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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10月26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0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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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6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38.9人民幣
    100歐元　　　　　　　　　　　　741.47人民幣
    100日元　　　　　　　　　　　　5.6170人民幣
    100港元　　　　　　　　　　　　82.175人民幣
    100英鎊　　　　　　　　　　　　879.09人民幣
    100澳元　　　　　　　　　　　　478.51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57.58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74.09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94.32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一年十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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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韓結束貿易協議談判
本報訊：菲律賓和韓國的高級貿易官員

正式結束了關于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談

判，並簽署聯合宣言，以促進兩國之間的貿

易和投資關係。

隨著貿易談判的結束，菲律賓-韓國自由

貿易協定是我國在與日本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後的第二個雙邊貿易協定。

根據協定，韓國對菲律賓產品關稅最終

降為零的比例達到94.8%，菲律賓對韓撤銷關

稅的比例為96.5%。

工商部部長拉蒙·羅帛示週二在簽字儀式

上說：「我們很高興與韓國的貿易談判取得

成果。我們還感謝產業通商資源部長呂翰九

(Yeo Han-koo)在促進與我們菲律賓貿易部門

更廣泛的經濟合作方面的持續合作。」

羅帛示說，最後的討論集中在菲律賓香

蕉和加工菠蘿在韓國更好的市場准入上。

他補充說，通過自由貿易協定，出口到

韓國的香蕉將在五年內免稅，菠蘿罐頭將在

七年內零關稅。

羅帛示對這一進展表示歡迎，因為這些

農產品最初並未被列入關稅減免商品清單，

實施期限從15年縮短到5年和7年。

羅帛示表示，與首爾的雙邊自由貿易協

定將補充與東盟-韓國自由貿易協定和最近締

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下的東

亞國家的貿易協定。

兩國于2019年6月啟動自貿談判，距今已

有2年4個月。

由此，菲律賓成為繼新加坡、越南、馬

來西亞、柬埔寨之後，第五個與韓國建立雙

邊自貿區的東盟國家。

羅帛示補充說，我國與韓國的自由貿易

協定也將有助于經濟復甦。

他補充說：「這將刺激貿易，並有望讓

韓國獲得更多投資，為韓國公司和行業提供

途徑，以實現其在其他東盟國家的經濟利益

的多元化和擴大，這符合韓國新南方政策的

推動。」

羅帛示表示，雙方此前的目標是在2022

年2月之前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即使在自貿協定結束後，兩國仍將在

「自貿協定生效一年後」進一步討論服務貿

易和投資交易。

美加房產的辦公室租賃業務
在2021年首9個月提升12%

 本 市 訊 ： 城 鎮 開 發 商 美 加 房 產

（Megawor ld）的辦公室租賃業務子公司

Megaworld Premier Offices在2021年前9個月其

辦公室租賃目標提高了12%，儘管在此期間

實施了疫情限制。

在今年前三季度，辦公室面積達到21.4

萬平方米，遠高於去年同期實現的19.1萬平方

米的適度目標。

其 中 3 6 % 的 租 約 是 新 簽 訂 的 ， 主 要

集中在Uptown Bonifacio、McKinley Hill、

Southwoods City和Davao Park District。大約

79%的新租戶來自IT-BPM業界（信息技術和

業務流程管理）。

在此期間，Eastwood City、McKinley West

和The Mactan Newtown也錄得了其他新的租賃

交易。

另一方面，另外64%的租約主要是由

Eastwood City、Uptown Bonifacio、McKinley 

West、McKinley Hill和Iloilo Business Park的業

務流程外包公司續簽的。

Megaworld Premier Offices的第一副總裁、

MREIT Fund Managers, Inc.總裁Roland Tiongson 

Roland Tiongson表示：「令人興奮的是，一

些租戶選擇保留他們的空間，甚至在疫情期

間擴大了空間。儘管早前曾有猜測稱，在家

工作的安排將導致大量空置，但需求仍然存

在。」

例如，在Iloilo Business Park，美國的

BPO公司Nearsol在Three Techno Place續簽了近

3000平方米的辦公空間，但同時在附近的Two 

Fintech Place租用了約2000平方米的新空間。

在Biñan的Southwoods City，另一家總部

位於美國的BPO公司Valor Global, Inc.租用了

Southwoods BPO 1號樓的共三層樓，面積總共

近8000平方米。與此同時，在McKinley Hill的

One Campus Place租用另外一共近6400平方米

的三層樓。

Tiongson補充：「隨著限制的放寬和對

國際旅客的重新開放，我們樂觀地認為，我

們的辦公室租賃業務將在今年實現更好的全

年業績。」

據Leechiu Property Consultants今年6月發

布的報告顯示，Megaworld是菲國最大的辦公

空間業主，擁有約140萬平方米的可租賃辦公

空間。

它在全國各地的多個綜合城鎮擁有PEZA

認證的辦公物業，如計順市的Eastwood City、

沓義市的Uptown Bonifacio、McKinley Hill和

McKinley West、怡朗市的Iloilo Business Park、

納卯市的Davao Park District、內湖省Biñan的

Southwoods City、宿務的Mactan Newtown以及

巴石市的Arcovia City。

就在今年，Megaworld的10個辦公物業

已經被注入其房地產投資信託（REIT）工具

MREIT, Inc.，特別是Eastwood City、McKinley 

Hill和Iloilo Business Park的3個增長最快的城鎮

項目。該公司還宣布，計劃在2022年底前向

MREIT注入另外10萬平方米的辦公資產。

在未來10年裡，Megawor ld還將在描

科律市的The Upper East、甲美地的Maple 

Grove、班班牙省的Capital Town和武六干省的

Northwin Global City等新城鎮建造更多的辦公

大樓。

二季度保險業
保費收入增長37.5％

本報訊：保險委員會(IC)週二報告

稱，我國保險業的保費收入在2021年第二

季度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

保險專員丹尼斯·富納(Dennis Funa)在

一份聲明中表示，該行業今年4月至6月期

間，預訂的總保費為1871.3億元，同比增

長37.50％。

尤其是壽險板塊，保費收入總額為

1551.7億元，較2020年同期的1079.8億元增

長43.70％。

保險委員會表示，在預訂的總保費

中，78.12％，1212.1億元來自變額壽險

(Variable Life Insurance)的貢獻，而其餘

21.88％，339.5億元來自傳統人壽保險

費。

富納說：「變額壽險顯著增長可歸

因于變額壽險單次保費的良好表現，同比

增長159.82％，從2020年第二季度的215.4

億元增加到2021年第二季度的559.7億

元。」

另一方面，非壽險業的淨保費承保

（NPW）從去年同期的226.6億元增長

12.55％至255.1億元。

富納說：「這一增長的原因是幾乎

所有非壽險業務的增長，除了意外下降了

1％，航空業收縮了驚人的140.30％。」

他補充說：「航空淨保費承保的大

幅下降主要是由于一家公司的新淨資產為

負，即該公司的分保/再分保大于直接和

承擔的業務。」

互惠互利社區(MBA)的保費收入從

54.5億元增長了18.41％至64.6億元。

富納說：「人壽和非人壽保險公司

和互惠互利社區的總保費和已賺取的貢

獻，以及他們在2021年第二季度的總淨收

入的增長，表明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

經濟復甦。」

富納說：「此外，儘管COVID19大

流行帶來了挑戰，但同一季度支付的福利

同比增長突顯了我們的保險公司和互惠互

利社區對投保公眾的需求的響應能力。」

國家發展改革委與新華社

合作共建「中國一帶一路網」

新華社北京10月26日電 國家發展改

革委與新華通訊社25日簽署合作協議，雙

方將共同指導「中國一帶一路網」的建設

和運維，助力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

展。

簽約儀式上，推進「一帶一路」建

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發展

改革委副主任寧吉喆說，習近平總書記提

出共建「一帶一路」宏偉倡議8年來，取

得顯著成效。國家發展改革委與新華社簽

署關于共同指導「中國一帶一路網」建設

和運維的合作協議並付諸實施，有利于雙

方集中優勢資源，創新運營模式，按照新

的合作框架高效推進網站建設，攜手做好

高質量建設「一帶一路」新聞宣傳和信息

傳播工作，共同將網站打造成為共建「一

帶一路」的權威信息發佈平台、政策解讀

平台、信息服務平台、國際交流平台。

新華社社長何平說，為貫徹習近平

總書記關于「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講話

精神，新華社作為國家通訊社和世界性通

訊社，積極參與、忠實記錄「一帶一路」

建設。相信在與國家發展改革委的共同努

力下，「中國一帶一路網」不斷做大做

強，成為聯接中外、溝通世界的重要國際

交流平台，當好「一帶一路」倡議的傳播

者、「一帶一路」故事的講述者、「一帶

一路」建設的促進者，推動各方更好地繪

製精謹細膩的「工筆畫」，助力「一帶一

路」結出更加豐碩的成果。

協議簽署後，國家發展改革委和新

華社將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

小組的領導下，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指導

好「中國一帶一路網」建設。作為網站的

主辦單位，中國經濟信息社與國家信息中

心將在網站建設上全面合作、深度融合、

持續運營、協同創新，攜手加強網站內容

建設、國際傳播和咨詢服務，提高網站國

際傳播力、影響力。

菲股收盤回升 披索匯率保持穩定
本報訊：受逢低買盤提振，週二菲律賓

股市收盤上漲，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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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6點，

漲幅為0.56％，至7252.10點；而全股指數上

漲19.68點，漲幅為0.44％，至4456.52點。

大多數行業指數跟蹤綜合指數上漲，

以服務業指數為首，上漲了1.90％；其次是

工業，上漲1％；金融業，上漲0.52％；採

礦/石油業，上漲0.48％；和控股公司，上漲

0.35％。

只有房地產業指數下跌1.23％。

成交總量達到8.3455億，價值64.3億元。

共計89只個股上漲，110只下跌，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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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投資者消化指數股的新收

益數據，菲律賓股市因逢低買盤而反彈。」

週一，由施至成家族領導的金融銀行報

告，截至今年9月底，其淨收入從一年前的

166億元增至324億元，部分原因是客戶貸款

總額增加。

此外，岷里拉電力公司(Meralco)報告

稱，今年前九個月的綜合收入增長了11％，

達到2317億元；而綜合核心淨收入則增長了

15％，達到了181億元。

林寧安表示，「隨著美國股市繼續挑戰

歷史高位，海外的同樣趨勢也提振了本地市

場的積極情緒。」

相對而言，披索從前一天的50.68元收于

50.761元。

當天披索開盤于50.70元，全天在50.795

元 至 5 0 . 6 3 元 之 間 交 易 。 平 均 交 易 價 格 為

50.721元。

成交額達到9.56389億美元，高于前一個

交易日的9.234億美元。

七年期美國國債利率下降
本報訊：週二七年期國債（T-bond）利

率上漲，因此國庫局(BTr)只授予了一部分債

務票據。

重新發行的債務票據的平均利率從之前

的4.207％上升至4.468％。

國庫局局長羅莎莉亞·德萊昂告訴記者：

「利率上升與二級市場的水平保持一致。」

國庫局提供了350億元債務票據，但拍賣

委員會只授予了193.15億元，儘管投標總額達

572.15億元。

德萊昂表示，即使國庫局最近由于加息

而部分授予債務票據，政府仍有足夠的資金

為其計劃和項目提供資金。

她補充說：「我們已經建立了足夠的緩

衝，在利率低時利用。收入改善和額外的官

方發展援助流入將加強我們的現金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