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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6月23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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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70.79人民幣
　100歐元　　　　　　　　　　　708.75人民幣
　100日元　　　　　　　　　　　4.9326人民幣
　100港元　　　　　　　　　　　85.456人民幣
　100英鎊　　　　　　　　　　　822.01人民幣
　100澳元　　　　　　　　　　　463.52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20.79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83.64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97.8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二年六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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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財政赤字為1468億元
本報訊：財政部（BTr）週四公佈的數

據顯示，菲律賓政府在5月份再次錄得預算赤

字，儘管低于2021年同期的水平。

5月份國家政府預算赤字為1468億元，扭

轉了4月份記錄的預算盈餘49億元。

這也反映出比去年同月記錄的2003億元

下降了26.72％。

年初至今的預算缺口為4587億元，比

2021年同期的5662億元下降18.99％，下降了

1075億元。

本月總收入從2564億元增長18.91％至

3049億元，主要受稅收的推動——厘務局

(BIR)的收入增長17.91％至2166億元和海關局

(BOC)的收入增長36.35％至663億元。

年初至今的收入同比增加了1924億，增

幅為15.46％，至1.437萬億元，其中1.289萬億

元來自稅收和1467億元來自非稅收入。

國庫局本月收入下降28.22％（35億元）

至89億元，使年初至今的收入達到834億元。

來自其他辦事處的收入增長8.35％至104

億元。

推動年初至今收入總額同比增長18.49％

（100億元），至642億元。

本月政府支出為4517億元，比去年同月

的4567億元下降1.10％，下降了50億元。年

初至今的支出總額增長了4.69％至1.895萬億

元。

本金支出下降2.32％（99億元）至4179

億元，而總利息支出增加16 .93％（49億

元），至338億元。

國家政府在5月份錄得1130億元的基本赤

字，不包括支出中的利息支付，比去年下降

34.09％，為584億元。

年初至今的基本預算赤字為2382億元，

比去年同期的3876億元減少了1494億元，降

幅為38.54％。

Villa Excellance Beach and Wave Pool度假酒店
以全新面貌回歸，為大家帶來歡樂的浪潮

本市訊：Villa Excellance Beach and Wave 

Pool度假村坐落在甲美地省丹沙市海岸線

上，占地7公頃，距離馬尼拉和大雅台只有一

個半小時的車程。

它從2000年代末的休閒度假勝地發展到

今天的家庭度假勝地。在疫情期間，隨著旅

遊業遭遇困難，該度假村的故事非但沒有結

束，反而選擇了書寫新的篇章。

利用酒店行業的停工時間，一個新的

管理團隊用創新的概念重新設計了酒店的品

牌。酒店進行了全面的翻新，以滿足客人不

斷變化的偏好，現在的顧客都渴望享受世界

級的水上娛樂活動。

Villa Excellance 首席執行官Carlo Castro 

說：「度假村已經在丹沙和附近的城市建立

了自己的聲譽。」Castro補充說：「我們計劃

我們的設施至擴大4個不同的區域，為我們的

波浪池增添特色，以滿足各種宴會活動的需

要。除此之外，我們還想成為甲美地省第一

個使用先進RFID技術的無現金系統的水上樂

園。」

隨著酒店和度假村行業的復甦，全新

和經過改進的Villa Excellance Beach and Wave 

Pool度假村也重新試業，歡迎客人光臨唯一

的水上公園度假村綜合體。

度假村現在擁有一套完全翻新的宅度假

空間，一個8個游泳池的水上公園。

包括一個波浪池和不同高度的滑水梯，

以及3個餐廳。

以前的簡樸度假小屋由閣樓式和主題住

宿的不同類型的房間所取代，設有可容納10

人的Jacuzzi別墅和豪華別墅，還有高級和標

準的現代房間。

一個充氣水上公園。

這個輕鬆的度假村也招待一日遊的客

人，可以選擇租用分佈在游泳池的周圍或面

向尼拉灣和描沓安山脈的狀麗景色的配有燒

烤架的小屋。

Villa Excellance Beach and Wave Pool度假

村—為大家帶來歡樂的浪潮。

如 需 預 訂 ， 請 致 電

0916.5232802/0998.8405246或發送電郵至

reservations@villaexcellance.com。

合作：創建可持續農業企業的關鍵
本市訊：有限的市場信息和市場准入是

小農戶增加收入的兩大障礙。研究表明，基

層社區的農民往往無法進入有利可圖的增值

市場。由於缺乏基礎設施和服務提供等關鍵

的支援功能，農民難以將其傳統的賴以生計

的農場轉變為可行的面向商業的生產。另一

方面，買方，如批發商，發現很難及時獲得

加工所需的農產品的數量和質量。

由於面臨這一挑戰，SM基金會（SM 

Foundation）與多個政府機構合作，並與SM

發展公司（SM Development Corp. ，簡稱

SMDC）、SM Supermalls和SM Markets等SM

業務部門合作，以確保在新冠疫情期間，在

Kabalikat Sa Kabuhayan（KSK）計劃下的本地

農民有場所出售他們的產品。

通過技術轉讓和產品開發，為KSK的參

與者提供實踐可持續農業技術的培訓，SMFI

與SM的各個業務部門利用合作的力量建立了

農場與市場的聯繫，旨在為農村減貧創造強

大的驅動力。

團隊社會公益
Good Guys Market（好人市場）是在

SMDC資產中設立的一個週末市場，直接將小

規模農民與消費者（公寓居民）聯繫起來。

這一舉措將約2.6萬名小規模農民與消費者直

接聯繫起來。

SMFI與SM Supermalls一起發起了綠巷

（Green Lane）倡議。這家社會企業由KSK農

民的妻子們領導，提供各種各樣的高品質但

價格實惠的室內和景觀植物，滿足每一個愛

好者的喜好。此外，團隊還推出了KSK農民

市集日，為農民提供在全國部分SM購物中心

曝光的機會。

與此同時，SMFI還與SM Markets合作，

為洋蔥種植者開拓市場。通過合作，SMFI建

立了專門的洋蔥「快閃攤位」，為小規模洋

蔥種植者創造了穩定的市場。

數以百萬計的小農民正在尋求提高其農

場生產力和改善其市場表現的方法。現代農

業技術配合市場聯繫，如SM KSK，在改善小

農民及其家庭的生計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

作用。

SM Foundation的Kabalikat Sa Kabuhayan

（KSK）是SMFI關於可持續發展農業的社會

公益項目，旨在通過技術轉讓、產品開發和

農市聯動的可持續發展農業，提高基層社區

菲律濱人的生活水平。迄今為止，該項目已

培訓了來自全國900多個城市／直轄市的2.85

萬多名農民。

通脹壓力上升 

央行再次加息25個基點
本報訊：在貨幣當局注意到價格壓力進

一步延伸至2023年之後，菲律賓央行週四宣

佈將關鍵利率再上調25個基點。

央行行長本杰明·迪向類名諾週四在虛擬

簡報會中說，全球非石油商品價格上漲、國

內魚類供應緊張以及運輸加價請願書預計將

在一段時間內保持國內價格上漲速度。

他說，預計全球復甦將弱于預期，並且

隨著Covid-19感染的增加，可能會重新實施行

動限制，從而抵消這些影響。

他補充說：「「鑒于這些考慮，貨幣

委員會認為，在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和國

內經濟增長面臨強大外部阻力的情況下，政

策利率的後續提高使央行能夠撤回其刺激措

施，同時維護宏觀經濟穩定。」

這是央行繼今年5月央行上調關鍵利率之

後連續第二個月加息，這是為了幫助解決通

脹率上升的問題，同時依靠國內經濟持續復

甦的影響。因此，自2022年6月24日起，央行

的隔夜逆回購(RRP)利率為2.5％，隔夜存款利

率為2％，隔夜貸款利率為3％。

迪奧克諾表示，由他擔任主席的貨幣委

員會「重申支持其他政府機構精心協調的努

力，作為整體政府實施非貨幣干預措施的一

部分，以減輕持續的供應方因素對通脹的影

響。」他補充說：「根據其貨幣政策環境的

持續正常化，央行準備採取一切必要的政策

行動，使通脹在中期內朝著目標一致的路徑

發展，並實現其物價穩定的主要任務。」

央行副行長弗朗西斯科·達基拉在同一次

簡報會上表示，今年最新的平均通脹預測已

從5月的4.6％修正為5％。

到2023年，這個數字現在從3.9％上升到

4.2％，而2024年在政府的2％-4％目標範圍

內，均值為3.3％。

達基拉將這些修正歸因于2022年5月的

通脹率，在上個月超過政府的目標區間4.9％

後，通脹率進一步上升至5.4％；由于燃油

價格持續上漲，政府批准吉普尼臨時上調車

費，2022年6月通脹率預計進一步加速上升。

他表示，由于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

漲以及對國內商品和服務的第二輪影響，預

計今年下半年的平均通脹率為5.6％。

他表示，2022年和2023年的通脹前景都

在向上傾斜，然後在2024年達到平衡。

央行現在預計2022年原油價格平均為每

桶106.3美元，2023年為每桶95.30美元，2024

年為每桶84.10美元。

這高于此前預測的2022年每桶100.04美元

和2023年每桶89.59美元。

他說：「如果迪拜原油價格在2023年平

均跌至每桶90美元，那麼這將是我們預計通

脹將減速回到當年目標範圍內的門檻。」

鑒于這些因素，達基拉表示，未來幾個

月央行的政策利率決定仍將取決于數據，例

如通脹發展及其對國內增長的影響。

他補充說：「在國內經濟活動和勞動力

市場狀況強勁反彈的情況下，與退出貨幣寬

鬆政策相一致，央行已經表示有意繼續減少

由大流行病引發的干預措施。」

審計委員會：
PAGCOR尚未收取

收入為23億元
本報訊：據審計委員會稱，自2021年12

月以來，菲律賓娛樂和博彩公司(PAGCOR)尚

未從菲律賓離岸博彩業務(POGO)獲得價值23

億元的收入。

根據審計委員會主席、州審計員安德裡

亞·多明戈在2022年6月13日發送給律賓娛樂和

博彩公司管理層的信中說，截至2021年底，

計入應收賬款的時間在一年多至五年，POGO

的收入達23.28億元。

審計委員會說：「這個[非收集]違反了

離岸博彩監管手冊（OGRM）第6條第4.C節，

剝奪了PAGCOR可以從中獲得的資金。」

OGRM第6條第4.C節關于監管費用的計

費和收取，關于財務要求、報告和匯款的規

定：「POGO被許可人在每月15日之前結算他

們的賬單。」

審計委員會表示，來自POGO的23億元未

收回收入比去年的餘額增加了8.46179億元，

增幅為57％。

同樣，審計委員會表示，而在一年以內

的應收賬款也有6億元沒有收到 。

但PAGCOR辯稱，收款失敗是其大力打

擊非法在線賭博以及過度熱衷于為政府金庫

增加收款的結果。

PAGCOR表示，他們已於2017年12月與

第三方審計平台服務提供商簽約，以提供準

確且近乎實時的博彩總收入(GGR)數據。

在2018年4月和2018年5月，PAGCOR表

示已根據過去30天的平均收入表現，即平均

GGR乘以監管費用百分比向POGO收取估計

費用，因為這些可疑網站沒有確定的GGR數

量。

PAGCOR表示，這一行動促使受影響的

網絡博彩公司在2018年5月至2019年10月的不

同日期提交抗議信。

它說：「一些受影響的網絡博彩公司部

分支付了部分款項，而一些沒有支付賬單金

額，因此導致未結清餘額。」

此外，PAGCOR表示，在POGO一年多未

支付的23.28億元應收賬款中，有81590.2萬元

受到抗議。這意味著剩餘未收回的15.12億元

已逾期一年多至五年。

審計委員會指出，如此大量的未回收應

收帳款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審計委員會要求PAGCOR評估和

驗證被抗議的應收賬款，並在必要時在國家

博彩公司的賬簿中提供必要的調整；並重新

審視OGRM中相關條款的有效性，以改進監

管費用的徵收。

PEZA和DENR確定
新經濟區開發七塊新用地

本報訊：菲律賓經濟區管理局（PEZA）

和環境與自然資源部（DENR）已確定棉蘭老

島至少七塊新土地作為經濟區發展的可行用

地。PEZA在週四的一份聲明中表示，這些可

用于農工業、農林業、礦產加工和生態旅遊

的土地位于卡拉加地區。

它說，擬議中的四個經濟特區將位于北

阿古桑，南阿古桑、北蘇裡高和南蘇裡高各

一個。

經濟區管理局局長查理朵·普拉薩說：

「我們的目標是恢復曾經的主要木材產業，

並在卡拉加(Caraga)加工成許多其他產品的原

始礦物的利用秩序井然，這裡擁有最大的木

材和採礦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