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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台幣匯率

收二八點七七○元

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10月19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0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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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9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70.1人民幣
    100歐元　　　　　　　　　　　　784.93人民幣
    100日元　　　　　　　　　　　　6.3529人民幣
    100港元　　　　　　　　　　　　86.464人民幣
    100英鎊　　　　　　　　　　　　865.91人民幣
    100澳元　　　　　　　　　　　　475.05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43.32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93.35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31.97人民幣

2021年預算案獲准 
菲股大漲逾2％

本報訊：受眾議院通過2021年國家預算

持續樂觀，以及尾盤的買盤活動的提振，週

一菲律賓股市飆升逾2％。

截至收盤時，基準綜合指數上漲120.79

點，漲幅為2.05％，至6019.26點；較廣泛的

全股指數上升59.12點，漲幅為1.65％，至

3641.03點。

眾議院上週五晚上批准了預算案三讀，

也是最後一讀，即2021年4.5萬億元預算，其

中包括應對COVID-19大流行影響的規定，這

是週一股市攀升的原因。

蒂森證券公司交易員杰文·德塞利斯表

示：「除了通過預算外，還有最後一刻的買

盤活動。」

德塞利斯列舉了SM投資公司，SM Prime

控股公司，JG頂峰控股公司，快樂蜂食品公

司和GT資本控股公司等股票。

他說：「隨著政府放鬆檢疫措施，重

啟經濟，投資者可能會借此機會增持一些股

票。」

就在最近，新興傳染病管理機構間工作

組（IATF-EID）批准放寬限制，例如允許從

10月21日（星期三）起恢復不必要的出境旅

行。

德塞利斯說：「儘管綜合指數上升了，

但今天外國人仍然是淨賣家。」

當天外資買盤達到14.41億元，而外資賣

盤為20.56億元，淨銷售額達到6.1461億元。

成交總量超過24.80億股，價值54.43億

元。共計比索。

上升125只個股上漲，76只下跌，46只收

盤保持不變。

2020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氫能產業大會在佛山舉行
10月19日，與會者在觀看大會展出的氫動力多旋翼無人機。當日，2020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氫能產業大會在廣東佛山開幕。大會以「發展

綠色氫能、提振世界經濟」為主題，將舉辦多場主題論壇，圍繞燃料電池技術、氫能技術與應用、政策標準、氫安全等展開深入研討，為國
內外氫能及燃料電池產業搭建深度交流平台。	 	 	 	 	 	 	 	 	 	 	 <新華社>

工商部推動工作輪班制
以緩解公共交通負荷

本報訊：工商部部將在週一或週二發

佈通告，鼓勵公司實施工作場所的錯班輪

換以緩解公共交通需求。

工商部部長拉蒙·羅帛示在週一的新

聞發佈會上說，它已經允許大約95％的行

業恢復營業。

羅帛示說：「我只記得我們將循環發

佈的內容還鼓勵公司採取輪班制，錯峰上

班。」

他補充說：「這意味著服務時間不

同，因此我們可以分散旅行者，需要運輸

的人員以及前往工作地點的人數。」

羅帛示舉例說明，一些員工可以在早

上7點開始工作。其他人則在上午8點，上

午9點，然後上午10點等等等等。

羅帛示還指出，工商部繼續鼓勵有條

件的員工居家辦公。

眾議院批准明年預算案
 披索擴大升勢

本報訊：在眾議院通過2021年國家預

算後，週一菲律賓披索對美元匯率繼續升

值。

本地貨幣從上週五的48.625元，上漲

2.5分，收於48.60元。

週一下午眾議院通過了2021年4.5萬億

元預算案的三讀，也是最後一讀，從而推

動披索升值。該預算案，包括應對COVID-

19大流行影響的規定。

中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裡卡

福特表示：「國會在2020年10月16日如期

進行2021年國家預算案三讀，也是最後一

讀，從而增加了及時通過的可能性，推動

市場樂觀情緒，披索收盤走強。」

他說：「在最近採取措施允許經濟進

一步重新開放（例如大馬尼拉的列車運力

提高到30％）之後，披索開始走強。」

大 馬 尼 拉 主 要 鐵 路 系 統 - - 城 鐵 3 號

線（MRT3），輕軌1號線（LRT1）和輕

軌2號線（LRT2）以及菲律賓國家鐵路

（PNR）-從星期一開始運力提高到30％，

之前是13％。

裡卡福特還指出，披索走強是由於

美國有關零售銷售和消費者信心的經濟數

據走強，美國預算赤字達到創紀錄的高水

平，而美國製造業產出疲軟抵消了這一增

長。 

東京燃氣公司簽署加入
菲律賓LNG項目的協議

本報綜合消息：日本東京天然氣公司

(Tokyo Gas)與第一發電公司（First Gen）簽

署了一項聯合合作協議（JCA），正式加

入其在菲律賓八打雁省擬建的液化天然氣

浮動儲存和再氣化裝置項目。

兩家公司於2018年12月5日簽訂了一

項聯合開發協議，目前正在開發一個臨時

海上LNG接收站。

在JCA項目中，雙方將過渡到浮動儲

藏和再氣化裝置的建設，目標是最早在

2022年下半年將液化天然氣引入菲律賓。

根據JCA的條款，兩家公司將共同建

造、運營和維護臨時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

站。

包括將現有的碼頭改造為多用途碼

頭，以及建造一個附屬的陸上天然氣接收

設施。

東京天然氣將擁有該項目建設和運營

的20%參與權益。

菲律賓能源部於2020年9月23日授予

建造臨時海上LNG接收站的許可。

第一發電公司是羅帛示集團旗下的一

家發電公司。

該集團是菲律賓最大的企業集團之

一，也是菲律賓最大的天然氣消費者，擁

有國內約60%的天然氣發電能力。

國債利率保持穩定
本報訊：國內流動性的持續強勁供應導

致週一國債利率出現橫向波動。

 91天期國債的利率從10月12日拍賣會的

1.088％升至1.086％。 國庫局拍賣委員會提

供了50億元，總出價達到218.7億元，並全額

出售。182天期國債的平均利率也從上周的

1.598％降至1.597％。 其融資額為50億元，而

投標額達到216.32億元，超額認購四倍多。

 一年期票據的利率為1.793％，與上周的

比率相似。

 該期限的要約價格為100億元，市場出

價達到254.6億比索，超額兩倍多。拍賣委員

會全額授予。

國庫局局長羅莎莉亞·德萊昂告訴記者：

「流動性仍然很強。投資者正在尋找有利的

利率曲線，並重新部署渠道。」

同時，德萊昂表示，他們將於11月發行

第二批為期一年的Premyo債券，初始發行目

標為30億元。

她說，這種零售證券的利率將「仍待確

定」。

 「但是您將追求高收益，其利率將比定

期存款（產品）要好，而期限只有一年。」

國 庫 局 於 去 年 1 1 月 首 次 發 行 3 0 億 元

Premyo債券。

 然而，由於需求旺盛，發行規模擴大至

49.61億元。

該債務票據是國庫的零售投資產品之

一，因為最低配售額僅為500元。投資者最多

可以購買1000萬元。

國庫局對該票據進行季度抽獎，債券持

有人有機會贏得現金以及房屋，土地或公寓

單位。 

多個指標由負轉正！關鍵數據透視中國經濟「三季報」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郁瓊源、舒靜、宋佳

前三季度經濟增長由負轉正，GDP同比

增長0.7%！三季度經濟增速加快，同比增長

4.9%！

國家統計局10月19日公佈三季度經濟

數據，多個指標由負轉正表明中國經濟正延

續穩定恢復態勢。「新華視點」記者採訪專

家學者，通過關鍵數據透視中國經濟「三季

報」。

【數據一】GDP：三季度同比增長4.9%
初 步 核 算 ， 前 三 季 度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722786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

0.7%。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

季度增長3.2%，三季度增長4.9%。從環比

看，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7%。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

統計司司長劉愛華介紹，今年前三季度整體

經濟確實呈現出了持續穩定恢復的態勢。需

求逐步回暖，產業循環逐步暢通，市場主體

信心在進一步恢復。

劉愛華表示，在充分看到好轉趨勢的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當前境外的疫情形勢

仍然比較嚴峻，國際環境不穩定、不確定性

仍然客觀存在，國內有效需求仍然不足，地

區、行業、企業的恢復還不均衡，經濟持續

向好的基礎還需要進一步鞏固。

【數據二】
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穩中有落，
就業形勢總體穩定
前三季度，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898萬

人，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99.8%。9月份，全

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4%，比8月份下降0.2個

百分點，從年初6.2%的高位持續回落。

劉愛華表示，今年年初，面對空前加大

的就業壓力，各地區、各部門全面落實就業

優先政策，前三季度城鎮新增就業基本完成

全年的目標任務，調查失業率呈現了穩中有

落的態勢。

【數據三】CPI同比上漲3.3%，
														整體物價保持平穩
前三季度，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

同比上漲3.3%，漲幅比上半年回落0.5個百分

點。豬肉價格上漲82.4%，比上半年回落21.9

個百分點。9月份，CPI同比上漲1.7%，環比

上漲0.2%。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

生認為，從數據上看，物價整體趨于穩定，

漲勢比較溫和。CPI回落主要是因為前期採

取了擴大生豬產能和投放儲備等保供穩價措

施，豬肉價格漲幅回落明顯，食品價格漲幅

有所收窄。未來食品價格有望穩中趨降，整

體物價會繼續保持平穩。

【數據四】
居民收入實際增速由負轉正，
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值縮小
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781元，同比名義增長3.9%，扣除價格因素

實際增長0.6%，年內首次轉正。農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2297元，名義增長5.8%，實際

增長1.6%。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為

2.67，比上年同期縮小0.08。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許光建

認為，居民收入實際增速由負轉正，得益于

我國經濟的穩定恢復，表明中央和各級政府

出台的各項保增長穩就業保民生的政策措施

得力、落實到位。同時，城鄉居民人均收入

比值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縮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