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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美國航母尼米茲號和里根號在南海演習。

新反恐法惹議 反對者入稟高院凍結
法新社馬尼拉7月6日電：菲律賓輿論今

天要求大理院凍結新通過的反恐法，聲稱此

法威脅到人權與言論自由。

菲律賓國會上月通過反恐法後，杜特地

總統3日批准此法。這項新法賦予安全部隊廣

大權力追捕恐佈分子，但批評人士擔心此法

可能淪為打擊異議人士與政敵的工具。

人權團體曾呼籲杜特地否決這項法案，

因為新法允許一個由總統內閣成員組成的特

別委員會下令，在未取得法庭逮捕令的情況

下逮捕任何他們認定的恐怖分子。

新法也容許當局在未指控任何罪名的情

況下，拘留可疑分子最多24天，同時廢除了

對遭到錯誤拘押者的賠償條款。

菲國政府主張，菲共與伊斯蘭激進團體

長年在南部進行叛亂活動，要對抗恐怖主義

有必要制訂新反恐法。

但菲國多位律師、教授與國會成員今天

分別向大理院提出4項請願案，呼籲在新法本

月中旬生效前予以凍結，好允許司法審查與

撤除違憲條款。在野議員轆曼今天在請願書

中說：「在民主社會，萬不能以人權和公民

自由權為代價來取得或維持治安。」

大理院證實收到請願文件，其他團體也

已表示將挑戰新法。

批評者表示，這項新法對恐怖主義定義

寬鬆，可能強化杜特地打擊異己的能力。已

有一些人因為抨擊他的政策，像是造成數千

人喪生的掃毒戰爭，而入監服刑。

菲國政府辯稱，新法已有足夠防護措施

來避免濫用。杜特地發言人昨天表示，政府

會尊重大理院裁決。

中國駐菲使領館聯動
助待產孕婦順利回國

圖為孕婦王女士在機場準備回國。

本報訊：據中國駐佬沃領事館消息，7

月3日下午1時20分，廈門航空MF820航班從

馬尼拉國際機場的跑道上呼嘯而起，福建籍

大月齡孕婦王女士順利飛向祖國的懷抱。

6月18日，中國駐佬沃領事館接到王女士

的領保求助電話，稱她懷有7個月身孕，預產

期將至，但受疫情影響，難以預訂到回國機

票，滯留在位於呂宋島東北角的加牙鄢省偏

遠小島聖安娜島，無親無故，請求領館協助

其回國待產。

中國駐菲大使黃溪連接到領館報告後，

立即指示周游斌館長和使館羅剛參贊協商兩

館聯動，全力協助王女士盡快回國。

兩館工作人員迅速行動，加班加點，

核實王女士有關情況，瞭解航班信息。領館

專門致函廈門航空，請其考慮王女士的特殊

情況，盡可能安排近期回國。廈航總部高度

重視，駐馬尼拉辦事處林華滾總經理全力以

赴，在近幾個月機票十分緊張的情況下，反

覆與已購票乘客協調，終於安排到一張7月3

日的回國機票。6月24日，王女士成功拿到機

票確認單。

因菲律賓執行「社區隔離」政策，北呂

宋地區國內航班未復航，各省在省界設卡限

行。從加牙鄢省到馬尼拉陸路距離約500公

里，途經7個省。疫情隔離期間，路上關卡重

重，租車十分困難，如何在遵守當地防疫政

策規定下，幫助王女士順利抵達馬尼拉成為

首要問題。

領館多次研究通行方案，聯繫住在當地

的領事協助志願者蔡志向先生和僑領，代王

女士租用株藝芽佬市華人車主車輛，協助辦

好各項通行證明，備妥路上防護用品。領館

女幹部與王女士時刻保持聯繫，介紹產保產

檢注意事項，安慰、鼓勵其樹立信心、安心

靜養，做好行前各項準備。7月2日夜間，王

女士乘車前往馬尼拉，使領館工作人員一直

分頭與其保持電話和微信聯繫，確認路途平

安順利。

7月3日，中國駐菲使館領保幹部專程前

往機場，協助王女士辦理登機和通關手續，

並送去口罩、水、食品等物品，提醒她做好

候機、機上防護事宜。在各方通力合作下，

王女士於當日下午乘坐航班順利起飛。

抵達廈門第一時間，王女士發微信表

示，「很感謝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駐佬沃

領事館、廈門航空、株藝芽佬菲華商會的華

僑們！我和寶寶很幸運，能得到大家盡心

盡責的幫助，以後一定好好教育孩子報效

祖國！一個人在異國他鄉感受到了國家的強

大，身為中國人很驕傲！我跟寶寶鄭重地對

你們說一聲謝謝，非常感謝你們！」

近半年的抗疫行動中，駐菲使領館深入

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關於「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重要講話精神，不忘初心、履行使

命，多館聯動、密切協作，為受疫情影響而

滯留的中國公民盡心盡力提供協助。外交人

員在行動，祖國母親在身後！

封城期間亂收電費
電力公司公開道歉

本報訊：馬尼拉電力公司昨天就加強社

區隔離（ECQ）期間亂收電費所造成的「持

續不便」，向民眾道歉。

馬尼拉電力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埃斯

賓諾薩告訴參議院能源委員會，未能向用戶

解釋電費單的哪一部分是根據實際的電錶讀

數，以及哪一部分是根據了估計。

他說：「我相信，我們基本上沒有向

用戶澄清什麼是實際的，什麼是估計的。

為此，我想向你們和情況相似的所有人致

歉。」

他說：「我相信，馬尼拉電力公司現在

必須向我們的用戶另外發出澄清信，以表明

在2月、5月或6月的讀錶數，以及向他們清楚

解釋。」

馬尼拉電力公司在此前說，3月和4月的

電費單不得不根據估計，因為在加強社區隔

離期間無法讀取實際的抄錶。

但能源監管委員會說，它收到了數以千

計的用戶投訴，他們對加強社區隔離後電費

飆升感到震驚。

即使參議院能源委員的參議員張僑偉

和杜仁珍諾特別提到了加強社區隔離的電費

單，他們表示，他不理解為何要對他們在封

鎖期間幾乎沒去過的房子收取數千披索的電

費。

張僑偉說：「公用事業也是公共服務和

公共信任，因為不論你給我們什麼，我們都

要支付。」

他說：「我們不能盲目信任馬尼拉電力

公司。現在已證明，因為估算，電費單很難

理解。」

他告訴馬尼拉電力公司的總裁：「我只

是一個用戶，而我們也在討論650萬戶馬尼拉

電力公司用戶的事。你真的需要下來，逐一

驗證。」

伊斯賓諾薩說，馬尼拉電力公司將糾正

電費單，並向用戶發出澄清通知。

他說：「讓我為電費單的問題持續造成

不便的情況致歉。」

他說：「馬尼拉電力公司不會向用戶收

取超出其消耗的電費。我們必須再次強調這

一點，我們必須確保在實施過程中遵守。」

他說：「這些對我們重新贏得客戶的信

任是必要的。」

伊斯賓諾薩說，預計在30天內完全電費

單的更正。

他說：「我們將加倍努力，以實際僱用

更多的呼叫中心代理來回應電郵以及在各種

社交媒體渠道上提出的其他問題。」

菲闢綠色通道 
緩解船員換班危機

本報訊：據英國航運相關網站表示，菲

律賓為亞洲船員開設一條「綠色通道」，以

允許船員及人員跨境自由流動，進而緩解船

員換班危機。

消息指出，外交部對「聯合通函」進行

簽署，使撤回船員的工作更為順暢。截至今

年6月底，外交部設法從全球各地撤回5.9萬

多名海外菲人，這些人由於封鎖限制而被滯

留。

據國際航運協會統計，為防止新冠肺

炎疫情傳播而增加的旅行限制，已影響大約

40萬名船員，其中有20萬名船員的合約已過

期，目前並滯留在船上，另有20萬名員工在

岸上，等待出差，此種情況恐有衍生供應鏈

癱瘓風險。

菲政府於7月2日簽署聯合通函，以確

保船員在根據政府規定的衛生規定（包括安

全、快速下船及船員換班期間），享有快速

安全的出境，而這項協議，主要在防止新冠

肺炎在菲律賓人及外國船員中散播，無論是

在船員換班或撤回期間入境，出境或過境。

分析師認為，「聯合通函」將有助於建

立可控的旅行走廊，進而為菲提供人與人及

經濟交流的機會。

工商部促禁止
未註冊電商售煙酒

本報訊：工商部長洛帛斯昨天說，應

禁止未經註冊賣家在線出售香煙、電子煙和

酒，以確保未成年人士不會購買到這類商

品。

洛帛斯在聲明中說，工商部和財政部正

在共同設立一個系統，以確保在線賣家都合

法性，同時也確保買家身份。

洛帛斯說：「我們應該禁止在線香煙、

酒、電子煙和同類裝置，如果賣家是沒有註

冊的、沒有了解買家的身份、不確保買家

不是未成年者，以及如果這些產品不符合標

準。」

洛帛斯向合法的業務保證，他們將獲准

出售這類商品，只要他們的產品符合註冊和

稅務法。

菲旅客台轉機確診 
研判對台影響有限

香港中通社7月6日電：台北消息：一名

菲律賓籍旅客從台灣轉機到香港後確診新冠

肺炎，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6日公布，該名

旅客在台轉機停留時間不到2小時，航班前後

兩排座位都沒有台灣乘客，研判個案抵台前

就受感染，對台灣影響有限。

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5日證實，一名

菲律賓籍旅客經台灣轉機到香港後，確診新

冠肺炎，為台灣開放轉機後，首度有確診個

案。

疫情指揮中心6日進一步公布相關信息。

該名旅客3日從馬尼拉搭乘長榮航空班機，約

下午3時到台灣，接著搭乘下午4時40分班機

抵達香港，轉機時間不足2小時。

疫情指揮中心說，轉機過程中，所有

旅客均佩戴口罩，由戴護目鏡、手套、口罩

的地勤人員測量體溫，引導至出境層，沒有

機會購物。此外，轉機的兩趟班機前後兩排

座位，都非台灣旅客，估計對台灣疫情影響

小。因空乘、地勤人員都有採取相當防護措

施，不需要列為隔離對象。

至於感染源，疫情指揮中心表示，因個

案在台灣停留時間不足2小時，入境香港後採

檢確診，研判應是抵台前、在菲律賓就已被

感染。

菲孕婦自澳返國確診 
當局查活動軌跡

中新社澳門7月6日電：澳門新型冠狀病

毒應變協調中心6日表示，一名29歲的菲律

賓籍孕婦，由澳門返回菲律賓後確診新冠肺

炎。澳門當局已及時聯系菲律賓衛生當局了

解情況，正調查患者在澳門的活動軌跡及接

觸人士。

據介紹，這名菲律賓籍孕婦6月18日從澳

門返回菲律賓，7月2日在菲律賓南部一座城

市確診感染新冠肺炎，至今未知患者的感染

途徑。有不少澳門市民擔心，這名曾長時間

滯留澳門的女子是否會在澳門被感染。

衛生局傳染病防制暨疾病監測部協調員

梁亦好稱，患者於6月18日已離開澳門，根據

發病時間，以及考慮澳門和菲律賓的疫情，

相信患者在菲律賓當地感染機會較大。協調

中心已及時聯繫菲律賓衛生當局，詳細了解

患者在澳門期間的活動軌跡及接觸人士，以

安排相關人士進行核酸檢測，以確定相關人

士是否被感染。

仁伯爵綜合醫院醫務主任羅奕龍表示，

根據兩地的疫情、傳染源和潛伏期等因素綜

合分析，相信患者極大概率是在離開澳門後

才確診，呼籲市民無需過分擔憂。

應變協調中心公布，截至7月6日，澳門

已連續99天無本地病例報告，連續10天無境

外輸入病例報告，累計確診病例46例，至今

無死亡病例，沒有社區傳播現象，無醫務人

員受到感染。

總統府指反恐法不歧視穆斯林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日表示，只有恐怖

分子才會害怕備受爭議的反恐法，這減輕了

人們對該法將被用來歧視穆斯林的擔憂。

但該聲明忽略了穆斯林的經歷，他們談

到他們社區的成員在執法行動中如何受到歧

視和虐待。總統發言人羅計說，反恐委員會

將與摩洛國穆斯林棉蘭佬自治區的官員就該

法律的實施進行磋商。

羅計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根據法律，

他們(摩洛國穆斯林棉蘭佬自治區)不是反恐委

員會的正式成員，但他們是反恐委員會有義

務咨詢的機構之一。法律規定了一個允許摩

洛國穆斯林棉蘭佬自治區發言的系統。」

他補充說：「總統不會允許反穆斯林的

立法。為什麼？總統有穆斯林血統。他的祖

母是斗索族。所以我們向我們的穆斯林兄弟

保證，總統和你們是一體的。」

美在南海海域雙航母演習
專家：製造緊張局勢 圖謀不會得逞 

本報訊：據澎湃新聞報道，時隔4年，

美國海軍再次在南海海域舉行雙航母演習。

據美國海軍發布消息，7月6日，由美國

海軍「里根」號和「尼米茲」號核動力航母

組成編隊在南海進行雙航母作戰演習。

專家認為，此次美國海軍舉行雙航母演

習是為了製造南海緊張局勢，使南海持續保

持熱點狀態，為南海個別國家撐腰。

反潛或是雙航母演習重點科目之一
美軍兩艘航母於7月3日前後陸續進入南

海，此前，「里根」號和「尼米茲」號在菲

律賓海舉行了雙航母演習。除了航母，還有

多艘導彈驅逐艦一同前往南海。

對於此次在南海舉行雙航母演習，「里

根」號航母編隊司令喬治·維科夫上將在接

受採訪時聲稱：「我們的目的是明確向合作

夥伴和盟友表示，我們致力於區域安全與穩

定。」他拒絕透露美軍航母在南海演習的具

體地點，同時表示此次演習不是對中國演習

的回應。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則發聲明稱，這

兩艘航母 「支持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自由

和開放」。聲明稱，這兩艘航母在軍艦和飛

機的伴隨下，正在進行演習，以便「在一個

迅速發展變化的作戰區域」加強防空和遠程

導彈打擊能力。

美國海軍也未透露演習具體科目，只透

露會進行艦載機起降訓練。「但根據以往雙

航母演習，此次演習科目應該包括防空、反

導、反艦和反潛等，」軍事專家韓東認為，

「這幾天駐日美軍的反潛巡邏機頻繁前往南

海，聯合反潛會是演習的重點科目。」

在韓東看來，此次演習還要關注雙航

母是否會與美國空軍戰略轟炸機舉行聯合演

習。在菲律賓舉行的雙航母演習期間，美國

空軍B-52H戰略轟炸機從本土出發參加了演

習，而在整個5月份，B-1B轟炸機近10次前往

西太平洋執行任務，是近幾年頻次最多的月

份。

「里根」號和「尼米茲」號同屬「尼

米茲」級核動力航母，滿載排水量接近10

萬噸，最多可攜帶80餘架艦載機，包括戰鬥

機、電子戰飛機、預警機和反潛直升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