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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6月21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6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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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68.51人民幣
　100歐元　　　　　　　　　　　　703.27人民幣
　100日元　　　　　　　　　　　　4.9485人民幣
　100港元　　　　　　　　　　　　85.162人民幣
　100英鎊　　　　　　　　　　　　819.19人民幣
　100澳元　　　　　　　　　　　　465.73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23.45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81.54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91.15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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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提供最好的返校優惠
包括折扣和可從參與活動的SM百貨兌換的Adidas代金券

本市訊：這個學年標誌著一個新的開

始，學生們在經歷兩年多後逐漸回到學校，

與同學、朋友和老師見面。當其他學校還在

網上學習時，有一件事是不變的：無論學生

是參加面授課程還是在家學習，台式電腦或

筆記本電腦對學業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

宏碁（Ace）準備以最佳的返校優惠和

高達5000披索的Adidas商品禮券（僅限參與活

動的SM百貨*）。

在2022年8月15日前，凡購買任何符合條

件的Acer產品，可獲得最高2萬披索折扣或參

與活動之SM百貨的Adidas商品禮券。

菲律濱宏碁（Acer Philippines）的總經理

Sue On-Lim說：「我們正在幫助學生和家長

們迎接新學年的到來。這些設備是完美的生

產力工具，旨在為激起每個學生對即將到來

的學年的興奮之心。過去的兩年對學生和他

們的家庭來說是艱難的，這是我們回饋社會

的方式。」

凡購買參與優惠活動的Acer Aspire 3、

Acer Aspire 5和Acer Aspire 7型號可獲得最多

1000披索的折扣和／或最多3000披索的Adida

代金券； 至於參與優惠活動的Acer Swift 3和

Swift 5型號，最多可獲得1000披索折扣及／

或高達5000披索Adidas代金券；以及參與優惠

活動的Acer Vero型號可獲得最多1000披索的

折扣及／或最多5000披索的Adidas代金券。

至於遊戲筆記本電腦，購買Acer Nitro 5

和Acer Nitro 7型號，並獲得高達5000披索的

折扣和／或高達5000披索的Adidas代金券；凡

購買Predator Helios 300，可獲得高達1萬披索

的折扣。

至於消費者和遊戲桌面電腦，凡購買

參與優惠活動的任何Predator Orion 3000和

Predator Orion 5000型號時，可獲得高達2萬披

索的折扣；凡購買參與優惠活動的的Nitro 50

型號，可獲高達5000披索的折扣。

凡購買參與優惠活動的Acer Aspire一體

機、Acer Aspire XC及Acer Aspire TC型號，最

高可享7000披索的折扣。

促銷活動將於2022年6月15日至8月15

日期間進行，包括消費、遊戲和AOpen顯

示器。凡購買參與優惠活動的任何Acer、

Predator和AOpen顯示器，可獲得高達4000披

索的折扣；至於參與優惠活動的Acer投影

儀，可享高達1500披索的折扣。

至於acerpure的冷風機和淨化器系列，

凡購買acerpure cool、acerpure pro和acerpure 

cozy，可獲高達5000披索的折扣。

參與的商店是Acer Concept Stores、Acer 

Authorized Resellers和the Acer Philippines Online 

Store。

顧客必須在購買產品後的一(1)週內完成

認領流程以獲得Adidas代金券，並在https://

warranty.acer.com.ph/　註冊產品保修。如果

產品符合優惠條件，質保網頁將會有一個SM

百貨分店的下拉列表，顧客必須選擇分店換

領點，才能換領代金券。顧客無法更改SM

百貨分店換領點。一旦顧客完成所有的註冊

要求，Acer將在五（5）個工作日內核實其憑

證。電子憑證將在七（7）個工作日後發送到

顧客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

兌換代金券時，顧客必須打印發送到其

電子郵箱中的Adidas代金券，並向他們所選

擇的SM百貨分店出示代金券連同一張政府簽

發的身份證。這些代金券只適用於Adidas的

包包和鞋子，並可在全國參與的SM百貨分店

使用。

流行歌手、Acer大使SB19作為特別嘉賓

出席了在SM亞洲商城舉行的推廣活動，令

他們的粉絲感到高興。這支男子組合演唱了

《Bazinga》、《Mapa》和Acer的歌曲《Live It 

Up》。

有關Acer和其促銷活動的更多信息，請

關注Acer Philippines的社交媒體平台：臉書帳

號@AcerPH，Instagram帳號@AcerPH，推特帳

號@acerphils，或訪問www.acer.com。

*適用的條款和細則

菲央行或連續加息
本報訊：星展集團研究部在其最新的簡

報中表示，菲律賓中央銀行（BSP）可能會

實施「背靠背」政策加息，以緩解我國持續

的通脹上升趨勢。

根據經濟學家蔡漢騰的說法，央行可能

會在6月23日星期四的會議上將政策利率上調

25個基點，並計劃在8月18日再次加息。

研究報告稱：「在放寬病毒限制的情況

下，經濟正在從大流行病中復甦，這意味著

不再需要在大流行病時期採取極端措施。」

它補充說：「央行將熱衷於緩和不斷上

升的通脹預期，以與其價格穩定任務保持一

致，並避免落後於曲線。」

央行上個月自2018年以來首次加息25個

基點，將隔夜逆回購利率提高到2.25％，將

隔夜存款利率提高到1.75％，將隔夜拆借利

率提高到2.75％。

然後通貨膨脹率為5.4％，是自2018年12

月達到5.2％以來三年多來的最高點。相比之

下，4月份為4.9％，去年同月為4.1％。

最新的數字，也連續第二個月高於央行

2％至4％的目標範圍，星展銀行研究認為這

將持續幾個月。

研究報告稱：「然而，國內貨幣緊縮對

解決由全球供應方中斷驅動的輸入性通脹幾

乎無濟於事。」

它指出了菲律賓披索對美元貶值的可能

影響，並指出它正在以大約五年來最快的年

度速度走弱。

菲律賓披索週一觸及54:1的水平，創下

三年多來的最低收盤價。

這歸因於美聯儲的最新言論表明將進一

步加息。

星展銀行表示：「在全球大宗商品價

格上漲之際，披索走弱可能會引發輸入性通

脹，進而引發更高的通脹預期和第二輪影

響，而央行希望遏制這些影響。」

能源部副部長杰拉爾多·埃爾奎薩週一表

示，如果每週上漲繼續，國內燃油價格可能

達到每升100元。

石油公司週一宣佈再次上調油價，反映

出我國連續第三周上漲。迄今為止，燃油價

格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處於上升趨

勢。

加息預期致
菲股披索再次下跌
本報訊：對美聯儲關鍵利率進一步加

息和美國國債收益率修正的預期，週二拉

低了本地股市和披索匯率。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下跌48.75

點，跌幅為0.77％，至6285.19點；而全

股指數下跌19.11點，跌幅為0.56％，至

3368.67點。

當天大部分行業指數也下跌，即服務

業下跌1.12％；控股公司，下跌1.09％；

房地產業，下跌1％；和金融業，下跌

0.50％。

另一方面，工業上漲0.56％，採礦/石

油業上漲0.20％。

成交總量依然清淡，為8.8542億股，

價值39.7億元。

共計94只個股上漲，87只下跌，53只

收盤保持不變。

本地貨幣對美元匯率前一天的54.065

元，收於54.265元。

當天披索開盤於54.10元，略於前一

個交易日的53.80元。

全天披索在54.40元至54.05元之間交

易，平均交易價格為54.207元。

成交額從前一天的10.2億美元增至

13.9億美元。

中華銀行(RCBC)首席經濟學家邁克

爾·裡卡福特表示，本幣週二收於2018年10

月4日以來的最低點，當時收於54.32元。

他在回復菲律賓通訊社的電子郵件問

題時說：「大多數東盟/亞洲貨幣近期表

現疲軟，全球油價和美國國債收益率最近

略有上行修正。」

他說：「影響當日外匯交易的其他因

素包括美聯儲官員的持續鷹派聲明和美聯

儲主席杰羅姆·鮑威爾於2022年6月22日在

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和6月23日美國眾

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的2022年半年度貨幣

政策證詞。」

他說：「（這些證詞將成為）新線索

的來源，特別是在未來美聯儲加息步伐可

能導致經濟放緩甚至衰退，或任何持續的

鷹派信號以抑制通脹和通脹預期。」

菲律賓央行較早前報告，2022年5月

的國際收支逆差達到16.06億美元。

考慮到這些因素，裡卡福特預測披索

的下一個阻力位在54.41元附近，上一次在

這個價位是在2018年10月4日。

5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
在港成功發行

新華社北京6月21日電 中國人民銀行

21日宣佈，當日在香港成功發行50億元人

民幣央行票據。

此次發行受到境外投資者廣泛歡迎，

表明人民幣資產對境外投資者有較強吸引

力，也反映了全球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的信

心。

記者從中國人民銀行瞭解到，此次發

行的50億元6個月期人民幣央行票據，中

標利率為2.3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行、基金等機構

投資者以及國際金融組織踴躍參與認購，

投標總量約為228億元。

因利率上升 央行只授予部份十年期債券
本報訊：在投資者繼續要求更高的收益

率之後，週二國庫局(BTr)部分授予了10年期

國債(T-bond)。

它提供了350億元的債務票據，拍賣委員

會授予了348.92億元，儘管總出價達到672.94

億元。

國債利率從之前的4.831％升至7.145％。

國庫局局長羅莎莉亞·德萊昂表示，對債

務票據的需求仍然強勁，但伴隨著「高昂的

價格」。

她告訴記者：「「市場為美聯儲和菲律

賓央行（BSP）在下一次政策會議上提供的

背靠背加息提供了緩衝，以扼殺通脹。」

自今年3月以來，美聯儲總共將關鍵利率

上調了150個基點，以幫助解決消費者價格指

數(CPI)加速上漲的問題，該指數在今年5月升

至8.6％，為1981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菲律賓央行的關鍵政策利率在今年5月上

調了25個基點，這是自2018年12月以來的首

次上調，也是繼2020年下調200個基點之後的

首次加息，這也是央行與大流行相關措施的

一部分。

央行行長本杰明·迪奧克諾暗示6月23日

可能再次加息，理由是儘管通脹率預計將進

一步上升。

但國內經濟復甦為貨幣當局提供了應對

物價加速上漲的迴旋餘地。

今年5月，國內通貨膨脹率達到5.4％，

這是連續第二個月超過政府設定的到2023年

2％-4％的目標。

杜特地執政期間 

製造業投資達1.1萬億元 外國直接投資達43億美元
本報訊：工商部（DTI）部長拉蒙·羅帛

示表示，杜特地政府在過去六年創造了一個

充滿活力的商業環境，有助於吸引製造業投

資。

羅帛示週二在馬加智市舉行的第七屆製

造業峰會上表示，2016年至2022年期間，製

造業總共批准了1.1萬億元的投資。

同期，製造業領域的約43億美元外國直

接投資(FDI)也進入了我國。

羅帛示補充說，2022年4月該行業的就業

人數為366萬，高於2019年疫情前的365萬員工

的水平。

這也反映了疫情期間的工作損失得到了

恢復。

2020年，製造業就業人數達到319萬人。

隨著經濟的進一步重新開放，製造業產

出有望達到疫情前3.6萬億元的水平。

羅帛示表示，該行業在2021年的產出為

3.55萬億美元。

2022年第一季度，製造業產值達到9,750

億元，是往年所有第一季度的最高產量。

他補充說：「這表明，一旦國內和全球

經濟更好地適應大流行形勢，菲律賓製造業

已準備好回到疫情前的軌道。」

羅帛示表示，杜特地政府還將留下價值

約5000億元的潛在投資，這些投資可在未來

18個月內實現。

五月份國際收支逆差擴大至15個月高位
本報訊：菲律賓央行(BSP)週二公佈的

數據顯示，今年5月我國的國際收支(BOP)

赤字進一步擴大至15個月以來的最高水

平。

央行報告稱，5月份國際收支赤字為

16.06億美元，是自2021年2月20.19億美元

赤字以來的最大赤字。這也高於4月份的赤

字4.15億美元和2021年5月的赤字13.97億美

元。

央行在隨附的聲明中說：「2022年5月

的國際收支赤字主要反映了國家政府從其

在央行的存款中提取外幣以償還其外幣債

務義務並支付其各種支出的流出。」

國庫局(BTr)提供的最新數據顯示，截

至2022年3月，政府的債務規模達到12.763

萬億元，創下歷史新高。

最新的國際收支逆差使年初至今的逆

差達到15.27億美元，扭轉了4月份的順差

7900萬美元，但比去年同期的逆差162.7萬

美元有所收窄。

央行表示：「根據初步數據，這一累

積的國際收支逆差反映了商品貿易逆差，

這部分被個人匯款、國家政府對外借款淨

額、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等流入所抵

消。」截至5月底，外匯儲備總額(GIR)水平

降至1036.5億美元，低於上月底的1054億美

元。

央行表示：「儘管如此，最新的外匯

儲備水平代表了足夠的外部流動性緩衝，

相當於8.7個月的商品進口和服務支出。」

央行表示，最新的外匯儲備總額也約

為我國短期外債（基於原始期限）的7.4倍

和以及剩餘期限外債的4.7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