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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9月22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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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2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46.93人民幣
    100歐元　　　　　　　　　　　758.03人民幣
    100日元　　　　　　　　　　　5.9225人民幣
    100港元　　　　　　　　　　　83.083人民幣
    100英鎊　　　　　　　　　　　883.33人民幣
    100澳元　　　　　　　　　　　467.56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52.75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78.12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00.13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一年九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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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行維持菲律賓2021年經濟增長預測
本報訊：根據亞洲開發銀行週三發佈的

報告，隨著公共基礎設施支出的持續增長、

消費者信心的提高以及Covid-19)疫苗接種計

劃的進展，菲律賓經濟在2021年和2022年將

持續增長。

亞行在其亞洲發展展望(ADO)2021更

新版中維持其對我國2021年和2022年國內

生產總值(GDP)的增長預測，分別為4.5％和

5.5％。

該報告指出我國經濟逐步復甦的跡象，

國內需求好轉和有利的外部趨勢與亞行4月份

宣佈的預測一致。

經濟增長前景面臨的主要風險是新的、

具有傳染性的Covid-19變種的傳播，這可能導

致更嚴格的遏制措施的回歸和經濟活動的停

滯。

亞行菲律賓國家主任凱利·伯德說：「經

濟已經重新站穩腳跟，並走上了正確的增長

道路。但由于更具傳染性的Covid-19變種構成

的威脅，復甦仍然脆弱，疫苗接種仍然是經

濟安全重新開放的關鍵。我們正在積極支持

政府通過我們的健康相關援助實現其國家疫

苗接種目標的努力。」

政府一直專注于為居住在大馬尼拉等主

要城市地區的菲律賓人接種疫苗，該地區記

錄了Covid-19病例的最高發病率。

截至9月15日，大馬尼拉區84％的18歲及

以上居民，相當于820萬人，至少接種了一劑

Covid-19疫苗，63％的人已完全接種疫苗。

總體而言，截至9月中旬，全國有2200

萬人接受了第一劑疫苗射，1770萬人完全接

種了疫苗。7月份公共基礎設施支出同比增長

39.1％，政府有望實現其目標，即在2021年

和2022年將基礎設施支出提高到GDP的至少

5％，高于2020年的4.8％。

報告稱，經濟復甦將受到政府政策改革

和擴張性財政計劃的推動，預計2022年財政

赤字將達到GDP的7.5％。

政府于2021年6月通過的《國家就業恢

復戰略》側重于恢復優質工作、提高工人技

能、擴大社會保護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計

劃。

在政府的優先政策改革中，有一項旨在

改善投資環境的立法提案。

根據亞洲發展展望最新的數據，2021年

和明年的通脹預測保持在4.1％和3.5％不變。

隨著通脹預期回落至央行設定的2％至

4％的目標範圍內，且內需逐步復甦，政府的

貨幣政策立場預計將保持寬鬆。

該報告稱，該國的經常賬戶盈餘今年將

縮小至修正後的GDP的1％，到2022年將縮小

至0.8％，進口反彈強于預期，包括資本貨物

和原材料。

商品出口的回升，以及業務流程外包的

收入和海外菲律賓人的匯款增加，將有助于

提升經常賬戶。

PEZA與MyEG PH合作 為其成員提供在線支付服務
本市訊：為了進一步提高營商的便捷

性，特別是在疫情期間，菲律濱經濟區管理

局與MyEG Philippines（支持政府服務在線自

動化電子解決方案的市場領導者）合作，實

施其新的和經改進的在線支付服務。

此前，PEZA局長Charito Plaza於2021年2

月與MyEG PH首席執行官Ann Margaret Saldaña

簽署了協議備忘錄，PEZA負責政策與規劃

的副局長Tereso Panga和MyEG PH高級業務發

展經理Tonyvic Sarte作為見證人出席了簽署儀

式。

局長Plaza說：「根據政府的數字轉型戰

略和PEZA倡導的從人手流程轉向在線流程的

理念，PEZA通過MyEG為其客戶提供在線支

付解決方案，為公眾提供更大的便利，並減

少違規事件。疫情還加速了PEZA轉向數字支

付。」

與此同時，MyEG Philippines首席執行官

Ann Saldaña指出：「我們很高興能與PEZA合

作，為成員提供高效的政府服務和便利的營

商環境。這種合作關係將有利於PEZA成員，

因為他們不再需要去PEZA辦事處支付款項。

他們可以在線登入，然後在線上進行交易。

這將更輕鬆、更快、更方便，而且他們在支

付方式上有很多選擇。」

通過這種合作關係，PEZA現在能夠為其

成員提供一個安全、高效的網上支付平台，

方便地結算和支付各種費用，包括預付款、

罰款、行政費、進口貨物處理費、註冊申請

費、開始商業運營申請費、擴大生產能力申

請費、授權書辦理費、建設性／間接出口加

工費、激勵優惠辦理費、認證／真實副本辦

理費、交貨記錄、PEZA蓋章和新項目申請

費，在線提供多種支付選項，如信用卡／借

記卡、GCash、PayMaya，銀行轉賬，或全國

80000多個現金支付櫃檯。PEZA會員只需登

入http://www.peza.gov.ph，在PEZA Online下選

擇EPCS（電子支付與收款系統）即可。這也

解決了目前只能在辦公時間付款，以及在收

銀處排隊的限制。

此前，PEZA的4665家公司在PEZA總

部、PEZA區域或在港口的PEZA—海關聯合

辦事處（JPCO），以現金或公司支票形式支

付申請費、辦理費、許可證、稅費和系統費

用。

PEZA是最高的出口導向型投資促進機

構，其任務是促進投資、創造就業和創造出

口，在全國選定的地區向出口導向型製造業

和服務設施的投資者提供援助、登記、激勵

優惠和便利其業務運作。

PEZA管理著全國417個正在運營的經濟

區。除了文尼法壽環球城、馬加智、奧智牙

斯和計順市的中央商務區，其他大城市也有

經濟區，如描東岸、宿務、碧瑤、蘇比克、

怡朗、浪漫藝地、班班牙等。目前，PEZA認

證的大樓和辦公空間大多位於馬加智，約有

44個在經濟區。與此同時，他們在沓義市文

尼法壽環球城有26個經濟區，在計順市有38

個經濟區。

鈣質和維生素D：強健骨骼的基石
本市訊：我們都需要強壯健康的骨骼。

畢竟，它們構成了構建整個身體的堅實框

架。沒有它們，我們都無法生存，因為我們

便沒有任何東西可支撐肌肉，重要的器官將

得不到保護。我們甚至會沒有血液，因為血

液的成分是由骨髓產生的。

現在，就像身體的其他部位一樣，我

們的骨骼總是有感染疾病和失調的風險，最

使人衰弱的是骨質疏鬆症和骨關節炎。隨著

年齡的增長，尤其如此，因為我們的鈣水平

通常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因此，我們

必須定期檢查我們的骨密度，以確保它不低

於-1.0;否則，我們就有罹患骨骼相關疾病的

風險。

當然，鈣是身體需要的22種礦物質中的

一種，它能使身體強壯、健康並發揮最佳功

能。我們攝入的90%的鈣都儲存在骨骼中，

正是這些鈣沉積使我們的骨骼系統堅固而不

脆弱。也就是說，骨骼中鈣含量越多，骨骼

就會越強壯、越健康。

不幸的是，我們身體吸收鈣的能力在

我們的一生中會逐漸減弱，這意味著我們需

要確保我們每天都能獲得足夠的鈣。好消息

是，好消息是各種食物中都含有豐富的鈣，

最明顯的是牛奶和乳製品。其他鈣的良好來

源是綠色蔬菜，如花椰菜和白菜；水果，如

橘子；還有堅果，尤其是杏仁。

我們還應該考慮在日常飲食中補充鈣，

最好是已經含有維生素D，因為它有助於身

體更好地吸收鈣。這正是CaD3所提供的：鈣

+維生素D的有效組合，確保我們骨骼中的鈣

保持在水平高且健康。這是因為CaD3提供了

高達40%的元素鈣，其中大部分會被人體吸

收，因為CaD3提供了維生素D。這種維生素

還能使我們的身體吸收從天然食物中獲得的

鈣。

然而，重要的是要記住，健康、均衡的

飲食和CaD3補充劑不足以確保強壯、健康的

骨骼。加強骨骼的另一個組成部分是鍛煉，

因為骨骼和肌肉一樣，對物理刺激也有反

應。

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運動是負重運

動，如散步、慢跑和跳舞，以及阻力訓練，

如舉重和體重訓練。

我們還應該注意我們的飲食，避免對骨

骼有害的食物。首先要注意的是鹹味食物，

因為高鈉水平會降低身體吸收鈣的能力。同

樣，我們也應該減少含糖食物和含咖啡因飲

料的攝入量，因為這兩種食物都有抑制鈣吸

收的成分。

保持強健的骨骼是一項艱鉅的工作，但

即使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也是可能的。我們

所需要的就是吃得好，避免某些食物，經常

鍛煉，當然，還要吃一兩片會使你的骨骼堅

硬的CaD3補充劑。你可以在www.mypharma.

ph網站上找到它。

國產藥將降低藥品價格
本報訊：工商部(DTI)部長拉蒙·羅帛

示表示，政府正在推動政策，吸引製藥公

司在這裡設立設施，以提高我國生產仿製

藥的能力。

羅帛示在週三的網絡研討會上表示，

政府正在推動採取措施，讓人們更容易獲

得負擔得起的藥物，尤其是對窮人而言。

他說：「工商部為實現這一目標而

努力的方式之一是加強我國生產和供應仿

製藥的能力。這是為了確保他們的充足、

公平、負擔得起和有效的供應，尤其是在

大多數菲律賓人的健康受到威脅的關鍵時

刻。」

他補充說，菲律賓是製藥公司的一個

可行地點，因為我國是用于製造全球藥品

的天然成分和草藥的良好來源。

工商部負責人說，有了這個，我國可

能成為本地區製藥公司的製造中心。

羅帛示說：「這些公司可以從我國

年輕且技術熟練的人力、強大的政府支

持、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監管激勵措施中受

益。」

通過《企業復甦和企業稅收激勵法

案》(CREATE)，政府為在這裡設立工廠

的製藥公司提供稅收優惠。

除了藥品外，政府還鼓勵疫苗製造

商，尤其是那些製造針對Covid-19的疫苗

製造商，在我國生產急需的疫苗。

與此同時，藥品透明度聯盟(MeTA)

主席羅伯托·帕丹加南表示，該組織支持促

進仿製藥供應，並降低當地市場價格的措

施。

帕丹加南表示，菲律賓的自付費用占

本地區醫療保健總支出的百分比最高，在

2018年為54％。

這相對高于越南的44.9％、馬來西亞

的35.1％、印度尼西亞的34.8％、新加坡

的31％和泰國的11％。

他說：「隨著Covid-19大流行的爆

發，情況變得更糟。」

與此同時，帕丹加南強調了我國在

推廣仿製藥方面的里程碑。其中包括《通

用法案》、《國民健康保險法案》、《廉

價藥品法案》、《全民醫療保健法案》、

菲律賓藥品採購公司(PPPI)的成立以及

Botikan Bayan計劃的啟動。

為 了 讓 窮 人 更 好 地 獲 得 更 便 宜 的

藥物，他說政府應該在所有醫院擴大其

Botikang Bayan計劃，並通過PPPI集中採購

藥品，以便在政府經營的農村衛生單位和

醫院的Botikang Bayan網點分發。

他補充說，BotikangBayan商店也應該

提供治療肺結核、高血壓、糖尿病和其他

疾病的藥物。

菲股上漲 披索走弱
本報訊：在在美聯儲公佈其決定之

前，週三菲律賓股市再次小幅上漲，但披

索對美元匯率小幅貶值。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上漲9.53

點，漲幅為0.14％，至6890.73點；而全

股指數上漲21.58點，漲幅為0.51％，至

4286.57點。

當天有一半的行業指數上漲，服務業

上漲2.94％；採礦/石油業，上漲2.24％；

和工業，上漲0.94％。

另 一 方 面 ， 房 地 產 業 指 數 下 跌

0.87％，金融業指數下跌0.68％，控股

公司指數下跌0.28％。成交總量達到約

7.0534億股，價值64.9億元。

共計128只個股上漲，82只下跌，37

只收盤保持不變。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

斯·林寧安說：「由于美國股市試圖從前一

交易日的暴跌中恢復過來，菲律賓股市交

投清淡，但仍有一些上行空間。由于美聯

儲昨晚開始為期兩天的政策會議，投資者

也持謹慎態度。」

林寧安表示，美聯儲預計將保持利率

穩定，「但資產購買縮減的時機是市場密

切關注的事情。」

他說：「美聯儲主席杰羅姆鮑威爾表

示，這個時機不會對加息時間表發出直接

信號。」

TDF利率漲跌不一 
但投標額仍較高

本報訊：週三菲律賓央行的定期存款工

具(TDF)的平均利率的結果喜憂參半，儘管

本週報價量有所增加，但兩種期限都被超額

認購。央行公佈的數據顯示，作為央行過剩

流動性掃除工具之一，7天期TDF的平均利率

下滑至1.7046％，而14天期TDF的利率上升

至1.7439％。在9月15日的拍賣會上，7天期

TDF的利率為1.7083％，14天期票據和利率為

1.7423％。

幾十本周將為期7天期TDF的融資額度從

上周的1500億元提高至1600億元。

投標金額達到2174.25億元，投標覆蓋率

為1.3589。

而14天期TDF的融資額保持在3600億

元，投標金額為4028.04億元。投標覆蓋率為

1.1189。

央行副行長弗朗西斯科·達基拉在聲明中

說，本周TDF拍賣結果顯示交易「完全在央

行的預期成交量範圍內」。

他補充說：「在金融體系持續充裕的流

動性的支持下，TDF拍賣的結果與穩定的市

場條件保持一致。展望未來，央行的貨幣操

作仍將以其對最新流動性狀況和市場發展的

評估為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