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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6月28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6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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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69.3人民幣
100歐元
707.94人民幣
100日元
4.9434人民幣
100港元
85.305人民幣
100英鎊
821.01人民幣
100澳元
463.26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21.38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83.08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699.86人民幣

財政部和國電修復阿古斯－普蘭吉發電廠
本報訊：財政部（DOF）現在正在協調
電力部門資產和負債管理公司（PSALM）和
國家電力公司（NPC）就估計的167.1億元修
復的資金推出和實施的擬議安排有數十年歷
史的棉蘭老島阿古斯-普蘭吉水電站綜合樞紐
(APHPC)項目。
根據擬議的協議備忘錄(MOA)，財政部
將是修復項目的主要執行機構、貸款借款人
和預算持有人以及貸款借款人。
電力部門資產和負債管理公司
（PSALM）和國家電力公司（NPC）分別作

為阿古斯-普蘭吉水電站綜合樞紐(APHPC)的
所有者和運營商，都將作為實施單位。
國家電力公司項目負責人、高級副總裁
梅爾喬·裡杜爾姆在提交財政部長卡洛斯·多明
戈斯三世的報告中說，該項目分為兩期，第
一期涉及阿古斯第四、第五、第六發電廠的
修復，預計總額定容量為417.1兆瓦。
裡杜爾姆表示，第二期將修復阿古斯第
一、第二和普蘭吉第四發電廠，總額定容量
將達到515兆瓦。
裡杜爾姆說：」項目第一期的系列項

目已經在等待國家經濟發展署的批准，並且
財政部正在審查擬議貸款安排的協議備忘
錄。」
在阿古斯-普蘭吉水電站綜合樞紐1001
兆瓦裝機容量中，目前只有600至700兆瓦可
用，部分原因是其設備老化的限制。
裡杜爾姆表示，根據世界銀行(WB)的
一項研究，項目第一期的成本估計為101.9億
元，而第二期的成本約為65.2億元。
裡杜爾姆說，阿古斯-普蘭吉水電站綜合
樞紐的修復是羅德裡戈·杜特地總統的主要項

目之一，將移交給下一屆政府。
阿古斯-普蘭吉水電站綜合樞紐的修復不
僅旨在確保棉蘭老島電力供應的可靠性，還
旨在加速我國向清潔能源的轉變。
阿古斯-普蘭吉水電站綜合樞紐由七個主
要是徑流式水電站組成，總裝機容量為1001
兆瓦。七座水電站中有六座位于阿古斯河沿
岸，這條河從拉瑙湖流向伊利甘灣，全長36.5
公里。
第七個水電站是位于布基農省普朗伊河
上的普朗伊4號水電站。

屈臣氏不斷鼓勵顧客減少碳足跡 以應對氣候變化

InLife第一季度
個人索賠超過6億披索
本市訊：在今年的首三個月，Insular Life
（InLife）指出，死亡索賠的個案下降，激起
了菲國最終擺脫大疫情的希望。
InLife總裁兼首席執行官Raoul Antonio E.
Littaua報告稱，第一季度個人索賠額達6.82億
披索，主要是到期的福利和儲蓄險金。
在這一數額中，個人死亡索賠佔543份
保單，共2.065億披索。在第一季度給付的所
有索賠中，261起與新冠肺炎相關，229起死
亡索賠金額為9440萬披索，比2021年同期下
降了7%。
Littaua在新聞發布會中表示：「儘管由
於奧密克戎毒株造成的感染，在1月份達到高
峰，但InLife錄得的與新冠肺炎相關死亡索賠
較少。然而，我們仍然保持警惕，遵守所有
安全規程，但同時，我們仍然希望情況會好
轉。」
根據2020年和2021年的數據，InLife的新
冠肺炎相關索賠給付佔行業約9%。
Littaua還指出，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
（GDP）達到8.3%，這是令人鼓舞的復甦跡
象。
Litttaua說：「儘管1月份實施了封鎖，但
經濟仍在好轉，失業率下降，菲外勞的穩定
匯款支持消費支出向前發展。」

在線市場
將合作社產品帶到全球
本報訊：合作發展局(CDA)推出了Co-op
Biz，這是一個合作發展局（CDA）註冊合作
社的在線市場，旨在將當地合作社的產品推
向全球市場。
Coopbiz.ph從週二開始上線，接待來自
全國不同地區的70個商業合作社，銷售家庭
生活、服裝、配飾和箱包等類別的產品。
在計順市推出Co-op Biz期間，CDA主席
約瑟夫·恩卡波表示，該計劃旨在通過在全國
和全球範圍內引進合作社的產品來推動合作
社的發展。恩卡波說：「CDA剛剛進入全球
化時代，儘管全球化始于幾十年前，但對我
來說，我們趕上來還為時不晚......我們不僅在
談論區域方法或企業參與，而且我們希望看
到合作社做他們的市場，在全球範圍內開展
他們的業務。」

披索匯價

本市訊：在2021年，屈臣氏（A.S.
Watson）重申了減少業務對環境影響的承
諾，並宣布了加快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貢獻
的新目標。
菲律濱屈臣氏（Watsons Philippines）首
次舉辦了名為「為地球做好事」（Do Good
For the Planet）的面對面可持續發展活動，邀
請嘉賓講述減少碳足跡是為地球做好事的一
種方式。
Watsons的公共關係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主
任Viki Encarnacion說：「Watsons認可顧客選
擇更可持續的產品和更環保的生活方式。我
們正在繼續這一可持續發展的旅程，並通過
討論如何減少我們個人的碳足跡而使之個人
化。」
碳足跡是指我們的行為產生的溫室氣
體總量，包括二氧化碳和甲烷。這是我們對
地球的總體影響以及它是如何導致全球變暖
的。增加我們碳足蹟的活動包括旅行、能源
消耗、飲食和購物習慣。
在「為地球做好事」活動中，Watsons邀
請了ClimatePartner的Jack Warren、社會和有良
知的企業家Rizza Lana Sebastian和有組織資源
分配社區組織的Cat Trivino來幫助媒體嘉賓理
解什麼是碳足跡，以及為什麼我們應該一直
關注碳足跡。
ClimatePartner是一家全球解決方案合作
夥伴，與企業和個人客戶合作計算和減少碳
排放，並抵消未減少的排放。
Warren說：「為了解決氣候變化問題，
我們排放的二氧化碳不應該超過我們可以抵
消的量，這就是所謂的碳中和。你可以通過
吃更多的綠色蔬菜而不是肉類，精明地使用
電力，步行、使用自行車或拼車，乘坐經濟
艙而不是商務艙或頭等艙來減少碳排放。」

外匯市場 自 由 市 場

54.830
54.770
$1.653B
54.92
7.160
港元
人民幣
8.250

29.680元
紐約黃金期價 1824.8美元

美元兌台幣匯率

作出貢獻。」
Watsons的可持續發展計劃鼓勵顧客為地
球做點好事，選擇有更好成分的產品，盡可
能選擇補充包產品，選擇乾淨的美容產品，
選擇包裝更好的產品，以便重複使用。
Watsons在全國900多家門店和網上渠道
有超過1200種可持續選擇產品。
有關Watsons可持續發展計劃的更多
信息，請訪問Watsons可持續選擇http://
interactive.watsons.com.ph/sustainablechoices，
並在臉書上關注Watsons，在Instagram
上關注@WatsonsPH，在Tiktok上關注
@watsonsphilippines。

冒險情緒提振菲股和披索
本報訊：在美國發佈幾份經濟報告後，
風險偏好情緒主導市場，週二本地股市繼續
上漲，而披索在貶值數日後保持穩定。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上漲106.59
點，漲幅為1.71％，至6345.41點；而全股指
數上漲48.21點，漲幅為1.44％，至3400.68
點。大部分行業指數在當天也上漲，以服
務業為首，上漲3.32％；採礦/石油業，上漲
2.97％；房地產業，上漲2.16％；工業，上漲
1.63％；和控股公司，上漲1.42％。
只有金融業指數下跌0.29％。

成交量較為稀少，為8.4709億股，價值
75億元。
共計121只個股上漲，70只下跌，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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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強于預期的耐用品數據與
經濟放緩可能限制美聯儲加息幅度的預期，
投資者繼續在菲律賓市場全面買入。」
林寧安稱，今年5月美國耐用品訂單增
長0.7％，高于市場普遍預測的增長0.2％。
此外，他說，在經歷了六個月的下滑

之後，今年5月的待售房屋銷售量反彈了
0.7％。
與此同時，披索對美元在週一觸及55元
水平後繼續站穩腳跟。
當天最終收盤于54.77元，比前一個交易
日的54.78元有所改善。
當天披索開盤于54.83元，全天在54.88元
至54.64元之間交易；平均交易價格為54.757
元。
成交額從前一個交易日的11.8億美元增
至16.5億美元。

PCCI：更多立法改革以促進國內互聯網服務
本報訊：菲律賓工商會（PCCI）再次呼
籲通過更多的立法改革，為我國提供更好的
互聯網服務。
菲律賓工商總會會長張孚超(George
Barcelon)在週二的網絡研討會上指出，諸如
《數據傳輸開放訪問法》、《農村有線連接
發展法》、《頻譜管理法》、《更好的互聯
網法》和《衛星技術促進法》等立法措施可
以促進改善我國的互聯網連接。
他說：「通過這些優先改革，我們最終
可以解決法律障礙和過時的互聯網法律，這
些法律阻礙了我國在信息和通信技術（ICT）
領域與東盟鄰國保持同步的能力。」

張孚超補充說，根據Ookla的說法，
菲律賓目前的寬帶速度為50.26兆比特每秒
(Mbps)，比八年前的3.6Mbps速度快14倍。
菲律賓從2020年7月的全球寬帶速度排名
第108位，跟隨杜特地政府的「共享信號塔」
政策，在短短五個月內躍升36個位次至第72
位。
「共享信號塔」政策允許信息和通信技
術(ICT)服務提供商共享新建的相同電信基礎
設施。
張孚超補充說，在電信行業引入競爭也
使公司改善了服務並提供有競爭力的價格。
他說：「事實上，這些發展表明我們可

以超越『良好的互聯網』，特別是如果仍有
53％的菲律賓人、52％的公立學校和57％的
家庭未連接到互聯網。我們不能這樣繼續下
去，也不能永遠被拋在後面。」
張孚超表示，通過取消對數據傳輸服務
國會特許經營權的要求來放寬政策，將加速
對電信行業的更多投資。
這將進一步提高我國「良好」的寬帶速
度。
他補充說：「令人遺憾的是，在這個
數字時代，菲律賓仍然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仍
然需要國會特許權來提供數據傳輸服務的國
家。」

投資者尋求高收益

（二○二二年六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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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stian和Trivino向媒體嘉賓提供了如
何減少我們對環境的影響的建議。他們都談
到了綠色環保的不同方式，例如選擇本地生
產的食物和產品，自備購物袋，購買節能產
品，例如具有變頻技術的電器。
在Watsons的活動中，媒體嘉賓被鼓
勵登入「ClimatePartner」的網站https://you.
climatepartner.com/en/carbon-calculator/footprinttrack-choice，計算他們的碳足跡，他們可以看
到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來源。
Encarnacion說：「這次討論提醒我們，
我們都可以幫助減少我們的碳足跡，並為使
我們的地球更清潔、更健康和更安全的努力

國庫局拒絕七年期國債投標
本報訊：由于投資者對七年期國債
（T-bond）尋求更高的收益，導致在週二
的拍賣會上該票據的投標被拒絕。
如果拍賣委員會授予這些票據，這些
國債的平均利率將從之前的6.740％上升到
6.947％。國庫局(BTr)以350億元的價格發
行國債，投標總額達到622.53億元。
國庫局局長羅莎莉亞·德萊昂告訴記
者：「市場在最近發佈的此次發行中定價

過高的風險溢價。」
德萊昂表示，「市場正在為預期的激
進加息提供了過多的緩衝。」
這是因為中央銀行繼續提高其關鍵利
率以幫助抑制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率。
一方面，自今年5月以來，由于通貨
膨脹率超過了政府2％-4％的目標區間，
菲律賓央行(BSP)的政策利率總共上調了50
個基點。國內價格漲幅在去年4月加速至

4.9％，並在5月進一步升至5.4％，使年初
至今的平均漲幅達到4.1％。
由于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和國內魚
類供應受限等影響，貨幣當局預計未來幾
個月通脹將加快。
自去年3月以來，美聯儲的關鍵利率
總共上調了150個基點，美聯儲官員暗示將
繼續收緊政策以應對美國40年來的高通脹
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