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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6月22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6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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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71.09人民幣
　100歐元　　　　　　　　　　　　706.22人民幣
　100日元　　　　　　　　　　　　4.9163人民幣
　100港元　　　　　　　　　　　　85.49人民幣
　100英鎊　　　　　　　　　　　　822.77人民幣
　100澳元　　　　　　　　　　　　466.78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23.81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83.89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94.1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二年六月廿二日）

外
匯
市
場
自
由
市
場

開盤

收盤
成交額

54.300

54.470
$1.35B

54.59

7.120

8.200

美元

港元

人民幣

美元兌台幣匯率

紐約黃金期價

29.820元

1838.8美元

實力最強的首都銀行獲消費者選為
菲國新冠疫情時期「最願意幫助」的銀行

本市訊：過去的兩年對大家來說都很艱

難。當形勢變得艱難時，金融機構為了最大

限度地幫助客戶，金融機構保持最強的狀態

有利于他們的最大利益。根據一項覆蓋亞太

地區的領先消費者調查，首都銀行與信託公

司（Metrobank and Trust Co.，簡稱Metrobank）

確實是客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實力和可

靠性的支柱。

在最新的2022年銀行質量消費者零售銀

行調查中，Metrobank被評為菲律濱「新冠疫

情期間最願意幫助的銀行」，在整個亞太地

區排名第10。

進行BankQuality調查的《亞洲銀行家

報》（The Asian Banker）稱，該行最具幫助

的舉措之一是防欺詐。該網站是一個在線平

台，整合了不同類型詐騙信息和避免詐騙的

技巧。在大多數消費者的網上活動增加之

際，Metrobank聯合其他銀行也為這場全行業

打擊欺詐的戰鬥做出貢獻。此外，Metrobank

也是政府和私營機構「Ingat Angat Tayong 

Lahat」運動的積極合作夥伴，在疫情期間幫

助建立消費者信心和倡導增強警惕。

在這個世界經歷轉型的時代，Metrobank

的「您會得到很好的照顧」（ You』re In 

Good Hands）承諾變得更加重要。自疫情開

始以來，該行通過Metrobank基金會和GT基

金會向各種與疫情相關的援助項目共捐贈了

3.46億披索，其中包括針對前線人員的私人

捐助、檢測試劑盒、分子實驗室以及對全國

社區食品互助站的援助。此外，該行通過數

字化加強了以客戶為中心的做法，幫助和指

導客戶適應新常態環境。迄今為止，通過首

都銀行集團發起的疫苗接種計劃，該行98%

的員工已全面接種疫苗。在全國範圍內開展

社區服務的過程中，員工志願精神仍然很

強。

與此同時，在2021年底至2022年初的疫

情末期進行調查期間，《亞洲銀行家》還稱

讚Metrobank是2021年菲律濱「最強大的銀

行」。 Metrobank強勁的資產負債表被認為是

幫助他們獲得這一讚譽的因素。

Metrobank總裁Fabian Dee說：「我們非常

感謝《亞洲銀行家》雜誌對我們的準備工作

和辛勤工作的肯定。我們深感榮幸。」他總

結說：「我們也想把這個獎獻給所有在這個

最困難的時期信任我們的客戶，以及所有確

保我們的客戶得到良好照顧的首都銀行家。

正是因為有了你們，我們才會成為「最強大

銀行」和「最願意幫助的銀行」。」

《2022年銀行質量消費者零售銀行調

查》涉及中國大陸、香港、印度、印尼、馬

來西亞、菲律濱、新加坡、韓國、台灣、泰

國和越南的1.1萬名消費者。

右圖為首都銀行總裁Fabian Dee。

CHERY使其業界領先的保修服務在全新Tiggo 8 Pro系列中更無敵
本市訊：奇瑞汽車（CHERY Auto）的菲

律濱經銷商—聯合亞洲汽車集團公司（United 

Asia Automotive Group Inc.，UAAGI）正在將

其領先行業的保修計劃Premium Preserv提升到

一個新的水平。

CHERY的Premium Preserv為CHERY Tiggo 

2、Tiggo 2 Pro、Tiggo 5X和Tiggo 7 Pro提供

了改變遊戲規則的10年／100萬公里的引擎

保修，提供完整的無壓力無憂的汽車擁有體

驗。這超出了所有CHERY車型的5年／15萬公

里的普通汽車保修期、3年免費預防性維修服

務（PMS）和3年免費路邊援助。

但CHERY Philippines正在為其全新Tiggo 

8 Pro旗艦中型7座SUV提升保修期，其一般保

修期已延長至高達7年／20萬公里（包括發動

機）。這項革新的保修涵蓋了所有的Tiggo 8 

Pro型號：Tiggo 8 Pro 1.6、Tiggo 8 Pro 2.0以及

頂級的Tiggo 8 Pro PHEV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CHERY Tiggo 8 Pro PHEV插電式混合動

力汽車的鋰電池也有8年或15萬公里的保修。

CHERY Auto Philippines／UAAGI總裁

Erroll E. Duenas說：「世界級的質量和可靠性

是每一輛CHERY的標準。我們能夠提供如此

長的保修期，這證明了我們對我們的汽車的

信心。客戶可以期待擁有全新CHERY的絕對

無憂的車主體驗。」

CHERY零部件保證

用真正的CHERY 代工生產（OEM）的

部件保持CHERY汽車的最佳狀態是CHERY 

Premium Preserv的重要組成部分。CHERY 

Philippines在備件庫存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

並將重點放在備件供應上，因此，可以確保

CHERY零部件庫中有PMS零件、快速移動部

件和防撞板

CHERY Auto PH手機應用程式

完善CHERY Premium Preserv的是該品牌

備受讚譽的CHERY Auto PH手機應用程式。

使用CHERY Auto PH手機應用程式，一鍵即

可預訂保修服務、安排CHERY EC手機訪問、

以及購買和預訂CHERY零部件和配件查詢。

CHERY Auto PH可在谷歌Play、iOS應用商店

和華為應用程序庫下載。

廣泛且快速增長的CHERY經銷商網絡

菲國的多品牌經銷商迅速開設CHERY陳

列室和服務中心，證明了他們對這個復興的

中國品牌及其現代、時尚、裝備精良、價格

實惠的SUV的信任和信心，以及CHERY品牌

的強大潛力和其背後的UAAGI團隊的能力。

精 選 的 經 銷 商 配 備 了 C H E R Y  A u t o 

Philippines最高的售後服務，包括零部件、服

務和客戶關係。致電或親臨全國21家CHERY

經銷車行中的任何一家。

目前，CHERY Auto Philippine產品線包

括入門級超小型Tiggo 2和Tiggo 2 Pro，超小

型Tiggo 5x，緊湊型渦輪增壓Tiggo 7，以及頂

級中型7座渦輪增壓Tiggo 8 Pro和Tiggo 8 Pro 

PHEV。

CHERY Tiggo 2 Pro的起價低至82.8萬披

索。

在 社 交 媒 體 上 關 注 C h e r y  A u t o 

Philippines：Chery Auto Philippines （臉書）

和@cheryautophilippines（Instagram），以獲

得更多最新信息。您也可以撥打Chery Auto 

Philippines的全天候熱線電話（0917）552 

4379或發送電子郵件至chery@uaagi.com查詢

更多信息。

ARTA尋求在下屆政府將預算增加三倍
本報訊：反繁文縟節管理局（ARTA）

希望在下一屆政府中將其預算增加三倍，至

少達到8億元。

ARTA局長拉賓德拉納特·奎拉拉週二表

示，該機構需要更高的預算才能在全國建立

更多的外地辦事處。

奎拉拉說，ARTA的目標是最初在全國

開設八個辦事處。

它以使該機構的服務更接近國內其他地

區。

他說：「事實上，我們已經開設了兩個

辦公室，在羅德裡戈·杜特地總統任期結束之

前，我們將開設三個辦公室。」

ARTA最近在碧瑤市開設了北呂宋區域

辦事處，在納卯市開設了東棉蘭老區域辦事

處。

奎拉拉說，位於三寶顏的東棉蘭老島地

區辦事處預計將很快開業。

他說，ARTA計劃在東米沙鄢群島的卡

加延德奧羅、西米沙鄢群島的宿務、邦板牙

省的聖費爾南多，中呂宋地區的克拉克以及

南呂宋島的八打雁，或內湖省設立區域辦事

處。

ARTA今年的預算為2.7億元。

鮑威爾發表證詞前 
菲股披索收盤下跌
本報訊：在美聯儲主席杰羅姆·鮑威

爾週三晚上（馬尼拉時間）在美國國會作

證之前，週三菲律賓股市收盤下跌，披索

匯率也跌至超過16年的低點。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下跌117.19

點，跌幅為1.86％，至6168.00點；而全

股指數下跌40.32點，跌幅為1.20％，至

3328.35點。

房地產在下跌3.57％後跌幅領先於行

業指數。

緊隨其後的是服務業，下跌1.98％；

金融業，下跌1.53％；控股公司，下跌

1.25％；採礦/石油業，下跌0.82％；工

業，下跌0.04％。

成交總量達到9.0548億股，價值42.7

億元。

共計68只個股上漲，48只下跌，115

只收盤保持不變。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

斯·林寧安表示，投資者繼續評估美國的情

況，因為美國股市週一上漲，經濟衰退的

可能性也在上升。

他說：「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投資

者懷疑這次反彈是否會標誌著轉機，尤其

是在沒有明顯消息或催化劑推動它的情況

下。」

在 本 地 方 面 ， 菲 律 賓 中 央 銀 行

（BSP）決策貨幣委員會（MB）將於週四

舉行利率制定會議，人們普遍預計將在今

年5月加息25個基點後將再次加息.

他說，彭博社預測央行將宣佈加息50

個基點，這反映了美聯儲的最新決定。

他補充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即將上任的央行行長費利佩·梅達拉暗示隨

後的緊縮步伐可能是漸進的。」

與 此 同 時 ， 披 索 對 美 元 匯 率 收 於

54.47元，這是自2005年11月21日收於54.74

元以來的最低水平。

當天披索開盤於54.30元，較前一個

交易日的54.10元有所下降。

全天披索在54.635元至54.30元之間交

易，平均交易價格為54.484元。

成交額從週二的13.89億美元降至

13.48億美元。

中華銀行(RCBC)首席經濟學家邁克

爾·裡卡福特表示，本地貨幣貶值，「儘管

全球原油價格最近跌至新的一個月低點，

原因是擔心可能發生的風險。在美聯儲更

加激進的加息/貨幣政策收緊的情況下，美

國經濟可能陷入衰退。」

裡卡福特表示，另一個驅動本地貨幣

市場的因素，包括在央行決策貨幣委員會

(MB)週四的利率制定會議，預期將關鍵利

率至少再加息25個基點。

此前，央行行長本杰明·迪奧克諾暗

示央行將進一步提高關鍵政策利率以幫助

避免通脹。

他表示，國內經濟的持續復甦為貨幣

當局提供了提高關鍵利率的餘地。

裡卡福特表示，綜合指數跌至2021年

5月24日近13個月以來的新低，也導致披

索收盤下跌。

其他因素包括菲律賓央行關於2021年

2月我國國際收支(BOP)頭寸赤字的報告以

及Covid-19病例增加的報告。

他說：「披索匯率現在將部分取決

於明天當地政策利率的預期加息，到目前

為止，儘管美聯儲上周大幅加息0.75個基

點，但迄今為止的信號/一直重申是溫和加

息0.25個基點，而且更多預計美聯儲將在

未來幾個月加息，從而縮小利差，這有利

於美國。」

航空公司計劃到明年員工人數恢復到4000人
本報訊：宿務太平洋航空公司首席執行

官吳詩農週三表示，經濟的重新開放使該航

空公司開始重新招聘，看好該行業的前景。

吳詩農在巴石市奧爾蒂加斯舉行的一場

活動的間隙表示，他們的目標是將其員工人

數恢復到大流行前約4000人的水平。

吳詩農告訴記者：「到明年年初，我們

的員工人數將回到2019年的水平。大約4000

人，不包括輔助服務提供商。」

截至2021年底，該航空公司擁有3046名

全職員工。它還預計到今年年底將有3678名

員工。吳詩農表示，重新招聘的人員將包括

飛行員、機組人員和面向客戶的員工，以及

總部、客戶服務、維護和工程部門的人員。

吳詩農表示，公司將優先讓在大流行期

間被解雇的員工恢復工作。

他補充說：「我們向我們的員工承諾，

我們將優先考慮他們……這就是我們正在努

力做的事情。」

儘管油價上漲，吳詩農也對航空業的前

景持樂觀態度，因為只要旅行者完全接種疫

苗，國內外政府就不再需要進行Covid-19測試

和隔離，從而放寬了旅行限制。

他說：「基本上，整個世界已經在開

放，消除了所有不必要的摩擦成本……政府

法規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們消除了迄今

為止阻礙旅行者的這些成本摩擦，這就是它

回來的原因。」

吳詩農表示，其國內航班「幾乎達到了

Covid-19之前的水平」，而東南亞國家也出現

了增長。他補充說：「我認為，隨著時間的

推移，更大的機會在北亞國家。我們認為日

本將很快開放，明年年初香港有望開放。」

惠譽下調菲預算缺口預測
本報訊：惠譽集團的子公司--惠譽解決

方案已下調菲律賓今年和明年的預算缺口預

測，理由是財政整頓和政府收入可能繼續改

善。

惠譽解決方案在一份日期為6月21日並於

週三發佈的報告中說，預計到2022年，菲律

賓政府的預算赤字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7.5％，在2023年占6.2％。

此前的預測是2022年占GDP的8.1％，

2023年占國內產出的6.7％。

2021年，政府的預算缺口在達到1.67萬

億元，占GDP的8.6％。

該報告稱，其2022年預算赤字占GDP預

測的比例低於政府假設的7.6％，「由於經濟

增長放緩的假設」，而對明年的預測高於經

濟管理者批准的6.1％，「因為我們預計支出

超過官方目標。」

它表示：「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認為菲

律賓在未來幾年仍將逐步進行財政整頓，因

為強勁的收入增長，加上經濟復甦和積極的

稅收改革，可能會抵消擴張性財政支出。」

根據今年6月8日預算部(DBM)發佈的國

家預算備忘錄，預計今年收入將達到3.304

萬億元，高於去年的3.005萬億元，占GDP的

15.2％.

到2023年，收入預計將進一步上升3.632

萬億元。

到2024年達到4.062萬億元，以及到2025

年達到4.548萬億元。

反過來，預計2022年的支出將達到4.954

萬億元。

2023年為5.085萬億元，2024年為5.392萬

億元，2025年為5.723萬億元。

預計這些將導致今年的預算缺口為1.65

萬億元，2023年為1.453萬億元，2024年為

1.329萬億元，2025年為1.174萬億元。

就GDP的份額而言，2024年的預算缺

口約為GDP的5.1％，2023年占國內產出的

4.1％。

報告稱，政府預算赤字持續下降的假設

與即將上任的小馬科斯政府的目標一致.

即到2028年將財政赤字降至GDP的3％左

右。

它說：「然而，我們承認2023年的財

政預測仍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因為馬科斯可

能不會堅持即將卸任的杜特地政府目前的

財政預測，因為他希望為政府的倡議提供資

金。」

惠譽解決方案援引新聞報道援引即將上

任的預算部長阿梅納·潘甘達曼的話稱，即將

上任的經濟團隊將在馬科斯就職後的7月第一

周召開會議。

然後將重新提交預算提案，其中包括新

任政府的優先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