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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11月14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1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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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4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708.99人民幣
　100歐元　　　　　　　　　　　　　732.64人民幣
　100日元　　　　　　　　　　　　　5.0853人民幣
　100港元　　　　　　　　　　　　　90.449人民幣
　100英鎊　　　　　　　　　　　　　836.6人民幣
　100澳元　　　　　　　　　　　　　474.37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32.73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515.97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51.52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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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台幣匯率 31.047元

GCash：在「科技寒冬」中不會很快IPO
本報訊：由G-Xchange公司運營的金融應

用程序GCash週一駁回了任何近期首次公開募

股（IPO）的計劃，理由是「科技寒冬」期間

缺乏市場

GCash首席財務官泰克·奧拉諾（Tek 

Olano）在討論環球電信最新財務收益的簡

報會上表示，目前的市場狀況不利于公司上

市。

他告訴記者：「我想，今天你可以把這

段時間看作是你的科技寒冬，所以市場不適

合任何上市，所以這實際上不是IPO的最佳時

機。」。他補充道：「我們現在所做的是，

我們真的在利用時間繼續專注于發展業務，

確保我們為客戶創造價值，確保我們構建所

需的數字生態系統，以便在時間到來時，我

們做好準備，屆時我們將成為一家非常不同

的公司。」

環球電信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歐內斯特·邱

去年曾表示，該公司將「及時」上市，因為

他引用了公眾的呼聲，但他指出，目前還沒

有為此設定時間表。

GCash應用程序在全國擁有約6900萬註冊

用戶，上半年的總交易價值超過3萬億元，預

計年底將達到6萬億元。

該公司是Mynt（環球金融科技創新公

司）的全資子公司，是我國領先的移動錢包

和第一家雙獨角獸公司。

環球電信報告，今年第三季度，其淨利

潤為68.1億元，比去年同期的49.1億元增長了

39%。這使得今年迄今的收入增長48%，達到

264.6億元，綜合服務收入增長3%，達到118

億元。

又搞錯單了？！？DASHERS能幫上忙！

本報訊：這種事您遇到過多少次了？

您指定要無乳糖牛奶，結果卻送來了全

脂牛奶。您需要給蹣跚學步的孩子買的是粘

貼型的紙尿片，而不是嬰兒紙尿褲。這不僅

意味著您必須自己想辦法獲得這些物品，而

且您可能最終會得到一個您可能根本不用的

產品。

這些經歷常常使顧客不再進行網上購

物。這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因為儘管

網上購物帶來了種種痛苦，但網購可能是這

場疫情給宅在家裡的消費者帶來的最省時的

方法。

秘密？花點時間選擇合適的網上購物

服務。貨比三家，試一試，閱讀說明，問一

問。記住，您現在有很多選擇。

不過，如果您是一個挑剔、一絲不苟的

購物者，那就省點時間試試MallDash.ph吧。

他們有一個小時的送貨保證，您不僅可以從

店裡挑選商品，還可以從Robinsons購物中心

內的獨立商店挑選商品。最重要的是，現在

正是試用的好時機。他們的 Triple Ber Month 

Sale 讓購物者可以在五個不同的 Robinsons 購

物中心使用同一個促銷折扣代碼最多三次。

這還不是最棒的。MallDash.ph僱傭了

Dashers，這是經過訓練的私人採購員，能夠

在第一時間，並且始終不會出錯。秘訣就是

MallDash.ph有一些保障措施可以確保顧客得

到他們所點購的東西。

首先，“Dashers”大軍——專業的私人

採購員——會檢查購物車上的每件商品，檢

查每件商品的質量和保質期。他們被教導要

檢查商品，而不是僅僅從貨架上拿取最方便

取得的商品。

其次，Dashers 配備了與客戶進行視頻通

話的設備，如果顧客想在商品被放到購物車

之前進行目視檢查，Dashers甚至可以拍攝過

道或商品的視頻，這就像是親臨店裡一樣。

第三是Dashers訓練有素，熟悉Robinsons

購物中心內的每一家店鋪，讓揀貨和購物更

快，從而保證訂單的交貨時間。 如果您的

購物清單中有幾件商品無法在一家商店中找

到，這一點尤其重要。

為了給Dashers增添額外的優勢，這些

專業人士被選中是因為他們對細節的關注和

對客戶的關心態度。最後，正是這種服務的

心態會讓您迷於網購，以至於您無法想像在

MallDash.ph出現之前的生活。趁他們特別的

三個月促銷活動，現在就試試吧。

菲股上漲逾1％
披索匯率橫盤整理

本報訊：積極的企業盈利報告推動

了週一本地股市再次上漲，這也提振了

本地貨幣，披索對美元匯率橫盤收盤。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上漲67.99

點，漲幅為1.08%，至6354.7點；而全

股指數上漲23.70點，漲幅為0.71%，至

3352.59點。

大多數行業指數當天也有所上漲，

只有採礦和石油業下跌0.46%，收盤時為

負值。

控 股 公 司 領 導 上 漲 ， 漲 幅 為

1.41%；工業，上漲1.25%；房地產業，

上漲1.20%；金融業，上漲0.59%；和服

務業，上漲0.28%。

成交總量達到6.3486億股，價值56.5

億元。

共計103只個股上漲，85只下跌，39

只收盤保持不變。

除了企業盈利報告外，雷吉納資本

發展公司（RCDC）銷售主管路易斯·林

寧安表示，高于預期的第三季度國內經

濟增長報告提振了市場情緒，「並鼓勵

投資者進入市場。」

林寧安表示，投資者也在等待美國

本周發佈的幾份主要經濟報告，其中包

括生產者價格指數（PPI）、零售額和建

築許可證。

在 國 內 方 面 ， 菲 律 賓 中 央 銀 行

（BSP）將于本週四舉行今年第七次利

率制定會議。

林寧安引用了央行行長費利佩·梅達

拉早些時候關于央行關鍵利率再上調75

個基點的聲明。

他表示，在中國決定放寬與疫情相

關的限制後，國際市場的油價上漲。

他補充道，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上

漲2.4%，至每桶95.95美元，西德克薩斯

中質原油價格上漲2.9%，至88.94美元。

與此同時，本地貨幣對美元匯率上

週五的57.23元，橫盤收于57.28元。

當天披索開盤于57.30元，全天在

57.39元至57.22元之間交易，平均交易價

格為57.312元。

交易額達7.2063億美元，低于前一

個交易日的8.2015億美元。

中華銀行（RCBC）首席經濟學家

邁克爾·裡卡福特表示，本幣上漲部分得

益于菲律賓股市的持續上漲，但受今年

10月美國通脹率放緩導致美元修正等因

素影響。

裡卡福特表示，總體而言，「披索

匯率已連續第8周保持相對穩定/走強，

進一步好于59.00元的歷史低點。」

但他表示，披索近幾個月的疲軟

「仍可能增加地方政策利率進一步上調

的可能性」

裡卡福特預測，週二披索匯率將在

57.15元至57.35元之間交易。

迎峰度冬
 中國電廠存煤大幅提升

新華社北京11月14日電 中國國家

能源局14日發佈2022年前三季度能源形

勢、可再生能源並網運行情況。目前電

廠存煤大幅提升，9月以來，全國統調電

廠存煤保持在1.7億噸以上，電煤供應形

勢持續向好，有效保障發電供熱用煤需

求。

前三季度，全國規模以上企業煤炭

產量33.2億噸，同比增長11.2%。

穆迪分析預計本周央行將加息75個基點
本 報 訊 ： 穆 迪 分 析 （ M o o d y 』 s 

Analytics）預測，本週四，菲律賓中央銀行將

其關鍵利率再次上升75個基點，與央行行長

費利佩·梅達拉（Felipe Medalla）早些時候的

聲明一致。

穆迪分析在11月14日至18日的一周亞太

經濟預告中表示：「菲律賓央行預計將隔夜

借款利率上調75個基點，至5%。」

菲律賓央行決策貨幣委員會（MB）將于

週四舉行今年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利率制

定會議。

自今年5月以來，它已經將央行的關鍵政

策利率上調了225個基點，以幫助控制國內通

脹率飆升，並幫助控制披索對美元的疲軟。

今年10月，油價上漲速度進一步加快，

達到7.7%，創2008年12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原因是國際市場上石油和非石油商品價格持

續上漲，部分原因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

持續衝突。

今 年 前 1 0 個 月 的 平 均 通 貨 膨 脹 率 為

5.4%，遠高于政府2%-4%的目標水平。

貨幣當局強調，有必要提高中央銀行的

關鍵利率，以幫助應對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

率，因為這已經導致了第二輪效應，如提高

最低公共事業費用和工資。

他們表示，加息的影響預計將受到國內

經濟持續復甦的緩衝，今年第三季度國內經

濟進一步復甦7.6%。

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率影響了世界各地

的貨幣政策。

首先，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本月早些時候將其關鍵利率再上調

75個基點，這影響了菲律賓披索等貨幣。

在美聯儲最新宣佈加息後，央行行長費

利佩·梅達拉表示，央行還將把其關鍵利率提

高相同水平，以確保與美國有足夠的利差。

本地貨幣在本周的交易開始時為57.30

元。

但今年10月，由于美聯儲加息導致美元

走強，本幣已數次收于59.00元的歷史低點。

梅達拉表示，央行加息是確保我國物價

穩定所必需的，這是央行的任務之一。

AANZFTA升級版有望幫助菲律賓經濟疫情後復甦
本報訊：上周在柬埔寨金邊舉行的東盟

峰會期間，為加強東盟-澳大利亞-新西蘭自由

貿易協定（AANZFTA）而進行的談判實質性

結束，工商部（DTI）樂觀地認為，升級後的

貿易協議將為我國帶來疫情後的復甦。

工商部部長阿爾弗雷多·帕斯卡爾週一在

聲明中表示：「升級談判的實質性結束標誌

著東盟和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又一個里程碑，

因為我們獲得了另一個高質量的自由貿易協

定。貿易與可持續發展和中小微企業章節的

加入有望推動包容性增長和企業融入全球價

值鏈。」

加強亞非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于2020年

9月開始，旨在加速東盟及其對話夥伴澳大利

亞和新西蘭的疫情後復甦。

貿易協議升級包括關于中小企業、貿

易和可持續發展以及教育服務的新章節和條

款，以及關于電子商務、海關程序和貿易便

利化、貨物貿易、原產地規則、服務貿易和

投資的強化條款。

雙方計劃于明年簽署第二項議定書，以

修訂《新西蘭自由貿易協定》。

AANZFTA是東盟第一個區域貿易協定。

除了AANZFTA，東盟正在通過今年生效的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與澳大利

亞和新西蘭實施另一項區域貿易協定。

菲律賓于2010年開始實施AANZFTA。

工商部表示，2021，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在菲律賓的貿易夥伴中分別排名第16位和第

28位。

國債利率再次上升
本報訊：週一國債利率上升，但市場對三個月期

和六個月期國債的需求仍然很高，但一年期國債認購不

足。91天期國債的平均收益率上升到4.464%，182天期

上升到4.838%，364天期上升至5.100%。

在11月7日的拍賣會上，三個月期、六個月期和一

年期債券的收益率分別為4.350%、4.800%和5.000%。

國庫局將每個期限的發行量保持在50億元，並全

額授予了91天期證券。

六個月期國債只授予了22億元，而一年期國債了

只授予了14億元。

三個月期國債的投標總額達到137億元，而六個月

期債券的投標總額為71.47億元，一年期國債的總投標

額為32億元。

國庫局局長羅莎莉亞·德萊昂（Rosalia de Leon）早

些時候將政府債券利率的上升歸因于對菲律賓中央銀行

（BSP）和美聯儲（Federal Reserve）關鍵政策利率進一

步上調的預期，以幫助解決兩國通脹率的加速問題。

本月早些時候，美聯儲將基金利率再上調75個基

點。

菲律賓央行行長費利佩·梅達拉表示，他們將在11

月17日貨幣委員會（MB）的利率制定會議上作出相似

調整，以確保菲律賓和美國之間有足夠的利率差。

六部門發文
進一步加大對小微企業貸款

延期還本付息支持力度
新華社北京11月14日電 中國人民銀行等六部門14日發佈通知明確，對于2022

年第四季度到期的、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暫時遇困的小微企業貸款（含個體工

商戶和小微企業主經營性貸款），還本付息日期原則上最長可延至2023年6月30

日。

為深入落實好穩經濟一攬子政策和接續政策，助力穩住經濟大盤，近日人

民銀行、銀保監會、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市場監管總局

等六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大對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支持力度的通

知》。

對于2022年第四季度到期的小微企業貸款，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按市場化原

則與企業共同協商延期還本付息。

通知明確，延期貸款正常計息，免收罰息。各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堅持實質性

風險判斷，不單獨因疫情因素下調貸款風險分類，不影響徵信記錄，並完善貸款

延期還本付息相關盡職免責規定。

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創新延期貸款產品和服務，為企業提供差異化貸款延期

方式、線上續貸產品和貸款延期線上辦理渠道，提高小微企業辦理貸款延期的便

利度。在有效防控風險的前提下，對于缺乏部分材料的貸款延期申請可「容缺辦

理」，事後補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