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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市場匯價
   新華社北京3月30日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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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如下:
   100美元　　　　　　　　　　　　688.86人民幣
　100歐元　　　　　　　　　　　　746.8人民幣
　100日元　　　　　　　　　　　　5.1956人民幣
　100港元　　　　　　　　　　　　87.758人民幣
　100英鎊　　　　　　　　　　　　847.97人民幣
　100澳元　　　　　　　　　　　　460.19人民幣
　100新西蘭元　　　　　　　　　　428.4人民幣
　100新加坡元　　　　　　　　　　518.27人民幣
　100瑞士法郎　　　　　　　　　　750.02人民幣

披 索 匯 價
（二○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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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支出和債務發行
增加國家政府債務

本報訊：一位經濟學家表示，美元或歐

元計價債券的發行，以及政府為推動經濟擴

張而持續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的努力，預計將

進一步增加政府負債。

中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裡卡福特

週四在一篇評論中表示，在國內計劃借款的

基礎上，發行額外的外幣計價債務票據，以

幫助為政府支出提供資金。

他說：「新的官方發展援助和其他多邊

機構的資金，特別是用於我國各種基礎設施

項目的資金，也將增加該國未來幾個月的未

償國家政府債務，因為基礎設施支出占國內

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近年來增長到5%

以上，並可能作為政策重點持續下去。」

杜特地政府時期，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

的支出占GDP的比例從過去的3%左右上升到

5%左右。

本屆政府力爭繼續實現這一目標，以確

保國內經濟復甦並保持長期增長。

裡卡福特補充說：「展望未來，更快的

經濟增長，加上稅收和其他財政改革措施，

有助於進一步增加政府的結構性稅收和其他

收入；再加上更嚴格的政府支出，將有助於

將債務與GDP的比率進一步降低/提高到60%

以下，以幫助維持國家的有利地位信用評級

比最低投資等級高出1-3級。」

截至2022年底，我國負債占國內產出的

比例為60.9%，低於截至2022年9月底63.7%的

17年高點。

我國的債務與GDP之比在疫情期間上

升，因為政府動用了可用資金來幫助支付疫

情相關費用。

政府將我國債務占GDP水平的下降歸

因於經濟的持續重新開放，這促進了經濟活

動，並有助於增加政府的稅收。

與此同時，國庫局（BTr）週四報告

稱，截至今年2月底，政府證券的發行和披索

走弱的影響導致國家政府負債上升至13.75萬

億元。

國庫局的數據顯示，「由於國內證券的

淨發行」，與上月相比，國家政府的最新債

務水平增加了約542.6億元。

大部分或約68.7%的債務由9.44萬億元的

國內負債構成，而31.3%的餘額，4.31萬億元

由外幣計價的債務構成。

國庫局表示，由於淨融資約558.8億元和

「本幣對美元貶值對在岸外國計價證券的減

值13.4億元的影響」，國內債務環比增長約

0.6%，即572.2億元。

與此同時，與1月底的水平相比，外幣計

價的負債下降了0.1%，即約29.6億元。

「這是由於外國貸款的淨還款為21.5億

元和第三貨幣對美元調整的影響為323.2億

元。」

國庫局表示：「這超過了本地貨幣對美

元貶值的影響，貶值總額達505.1億元。」

國家政府的擔保債務總額從1月底的水平

下降了1.7%，達到66.4億，降至3871.9億元，

「由於國內和外部擔保的淨還款達到25.6億

元。」

國庫局表示，第三貨幣對美元淨貶值的

影響進一步減少了約30.9億元的國家政府債

務，「超過了本地貨幣淨貶值2.2億元的抵消

作用。」

最後一站：

羅賓遜電器Robinsons Appliances
舉辦2023年一分鐘競賽

本 報 訊 ： 羅 賓 遜 電 器 （ R o b i n s o n s  

Appliances） 的2023年「一分鐘競賽」最令

人期待的最後一站於3月25日星期六正式確

定在內湖省San Pedro市的首家高檔購物中

心Galleria South舉行。繼3月5日在武基倫省

（棉蘭佬）的Robinsons  Valencia， 3月11日

Robinson Galleria Cebu（未獅耶）和3月18日在

Robinsons Tuguegarao （呂宋島）的成功舉辦

後，來自大馬尼拉地區（Greater Manila Area 

，簡稱GMA）的四支隊伍。

每 支 隊 伍 有 兩 名 代 表 ， 將 有 機 會 從

Robinsons Appliances帶回家價值22萬披索的電

器和小工具！

Robinsons Appliances 的市場服務經理

Donna May San Luis 說：「近一個月來，我們

一直在菲律濱各地，為Robinsons Appliances的

忠實顧客帶來興奮和樂趣。我們非常激動，

我們終於來到了一分鐘競賽的最後一站，我

們非常高興能在內湖省的Robinsons Galleria  

South舉辦這項活動。Robinsons Appliances的年

度活動標誌著我們對過去一年中一直支持我

們的客戶的感謝。」

自2017年推出以來，Robinsons Appliances

的顧客們都在興奮地等待著這個一年一度的

活動，從菲律濱四大地區選出的參與者將在

60秒內完成每項任務，然後贏得驚人的獎品

和激動人心的回憶。

San Luis 補充說：「在疫情讓這個激動

人心的聚會停止後，我們確保今年的一分鐘

競賽將是值得期待的，不僅對參與者而言，

對Robinsons商場的購物者也是如此。呂宋

島、未獅耶和棉蘭佬都已經感受到了今年的

慷慨獎品，所以是時候讓我們的大馬尼拉地

區的購物者們決一死戰，把我們為他們準備

的這些美妙的電器和工具帶回家。」

MYX VJ Turs Daza和明星媽媽Elisse Joson

將在本週六主持全程比賽。

《一分鐘競賽》是由6個站點組成，參

賽者必須在60秒內完成指定任務。每一個站

點都將考驗每位參賽者的身體和心理能力。

在競賽卡的指導下，每支隊伍將跑到每個站

點，他們將在那裡獲得解決每個任務的線索

卡。他們越早到達下一個站點，就越有可能

獲得最高價值的獎金。在一分鐘競賽的整個

比賽期間，將贈送價值二百萬的電器和小工

具。

除了這些電器和工具，一分競賽的所有

賽段的所有參賽者還獲得了價值2000披索的

GoRewards積分。

2023一分鐘競賽由（金贊助商）：科

林（Kolin）、夏普（Sharp、Lex Service, 

Inc.、TCL、GCash、三星（Samsung）和大

金（Daikin），以及（銀贊助商）富士登

三（Fujidenzo）、德凡特（Devant）、東

芝（Toshiba）、American Home、江森自控

（Johnson Controls）、美的（Midea）、惠

而浦（Whirlpool）、日立（Hitachi）、海

信（Hisense）、創維（Skyworth）、松下

（Panasonic）、伊萊克斯（Electrolux）和美

泰克（Maytag）共同贊助。

更多的最新消息，最新的優惠和活動，

請訪問www.robinsonsappliances.com.ph或關注

Robinsons Appliances在臉書和Instagram的官方

頁面。

截至2月底 

政府債務激增至13.75萬億元
本報訊：國庫局週四報告稱，由於通過

國內債務市場加大了籌資力度，截至2023年2

月底，菲律賓政府的運行債務餘額飆升至歷

史新高。

財政部數據顯示，截至2月底未償債務

為13.75萬億元，比1月底的13.7萬億元增長

0.4%。

國庫局表示，在此期間債務存量上升

「主要是由於國內證券的淨發行。」

中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裡卡福特

在一篇評論中表示，鑒於2月份發行了2887.11

億元5.5年期零售國債，債務餘額擴大。

裡卡福特說：「國家政府最新的淨借款

可能反映了近幾個月來為預算赤字融資的必

要性，部分原因也是價格上漲/通貨膨脹也從

根本上增加了/膨脹了政府支出，利率上升/

融資成本增加了政府的償債成本，披索對美

元匯率與美元相比仍然相對疲軟與一年前相

比，這增加了相當於國家政府以披索計價的

未償債務。」

債務總額的最大份額（68.7%）來自國內

借款，31.3%來自外部借款。

特別是，國內債務總額為9.44萬億元，

比截至1月底的9.38萬億元增長0.6%，「這是

由於國內融資的淨利用率達到558.8億元，以

及本幣對美元貶值對在岸外幣計價證券的影

響達到13.4億元。」

與此同時，外債總額為4.313萬億元，環

比下降0.1%。

財政部表示，在此期間，外國借款減少

是由於外國貸款的淨還款為211.5億元。

以及第三貨幣對美元調整的影響為323.2

億元。

報告稱：「這超過了本幣對美元貶值的

影響，貶值總額為505.1億元。與2022年12月

底相比，我國的外債增加了1001.2億元，相當

於2.4%。」

裡卡福特說表示，經濟的快速增長，加

上稅收和其他財政改革措施，有助於進一步

增加政府的結構性稅收和其他收入，再加上

更嚴格的政府支出，將有助於進一步降低或

提高債務與GDP的比率，使其低於60%的國際

門檻，以幫助將我國的良好信用評級維持在

高於最低投資等級1-3級的水平。

截至2022年底，債務與GDP的比率，即

政府債務存量相對於經濟規模的比率，從

2022年第三季度的63.7%降至60.9%，這是自

200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政府的目標是到2025年將債務與GDP的

比率降至60%以下，到2028年將其進一步縮小

至51.1%。

並在2028年前將赤字與GDP的比例降至

3%，並將基礎設施支出保持在每年占GDP的

5%至6%。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前，2019年菲律

賓的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創下39.6%的歷

史新低。

全球銀行業擔憂減弱

菲股輕微上漲 
披索基本持平

本報訊：由於對海外銀行業問題的

擔憂有所減弱，週四本地股市再次上漲，

而披索對美元收盤橫盤。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上漲13.78

點，漲幅為0.21%，至6644.75點；而全

股指數上漲9.07點，漲幅為0.26%，至

3538.73點。

大部分行業指數當天也上漲，服務

業領導上漲，漲幅為0.81%；緊隨其後

的是工業，上漲0.67%；金融業，上漲

0.64%；採礦和石油業，上漲0.46%；以及

控股公司，上漲0.16%。

只有房地產業指數在下跌0.84%後，

當天收盤處於負值區間。

成交總量達到5.7395億股，價值40.3

億元。

共計98只個股上漲，72只下跌，53只

收盤保持不變。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

斯·林寧安表示：「隨著美國市場科技股

的強勁上漲，以及對銀行業地位的擔憂緩

解，菲律賓股市上漲。」

林寧安引用了菲律賓經濟區管理局

（PEZA）關於今年第一季度批准投資增

加至125.4億元的報告。

他還指出，在「受到美元走強的影

響」後，國際市場黃金價格下跌

布倫特原油價格下跌0.4%，至每桶

78.33美元，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價格下跌

0.1%，至每桶73.09美元。

本地股市的上漲使披索受益，披索

匯率保持了穩定。

與前一天的54.45元收盤價相比幾乎

沒有翻譯，收盤報54.415元。

當天披索開盤於54.39元，全天在

54.49元至54.39元之間交易，平均交易價

格達到54.429元。

成交額從前一天的11億美元，降至略

高於10億美元。

中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裡卡

福特將披索的表現部分歸因於截至2022年

2月底，國家政府的總債務從上月的13.7萬

億元小幅增加至13.75萬億元，以及原油價

格下跌。

他表示，市場參與者仍對美國2023

年2月的個人消費支出報告持觀望態度，

普遍預計該報告將從今年1月的5.4%降至

5.1%左右。

他 預 計 週 五 披 索 對 美 元 匯 率 將 在

54.30元至54.50元之間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