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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稻米產量將達到2000萬噸
本報訊：根據農業部的數據，菲律賓今

年的未加工稻米產量有望達到2000萬噸，再

創歷史新高。

農業部長威廉·達爾（William Dar）表

示，我國今年的稻米產量可能達到創紀錄的

2040萬噸，高于2019年的1930萬噸。

達爾說：「儘管發生了大流行病，但

我們正在緩慢但肯定地克服實施《大米關稅

法》所面臨的挑戰，並在大米產量，農戶

價格和稻米零售價格方面取得了切實的成

果。」

《大米關稅法》（RTL）于2019年3月開

始實施。該措施允許無限制進口大米，前提

是私營部門的商人從植物工業局（BPI）取得

了植物檢疫許可證，並支付了從東南亞鄰國

裝運的35％的關稅。

達爾說：「《大米關稅法》是一種變革

性但顛覆性的政策改革。儘管我們預計過渡

將需要時間，但在這場危機期間，它給消費

者和農民帶來的好處是不可否認的。」

他補充說：「稻米已不再是傳統的通貨

膨脹驅動因素。事實上，在《大米關稅法》

制度下穩定的大米供應，在過去幾個月中緩

解了食品通貨膨脹，而肉類供應緊張則繼續

承受上行的壓力。」他

在連續五個月上行之後，3月份的通貨

膨脹率放緩至4.5％，但仍快于2020年3月的

2.5％。

政府將其歸因于另一種農產品--豬肉的

價格上漲。

根據農業部截至4月15日的價格監測數

據，本地大米的價格在每公斤38元至50元之

間，進口大米的價格在每公斤44元至52元之

間。

同時，國家糧食署（NFA）採購的稻米

價格在每公斤12.70元至19.00元之間。菲律賓

統計管理局（PSA）的數據顯示，1月份最後

一周的農場平均價格為每公斤16.69元，高于

去年同期的每公斤16.14元。

菲 律 賓 綜 合 稻 米 計 劃 （ P I R P ） 主 任

Dionisio Alvindia表示：「稻米農場價格上

升，這為我們的農民繼續種植提供了更多動

力。」他認為，儘管受到社區封鎖，今年的

增長仍將繼續。 

 中國嘉德香港2021春拍開幕
4月18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觀眾欣賞拍品。當日，中國嘉德香港2021春季拍賣會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推出各類藝術精品近

1300件，活動持續至23日。             <新華社>

貴州發佈130個
茶產業招商項目 
金額超200億元

　　中新社貴州湄潭4月18日電　第13屆

貴州茶產業博覽會18日在中國茶葉百強

縣貴州湄潭開幕，併現場發佈130個茶產

業招商項目，招商總額208.73億元（人民

幣，下同）。

　　此次貴州發佈的招商引資項目，涵蓋

茶種植、茶產品精深加工、新茶飲品、茶

旅融合等產業領域。其中，茶加工類項目

58個，擬引資80.83億元。

　　貴州省投資促進局局長馬雷在會上

說，貴州不甘做原料基地，要發揮“後來

者”的優勢，在產業鏈下遊更加寬廣的領

域發力。

　　“世界之茶源於中國，中國之茶源於

雲貴”。據不完全統計，貴州千年以上的

古茶樹達萬餘株，茶樹品種超600種，700

萬畝茶園種植面積位居中國第一，且茶葉

已成為貴州第一大出口農產品。

　　目前，貴州推廣茶園綠色防控面積

200萬畝，新增歐標茶園50萬畝。此外，

貴州還致力於推進抹茶成為強勢出口產

品，建設抹茶專用基地15萬畝，對標對表

歐盟、俄羅斯、摩洛哥等國家(地區)的出

口標準。

贛深高鐵廣東段
施工取得新突破   
為年底開通奠定基礎

　　中新社北京4月18日電　 中鐵二十五

局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鐵二十五局)消

息，由中鐵二十五局承建的贛深高鐵4標

總長76.76單線公裡無砟軌道工程18日順利

完工，為今年底贛深高鐵開通運營奠定了

堅實基礎。

　　18日10時38分，在廣東河源贛深高鐵

密州隧道洞口路基段施工現場，隨著作業

人員將自密實混凝土澆築設備移動到最後

一塊無砟軌道整體道床板上，完成對孔灌

注、插封口等工序，標誌著中鐵二十五局

承擔的無砟軌道施工任務完成。

　　中鐵二十五局承建的贛深高鐵4標位

於河源境內，全長37.5公裡，主要包含2個

車站、44座橋樑、11座隧道、單線無砟軌

道整體道床板施工共76.76公裡。

　　施工現場技術負責人黃育華介紹，無

砟軌道作為高速鐵路核心技術之一，相比

有砟軌道，其穩定性、耐久性更好，使用

壽命更長，施工工藝更為復雜、精度控制

更嚴。無砟軌道整體道床板施工最重要的

是過程質量控制，山區晝夜溫差大，建設

者選定氣溫穩定時間段澆築，加強鋼筋網

綁扎、模板安裝等工序銜接及管控，將軌

面高程偏差嚴格控制在0.2毫米以內，確

保線路精度。

　　黃育華稱，下一步將進入附屬工程、

復墾復綠等收尾施工階段。

中國南方電網公司：
海南清潔能源裝機

佔比將超80%
　　中新社廣州4月18日電　中國南方電

網公司4月18日發佈海南碳達峰、碳中和

工作方案，將在能源側、消費側、電網

側實施5個方面共20條重點舉措。當中提

出，至2025年海南省清潔能源裝機佔比將

提昇至80%以上。

　　此次發佈的方案還提出，在能源供給

側，大力發展太陽能、海上風能等新能

源，促進氣電發展、推進核電建設、逐步

削減煤電以及加快儲能技術規模化應用，

併簡化新能源併網流程，提供快捷高效的

新能源接網服務。

　　在能源消費側，將構建綠色交通體

係，按照市場化方式與各方共同推進海

南省充換電設施統一佈局，提高電氣化比

例，加強電力需求側管理，提高清潔能源

消納能力。至2025年，海南省內將建成充

電樁33.7萬個、公共充換電站430座。

美加以更強大、更穩定的辦公業務緩解疫情的影響
本市訊：以吳聰滿領導的的房地產巨頭

Megaworld（美加）去年完成了新的辦公室租

約交易，儘管全國各地在去年三個季度受到

社區封鎖的影響。

該公司在怡朗、計順市和文尼法壽堡的

出租了約13.5萬平方米的辦公空間。

在這些新租約中，約78%是現有辦公合

作夥伴的擴張計劃，其餘則由新客戶公司承

租。

美加的首席戰略官Kevin L. Tan透露：

「這些公司大多經營業務流程外包、電子商

務、物流和金融。我們很高興看到人們對我

們在怡朗商業園區的辦公開發項目產生了濃

厚的興趣。大約20%的新租約涉及那裡，我

們甚至鞏固了我們在怡朗辦公空間市場的主

導地位。」

除了新租約外，該公司在去年還與各公

司租戶處簽署了約一共14.5萬平方米的辦公

空間續簽租約。

Megaworld Premier Offices 在2020年的租

賃收入為104億披索，與前年的相若。

該公司也在去年完成了大約8.7萬平方米

的辦公空間建設工程，這使可租賃的辦公空

間總面積達到140萬平方米。這不包括怡朗商

業園區和甲美地楓樹林園區（Maple Grove）

的供出售辦公空間。

Tan說：「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

無論有沒有健康危機，我們的辦公業務都是

公司收入中最穩定的收入來源，未來幾年，

我們將繼續專注於這一業務的擴展，並進一

步加強我們在菲國的辦公物業領域的領導地

位。」

相比前一年，該公司在2020年疫情期間

的淨收入為106億披索，減少了45%；而合併

收入為435億披索，減少了35%。去年歸屬於

母公司的淨利潤為99億披索。

可是，按季度計算，到2020年最後一個

季度，該公司的大部分核心業務都有顯著復

甦的跡象，特別是在Megaworld Lifestyle購物

中心、Megaworld酒店甚至住宅業務方面，因

為菲國為佳節假期放寬了隔離措施。

與去年第三季度相比，去年第四季度的

房地產銷售額增長了22%，預售額同比增長

了85%，而Megaworld的生活方式購物中心和

Megaworld酒店的業積也分別同比增長了24%

和25% 。

Tan解釋：「通過不斷創新並加強與客

戶和零售合作夥伴的關係，我們得以保持

Megaworld的盈利能力。我們的各業務部門在

充滿挑戰的環境中所作的調整，使我們得以

從經濟的逐步重新開放中獲益。儘管如此，

在這段時間裡，Megaworld的首要任務是保護

我們的工人的工作，並繼續為我們服務的社

區提供必需的服務。」

與前年相比，Megaworld去年的租金收入

下滑23%，至129億披索，而房地產銷售額同

比下降42%，至249億披索。

儘管疫情對旅遊業和酒店業造成了影

響，Megaworld Hotels在去年的業積為15億披

索。

在住宅業務方面，該公司去年推出了

價值78億披索的新項目，特別是在The Upper 

East Bacolod、怡朗商業園區、Capital Town 

Pampanga和內湖省的Hamptons Caliraya。

迄今為止，Megaworld在全國有26個總

體規劃的綜合城鎮、綜合生活方式社區和

生活方式地產，即：計順市的Eastwood City

（18.5公頃）；巴西市的新港市（25公頃）；

位於沓義市文尼法壽環球城的McKinley Hill 

（50公頃）、McKinley West（34.5公頃）、

Uptown Bonifacio （15.4公頃）和Forbes Town 

（5公頃）；位於馬尼拉市岷倫洛的美加商場

（3公頃）；宿務省拉布拉布市的The Mactan 

Newtown（30公頃）；曼杜惹洛的怡朗商業

園區（72公頃）；怡朗省仙沓巴巴拉的Sta. 

Barbara Heights（173公頃）；長灘島的長灘新

海岸（150公頃）；在大雅台附近的描東岸省

Twin Lakes（1300公頃）；巴石市的ArcoVia 

City（12.3公頃）；位於甲美地和內湖省邊界

的Southwoods City （561公頃）；納卯市Davao 

Park District （11公頃）；位於拉斯賓迎斯市

的Alabang West （62公頃）；位於黎剎省安智

布洛市的Eastland Heights（640公頃）；位於

甲美地丹薩的Suntrust Ecotown（350公頃）；

位於甲美地省Maple Grove（140公頃）；內湖

省的The Hamptons Caliraya（300公頃）；位

於西黑人省的Upper East（34公頃）和Northill 

Gateway（50公頃）；位於班班牙省仙費蘭洛

市的Capital Town Pampanga（35.6公頃）；巴

蘭玉計市娛樂城的Westside City（31公頃）；

黎剎省安智布洛市的Empire East Highland City

（24公頃）；位於甲美地省十三烈士和丹薩

邊界的Arden Botanical Estate（251公頃）。

中國現多元消費新業態 商家逐鹿數字新消費
　　中新社長沙4月18日電 剛剛閉幕的2021

互聯網岳麓峰會展現了中國科技、經濟發展

的新面貌。記者在峰會上發現，“市井＋懷

舊”場景式浸潤體驗消費、數字新消費等消

費新業態層出不窮。

　　文和友是在長沙誕生的網紅餐飲品牌。

“80年代市井文化+懷舊”多元化風格組合空

間，使其成為網紅打卡地標，獲資本青睞。

　　文和友CEO馮彬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越

來越多年輕人渴望從美食中尋找城市和文化

記憶。

       相較古代文化、民國文化，市井文化更

能喚起“80後”“90後”消費主力的集體記

憶和心智共鳴。

　　文和友的創始者們也看到，互聯網、數

字經濟帶來的新消費渠道。“年輕人流動性

強，喜歡到處看新鮮東西，數字新消費是他

們普遍接收的一種消費方式。”馮彬透露，

根據這一特點，文和友還會圍繞吃喝玩樂

購，線上線下建成一個年輕人喜歡的、活躍

的社區。

　　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去年發佈的

《新青年新消費觀察研究報告》指出，中國

19歲至35歲的移動互聯網用戶達6.5億，青年

群體成為中國互聯網消費主力軍。青年網購

容易受社交、短視頻、直播等影響，喜歡嘗

鮮，樂於跟好友分享商品，併通過拼團等方

式以更低價格達成交易。

　　抓住數字新消費機遇，湖南興盛優選電

子商務有限公司依託社區實體便利店，通過

“預售+自提”模式打通農村網上購物“最後

一公裡”，完成了對湖南、湖北、廣東等13

個省市的6000多個地（縣）級城市和鄉鎮的

覆蓋，門店數量達70多萬家。

　　在這個社區電商平台，民眾祗要當日23

時前用手機下單，翌日就能收到貨。“中國

農村4G網絡的覆蓋和智能手機的普及，加

上物流、公路等基礎設施的成熟和薪資的增

加，消費者的需求開始改變。”興盛優選聯

合創始人、執行總裁劉輝宇說，農村消費者

以前會擔心買一個東西會不會買得到，現在

會想怎樣買到更高品質的商品和服務，關注

發貨時效。

    劉輝宇說，隨著互聯網加速滲透普惠下

沉，城鄉居民收入與消費雙昇級，以廣大三

線以下城市、縣鎮與農村地區為腹地的下沉

市場，成為新一輪發展熱土。“預計到今年

年底，我們要增加門店至100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