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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12月1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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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712.25人民幣
　100歐元　　　　　　　　　　　　742.35人民幣
　100日元　　　　　　　　　　　　5.1712人民幣
　100港元　　　　　　　　　　　　91.304人民幣
　100英鎊　　　　　　　　　　　　860.07人民幣
　100澳元　　　　　　　　　　　　484.09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49.33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523.83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54.2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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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務局十月份收入超過目標
本報訊：厘務局（BIR）週四表示，該

局已經超額完成了10月份的徵收目標。

厘務局在一份聲明中表示，10月份該局

的收入為1867.59億元。

這個數字超過了調整後的目標1840.3億

元，增幅為1.48%，即27.29億元。

厘務局10月份的收入與去年同期增長了

15.20%，即246.44億元。

今年1月至10月，厘務局的稅收總額為

1.919萬億元，同比增長12.56%，佔其修訂目

標1.974萬億元的97%。

財政部長本杰明·迪奧克諾（Benjamin 

Diokno）早些時候表示，相信政府將超越

2022年3.3萬億元的收入目標。

迪奧克諾週三在「馬尼拉灣咖啡論壇」

(Kapihansa Manila Bay forum)上表示：「截至

一個月前，我們的收入為2.9萬億元，比去年

增加了18%，約為我們今年目標的90%。」

他補充道：「我非常肯定我們的收入會

超過預定目標。」

中國渤海首個千億方大氣田Ⅰ期項目開鑽
12月1日，記者從中國海油天津分公司獲悉，渤海油田渤中19-6凝析氣田Ⅰ期開發項目首批次開發井正式開鑽。	 	 <中新社>

十一月製造業
PMI指數上升

本報訊：標準普爾全球製造業採購

經理指數（PMI）週四報告，菲律賓11

月的製造業PMI指數有所上升。

數據顯示，11月製造業PMI指數從

上月的52.6上升到52.7。

指數高于50表明製造業有所改善，

低于50則意味著惡化。

標準普爾表示，這一增長與更大的

需求條件有關，需求條件導致銷售額和

產量增加，並補充說，上月的產量和新

訂單增長率是今年6月以來的最高值。

標普全球市場情報（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經濟學家瑪麗亞姆·

巴盧奇（Maryam Baluch）表示：「整個

行業的改善主要源于需求狀況的改善，

這推動了銷售額和產量的增長。」

該報告補充稱，由于自3月以來來

自外國市場的新訂單持續下降，11月國

內需求支持了菲律賓的工廠。然而，上

個月的收縮比10月份的收縮要溫和。

菲律賓製造商也在11月增加了採購

投入，預計未來幾個月訂單會增加。

標準普爾還注意到，由于生產效率

的提高，積壓工作有所減少。

另一方面，受調查的製造商錄得員

工人數下降，結束了今年5月的一系列就

業創造。

標準普爾報告補充稱，員工辭職是

勞動力數量下降的常見原因之一。

通貨膨脹壓力仍在上升，上月投入

價格上漲，主要原因是能源成本上漲和

披索貶值。

標準普爾觀察到產出價格上漲，工

廠將增加的成本轉嫁給客戶。

巴盧奇補充道：「由于製造業嚴重

依賴需求來推動增長，利率的上升以及

可能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的前景可能會

影響客戶支出。」

製造商對未來12個月仍持樂觀態

度，這通常與客戶活動、經濟復甦以及

公司開展新項目有關。

中國A股12月
收穫「開門紅」

中新社北京12月1日電　在12月的

第一個交易日，中國A股取得「開門

紅」，主要股指悉數上漲。

當天收盤，上證指數報3165點，漲

幅為0.45%，成交4622億元（人民幣，

下同）；深證成指報11264點，漲幅為

1.4%，成交5962億元；創業板指報2381

點，漲1.53%。具體板塊方面，當天食

品飲料、軟件開發板塊漲幅居前，分別

上漲4.1%和3.04%。粵開證券分析師陳

夢潔表示，剛剛過去的11月，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優化調整、房地產政策邊際

寬鬆、外部流動性預期出現拐點等三重

預期改善之下，A股市場觸底反彈。進

入12月，從資本市場的角度而言，傳統

「跨年行情」預期正逐漸升溫。

陳夢潔指出，從歷史統計規律來

看，跨年行情出現概率較高。在前述疫

情防控優化調整等三重預期改善之下，

A股市場底部特徵已經逐步顯現，修復

趨勢得以確定。

展望12月的行情，光大證券分析

師張宇生認為，目前市場最核心的改善

來自于疫情防控政策和房地產政策的變

化。

MPTC尋求公造部批准建設NLEX連接路至Skyway 3通道
本 報 訊 ： 地 鐵 太 平 洋 收 費 公 司

（MPTC）正在尋求獲得公造部（DPWH）的

批准，修建一條1.2公里長的道路，將8公里長

的北呂宋高速公路（NLEX）連接線連接到仙

棉訖公司（SMC）18公里長的Skyway 3高速

公路。

MPTC首席財務官克裡斯·利佐週四告訴

記者，這是為了在大馬尼拉的北部和南部之

間實現無縫連接。

利佐表示，該公司兩周前致函公造部，

告知該機構該公司願意修建互連公路。

利 佐 表 示 ： 「 我 們 願 意 進 行 互 聯 互

通。」他補充道，修建這條1.2公里長的道路

將為NLEX連接路項目的項目成本再增加20億

元。

互連公路是Skyway 3項目詳細工程設計

的一部分，將NLEX連接路（Espana-PUP Sta.

Mesa）的第2段連接到Skyway 3的Plaza Dilao

段。

利佐表示，收費管理委員會可以修改其

與仙棉訖公司的特許協議，允許MPTC建設

1.2公里長的互連公路。

仙棉訖公司在2021年1月的一份聲明中

稱，它將連接公路建設的延誤歸咎于路權收

購限制。

利佐表示，這條互聯道路將允許三類車

或卡車從港口區到大馬尼拉南部地區的無縫

通行。

在等待公造部的回應時，他表示MPTC

將尋找一條替代路線，使其能夠穿越巴石

河。

NLEX連接路項目是公造部和首都太

平洋投資公司領導的北呂宋高速公路公司

（NLEX）之間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PPP）

項目。

北呂宋高速公路公司是首都太平洋投資

公司（MPIC）收費公路部門首都太平洋收費

公路管理公司的子公司。

北呂宋高速公路連接路是一條四車道、

全類型車輛的高架高速公路。它橫跨八公

里，終止于馬尼拉仙沓迷沙區(Sta. Mesa)菲律

賓理工大學（PUP）附近。

它穿過湯都、聖克魯斯、桑帕洛克仙

沓迷沙，擁有三個立交橋，分別位于卡盧坎

C3路/第五大道、埃斯帕尼亞大道和馬尼拉

R.Magsaysay大道。

NLEX連接路項目大部分位于菲律賓國家

鐵路（PNR）的線路上方。

北呂宋高速公路公司表示，該項目有望

將北呂宋高速公路到南呂宋島的旅行時間減

少至少60%。

預計將改善尼諾·亞謹諾國際機場和克拉

克等國際機場之間的行程，並將刺激大馬尼

拉及其周邊省份之間的發展。

世界首條高寒高鐵哈大高鐵開通運營10年 運送旅客6.7億人次
中新社瀋陽12月1日電 12月1日，世界首

條高寒高鐵——哈爾濱至大連高速鐵路（簡

稱「哈大高鐵」）開通運營10週年。10年

來，哈大高鐵累計安全開行動車組列車73.9

萬列，運行里程67117萬公里，成功應對近

六百場風雪考驗，運送旅客突破6.7億人次。

哈大高鐵縱貫黑龍江、吉林、遼寧三

省，沿線地處高寒地帶，冬季雨雪冰凍天氣

頻發。十年來，中國鐵路瀋陽局集團有限公

司（簡稱「瀋陽局集團公司」）形成了一套

應對嚴寒和冰雪天氣的安全運營組織體系，

實行道岔除雪除冰分級管理，按照雪量等級

採取道岔加熱融雪、間隔行車、人工除雪等

方式，保證高速鐵路的安全暢通。

作為世界首條高寒高鐵，哈大高鐵沿

線冬夏最大溫差近70℃。在沒有既往經驗借

鑒情況下，在列車上，實現了全列車廂恆

溫，克服了車廂連接處、車門附近溫度低的

難題；在線路上，攻克了高寒地區鐵路的路

基「凍脹」控制問題，實行「冬夏一張運行

圖」，全年按時速300公里運行；在牽引供

電、通信信號等設備低溫適應性技術上，形

成了高寒地區高速鐵路運行的核心技術體

系。此外，在長春西站使用了世界最大號碼

的高速無砟道岔，突破了制約高鐵列車進出

站速度的技術瓶頸。

開通10年來，哈大高鐵帶動形成東北

高速鐵路網，並與京哈高鐵京沈段相連，融

入全國高速鐵路網，聯通東北、華北、華

中、華東等主要城市。同時，哈爾濱的重化

工業，長春的汽車工業、瀋陽的裝備製造業

等分佈在哈大高鐵沿線的支柱型產業，也在

「高鐵速度」的帶動下實現了快速流動整

合。

瀋陽局集團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哈大

高鐵的開通為東北民眾出行帶來了更多的幸

福感、獲得感，拉近了地區「經濟距離」，

縱橫交錯的動脈血管，為東北地區振興發展

注入新的生機與活力。

海南自貿港首個「零關稅」政策實施兩週年 減免稅款超9億元
中新社海口12月1日電　海南自貿港首個

落地實施的「零關稅」政策——原輔料「零

關稅」政策已滿兩年。海口海關1日介紹，兩

年來已累計辦理900餘票進口通關手續，貨值

超70億元（人民幣，下同），減免稅款超9億

元。

「零關稅」政策是海南自貿港重要制度

設計，確立「一負三正」四張「零關稅」清

單。首張原輔料「零關稅」清單于2020年12

月1日正式實施。

政策明確，在全島封關運作前，對在海

南自貿港註冊登記並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企

業，進口用于生產自用、以「兩頭在外」模

式進行生產加工活動或以「兩頭在外」模式

進行服務貿易過程中所消耗的原輔料，免征

進口關稅、進口環節增值稅和消費稅，無需

提交擔保，內銷時只需補繳其對應原輔料的

進口關稅、進口環節增值稅和消費稅，大大

提高了企業資金使用效率。

原輔料「零關稅」政策實行正面清單

管理，在2021年12月調整新增鮮榴蓮、氯乙

烯、航空發動機零件等187項商品之後，清單

商品達到356項，包括椰子等農產品、煤炭等

資源性產品、氯乙烯等化工品，以及飛機和

船舶維修用零部件等。

「零關稅」政策實施及清單擴容，為海

南自貿港產業壯大帶來機遇。生物醫藥產業

是海口國家高新區的重點產業，享受「零關

稅」政策後，越來越多高附加值、高科技含

量的生物醫藥項目在園區開工落地。

福建啟動國家綜合貨運樞紐補鏈強鏈工程  提升兩岸物流鏈
中新社福州12月1日電　福建省交通運

輸廳1日披露，廈門、福州、泉州國家綜合貨

運樞紐補鏈強鏈工程已啟動實施，計劃實施

時間3年，預計完成投資超過200億元（人民

幣，下同）。

該工程重點建設一批綜合貨運樞紐、

集疏運、裝備升級以及信息化項目，推動基

礎設施及裝備硬聯通、規則標準及服務軟聯

通，並建立健全一體化運營機制；完善廈

（門）泉（州）、福州兩大綜合貨運樞紐集

群功能體系，推進鐵水聯運、陸空聯運以及

公鐵聯運綜合貨運樞紐建設。

該工程將打造銜接海陸「絲路」的國

際鐵水聯運網絡、融入「全球123快貨物流

圈」的國際陸空聯運網絡，推進閩台兩岸供

應鏈深度融合；強化與「海絲」沿線地區物

流合作，鞏固提升兩岸物流鏈，打造跨境電

商供應鏈，構建區域性航空冷鏈物流中轉中

心；推進貿易物流便利化，推進國際郵件、

國際快件、跨境電商三類通關模式「三關合

一」，加強電子口岸功能建設。

該工程建成後，將進一步強化綜合貨運

樞紐在立體綜合交通網上的重要作用，促進

多式聯運融合發展，提高運輸效率，降低貨

運成本，形成資金流、信息流、商貿流等多

方面集聚效應，輻射帶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

展。為支撐打造廈門、福州、泉州國家綜合

貨運樞紐，福建還將建設一批港口泊位、機

場等重大交通樞紐以及鐵路幹線、高速公路

等通道項目，預計總投資超過1000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