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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8月4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8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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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98.03人民幣
　　100歐元　　　　　　　　　　　　820.5人民幣
　　100日元　　　　　　　　　　　　6.5809人民幣
　　100港元　　　　　　　　　　　　90.065人民幣
　　100英鎊　　　　　　　　　　　　912.46人民幣
　　100澳元　　　　　　　　　　　　496.53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61.41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506.99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60.37人民幣

v

美元兌台幣匯率

收二九點二四二元

七月海關局收入超過目標5％
本報訊：海關局（BOC）週二表示，儘

管COVID-19大流行和嚴格的社區檢疫對整體

貿易環境產生了潛在影響，但其7月份的收入

已超過目標5％。

海關局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上個月收入

了500.72億元。

比其476.74億元的目標高了5％，高出了

23.98億元。

海關局援引其金融服務部門的報告稱，

在17個收稅區中有10個超出了本月的目標，

其中以阿帕裡港為首。

其次是塔克洛班港，利馬伊港，三寶顏

港，卡加延德奧羅港，納卯港，克拉克港，

宿務港，八打雁港和蘇比克港。

海關局將其良好的稅收收入表現歸功于

進口估值和進口量的提高，以及所有港口的

共同努力。

海關局說，此外，這也可以歸因于政府

在確保大流行情況下確保國內和國際貨物暢

通無阻的努力。

海關局表示，儘管收入達到了上述目

標，但它仍然採取邊境安全措施，以防止價

值低估，虛假申報和其他形式的技術走私，

並收取合法收入。

首屆鄭州食品博覽會舉行
8月4日，參觀者在鄭州食品博覽會上參觀。8月3日至5日，首屆鄭州食品博覽會在鄭州國際會展中心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600多家食品

生產加工企業到會參展。	 	 	 	 	 	 	 	 	 	 	 	 	 <新華社>

投資者消化重啟MECQ
菲股反彈逾1％

本報訊：因投資者消化了大馬尼

拉和周邊省份重啟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

（MECQ）的消息，週二菲律賓股市反

彈逾1％。

截 至 收 盤 時 ， 基 準 綜 合 指 數 上

漲59.58點，漲幅為1.04％，至5775.50

點；而全股指數上漲28.51點，漲幅為

0.84％，至3426.97點。

AAA證券公司研究部主管克裡斯·牧

根說：「今天，市場恢復了，因為投資

者對儘管有更嚴格的檢疫限制而對企業

更加有效地運營表示樂觀，」

在前線醫療機構呼籲下，政府決定

自8月4日至18日，國家首都地區，以及

布拉坎、內湖、甲美地和黎剎等省重新

實施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MECQ）。

牧根說：「今天的銷售壓力減輕

了，昨天的舉動被看作是對重新封鎖的

猛烈反應。」

他說：「政府最近採取行動徵求衛

生工作者的建議並加強隔離，這也被視

為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新合作。」

全天成交總量超過15.91億股，總價

值57.39億元。共計136只個股上漲，52只

下跌，46只收盤保持不變。

上半年SM Prime
淨收入下降46％
本報訊：東南亞領先的綜合性房

地產開發商之一的SM Prime控股公司週

一報告稱，2020年上半年的合併淨收入

從上年同期的193億元下降46％至104億

元。

該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其今年

前六個月的合併收入達到437億元，比

2019年前六個月的570億元降低了23％。

 SM Prime控股公司總裁杰弗裡·林

說：「 2020年上半年是我們公司面臨

的最具挑戰性的時期之一。隨著政府在

我們業務所在的菲律賓大部分關鍵地區

維持隔離協議的執行，SM Prime致力于

在維持運營的同時遵守政府實施的嚴格

安全措施，並繼續為我們的客戶提供便

利。」

2020年上半年，SM Prime購物中心

的租金收入從去年同期的233億元下降到

131億元，下降了44％，原因是購物中心

收入從281億元下降到144億元。

這主要是由于自3月份實施隔離措

施以來，為租戶放棄了部分租金和租金

折扣，截至6月底總計為110億元。

 該公司表示，已通過引入電子商務

平台來加強其在線戰略，該平台允許其

租戶通過為其客戶提供在線界面來補充

SM購物中心內的實體店，並在購物中心

內提供在線取貨點租戶的銷售。

 在關注客戶安全的驅動下，該公司

還通過數字支付方式促進無現金交易，

在購物中心周圍的用餐區域提供定期的

衛生和消毒，並與當地農民和公共交通

服務合作以供應新鮮農產品和運輸人員

和貨物安全便捷。

 由SM開發公司（SMDC）領導的

SM Prime住宅業務在2020年上半年錄得

237億元的收入，比去年同期的214億元

增長了11％。

 這占公司合併收入的54％。在隔離

措施的推動下，SM開發公司在2020年的

前六個月創造了424億元的預訂銷售額。

 根據國家政府的安全指引，SM 

Prime的新住宅項目和新住宅項目的施

工工作已經恢復。 截至2020年6月，SM 

Prime的可用庫存為12,000個，從而緩解

了安全指引對建築完工的影響。

 2020年上半年，SM Prime商業地產

業務的收入增長了16％，達到25億元。

 SM Prime的辦公室業務以業務流程

外包（BPO）辦公室為主要租戶，新興

傳染病管理機構間工作組（IATF）允許

其在整個檢疫期內繼續運營。

 儘管運營有限，但酒店和會議中心

業務板塊在2020年上半年的合併收入中

貢獻了10億元。

 該公司最大的活動中心，即亞洲體

育館（Mall of Asia Arena），已與多家政

府機構合作改建為大型隔離設施，以幫

助前線人員和返回的海外工人。

社保署批准COVID-19相關156.3億元災難貸款和1.9億元失業救濟
本報訊：社會保障署（SSS）週二表

示，迄今為止，它已為大流行病患者批准了

156.3億元的COVID-19災難援助貸款和1.902億

元的失業救濟金（UIB）。

社保署還從7月1日至27日批准了14186份

失業救濟申請。

根據社保署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奧羅拉·伊

格納西奧的說法，從社保署開始接受失業救

濟申請到7月27日。

它共批准了43347份申請，總金額為

5.437億元。

另一方面，伊格納西奧說，自去年6月15

日啟動在線申請以來，該機構已批准了超過

103萬份其針對COVID-19疫情的災難性援助

貸款（CLAP）申請。

她說，從6月15日到7月28日，平均每份

申請貸款金融為15144元。

社保署負責人表示，從2020年6月到9月

14日，COVID-19的災難貸款將持續三個月，

現在必須在線申請。

由于COVID-19爆發，羅德裡戈·杜特地總

統（Rodrigo Duterte）于3月16日宣佈我國處于

全國性災難狀態。

從第四個月開始，COVID-19的災難貸款

年利率為6％，期限為27個月，包括三個月的

寬恕期。

根 據 財 政 部 長 和 社 會 保 障 委 員 會

（SSC）主席卡洛斯·多明戈斯三世（Carlos 

Dominguez III）的指示，社保署將其系統數字

化，以便加快向其成員發放貸款和福利的方

式，伊格納西奧說，災難性援助貸款從6月28

日開始使用菲律賓開發銀行PesoNet認可的銀

行通過「非支票」支付方式發放。

她說，社保署還開始使用電子支付系統

向其成員發放失業救濟金和喪葬費。

自6月15日起，社保署已強制要求對災難

性援助貸款進行在線申請，並且自7月15日起

失業救濟金也將進行在線申請，以加快申請

流程。

伊格納西奧說，從7月開始可以在線提

交社保署成員要求的喪葬費申請，並且到8月

將成為強制性要求。

上半年環球電信淨收入下降5％至115億元
本報訊：環球電信公司在2020年上半年

的利潤有所下降，原因是採取嚴格的鎖定措

施來遏制COVID-19對其業務造成壓力。

該亞耶拉家族領導的電信公司在提交證

券署的文件中稱，其今年前六個月的合併淨

收入為115億元，比2019年同期的120億元下

降5％。

由于總營業收入下降了3％，由去年同期

的815億元下降至788億元。

營業收入的下降主要歸因于增強型社區

隔離（ECQ）和修改後的社區隔離（ECQ）

對公司業務的影響，這導致合併服務收入從

去年的729億元下降了724億元，下降了1％。

同時，鑒于菲律賓人留在家中並轉移到

在線活動（例如在家工作/學習，視頻和電話

會議），在線購物，在線/手機銀行，視頻娛

樂等中的消費激增，環球電信的數據總收入

（現在已佔服務總收入的75％）成為收入的

最大貢獻者。

扣除非經常性費用，外匯和按市值計價

費用的影響，核心淨收入為111億元，同比下

降8％。

環球電信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歐內斯特·邱

表示：「環球電信的網絡已經經受住考驗，

並繼續證明其在這次COVID-19大流行期間的

彈性。我們始終將網絡保持在優先狀態，這

使我們能夠繼續為客戶提供服務，並確保社

區在這種困難時期保持聯繫。」

上半年移動業務收入為518億元，比去年

同期下降5％。

環球電信表示，這主要是由于預付款

充值和後付款購置的減少，尤其是在ECQ期

間。

移動總收入占服務總收入的72％，移動

用戶總數為8020萬。

由于客戶現在花更多的時間上網，移動

數據收入產生了358億元，高于去年的340億

元。當前，移動數據占移動收入的69％，而

一年前為63％。

移動數據流量從2019年上半年的764 PB

躍升至此期間的1106 PB，即同比增長45％。

由于更多的客戶轉向基于數據的服務而

不是傳統的語音服務，因此該期間的移動語

音和移動SMS收入同比下降了16％和30％，

分別為12億元和58億元。

抵消移動業務下滑的影響，家庭寬帶保

持了增長勢頭，該季度收入增長了19％，從

去年同期的106億元上升到125億元。

目前，環球電信的家庭寬帶用戶總數現

已超過290萬，比2019年上半年增長58％，這

主要是由于固定無線寬帶用戶的持續增長所

致。

電信公司說，由于對菲律賓的居民由于

社區隔離所帶來的限制而被迫在家中上班/學

習，對無線連接的需求增加，對家庭預付費

Wi-Fi的使用也有所增加，因此也實現了這一

增長。

另一方面，公司數據收入同比收縮3％，

截至2020年6月底的總收入為62億元，主要來

自國內和國際服務收入下降。

隨著企業推進其數字化工作，較高的信

息和通信技術（ICT）收入部分緩解了這種情

況。

由於COVID-19大流行 上半年GERI淨收入下降9％
本報訊：房地產巨頭美佳世界公司的

綜合性旅遊和休閒地產子公司環球地產度假

村公司（GERI）由于COP19流感大流行的影

響，其2020年前六個月的淨收入下降了個位

數。

GERI在一份聲明中說，其上半年的淨收

入為7.28億元，比去年同期的8.01億元下降了

9％。

合併收入達到29億元，比去年同期的41

億元下降了29％。

由于購物中心運營受到第一季度塔爾火

山噴發以及第二季度嚴格檢疫措施的影響，

租金收入從去年的3.77億元下降了8％，至

2020年上半年的3.47億元，下降了8％。

由于該期間的檢疫限制，酒店運營也從

去年的4.84億元下降了67％，到2020年前六個

月為1.62億元。

然而，公司核心業務收入的下降被成本

和支出下降了30％所抵消。

從2019年上半年的31億元減少到今年同

期的22億元。

同時，GERI第二季度的預訂銷售額從第

一季度的22億元躍升至36億元。

GERI總裁莫尼卡·所羅門說：」當3月中

旬有可能遭到封鎖的消息傳出時，我們已經

為住宅市場做好了保守的預期。但是，當國

內被嚴格隔離時，我們看到了對省級項目的

積極接受。

實際上，平均而言，我們的第二季度銷

售量是2020年整個上半年預訂量的61％。而

且我們仍然有足夠的庫存來滿足這些地區對

住宅項目的需求。」

「長灘島在第二季度不對遊客開放，但

在6月份放寬了隔離措施後，我們看到長灘島

新海岸商業和鄉村地段的銷售額急劇上升。

現在，買家更喜歡大馬尼拉以外自然環境豐

富的住宅和休閒產品。」

目前GERI在全國範圍內擁有8個綜合旅

遊開發項目，覆蓋3300公頃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