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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8月2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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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46.6人民幣
　　100歐元　　　　　　　　　　　　767.25人民幣
　　100日元　　　　　　　　　　　　5.8927人民幣
　　100港元　　　　　　　　　　　　83.185人民幣
　　100英鎊　　　　　　　　　　　　898.67人民幣
　　100澳元　　　　　　　　　　　　474.87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50.96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77.39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13.73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一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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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全球數字經濟大會在北京開幕
8月2日，參觀者在2021全球數字經濟大會上體驗工業數字孿生技術。當日，2021全球數字經濟大會開幕式及主論壇在北京國家會議中

心舉行。大會採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設置以會、論、賽為主體的「1+3+N」內容設計，包括一個開幕式和主論壇，三大特色活動：數
字經濟體驗周、全球數字經濟創新大賽和企業家座談會，以及20餘場平行論壇和成果發佈會。         <新華社>

最嚴格封鎖之前

菲股大漲2.81％ 披索基本持平
本報訊：儘管對從8月6日開始在國家首

都地區(NCR)實施增強型社區隔離(ECQ)的擔

憂，週一本地股市收盤大幅上漲，而披索對

美元匯率基本持平。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上升176.08

點，為2.81％，至6446.31點；而全股指數上

漲50.41點，漲幅為1.28％，至3985.27點。

控股公司領導上漲，漲幅為2.97％；其

次是房地產業，上漲2.89％；金融業，上漲

2.60％；服務業，上漲1.48％；和工業，上漲

1.38％。

只有採礦/石油業，在下跌2.55％。

成交總量達到15億股，價值35.4億元。

共計78只個股上漲，119只下跌，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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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投資者重新評估了在我國

實施ECQ的影響，菲律賓股票在上週五被大

量拋售後收盤時被大量買入。」

馬拉干鄢已決定將國都區和其他地方置

于為期兩周的ECQ之下，直到8月20日，以解

決因德爾塔變種而導致本地傳播後不斷上升

的Covid-19病例。

在ECQ期間，僅允許居住外的授權人員

(APOR)，例如衛生和緊急前線工作人員、穿

制服的安保人員、政府官員和公務旅行工作

人員，以及正式授權的救濟和人道主義工作

者，才能出門。

這將是繼2020年3月中旬至5月底，以及

2021年5月17日至4月13日實施的ECQ之後，國

都區第三次實施ECQ。

與此同時，由于擔心ECQ的經濟影響，

披索對美元匯率橫盤整理。

本地貨幣從上週五的49.97元，收于49.90

元。

當天披索開盤于49.95元，全天在50.05元

至49.90元之間交易。平均交易價格為49.998

元。

成交總額為7.7652億美元，低于前一個

交易日的13.6億美元。

通脹預期符合目標
 國債利率橫盤整理

本報訊：由于預期7月份通脹率在目

標範圍內，週一國債利率橫盤整理。

91天期票據的平均利率為1.053％，

182天期票據的平均利率為1.401％，364天

期票據的平均利率為1.632％。

在7月26日拍賣會期間，三個月期、

六個月期和一年期票據的收益率分別為

1.050％、1.407％和1.638％。

國庫局(BTr)提供了50億元的各個期

限票據，拍賣委員會全面授予了全部票

據。

所有期限均超額認購三倍以上，三個

月期期票據的總出價為162.52億元，六個

月期票據達到194.8億元，一年期票據達到

150.32億元。

國庫局局長羅莎莉婭·德萊昂告訴記

者：「收益率橫盤整理，預計7月份通脹

率將保持在央行預期4％的區間內。」

菲律賓統計管理局定于週四報告2021

年7月的通貨膨脹率。

央行預測通貨膨脹率將保持在3.9％

至4.7％之間。

今年上半年的平均通脹率為4.4％，

高于政府2％至4％的目標區間。

自2020年最後一個季度以來，通貨膨

脹率一直在上升，並在今年2月達到4.7％

的峰值，在6月份下降至4.1％。

貨幣當局預計通脹率上升將持續到

今年第三季度，他們預計全年平均水平為

4％。

廣州7月樓市：
新房成交量繼續下降 
二手房成交量上升
中新社廣州8月2日電　7月廣州樓市

成交量現兩重天，其中新房成交量降溫明

顯，而二手房整體成交量卻有回升。

網易房產數據中心的監控數據顯示，

7月廣州新房網簽成交7560套，同比下降

16.55%，環比也下降了11.6%。這個數據

已經逼近今年內最低點2月的7062套。從

區域來看，外圍區域（增城區、番禺區、

南沙區、從化區和花都區）仍是成交主

力，其中增城區共成交1862套，位居全市

第一。而成交套數最少的則是越秀區，只

成交了14套。

二 手 房 方 面 ， 據 廣 州 市 房 地 產 中

介協會統計數據顯示，7月廣州二手房

網簽8912宗，雖然同比去年仍然下降了

34.28%，但環比卻回升了14.34%。從區域

來看，除黃埔區和花都區環比下降外，其

餘各區均有回升。其中升幅最高的是荔灣

區，環比增長83.9%。隨後是越秀區、海

珠區和南沙區。

業內人士分析認為，7月是樓市傳統

淡季，疊加官方對樓市的持續調控，房貸

審批持續趨緊的影響，導致新房成交量進

一步降溫。而隨著廣州疫情逐漸消退，7

月廣州市二手房整體成交量環比回升，

但由于政策環境以及房地產信貸環境持續

趨緊，7月二手房成交量仍遠不及去年同

期。 

8月首個交易日
A股呈現普漲格局
新華社上海8月2日電 8月首個交易

日，滬深指數漲逾1%，兩市個股呈現普

漲格局，逾百隻個股上漲。

當日，上證綜指以3385.69點低開，全

天快速走高，最終收報3464.29點，較前一

交易日漲66.93點，漲幅為1.97%。

深證成指收報14798.16點，漲324.95

點，漲幅為2.25%。創業板指數漲1.55%，

收報3493.36點。

科創50指數漲0.52%至1599.47點。

滬深兩市個股漲多跌少，約3500只交

易品種上漲。不計算ST個股，兩市逾100

只個股漲停。

板塊概念方面，網約車概念、水泥、

通用航空漲幅居前，漲幅均逾6%。

杜特地政府加強對微小中企業發展開發的支持
本報訊：工商部部長拉蒙·羅帛示表示，

杜特地政府加快了對微型、小型和中型企業

(MSME)發展和增長的支持。

羅帛示在2021年全國MSME周開幕時回

憶說，當他被羅德裡戈·杜特地總統任命為工

商部負責人時，總統說過，MSME「在他的

優先事項清單中排名第一」。

羅帛示說：「這並不奇怪，因為即使在

本任期開始時，羅德裡戈·杜特地總統也一直

重視菲律賓企業家的努力，在杜特地總統的

最後一次國情咨文中，總統將微小中企業描

述為對菲律賓經濟活動、創造就業和減貧至

關重要的企業。「

他補充說，儘管過去五年中小微企業面

臨挑戰，包括馬拉維圍困和當前Covid-19大流

行，但這些並沒有阻礙該機構為該行業提供

服務。

羅帛示說，工商部已經通過生計播種計

劃分發了107,011個生計工具包——全國57,000

名受益人，馬拉維的流離失所者50,011人。

自2016年以來，工商部還成立了約996

個商業（Negosyo）中心，全國共有1212個

Negosyo中心。

羅帛示補充說，這些Negosyo中心已經為

430萬客戶提供了業務幫助，其中210萬是中

小微企業。

羅帛示還稱讚前工商部部長格雷戈裡·多

明戈建立了共享服務設施(SSF)計劃，該計劃

為中小微企業提供設備、工具和知識，幫助

他們提高競爭力。

迄今為止，共有2894個SSF，其中886個

SSF在杜特地執政期間啟動。

羅帛示補充說，政府還建立了29個製造

實驗室。他表示，SSF計劃已使超過20恨家中

小微企業受益，並創造了超過19萬個直接工

作崗位。

為了在菲律賓人中提供創業技能，工商

部與私營部門合作開展Kapatid Mentor ME計

劃。

羅帛示說，已有超過9,000名學員從該計

劃中畢業。

除了Kapatid Mentor ME計劃，工商部的

菲律賓貿易培訓中心已在國內外培訓了50萬

名菲律賓企業家。

羅帛示說，在大流行期間，工商部加快

了努力，幫助中小微企業加入數字平台，並

在限制條件下為他們提供市場准入。

政府還為中小微企業提供了小額融資計

劃。

工 商 部 改 造 推 進 基 金 （ P o n d o  s a 

Pagbabago at Pag-Asenso已向希望自己創業的

借款人發放了88億元的貸款。

與此同時，《企業復甦和企業稅收激勵

法案》（CREATE）將所有企業的企業所得

稅從30％降低到25％，包括中小微企業。

CREATE法案現在還幫助菲律賓企業成

為國內和全球價值鏈的一部分。

廣西以自貿試驗區為引領 
加快構建面向東盟跨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

中新社南寧8月2日電　廣西壯族自治區

商務廳副廳長粟堅2日表示，廣西將以中國

（廣西）自由貿易試驗區為引領，加快構建

面向東盟的跨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推動

開放型經濟發展。

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當

天召開發佈會，粟堅在會上介紹，廣西壯族

自治區人民政府日前出台《關于以中國（廣

西）自由貿易試驗區為引領加快構建面向東

盟的跨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實施意見》

（以下簡稱《實施意見》）。

《實施意見》提出，廣西將重點構建面

向東盟的電子信息、化工新材料、中藥材加

工、汽車和新能源汽車、特色產品加工等跨

境產業鏈，建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境供應

鏈關鍵節點，以及區域價值鏈深度融合的示

範區,打造一批戰略性產品品牌，形成跨境價

值鏈深度融合的樣板。

《實施意見》聚焦生產製造、貿易、物

流、市場、服務等關鍵環節，對標國際經貿

新規則，在帶動生產製造業發展、推動跨境

物流提效擴能、帶動RCEP經貿規則先行先試

等方面提出23項舉措。

粟堅表示，接下來，廣西自貿試驗區將

成立外商投資促進中心，建立大宗商品交易

平台、「廣西產品賣全球」網絡，提升國際

產能合作水平。

此外，廣西自貿試驗區還將引入國際

一流機構進駐，提升商務、法務、金融、物

流、信息等服務水平，出台多個配套文件，

為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發展提供支持。

廣西壯族自治區工業和信息化廳副廳長

劉勝友在會上表示，廣西將加快打造元器件

及零部件生產、精深加工、出口製造三大基

地，爭取建立中國—東盟產業轉移合作示範

區，複製推廣中（中國）馬（馬來西亞）欽

州產業園、關丹產業園等產業園模式，加強

與東盟國家產業鏈垂直分工協作。

據悉，廣西自貿試驗區自2019年設立

以來，發揮面向東盟和沿邊開放優勢，探索

形成一批制度創新成果。當前，廣西自貿試

驗區主導產業加速發展，開放型經濟大幅增

長，截至2021年上半年，累計入駐企業超過

3.7萬家，是掛牌前的1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