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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6月17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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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7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69.23人民幣
　100歐元705.82人民幣
　100日元5.0471人民幣
　100港元85.255人民幣
　100英鎊826.2人民幣
　100澳元471.1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425.37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483.78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692.26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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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zuki Philippines在納卯市SM Lanang舉辦汽車節
本市訊：鈴木菲律濱（Suzuki Philippines 

Inc.，簡稱SPH）是菲國首屈一指的小型汽車

經銷商，將於2022年6月18日至19日上午11點

至晚上9點在納卯市SM Lanang的中庭，舉辦

汽車節虛擬路。

鈴木汽車（Suzuki Automobile）總經理

Norihide Takei說：「Suzuki團隊非常激動，終

於再次在路上展示了自己的產品。畢竟，道

路正是Suzuki品牌的歸屬之地！」

為期兩天的周末汽車節活動包括Suzuki

童軍區、展位遊戲的全通行證以及為汽車節

與會者提供的獨家獎勵——包括以下Suzuki車

型的獨家促銷折扣——Dzire、Ertiga、XL7和

S- Presso等等。

如果有興趣參觀車展的人無法親自到車

展現場，我們鼓勵他們在網上傳播消息。

同時Suzuki的臉書頁面上同步觀看車展

直播。

欲 了 解 更 多 信 息 ， 請 訪 問 全 國 7 4 家

Suzuki Auto授權經銷商中的任何一家，或訪

問http://suzuki.com.ph/auto/。關於Suzuki的每

日最新消息，請點讚Suzuki Auto Ph的臉書

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SuzukiAutoPh，

關注他們的推特帳號 ht tps : / / twi t t e r . com/

SuzukiAutoPh和Instagram 帳號@suzukiautoph。

截至3月底

菲律賓外債與GDP的比率處於「審慎水平」
本報訊：菲律賓央行週五表示，菲律賓

的外債相對於經濟規模仍處於可控水平。

央行行長本杰明·迪奧克諾在一份聲明中

表示，截至2022年3月，我國未償外債(EDT)

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為27.5％。

迪奧克諾說：「與其他東盟成員國相

比，這一比例仍然是最低的之一。」

「低水平的外債與GDP的比率，表明我

國在服務外國借款方面的持續強勢地位。」

央行負責人表示，其他關鍵外債指標也

保持在審慎水平。

特別是，截至2022年3月，我國的國際儲

備總額(GIR)為1073億美元，這是衡量一個國

家解決進口付款和償還外債的能力。這個數

字，相當於基於原始期限的短期(ST)債務的

7.7倍。

我國的償債率(DSR)也從去年同期的

14.3％下降至4.1％，原因是預定的還款額較

低且收入較高。

償債率將本金和利息支付（償債負擔）

與貨物出口以及服務收入和原始收入聯繫起

來，是衡量國家外匯(FX)收入是否足以滿足

到期債務的標準。

截至2022年3月底，外債（指菲律賓居

民從非居民的所有類型的借款）達到1098

億美元，比2021年12月底的1064億美元增長

3.1％，增加了33億美元。

迪奧克諾說：「2022年第一季度債務水

平的上升是由於淨撥款35億美元，主要來自

國家政府(NG)和私人非銀行機構。」

政府從官方債權人那裡籌集了23億美

元，用於資助其COVID-19大流行病應對計劃

和基礎設施項目，並通過其2022年商業借款

計劃下的全球債券發行籌集了23億美元。

最近的發行包括首次發行國家政府的可

持續發展債券，該債券旨在資助氣候變化減

緩和適應項目等。

與此同時，非銀行私營部門借款人尋求

總額為9.95億美元的外部信貸，主要是為了增

加他們的營運資金和資助他們的項目。

從 期 限 上 看 ， 我 國 外 債 仍 以 中 長 期

（MLT）債券，即原期限大於一年的外債為

主，占比87.2％。

短期債務，即原始期限不超過一年的債

務，占債務存量的12.8％，包括銀行負債、貿

易信貸等。公共部門外債從2021年12月末的

639億美元增至2022年3月末的674億美元，即

增加34億美元。其中約588億美元，87.3％的

公共部門債務是國家政府借款，而剩餘的85

億美元與政府擁有和控制的公司、政府金融

機構和央行的貸款有關。

私營部門債務從2021年底的425億美元小

幅下降至2022年3月底的424億美元，其占總

債務的份額同樣從39.9％下降至38.6％。

私營部門債務收縮是由於銀行報告的負

債減少了20億美元，以及居民對離岸發行的

菲律賓債務票據的投資增加了6.63億美元。

主要債權國是日本（145億美元）、英國

（37億美元）和荷蘭（29億美元）。

來自官方來源的貸款——多邊和雙邊

債權人——占未償債務總額的最大份額，

為37.8％；其次是債券/票據形式的借款，占

34.6％；對外國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債務占

21.5％。

剩下的6.1％是欠其他債權人的，主要是

供應商或出口商。

在貨幣組合方面，我國的債務存量主要

以美元計價，為55.4％；日元債務占9.2％。

來自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多幣種

貸款占總額的20.8％。

剩餘14.7％的債務存量涉及其他14種貨

幣，包括歐元、菲律賓披索和特別提款權。

公務員保險署：
2021年1月至2022年5月發放2210億元貸款
本報訊：公務員保險署（GSIS）週四表

示，在2021年1月至2022年5月15日期間，它

向全國138萬活躍成員和養老金領取者發放了

總計2210億元的貸款。

公務員保險署週五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從2021年1月到2022年5月15日，在發放的貸

款總額中，1650億元屬於多用途貸款(MPL)，

共有468,872名借款人受益。

它說，多用途貸款旨在幫助活躍的成

員，特別是那些已達到借貸限額且無法償還

貸款的成員。

多用途貸款合併成員的現有貸款並免除

違約貸款賬戶的附加費。

公務員保險署總裁兼總經理羅蘭多·馬薩

埃說：「我們在Ginhawa for All福利包下推出

了幾個計劃，以在我們的會員和養老金領取

者最需要的時候提供經濟援助。」

4月，公務員保險署通過推出多用途貸

款+（MPL Plus）推出了增強型多用途貸款計

劃。

根據MPL Plus，會員最多可申請其基本

月薪的14倍，但不得超過500萬元，具體取決

於他們的社保費繳納情況。

貸款利率低至7％，期限延長至10年。

與此同時，根據另一個貸款產品，計算

機貸款計劃，公務員保險署表示已向253,481

名借款人支付了76億元的總收益。這是一個

貸款窗口，向GSIS成員提供30000元的援助，

幫助他們購買計算機，用於居家辦公或孩子

的在線課程。

計算機貸款須於三年內償還，年利率為

6％。

今年，公務員保險署將該計劃的實施再

延長三個月（或至2022年6月），為156萬合

格成員提供更多時間來利用貸款。

公務員保險署補充說，從2021年至2022

年5月15日，它還根據GSIS經濟援助貸款

(GFAL)計劃處理了總共64,381份申請，支付

總額為278億元。

GFAL是一種餘額轉移工具，旨在使

GSIS成員能夠以更低的利率和更長的付款期

限與其他貸款機構結清未償還的貸款餘額。

通過GFAL計劃，養老基金旨在提高

GSIS成員的財務能力，使他們免於債務束

縛。除了多用途貸款、計算機貸款以及GFAL

和GFAL教育貸款外，公務員保險署還提供定

期保單貸款和緊急貸款。

從2021年1月至2022年5月15日，它向

355,956名政策貸款借款人發放了88元索，向

165,352名緊急貸款借款人發放了55.19億元。

保單貸款是一項計劃，會員可以從他們

的GSIS人壽保險單中受益。

貸款利率為8％，可以通過每月攤銷或

從會員現有的人壽保險合同中扣除。

另一方面，緊急貸款旨在在自然災害和

災難發生時幫助政府僱員以及老年和殘疾養

老金領取者。

從2021年到2022年5月15日，該養老基金

還通過GFAL教育貸款計劃向1,504名成員發放

了1.75億元。

養老基金表示，鑒於大流行病的經濟影

響，該計劃是GSIS對政府呼籲為教育提供信

貸支持的回應。

這是一項先學習後付款的貸款計劃，旨

在為活躍的GSIS成員的子女或親屬提供大學

教育。

每學年可借的最高金額為100000元，包

括學費和其他學費。利率僅為8％。

每名GSIS成員最多可以提名兩名學生受

益人。

與此同時，在2021年1月至2022年5月15

日期間，根據增強型養老金貸款計劃，共有

56110名養老金領取者從公務員保險署領取了

46億元。

另外7,903名養老金領取者從GSIS同期支

付的2.04億元中獲得了養老金領取者緊急貸

款。

公務員保險署甚至為不活躍的成員提供

了重組貸款的機會。

根據債務重組和償還計劃（PRRD），

公務員保險署表示已向1,498名非活躍成員

釋放了總計2.03億元。PRRD是一項一次性的

寬恕和重組計劃，針對未償還貸款的不活躍

GSIS成員。

已經退出政府服務且在經濟上無法全

額償還未償還貸款餘額的GSIS成員可以申請

PRRD。

2022年國際收支逆差
央行預計進一步擴大

本報訊：考慮到可能阻礙全球增

長的各種外部風險，菲律賓中央銀行

（BSP）預計，今年我國的國際收支

（BOP）將出現比今年早些時候預測的

更大的赤字。

國際收支平衡表包括菲律賓在特定

時期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交易。

盈餘意味著更多的資金進入我國，

而赤字意味著更多的資金離開。

央 行 表 示 ， 預 計 2 0 2 2 年 國 際 收

支赤字為63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

的-1.5％。

最新的國際收支缺口預測比央行早

前在3月份預測的今年43億美元的缺口

更大。

央行說：「最新的國際收支預測集

包含了最新的可用數據以及最近的新興

發展。」

央行稱，隨著俄烏衝突升級及其國

際影響，全球增長前景被下調，最明顯

的是食品和燃料價格上漲以及中國經濟

預期放緩，這也可能對貿易前景造成壓

力。

它表示：「與此同時，在美國和

其他主要經濟體突然貨幣政策正常化之

後，資本流動可能特別不穩定。」

儘管如此，菲律賓央行表示，儘管

存在外部挑戰，但菲律賓持續強勁的宏

觀經濟基本面以及一系列有利於商業的

立法「預計將成為投資流入我國的主要

拉動因素。」

央行指出：「關於外國直接投資和

業務流程外包收入的最新預測繼續指向

強勁的擴張。」

2022年第一季度，我國國際收支順

差4.95億美元，扭轉了去年同期28億美

元的逆差。

央行預計2023年的國際收支赤字為

26億美元，與3月份的預測持平。

然而，它表示，應對COVID-19危機

遺留問題、俄烏衝突以及全球金融緊縮

的挑戰繼續抑制我國明年對外部門的前

景。

它表示：「儘管預計全球經濟將在

2023年保持復甦勢頭，但不斷增加的不

確定性繼續削弱對外部需求持續回升的

預期。」

它補充說：「因此，今年注意到的

同樣積極的國內考慮可能仍然是支持明

年資金流入的主要拉動因素。更重要的

是，結構性改革的持續立法以及商業和

投資授權法律的實施被認為將進一步增

強貿易和投資的可行性。」

央行表示，它繼續強調預測的局

限性，特別是考慮到外部挑戰的持續增

加。

商務部：

世貿組織第12屆部長級會議的成功
標誌多邊主義一次關鍵而重要的勝利

新華社北京6月17日電 記者17日從商務

部獲悉，世界貿易組織第12屆部長級會議

（MC12）于12日至17日在瑞士日內瓦成功舉

行，會議取得多項成果。商務部表示，在全

球動盪時期、多邊貿易體製麵臨嚴峻挑戰的

困難時刻，MC12的成功標誌著多邊主義一

次關鍵而重要的勝利，充分展示了世貿組織

成員的團結協作和共克時艱的決心，進一步

提振國際社會對多邊貿易體制的信心，為應

對全球挑戰、世界經濟復甦注入一股強勁暖

流。

據介紹，會期由原定的四天延長至六

天，經過多輪密集談判和成員各方激烈交

鋒，最終取得「1+4」成果。「1」即發佈

《MC12成果文件》，各方重申加強以世貿組

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推進世貿組織必

要改革。「4」包括：一是《關于〈與貿易有

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部長決定》和《關于

世貿組織新冠肺炎疫情應對和未來疫情應對

準備的部長宣言》，幫助發展中成員提高新

冠肺炎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推動構建

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推動疫後經濟復甦；

二是《漁業補貼協定》，這是世貿組織過

去9年達成的首份多邊協定，為實現聯合國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作出重要貢獻；三是

《關于緊急應對糧食安全問題的部長宣言》

和《關于世界糧食計劃署購糧免除出口禁止

或限制的部長決定》，維護自由開放的農產

品貿易環境，增強全球糧食和農業市場的韌

性；四是《關于電子商務的工作計劃》，將

電子傳輸臨時免征關稅的做法延續到下一屆

部長級會議。

商務部部長王文濤率團出席會議，農業

農村部副部長馬有祥、中國常駐世貿組織代

表團大使李成鋼參加。會議期間，中國代表

團全程參與各議題磋商，推動相關議題達成

協議。中國代表團的積極態度、專業素養和

建設性作用，得到了世貿組織總幹事伊維拉

和與會各方的高度評價和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