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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A的貨櫃監控舉措提高了競爭力
降低了成本

本市訊：菲律濱港務局的8.776億披索的

貨櫃登記和監控系統將增強競爭力，並為物

流領域的利益相關者提供成本節約機制。

雖然物流業的參與者，特別是海關仲

介和卡車司機，包括進口商和外國承運人，

將受益於降低了的貨櫃保證金集、貨櫃管理

費，政府也準備好獲得更大的打擊走私活動

的槓桿。

事實上，擁有14000名成員的海關仲介協

會（CCBI）正在支持菲律濱港務局（PPA）

的可信運營商計劃—貨櫃登記和監控系統

（TOP-CRMS）和空櫃存儲共享服務設施

（ECSSSF），因為它不再要求其成員支付貨

櫃押金來彌補貨的損失和損壞。

CCBI總裁Adones Carmona在給PPA總經

理Jay Daniel Santiago的信函中表示：「在過

去20年中，我們的執業報關行已經看到並經

歷了長期存在的問題，即不同國際航運公司

在發出交貨單／貨櫃放行單之前，要求貨櫃

押金，押金從10,000至20,000/TEU到100,000

不等，適用於特殊貨櫃，如平架貨櫃和冷凍

櫃。」

他補充說：「在歸還空貨櫃和提交貨櫃

押金退還請求後一個月到一年不等，才能取

回退款。這讓我們的會員生活很困難。航運

公司隨後提出了損害賠償，並且對押金進行

了不公平的扣除。」

PPA與NextIX和Shiptek Solutions公司的合

資企業簽署了實施TOP-CRMS的合同，並在

完成競標前會議程序後於 5 月 2 日發布了繼

續進行的通知。最初，包括 AISL（國際航運

公司協會）在內的幾個團體對該項目表現出

興趣，但在未能滿足職權範圍 (TOR) 的要求

後退出了競標。

有趣的是，AISL 總裁Patrick Ronas參加

了諮詢和競標前會議，並了解 TOR。Ronas 

最初提倡使用 GoFast 系統，這是一種在線預

訂預約系統，用於卡車司機、航運公司、報

關行和倉庫使用的空集裝箱退貨，該系統於 

2015 年推出。

貨櫃監控項目包括提供完整的技術堆

棧、供應、技術實施服務、融資和提供託管

服務。CRMS將簡化交易，以便於開展業務、

簡化貿易手續和邊境保護。

此外，該項目還提供了實時貨櫃跟踪

系統。它是一系列技術功能，允許客戶、托

運人、承運人和貨運代理訪問貨物的最新狀

態。無論地點、時區、路線、港口、人員和

貨物類型，該技術都是有效的。

降低成本
TOP-CRMS對報關商最大的好處之一是

系統中嵌入的預警標誌技術，可降低貨櫃的

滯期費、扣留費和保險費。

更重要的是，貨櫃監控系統可讓報關

商通過利用準確及最新的通訊系統獲得新客

戶。意識到這些好處，CCBI總裁稱讚 PPA 的

實施。 他很感謝Santiago，並表示期待貨櫃監

控項目的順利實施。

緝私功能
對政府而言，重要的是，貨櫃監控系統

將通過讓相關政府機構能夠訪問信息，甚至

自動化和簡化自己的流程，提供一種全政府

的方法來追踪貨櫃的移動和管理。

CRMS的反走私功能可以實時追踪貨

櫃，從而防止貨物轉移，或將貨物轉移到另

一個倉庫。執法人員可以迅速確定貨物的位

置，港口利益相關者表示，這將消除「租

用收貨人」，因為所有外資擁有的海運集裝

箱，無論是有裝載的還是空的，都受到監

控。

這種技術類似於目前私人港口運營商使

用的追踪系統，讓調查人員更容易識別和起

訴涉嫌走私的人。

更快的周轉
對於卡車司機來說，貨櫃監控項目將為

他們提供極大的緩解，因為它將消除在港口

等待貨物的長時間排隊，因為他們將獲得有

關其狀態的實時信息。

這可以讓通往全國各港口的入口點的街

道變得暢通。現在，你會看到長長的卡車隊

等待貨櫃（貨物）放行。卡車司機有需要的

時候才進去，需要出來的時候就出來。

更重要的是，貨櫃上的 GPS 設備的標記

可以在港口外的「標記中心」完成，而不是

在卸貨後進行，以提高效率。 這消除了 AISL 

提出的擔憂，即標籤過程可能會延遲貨物的

放行，一些內部人士將這一問題描述為未能

競標成功的「酸葡萄」。

小滿開鐮迎豐收
5月21日，海南省海口市紅旗鎮墨橋村的農民在收割水稻。小滿時節，海南省海口市瓊山區紅旗鎮的「瓊山福稻」迎來豐收，農戶們趁

著晴好天氣開鐮收割。近年來，海南重點發展熱帶高效農業，打造農業品牌，帶動農民增收，助力鄉村振興。	 	 	 <新華社>

央行28天期票據
利率上升

本報訊：週五菲律賓央行(BSP)28天

期票據的平均利率上漲，也就是央行上調

其政策利率25個基點生效的那一天。

央行公佈的數據顯示，5月13日標售

期間，債券利率從2.1747％升至2.3183。

央行將發行額從前一周的1300億元提

高到1400億元。

投標總額達到了1729.45億元，投標

覆蓋率為1.2353，因此拍賣委員會全額授

予。

央行副行長弗朗西斯科·達基拉在一

份聲明中表示，本周證券拍賣的收益率

範圍「有所走高，並擴大至2.0875％至

2.4950％的範圍」。

達基拉說：「為期28天的票據拍賣

結果部分反映了央行政策利率上調25個基

點，該利率于今天生效。儘管如此，金融

體系的流動性仍然充足。」

他補充說，央行的「貨幣操作將繼續

以對最新流動性狀況和市場發展的評估為

指導。」

週四，央行決策貨幣委員會在注意到

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國內經濟持續復甦以及

國內通脹率預期上升後，上調了央行的關

鍵政策利率，部分原因是國際市場石油和

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

在央行在2020年將關鍵利率下調200

個基點（這是BSP與大流行相關措施的一

部分）之後，隔夜逆回購(RRP)利率在加

息前處于歷史低位的2％，現在為2.25％。

重慶海關出台24條措施 
促進外貿保穩提質

中新社重慶5月21日電  重慶海關21

日在促循環保暢通、助力開放平台建設、

提升通道運行效能等六方面制定了24條措

施，促進外貿保穩提質。

2022年前四個月，重慶外貿進出口總

值2754.5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

長12.1%；其中，4月出口557.6億元，創月

度歷史新高。

促循環保暢通方面，重慶海關對綜合

保稅區內芯、屏等主要生產原料，筆記本

電腦、智能穿戴等主要出口產品實施快速

通關保障機制，將航空口岸「快處快放」

機制適用範圍擴大至跨境電商網購保稅進

口商品。

助企享惠紓困方面，重慶海關配合

重慶市商務委搭建「重慶市RCEP（《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綜合服務平

台」，推出協定稅率比對、原產地規則運

用指引、成員國市場准入咨詢等公共服務

內容，助力重慶外貿主體充分運用RCEP

規則擴大貿易規模、優化產業鏈供應鏈佈

局。

助力開放平台建設方面，重慶海關支

持萬州、永川綜合保稅區封關運行，完善

重慶開放平台功能佈局。

支持重慶確有需求的地點新建海關監

管作業場所，實現進出境人員、貨物就近

通關。

此外，重慶海關也將會同重慶市人

民政府口岸和物流辦公室，推進口岸內外

貿卡口整合和互聯互通，將海關作業指令

嵌入港口作業系統，實現進出口貨物邊卸

貨、邊理貨、邊分撥、邊提離；推行非侵

入式查驗，減少人工開箱檢查頻次。

值得一提的是，重慶海關還支持利用

中歐班列（渝新歐）回程帶運歐洲至中國

的國際進口郵件，推動進出境郵件運輸常

態化運行，疏運受疫情影響積壓的進出境

郵件。

厘務局：BIR分公司表示，它與Megaworld相比擁有關閉令授權
本報訊：馬尼拉-國稅局(BIR)收入區

第 8 B - 南 N C R ( 國 家 首 都 地 區 ) 表 示 ， 它 有

權 根 據 對 出 售 該 公 司 部 分 財 產 的 審 計 對

MegaworldCorporation實施關閉令。

在週五的一份聲明中，BIR表示，本應

于去年5月18日對這家房地產公司進行的執法

活動「得到了國稅局局長簽署的稅收特別命

令的支持」。

它說，「調查涉及對Megaworld出售/

轉讓財產的一次性交易（OneTT）稅收的核

實。」

「儘管Megaworld被認為是BIR國家辦

公室大型納稅人服務機構管轄下的大型納稅

人，但OneTT屬於BIR地區辦事處的管轄範

圍，因為房地產的銷售、轉讓和其他處置的

徵稅地點是物業位于，」它說。

聲明還說，「正在接受調查的房產位于

塔義市的房屋內，顯然屬於上述BIR地區辦事

處的管轄範圍，而不是大納稅人服務機構的

管轄範圍。」

它表示，這家房地產公司「未能遵守稅

法規定的合規和報告要求」。

「不遵守上述要求是關閉的理由，」它

說。

聲明進一步表示，Megaworld已同意遵守

審計，「因此，關閉被擱置」，並且「調查

正在進行中」。

上週三，有關BIR的預定執法活動的消

息傳出後，這家房地產公司發表聲明稱，

「BIR的記錄將證實Megaworld沒有需要任何

執法行動的未清或未付的過去稅負。」

它說，該公司「正在接受BIR總部的大

型納稅人服務部的定期審計，並審查了截至

2022納稅年度的所有納稅申報表，並且該公

司已經支付了所有以前的缺陷評估並按時支

付。由BIR總部批准。」

「Megaworld沒有收到任何得到國稅局

局長正式批准的關閉令，」它表示，但補充

說，它將與BIR合作進行待定的稅務審計。

穩鏈通鏈：上海浦東按下復工復產「加速鍵」
中新社上海5月21日電　隨著上海疫情防

控形勢好轉，製造業和新興產業聚集的浦東

新區，按下了復工復產「加速鍵」。

記者21日從上海市浦東新區科技和經

濟委員會（以下簡稱科經委）獲悉，截至19

日，浦東全區已有超過1100家重點生產企業

復工復產。

保障重點產業生產，是上海穩經濟的重

要任務之一。這其中，在產業鏈中起到「壓

艙石」作用的集成電路製造產業尤為重要。

而在浦東，正聚集了大量集成電路企業。

在位于浦東張江的中芯國際生產車間，

機器仍不停運轉；在疫情期間，有超過5000

名員工一直堅守崗位。為幫助企業克服廠區

和生活區分離帶來的困難，浦東新區提供有

力支持，織密企業安全生產閉環。

作為國內新能源汽車芯片主要供應商之

一，上海積塔半導體臨港廠區在上海施行靜

態管理前，提前做好了各項疫情防控預案，

連續封閉式生產，維持著98%以上的產能正

常運轉。

上海市浦東新區科經委表示，針對集成

電路等特殊行業特點，浦東新區按照「不停

產，輪番采，全覆蓋，點對點，不聚集」的

方式，確保集成電路企業的連續生產。

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浦東聚集了

大量外資企業，而外資企業能否順利復工復

產，關係到全球供應鏈的穩定。

官方數據顯示，目前，浦東新區已有204

家生產類外資企業復工復產，產能達到疫情

前的30%以上。西門子醫療、申美飲料、愷

博座椅等企業產能恢復80%以上，巴斯夫、

莫仕連接器、ABB等企業產能恢復70%。

5月11日，裝載著4767余輛特斯拉電動

汽車的汽車滾裝船從上海南港碼頭出發，駛

往斯洛文尼亞。這是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自

4月19日復工復產之後的首批整船電動汽車

出口。「我們從復工過程中看到了各界應對

挑戰的能力，相信生產很快就可以恢復正

常。」特斯拉全球副總裁陶琳說。

自4月19日復工復產以來，在尚未完全

恢復產能的情況下，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至4

月底已下線1萬輛整車。2022年1到4月，特斯

拉上海超級工廠已經交付逾18萬輛汽車，是

去年同期交付量的1.7倍多，已經超越該工廠

2020年全年交付量。

據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生產製造高級總

監宋鋼介紹，與特斯拉復工同步，上海市內

的許多特斯拉零部件供應商也開始復工，成

為特斯拉供應商夥伴中復工復產比例最大的

區域。

與此同時，位于浙江省內的特斯拉供應

商也在政府指導下積極聯動、保證生產，打

通物流支持特斯拉整車製造。

「汽車是一個產業鏈非常長的行業，特

斯拉的復工也就意味著我們還有很多的供應

商也要隨之復工，才能夠確保我們生產的穩

定和持續地進行。」陶琳表示，為此，特斯

拉整理出了100多家其產業鏈上的供應商提供

給相關部門以尋求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