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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1月25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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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5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34.18人民幣
    100歐元　　　　　　　　　　　　718.01人民幣
    100日元　　　　　　　　　　　　5.5605人民幣
    100港元　　　　　　　　　　　　81.453人民幣
    100英鎊　　　　　　　　　　　　855.04人民幣
    100澳元　　　　　　　　　　　　453.26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24.73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71.27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93.63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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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動限制的情況下

AMRO下調今年經濟增長預測
本報訊：鑒于由于新冠病毒（Covid-

19）奧米克戎變體重新實施更嚴格的行動限

制的影響，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

室(AMRO)（AMRO）下調了今年對菲律賓經

濟的增長預測。

然而，在上一季度經濟活動恢復強勁的

情況下，AMRO上調了對2021年國內經濟的

增長預測。

在週二發佈的東盟與中日韓區域經濟展

望(AREO)報告中，AMRO現在認為去年菲律

賓國內經濟增長4.9％，高于去年10月發佈的

東盟與中日韓區域經濟展望(AREO)2021更新

消息中的4.3％，而2022年的數字有所下降從

6.7％降至6.2％。

這兩項預測均低于菲律賓政府對2021年

5％至5.5％的假設和2022年7％至9％的假設。

菲律賓統計管理局（PSA）計劃于1月27

日公佈2021年第四季度的經濟表現。

AMRO首席經濟學家許和意(Khor Hoe Ee)

博士在一次虛擬簡報會中表示，以國內生產

總值(GDP)衡量，預計消費將成為國內增長持

續復甦的主要驅動力。

他說：「今年，隨著經濟的重新開放，

我們預計服務業和消費將成為經濟的主要驅

動力。」

許和意將他的預期歸因于海外菲律賓工

人(OFW)的匯款流入的持續彈性，這幾十年

來一直是經濟的強大支柱之一。

但是，他說，如果感染率再次上升，如

果有必要實施更嚴格的隔離措施，這將再次

衝擊服務業。

因此，許和意指出需要進一步加大針對

Covid-19的疫苗接種力度，以「保護民眾」。

他補充說：「這將使經濟更加開放，他

們肯定會幫助服務業。」

與此同時，AMRO將菲律賓及該地區其

他國家的2021年平均通脹預測從4.3％上調至

4.5％，今年從3.2％上調至3.3％。

2021年的預測高于政府2％至4％的目標

區間，而今年的預測在目標範圍內。

報告稱：「相對于2021年10月更新消息

的上調主要是由于全球價格上漲導致食品、

能源和原材料的成本壓力增加，儘管這些壓

力預計將在年中緩解。」

許和意預計菲律賓中央銀行（BSP）將

保持其關鍵政策利率穩定，「直到（經濟）

復甦更加強勁」。

他表示，繼去年由于供應限制導致物價

上漲率上升後，國內通脹率目前處于下降趨

勢。

由于預計今年國內產出將進一步回升，

許和意表示，「因此到今年年底，產出缺口

將縮小，也許這將是菲律賓央行在利率正常

化方面更加放心的時候。」

他補充說：「再加上菲律賓的實際狀況

相當強勁，這為央行維持利率提供了空間，

直到經濟更加完全復甦。」

作為央行幫助提振國內經濟免受大流行

影響的貢獻的一部分，菲律賓央行的關鍵政

策利率在2020年總共下調了200個基點。

河南汝陽：小小虎頭鞋 走俏大市場
1月24日，在河南省洛陽市汝陽縣小店鎮高莊村的一家鞋廠，當地村民在製作虎頭鞋。虎頭鞋是一種傳統民間手工藝製作的童鞋，因鞋

頭呈虎頭模樣而得名，寓意驅邪避災，祈願孩子健康成長。虎年將至，河南省汝陽縣小店鎮高莊村的村民製作款式各異、憨態可掬的虎頭
鞋，供應各地市場。              <新華社>

廣州2021年地區
生產總值2.82萬億元

同比增長8.1%
新華社廣州1月25日電 記者從25日

開幕的廣州市十六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瞭

解到，廣州2021年地區生產總值2.82萬億

元，同比增長8.1%，5年年均增長6.1%，

經濟實力躍上新台階。

廣州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廣州民

營經濟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商

品進出口總額均超過萬億元。

與 此 同 時 ， 廣 州 產 業 升 級 步 伐 加

快。廣州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廣州已形

成6個產值超千億元的先進製造業集群、

6個增加值超千億元的服務行業，戰略性

新興產業增加值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突破

30%。

廣州創新活力持續迸發。廣州市政

府工作報告提出，廣州的國家戰略科技力

量佈局實現重大突破。廣州實驗室、粵港

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掛牌運作。國

家、省重點實驗室分別增加至21家和256

家。廣州創新生態環境明顯優化，研發投

入占GDP比重預計達3.15%。科技成果轉

移轉化提速，廣州高新技術企業突破1.2

萬家，比2016年增長1.6倍。

根據工作安排，廣州市2022年預期地

區生產總值增長5.5%左右。

數字經濟強勁支撐 
湖北對東盟進出口創新高

中新社武漢1月25日電 據武漢海關25

日通報，2021年湖北數字經濟新引擎作用

突出，該省對東盟進出口743.7億元（人民

幣，下同），進出口規模創歷史新高，比

去年同期增長34.1%。

2021年，東盟是湖北第一大貿易夥

伴。數據顯示，湖北對東盟進出口、出

口、進口規模均創年度歷史新高，出口增

速創近8年來最高。

從單月來看，12月份，湖北省對東盟

進出口81.7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6%，

創月度歷史新高。

數字經濟成為湖北對東盟進出口增

長的強勁支撐。2021年是中國與東盟建立

對話關係30週年，2021中國—東盟數字經

濟發展合作論壇在武漢舉行。湖北將數字

經濟作為經濟增長新動能，推出多項深化

合作行動計劃，「光芯屏端網」產業集群

規模不斷壯大，拉動全省對東盟進出口快

速增長。

武漢海關數據顯示，2021年，湖北省

對東盟分別出口電子技術、光電技術產品

23.5億元、12.7億元，分別比去年同期增

長30.5%、401.3%，均創年度歷史新高；

對東盟出口計算機與通信技術產品62.3億

元，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52.8%。從進口

來看，湖北省自東盟進口集成電路等電子

元件64億元，增長24.3%；進口半導體製

造設備43.6億元，增長57.7%。

中國海關2021年徵稅入庫首次突破2萬億元
中新社北京1月24日電　記者從中國海

關總署獲悉，2022年全國海關工作會議24日

在北京召開。會議指出，2021年，全國海關

各項工作取得新成績。其中，全國海關2021

年徵稅入庫首次突破2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

在優化服務方面，2021年，全國海關圍

繞共建「一帶一路」，推進「智慧海關、智

能邊境、智享聯通」建設實現與世界海關組

織（WCO）戰略對接，培育試點項目78個，

支持中歐班列全年開行1.5萬列、增長22％，

與5個國家海關簽署「經認證的經營者」

（AEO）互認協議，累計互認國家（地區）

數量47個，保持世界第一。

在強化監管方面，2021年，全國海關

嚴把進出口食品安全關，退運銷毀不合格食

品化妝品3037批；加強進出口商品檢驗，檢

出不合格進出口商品3.56萬批；開展海關知

識產權保護「龍騰」「藍網」等專項行動，

查扣侵權嫌疑貨物批次和件數同比分別增長

27.9％、27.8％；深化稅收征管方式改革，依

法科學征管，全年稅收首次突破2萬億元大

關。

同時，海關還保持打擊走私高壓態勢，

開展「國門利劍2021」聯合行動，著力打團

伙、挖幕後、破大案，立案偵辦走私犯罪案

件4259起、走私行為案件23294起，「水客」

走私得到有效遏制，打擊海南離島免稅「套

代購」走私取得階段性成果，打擊治理粵港

澳海上跨境走私初見成效，象牙、洋垃圾走

私大幅減少。

在口岸疫情防控方面，全國海關嚴格規

範實施口岸衛生檢疫，檢測入境人員核酸樣

本394.8萬個；堅持「人、物」同防，強化進

口冷鏈食品和農產品源頭管控，監督口岸預

防性消毒各類貨物115萬噸、內外包裝7185萬

件；堅持「人病獸防」，境外預檢淘汰動物

12.24萬頭，嚴防外來物種入侵，截獲檢疫性

有害生物6.51萬種次。

2022年中國將在優化營商環境等六大方面持續發力吸引外資
中新社北京1月25日電　中國商務部外國

投資管理司司長陳春江25日在國務院新聞辦

公室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2022年，中

國將圍繞「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充分發

揮土地、稅收等優惠政策效應，引導外資更

多投向先進製造、高新技術等領域和中西部

地區。商務部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實際

使用外資首次突破萬億元人民幣，達到1.1萬

億元人民幣，增長14.9%，新設外資企業4.8萬

家，增長23.5%，實現引資規模和質量「雙提

升」。

陳春江認為，中國有經濟發展和疫情防

控保持全球領先地位的良好基礎，有產業配

套齊全、基礎設施完善、人力資源豐富等有

利條件，有超大規模市場對外資的強大吸引

力，外商在華投資總體預期良好。

陳春江提出，總的來看，做好2022年穩

外資工作，商務部將圍繞「穩住外貿外資基

本盤」，著力穩住存量、挖掘增量、優化結

構。主要在六個方面持續發力：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落實好2021

年版全國和自貿試驗區外資准入負面清單，

確保汽車製造等領域開放舉措落地見效，吸

引更多跨國公司投資。

——完善支持政策，修訂擴大《鼓勵外

商投資產業目錄（2020年版）》，充分發揮

土地、稅收等優惠政策效應，引導外資更多

投向先進製造、現代服務、高新技術、綠色

低碳、數字經濟等領域和中西部地區。

——提升服務水平，完善重點外資項

目工作專班機制，對外資企業遇到的困難問

題，快速響應、及時解決，為企業穩定經營

提供服務保障；加強重點外資項目用地、用

能、環保、人員出入境等方面的保障，推動

項目早簽約、早投產、早達產。

——強化平台作用，發揮自貿試驗區、

自由貿易港等開放平台作用，大力發展開放

型經濟，打造穩外貿穩外資主陣地。

——加強投資促進，舉辦多種形式的招

商活動，促進重點產業外資項目對接，為地

方招商引資提供更好支持。

——優化營商環境，加大外商投資合法

權益保護力度，落實好外資企業國民待遇，

努力營造更加優良的營商環境，讓中國始終

成為外商投資的熱土。

商務部：2021年消費重新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
中新社北京1月25日電 中國商務部綜合

司司長郭婷婷25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

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2021年，最終消費支

出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達65.4%，消費重新

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

2019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1.2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8%，消

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57.8%，拉動國內生產總

值（GDP）增長3.5個百分點，連續6年成為中

國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

官方數據顯示，2021年全年中國社會消

費品零售總額44.1萬億元，增長12.5%。最終

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65.4%，消費重

新成為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

郭婷婷說，2021年，國內消費逐步恢

復。

一是城鄉市場同步恢復，城鎮、鄉村社

零額分別增長12.5%和12.1%；二是升級類商

品消費增長明顯，新能源汽車銷量增長1.6

倍；三是餐飲等服務消費有序恢復，餐飲收

入增長18.6%，已接近疫情前水平；四是新型

消費快速發展，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10.8萬

億元，增長12%，占社零總額比重達24.5%。

商務部市場運行和消費促進司有關負責

人徐興鋒說，2021年，克服疫情帶來的不利

影響，中國消費市場呈現穩步恢復態勢，展

現出強大活力和韌性，實現了「十四五」良

好開局。2021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4.1

萬億元，比2020年增長12.5%，兩年平均增長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