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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章偉
逝世於十一月十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
館新廈（SUPERIOR CHAPEL)靈堂
擇訂於十一月十九日出殯

王吳秀線
（石獅永寧下宅（霞澤鄉））

逝世於十一月十四日
現停柩於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擇訂十一月廿二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出殯    

訃  告
蔡維挺

（蓮塘前埔）
逝世於十一月十二日
現停柩於故鄉蓮塘前埔祖宅
擇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出殯

蔡連雪
（晉江市龍湖鎮龍玉村）

逝世於十一月十五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廿三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林榮萱
（晉江柳山）

逝世於十一月十三日
現停柩於拉古阪市橋藝殯儀館
擇訂於十一月廿一日上午十一時正出殯 

許朱碧連
（晉江可慕鄉）

逝世於十一月十五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IRUM 202-
CHRYSANTHEMUM）靈堂
奉骸安位於於十一月廿一日上午十一時

吳為國
（石獅玉湖）

逝世於十一月十四日
現停柩設靈於家鄉本宅
擇訂十一月廿一日出殯

蔡許秀良
（晉江塘頭）

逝世於十一月十七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I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廿二日上午十時卅分

王文碩捐
金井聯鄉總會

菲律濱晉江市金井鎮聯鄉總會、商會

訊：本會宣傳主任王文碩鄉賢令尊王榮宗老

先生（金井鎮丙洲鄉）不幸于二零二二年十

月三十日下午壽終于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

六高齡。于十一月三日出殯安葬于家鄉陵園

之原。哲人其萎，軫悼同深，飾終令典，極

盡哀榮。

王文碩鄉賢孝思純篤，秉承庭訓，守制

期間，不忘公益，特捐菲幣三萬元作本會福

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籍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王輝煌捐
石光校友會福利

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訊：本會秘書長

王輝煌學長令祖慈王衙楊太夫人諡秀惜（石

獅市錦尚鎮東店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一

月十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一分，壽終於崇基醫

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寳婺星沉，軫

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

極其哀榮。

王輝煌學长孝思純篤，秉承令祖慈慈悲

为怀、乐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不忘慈

善公益，尤為關心本會，特捐菲幣伍萬元，

作为本会福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嘉許，

特藉報端，予於表揚，並申謝忱。

陳建煌丁母憂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本

會陳法律主任建煌學長令慈王衙吳秀線太夫

人，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五時二十八

分·壽終于馬尼拉崇基醫院，享壽八十高齡，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于計順市亞蘭禮

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擇訂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上

午八時三十分出殯·安葬于聖十字紀念墓園之

原。

本會聞耗，經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

變，並擬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下午

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敬請各位職會

員屆時身著校友聯制服準時出席參加獻花祭

禮，及參加越日執紼行列，藉表哀思，以盡

窗誼。

留章偉逝世
菲律濱中正學院高中廿屆級友會訊：

本會中文书主任詹美美學長令夫君留章偉先

生，不幸於二０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

六時十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距生於

一九四三年，享壽八十高齡，現停柩於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新廈（SUPERIOR 

CHAPEL)靈堂，擇訂於二０二二年十一月

十九日（星期六）出殯，火化於巴示火化

場。

本會聞耗，經派員致電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因尚處防疫非常時期，不便

弔唁，謹奉輓聯，花圈，以表哀思，而盡窗

誼。

許有為喪偶
菲侓濱丹碧義盟社訊：本會名譽理事

長許有為先生尊夫人，許府朱夫人諡碧蓮

（原籍晉江可慕鄉），不幸於二零二二年

十一月十五日夜十一時三十分，壽終於崇

仁醫院，享壽六十八齡。寶婺星沉，軫悼

同深。靈體已火化，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2-

CHRYSANTHEMUM)靈堂。擇訂於十一月

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時奉骸安位於

聖國天人樂聖堂。

本社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許有為喪偶
菲華龍子會訊：本會許諮詢委員有為

昆仲尊夫人，許府朱碧蓮義嫂（原籍晉江可

慕鄉），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夜十一時三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

六十八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靈體已火

化，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202-CHRYSANTHEMUM)

靈堂。擇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

午十一時奉骸安位於聖國天人樂聖堂。

本會聞耗，經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

變。

許有為喪偶
菲律賓晉江市安海鎮各鄉聯合總會/菲律

宾安海商会訊:本會許稽核主任有為鄉賢尊夫

人，許府朱夫人謐碧蓮(原籍晋江可慕鄉)不

幸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夜十一時三十

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六十八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靈體已火化,現設靈於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2-

Chrysanthemum靈堂。擇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上午十一時奉骸安位於聖國天人樂聖

堂。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丶而盡郷誼。

吳為國逝世
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家

會員為國老先生（石獅玉湖），不幸於二○

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四時多，壽終於家

鄉本宅，享壽九十有高齡，哲人其萎，軫悼

同深。現停柩設靈於家鄉本宅，擇訂於十一

月二十一日出殯，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

本總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蔡家彬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蔡家彬令德配，蔡府

許秀良太夫人（原籍晉江塘頭）不幸於二○

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時四十一分壽終

於崇基醫院。享壽八十有七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聖國殯儀館（SANCTI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擇訂十一月廿二日（星期

二）上午十時三十分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岷

里拉紀念墓園之原。

新華社北京11月18日電 為穩定就

業大局、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

振興有效銜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五部門18日公佈《關

于進一步支持農民工就業創業的實施意

見》，明確促進農民工及脫貧人口就業

創業的五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支持穩定農民工就業崗位，

全面落實社保費緩繳、穩崗返還、留工

培訓補助、社會保險補貼等政策，重點

支持農民工就業集中的建築業、製造

業、服務業企業渡過難關，組織暫時停

工企業與用工短缺企業開展用工餘缺調

劑，保障好共享用工中勞動者權益。

二是引導農民工有序外出務工，

探索組建區域勞務協作聯盟，健全跨區

域就業服務機制，在農民工及脫貧人口

輸出較多的市縣、鄉村和就業集中的地

區合理設置就業服務站點，對組織農民

工外出務工數量較多、成效較好的人力

資源服務機構，按規定給予就業創業服

務補助。

三是促進農民工就近就業創業，

加快發展縣域特色產業，提升縣域就業

承載力，大力實施以工代賑，盡可能增

加勞務報酬發放規模，組建一批創業服

務專家隊伍，為返鄉創業農民工提供專

業化服務。

四是強化農民工就業服務保障，允許失

業農民工在常住地、就業地、參保地進行失

業登記，同等提供基本公共就業服務，支持

有條件地區在農民工就業集中地區建立勞動

維權咨詢服務點，指導企業不得以年齡為由

「一刀切」清退大齡農民工，為有就業需求

的大齡農民工免費提供公共就業服務。

五是實施防止返貧就業攻堅行動，做

好脫貧人口就業失業監測，實施優先就業幫

扶，強化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易地搬

遷大型安置區傾斜支持，統籌用好現有各類

鄉村公益性崗位，不得在現有規定外另行設

置年齡等不必要的限制條件，允許從事非全

日制崗位人員同時從事其他靈活就業。

北京證券交易所
調降股票交易經手費
新華社北京11月18日電 18日，北京證券

交易所發佈公告，決定自2022年12月1日起，

將股票交易經手費標準由按成交金額的0.5雙

邊收取下調至按成交金額的0.25雙邊收取，

降幅50%。

北交所表示，此舉是為貫徹落實黨中

央、國務院有關減稅降費相關政策及中國證

監會有關部署，更好發揮交易所支持和服務

實體經濟功能，進一步降低市場交易成本，

激發市場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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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居民購房成本 
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多部門出台改善住房普惠性政策觀察

新華社記者王優玲、鄭鈞天

今年以來，多部門出台稅收、金融普惠

性政策，降低居民購房成本，支持剛性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市場人士表示，這些普惠性

政策的實施效果正在顯現，有助于提高需求

端活躍度，穩定房地產市場預期。

剛性和改善性需求
迎住房金融稅收政策利好
10月底，家住成都青羊區的劉先生著手

實施換房計劃，在中介機構以符合市場價的

報價掛牌。

劉先生告訴記者，他在青羊區的住房

面積較小，想把自己在錦江區的一套房子賣

掉，在青羊區置換一套稍大些的房子自住。

但由于是二套售賣，需繳納幾萬元的個人所

得稅，便一直未下置換決心。

讓他下定置換決心的是不久前財政部、

稅務總局出台的關于支持居民換購住房有關

個人所得稅政策。這項政策預計可以替劉先

生節省近2萬元的個人所得稅。

此次新政策出台，對于大部分城市來

說，換房可以節省3萬至5萬元稅費，而北京

等城市部分房源能節省更多稅費。

交易房屋情況不同，個稅徵收情況也不

同。

中指研究院指數事業部市場研究總監

陳文靜說，住房金融和稅收政策直接關係購

房群眾切身利益，購房貸款利率的下調和稅

收的減免，有助于釋放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活躍房地產市場需求端，穩定市場預

期。

今年5月，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發佈相關

通知，調整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

對于貸款購買普通自住房的居民家庭，

首套住房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下限調整

為不低于相應期限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減20個

基點。

人民銀行發佈的2022年第三季度中國貨

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從實際發放的商業性

個人住房貸款利率看，2022年10月新發放個

人住房貸款利率為4.3%，較上月下降4個基

點，較上年末下降133個基點。

住房金融和稅收政策
「組合拳」效果初顯
據中指研究院統計，當前已有天津、武

漢等超20個城市下調首套住房商貸利率下限

至4%以下。同時，下調首套住房公積金貸款

利率0.15個百分點，5年期以上利率已下調至

3.1%。

業內人士表示，去年上半年不少城市首

套住房貸款利率曾達6%，如今已大幅降低了

2個百分點左右，房貸利率處于歷史低位，購

房成本下降。

據測算，如果購買首套住房申請商業貸

款100萬元，按貸款30年、等額本息還款計

算，貸款利率從6%降為4%，1個月可少還款

1200多元，30年總共可節省近44萬元，減輕

了購房者負擔。

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監測，10月份以

來不少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網簽成交量明顯

回升，北京、重慶、廈門、濟南、成都、無

錫、瀋陽等城市新房成交面積環比增加超過

10%；個別前期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城市，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後購房需求集中釋放，成交

量增幅超過50%。

貝殼研究院監測數據顯示，10月貝殼50

城二手房成交量比9月和比去年同期均有所提

高，成交量連續第4個月高于去年同期。50城

中天津、成都、大連、石家莊、青島、廈門

等33個城市成交量較上月增加。二手房帶看

客戶量較上月也有所增長，10月貝殼50城二

手房帶看客戶量較上月增長約10%，反映需

求端活躍度提高。

堅持「房住不炒」
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
專家表示，各項稅收、金融普惠性政

策效果正在顯現。各地要繼續穩定房地產市

場，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

位，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剛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壓實地方政府責任，

保交樓、穩民生。

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劉洪玉說，

此次國家層面作出政策安排，將首套房貸利

率降至歷史新低，並賦予地方更大自主權，

恢復執行居民家庭換購住房的個人所得稅優

惠，有助于地方因城施策，逐步修復市場信

心，為地方政府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提

供助力。

當前房地產市場恢復的基礎還不穩固，

特別是受疫情多點散發的影響，居民對購房

的決策趨于謹慎。

中國官方多措並舉 便利境外機構投資中國債券市場
中新社北京11月18日電　中國央行18日

發佈消息稱，為進一步擴大金融市場雙向開

放，其與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近日聯合發佈

《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中國債券市場資金管

理規定》（下稱《規定》），推出多項舉措

以完善並明確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中國債券

市場資金管理要求。

《規定》主要內容包括五個方面。一是

統一規範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中國債券市場

所涉及的資金賬戶、資金收付和匯兌、統計

監測等管理規則。

二是完善即期結售匯管理，允許境外機

構投資者通過結算代理人以外的第三方金融

機構辦理。

三是優化外匯風險管理政策，進一步擴

大境外機構投資者外匯套保渠道，並取消櫃

檯交易的對手方數量限制。

四是優化匯出入幣種匹配管理，提升境

外機構投資者投資資金匯出便利性，鼓勵長

期投資中國債券市場。

五是明確主權類機構外匯管理要求，通

過托管人或結算代理人（商業銀行）投資的

主權類機構投資者，應在銀行辦理登記。

仲量聯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兼研

究部總監龐溟對中新社記者說，《規定》充

分體現了中國債券市場和金融市場高水平開

放、雙向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