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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8月3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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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99.8人民幣
　　100歐元　　　　　　　　　　　　823.89人民幣
　　100日元　　　　　　　　　　　　6.6118人民幣
　　100港元　　　　　　　　　　　　90.294人民幣
　　100英鎊　　　　　　　　　　　　915.99人民幣
　　100澳元　　　　　　　　　　　　499.54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64.02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508.58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65.56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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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台幣匯率

收二九點五二九元

大岷區重啟MECQ 菲股暴跌3.59％
本報訊： 由于大馬尼拉地區和附近省份

採取了更嚴格的檢疫措施，週一菲律賓股市

收盤大跌逾％，創下兩個月來最差的表現。

截至收盤，基準綜合指數下跌212.53

點，跌幅為3.59％，至5715.92點。這是自5月

28日收于5570.22點兩個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同時，更廣泛的全股指數下跌101.81

點，跌幅為2.91％，至5715.92點。

Regina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斯·林

姆林根（Luis Limlingan）將週一的暴跌歸因

于實施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MECQ）以及

其他外部因素。

他說：「由于突然回到MECQ，令人失

望的全球經濟數據以及國會在面對新冠病毒

方面缺乏進展的壓力，週一本地股市收盤大

幅下跌。」週末，羅德裡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表示，由于醫療保健部門的呼籲，

大馬尼拉，布拉干（Bulacan）和卡拉巴松

（Calabarzon）地區將在8月4日至18日再次被

納入MECQ。

因醫療部門不停接收COVID-19患者而不

堪重負，前線醫護團體較早前呼籲政府考慮

採取更嚴格的檢疫措施，以使衛生工作者有

時間休息。

當天共計51只個股上漲，154只下跌，39

只收盤保持不變。

成交總量超過16.3億股，價值65.86億

元。

7月多地收緊樓市 中國百城房價環比增速放緩
8月3日，中指研究院發佈的數據顯示，2020年7月，全國100個城市新建住宅平均價格為每平方米15528元人民幣，環比上漲0.43%，漲

幅較上月收窄0.10個百分點。這是百城房價環比數據自3月份實現「負轉正」以來，首次出現漲幅收窄。資料圖為福建福州，一處正在開發建
設中的房地產樓盤。              <中新社>

披索重新升至三年新高
本報訊：週一菲律賓披索對美元匯

率繼續升值，收盤繼續創下三年來新高。

本地貨幣週一上漲5.5分，收于49.095

元，這是自2016年11月11日收于48.95元三

年來的最高水平。

相比之下，上週四的收盤價49.15

元，而上週五因伊斯蘭開齋節，國內金融

市場暫停交易。

中華銀行（RCBC）首席經濟學家邁

克爾·裡卡福特（Michael Ricafort）將週一

的表現歸因于實施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

（MECQ）後對美元的需求可能減少。

他 說 ： 「 披 索 匯 率 今 天 收 盤 走

強……在馬大尼拉和其他附近省份恢復到

MECQ之後，這可能會減少對美元支付進

口費用的需求，就像在之前的MECQ/ECQ

時期那樣。」

上週末，羅德裡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表示，由于在COVID-19病例激增

的情況下，由于醫療部門的請願，從8月4

日至18日，大馬尼拉，布拉干和卡拉巴松

地區將再次置于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

因醫療部門不停接收COVID-19患者

而不堪重負，前線醫護團體較早前呼籲政

府考慮採取更嚴格的檢疫措施，以使衛生

工作者有時間休息。

裡卡福特說，美國創新紀錄的低利

率也降低了美元的吸引力，美元對其他主

要全球貨幣的交易價降至兩年低點。

他補充說：「零售國債新紀錄金額

和國內有史以來的首次房地產投資信託發

行可能導致了一些外國買家/投資。」

全天披索在49.185元至49.07元之間交

易，平均交易價格為49.104元。

成交額達到5.6865億美元。

五月匯款暴跌近20％
本報訊：菲律賓央行（BSP）週一報

告，今年5月份的匯款下降了近20％，這

是連續第三個月同比收縮。

央 行 發 佈 的 數 據 顯 示 ， 個 人 匯 款

（即通過非正式渠道以現金或實物形式轉

賬的總和）在5月份總計為23.41億美元。

這比去年同月的28.96億美元流入

減少了19.2％，但高于4月份的22.76億美

元。

央行在聲明中說：「由于COVID-19

大流行對全球經濟活動，旅行和就業的不

利影響，這導致個人匯款連續第三個月同

比出現收縮，從而導致許多海外菲律賓工

人被遣返或推遲就業。」

在全球健康危機期間，估計有42000

名海外菲律賓工人在5月和6月返回菲律

賓。

同時，當月的現金匯款（通過銀行

進行的匯款）下降了19.3％，至21.06億美

元。

相比之下，2019年5月為26.09億美

元，今年4月為20.46億美元。

年初至今，個人匯款下降6.4％，至

128.05億美元；現金匯款也下降6.4％，至

115.54億美元。

美 國 是 五 個 月 期 間 的 最 大 匯 款 來

源，占39.4％。

緊 隨 其 後 的 是 新 加 坡 ， 沙 特 阿 拉

伯，日本，英國，阿聯酋，加拿大，香

港，卡塔爾和台灣，它們占現金匯款總額

的78.8％。

成都國際車展成交額
高達68.06億元

新華社成都8月3日電 第23屆成都國

際汽車展覽會8月2日在中國西部國際博覽

城落幕。展會為期10天，共產生38907台

汽車訂單，成交額超68.06億元。

據介紹，本次展會匯聚120多個國內

外知名汽車品牌，參展車輛超1500輛，展

出面積達16萬平方米。主辦方表示，2020

年成都國際車展，各大車企帶來了他們最

好的產品，力圖在這裡找回上半年因疫情

耽擱的銷售業績，也想為下半年市場搶得

先機。

「目前汽車市場正在穩步復甦。」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汽車行業分會會

長王俠在展會首日舉辦的2020中國汽車先

鋒論壇上發言稱，上半年我國汽車銷量出

現了前所未有的「V」字震盪，接下來中

國車企應該做好深耕中國大市場的文章。

重返MECQ預計使更多企業裁員和關閉
本報訊： 週一，商界表示，轉而使用改

良版加強社區隔離（MECQ）是一項痛苦但

必不可少的措施，有多達300萬名員工受到影

響，預計兩周後將有更多機構永久關閉。

根據菲律賓管理協會（MAP）主席弗

朗西斯·林（Francis Lim）的說法，鑒于國內

醫護人員的當前狀況，必須實行更嚴格的封

鎖。

他說：「鑒于我們醫療前線人員目前的

困境，這是一種痛苦但必不可少的措施。」

他說：「我們希望政府深入研究我們的

COVID-19戰略，並找到更有效的方法來執行

它。」

菲律賓僱主聯合會（ECOP）主席塞爾

吉奧·奧爾蒂斯·路易斯回應了林氏的觀點，他

指出，至少有幾個領域仍可以在MECQ下運

作。他說：「我們很感激它不是ECQ，因為

如果它是ECQ，那將真的是一場災難。」

根據ECQ，僅允許基本業務運營，且十

分有限。

路易斯說：「它更適合目前的情況。

唯一的問題是，我們的政府可以控制嗎？ 

因為在此（MECQ）之前，他們確實可以做

到。」

路易斯說，大約2到300萬的工人將受到

影響，並且在重新設立MECQ之後，預計將

有更多的員工被解雇。

他補充說，國內已經有超過3000家小

型企業宣佈永久關閉，更多的企業可能會效

仿。他解釋說：「如果再增加為期兩周的封

鎖，這個數字將會增加。其他人已經迫不及

待地要回來，承諾的幫助尚未到來，因為這

主要是一些貸款。」

利率下降　國債需求仍高企
本報訊：由于需求居高不下，菲律賓國

債的利率週一再次下跌。

 91天期國債的平均利率下滑至1.221％，

182天期下滑至1.454％，而364天期下滑至

1.749％。

 在7月27日拍賣會上，三個月期、六個

月期以及一年期國債的利率分別為1.335％，

1.605％和1.758％。

 國庫局局長羅莎莉亞·德萊昂（Rosalia de 

Leon）表示，從8月4日開始，將國家首都地

區（NCR）以及甲美地，內湖，黎剎和布拉

坎經過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MECQ）後15

天，這並不影響投資者的情緒。

 她說：「沒有人認購過多，流動性過剩

和對避險資產的偏好繼續降低利率。儘管存

在巨量零售國債（RTB）的問題，但市場需

求仍然高企。」

德萊昂說，國內經濟仍然「流動性充

沛」，「尋求避風港」仍然存在。

 拍賣委員會為三個月期、六個月期提供

了各50億元融資額，十二個月期為100億元，

並全額授予。

 91天期國債的投標達到255.1億元，而

182天期為235.85億元，而364天期則為273.1億

元。

 同時，德萊昂拒絕透露到目前為止零售

國債的銷售情況，其要約期將持續到2020年8

月7日。

 德萊昂補充說：「（我們）只會在結算

期報告最終的金額。」

零售國債適合小型投資者，因為最低配

售額為5000元，額外投資以5000元遞增。

在7月16日對債務票據進行利率設定拍賣

期間，五年期零售債券的票息率為2.625％。

 拍賣委員會授予了價值1927億元的零售

國債，相當于計劃發行額300億元的六倍多。

「雙創」激發新活力：數字創客5年研究一條「長尾巴」
新華社記者李鵬

藉著「雙創」的東風，用了5年時間，王

小玄才把需求曲線上那條紛繁複雜的「長尾

巴」數出個眉目。

王小玄是「雙創」激發的數字創客之

一。2012年他從專科學校計算機專業畢業

後，為了找工作，吃盡苦頭，「投簡歷、面

試，北上廣跑了一圈，因為學歷低，沒有公

司要。」最後，「北漂」了半年，王小玄回

到鄭州，勉強在一家網絡公司找到了「飯

碗」。

雖然學歷不高，但王小玄癡迷于技術。

踏入互聯網行業3年裡，敏于學習的王小玄發

現了一個共性問題：許多個性化臨時需求場

景的數據紛繁複雜，許多政府、企業在統計

各類信息時，電子錶格滿天飛，數據分散且

安全性不高，成為許多行業的「痛點」。王

小玄感覺，「這為自己今後發展打開了一扇

窗」。

「未來需求的藍海不在熱門產品和服

務，不在傳統需求曲線的頭部，而在于需求

曲線中那條無窮長的尾巴。」王小玄關注的

問題就是需求曲線上那條「長尾巴」。16年

前，「長尾理論」被提出，「長尾數據」的

重要性也被人們所重視。「長尾數據」應用

場景廣泛，但從收集到處理應用卻十分困

難，其中一個原因是個性化臨時需求多樣、

數據分散且難于管理，「處理這些數據就像

數牛尾巴上的牛毛」。

2015年，聶明坤從北京的一家民營企業

辭職，回到鄭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主營校

園互聯網多網融合接入服務。2017年，聶明

坤的公司業務已覆蓋河南數十所高校的數十

萬名師生，但苦惱于高校師生客戶疲于填表

等「長尾數據」的解決方案。一次偶然的機

會，聶明坤與王小玄結識，「咱們一起幹，

創業公司提供創新平台，創新支持創業持續

發展。」兩人一拍即合。王小玄帶領七八個

人的團隊在聶明坤的創業公司之下又孵化出

了軟件科技公司，自己也化身股東，成為一

名創客。2019年11月底，是王小玄團隊最忙

碌和激動的一段時間。歷時3年，基于自有知

識產權技術的「長尾數據」處理產品上線承

壓測試。「使用20多個邊緣雲IDC和大學裡的

超算中心，連續攻關6天5夜，頂住了模擬超

億用戶的並發壓力，實現了穩定運行。」王

小玄說。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來襲，高校日常

統計量、數據量和安全性要求陡增，這也使

得王小玄團隊的產品首先在高校中有了用武

之地。經歷了實踐檢驗，2020年4月底，王

小玄團隊的兩項核心專利技術獲得通過；7

月初，基于核心專利技術的「長尾數據」管

理系統產品被河南省科技廳評為省級技術成

果。

從擇業困難，到實現自己的創新夢，

王小玄說，正是有了國家「雙創」政策的支

持，才有了創客發揮才能的廣闊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