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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12月3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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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3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37.38人民幣
    100歐元　　　　　　　　　 720.37人民幣
    100日元　　　　　　　　　 5.6371人民幣
    100港元　　　　　　　　　 81.803人民幣
    100英鎊　　　　　　　　　 847.66人民幣
    100澳元　　　　　　　　　 451.82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34.1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65.61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92.88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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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在塞浦路斯舉辦「點亮未來」5G展車路演
12月2日，來賓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亞舉行的「點亮未來」5G展車路演活動上體驗。華為公司近日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亞舉行「點

亮未來」5G展車路演活動，主要展示5G在礦山開採、港口運營、綠色能源、智慧教育等領域的應用場景及創新解決方案。	 	 <新華社>

政府社會機構負債激增至9.9萬億元
本報訊：截至2020年9月，社會保障署

(SSS)、公務員保險署(GSIS)和菲律賓健康保

險公司(PhilHealth)等政府社會機構(GSI)的社

會福利負債已從2019年9月的1535.9億元，激

增至9.935萬億元。

財政部長卡洛斯·多明戈斯三世在週五的

簡報會上說，這是因為政府社會機構完全符

合菲律賓財務報告準則(PFRS)4。

多明戈斯表示，PFRS4是對我國保險實

體實施的現行和臨時會計準則。

多明戈斯說：「（當）保險實體從其成

員那裡收到錢並簽訂合同以在某些事件發生

時為其成員提供貨幣義務時，它必須留出準

備金來支付其責任。」他補充說，私營保險

機構自2005年以來一直遵守這一會計制度。

多明戈斯補充說，相反，社會保障署、

公務員保險署和菲律賓健康保險公司一直在

低估其負債，因為它們15年來沒有在財務報

表中正確報告其負債。他補充說，完全遵守

PFRS4可以準確反映社會機構的財務狀況。

使用PFRS4，社保署的估計社會福利負

債從2019年的129億元躍升至2020年的6.8萬億

元；公務員保險署的負債從293.5億元，飆升

到2.04萬億元；菲律賓健康保險公司的負債從

1113.4億元激增到1.13萬億元。

多明戈斯補充說：「政府制定者將能夠

根據對機構資金狀況的準確評估做出明智的

決定和立法改革。」

對于社保署在未來幾年內增加繳費，

新的會計系統會告訴不要推遲任何增加，因

為「這實際上會損害機構未來履行義務的能

力」。

另一方面，財政部負責人表示，公眾

沒有必要對政府社會機構的負債激增感到震

驚，因為它們的財務狀況依然穩健，並且可

以履行其支付養老金等義務。

菲股跟隨區域市場上漲 
披索匯率小幅升值

本報訊：週五菲律賓股市跟隨區域市場

上漲，以綠色收盤，而披索對美元匯率小幅

升值。

自11月底出現奧米克戎變體的消息以

來，綜合指數在經歷了波動的交易後繼續收

復失地。

基 準 綜 合 指 數 上 漲 2 2 . 6 5 點 ， 漲 幅 為

0.32%，至7055.90點；而全股指數上漲17.70

點，漲幅為0.47%，至3790.20點。

一半行業指數上漲，包括地產股，升

72.66點，至3216.71點；金融業上漲20.51點，

至1558.49點；和服務業，上漲8.42點，至

1938.52點。

跌幅最大的是採礦/石油業，下跌106.80

點，至9362.03點；工業，下跌54.87點，至

10307.05點；和控股公司，下跌45.80點，至

6796.39點。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執行董事路易斯·林

寧安說：「華爾街的廣泛反彈推動了包括菲

律賓在內的整個地區的股市情緒走高，因為

本地市場在經過幾天的波動交易後繼續收復

部分失地。」

他補充說，投資者還期待強勁的勞動力

數據，推動市場情緒向好。

與此同時，披索對美元匯率小幅上漲

0.04元，從前一天的50.40元，收于50.36元。

當天披索開盤于50.42元，弱于前一個交

易日的50.38元，但收盤仍小幅走強。

全天披索在50.33元至50.48元之間交易，

平均交易價格為50.42元。

成交額從前一個交易日的8.8025億美元

增至9.5885億美元。

環球電信獲得
150億元銀行貸款
	以資助其資本支出

本報訊：環球電信已經獲得了數十億元

的銀行貸款，以為其資本支出提供資金。

該亞耶拉家族領導的電信公司週五在提

交證券署的聲明中說，它與金融銀行簽署了

一筆100億元的銀行貸款，並與國有菲律賓土

地銀行簽署了另一筆50億元的貸款。

環球電信今年將為其資本支出撥款760億

元

上述銀行貸款還將用于償還舊債和為一

般企業運營提供資金。

較早前，環球電信報告，其88％的資本

支出為其網絡部署提供資金以改善為訂戶提

供的移動數據和互聯網服務。

到今年9月底，環球電信已花費了654億

元來改善其數據網絡建設。這家歷史悠久的

電信公司已經建設了1080個新蜂窩站點，同

時升級了12900個提供4G LTE和5G的站點，這

是我國迄今為止最快的移動互聯網連接。

廣州港外貿集裝箱吞吐量
連續11個月增長

中新社廣州12月2日電　廣州港集團2日

發佈消息稱，廣州港外貿貨物吞吐量和外貿

集裝箱吞吐量連續11個月正增長，商品汽車

出口逆勢翻倍增長。

今年1月至11月，廣州港共接卸外輪5771

艘次，同比增長6%，淨增外貿航線20條，外

貿貨物吞吐量和外貿集裝箱吞吐量連續11個

月實現正增長。外貿集裝箱、糧食、煤炭、

商品汽車等主要貨類持續保持快速增長。

中國電建福建公司中標菲律賓500千伏變電站EPC總承包工程
本報綜合消息：12月2日，中國電建集團

福建工程有限公司菲律賓分公司再傳捷報，

成功中標菲律賓國家電網公司（NGCP）皮納

穆坎500千伏變電站EPC總承包項目，中標金

額約6億元人民幣。

據介紹，該項目是菲律賓國家電網電壓

等級最高的變電站項目，也是公司在菲新建

的第二座500千伏變電站工程。位于菲律賓八

打雁省，主要工作內容為新建一座皮納穆坎

500千伏變電站及三座變電站擴建工程。項目

建成可連接巴坦加斯市區500兆瓦Vires LNG電

廠和2x600兆瓦Sta Maria LNG電廠，成為該地

區未來擬建大型發電項目的連接點。

對滿足當地日益增長的用電需求提供堅

強保障。

中國電建福建公司負責人表示，臨近年

關，連續中標NGCP多個項目，展現了業主對

福建電建品牌輸變電領域綜合實力的認可。

公司將以奉獻精品工程為己任，繼續加強管

理，嚴格標準，不斷提升施工水平和管理能

力，促進項目優質履約，以更好成績回報業

主的信任，為雙方長期合作夯實基礎，為公

司踐行「一帶一路」倡議，持續深耕菲律賓

市場，揚帆海外做出更多貢獻。

奧米克戎帶來的威脅仍較低
本 報 訊 ： 自 從 政 府 將 國 家 首 都 地 區

(NCR)置于二級警報以來，商業活動有所回

升，因為公共和私營部門都希望今年給菲律

賓人一個更好的聖誕節。

然而，11月出現的奧米克戎變種帶來了

新的不確定性，包括大馬尼拉地區新一輪封

鎖。

儘管有關于奧米克戎變體可能產生影

響的消息，但OCTA研究員吉多·大衛教授表

示，鑒于大馬尼拉和國內其他地區的醫療保

健利用現狀，國家首都地區再次封鎖的威脅

「要低得多」。

大衛在週五由紅衣主教桑托斯醫療中心

組織的網絡研討會上說，在2021年11月26日

至12月2日期間，每天的平均新病例數為551

例，而低于年同期的1635例。

新冠陽性率已從2020年的5.1％降至今年

同期的2.1％。

2021年11月26日至12月2日，重症監護

病房床位的佔用率也從上一年的41％下降至

27％。

大衛補充說，去年的數字在當時被認為

很低，但儘管存在德爾塔變種，但由于許多

菲律賓人接種了疫苗，今年的數字進一步下

降。

他說，根據現有數據，在疫苗接種率

至少達到80％的地區，病例激增速度會慢得

多。

國家首都地區的疫苗接種率超過80％。

根據來自擁有奧米克戎的國家的數據，

新變種的傳播性更強，繁殖數為10。

但是通過實施最低公共衛生標準，繁殖

數量下降到5，並且在疫苗接種率至少為80％

的地區進一步下降到1。

大衛說：「初步分析表明，國家首都地

區病例激增的威脅很小。」

他補充說，最壞的情況可能是明年1月底

至2月初可能發生的輕微增加。

OCTA研究員蘭吉特·拉伊表示，我國12

月的前景仍然樂觀，但在奧米克戎變種的威

脅下不應自滿。

拉伊說：「雖然奧米克戎變種是我們

所有人都必須關注的事情，雖然它是一個令

人擔憂的變種，但OCTA認為這不應成為恐

慌的原因。要瞭解奧米克戎的真正威脅，還

需要做很多事情。現在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放

鬆。」

另一位OCTA研究員、聖托馬斯大學

教授尼卡諾·奧斯亞科強調，政府需要確保

Covid-19藥物的供應，例如默克(Merck)的

Molnupiravir和輝瑞(Pfizer)的Paxlovid。

這些藥物將在大流行中改變遊戲規則，

因為抗病毒藥物將有助于減少病例和住院治

療。

海南空中門戶加速升級 為自貿港建設「添翼」
中新社海口12月3日電　海口美蘭國際機

場（下稱美蘭機場）二期擴建項目投運，海

口空港綜合保稅區通過驗收……海南正在加

速升級空中門戶，推動運輸來往自由便利，

為旅遊、臨空、現代物流等產業賦能。

于2日通航投運的美蘭機場二期擴建項目

被視為海南自貿港建設的重大標誌性工程。

該項目計劃到2025年可使美蘭機場達到年旅

客吞吐量3500萬人次、年貨郵吞吐量40萬噸

的標準。建設目標是推動海南成為面向太平

洋、印度洋的航空區域門戶樞紐。

海南位于中國南端，是中國最大的經濟

特區，正在建設中國特色自貿港。作為海島

型省份，對航空運輸有很高的依賴度。

中國民用航空局副局長胡振江在美蘭機

場二期投運儀式上表示，海南已初步形成以

海口美蘭機場、三亞鳳凰機場為主幹，以瓊

海博鰲機場、三沙永興機場為補充的「兩干

兩支」機場戰略格局，總開通航線覆蓋20多

個國家和地區的170多個城市，機場密度和人

均乘機數均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

隨著海南離島免稅政策紅利的持續釋

放，海南成為國內外遊客主要免稅購物目的

地。二期擴建項目投運後，美蘭機場新增近1

萬平方米離島免稅購物商業面積，將穩固美

蘭機場作為免稅購物樞紐地位，為遊客提供

更豐富、便利的購物體驗。

同時，擴建後的美蘭機場也是海口現代

物流業、臨空產業發展的平台。美蘭機場二

期國際貨站佔地面積1.5萬平方米，投入運

營後將使得美蘭機場國際貨運的配套服務體

系、口岸功能、通關能力、運營環境得到進

一步提升。未來，美蘭機場將依托海南自貿

港政策紅利及口岸功能效應，構築輻射全球

的貨運航線網絡，打造具有競爭力的區域性

航空物流樞紐。近日，海關總署公佈海南自

貿港洋浦保稅港區先行先試的「一線放開、

二線管住」進出口管理制度，將擴大到海口

綜合保稅區、海口空港綜合保稅區試點。

基建升級加上政策紅利進一步釋放，意

味著海口空港綜合保稅區建成後將依托「自

貿港+空港+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優勢發展飛

機保稅維修、融資租賃、航材貿易、航空快

件、跨境電商、保稅倉儲加工等產業。

海南省省長馮飛表示，美蘭機場二期投

運，將帶動以美蘭機場為核心的海南臨空產

業快速發展，有利于發揮海南自貿港國內國

際雙循環的交匯點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