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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台幣匯率

收二九點五○九元

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8月14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8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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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94.05人民幣
　　100歐元　　　　　　　　　　　   820.04人民幣
　　100日元　　　　　　　　　　　　6.4878人民幣
　　100港元　　　　　　　　　　　　89.551人民幣
　　100英鎊　　　　　　　　　　　　907.0人民幣
　　100澳元　　　　　　　　　　　　496.02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54.25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505.6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63.1人民幣

七月汽車月度銷量增長31.9％
本報訊： 2020年7月份，菲律賓汽車製

造商協會（CAMPI）和菲律賓卡車製造商協

會（TMA）的合併汽車銷量達到20542輛。

7月份的數字比上個月的15578輛增長了

31.9％。

 自5月份因Covid-19採取的社區隔離措施

之後，汽車銷量連續三個月錄得增長。

 AMPI總裁羅梅爾·古鐵雷斯（Rommel 

Gutierrez）在週五的一份聲明中說：「可以理

解的是，在這種大流行和最近經濟衰退的報

道中，達到年前的行業平均月度銷量水平仍

然遙遙無期，同時也面臨挑戰。 這個行業目

前需要達到每月近32％的增長才能實現其今

年24萬輛的銷量目標。」

古鐵雷斯補充說，今年的目標銷售額比

2019年的行業總銷量低41.5％。

 僅就CAMPI和TMA而言，2019年的總銷

量就達到369941輛。

另一方面，菲律賓汽車進口商去年銷售

了87984輛。

 CAMPI負責人補充說：「銷量的減少

可能會對汽車行業產生嚴重的運營和財務影

響。我們已經提交了一些有關行業支持的建

議，這些建議正在由工商部進行研究。」

 此外，2020年1月至2020年7月本地組裝

的汽車銷量下降了48.7％，總銷量為105583

輛，而去年同期為205945輛。

 與1月至6月期間，銷量下降51.2％的數

字相比，7月至今的銷量下降已得到緩解。

 按細分市場，2020年前七個月售出的

乘用車從2019年同期的61815輛下降51.4％至

30069輛。

 在2020年1月至2020年7月，商用車銷量

也下降了47.6％，從去年同期的144130輛下降

至75514輛。

 輕型商用車售出56854輛，亞洲多功能

車（AUV）售出14810輛。

 在此期間，輕型卡車的銷量達到了2043

輛，而第四類卡車和公共汽車的銷量為1360

輛，第五類銷量為447輛。

第八屆中國電子信息博覽會在深圳開幕
8月14日，第八屆中國電子信息博覽會在深圳會展中心開幕。本屆展會全方位聚焦智慧家庭、5G和物聯網、智能網聯與新能源汽車、智

能製造與機器人、大數據等備受關注的產業熱點。圖為5G應用備受參觀者矚目。	 	 	 	 	 	 	 <中新社>

披索繼續走強 
菲股輕微下跌

本報訊：週五菲律賓披索對美元

匯率匯率繼續走強，升至2016年11月以

來的最高水平；然而本地股市綜合指數

（PSEi）週五因避險情緒上升，而結束

了其四天的上漲行情。

 基 準 綜 合 指 數 截 至 收 盤 時 下 跌

20.87點，跌幅為0.34％，至6076.91點；

但是，全股指數上漲4.45點，漲幅為

0.12％，至3596.19點。

 大部分行業指數當天上漲，其中

採礦/石油類股上漲了1.72％。

 金融股上升0.47％，工業股上升

0.15％，房地產股上升0.04％。

 然而，服務業股下降0.98％，控股

公司類股下降0.69％。

 成交總量總計68億股，總價值95億

元。

共計88只個股上漲，97只下跌，56

只收盤持平。

 Regina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

斯·林寧安說，綜合指數中的新權重股，

以及美國第二輪擬議刺激計劃的負面情

緒已影響了市場。

不過，林寧安說：「更好的失業救

濟人數有助于減少損失。」

 美國勞工部報告稱，在截至8月8日

的一周中，美國失業人數達到96.3萬，

這是自3月以來的首次失業率降至100萬

以下。

 在國內，綜合指數的成分股發生

了變化。

Emperador公司取代了塞米拉拉礦

業和電力公司，並將于8月17日正式生

效。

 另一方面，本地貨幣對美元匯率

從週四的48.84元，上漲07.5分，收盤于

48.765元。

 當天披索開盤于48.83元，好于

前一天的48.9元；全天披索在48.85元

至48.75元之間交易，平均交易價格為

48.805元。

 成交總額為5.9965億美元，低于前

一交易日的6.321億美元。 

Smart和環球電信確保
宿務卡莫特斯島網絡升級

本報訊：電信巨頭Smart通訊公司

和環球電信公司向省政府保證，他們將

「在一個月內」升級莫特斯（Camotes）

島上的蜂窩基站設施。

 在宿務大陸以東的旅遊島上，鎮

長和度假村運營商抱怨互聯網服務質量

差之後，這種情況才有所改善。

 兩家電信公司的官員于8月11日會

晤了省長Gwen Garcia，並與鎮長們和度

假勝地運營商在上週末重新開放旅遊活

動期間進行討論。

據報道，島上的客人抱怨卡莫特斯

島上信號不佳，難以讓他們的智能手機

和筆記本電腦連接起來。

 度假村所有者還發現，由于連接

性差，很難促進其業務發展。

 PLDT米沙鄢企業業務主管兼助理

副總裁吉米·蔡表示，他們將檢查卡莫特

斯島上的現有站點並解決需要升級的問

題。

 PLDT及其無線子公司Smart通訊在

該島上共有9個站點。

 他保證：「也許在一個月之內，

我們將升級信號。」

 據瞭解，由于該地區許多業主的

一些問題，PLDT正在對卡莫特斯島的

設施進行升級，其中一個站點仍在建設

中。

 環球電信官員也向省長保證，它

將解決卡莫特斯島的連接問題。

 該公司發誓要考慮在該省其他旅

遊景點升級服務，包括奧斯陸（Oslob）

的Barangay Tan-awan，這是第一個重啟

旅遊業的公司。

 省旅遊局將為兩家公司提供該省

旅遊景點的清單，以便可以驗證其連接

強度並提供更好的服務。

煉油廠關閉 殼牌將幫助工人尋找工作
本 報 訊 ： 殼 牌 （ 菲 律 賓 ） 石 油 公

司（Pilipinas Shell Petroleum Corp.）的高

管 表 示 ， 該 公 司 已 承 諾 幫 助 將 在 八 打 雁

（Batangas）的煉油廠關閉的工人。

 殼牌（菲律賓）石油公司對外和政府關

係副總裁瑟澤·伯納爾表示，該公司將盡力為

受影響的工人，提供公司內的新工作。

 伯納爾週五表示：「由于將設施轉變為

進口碼頭，將創造就業機會。我們在菲律賓

也有不同的業務。這包括我們的殼牌業務外

包，並且我們的業務正在擴大。我們也可以

在殼牌在國內的其他業務中吸收它們。」

殼牌週四披露，由于新冠肺炎（Covid-

19）對全球，區域，世界各地的影響，本地

企業、以及該地區原油供求的不確定性，殼

牌公司在塔班高的煉油廠的運營在經濟上不

再可行，因此該公司將永久停止運營。

 能源部長阿方索·庫西（Alfonso Cusi）

早些時候表示，他尊重管理層的決定。

但表示希望流離失所的工人仍能找到工

作。

 伯納爾表示，該公司尚無確切數字，本

次關閉工廠將影響多少工人。

 此外，他說八打雁煉油廠的所有生產都

已投放市場。

 伯納爾補充說：「因此，自5月24日以

來，我們一直在進口我們的市場需求。」

菲律賓獲利JICA500億日元貸款
本報訊：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

已根據COVID-19危機應對緊急支援貸款

（CCRESL）向菲律賓政府發放了500億日元

的貸款，以立即幫助我國應對這一大流行

病。

回 想 一 下 ， C C R E S L 的 貸 款 協 議 是

由財政部長卡洛斯·多明戈斯三世（Carlos 

Dominguez III）和日本國際協力機構首席代表

Eigo Azukizawa于2020年7月1日簽署的。

JICA表示：按照本周的要求，它于2020

年8月14日向菲律賓政府發放了500億日元的

貸款資金。

日本援助機構說，菲律賓是其日本官方

發展援助（ODA）「COVID-19緊急支援貸

款」的第一個接受國，並且是第一個支付該

基金的夥伴國。

JICA說：「菲律賓現在正在與新冠肺炎

病毒作鬥爭。」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國家傳播評

估，菲律賓的病例呈上升趨勢，在國家首都

地區和中米沙鄢地區發現的傳播率更高。

菲律賓統計管理局（PSA）還證實了健

康危機對經濟的影響，截至2020年第二季度

經濟收縮16.5％，截至2020年4月失業人數達

到730萬。財政部（DOF）宣佈，JICA的援助

「強調了日本與菲律賓之間的深厚友誼」，

該援助將成為菲律賓經濟復甦計劃的一部

分。Azukizawa說：「在這個特殊時期，JICA

與菲律賓人站在一起。我們讚賞菲律賓政府

為解決COVID-19的擴散所帶來的空前挑戰而

做出的不懈努力和領導。」 

他說：「我們將繼續探索新的創新方

式，以響應菲律賓的迫切需要，並按照我們

促進包容性和可持續增長以及所有人的生活

質量的使命，執行我們的發展合作計劃。」

JICA表示，除了COVID-19危機響應緊急

支持貸款外，它還將繼續通過新的和正在進

行的基礎設施項目向菲律賓政府提供就業機

會，以支持菲律賓政府的經濟發展，以支持

「建設，建設，再建設」計劃。

JICA，作為世界最大的雙邊援助組織，

也是菲律賓領先的官方發展援助（ODA）合

作夥伴。

除社會發展外，日本國際協力機構還一

直在菲律賓的其他多個部門提供協助，如鐵

路，公路和橋樑，海上安全與保障，投資促

進，能源，環境，減少災害風險和管理，農

業以及棉蘭老島的和平與發展。

個人防護裝備製造商尋求政府更多支持
本報訊：菲律賓可穿戴設備出口商聯

合會（CONWEP）和菲律賓個人防護裝備

（PPE）製造商聯合會（CPMP）已呼籲政

府，通過Bayanihan 2向當地醫療級個人防護

設備（PPE）製造商提供更多支持。

 CONWEP和CPMP在聯合聲明中說：

「我們希望獲得政府的大力支持，為該子行

業的發展提供可持續的環境，這是一個新興

的子行業，對于在健康危機期間，滿足國家

對醫療級PPE的需求至關重要。」

本地的PPE製造商，尤其是那些改組其

生產設施的製造商，應政府的要求，在國內

生產與Covid-19相關的關鍵產品，例如醫用級

N95，N88口罩，醫用級防護工作服，隔離服

和頭套和鞋套，要求立法者免除關稅，稅款

和費用，包括本地製造的醫療級個人防護設

備的本地銷售增值稅（VAT）；並嚴格執行

政府的規定，以對進口的PPE進行資格審查

並實施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和FDA

認可的第三方實驗室測試。

 他們還呼籲徵收關稅，稅金和其他費

用，以包括進口個人防護用品在當地銷售中

的增值稅；追溯適用資本設備對進口和關稅

的免稅，以及對從Bayanihan 1到期之日起算

為出口的本地銷售的增值稅免稅；在政府採

購中優先考慮菲律賓製造的醫療級個人防護

裝備。 「我們要求立法者實施財政政策改

革，以使當地的個人防護裝備行業發展並保

持可持續發展。我們需要從不合格的個人防

護裝備的湧入中消除競爭環境。」

 僅就CPMP而言，該組織就生產了超過

5700萬件口罩，300萬件工作服和隔離服，這

些產品都通過了最高標準的要求。

 其重用舉措是在疫情大流行期間挽救了

7450個工作崗位，並且在過去三個月中投資

了超過3500萬美元。

 CPMP是由Medtecs國際公司，EMS零件

裝配公司，信賴生產者合作社，菲律賓聯泰

控股國際集團，以及澳大利亞的塔卡實業公

司組成。

 另一方面，CONWEP是第一個在當地生

產醫療級工作服的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