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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3月2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3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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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46.25人民幣
　　100歐元　　　　　　　　　　　　778.56人民幣
　　100日元　　　　　　　　　　　　6.0488人民幣
　　100港元　　　　　　　　　　　　83.318人民幣
　　100英鎊　　　　　　　　　　　　899.76人民幣
　　100澳元　　　　　　　　　　　　501.92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69.64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86.8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06.22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一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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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台幣匯率

收二七點九二一元

紐約黃金期價
每盎司1723.0美元

避免網絡釣魚
網絡釣魚被定義為是一種通過欺詐手

段試圖獲取敏感信息或數據（如用戶名、密

碼、電子郵箱地址、賬號和一次性密碼等）

的手法。疫情迫使我們使用網上銀行，以便

在漫長的封鎖期間更方便交易。從那時起，

網絡釣魚者變得越來越有創造力，並繼續尋

找創新的方法來誘使人們點擊鏈接或按鈕，

並洩露機密信息。

在介紹網絡釣魚者惡意獲取數據的步驟

之前，有一個事實需要強調：與電影中經常

浪漫化的刻板印象相反，網絡釣魚者並不一

定是整天呆在電腦前，有社交障礙的黑客。

此外，他們不使用複雜的程序或設備來操作

銀行記錄。

網絡釣魚者都注重效率，因此，他們首

選的方法是誘騙受害者，讓他們在不知情的

情況下提供他們需要的信息。

也就是說，網絡釣魚者利用心理學，讓

我們交出個人和財務信息，這樣他們就可以

進入我們的賬戶。作為頂級金融機構之一的

首都銀行，讓我們一窺網絡釣魚者是怎麼想

的。

選擇一個池塘
網絡釣魚者隨機收集盡可能多的電子郵

箱地址和電話號碼。這通常是通過在社交媒

體上四處窺探，尋找完全顯示電子郵箱地址

和／或電話號碼等資料的社交媒體用戶。其

他有電子郵箱地址和手機號碼的來源是那些

已經公開暴露了這類信息的地方、移動應用

程式被入侵等等。一旦他們有合適數量的潛

在受害者，就是他們撒網時候了。

 在進行非金融交易時，最好使用另一個

電子郵箱地址或移動電話號碼，以避免對我

們用於銀行業務的電子郵箱地址和移動電話

號碼造成損害。

設置誘餌
網絡釣魚現在會試圖通過電話、短信或

電子郵件聯繫潛在的受害者。他們這樣做是

為了獲得更多可用於安全驗證程序的個人信

息。

事實上，網絡釣魚者並不能確定潛在的

受害者是否在某個特定的銀行有賬戶，但他

們會賭一把，希望找到匹配的人。

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這一點，但最常見

的方法是發送警報信息，告訴用戶其賬戶可

能已經被洩露，或者需要根據「新的安全措

施」來驗證賬戶。這些電子郵件和信息是為

了引起情緒反應而設計的——欺騙我們，讓

我們以為這真的是來自銀行的緊急信息。這

些信息通常有「欺騙」或偽造的電子郵箱地

址或電話號碼，使其看起來很正式。然後，

它將包括一個鏈接或按鈕，似乎是銀行的登

錄頁面。

我們都必須記住的一件事是忽略這些信

息，永遠不要點擊任何來自這類郵件的鏈接

或按鈕。一般來說，銀行永遠不會通過電子

郵件或短信，給你發送讓你進入其在線平台

的鏈接。如果需要登錄，銀行鼓勵客戶通過

網頁瀏覽器或官方應用手動登錄。

這些詐騙郵件中的網頁鏈接是假的。如

果我們輸入我們的用戶名和密碼，網絡釣魚

者便能夠接管我們的帳戶，並將取得他們下

一步所需要的信息。

芝麻開門
不到10年前，用戶名和密碼就足以進

入我們的賬戶。密碼變得很容易被破解，因

此，銀行增加了一層額外的安全措施，通過

使用雙重身份驗證等技術來驗證你的身份或

交易。

兩因素身份驗證使用發送到我們註冊的

手機的一次性密碼，或通過官方應用程式生

成的隨機代碼來驗證登錄和交易。

為了完全進入我們的賬戶，網絡釣魚者

會再次試圖通過電話和短信聯繫我們，通常

假裝是我們銀行的人員。然後，他們會試圖

說服用戶轉發手機上的一次性密碼給。到這

個時候，他們已經收集了各種各樣的個人信

息，因此，聽起來相當合法。

正如銀行忠告一再重申的那樣，我們

永遠不應該把一次性密碼或生成代碼給任何

人，即使他們看似擁有只有我們銀行才擁有

的所有其他信息。一旦用戶被騙走了打開銀

行帳戶的最後一把鑰匙———一次性密碼，

他們便能為所欲為。

完全毫無保留
如果通過上述方法被釣魚者所害，我們

或我們的銀行幾乎無能為力。我們可以向銀

行投訴，他們會調查到底發生了什麼，但很

可能會確定帳戶是通過標準的登錄過程進入

的，因為受害者分享了正確的登錄信息和一
次性密碼，這就是我們被網絡釣魚者欺騙的
原因。

必須強調，安全是一項共同的責任。
網絡釣魚者攻擊的不是銀行，而是客戶。我
們應該意識到我們在保護帳戶安全方面的責
任。我們必須防止我們的登錄信息和一次性
密碼落入網絡釣魚者的手中。我們必須小
心，不要把它們給別人。

這就是為什麼銀行也在盡最大努力告訴
我們這些手法。目前，首都銀行正在領導一
場全行業的信息宣傳運動，名為Scamproof.
PH。Scamproof是一個網站，有最新的詐騙信
息，並提醒如何發現和避免騙局。

該網站的訪問者也可以分享他們遇到
的騙局。所分享的騙局會被調查，然後，添
加到數據庫中，這樣就會有更多的人知道它
們。

我們需要了解如何能夠發現騙局，並防
止自己成為網絡釣魚者的受害者。請訪問://
www.scamproof.ph/或https://metrobank.com.ph/
fight-fraud/　，以了解更多欺詐技巧和建議。
如果我們確實遇到了詐騙，通過聯繫各自的

開戶銀行，以報告騙局。

截至一月底

國家政府債務存量突破10萬億元
本報訊：國庫局週二報告，到2021年1

月底，隨著政府繼續加大借貸力度，為應對

COVID-19大流行的舉措提供資金，國家政府

的流動債務餘額激增至新的紀錄高點，達到

10.327萬億元。

截至2021年1月下旬，政府的未償債務比

2020年12月下旬的9.795萬億元高5.4％。

它也比2020年1月下旬的7.763萬億元高

了33％。

國庫局說，國家政府債務水平比2020

年12月末水平增加了5324.6億元，即增長了

5.4％。

這主要是由於從菲律賓央行獲得了5400

億元短期貸款。

回想一下，由於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

財政赤字，菲律賓中央銀行批准了國家政府

5400億元的貸款請求，以提供預算支持。

2020年，由於用於解決COVID-19流行病

的公共支出增加，加上稅收收入減少，國家

政府的財政赤字擴大到1.371萬億元，這進一

步壓縮了國庫的收入。

國內債務占最大份額，為71％，而外國

債務則占剩餘的29％。

在 此 期 間 ， 國 家 政 府 的 國 內 債 務 為

P7.325萬億，比2020年12月底的P6.694萬億增

長了9.4％。

財政部將地方債務的增長歸因於「國內

融資淨額達6308.4億元，包括國家政府從央行

獲得的5400億元臨時預算中的預算支持。」

同時，外債總額為3.001萬億元，較2020

年12月底的3.1萬億元下降3.2％。

國庫局表示：「外債減少是由於外國貸

款淨償還達934.9億元，以及第三種貨幣對美

元貶值的84.7億元。」

它補充說，「這遠遠抵消了該期間本幣

貶值對美元計價貸款的35.5億元的影響。」

它還指出，菲律賓披索對美元匯率，從截至

2020年12月底48.021元，輕微下跌至2021年1

月底的48.076元。」

根 據 國 庫 局 的 數 據 ， 細 分 如 下 ， 美

元，日元，歐元和其他貨幣分別占總外債的

21.81％，4.22％，1.94％和0.50％。

中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裡卡福

特說，2021年1月底債務存量上升，「可能

反映了近期創紀錄的預算赤字，反映了創紀

錄的政府支出，從而反映出需要更多政府借

款。」

裡卡福特說：「由於COVID-19的不利經

濟影響，導致政府稅收收入減少，這也促使

需要更多的政府借貸/債務。購買更多COVID-

19疫苗所需的資金需求也將導致政府更多的

借貸/債務。」

儘管如此，國庫局表示加權平均利率

（WAIR）保持穩定。

它表示，截至2021年1月底的加權平均

利率從12月的4.17％和一年前的4.95％提高到

4.13％。

「債務組合反映出利率波動的風險最

小。截至2021年1月底，只有9.56％的債務存

量需要重新定價，從而限制了利率環境上升

的風險。」

裡卡福特說，展望未來，在經濟活動增

加的情況下，任何進一步採取措施重新開放

經濟，都將導致稅收增加，這可能緩解預算

赤字，從而進一步降低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

的比率。

去年由於政府加大了借款力度，使債

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達到了創紀錄的

54.5％，這是自200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政府早些時候曾發誓要將我國的債務保

持在「可持續和負責任的水平」，即控制在

國際上債務的閾值60％以內。

菲股延續升勢
披索收盤持平

本報訊：週二本地股市延續升勢，

而披索對美元匯率收盤橫盤整理。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上漲46.57

點，漲幅為0.68％，至6919.54點。

而全股指數上漲14.52點，漲幅為

0.35％，至4179.92點。

一 半 的 行 業 指 數 跟 隨 綜 合 指 數 上

漲，控股公司，上漲了1.40％；工業和房

地產，都上漲了1.08％。

另一方面，金融業指數下跌1.41％，

採礦/石油業下跌0.54％；和服務業，下跌

0.29％。成交總量達到1267.2億股，總價

值98.9億元。

共計105只個股上漲，121只下跌，44

只收盤保持不變。

林寧安表示，布倫特原油價格下跌

了81美分，至每桶63.61美元左右，美國西

德克薩斯中質原油的價格下跌了97美分，

至每桶60.53美元。

同時，披索對美元匯率前前一個交

易日的48.59元，收盤於48.565元。

當天披索開盤於48.58元，全天在

48.61元至48.50元之間交易。

平均交易價格為48.571元。

成交額達到8.5694億美元，高於前一

個交易日的6.7845億美元。

週三披索/美元匯率預計在48.50元至

48.60元之間交易。

海關局2月份收入
超目標9.5％

本報訊：海關局（BOC）週二表示，

儘管COVID-19大流行對整體貿易環境產

生了持續影響，但2月份其收入仍超過了

其收集目標。

海關局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上個月

收入了461.45億元，較當月目標421.57億

元高出39.88億元，超出了9.5％。

海關局援引其金融服務部門的初步

報告稱，在17個徵收區中，有10個超出了

上個月的徵收目標，分別是：

黎牙實比港；塔克洛班港；卡加延

市德奧羅港；蘇比克港口；八打雁港口；

怡朗港；克拉克港；納卯港；馬尼拉港；

馬尼拉國際集裝箱碼頭。

今年1月，海關局的收入也超出了其

月度收入目標32.77億元，超出了7.4％。

海關局說：「實際上，該局的表現

繼續證明，今年所有港口都在加緊努力，

更不用說進口量的增加，以及政府在確保

貨物暢通無阻的同時保持邊境安全和貿易

便利化的努力。」

去年信安銀行淨利潤達74億元
本報訊：由於新冠病毒肺炎（COVID-

19）對業務的影響，信安銀行在2020年的淨

利潤下降了四分之一。

該銀行週二公佈其2020年淨收入為74億

元，比上年報告的101億元下降了26.7％，原

因是該銀行預留了264億元作為信貸損失準備

金。

其不良貸款總額比率從2020年第三季度

的4.03％降至3.90％，而不良貸款準備金覆蓋

率為115％。信貸損失準備金占貸款總額的百

分比從之前的1.30％增加到4.70％。

期間，總收入增長了48％，達到504

億元，而撥備前營業利潤（PPOP）增長了

85％，達到307億元，淨利息收入總額增長了

14％，達到306億元。

信安銀行行長兼首席執行官桑吉夫·沃拉

（SanjivVohra）在一封電子郵件聲明中說：

「我們的2020年業績反映了在充滿挑戰的大

流行影響環境中，銀行的基本實力。我們的

零售和批發團隊一直為我們的核心客戶提供

堅定的支持。」

他補充說：「我們的金融市場團隊靈活

地把握了重要的市場動向。我們通過必要的

運營模式支點為員工提供支持，並通過信貸

準備金強化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到2020年末，信安銀行共有313個分支機

構和787部自動櫃員機（ATM）。

工商部繼續為農村地區微小中企業提供指導計劃
本報訊：工商部（DTI）繼續通過其指

導計劃KapatidMentorME（KMME）支持農村

地區的微小中型企業（MSME）。

工商部指導計劃還將在其農村農業企業

促進包容性發展與增長夥伴關係（RAPID增

長）項目中推廣，該項目旨在促進我國的農

業企業發展。

RAPID-KMME計劃是一個由12個模塊組

成的指導計劃，旨在為促進農村企業和價值

鏈發展提供一個全面的框架。

菲律賓企業家中心（PCE）-中小微企業

GoNegosyo資深顧問梅利·克魯茲表示，該計

劃的試點項目在七個地區有42名受訓人員。

PCE-GoNegosyo是DTIKMME計劃的合作

夥伴。

克魯茲補充說，受訓的學員來自東部米

沙鄢，三寶顏半島，棉蘭老島北部，納卯地

區，中棉蘭老地區，加拉加和棉蘭老穆斯林

地區的邦薩莫羅自治區。

每個地區在四個產業集群中有6名受訓

者-三個中小企業（MSME）和三個農民合作

社--咖啡，可可，椰子以及加工的水果和堅

果。她說，鑒於當前大流行的情況，指導計

劃將在網上完成。

項 目 負 責 人 埃 德 溫 · 班 克 裡 戈

（EdwinBanquerigo）表示，「RAPID增長」

項目的目標是使7個地區的四個產業集群中的

78,000個家庭的收入增加60％，並使1,000多個

微小中企業的收入增加一倍。

該項目還旨在在農村地區創造31,000個

就業機會和155,000個間接就業機會。

同時，工商部長拉蒙·羅帛示說，該機構

有各種計劃，可以在融資和提供與市場的聯

繫方面對RAPID-KMME計劃進行補充。

他說：「重要的是，通過這種夥伴關係

以及RAPID的其他夥伴關係，我們能夠進行

認真的培訓，指導，業務計劃的改善，並最

終增加微小中企業和農民的收入，並創造更

多就業機會，為國家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