫苗的

發展，全球風險偏好情緒有所改善，週一

菲律賓披索對美元匯率反彈。

本地貨幣從上週五的49.485元，上漲

3.5分，收于49.45元。

中華銀行（RCBC）首席經濟學家邁

克爾·裡卡福特（Michael Ricafort）表示，

週一升值是因為市場考慮到有關新冠肺炎

大流行的醫學進步。

他說：「「與COVID-19有關，尤其

是瑞德西韋（Remdesivir）和其他可能的

COVID-19疫苗（如Novavax）相比，可能

的治癒方法的最新積極進展，在一定程度

上掩蓋了對本地，美國某些州和某些國家

/地區新COVID-19病例激增的擔憂。」

週一菲律賓報告新增2214例確診的

COVID-19病例，使總數達到56259例。其

中包括1534人死亡和16046例康復。

裡卡福特補充說：「即將發行的零售

國債也部分支持了披索的情緒，因為這可

能需要一些外國買家/投資。」

國庫局（BTr）計劃在7月16日（週

四）拍賣500億元五年期零售國債。

當天披索開盤于49.455元，與上週五

的49.50元基本持平。

全天披索在49.455元至49.375元之間

交易，平均交易價格為49.407元。

成交總額為6.6715億美元，低于上週

末的6.849億美元。

疫情擔憂升溫
菲股小幅下跌

本報訊：由于人們對COVID-19大流

行的擔憂再度升溫，這是因為繼續有更多

的病例報道，週一菲律賓本地股市小幅下

跌。

截 至 收 盤 時 ， 基 準 綜 合 指 數 下 跌

24.81點，跌幅為0.40％，至6172.57點；

較廣泛的全股指數下跌18.85點，跌幅為

0.52％，至3633.75點。

據Regina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

斯·林寧安（Luis Limlingan）稱，週一下跌

是因為衛生部（DOH）報告的COVID-19

病例持續上升。

他說：「由于人們對大流行病的擔憂

再度升溫，本地股市收盤走低，投資者期

待美國的盈利季節。」

週一上午政府報告了2214例新確診的

COVID-19病例，使總數達到56259例。其

中包括1534人死亡和16046例康復。

在國會拒絕ABS-CBN公司的特許權

競標之後，股交所週一暫停了ABS-CBN公

司的股票交易。上週五，其股票收于每股

14.78元，低于前一個交易日的每股14.96

元。全天成交總量超過9.07558億股，價值

46.41億元。共計69只個股上漲，136只下

跌，34只收盤保持不變。

Pag-IBIG為新借款人
推出促銷貸款

本 報 訊 ： 國 有 房 屋 開 發 共 同 基 金

（Pag-IBIG Fund）推出了促銷貸款，向新

借款人提供利率為4.895％的低利率住房

貸款。根據Pag-IBIG基金會公共關係和信

息服務副總裁Karin-Lei Franco-Garcia的說

法，促銷期將持續到2020年12月。

她說：「 這是Pag-IBIG基金歷史上

的最低利率。 我們提供的最低利率為

4.895％， 此前最低為5.3％。」

根據該促銷計劃，4.985％的年利率

定價期限為一年。借款人還可以利用年利

率5.375％的三年期貸款。

但是，Franco-Garcia澄清說，利率將

僅適用于新借款人。以前的借款人將以原

來的的利率為準。

根據其章程，Pag-IBIG基金的任務是

建立，發展，促進和整合全國範圍內適合

于就業和其他收入群體需求的健全且可行

的免稅互惠公積金製度。

特許經營權被拒後 股交所暫停了ABS-CBN股票交易
本報訊：在國會拒絕ABS-CBN的特許

經營權競標之後，週一菲律賓股票交易所

（PSE）暫停了ABS-CBN公司的股票交易。

股交所在一份公告中宣佈暫停該廣播網

絡公司的普通股和存單（PDR）的交易。

在公告中，它說：「在該公司向投資者

公開全部披露信息之前，應暫停其交易。」

上週五，ABS-CBN股票收于每股14.78

元，低于前一個交易日的每股14.96元。

就在上週五，眾議院小組投票否決了該

網絡公司的特許經營權申請，儘管一些政府

機構堅持認為該網絡沒有違規行為。

羅德裡戈·杜特地總統始終如一地威脅

要反對ABS-CBN的專營權續簽，因為他早些

時候宣稱該網絡並未播出已經付費的政治廣

告。在今年2月，ABS-CBN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Carlo Katigbak為杜特地（Duterte）未經播放

的政治廣告道歉。杜特地兩天後接受了這一

點，因為他說他不會干涉國會的特許權更新

程序。

諸如馬加智商業俱樂部（Makati Business 

Club）之類的幾個商業集團已經呼籲國會續

簽ABS-CBN的專營權，以確保平等對待所有

企業並有效地提高投資者信心。

政府機構，例如國稅局（BIR），證券

交易委員會（SEC），司法部（DOJ），已結

清了ABS-CBN公司的違法行為。

中國新增貸款超12萬億元 
金融持續發力「護航」實體經濟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穩企業保就

業，穩住經濟基本盤，金融支持是重要一

環。今年上半年，中國新增人民幣貸款12.09

萬億元，同比多增2.42萬億元，金融持續發

力「護航」實體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真金白銀 「貸」動企業發展活力
湖北星暉新能源智能汽車有限公司負

責人許先中沒想到，在一場支持企業復工復

產信貸投放座談會上，企業現場獲得了農行

5000萬元貸款授信。

該公司在黃岡建有總投資202億元的新

能源智能汽車產業園，規劃年產30萬台新能

源智能汽車。「農行的支持給我們注入一針

強心劑，充足的現金流有助于公司降低疫情

影響，加快推進5G智能新能源汽車項目。」

許先中說。「重大項目是經濟重振的『牛

鼻子』，能以點帶面推動相關行業企業復

甦。」農行湖北分行行長陳金焱表示，目前

農行湖北分行已將全省1068個復工復產重點

項目納入項目庫管理，完成授信630億元。

不僅是重大項目，不少受疫情影響遇到

困難的中小企業也獲得了資金「及時雨」。

吳利軍經營的浙江億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以

來一直靠自有資金運營。但疫情影響之下，

企業多筆貨款回款困難，流動資金嚴重短

缺，眼看客戶訂單無法完成。

焦慮萬分的吳利軍，接到了杭州銀行的

企業信貸需求排查訪問電話。瞭解到企業困

難後，杭州銀行快速制定授信方案，一天之

內就完成了100萬元流動資金貸款審批和發

放，解決了企業的燃眉之急。

企業獲得感的增強，背後是一系列為

企業紓困解難的金融政策陸續出台：多次降

准、增加再貸款再貼現專用額度、實施中小

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出台普惠小

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劃……

「整體上來看，上半年金融總量是充足

的，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較高，有效支持了

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央行調查統計

司司長阮健弘表示。

合理讓利 銀行與企業同舟共濟
今年3月底，煙台萬潤藥業有限公司從

光大銀行煙台分行獲得了1000萬元流動資金

貸款，貸款利率5.655%，企業可享受到當地

政府1%的科技型企業補貼、2.61%的知識產

權融資補貼，最終實際承擔的融資成本為

2.045%。「這樣的貸款成本是近年來較低

的，銀行與政府合作減輕企業負擔，幫助企

業輕裝上陣。」公司財務經理趙曉鵬表示。

「我們引導銀行機構用足政策，降低

貸款利率，同時加大對涉企融資收費監管

力度。今年2月1日至6月3日，轄區銀行機構

共對19419戶企業貸款業務減免利息5.49億

元。」山東銀保監局有關負責人表示。

今年以來，經濟下行壓力疊加新冠肺炎

疫情衝擊，實體經濟發展面臨較大困難。國

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推動金融系統全年向各

類企業合理讓利1.5萬億元。

銀保監會政策研究局一級巡視員葉燕斐

表示，要督促銀行機構進一步加強負債端成

本管理，推動銀行負債端成本下降，引導貸

款利率下降讓利實體經濟。要推進銀行機構

積極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手段，提高

貸款審批和發放效率，減少人工管理成本，

進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中國金融業經過多年發展，體系完

備，實力增強，有責任也有能力合理讓利，

與實體經濟共克時艱。同時要完善金融系統

向實體經濟讓利的支持配套政策，增強讓利

行為的可持續性。」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特聘研究員董希淼說。

近期，央行對全國300多個地市進行的信

貸需求調查顯示，企業資金需求比較旺盛，

提款率比去年同期提高了5.1個百分點。

儘管金融支持力度持續加大，不少企業

對改善融資環境仍有更多期盼。「除了自身

『強身健體』外，建立良好有序的金融保障

機制，推動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持之以恆的

支持，也是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生存壯大

的重要因素。」江蘇一品御工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徐明輝深有感觸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