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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全球仅次伦敦和纽约

我国仍是亚太最大外汇中心
胡渊文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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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一度的调查显示，我国
蝉联亚太地区最大的外汇中心地
位，并且是全球第三大外汇中
心，仅次于伦敦和纽约。
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昨天晚
上公布了外汇与衍生工具市场交
易额调查报告。
2016年4月，我国外汇市场的

日均交易额是5170亿美元（7048
亿新元），比三年前同期的3830
亿美元增加35％。我国占全球外
汇交易额的市场份额，从三年前
的5.7％增加到今年的7.9％。
我国外汇市场的增长，主
要由10大工业国（G10）的货币
和亚洲货币推动。例如人民币
的交易额在这三年内激增78％，
日元的交易额大增67％，英镑的
交易额上扬60％，韩元的交易额

也增长55％。在所有的外汇产品
中，外汇掉期（swap）的交易额
最大，占总额的48％，接下来
则是现货（24％）和外汇远期
（20％）。
利率衍生品市场也取得强劲
增长，今年4月的日均交易额较
三年前（370亿美元）大增57％至
580亿美元，是亚洲第二高。交易
最活跃的是澳元（25％）、新元
（18％）和日元（13％）利率衍

生产品。
金管局副局长罗惠燕说：
“新加坡在进一步发展作为亚洲
卓越市场的角色，让全球和区域
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管
理外汇风险。金管局和业界合
作，进一步加强价格发现、流动
性和透明度，增强交易设施。”
大华银行经济师陈达德说，
新加坡位于亚洲的中心，处在区
域贸易路线的交叉口，地理位置

海指： 2816.47 -4.12点
1.363 新元
一美元：
0.334 新元
一令吉：
0.204 新元
一人民币：
一安士： 1306.73 美元

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2016年4
月，我国外汇市场的日均交易额是
5170亿美元（7048亿新元），比三年
前同期的3830亿美元增加35％。我国
占全球外汇交易额的市场份额，从三
年前的5.7％增加到今年的7.9％。

具战略性。亚洲的人口和消费者
越来越富裕，贸易和投资随着上
扬，加上亚洲货币如人民币的交
易取得增长，将继续巩固新加坡
作为世界级金融、贸易和财富管
理中心的地位。
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显示，
外汇衍生品活动持续增长，但外
汇现货交易额自2001年以来出现
首次下跌。2016年4月外汇市场交
易额每天平均5.1万亿美元，这比

2013年4月的5.4万亿美元有所下
降。
美元依然保持了其主导货币
地位。许多新兴市场货币在全球
贸易中的份额有所增加，人民币
成为世界第八大交易货币，其份
额翻一番至4％。
国际清算银行将于今年12月
发布更加详细的分析，多国央行
也会公布各自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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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第15个年头
奖杯重新设计

餐会供应公司Rasel Catering Singapore五获金字品牌奖
韩宝镇

SPBA－微型品牌

新加坡金字品牌奖2016

报道

hanpt@sph.com.sg

餐会供应公司Rasel Catering
Singapore今年第五次获颁成名品牌
奖而有可能登上“金字品牌奖荣
誉榜”，公司董事经理陈锦源在
高兴之余，也因为在这个品牌奖
舞台上“毕业”了而感到不舍。
陈锦源受访时表示，金字品
牌奖给公司打下很好的品牌基
础，它们仍会继续打造品牌，并
希望在公司明年庆祝20周年的时
候，继续寻求突破。
在今年的43个金字品牌奖得
奖品牌中，不乏品牌奖常胜军。
在今年之前，该公司已先
后在2010年、2011年、2013年
和2015获得新加坡金字品牌奖
（SPBA）的成名品牌奖。
SPBA的其他常胜军品牌受
访时也表示，一再荣获金字品牌
奖，给予他们打响招牌的机会。
由于品牌奖声名远播，得奖品牌
更容易打入海外市场。
其中，高记食品自2013年以
来，今年已是第四次获得悠久品
牌奖。它在2013年也荣获最受欢
迎的悠久品牌奖。
以釀豆腐起家的高记，借着
品牌奖得主的势头，发展为在购
物商场及食阁拥有超过40家专柜
和餐馆，包括蒸好吃、海南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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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日本料理，以及丰面人物和
刘强烤鸭店等多元餐饮模式的餐
饮集团。
高记去年也首次进军海外市
场，在北京开设食阁高记坊。高

虽稍有改善

企业第四季商业情绪仍谨慎
调查显示，虽然企业对第四
季的整体商业情绪稍微改善，但
商家依然处于谨慎状态。
根据新加坡商务信贷资料中
心（Singapore Commercial Credit
Bureau，简称SCCB）的最新调查
报告，本地企业的商业乐观指数
已从第三季的1.11个百分点持续
上扬至第四季的2.8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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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该中心指出，虽然指数
上升，今年最后一季的整体商业
情绪依然是压抑的。过去一年，
这个指数是稍微从去年第四季的
0.14个百分点，上升至今年第四季
的2.87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服务业继续乐观
看待第四季展望，六个指标当中
有四个处于扩充领域。

记董事经理张亦辉说，SPBA在国
外尤其是中国都为人所知晓，因
此对高记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帮助
不小。
今年获得成名品牌奖的豆先

制造业的商业情绪也有所改
善，归功于电子业和生物医药制
造业的适度增长。该中心指出，
制造业第四季的六个指标当中，
有三个处于扩充状态。在第三
季，只有一个指标处于扩充状
态。
不过，建筑业和金融服务业
的第四季商业情绪下降，它们分
别因为私人建筑项目和银行贷款
增长放缓受到影响。建筑业和金
融服务业分别只有一个和三个指
标处于扩充状态。

生（Mr Bean），在久违奖项后重
返赛场。它在2006年获得SPBA潜
质品牌奖，2007至2008年获得成
名品牌奖，并在2008年获得成名
品牌奖总冠军。

商务信贷资料中心每个季
度向200家企业进行六方面的调
查，了解企业认为净利、销量、
售价、聘雇、库存量和新订单会
否增加、减少或维持不变，再从
乐观者与悲观者占比的差距计算
出的商业乐观指数，以衡量业者
对经济前景的信心，追查业界如
何看待经商环境及趋势。
整体上，商家对今年第四季
的看法，只有销量仍处于萎缩状
态，售价持平，另外四个方面扩
张。

该公司高级品牌经理洪淑婷
表示，豆先生今年庆祝成立21周
年，重新获得品牌如同获得成年的
一把钥匙，公司将继续利用品牌奖
的品牌力争上游。

新加坡金字品牌奖今年
迈入第15个年头，主办单位
重新设计奖杯，为奖杯换上
全新面貌。
在设计上，新奖杯具备
令人惊喜、全然不同的特
征。
其中，新奖杯的材质从
琉璃改为水晶，显得更为通
透。奖杯中央也有新加坡金
字品牌奖的立体标志。
奖杯根据奖项的不同，
分为蓝色、紫色、绿色、浅
茶色和深茶色等五个颜色，
但只有底部有色彩。因此，
在一般情况下，杯身会显得
透明无色，而品牌奖的立体
标志也不会呈现出颜色。
不过，一旦从奖杯底部
打上灯光，整个奖杯就会呈
现各自的色彩，而立体标志
也会根据角度的不同，呈现
出同一个颜色的不同色调。
奖杯顶端的圆形水晶也
会刻上得奖品牌的标志，堪
称为得奖品牌特别打造了独
一无二的奖杯。

胜科海事被海峡指数除名
怡和控股重新成为成份股
胜科海事（Sembcorp Marine）
将被踢出海峡时报指数，取
而代之的是怡和控股（Jardine
Matheson）。
这个海峡指数成分股的变
动，将在本月19日生效。我国股
市这个基准指数的成份股，每半
年检讨一次。
这是怡和控股告别海峡指数

满一年后重新加入这个蓝筹股俱
乐部。
海指后备成员名单依市值排
序是：丰树商业信托（Mapletree
Commercial Trust）、新达信托
（Suntec REIT）、吉宝房地产信
托（Keppel REIT）、丰树工业信
托（Mapletree Industrial Trust）以
及新加坡邮政（Singapore Post）。

局长李沃文：

企发局专注帮高增值企业走向海外
周文龙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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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和全球经济放缓的背
景下，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
（IE Singapore）将专注于帮助本
地高增值企业迈向海外市场，从
而为我国带来更高经济价值。
企发局局长李沃文昨天接受
媒体采访时透露，该局已跟超过
1000家具高增长潜能的本地企业
密切合作，并将加强对这些企业
援助，特别是帮助它们加快国际
化进程，让它们取得6％至双位数
的年均增长率，而6％是全国企业
的平均增长。
他指出，这些企业的迅速增
长，可为我国带来许多经济附加
值，包括创造更多良好就业机
会，增加商业活动，刺激出口增
长。以及提升本地企业的创新能
力与全球竞争力。
李沃文也强调，企发局仍会
通过商会与商团（TACs）或代理
机构等合作伙伴，给予较低增长
企业协助。但该局会优先考虑有
抱负的高增长企业。
他说：
“我们珍惜与企业的关
系，但企业必须要能跟我们一起成

长……如果企业力求扩展，我们将
协助企业共同迈进。但如果企业
只想在原地踏步，我们虽然仍会给
予协助，但关注度将会减低。”
李沃文今年2月出任企发局局
长，昨天首次以局长身份接受媒
体采访，畅谈企发局下来的发展
策略和目标。
他表 示，企发局重心转向高
增值企业，主要是因为当前经济放
缓，企发局有必要帮助雄心壮志的
高增长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这不单
能让企业实现抱负，取得可持续
增长，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将能
为我国创造更高经济价值。
他举例说，随着企业扩展海
外业务，它们往往也会扩大新加
坡总部，这将会创造更多良好就
业机会，包括区域或全球性的就
业机会。此外，企业也需要更多
服务和出口产品，这将可刺激本
地商业活动和出口增加，对我国
经济起着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高增长企业的海
外拓展计划，也将可扶持本地中
小企业迈向海外。比如雅诗阁
（Ascott）在海外的服务公寓要设
立咖啡厅，可与本地餐饮业者合

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出版与承印

作，由后者负责经营咖啡厅。
他说：“由此可见，当企业
走出国时，它不仅自身会获益，
也能帮助到其他中小企业，让中
小企业更顺利进入海外市场。”
作为支援本地企业跨出国门
的公共机构，企发局已识别超
过1000家具高增长潜能的本地企
业，该局将跟这些企业展开更深
入的援助计划，协助它们抓紧增
长机遇。

企发局局长李沃文表示，该局下来将专注协助1000多家具高增长潜能的本地企业，让它们取得6％至双位数的
年均增长率，从而为我国带来更高经济价值。（郑明达摄）

1000多家高增长潜能企业获识别
在谈到已识别的1000多家
高增长潜能企业，李沃文说，
这些高增长潜能企业有着强大
企业能力和领导层，或是处于
如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和物流
等高增长领域，或是业者的佼
佼者。约三分之二企业也取得
高于本地行业平均6％的年均增
长率。
企发局下来将通过该局的
39个海外中心网络，帮助这些
高增长企业穿针引线，介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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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市场的商业机会和高层政府
官员和合作伙伴等。该局也将
整合企业参与政府对政府合作
项目，如重庆和印度安得拉邦
（Andhra Pradesh）的大型项
目。
李沃文表示，企发局目标
是把高增长企业的年均增长率
提升至双位数。他也表示，高
增长企业并不取决于其规模，
事实上，这1000多家企业中，
超过八成为中小企业。

由于对高增长企业的援助
增加，企发局对较低增长企业
的深入援助也相应减少两成左
右。对此，李沃文表示无奈。
他指出，很多低增长企业的问
题不在于海外市场，而在于自
身，包括企业在运营能力和心
态问题。如果企业无法成功转
型，企发局很难协助企业把产
品或服务带出国。
他形容企发局的新援助模
式犹如金字塔。在上层的高增
长企业，企发局会针对个别企
业制定更深入的援助计划，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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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发行销量审计局成员

助它们加快海外业务增长。在
底层的较低增长企业，企发局
会提供更简化的援助配套，或
透过本地商会与商团或代理机
构等合作伙伴，给予企业广泛
性援助。
企发局和中华总商会于
2013年共同在上海设立新加坡
企业中心，协助本地中小企业
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李沃文
表示，该局正跟新加坡工商联
合总会（SBF），以及新加坡制
造商总会（SMF）洽谈合作计
划，预计明年将会宣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