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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聯合國提交137頁人權報告

政府指ABS-CBN和Rappler案無關新聞自由

涉嫌偷運毒品進警察拘留設施的一名22歲中國女子在巴西市的誘捕行動中被捕。

馬尼拉市班沓干區聖嬰教堂上週五被一場大火付之一炬，神父週日在教堂外舉行彌撒，
一名信徒望著被焚毀的教堂落淚。

本報訊：政府最近在聯合國一份捍衛

其人權紀錄的報告中宣稱，涉及ABS-CBN和

Rappler面臨的案件與新聞自由無關。

政府在其137頁的《2020年5月菲律賓人

權狀況》中提到了這兩家媒體公司，以反駁

對菲律賓媒體和新聞自由的所謂限制。

由菲常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團編寫的最

新人權報告，最近提交給了由高級專員米歇

爾‧巴切萊特領導的聯合國人權辦事處。

政府在提交給聯合國機構的報告中寫

道：「菲律賓政府強調，ABS-CBN特許經營

權的更新不是新聞自由問題，而是一個關於

立法特許經營的程序問題。」

它補充說：「關於這個問題的決定在國

會的權限和智慧範圍內，沒有妨礙ABS-CBN

尋求任何和用盡所有必要的法律補救來解決

這個問題。」

政府還向聯合國機構通報了總檢察官辦

公室對該電視台提出的維持現狀的請願，以

及國家電信署因特許經營權到期而責令ABS-

CBN停止運營的命令。

國家電信署的命令只涵蓋使用政府發布

頻率的平台，如電視和廣播。網絡平台沒有

受到影響。」

它為國家電信署關閉該電視台的決定進

行了辯護，說根據憲法決定和執行政策及項

目，是受法律約束的。

政府還堅持認為，根據憲法，只有國會

有權授予廣播特許權。它指出，眾議院領導

層承諾就該電視台的特許經營競標舉行「公

平、公正、徹底和全面」的聽證會。

政府在Rappler問題上表示，這家網絡新

聞網站的情況被「濫用，被隨意概括和不公

正地描繪菲國媒體的情況」。

報告稱，「菲律賓政府強調，Rappler

面臨的案件涉及其法治責任，與新聞自由無

關。」

政 府 說 ， 儘 管 發 生 了 這 些 案 件 ， 但

Rappler和它的記者們仍繼續在網上運營。

它還表示，Rappler所涉及的案件如撤銷

Rappler在證券署的公司註冊證、由厘務局提

出的稅務申訴、一名投訴人提出的網絡誹謗

案，實際上表明政府「維護法治，沒有人可

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該報告說：「將大眾傳媒排除在司法程

序之外的結論破壞了法治，構成對菲律賓新

聞自由的全面攻擊，並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原則，而這一原則是世界上任何強大

的民主國家司法制度的基礎。」

政府還向聯合國保證，它將繼續「熱忱

地」保護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

它認識到擁有「多元化的聲音，包括批評的

聲音」是民主的基本要求。

報告稱：「與指控相反，隨著政府加強

保護言論和意見自由的保障的實施，菲律賓

的媒體空間繼續擴大。」

菲航下月起大促銷 
國際單程票僅$99

本報訊：菲律賓航空公司在週末宣布，

從下個月開始，國內單程機票的促銷票價低

至388披索。

菲航在公告中說，它將提供低至388披索

的單程國內機票，以及低至99美元的單程國

際機票，出發日期涵蓋2020年8月1日至2021

年5月31日。

促銷期在今天開始，並將持續至下週日

（7月19）。

該促銷價格將通過該公司的官方網站、

預訂熱線（+ 632）8855-8888、任何菲航票務

辦公室、合作的旅行社或菲航移動應用程序

提供。在公告中，菲航重申，鑑於新冠肺炎

大流行，將採取更嚴格的健康安全措施：

——在進入票務辦事處前必須先量體

溫；所有訪客都必須戴口罩

——在票務辦事處內，實施社交距離措

施

——菲航職員都要戴上口罩

——櫃枱都設有透明隔離板

——建議乘客在網上辦理登機手續，在

國際航班起飛前4小時到達機場，國內航班起

飛前3小時到達機場

——全程飛行都必須戴上口罩

——手提行李從原本的7公斤減少至2公

斤

——免費寄倉行李重要增加5公斤

——乘客可攜帶10瓶100毫升70%酒精含

量的潔手液上飛機

——嚴格的機艙清潔和消毒

——簡餐或小吃服務

——機艙社交距離座位選擇

——使用HEPA過濾器淨化機艙空氣

菲航還保證，其槍艙人員都將穿戴全

套的個人防護設備，並且在當值接受醫療評

估。它還說，其飛機都配備了先進的機艙空

氣系統，可持續給全機艙注入新鮮空氣。

它說：「機上的空氣製造一個可媲美醫

院手術室的清潔環境，比大多數封閉的公共

場所更安全。」

菲航已局部恢復了飛往多個國內目的

地和美國、亞洲、歐洲、澳大利亞、中東和

加拿大等國家的主要國際城市的定期商業航

班。

「數據量龐大 處理需時」

衛生部新冠確診數據難產
本報訊：衛生部昨日因「數據量龐大，

處理需時」，未能公布每日新冠肺炎新增病

例的報告。

本報昨晚11時58分收到衛生部發來通告

指，「由於今日收到大量數據，衛生部數據

團隊仍然在核實來自國都區和不同行政區的

數字。」

該通告還說，「我們也注意到，由於大

量數據需要核實，根據初步結果，我們看到

了今日新增病例、治癒和死亡數字將有所增

加。」

該通告最後說，「我們明白及時提供

即時信息的重要性，但我們也必須確保這些

信息的準確性。因此衛生部將在明天（週

一）早上8時30分才會公布今日（週日）的數

據。」

再有職員確診染疫

警監署封鎖再延長一周
本報訊：位於計順市的內政部警監署

（NAPOLCOM）中心的一星期封鎖再延期一

週。

在昨天的聲明中，警監署說，其中央辦

事處的一名職員在上週五被確診染疫。

它說：「因此，位於計順市乙沙與計順

大街交界的警監署辦事處將於7月13日至7月

17日繼續不對外開放一星期。」

據警監署說，封鎖措施的續期旨在盡量

減少身體接觸和進行接觸者追蹤工作。

在7月5日，警監署起初宣布，該辦公室

將從7月6日至7月12日封鎖一星期，因為內政

部副部長登辛的新冠肺炎檢測結果為陽性。

警監署說，為了方便提交文件的民眾，

人事和行政服務部門的一名員工將在7樓接受

文件。

警監署說：「從7月13日至7月17日將不

接受其他的交易。」

閩增3境外輸入病例 2人來自菲國
中新社福州7月12日電：據福建省衛生健

康委員會12日通報，7月11日0至24時，福建

省新增3例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其中美國

輸入1例，為福州市報告，菲律賓輸入2例，

為廈門市報告。解除隔離1例。

當日，福建省無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

例、疑似病例。

截至7月11日24時，福建省累計報告

67例境外輸入確診病例，已治癒出院66

例，目前住院1例，無死亡病例；現有報

告境外輸入疑似病例0例；現有報告境外

輸入無症狀感染者尚在接受集中隔離醫

學觀察9例。

廈門市衛生健康委員會通報了該市

新增2例菲律賓輸入無症狀感染者的軌跡

詳情。31歲的貴州籍男性段某和51歲福

建省晉江籍女性陳某均於7月10日從菲律

賓乘航班MF820回國，目前同航班旅客

均已落實隔離醫學觀察措施。

段某與陳某在入境時均無發熱，在

機場採樣進行核酸檢測，11日監測結果

陽性，遂轉送至市定點醫院隔離診治。

涉運毒品入拘留所
22歲中國女子被捕

本報訊：於週六下午，涉嫌偷運毒品進

警察拘留設施的一名22歲中國女子在巴西市

的誘捕行動中被捕。

她把一包沙霧交給一名臥底警員，並收

取了包含一張1000披索真鈔和8張假鈔的8000

披索後，嫌犯陳雪明（音）於昨日下午4時左

右在Shell Residences的D座被巴西市警察局緝

毒單位的人員拘捕。

警察局緝毒單位的杜馬斯說，陳雪明被

捕是源於他們在其拘留設施內進行的一次行

動。該行動發現一名被拘留的中國公民溫博

（音），33歲，私藏3克沙霧，價值2.4萬披

索以及幾件吸毒工具。溫氏報稱居住在Shell 

Residences的A座。

在審訊過程中，溫博供認陳雪明是毒品

的來源，這些毒品被偷運到拘留設施內，這

促使杜馬斯進行誘捕行動，最終逮捕了這名

中國女子。

警方從被捕者身上找到大約11.71克沙

霧，估計價值79628披索。

巴西市警長敏諾爾說，這名中國女子因

涉嫌違反第9165號共和國法令（又稱2002年

綜合毒品法）而被提交巴西市檢察官辦事處

接受審訊。

計順市新冠確診增至4421例
本報訊：根據衛生的數字，計順市的累

計新冠肺炎病例在昨天增至4421例。

在這一數字中，4346例有完整的地址，

而計順市流行病學和監測單位以及地區衛生

辦事處確認的感染病例為4314例。

到目前為止，該市的現存病例為1642

例。市政府還說，新增了31宗康復病例，這

使累計康復人數增至2415人。

總死亡人數也增至257人，因為再增添一

人死亡。

以下地區因新冠肺炎病例數字很高而仍

然處於封鎖之中：

Portion of King Christian St., Bagbag

Insurance St. Extension, Sangandaan

Loans St., Alley 4, Sangandaan

70 Mendez Road, Baesa

Marytown (sapa), Loyola Heights

FVR Building, Guirayan Street,  Dona Imelda

Fatima St., cor. Liwanag, San Vicente

14G Maayusin Ext., San Vicente

Maparaan St. to 87 Kalayaan St., Central

Ruby Stone HOA, Kaligayahan

紅十字會籲新冠康復者捐血漿
本報訊：菲紅十字會的高層昨天說，紅

十字會將展開其新冠肺炎康復者捐獻恢復期

血漿運動。

據菲紅十字會會長、參議員吳頓說，促

請已經康復的而且有足夠中和抗體的患者就

捐獻血漿事宜聯絡菲律賓紅十會的熱線電話

143或09175820499。紅十字會全國血液服務的

納魯普沓醫生說，他們必須是18歲至65歲，

而且接受了身體和醫療檢查。

她告訴記者：「我們還將對他們的新冠

肺炎抗體水平進行額外的檢測，這對即將接

受治療的患者應具有治療作用。」

她說：「並非全部新冠肺炎患者將符合

捐獻資格，以便我們能夠確保患者可以通過

使用抗體康復。」

她說，紅十字會通過從感染該病且康復

的前線人員那裡獲得了血漿，從而展開了捐

獻活動。

她補充，它預料每天有20次捐獻。

吳頓說：「對於希望康復的患者來說，

這是很大的幫助。希望真的很重要。重要的

是我們擁有抗擊新冠肺炎的武器。」

世界衛生組織此前表示，輸血漿可以增

強患者的免疫力。

菲總醫院和聖路加醫院都已經為新冠肺

炎患者展開了各自的恢復期血漿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