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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3月24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3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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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4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83.74人民幣
　100歐元　　　　　　　　　　　　740.69人民幣
　100日元　　　　　　　　　　　　5.2286人民幣
　100港元　　　　　　　　　　　　87.107人民幣
　100英鎊　　　　　　　　　　　　839.77人民幣
　100澳元　　　　　　　　　　　　456.71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27.0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514.99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45.87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三年三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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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屆菲律濱食品博覽會
新興趨勢和令人興奮的口味

本報訊：準備好迎接菲國唯一的全菲律濱食品和飲料博覽會的回歸！支持本

地種植者和企業家，同時提供本地美食和美食產品，期待已久的第15屆菲律濱食

品博覽會即將於4月28日至30日在巴西市SMX會議中心舉行。

由菲律濱食品加工商和出口商組織（Philfoodex）公司籌組為期3天的展覽會

將匯聚300多家從事食品製造、種植、出口、設備、包裝、配料、添加劑以及相關

服務和行業的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出口商。

在疫情隔離期間誕生的本土中小企業也將首次在這一獨特的美食活動中展示

自己的產品。正如律濱食品加工商和出口商組織的Ruben See熱情地表示的那樣，

「在我們努力在疫後時代重新獲得全球競爭力之際，參展商正在全力以赴，提供

最好的食物。」

第15屆菲律濱食品博覽會是與農業部聯合舉辦，並聯乘菲律濱食品月的高潮

活動。菲律濱食品月是菲國豐富的烹飪寶藏和傳統的年度慶祝活動。博覽會訪客

在品嚐我們國家提供的地區風味的同時，能夠通過一系列同步進行的烹飪演示、

飲料準備和技術研討會學習新的食譜和技能。

為博覽會增添趣味的是烹飪挑戰賽，參與者可以在以下類別中炫耀自己的專

業知識：食物造型和攝影、菲律濱地區餐桌佈置、廚房大師、美律濱美味早餐、

健康意大利麵、現代菲律濱甜點和神秘配料。 30多所學校將參加友誼賽，展示各

自學生和教職員工的技能，他們是

我們食品服務和旅遊業的未來前

線。

在第15屆菲律濱食品博覽會上

體驗所有這些美味的事物，這是每

個人的必去之地，從日常菲律濱消

費者到國際貿易商和食品進口商。

為期3天的活動將於上午10點至下

午7點對公眾開放。現在就提前註

冊，以折扣價獲得活動通行證。

第15屆菲律濱食品博覽會是與

工商部、PHILEXPORT, Inc和菲律

濱友聯銀行合作舉辦。

欲 了 解 更 多 信 息 ， 請 訪 問

www.phillippinefoodexpo.ph，關注

其社交媒體渠道，或致電(02)8 363 

5192 / 8 363 4900 / 8 362 2266或發送

電郵至cut.eventsph@gmail.com聯繫

活動承辦公司Cut Unlimited。 

Okada Manila慶祝了另一個里程碑，連續第四年榮獲福布斯旅遊指南的五星評級，其The 
Retreat Spa水療中心更是首次獲福布斯認可表彰。媒體和特邀嘉賓均應邀出席慶祝活動。圖
為在祝酒儀式上的Okada Manila高層管理人員，包括總裁兼首席運營官Byron Yip（右四）、
左二起：餐飲部副總裁Andreas Balla主廚、The Retreat Spa的董事Vikki Aquino以及酒店運營
副總裁Robert Scott。旅遊部區域主任Sharlene Batin （左三）也獲邀與他們一起向與會敬酒。 

菲央行行長棉達惹:

儘管存在「傳染風險」但通脹之戰仍將繼續
本報訊——菲律賓中央銀行為其最近

的加息辯護，並表示儘管近期美國銀行倒閉

存在金融蔓延風險，但抑制通脹不會退居二

線。

菲 央 行 行 長 費 利 佩 · 棉 達 惹  ( F e l i p e 

Medalla) 週五在接受 CNBC 採訪後詳細闡述

了這一點。週四，由於持續的供需失衡繼續

加劇通脹，央行將關鍵利率上調 25 個基點至 

6.25%。

「鑑於最近的全球銀行業動盪，一些人

擔心價格穩定可能讓位於金融穩定，但菲律

賓的情況卻大不相同，」棉達惹在一系列推

文中表示。

考慮到菲央行與美聯儲的利率行動相匹

配，菲央行行長週四已經提到了其中的一些

要點。

菲央行加息 25 個基點之前，金融危機蔓

延的擔憂籠罩著美國經濟。專家將大幅加息

歸咎於 3 月份導致世界最大經濟體發生一系

列銀行擠兌的罪魁禍首之一。過去幾週，總

部位於美國的矽谷銀行倒閉，隨後其他中型

銀行紛紛倒閉，隨著各地銀行股暴跌，全球

經濟都受到了衝擊。

「我們有能力專注於我們的第一個支

柱，即價格穩定，並將通脹帶入與目標一致

的路徑，因為我們的第二個支柱，金融穩

定，仍然是一個堅強的力量支柱，」棉達惹

說。

當局迅速保證，菲律賓的銀行，乃至

該國的金融體系，都不會受到來自美國的傳

染。

棉達惹重申這反映了該國的通脹困境。

目前，2 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漲幅徘徊在 

8.6%，加速升至 14 年來的新高。

供應瓶頸和昂貴的燃料價格削弱了公眾

的購買力。

儘管如此，基於全球前景黯淡和加息對

經濟的影響降溫，菲央行已經修改了今年和

明年的通脹預測。中央銀行預計 2023 年的平

均通脹率將從之前的6%上升到6.1% ，突破 

2-4%的目標，而到 2024 年，他們預計通脹率

將以 2.9% 的速度增長。

像菲央行一樣，中央銀行通過加息來抑

制推動價格上漲的需求壓力。較高的利率會

促使消費者和企業在借錢時三思而後行。這

反過來又減少了在經濟中流通並追逐有限供

應的消費品的資金。

這些加息需要 12 到 18 個月才能滲透到

經濟中。

棉達惹說：「我們相信我們已經做得差

不多了，並且相信中央政府的非貨幣干預將

補充我們的努力並幫助控制通貨膨脹。」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香港總排名維持全球第四   

新華社香港3月23日電  英國Z/Yen集團與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23

日聯合發佈第33期「全球金融中

心指數」報告，香港的總排名維

持全球第四位。報告顯示，香港

在營商環境、基礎設施、金融業

發展水平以及聲譽和綜合等四方

面，排名均較上一期上升兩位。

與上一期報告一樣，相對其

他主要金融中心金融從業員對所

屬城市的展望，香港的從業員對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競

爭力最為充滿信心。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

特區政府會繼續善用香港在「一國兩制」下

的制度優勢，提升香港作為資本市場及國際

金融中心的地位。

發言人指出，香港擁有穩健成熟的監管

及風險監察體制，加上香港金融市場強大堅

固的緩衝和抗震力，有信心香港的金融體系

能夠抵禦外圍衝擊，繼續保持穩健。

發言人強調，香港會繼續致力鞏固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發揮連接海外和內地的市場

和投資者的作用，以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

需。

自2007年起，「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

告於每年3月和9月發佈，第33期報告評估了

全球120個金融中心。

菲律賓今年首個IPO
因加息問題揮之不去
Alternergy 首日持平

本報訊——由於加息令投資者情緒蒙上

陰影，Alternergy Holdings Corp. 在當地交易所

的首次亮相表現平平。

這家可再生能源公司週五的交易價格與

每股 P1.28 的發行價持平。 在菲律賓中央銀

行加大通脹攻擊力度、將政策利率上調 25 個

基點、拖累市場情緒的一天後，市場表現不

冷不熱。

Alternergy 是一家可再生能源控股公司，

其投資組合包括風能、太陽能、水力、漂浮

太陽能和電池儲能項目。

該公司首次亮相，在股票代碼中被列為 

ALTER，標誌著該國 2023 年的首次 IPO。此

次 IPO 涉及出售多達 11.5 億股初級普通股。 

包括 1.15 億股的超額配股權，公司籌集了高

達 P16.2 億的淨收益。

Summit Securities 的交易員 Hernan Segovia 

解釋了投資者為何冷遇 Alternergy。

「目前沒有太大的胃口，因為現在 IPO 

情緒幾乎為零。 許多散戶投資者仍停留在之

前的 IPO 上市上，」他說。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各地的投資者都在

應對一連串令人沮喪的頭條新聞，從金融危

機蔓延的恐懼到衝擊全球股市的持續逆風。 

即便如此，一些專家在 1 月份預計，預計今

年將放緩的全球經濟前景可能會使貿易條件

保持「艱難」。

Sun Life投資公司首席投資官邁克爾恩裡

克斯 (Michael Enriquez) 在評論當前的交易環

境時表示樂觀。

他在 Viber 消息中說：「我認為市場普

遍認為我們很快就會達到通貨膨脹和加息的

頂峰。」恩裡克斯指出，散戶投資者關注銀

行定期存款，因為其收益率具有吸引力。

「此時無需承擔額外的股權風險，」恩

裡克斯補充道。

公司計劃將IPO募集資金用於在建項目

的開發建設、收購Kirahon Solar Energy Corp.

的債務償付、在建項目的前期開發費用以及

一般企業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