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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11月22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1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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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716.67人民幣
    100歐元　　　　　　　　　　　　733.78人民幣
    100日元　　　　　　　　　　　　5.0428人民幣
    100港元　　　　　　　　　　　　91.859人民幣
    100英鎊　　　　　　　　　　　　847.35人民幣
    100澳元　　　　　　　　　　　　473.4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37.25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518.52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47.6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二年十一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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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nergy和殼牌律賓合作
在菲開發海上風電項目

本報訊：可再生能源公司Altenergy控股

公司和殼牌公司週二宣佈，他們將合作開發

在菲律賓的海上風電項目。

雙方將通過Pililla AVPC公司進行合作。

A l t e n e r g y 主 席 文 斯 · 佩 雷 斯 （ V i n c e 

Perez）在馬加智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表示，

該合作夥伴最初正在考慮在Calavite Passage開

發一個海上風電項目，該項目的潛在容量為5

千兆瓦。該公司的堅定目標是從位於Mindoro

西北角的現場開發1千兆瓦（GW）的海上風

力發電。

佩雷斯表示：「殼牌作為我們的戰略合

作夥伴，擁有50年的深水海上經驗和20多年

的海上風電開發經驗，將在開發大型底部固

定式和浮動式風電項目方面帶來全球業績記

錄、供應鏈准入和技術專長。」

這位前能源部部長補充說，Altenergy正

在「熱切地等待」費迪南·馬科斯總統關於海

上風電開發的行政命令（EO）。

上周，能源部（DOE）部長拉帕赫爾·洛

蒂拉（Rapahel Lotilla）表示，該機構正在制

定由馬科斯簽署和發佈的行政命令，旨在促

進海上風電項目的投資。

這是馬科斯政府利用國內能源實現能源

安全、菲律賓人可獲得和負擔得起的電力以

及增加清潔能源在我國能源結構中的份額的

目標的一部分。

洛蒂拉週二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感

謝這些當地公司及其外國合作夥伴採取大膽

行動，致力於為菲律賓人民提供清潔能源。

利用海上風能資源的電力潛力需要密集的資

本成本和高技能的人力資源，因此夥伴關係

是一項關鍵戰略。」。

殼牌亞太地區海上電力總經理喬·奈在同

一次活動中表示，港口、起重機和船舶等配

套基礎設施的可用性將有助於我國海上風電

行業的發展。

對於Calavite Passage海上風電項目，這些

公司正考慮使用巴坦加斯港。

奈補充道，海上風電項目也將促進其

他行業，因為建設基礎設施需要渦輪機、鋼

鐵、塔架、電纜等，以及設計和建造項目的

技能。

與此同時，佩雷斯表示，儘管《可再生

能源法》的實施規則和條例（IRR）已經修

訂，允許可再生能源項目100%由外國擁有，

但Altenergy和殼牌公司正在考慮維持通常

60-40的股權，以利於當地一方。

佩雷斯補充說，該公司「沒有受到內部

收益率修正案的威脅」，該修正案被視為在

我國可再生能源領域邀請更多參與者。

他說：「事實上，我們歡迎取消外國

所有權限制。這給菲律賓帶來了更多的球

員，但我們沒有受到威脅，因為我們仍然覺

得——從這種協同效應中可以看到——我們

帶來了互補的技能。」

NOEL BAZAAR來到了南區
本報訊：在上週末盛大且隆重的開幕式

後，Noel義賣市集（Noel Bazaar）將繼續慶祝

活動，並將於2022年11月18日至20日為南區

的Filinvest Tent Alabang帶來傳統的聖誕購物。

出席剪彩儀式的有文珍俞巴市政府的

Trina Biazon和Gary Llamas；菲律濱詢問者日

報的Rudyard Arbolado律師和Roy Mendiola；

Festival Supermall Inc.的Denise Rae Lagayan和

Emily De Leon；友聯銀行（Unionbank）的Jose 

Paulo Soliman；以及Cut Unlimited的Mayose 

Gozon-Bautista和Justine Bautista。

從上午11點到晚上9點，購物、吃喝玩快

樂，您可以從各種精心挑選的禮品產品中選

購心頭好，從新奇的物品、時尚的服裝、聖

誕裝飾和家居用品、身體和美容產品，到時

尚配飾、鞋子和包包。與您的家人和朋友一

起來享受最豐盛的食物，戶外食品市場的各

種各樣的美食選擇定能填滿您的肚子。您甚

至可以把美食打包回家！

晚上的音樂和娛樂在等著您，所以，您

可以在這裡呆上一整天，能帶回家的不僅僅

是您的戰利品，還有在Noel的美妙體驗。

Noel Bazaar 2022系列與GMA Network聯

合推出，並得到了Inquirer Group of Companies,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Inquirer.Net、Pop!、

Inquirer Mobile、菲律濱友聯銀行和Okada 

M a n i l a 的 支 持 。 其 他 媒 體 合 作 夥 伴 包 括

WhenInManila.com、DiscoverMNL、Village 

Pipol、Buzzsetter、Our Awesome Planet、

Travelokaloka、Your Tita Ja、DiscoveReynPH、

菲律濱商報和Digiboards, Inc.

Noel Bazaar是由Cut Unlimited, Inc.組織的

年度假日集市系列活動。Cut Unlimited, Inc.在

這個行業已經有20年的經驗了，致力於確保

所有活動的成功，從貿易展覽會、展覽和會

議管理、義賣和其他特殊活動（電影首映、

書籍／產品發布和企業活動）。如有任何疑

問，請訪問他們的網站www.eventsbycut.com，

發電子郵件至cut.eventsph@gmail.com，或致電

8 363 5192 / 8 363 4900 / 8 362 2266。

Stay updated on #NoelBazaar2022 through 

the following channels: Facebook |  Instagram |  

Noel Bazaar Community on Viber.

通過以下渠道取得#NoelBazaar2022的最

新消息：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noel.

bazaar#inbox/_blank | Instagram 

OKADA MANILA：一個閃閃發亮與充滿魔法的假期
福布斯五星級綜合度假村為聖誕佳節做好了準備

本報訊：福布斯五星級綜合度假村Okada 

Manila為聖誕佳節準備了精彩的活動，為節

日慶祝活動增添色彩。這是一個「千燈之

夜」，酒店的噴泉區點亮了華麗的聖誕樹，

Okada Manila的高級管理人員、媒體嘉賓和

酒店賓客見證了這一切。這棵38英尺高的聖

誕樹令人眼前一亮，它的靈感來自一個神奇

的「異想天開的夢境」，充滿了明亮的燈光

和奇妙的裝飾，如華麗的白色小樹枝、童話

般的窗戶、小矮人的房子、閃閃發光的綠色

花環，突出了透明和白色的美麗聖誕球，以

及燦爛的仙女燈。在亮燈儀式之後，Okada 

Manila的水晶閣啟動一個古雅的聖誕村和一個

奇妙的燈光秀。在聖誕村的客人可以通過互

動照相亭捕捉珍貴的回憶，照相亭展示不同

的節日主題，如仙女花園、巨型禮盒和槲寄

生亭。他們還可以參觀「北極」，或通過增

強現實和虛擬現實與頌歌者一起唱歌。至於

燈光秀，有超過30萬個獨立像素映射LED彩

燈，300多個獨立的數字控制器，創造了一場

壯觀的燈光秀，與美妙的聖誕曲調同步。

這些活動標誌著Okada Manila度假村推出

佳節優惠。賓客可以享受將從2022年11月18

日開始，並貫穿整個聖誕佳節的節慶活動。

在Okada Manila的非凡假期
還可以在Okada Manila享受得更多，因為

它將充滿熱鬧的節日活動。從夢幻的居家度

假套餐與節日菜單和美食的用餐體驗，和在

Okada Manila的各零售店尋找精美禮品的刺激

購物體驗，這是佳節的最好去處。

美妙的假日宅度假
假期是在Okada Manila度假

的好時機！享受聖誕佳節宅度優

惠和美妙的附加服務，例如酒店

精選餐廳價值2000披索的餐飲積

分、PLAY的代金券（2人一次性入

場）、The Sole Retreat為2名成年人

提供30分鐘按摩和其他優惠。預訂

Okada Manila的豪華房和套房的時

間為2022年11月18日至2023年1月14

日，入住日期為2022年1月19日至

2022年1月15日。限制入住日期適

用。

節日禮遇
Okada Manila的佳節美食讓

假日用餐變得特別。Medley Buffet 

為聖誕節和元旦準備了「佳節盛

宴」。 而且，對於季節性的經典

菲律濱美食，歡迎來到 Kiapo品

嚐美味的 puto bumbong（提供經

典、芝士和焦糖煉乳布丁口味）和 

bibingka。 在Lobby Loung享用美味

的甜品和點心，如蛋糕、餅乾、松

露巧克力和糕點。還有聖誕禮籃，

裡面都是精心挑選的節日禮物——

一份肯定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完美禮物。

慶祝的季節
擁有多樣化的場館組合，Okada Manila

是舉辦人生里程碑事件和慶祝活動的完美場

所。宴會廳可滿足不同規模的群體，從舞廳

到多功能廳等。Cove Manila是最大的室內海

灘俱樂部和夜總會，也為大型活動開放。屢

獲殊榮的烹飪團隊提供精心策劃的菜單，並

將其融入活動套餐中，為難忘的慶祝活動創

造條件。

元旦前夕倒計時到2023年
2023年在Okada Manila的元旦前夕倒計

時活動將在大宴會廳、Cove Manila和噴泉區

同步舉行。享受獨特的宴會和餐廳提供的狂

歡，以及令人興奮的現場娛樂節目。

菲股小幅上漲 
披索輕微貶值

本報訊：由於對全球經濟增長的擔

憂，週二本地股市小幅回升，但披索對美

元匯率走軟。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上漲26.41

點，漲幅為0.41%，至6429.65點；而全股

指數上漲4.19點，漲幅為0.12%，至3390.15

點。

一半的行業指數錄得上漲，以金融業

為首，上漲了0.83%。

房地產業，上漲0.81%；和控股公

司，上漲0.79%。

另 一 方 面 ， 採 礦 和 石 油 業 下 跌

1.76%，服務業下跌0.66%，工業下跌

0.33%。

成交總量達到5.2599億股，價值53.9

億元。

共計78只個股上漲，117只下跌，41

只收盤保持不變。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

斯·林寧安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菲律賓股

市恢復了買入，成交量繼續回升，投資者

尋求庇護，以防中國恢復疫情限制。」

林寧安表示，中國週末公佈的三起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死亡報告——

這是自5月以來的首次——「引發了投資

者的擔憂，他們擔心中國可能會收回旨在

減緩病毒傳播的限制措施，這將損及經

濟。」

林寧安表示，對全球經濟增長再次受

到打擊的擔憂導致國際市場油價下跌，儘

管沙特阿拉伯的一份聲明部分解決了油價

下跌的問題。

該聲明否認了沙特計劃與石油輸出國

組織討論增加供應的報道。

他表示，1月份布倫特原油期貨下跌

17美分，至每桶87.45美元。

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下跌35美分，至

79.73美元。

與此同時，披索對美元匯率從前一天

57.36元，跌至73.75元。

當天披索開盤於57.45元，弱於前一個

交易日的57.20元。

全天披索在57.48元至57.32元之間交

易，平均交易價格為57.394元。

成交額達到6.844億美元，高於週一的

5.2782億美元。

中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裡卡

福特將披索的疲軟歸因於美元的走強，因

為美聯儲官員對美聯儲進一步加息的必要

性發表了鷹派言論。

他表示，美國國債收益率也有所下

降，10年期國債收益率跌至3.81%的1.5個

月低點。

他預計週三披索對美元的匯率將在

57.25元至57.45元之間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