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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12月5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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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703.84人民幣
   100歐元　　　　　　　　　　　　741.91人民幣
   100日元　　　　　　　　　　　　5.2320人民幣
   100港元　　　　　　　　　　　　90.453人民幣
   100英鎊　　　　　　　　　　　　864.81人民幣
   100澳元　　　　　　　　　　　　478.88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50.31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520.6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50.73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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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台幣匯率 30.461元

政府下調明年經濟增長假設
本報訊：考慮到外部發展對國內經濟的

影響，經濟管理人員週一將我國2023年的增

長預期從6.5%-8%下調至6%-7%。

預算部長兼機構間發展預算協調委員會

（DBCC）主席阿蒙納·潘甘達曼在新聞簡報

會上說，由于主要發達經濟體放緩等幾個因

素，預計明年國內產出將從今年的強勁表現

中有所減速。

另一方面，發展預算協調委員會在注

意到以國內生產總值（GDP）衡量的今年前

三季度的增長超過了全年目標（增長7.7%）

後，保持了今年6.55-7.5%的增長假設。

潘甘達曼說：「隨著我們推動政府制

定2023-2028年菲律賓發展計劃的戰略和干

預措施，預計2024年至2028年的增長率將達

到6.5%至8.0%。其中包括實現農業和農業綜

合企業現代化、振興工業部門和重振服務業

等。」與此同時，國家經濟發展署（NEDA）

副署長羅絲·埃迪利翁表示，旅遊業有望恢復

勢頭，為經濟復甦做出貢獻。

她表示，儘管外國遊客的流入尚未完全

恢復，但國內遊客的持續增加，以及與疫情

相關的政策相關的旅行要求的放鬆，對這一

點起到了緩衝作用。

與此同時，經濟管理者將2022年通脹假

設從4.5%-5.5%調整為5.8%，迪拜原油假設從

每桶90-100美元改為每桶98-100美元，外匯假

設從51-53元調整為54-55元，商品出口從增長

7%調整為增長4%，商品進口從增長18%調整

為增長20%。

在今年7月發展預算委員會會議上，經

濟管理者還將2022年收入預測從3.3萬億元上

調至3.5萬億元，此前今年前10個月的收入情

況好于預期。

潘甘達曼說：「這要歸功于政府改進的

稅收和數字化工作。」

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10月總收入同比

增長14.14%，達到2889億元，截至2022年10

月底的數字同比增長18.31%，達到2.945萬億

元。

AUB和支付寶合作引入HelloMoney
成為菲律賓銀行首個可用於跨境支付電子錢包

本市訊：亞洲聯合銀行（AUB）11月

30日宣布與支付寶+建立合作關係，使其

HelloMoney能夠進行跨境支付，並為用戶在

海外休閒和商務旅行時提供無縫支付體驗。

這使得亞洲聯合銀行成為第一家擁有可在海

外使用的電子錢包的菲律賓銀行。

通過這次合作，HelloMoney將首先在韓

國和日本推出 。在韓國和日本，HelloMoney

用戶可以在接受支付寶+的當地商戶支付，用

於購物、餐飲、便利店、交通和其他與旅遊

相關的活動。

「多年來，亞洲聯合銀行一直在建設

一個數碼庫，包括開拓性的舉措和創新——

從端到端電子賬戶開通，到讓客戶通過手

機方便地進行銀行業務，以及讓商戶在大

流行期間即使流動性受限也能維持業務。

亞洲聯合銀行執行副總裁兼運營與信息技

術主管Wilfredo Rodriguez Jr.說：「隨著支付

寶+與全球各地的本地商家的整合，我們的

HelloMoney用戶將擁有更廣泛的支付接受範

圍，同時確保安全可靠的數字交易。」超過

100萬的HelloMoney用戶還將能夠利用與現行

市場匯率相比更具競爭力的匯率。

支付寶+由螞蟻集團推出，是一套全球

跨境數字支付和營銷解決方案，旨在讓企業

處理廣泛的移動支付方式，並通過簡單的技

術調整更好地服務於地區和全球消費者。

螞蟻集團支付寶+全球合作夥伴總經理

賈航（音）表示：「亞洲聯合銀行一直是螞

蟻集團的長期合作夥伴，我們很高興能進一

步擴大合作關係，使其電子錢包通過支付寶

+進行跨境運營。儘管HelloMoney是一個相對

年輕的電子錢包，但它在用戶中獲得了強勁

的增長和採用勢頭。

通過這一合作，HelloMoney的用戶在海

外旅行時也可以使用電子錢包，而無需攜帶

現金或兌換外幣。」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亞洲聯合銀

行推出了HelloMoney，用戶可以在不去實體

分行的情況下開設賬戶，進行銀行間資金轉

賬，購買預付費產品，通過Pera Padala匯款，

通過二維碼支付，結算賬單，通過ATM取款

機取款，並使用HelloMoney自帶的虛擬萬事

達購物。

該服務推出後，隨即發布了「Hello Pag-

ibig」，這是Pag-ibig忠誠卡Plus的配套移動應

用程序，持卡人可以在該應用程序中管理他

們的賬戶並進行銀行交易。2021年，亞洲聯

合銀行推出了HelloMoney萬事達卡用於網上

購物。

儘管封鎖限制已開始放鬆，HelloMoney

的交易量仍出現了兩位數的增長。截至2022

年10月，HelloMoney交易數量已達到1900萬

筆，比去年增長45%，而交易價值達到630億

比披索，比2021年增長49%。

TeaM Energy在計順省、蜂牙絲蘭省建造學校設施

蜂牙絲蘭省Sioasio Integrated School的學生們在TeaM Energy基金會捐贈的新建教學樓裡
等待面授課的開始。

本報訊：TeaM Energy最近通過其企業

社會責任機構TeaM Energy Foundation, Inc.

（TEFI），在蜂牙絲蘭省建設了一座設備齊

全的校舍，在計順省完成了一座320平方米的

多功廳禮堂的建設，這是其幫助促進菲國教

育界發展的努力之一。

全 新 校 舍 位 於 蜂 牙 絲 蘭 省 的 S i a o s i o 

Integrated School，由兩個設備齊全的教室組

成，設備包括扶手椅、黑板、教師課桌、電

風扇和照明設備。教室也有自己的廁所，方

便學生和老師。

多功廳禮堂配備了舞台、泛光燈和100把

椅子。這是由TEFI為計順省Lipata Elementary 

School 捐建的。這個多功廳禮堂將用於學校

和描籠涯的不同項目和活動。

TEFI項目經理Nestor Banga說：「TEFI繼

續與地方政府部門和不同組織合作，幫助提

升和改善菲國的教育界。」他補充說：「我

們希望蜂牙絲蘭和計順的這些全新設施有助

於改善學生和教師的學習體驗。」

多年來，TEFI的SiKAP項目（圓夢課

堂）成功建造了高質量的教室和校舍，幫助

菲國教育界的持續發展。

TEFI是TeaM Energy的社會發展部門，該

公司運營著兩座燃煤電廠：位於蜂牙絲蘭省

的1200兆瓦Sual發電廠和位於計順省的735兆

瓦Pagbilao發電廠。該公司還在計順的420兆

瓦Pagbilao 3號發電項目中擁有50%的股份。

中國汽油、柴油價格下調
新華社北京12月5日電 中國國家發展

改革委5日稱，根據近期國際市場油價變

化情況，按照現行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

自2022年12月5日24時起，國內汽油、柴

油價格每噸分別降低440元和425元。

這是11月21日以來中國連續第二次下

調汽油、柴油價格。此次調價折合每升下

調超0.3元。本輪油價下調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車輛出行成本，按私家車50升的油箱

容量估測，調價後加滿一箱油將少花10餘

元。同時，物流運輸成本也將降低。

國家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說，中

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及其他原

油加工企業要組織好成品油生產和調運，

確保市場穩定供應，嚴格執行國家價格政

策。各地相關部門要加大市場監督檢查力

度，嚴厲查處不執行國家價格政策的行

為，維護正常市場秩序。消費者可通過

12315平台舉報價格違法行為。

本輪成品油調價週期內，多重因素

影響下國際油價大幅下降。國家發展改革

委價格監測中心預計，全球原油供應仍然

較為脆弱，不確定因素較多，短期內國際

油價可能震盪加劇。

年內第二次降准落地 
釋放長期資金約5000億

新華社北京12月5日電 年內第二次

降准12月5日正式落地，釋放長期資金約

5000億元。這有助于保持流動性合理充

裕，促進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落實穩

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鞏固經濟回穩向上

基礎。

11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宣佈，決定

于2022年12月5日降低金融機構存款準備

金率0.25個百分點（不含已執行5%存款準

備金率的金融機構）。這是年內第二次降

准，今年首次降准已在4月落地。兩次降

准共降低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

分點、釋放長期資金超萬億元，金融機構

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降至約7.8%。

全國快遞日均
業務量復甦提速 
重回3億件以上

新華社北京12月5日電 國家郵政局監

測數據顯示，11月27日以來，全國快遞日

均業務量連續穩步上漲，特別是12月2日

至4日，連續三天日均超3億件，實現迅速

反彈。

國家郵政局有關負責人介紹，從部

分快遞網點暫停運營、快件積壓，到迅速

反彈、復甦提速，郵政管理部門推進保通

保暢工作，出台系列政策，持續跟蹤調

度，分級分類分區推進，有效推動解決了

多地幹線不暢、末端梗阻等問題。

在新疆烏魯木齊，郵政、順豐、京

東、德邦、韻達、極兔、菜鳥等企業的省

級分撥中心已正常運轉，加班加點處理分

撥中心滾存郵件快件，超271處快遞網點

恢復運營，日均投遞郵件快件超8萬件；

在內蒙古呼和浩特，9個省級郵政快遞分

撥中心全部恢復運行，超245個郵政快遞

網點恢復營業，超3300餘名郵政快遞從業

人員陸續返崗，將積壓的160餘萬件快件

處理完畢。 陸諾：外匯儲備足以支持主權財富基金
本 報 訊 ： 財 政 部 長 本 杰 明 · 陸 諾

（Benjamin  D iokno）週一表示，菲律賓

中央銀行（BSP）有充足的外匯儲備總額

（GIR），足以支持于擬議的主權財富投資

（Maharlika）基金。

根據陸諾的說法，我國目前的外匯儲備

足夠7.5個月的進口，超過了3個月的進口價

值。

他說：「目前的外匯儲備水平，彈藥太

多了。」

央行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10月底，外

匯儲備總額達到940.74億美元。

這高于截至9月底錄得的930億美元，但

低于去年同月的1078.88億美元。

陸諾表示，建立主權財富基金的想法並

不新鮮，他在擔任央行行長期間就已經想到

了這一點。他說：「目前，我們有1100億美

元的外匯儲備。我們在國外投資，我們的投

資回報率很高。」

他補充道：「這是從很久以前開始的，

因為……當時我們有1100億美元的儲備，我

們正在海外投資。但回報很小。現在有很

多回報率為20%的項目。如果有一個投資基

金，我們可以用它。」

陸諾預計，擬議中的主權財富基金將于

2023年年中通過成為法律，因為該計劃可能

過于緊湊，無法在本月內獲得批准。

在回答有關該措施預計時間表的提問

時，他對記者表示：「這可能在今年年底完

成。在預算獲得批准之前，大約在明年年

中。」

陸諾上周表示，該基金從頒布成為法律

起六個月內將開始運作，但週一他表示，這

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最終確定該組織。

迪奧諾領導的經濟集群支持擬議的主權

財富基金，該基金旨在允許政府將盈餘儲備

或收入投資于房地產和金融資產。

根據擬議措施，該基金的初始資本為

2750億元，來自菲律賓開發銀行（DBP）、

公務員保險署（GSIS）、菲律賓土地銀行

（LandBank）和社會保障署（SSS）等政府金

融機構。

其他捐款將來自菲律賓央行、菲律賓娛

樂和博彩公司（PAGCOR）等。

然而，菲律賓央行行長費利佩·梅達拉

（Felipe Medalla）對主權財富基金對美元儲

備的潛在影響以及央行的獨立性表示擔憂。

梅達拉上周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表示：

「如果他們說我們會拿走央行的美元，那麼

如果你的儲備因為被用于財富基金而減少，

你現在會用什麼？」

梅達拉還指出，2009年成立的馬來西亞

發展基金有可能重演，該公司深陷數十億美

元的腐敗醜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