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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馬尼拉20日法新電）超級強颱海燕重創菲律賓

中部，導致居民死傷慘重，但分析師表示，海燕對菲國

帶來的經濟衝擊，沒那麼嚴重。

過去5年，菲國經濟大有進步，現已擠身亞洲經濟成長

最快的國家之一。2013年上半年，菲律賓經濟成長

7.6%，對這個曾經疲弱不振的國家來說，成長十分顯

著。

菲國政府原先將2013年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目標設定為介於6.0%至7.0%，而經歷

風災後，如今面臨是否該重新調整這個目標。

強颱海燕奪走超過4000條人命，高達440萬人流離失所。

AIR全球（AIR Worldwide）等風險評估專家預測，海燕對菲律賓整體經濟造成的損失，

介於65億至150億美元之間。

儘管數據聽來相當驚人，但根據不同來源的初步估計，超級強颱海燕造成的重大經濟損

失，比原先預期來得少。

海燕橫掃若干菲國最貧窮地區，重創生產稻米和椰子的農業地區，重要的製造業基地則倖

免於難。

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在報告中說，「受災區對GDP的貢獻相對來說很小，所以對

GDP的影響可能不大」；這份報告質疑菲國全年經濟成長率將因風災下滑1個百分點的說

法。

報告說：「農產品出口將受到衝擊，不過在整體出口中，它們所占比例相對很小。」

有些人憂心米價上漲恐升高通貨膨脹，而評估大多預期這種現象僅為短期，特別是只要在

12月至1月的重要耕作期，準備足夠水稻種子即可因應。（譯者：中央社劉文

瑜）10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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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人壽醫保三享 讓保障更完整
aiadirect.unisurf.tw/mci

每天保費27元，特定傷病理賠後保障不中斷

租屋資訊網公益房東招募中
houserent.cpami.gov.tw

扶助弱勢活化閒置住宅，公益房東修繕有補助。

米蘭時尚診所 - 雷射溶脂
niceclinic.com.tw

正妹艾薇肥肚肚飛塑溶脂打造性感腹直肌

保險金一次給付 專心抗癌免煩惱
aiadirect.unisurf.tw/rop50can

友邦有保安康，免收集單據，最高理賠3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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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駐台辦事處：感謝台灣伸援手

打造完美小腿比例 立即行動
美腿好簡單！米蘭時尚診所RF電波纖纖美腿術，等
您來試，快跟蘿蔔腿說Bye！
www.niceclin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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