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ge9 Wednesday  January 20  2021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星期三）

v

美元兌台幣匯率

收二七點八九七元

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1月19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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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9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48.83人民幣
    100歐元　　　　　　　　　　　　783.58人民幣
    100日元　　　　　　　　　　　　6.2570人民幣
    100港元　　　　　　　　　　　　83.686人民幣
    100英鎊　　　　　　　　　　　　881.24人民幣
    100澳元　　　　　　　　　　　　498.6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61.48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87.69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28.17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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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營經濟大市」泉州晉級GDP萬億俱樂部
1月18日，福建省泉州市統計局發佈初步核算數據顯示，2020年，泉州市完成地區生產總值10158.66億元（人民幣），增長2.9%，連續

22年位居福建省首位。「中國民營經濟大市」泉州晉級GDP萬億元俱樂部。資料圖為泉州舉辦的商業展會。	 	 	 <中新社>

友聯銀行為中小企業推出應用程序
本報訊：週二，友聯銀行（UnionBank）

發佈了適合中小企業（SME）量身定制的移

動應用程序。

友聯銀行行長埃德溫·包蒂斯塔（Edwin 

Bautista）在虛擬新聞簡報會上說：「我們看

到，中小型企業是大流行病的重災區，但它

們也是最具彈性的，能夠反彈。」

他補充說，多年來，友聯銀行一直倡導

通過培訓中小企業來幫助中小企業加入電子

商務領域。

包蒂斯塔說，該應用程序自1月18日起已

在Google Play和App Store上提供，這也是該銀

行實現「技術進步，菲律賓人」目標的一部

分，這在我國尚屬首次。

他說：「通過這個應用程序，他們（中

小企業）可以進行銀行交易，開設在線商

店，跟蹤庫存，申請貸款。」

此外，中小企業無需支付銀行即可支付

賬單和定金。

友聯銀行中小企業部門副總裁Jaypee 

Soliman說，他們已經與中小企業緊密合作了

一年多，以瞭解他們的生活方式。因此，該

銀行以這種方式開發了該應用程序，使中小

型企業「將能夠像將其嵌入日常活動中一樣

進行銀行業務」。

友聯銀行執行副總裁Ana Aboitiz-Delgado

在同一個虛擬新聞簡報會承認，中小型企業

受到大流行的極大影響，他們需要適應技術

並利用數字化。

因此，中小企業商業銀行應用程序被開

發為用戶的單次訪問平台。

該應用程序可以由多個用戶訪問，並

且還可以為多個業務的成員展示多個公司管

理。

可以通過生物識別安全性（例如面部

識別）登錄。如果該設備不具備生物特徵功

能，則還可以將一次性密碼（OTP）直接發

送給用戶。

用戶可以通過推送通知接收警報，也可

以選擇通過電子郵件接收通知。

持觀望態度
股票披索雙雙下跌
本報訊：因投資者對美國的發展持

部分觀望態，週二本地股市綜合指數和

披索匯率均收盤下跌。

基準綜合指數（PSEi）下跌4.99點，

跌幅為0.07％，至7198.45點；而全股指數

下跌，跌幅為0.04％，至4319.74點。

 多數行業指數收盤下跌，其中以工

業指數為首，下跌了1.74％。

 服務業指數下跌1.05％，房地產業

指數下跌0.41％，採礦/石油業指數下跌

0.29％。

 另一方面，控股公司指數上升了

0.89％，金融業指數上升了0.06％。

 成交總量達到1444億股，總計160.3

億元。

 共計114只個股上漲，115只下跌，

44只收盤保持不變。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

斯·林寧安表示：「在美國總統喬·拜登

就職典禮之前，在沒有太多催化劑的情

況，本地股票在盤中交易中多數時候為

負數，最終收盤基本持平。」

 另一方面，披索從前一天的48.075

元收盤于48.078元。

 當天披索開盤于48.06元，與前一個

交易日的48.08元基本持平。

 全天披索在48.082元至48.055元之間

交易，平均交易價格為48.069元。

 成交總額為6.506億美元，高于前一

個交易日的4.187億美元。 

十年期國債利率下降
本報訊：由于市場對政府證券的強

勁需求，週二十年期國債的利率下跌。

 剩餘期限為6年零3個月的國債平均

收益率從2020年12月15日拍賣會上相同期

限的2.791％降至2.719％。

國庫局（BTR）提供了300億元債務

工具，市場出價達到825億元，拍賣委員

會全額出售。

國庫局局長羅莎莉亞·德萊昂說，對

政府證券的需求仍然存在。

 她告訴記者：「拍賣使人們對（收

益）曲線的中間部分產生了興趣，」。

 國庫局再次提供100億元相同期限的

債券，市場投標額達到186.65億元，國庫

局也全額出售。

全國股轉公司：
新三板合格投資者數量

2020年末達165.82萬戶
新華社北京1月19日電 記者19日從全

國股轉公司瞭解到，2020年末新三板合格

投資者數量達165.82萬戶，是2019年末的

7.12倍。

作為國務院批准設立的第三家全國

性證券交易場所，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

讓系統（俗稱「新三板」）在全面深化

改革措施落地後，市場融資交易規模回

升，估值定價能力改善，公司維持掛牌

意願增強。

全國股轉公司19日發佈的《新三板

2020年市場改革發展報告》顯示，2020

年新三板掛牌公司股票發行融資金額為

338.50億元，同比上升27.91%。全市場日

均成交5.33億元，同比上升57.44%。三板

成指、三板做市、創新成指等指數分別

上漲8.83%、17.32%、22.16%。全年主動

摘牌公司數量同比下降50.38%。

在多層次資本市場中，新三板處于

承上啟下的樞紐環節。

據全國股轉公司統計，2013年以來

有194家新三板掛牌公司通過IPO進入滬深

市場並上市，500餘家公司從各區域性股

權市場轉入新三板。

轉板上市制度是新三板此輪全面深

化改革的重點之一。在新三板精選層掛

牌滿一年，符合科創板、創業板定位，

達到交易所規定上市條件的企業，可直

接向交易所申請轉板上市。目前，滬深

交易所關于轉板上市的相關辦法已正式

對外徵求意見，該項改革措施進入實操

落地階段。

小小疫苗瓶被「卡脖子」了嗎？
藥用玻璃「內幕」瞭解一下！

新華社記者張辛欣

隨著新冠病毒疫苗接種工作展開，關于

疫苗玻璃瓶產能等話題引發關注。有言論稱

我國中硼硅玻璃面臨「卡脖子」現狀。

小小疫苗瓶真的被「卡脖子」了嗎？我

國藥用玻璃製造能力如何？新華社記者就此

採訪有關機構、行業協會和生產企業。

疫苗瓶背後的重要材料
藥品的質量離不開與藥品直接接觸的

包裝材料。為避免容器與疫苗相互作用，疫

苗瓶材料的選用就有很大的學問。中硼硅玻

璃——這個疫苗瓶背後的重要材料，漸漸走

進人們視野。

「瓶身耐水性越強、性能越穩定，瓶內

的疫苗質量也就越可靠。」國投創合基金投

資部高級副總裁李鍵說，中硼硅玻璃就因其

耐酸鹼侵蝕，有較強的抗冷熱衝擊性，化學

性質穩定，是市場上主流的疫苗瓶材料。

中國生化製藥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胡

文言說，我國的疫苗瓶大致分為西林瓶和預

灌封兩種，前者需要用注射器抽取，後者是

由玻璃瓶、藥物推桿等組合，可實現直接注

射，二者均採用中硼硅玻璃。

中硼硅玻璃製造過程並不簡單，不僅面

臨著難成型等問題，管制工藝的拉管環節，

也一度成為製造難點。

但難並不代表著不能做。

記者調研瞭解到，從早期的鈉鈣玻璃、

低硼硅玻璃到中硼硅玻璃，我國藥用玻璃產

業不斷升級，中硼硅玻璃技術不斷成熟。一

些國內企業分別攻克模制、管制兩種工藝，

有的實現產業環節可控。

中硼硅玻璃的中國製造之路
「全世界生產中硼硅玻璃的企業為數

不多，但中國企業位列其中。」胡文言說，

和肖特、康寧等老牌藥用玻璃企業相比，中

國企業雖然進入相對晚，但也掌握了相關技

術。

記者瞭解到，中硼硅玻璃的製造工藝

主要分為模制、管制。前者通常是玻璃液通

過模具一次成型，做出瓶子相對管制工藝較

厚；管制工藝中的拉管環節要將玻璃液拉成

細長管，難度尤其高，目前全球掌握拉管技

術的企業不在多數。

中建材凱盛君恆採用全氧電助熔技術，

2號窯爐實現穩定量產；山東藥玻在模制工藝

上深耕突破；重慶正川建設了中硼硅玻璃窯

爐……不少國內企業發力中硼硅玻璃製造，

並取得一定成績。

河北滄州四星玻璃董事長王煥一選擇的

則是「冷頂式全電熔技術」，為了突破這個

技術，他幾乎搭進了全部身家。

2005年，面對接連漲價的進口玻璃和延

遲的交貨期，王煥一下定決心自己研發。建

窯爐、投料、點火，四星玻璃經歷無數次的

週而復始，「一度連交電費的錢都沒有」。

最終，企業攻克難點。目前，四星玻璃擁有

4座藥用中硼硅玻璃管窯爐、12條拉管生產

線。

國內，不少企業在中硼硅玻璃領域耕

耘，並向全產業鏈滲透。

天眼查專業版數據顯示，我國目前有23

家經營範圍含「中硼硅、中性硼硅」，且狀

態為在業、存續、遷入、遷出的中硼硅相關

企業，約有一半成立于3年之內。

有超2500家經營範圍含「藥品包裝材

料和容器、玻璃生產專用設備、玻璃包裝容

器」，且狀態為在業、存續、遷入、遷出的

企業。

此外，看重中國市場，老牌藥用玻璃企

業也陸續在國內建廠，成為國內產業鏈的一

環。比如，肖特玻管在浙江建設中硼硅玻管

工廠，預計2021年上半年可從該工廠為中國

本地客戶提供樣品進行合規認證和逐步實現

本地供貨。中硼硅玻璃的中國製造之路越走

越寬。

做強產業還需持之以恆
中硼硅玻璃可以中國製造，但中國企業

的路還要越走越實、越走越廣。做強產業，

需要多方合力，持之以恆。

市場，是其中關鍵一環。

「國產產品出來較晚，品牌認知度有個

過程。」胡文言說，藥品的特殊性也讓更換

包裝程序較為複雜，比如要經過大量複雜試

驗，這都需要一個過程。

李鍵認為，一方面，藥品質量標準升

級，另一方面，疫苗需求提升和一系列新藥

推出，這勢必將推動藥品包裝材料升級；一

致性評價等政策也將推動我國醫藥包裝與國

際接軌，不斷開拓的市場將為國內企業帶來

機遇。

做市場同時，加強研發創新，加大力度

提升產品品質，不斷完善產業鏈供應鏈也很

關鍵。

「在實現中硼硅玻璃生產基礎上，從

2017年到2020年5月，我們持續開展關鍵核心

技術改造攻關。」中建材凱盛君恆有限公司

總經理王曉軒說，28項技改為2號窯爐穩定

量產、實現高標準自主製造奠定了基礎。目

前，凱盛君恆在青島、重慶、南昌、鎮江等

多地簽約建設生產基地。

業內人士認為，中硼硅玻璃投入大、精

度要求很高，製造出一個高品質的玻璃管，

不僅需要過硬的材料技術，還要有精密的生

產裝備、品控體系等等，是對企業綜合製造

能力的考量。

企業要有耐心、有恆心，持之以恆向關

鍵領域突破。

專家認為，中硼硅玻璃逐步替代低硼硅

玻璃是大勢所趨，國內企業將迎來機遇。持

續研發創新、不斷提升工藝流程嚴謹性等，

中國的中硼硅玻璃產業將加快邁向高質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