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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8月9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8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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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75.84人民幣
　100歐元　　　　　　　　　　　　689.02人民幣
　100日元　　　　　　　　　　　　5.0073人民幣
　100港元　　　　　　　　　　　　86.096人民幣
　100英鎊　　　　　　　　　　　　816.53人民幣
　100澳元　　　　　　　　　　　　472.1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24.83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490.26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07.52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二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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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95元

1805.2美元

SM百貨支持SM Green Finds：讓購物更輕鬆和環保
本市訊：對於越來越有環保意識的菲律

濱消費者來說，使用自然的、不殘忍的、本

地製造的日常產品是邁向綠色生活的一步。

SM還做出了長期有益於環境的環保選擇，包

括支持本地工匠、回收和減少能源消耗。

通過SM Green Finds項目，集團為菲律濱

消費者提供更環保的選擇，讓他們更容易在

商店周圍找到綠色產品。

最近在SM亞洲商城的SM Store推出的SM 

Green Finds限時攤位為菲律濱人提供了盡可能

輕鬆的綠色生活。

 從手工製作的本地產品、清潔美容、綠

色技術、多功能家居用品，Green Finds的標籤

將使購物者更容易發現產品，激勵他們做出

更綠色的選擇。

SM Retail的企業通訊副總裁Cathy Ileto分

享說：「我們有各種各樣的產品和我們的特

色品牌，以滿足各種類型的菲律濱消費者。

通過SM Green Finds，我們能夠為我們的數百

萬客戶帶來更環保的購物體驗，同時也鼓勵

我們的供應商採取更環保的做法。」

對SM Green Finds有什麼期待
屈臣氏（Watsons）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保

健品牌，擁有近1200種可持續的選擇，它已

經開始採取措施，在貨架上提供更環保的選

擇。

The Body Shop仍然是一家以大自然為靈

感的道德商品供應商。

消費者可以毫無顧忌地沉迷於純素香

氣、有機護髮和身體產品，以及無動物測試

的化妝品。他們還改用了100%回收的護髮

瓶。

如果有一個品牌擁抱傳統，以展示獨特

的菲律濱工藝品為榮，Kultura絕對是浮現在

腦海的品牌。 Kultura提供用天然或回收材料

製作的手工產品，使用可持續的和傳統的技

術，同時成功地突出了菲律濱藝術、工藝和

創造力的美。

現在，通過SM Store的旗艦家居品牌SM 

Home，更容易購物使用綠色材料製造的煮

食、清潔和裝飾用品。

自1991年以來為新媽媽和經驗豐富的媽

媽提供一站式服務的Baby Company也承諾通

過引入可重複使用和多功能嬰兒產品來幫助

媽媽們。

參與SM的綠色運動
快來位於SM亞洲商城的SM Store 的SM 

Green Finds限時攤位，並參與綠色運動。欲了

解更多關於SM綠色購物體驗的信息，請訪問

https://shopsm.com/collections/green-finds。

菲二季度GDP增速低於預期
本報訊：菲律賓第二季度經濟增長低於

預期，但仍符合官方 2022 年增長目標，為央

行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以遏製過熱的通脹提

供了迴旋餘地。

這個東南亞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在 6 月

當季較上年同期增長 7.4%，增速低於上一季

度向下修正的 8.2% 年增長率和路透社調查中

的 8.6% 預測中值。

經濟規劃部長阿塞尼奧·描裡沙干表示，

這是三季度以來最慢的增長，但也是亞洲第

二季度迄今為止第二快的增長。

描裡沙干將第二季度的增長率歸因於強

勁的建築和家庭消費等因素。

「全球逆風，特別是通脹，尤其是來自

燃料和食品的通脹，導致了明顯的放緩，」

描裡沙干在簡報中表示。

描裡沙干承認，在通脹威脅下，2022 年

下半年經濟增長可能放緩，但表示全年增長

可能仍在目標範圍內。

「要達到6.5%的增長預測下限，菲律賓

經濟下半年只需增長5.2%。要達到7.5%的上

限，經濟必須增長7.6%。」財政部長陸諾在

另一份聲明中。

陸諾還將本季度經濟的擴張歸因於更好

的流動性和勞動力條件，以及政府對增長的

支持。

菲央行 (BSP) 在 8 月 18 日的政策會議上

表示有可能將關鍵利率進一步提高 50 個基

點，它相信經濟可以承受不是那麼寬鬆的政

策。

自今年年初以來，它總共加息了 125 個

基點，以抑制通脹，通脹在 7 月份飆升至近

四年來的最快速度。

小馬科斯總統的六年任期從 6 月 30 日開

始，其政府的目標是從 2023 年到 2028 年，

全年 GDP 每年增長 6.5%-8%。

兼任農業部長的馬科斯發誓要將長期被

忽視的農業部門轉變為增長引擎，並專注於

財政管理和基礎設施升級，以維持經濟從大

流行中反彈。

本報訊：在 Dito電信

公司昨天提出反壟斷投訴

後，環球電信公司機環球

電信 Telecom Inc.) 要求監

管機構迫使黃書賢( Dennis 

Uy) 領導的電信公司在週

二支付 6.22 億比索的互連

罰款。

此舉是在 Dito 出於

各種原因對該國電信雙寡

頭 PLDT Inc. 和 環球電信 

提出反壟斷投訴之後提出

的。

在 週 二 的 一 份 聲 明

中 ， A y a l a  領 導 的 環 球

電信指出，平均每天有 

1,000 個電話被允許通過 

Dito 的網絡傳遞給環球電

信用戶，這違反了互連規

則。 環球電信 將這些電

話描述為具有欺詐性質，

因為這些電話起源於國

際，看起來像是來自本地號碼的電話。

「很明顯，DITO 不僅沒有對環球

電信進行補償，它也沒有採取任何嚴肅

的行動來減少源自其網絡並終止於 環球

電信 的繞過活動，」這家由阿亞拉領導

的電信公司表示。

環球電信指出，有關這些電話的報

告繼續通過 Dito 的網絡「非法」傳遞，

並堅稱他們不允許從他們的一端進行欺

詐性電話。

「事實上，這些繞行活動並沒有減

弱，並在上述期間不斷增加。 DITO 未

能檢查這些繞過活動並向環球電信支付

其應得的款項，這導致對環球電信的持

續嚴重損害，」環球電信補充道。

這家由阿亞拉領導的電信公司透

露，處罰期限為去年 7 月至 2022 年 7 

月，並重申DITO「堅決拒絕」償還他們

的行為違反了他們關於旁路流量的互連

協議。

另一方面，該國的競爭監管機構表

示，他們已經收到了來自 Dito 的兩份針

對 PLDT 和環球電信的單獨投訴。

智庫 Infrawatch PH 的召集人 Terry 

Ridon 在評論 Dito 的投訴時表示，黃書

賢的電信公司應該專注於改善其服務。

「Dito 應該專注於改善自己的服

務，而不是為自己在與該國領先的電信

公司競爭中的失敗找藉口，」他說。

菲律賓競爭委員會有 10 天的時間

來決定 Dito 的投訴是否需要採取任何行

動。

正在調查這些投訴的 PCC 競爭執

法辦公室如果找到原因，可以對 PLDT 

和 環球電信 提出反對聲明。

事實上，環球電信 引用了第 7925 

號共和國法案，該法案規定電信公司之

間的互連是強制性的。

環球電信 和 Dito 之間的互連協議

允許本地語音、文本流量和漫遊的國際

電話在其訂戶之間傳遞。

「根據今天關於 Dito 拒絕支付因

涉嫌欺詐電話引起的互連罰款的報告，

Dito 的反競爭主張將顯得毫無根據，因

為領先的電信公司完全有權拒絕與不合

規的合同合作夥伴打交道，」Ridon 補

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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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6月貿易逆差 擴大至58億美元
本報訊：根據菲律賓統計局（PSA）週

二公佈的數據，該國的貿易逆差在 6 月進一

步膨脹至 58.4 億美元，進口重新出現兩位數

增長，而出口僅增長 1%。 .

本月赤字每年增長 75.4%，快於 5 月份

記錄的 74.7% 的增長。

該國6月份進口總額為124.8億美元，同

比增長26%。這低於前一個月的 30.2% 的增

長，當時的進口額為 118.7 億美元。

礦物燃料、潤滑油和相關材料的漲幅最

高，為 125.1%，其次是鋼鐵，為 34.3%，電

信設備和電機為 23.1%。

然而，穀物和穀物製品收縮了 0.7%。

該國的大部分進口來自中國，佔 25.5 億

美元，佔總額的五分之一。印度尼西亞、日

本、韓國和新加坡緊隨其後。

與此同時，6月份出口商品達66.4億美

元。其增長率較 5 月份的 55.5 億美元有所放

緩。

其 他 礦 產 品 在 出 口 商 品 組 中 表 現 最

強勁，增長 75.8%，其次是椰子油，增長 

63.2%，化學品增長 31.4%。

廣告

精煉銅的陰極表現最差，暴跌 50.1%。

其次是金屬部件，佔 20.7%，點火接線組佔 

11%。

截至 2022 年上半年末，貿易逆差為 

297.9  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六個月增長 

66%。在週二的簡報會上，國家經濟和發展

局 (NEDA) 負責人描裡沙干( Arsenio Balisacan 

)表示，預計赤字會擴大。

「隨著出口的擴大，通常需要一些滯

後，尤其是在能源和食品形式的進口方面。

但我們也可能會看到大量的建築進口，因為

我們正在加速並繼續我們的快速增長。建築

支出，資本形成，」他說。

儘管如此，描裡沙干表示，該國在交通

和連通性等領域的投資將提高其競爭力。

由於該國需要購買更多美元來為其購買

石油等進口商品提供資金，因此擴大的貿易

逆差令比索承壓。這意味著海外菲律賓人寄

回家的美元可以在國內購買更少的商品。

然而，經濟經理對該國的外匯前景持樂

觀態度。

「如你所見，我們的匯款仍然強勁。我

們正在加大對旅遊業的支持力度，這將成為

外匯收入的主要推動力，」巴裡薩坎說。

「投資，我們指望上屆政府能夠通過的

各種立法改革，並為使這些改革已經可供商

界使用，這應該會再次提高我們的競爭力和

我們的出口潛力，」他補充說。

財政部長陸諾：

更好的稅收制度與多種形式資金
將為大型優先基礎設施提供支持

8月9日，香港恆生指數收市報20003.44點，下跌42.33點，跌幅為0.21％，全日成交金額
821.84億港元。　           <中新社>

本報訊：一位高級經濟官員表示，馬

科斯政府將能夠通過努力改善稅收制度，並

在財政空間緊張的情況下使用多種形式的資

金，來為其優先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

財政部長陸諾，「我們相信，通過融

資、ODA（官方發展援助）、（國家）預

算以及地方政府的 PPP（公私合作夥伴關

係），我認為我們將做我們想做的一切。」

陸諾說，「杜特爾特政府留下的稅收制

度比他從前任那裡繼承的要好得多。我們實

際上可以通過更好的稅收管理和更好的稅收

制度來增加我們的收入。」

在他的第一次國情咨文中，小馬科斯總

統發誓要繼續他的前任羅德裡戈·杜特爾特的

建設、建設、建設計劃。他還推動了該國鐵

路系統的進一步發展。

陸諾說，政府將把重點放在公共交通系

統上，其中很大一部分資金還將用於連接呂

宋島以外省份的更多機場、海港和橋樑。

這位官員還指望農業和採礦等部門的更

高貢獻來促進經濟增長。

「隨著經濟的增長，我們的收入也會增

加，這將用於資助我們的項目，」財務主管

說。

迪奧克諾重申了他對更有效稅收系統的

推動，推動國內稅收局和海關局交易的計算

機化，以減少人與人之間的交易。

「當你簡化稅收制度時，你也幫助了納

稅人——讓它變得對用戶友好——而且你需

要更少的人，」迪奧克諾說，並補充說「在

更複雜的稅收制度下，腐敗的空間更大。」

馬科斯政府還希望對數字交易和一次性

塑料徵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