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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台幣匯率

收二八點六八八元

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10月30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0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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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72.32人民幣
    100歐元　　　　　　　　　　　　784.63人民幣
    100日元　　　　　　　　　　　　6.4268人民幣
    100港元　　　　　　　　　　　　86.722人民幣
    100英鎊　　　　　　　　　　　　869.05人民幣
    100澳元　　　　　　　　　　　　472.73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45.39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91.86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34.06人民幣

東博會與阿里巴巴聯合打造 
雲上東博會平台正式啟動

10月30日，中國—東盟博覽會秘書處與

阿里巴巴集團共同舉辦第17屆中國—東盟博

覽會雲上東博會平台啟動儀式。廣西壯族自

治區副主席周紅波，阿里巴巴集團合夥人、

副總裁宋潔、第17屆東博會主題國老撾駐南

寧總領事維拉薩‧宋蓬出席並致辭。東盟國

家駐邕總領事館總領事及代表參加儀式。東

博會秘書處秘書長王雷宣佈了雲上東博會的

口號：雲上共享東博盛會，數智共創絲路新

篇。來自各方的嘉賓共同啟動雲上東博會平

台，開啟了東博會全年運行的新模式。

周紅波指出，第17屆中國—東盟博覽

會將于2020年11月27日開幕，並將首次「躍

上雲端」，採取「實體展+線上展」的形式

舉辦。這場突破時空限制的盛會體現了三個

亮點：一是在政治上打造「雲外交」高層對

話新平台，二是在經貿上培育中國—東盟合

作新增長點，三是在多領域合作中開闢雲上

「南寧渠道」。

阿里巴巴合夥人、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

宋潔介紹，阿里巴巴發揮核心技術優勢，助

力搭建「雲上東博會」四平台兩體系，全面

推介，全方位展現東盟十國產品；為東博會

提供可同時舉辦上萬場的雲上會議與直播平

台並聯動阿里巴巴經濟體內的各營銷平台，

為各國展商提供全域營銷推廣。

老撾駐南寧總領事館維拉薩‧宋蓬總領

事表示，老撾作為第17屆東博會主題國，老

撾總理將在東博會開幕大會致辭，開幕式演

講將通過錄播的方式通過雲上東博會播放。

老撾總理還將參加老撾國家領導人與中國企

業CEO圓桌對話會。

第17屆東博會將首次採用「實體展+線

上展」的方式，給中外企業免費提供線上展

示、在線洽談和會議、直播推廣和跨境電商

等功能。雲上東博會設置中國商品館、東盟

國家館、特邀合作夥伴和「一帶一路」國際

館，提供國內外知名電商平台鏈接服務，觀

眾可通過雲上東博會平台實現一站式採購中

國、東盟10國及其他國家商品。同時在網上

舉辦線上跨境採購對接會、網紅帶貨直播、

東盟產品推介會等貿易投資促進活動。

依托雲上東博會平台，阿里巴巴把數字

經濟體的技術力量、生態優勢全面融入會展

業中，產生新的活力，催生新的動能。雲上

東博會平台將發揮阿里巴巴核心技術優勢，

搭建 「線上展示、在線會議和洽談、直播營

銷推廣和跨境電商服務」等四大平台，「基

礎架構支撐和安全防護」等兩大體系，通過

3D展館、雲上展廳和雲上產品全面推介，為

境內外參展企業與觀眾提供沉浸式的線下線

上一體化互動和體驗模式，讓區域跨境電商

貿易擁抱數字經濟時代，推動東博會走進全

新發展階段。

第17屆東博會開幕大會將在雲上平台多

語種直播，中國和東盟的觀眾可在手機和電

腦登錄雲上東博會平台在線觀看。中國—東

盟商務與投資峰會、東博會系列高層論壇、

東盟國家推介會、產業園區招商大會也通過

線上線下互動的方式在雲上東博會直播。雲

上東博會平台可同時舉辦多場雲上會議，針

對境內外不同語言、不同運營模式的展商，

支持多聲道輸出，為雙邊和多邊合作與交流

提供「一站式」服務。 

2021年消費者支出將呈現「V型」反彈菲股上漲逾1％
披索繼續橫盤整理
本報訊：週五菲律賓股市結束了連續

三天的下跌，部分原因是美國大選前每週

申請失業救濟人數減少的消息，而披索對

美元匯率繼續橫盤整理。

在11月3日美國總統大選之前，隨著

歐洲新冠肺炎病例不斷上升，引發了前幾

天的避險情緒，週三本地股市止跌反彈，

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上漲74.61點，漲幅為

1.19％，至6324.00點。

而全股指數上漲26.49點，漲幅為

0.71％，至3779.57點。

採礦/石油業，領導上漲，攀升了

2.12％；其次是房地產，攀升2.09％；

控 股 公 司 ， 上 漲 1 . 4 6 ％ ； 工 業 ， 上 漲

0.52％；金融業，上漲0.25％。

只 有 服 務 業 收 盤 下 跌 ， 下 跌 了

0.24％。

成交總量達到23.8億股，總價值72.9

億元。

共計135只個股上漲，81只下跌，37

只收盤保持不變。

Regina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斯·

林寧安將此情況部分歸因于美國在截至10

月24日的一周中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為

751000，較前一周減少了40000，創七個月

低位。林寧安還列舉了法國，瑞典和希臘

計劃實施的新封鎖措施，以應對第二波疫

情，以及可能的Covid-19疫苗開發的最新

進展。

相對而言，歐洲央行週四將其主要再

融資利率維持在零水平。邊際貸款利率為

0.25％，存款利率為-0.50％。

另一方面，披索對美元匯率收盤于

48.40元，較前一天的收盤價48.39元下跌

了0.01元。

當天披索開盤于48.37元，好于週四

的48.43元。全天披索在48.43元至48.37元

之間交易，平均交易價格為48.396元。

成交總額為8.174億美元，高于前一

交易日的5.2415億美元。

菲律賓聯合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本·

亞松森預計，下周披索/美元匯率預計在

48.30元至48.60元之間交易。

下周將影響市場情緒的因素包括2020

年10月通脹率的發佈，貿易數據，美國民

意測驗和Covid-19更新。

亞松森表示：「在本月的第一周缺乏

公司外匯需求，可以減輕因持續全球避險

而引發的菲律賓披索上行壓力。」

本報訊：惠譽集團旗下子公司預測，到

2021年，菲律賓消費者支出將出現「V型」反

彈。

惠譽解決方案在週五發佈的評論中預

測，明年我國家庭支出將從今年的收縮8％扭

轉為增長5.7％。它補充說，對2021年家庭支

出增長的預測比2019年大流行前環境估計的

5.5％同比增長有所改善。

惠譽解決方案表示：「我們預計所有

主要的消費者支出類別將在2021年恢復正增

長。食品和非酒精飲料支出在2020年的家庭

預算中被列為優先事項，因此，在這些項目

上的支出雖然保持正增長，但將略有增長。

到2021年，這一數字將下降。」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惠譽解決方

案修改了其對消費者支出類別的增長預測。

食品和非酒精飲料類別今年預計增長

9.3％，而疫情之前的預測為8.4％；服裝和鞋

類支出預計將比Covid之前的增長7.2％，扭轉

為下降15.6％；酒精飲料和煙草支出從最初

預測的增長7.8％，調整為-16.7％；傢俱和家

庭支出，從預測的7.8％調整為-15.2％；娛樂

和文化支出，現在預計將從萎縮1.1％，調整

為-17.8％；以及飯店和餐廳的支出，從疫情

之前的增長9.3％，調整為-16.8％。

到2021年，所有這些類別預計將增長

5.3％至15.3％。

惠譽解決方案指出，失業率的下降將有

助于家庭支出。

政府數據顯示，在Covid-19疫情爆發和4

月份封鎖措施達到頂峰之際，失業率躍升至

17.7％。當政府逐步放鬆社區隔離措施後，

到7月份，這一比例降至10％。

不過，惠譽解決方案公司表示，諸如出

行，宵禁以及城際和省際旅行之類的其他限

制正在影響菲律賓人的消費者支出。

惠譽解決方案表示：「繼續限制流動將

會抑制支出前景，尤其是在電子商務業務不

發達的市場。」

另一方面，2021年前景的下行風險包

括：如果Covid-19每日病例繼續增加，將重新

制定限制措施，疫苗供應延誤，以及公眾對

新限制措施的強烈反對。

惠譽解決方案補充說：「如果重新施加

行動限制，那麼就有公眾強烈反對的風險。

這可能導致政府對零售和接待業務施加更大

的限制。抗議活動也將減少消費者購物，旅

行或用餐的慾望。」

前九個月首都銀行扣除準備金前的收入增長41％
本報訊：首都銀行週五宣佈，其撥付準

備金前收入在2020年的前9個月增長了41％，

達到524億元，這使該行能夠針對COVID-19大

流行而撥備壞賬準備。

首都銀行在提交股交所的披露文件稱，

期間其淨收入為110億元。

首都銀行總裁Fabian Dee說：「我們的

整體結果相對強。銀行總收入增長了20％，

達到963億元，而未計提撥備的收入增長了

41％，達到524億元，而淨息差進一步提高到

4.1％，而存款和資本水平仍然非常健康。

Dee說：「在大流行籠罩整個經濟的影響

中，銀行的整體表現好于預期。」

他表示：「儘管不良資產目前處于可管

理的水平，但我們的策略是通過建立儲備來

保持保守，以防危機持續下去。」

儘管迄今為止不良貸款的管理相對可

控，但首都銀行已撥備了354億元的不良貸款

準備金，幾乎是去年同期78億元的預定準備

金的五倍。

這導致不良貸款的覆蓋率從之前的96％

上升到了174％，這支持了該銀行的保守撥備

策略。

截至2020年9月底，不良貸款率從去年同

期的1.52％升至2.25％。

根據首都銀行的數據，在經濟放緩的情

況下，不良貸款的增加仍在預期之內。

與此同時，在低成本存款增長22％的推

動下，存款增長了10％，達到1.7萬億元。

首都銀行表示，隨著全球健康危機繼續

限制經濟活動，淨貸款和應收賬款同比收縮

13％至1.2萬億元。

商業貸款持續放緩，原因是客戶推遲

了擴張計劃，並動用了過多的流動性來償還

債務。銀行表示，由于經濟不確定性，消費

貸款同樣下降，這限制了消費僅限于基本商

品，並阻止了高額支出。

非利息收入增長了28％，這得益于強勁

的交易和178億元的外匯收益。

同時，服務費和佣金仍然疲軟，下降了

10％，主要是由于交易量減少和豁免了一些

費用。

截至9月底 土地銀行向地方政府提供的貸款達到513億元
本報訊：國有菲律賓土地銀行（Land 

Bank）週五表示，截至9月底，它已向639個

地方政府機構（LGU）發放了總計513億元未

償貸款。

正如土地銀行所說，它將增加對地方

政府機構的支持，地方政府機構是負責領導

COVID-19之後的恢復工作的一線實體。

通過土地銀行的RISE UP LGU恢復和振

興計劃，自7月啟動以來，向地方政府發放的

513億元貸款，以支持地方政府實施當地經濟

復甦計劃。

土地銀行行長兼首席執行官塞西莉亞·鮑

羅梅歐（Cecilia Borromeo）重申了銀行與地

方政府組織之間的牢固合作關係，以及其對

菲律賓家庭和社區的影響。

鮑羅梅歐「合作對于土地銀行和地方政

府來說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早在1992年，

土地銀行在1991年頒布《地方政府法規》後

就恢復了對地方政府的貸款。我們認識到地

方政府是對當地帶來可持續發展來推動積極

的催化劑。」符合條件的地方政府可以根據

項目要求以貸款額獲得RISE UP LGU貸款計

劃，條件是貸款總敞口（包括該計劃下的擬

議貸款）不得超過其淨借貸能力。

鮑羅梅歐說：「這是地方政府考慮獲得

政府金融機構的信貸額度或貸款計劃的絕佳

時機，因為我們現在正經歷著非常低的利率

制度。」

根據第11494號共和國法《Bayanihan》，

該國有貸款人還獲得了地方擔保的新貸款和

現有貸款10億元的利息補貼。

除了提供貸款外，土地銀行還充當了地

方政府機構的主要存托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