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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6月24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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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70.0人民幣
　100歐元　　　　　　　　　　　　705.22人民幣
　100日元　　　　　　　　　　　　4.9668人民幣
　100港元　　　　　　　　　　　　85.354人民幣
　100英鎊　　　　　　　　　　　　821.87人民幣
　100澳元　　　　　　　　　　　　462.66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21.27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82.19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97.16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二年六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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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一代的丹懷總裁
2022年亞洲最重要的男人之一

本市訊：丹懷（Tanduay）總裁兼首席運

營官陳耀庭（Lucio Tan III）獲《People Asia》

評選為16位2022年重要男性之一。

在這篇題為《命運之人》的文章中，

《People Asia》亞洲版主編Joanne Rae Ramirez

寫道，年輕的陳耀庭「注定要繼承的，不僅

是頭銜，還有作為甲必丹陳永栽之子的責

任。」

陳耀庭在其父親、深受愛戴的陳俊望

（Lucio “Bong” Tan, Jr.）於2019年去世後，

年僅27歲時就在Tanduay擔任總裁。在回到

菲律濱之前，他是美國Lyft的一名軟件工程

師。

他在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獲得電氣工程學位和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

並以最高榮譽畢業。他還獲得了Stanford 

University Frederick E. Terman 獎，該獎項授予

該校排名前5%的工科本科生。

到2020年，疫情席捲全球，多家企業

被迫裁員甚至倒閉。然而，在年輕的陳耀庭

的領導下，過去兩年的表現依然強勁。它的

國際業務甚至擴大了。目前，它的銷售分佈

美國的12個州和關島境內、中國、新加坡、

澳大利亞、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比利時、荷

蘭、德國以及英國，還計劃擴張到加拿大和

哥斯達黎加。

在他的領導下，Tanduay還與美國國家籃

球協會（NBA）的四支頂級球隊簽署了合作

協議，這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家這樣做的菲律

濱公司。這包括與目前的NBA冠軍金州勇士

隊（Golden State Warriors）的合作。和他的父

親一樣，陳耀庭也是一個籃球迷。

作為新合作夥伴的一部分，Tanduay酒吧

去年設在明尼蘇達森林狼的Target Center的主

場、鳳凰城太陽隊的Footprint Center的主場以

及密爾瓦基公鹿的Fiserv Forum的主場。

Tanduay也延續了連勝的勢頭。它連續第

4次獲得《飲料國際》雜誌頒發的世界第一朗

姆酒獎，因為它的銷量超過了其他國家的品

牌。
它在2021年獲得了23項國際大獎。其中

包括連續7次獲得倫敦世界品牌獎的年度品牌
獎。Tanduay還獲紐約國際烈酒大賽評為菲律
濱年度最佳酒廠。

陳耀庭分享說，他喜歡一復一日地做
事，並認識到成功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

他在接受People Asia的採訪時說：「一
切都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我每天所做的每一
件事，我把這看作是對我未來想成為的人的
投票。」

最近，現年29歲的陳耀庭在家族企業
中被賦予了更多責任。在5月4日，Lucio Tan 
(LT) Group董事會任命他為首席運營官。他將
在2023年同時兼任總裁和首席運營官。

陳耀庭也是PAL Holdings, Inc.的副總裁
和MacroAsia Corp.、菲律濱國家銀行、菲律
濱航空公司、Lufthansa Technik Philippines, Inc.
和MacroAsia Properties Development等公司的
董事。陳耀庭分享說，他嚴格遵守的兩項原
則是正直和勤奮——這是他從祖父那裡學來
的。他在採訪時說：「這是你每天行動的總
和、積累，最終取得的成功。」

從他的祖母邱秀敏那裡，他懂得了家庭
的重要性。

他指出：「家庭也是我參與的組織。而
且，作為這些公司的股東，我們對我們的員
工負有義務。」

除了陳耀庭外， People Asia的2022年最

重要男性名單還包括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

奇瑞汽車（Chery）4月銷量創歷史新高
較2021年4月增長143%

本市訊：在消費者品牌認知度大大提高

和疫情改善的推動下，市場信心不斷增長，

菲律濱奇瑞汽車（CHERY Auto Philippines）4

月份的銷量比去年同期增長了一倍多——具

體來說，增長了143%，這是該品牌有史以來

最好的月度銷售數據，該品牌是在2020年3月

嚴格防疫封控措施前4個月才在菲律濱市場推

出。

這些數據反映了該公司受歡迎的跨界車

（crossover）系列的勢頭強勁而且需求仍在增

長，包括小型轎車Tiggo 2 PRO和Tiggo 5x，緊

湊型渦輪增壓型Tiggo 7 PRO，頂級中型7座渦

輪增壓車型Tiggo 8，以及最新推出的Tiggo 8 

PRO。

UAAGI 總裁Erroll Dueñas說：「我們菲

律濱奇瑞汽車（CHERY Auto Philippines），

確保我們以適合的價格提供適合的車型和服

務。」他補充說：「我們提供具有豪華、舒

適和安全功能的超值Tiggo車型，以滿足任何

要求或預算。」

在5月，CHERY推出了全新的CHERY 

Tiggo 8 PRO，並且在薩馬特山舉辦了兩批媒

體試駕活動。Dueñas稱：「我們的預售活動

也受到了市場的歡迎，我們現在很自豪地宣

布，我們的Tiggo 8 PRO車型的全部初始庫存

已經售罄。毋庸置疑，隨著我們旗艦車型的

新庫存的到來，我們預計未來幾個月的銷售

增長速度會更快。」

Tiggo 8 PRO擁有全套先進的駕駛員輔助

系統（ADAS），包括12項功能，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安全性，分別是：盲點檢測、自動

緊急剎車、開門警告、前方碰撞警告、自動

適應巡航控制 、車道保持輔助、交通堵塞

輔助、集成式巡航輔助、智能車前燈控制、

車道偏離警告系統、倒車警示和限速標誌識

別。它擁有強大而省油的汽油發動機（Tiggo 

8 Pro 1.6 Turbo為195馬力，Tiggo 8 Pro PHEV的

汽油發動機和電機加在一起為320馬力）。

與此同時，入門級但功能豐富的Tiggo 

2 PRO超小型跨界車引領了CHERY的銷量。

Tiggo 2 PRO的價格可以低至82.8萬披索。

更高級的是規格更高的Tiggo 5x超小型跨

界車，它採用了Tiggo 2 PRO的傳動系統，也

有手動（82.8萬披索）和自動（87披索）兩個

款式。配備天窗和一系列舒適和方便的功能

的暢銷車型—Tiggo 5x Luxury的零售價格為98

萬披索。CHERY為Tiggo 5x推出了父親節促銷

活動，在6月30日之前，該款車的零售價將再

減5000披索。

稍高一點的是緊湊型的歐洲風格的Tiggo 

7 Pro，配備了強大而高效的1.5升VVT渦輪增

壓發動機，並配有自動變速箱。零售價低至

1,208,000披索。

C H E R Y 的 快 速 增 長 的 其 他 因 素 是 該

品牌的領先行內的保修和預防性維護服務

（PMS）計劃，CHERY Premium Preserv提供

領先同行的10年／100萬公里發動機保修，

5年一般保修（新Tiggo 8 PRO為7年一般保

修)，以及3年的免費全面預防性維護服務

（PMS）！

然而，CHERY的銷售快速增長的更多原

因是，CHERY的銀行合作夥伴提供了具吸引

力、低預算的汽車貸款套餐，CHERY的EC移

動到家服務，以及越來越多的買家希望購買

價格合理但裝備齊全的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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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更多最新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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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將確保充足的食品供應 

以管理通貨膨脹
本報訊：工商部部長拉蒙·羅帛示表示，

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改善國內市場的食品供

應，以應對商品價格的上漲。

羅帛示週五在菲律賓駐紐約總領事館在

線論壇上表示，確保食品供應充足是政府緩

解通脹的戰略。

「就我們而言，我們無法控制油價。」

他說，「我們能做的是支持我們的農業部

門。任何形式的支持，如機械，將它們機械

化以提高生產力；化肥，以及為我們的農民

和漁民提供的其他支持計劃。」

在支持國內農業部門提高生產力的同

時，羅帛示表示，放寬進口規則以增加國內

市場的產品供應，這也是近期的關鍵解決方

案。

羅帛示補充說：「進口在我們國家是一

個大問題。許多生產商反對這一點。但請記

住，在價格上漲的問題上，政府的首要任務

是提供可用的食品供應，

並且價格不會進一步上漲，因為我們正

在養活1.1億菲律賓人。」

他說，為確保進口有助于緩解通貨膨

脹，應放寬關稅和非關稅壁壘。

這些措施包括降低或取消進口關稅以及

促進貿易自由流動的措施。

這位即將離任的工商部負責人補充說，

這些舉措使我國5月份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

5％的水平，而美國同月的通貨膨脹率為

8.6％。

羅帛示表示，全球通脹率加快主要是

由于烏俄戰爭期間油價上漲，這也影響了小

麥、玉米和化肥等其他商品的全球貿易。

荷蘭國際銀行將在年底前

退出國內零售銀行市場
本報訊：總部位于荷蘭的荷蘭國際

銀行（ING）將在今年年底前關閉其在

菲律賓的零售銀行服務。

該銀行在週五的一份聲明中表示，

其在菲律賓的零售業務旨在作為更廣泛

的亞洲零售銀行計劃的基礎，但「過去

幾年不確定的全球宏觀形勢導致銀行決

定不將活動擴展到其他國家，這意

味著必須重新評估菲律賓的零售業務作

為獨立業務的可擴展性。」

但是，它澄清說，其批發銀行業務

和全球共享服務業務將繼續進行。

荷蘭國際銀行菲律賓國家負責人兼

執行董事漢斯·西卡特在一份聲明中說：

「銀行將繼續投資發展我們的批發銀行

業務，以加強我們在國內的地位，我們

計劃增加對可持續金融的關注。」

他補充說：「我們的高調招聘是朝

著這個方向邁出的一步。我們希望利用

可再生能源、技術、媒體和電信、基礎

設施和金融機構等各個領域的增長前景

。」

銀行管理層表示，將很快通知其零

售客戶計劃中的退出，並向他們保證他

們的資金將保持安全，並且他們仍然可

以隨時使用這些資金。

荷蘭國際銀行于2018年底開始在

我國開展零售銀行業務。目前擁有超過

380,000名客戶，擁有儲蓄賬戶、活期賬

戶和消費貸款。

黑土地保護法
8月1日起施行

新華社北京6月24日電 十三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五次會議24日表決通

過了黑土地保護法，將于2022年8月1日

起施行。

作為「小快靈」立法的成功實踐，

黑土地保護法不分章，共三十八條，從

內容上看包括立法目的、適用範圍、保

護要求和原則、政府責任和協調機制、

制定規劃、資源調查和監測、科技支

撐、數量保護措施、質量提升措施、農

業生產經營者的責任、資金保障、獎補

措施、考核與監督、法律責任與追究以

及與林草濕地等相關法律的銜接。

根據本法，黑土地是指黑龍江省、

吉林省、遼寧省、內蒙古自治區的相關

區域範圍內具有黑色或者暗黑色腐殖質

表土層，性狀好、肥力高的耕地。國務

院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會同自然資源、水

行政等有關部門，綜合考慮黑土地開墾

歷史和利用現狀等，按照最有利于全面

保護、綜合治理和系統修復的原則，科

學合理確定黑土地保護範圍並適時調

整。歷史上屬於黑土地的，除確無法修

復的外，原則上都應列入黑土地保護範

圍進行修恢復。

本法明確，國家實行科學、有效

的黑土地保護政策。保障黑土地保護財

政投入，綜合採取工程、農藝、農機、

生物等措施，保護黑土地的優良生產能

力，確保黑土地總量不減少、功能不退

化、質量有提升、產能可持續。

菲股止跌回升 披索匯率跌至近55元水平
本報訊：經過幾天的虧損交易後，週五

菲律賓股市收盤止跌回升，但披索對美元匯

率持續疲軟，幾乎觸及54元水平。

本 地 股 市 綜 合 指 數 截 至 收 盤 時 大 漲

152.33點，漲幅為2.51％，至6217.56點；而

全股指數上漲52.90點，漲幅為1.61％，至

3337.63點。當天大部分行業指數也上漲，分

別是房地產業，上漲3.81％；控股公司，上

漲3.34％；金融業，上漲2％；服務業，上漲

1.23％；工業，上漲0.47％。

當天只有採礦/石油業指數下跌0.75％。

成交總量為6.04億股，價值45.3億元。

共計112只個股上漲，62只下跌，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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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場繼續評估經濟衰退的

可能性，菲律賓股市上漲，本周收盤走強，

這得益于收益率下滑。」

他表示，投資者將密切關注最新的經濟

數據，以應對經濟衰退的擔憂。

推動市場情緒的報告包括新房銷售和將

于當天晚些時候發佈的密歇根大學最終消費

者信心指數。

他說：「後者對投資者來說可能特別重

要，因為美聯儲主席杰羅姆·鮑威爾表示，初

步讀數意外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央行本月早些

時候將基準利率上調75個基點。」

另一方面，披索對美元從前一天的收盤

價54.70元，進一步貶值至54.985元。

當天披索開盤于54.65元，較前一個交易

日的54.40元大幅下跌。

全天披索在54.999元至54.60元之間交

易，平均交易價格達到54.839元。

成交總量達到14億美元，高于前一天的

10.6億美元。

中華銀行(RCBC)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裡

卡福特在一份報告中表示，披索仍在下滑至

逾16年低點，並收于2005年10月27日以來的

最低點，當時它收盤于55.08元。

他部分將此歸因于週四菲律賓中央銀行

（BSP）將關鍵利率在今年第二次上調25個基

點，貨幣當局表示，這是為了解決通脹率上

升的問題，並且是大流行病撤出的一部分相

關措施。

他表示，菲律賓央行和美聯儲進一步加

息的跡象「增加了美元相對于其他主要全球

/亞洲貨幣的吸引力，短期美國利率回報較

高，從而導致最近美元對主要全球/亞洲/東盟

貨幣走強。」

他預測披索/美元的下一個阻力位為55.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