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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ABS-CBN電視台的支持者昨日在馬加智市亞耶拉三角處舉行車隊抗議行動，呼籲國
會給該電視台續牌。

馬加智醫療聖路加醫院
新冠重症監護病床爆滿

本報訊：聖路加醫院說，計順市和沓義

市文尼法壽環球城的聖路加醫療中心的新冠

肺炎重症監護病床都已經爆滿。

在另一聲明中，馬加智醫療中心表示，

「就我們處理疑似和確診新冠肺炎患者的能

力而言」，醫院已經爆滿。

聖路加醫療中心管理層說，「截止7月13

日，計順市和環球城的新冠肺炎重症監護床

位已經爆滿。」

它補充：「在這方面，我們要求公眾

考慮將重症新冠肺炎疑似患者送到別替代醫

院，以便他們將得到及時和最大程度的照

顧。一旦我們重新開放新冠肺炎重症監護病

床，我們將向大家通報最新情況。」

馬加智醫療中心說，自3月開始，它已照

顧了「數萬名」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

它說，它不得不增加其人力和物力來滿

足需求。它還說：「馬加智醫療中心的新冠

肺炎區（一般病房和重症監護部，以及特別

是急症室）都已經爆滿。」這些醫院繼今年3

月之後，今年第二度發布此類公告。

在週一，雖然總統發言人羅計表示，可

能在週三宣布社區隔離分類，但他補充，數

據尚未表明大岷區的限制可以放寬。

醫院表示：「兩家醫院都仍然開放收治

非新冠肺炎患者，其中包括門診患者。我們

呼籲民眾避免自滿，並且要嚴格遵守衛生規

定，以及針對新冠肺炎的預防措施。」

納卯市或重返GCQ
本報訊：納卯市長莎拉．杜特地說，在

觀察到新冠肺炎在更寬鬆的隔離措施下加速

傳播後，納卯市長可能從7月16日開始從改良

版一般社區隔離（MGCQ）重返一般社區隔

離（GCQ）。

昨天在接受採訪時，她說，新發傳染病

管理跨機構工作組在15天改良版一般社區隔

離期結束於週三到期前通知了她，該機構建

議該市恢復一般社區隔離，因為新冠肺炎病

例數字不斷地上升。

但她補充，納卯市政府將向跨機構工作

組，以維持改良版一般社區隔離的實施。

她說：「我們將嘗試上訴，因為地方政

府是可以上訴其分類，所以，我們將嘗試提

出上訴，並以跨機構工作組要求我們提供的

數據作為依據，但如果我們的上訴被否決，

我請求大家，我們將回顧2020年7月2日的綜

合指引，以提醒他們在一般社區隔離下將會

發生什麼事。」

截至7月12日，衛生部納卯辦事處錄得

了15宗新增新冠肺炎病例，使當地的累計病

例總數增至756例，而累計的死亡人數和康

復人數分別是35人和456人。在病例總數中，

562例是在納卯市，72例是在北納卯省，29例

是在南納卯省，42例在納卯黎奧洛，47例在

東納卯，4例在西納卯。

她促請納卯市居民留在家裡，除非他們

要上班或需要外出購買食物和藥物；在公共

場所戴口罩、注意身體距離和勤洗手。

她說，地方衛生當局在過去4天報告了

病例數字急增。

馬里謹那拘華裔毒嫌 
沒收百萬元沙霧

本報訊：上週日晚，在馬里謹那市的一

次緝毒行動中，一名疑似華裔毒販被捕，警

方沒收了價值至少100萬披索的沙霧。

馬里謹那市警察局長亞克洪奚上校確

認，嫌犯名叫邁克爾·王澄戈（音），又名邁

克，現年48歲，住在馬里謹那市仙沓德黎絲

沓村露西亞街。

亞克洪奚說，馬馬里謹那警局緝毒組的

探員週日晚上8點20分左右在馬蘭代描籠涯的

墨達仁街逮捕了王澄戈。

他說，他們的監視是基於王澄戈積極參

與在該市販賣沙霧的情報。

警方從嫌犯身上繳獲了至少153克的沙

霧，估計價值為1,040,400披索，以及一些吸

毒用具。王澄戈現在被馬里謹那警方拘留，

並被指控違反第9165號共和國法令。

亞克洪奚說，針對嫌犯的行動是遵照了

東警區警長亞馬杉將軍的指示，在隔離期間

加強反毒行動。

違落地簽證規定逾期居留
8中國人列移民局黑名單

本報訊：移民局已禁止8名中國人再入

境菲律賓。他們是根據政府對中國遊客的落

地簽政策獲准入境菲國後逾期居留。

在命令他們離開菲國和繳付逾期居留罰

款後，移民局長莫仁地把這8名外國人列入移

民局黑名單。

他說：「在沒有任何合理理由和解釋

的情況下，他們未能在其授權逗留期滿前離

開。他們到在到達菲國的幾個月後，才表示

要離開及回去自己的國家的意思。」

據聞他們是分別在2019年11月和2020年1

月之間抵達菲律賓，根據落地簽的計劃，他

們均獲批准不可延期的30天落地簽證。

拒ABS-CBN續牌 
政府否認歷史重演

本報訊：馬拉干鄢週一「強烈」不認同

有關拒絕授予ABS-CBN特許經營權的說法，

稱這與前總統費馬科斯任期內該機構首次被

關閉類似。

副總統羅貝禮道表示，眾議院委員會

拒絕授予ABS-CBN特許經營權是歷史重演之

後，總統發言人羅計發表了這一聲明。這家

媒體巨頭於1972年首次被政府關閉。

羅計說：「我們知道，在軍管期間，他

們擁有特許經營權，但被關閉了。但現在發

生的是，他們的特權到期了，沒有續牌。」

羅計承認有關批評說，關閉ABS-CBN是

新聞自由的問題，但強調了憲法中規定電視

台必須先獲得特許經營權才能被允許運營的

條款。

逾千警察確診 
多數在檢查站值班

本報訊：菲國警總監甘博亞昨天說，大

多數感染新冠肺炎的警員都是被部署在檢疫

檢查站。

在記者會上，甘博亞向民眾保證，菲國

警有足夠的警員執行隔離規定，儘管有一共

1089名警員感染了新冠肺炎。

甘博亞說：「幾乎所有受感染的警員都

是檢疫檢查站的警員。我們不會沒有警察，

我們有很多警員，我們有輪班制。」

他補充：「在克楠美軍營，還有許多的

警員。如果沒有了，我們將進行部署，我們

有能力重新部署我們的菲國警人員。」

甘博亞說，在菲國警中，大多數新冠肺

炎病例都是無症狀的。

甘博亞說：「然而，在檢測後，如果結

果是陽性，便要遵守14天隔離措施，然後再

接受檢測。我認為是兩次檢測，如果檢測結

果是沒有病毒了，好像是會被要求在重返工

作崗位前，休息7至10天。」

目前，菲國警內有1422宗疑似病例，670

宗可能病例。

加印願與菲合作
進行新冠疫苗試驗

本報訊：加拿大和印度都表示有興趣在

其新冠肺炎疫苗試驗上，與菲律賓合作。

科技部長黎拉彬迎昨天在每週報告中宣

布此事。

他說，這次合作是適時的，因為它將為

菲律賓對抗新冠肺炎提供「更多選擇」。

沒有透露有關合作的其他信息，只披

露印度將與一家名為Bharat Biotech的公司合

作。

在6月，該機構已經與本地製藥業舉行

了協商會議，討論了新冠肺炎疫苗試驗計

劃。

科技部和衛生研究發展委員會都在希望

本地製藥業不僅為了抗擊這場疫情而接受這

一機會，也要為未來做好準備。

衛生研究和發展委員會執行理事文托耶

博士說，如果疫苗不在本地研制疫苗，菲律

賓將依賴國際供應。

經濟復甦政策未到位

菲陷「要錢要命」兩難中
本報訊：自經濟重新開放的一個多月以

來，菲律賓一直在努力控制病毒傳播，同時

又使大多數經濟體正常運轉，這一日益嚴重

的問題需要長期解決，否則將有更多生命處

於危險之中。

挑戰是顯而易見的。儘管自3月以來，

為了拯救生命，杜特地政府犧牲了經濟繁

榮，封鎖了群島的大部分地區，但抗擊新冠

肺炎國家工作組的首席執行者牙未斯說，如

果不讓更多菲律賓人陷入貧困，從長遠來

看，同樣的策略是不可行的。

牙未斯昨天在記者會中說：「我們正在

重新平衡經濟和健康，我們看到，按照（財

政）部長杜明藝斯的觀點，經濟正處於轉折

點，這意味著形勢非常困難。」

但是，正在進行的重新平衡似乎太難處

理。在實地，在封鎖期間消退的新冠肺炎病

例在過去一週開始達到新高。醫院再次宣佈

爆滿，使人想起了三月份的封城鎖國前的時

候，與此同時，即使是大型公司，即使重新

開始運營，他們也都在裁員。

這兩方面的問題使杜特地政府呼籲私營

企業對付這種大流行病採取全國行動來抗擊

疫情。昨天，牙未斯重申了這一點，他說，

就「有效」管理新冠肺炎而言，「責任已經

轉移到」地方政府單位、私營企業和公民個

人身上。好像控制疫情大流行還不夠，菲律

賓還發現自己在為快速經濟復甦而掙扎。中

央銀行已經預計今年餘下時間將出現負增

長，這肯定了政府對年底前收縮2-3.4%的預

期。但是，除了數據以外，已經感受到封鎖

和疫情對經濟影響。在過去的一個半月中，

諸如Aboitiz Equity Ventures和亞耶拉（Ayala）

領導的菲島銀行等大型公司已宣布即將裁

員。航空業等直接受到疫情打擊的行業的情

況更糟。在宿務太平洋航空公司下一輪裁員

結束後，到8月底，25%的員工將被解僱。

伊文基金會的執行董事阿菲利卡說：

「現在，經濟官員的吝嗇是對處理疫情、減

輕貧困家庭的經濟困境和經濟復甦的最大約

束。」

高院接第八份反新反恐法請願書
本報訊：一個由多個界別組成的聯盟和

黨派團體昨天向大理院提出質疑新反恐怖主

義法的第8份請願書。

一個由工會、農業工人、教師、小販、

運輸和其他團體組成的進步聯盟Sanlakas促

請大理院宣布新反恐法對恐佈主義的定義違

憲，因為該條文含糊不清，違反憲法的正當

程序條款。

該組織在申請復審和禁制令的請求中，

還要求大理部發出臨時限制令，以停止執行

定於下週生效的反恐怖主義法。

該組織表示關切的是，新法律對恐怖主

義的定義缺乏標準和明確性，這意味著他們

倡導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環境改革的

慣常手段現在將被視為恐怖主義行為。

它指出，法律定義認為「宣傳、抗議、

異議、罷工、工業或群眾行動，以及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和其他類似權利的行為是恐怖

主義的公開的行為，如果加上有意導致死亡

或嚴重身體傷害、危及人的生命，或者構成

一個嚴重的公共安全風險，以及通過恐嚇手

段煽動或影響政府。

Sanlakas的秘書長告訴記者：「我們認

為，純粹的意圖正在受到懲罰……有了這個

定義，賦予了執法部門自由裁量權。」

該組織說，這將使法律的實施「在很大

程度上取決於獲行政和全能反恐委員會書面

授權的執法人員或軍事人員對情況或事實的

看法，因為沒有明確的標準，他們獲得廣泛

的自由裁量權。

在請願書中：「根據長期的實際經驗，

那是我們生活中的事實，國家警察和軍事人

員很頻繁地濫權和濫用武裝力量，特別是他

們在處理罷工糾察隊、拆遷地點的城市貧困

社區居住者、要求土地所有權的農民和示威

的學生時。」

它補充：「由於『意圖』和『目的』是

一種精神狀態，因此，它們很容易受到各種

解釋的影響，通常，各種的解釋是為了應合

警察和軍事人員（如果不是政府本身）的特

定議程。」

它強調了「挑釁」、「影響」、「恐

嚇」和破壞穩定等字眼缺乏定義。

而且因為該法律對言論自由，表達自

由和集會行為進行了規定，該組織表示，即

使該法律尚未生效，即使它尚未受到任何損

害，它也可以立即質疑該法律的有效性。它

補充說，法律因模糊不清而顯得無效。

被告是身為總統兼總司令的總統、參議

院和眾議院。

政府已備隔離康復病床5.5萬
中新社馬尼拉7月13日電：13日午間和下

午，衛生部兩度發布新冠肺炎統計數據。這

是衛生部發布相關數據以來，首次一日兩通

報。截至當天下午4時，全菲累計確診57006

例，死亡1599例，康復20371例。

按照慣例，衛生部每日下午四時通報當

日數據。12日當天，衛生部兩度聲明推遲發

布，稱因當日新增確診及死亡病例激增，需

核實。

13日午間，衛生部通報，根據全菲82

個檢測中心中67個提交的報告，12日新確診

2124例，死亡162例，康復2009例。其中，死

亡病例為有統計數據來最高，此前連續一周

死亡數據為個位數。

13日下午，衛生部第二次發布通告，當

天新確診836例，死亡65例，康復4325例。其

中，康復人數為有統計數據以來最高。

截至13日，衛生部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

了14945張床位。其中，1349張重症監護病房

病床，已使用46%；10183張隔離病床已使用

45.7%；3413張診療病床已使用51.9%。

3日，菲律賓進入國家抗疫行動第二階

段計劃，很多行業在「新常態」衛生標準下

復產復工，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隨人與人接

觸增多而攀升。

12日，內閣部長兼新興傳染病跨機構工

作組共同主席諾格拉禮斯接受菲無線廣播電

台的採訪表示，政府現在不鼓勵確診患者居

家隔離，要求即使沒有症狀，也要前往康復

設施內進行隔離。

13日，公造部長馬克·維惹表示， 為增強

和提高診療新冠肺炎的能力，杜特地政府4月

即提出了將體育場館、展覽中心等改造為大

型檢測中心、隔離康復設施的計劃。迄今，

位於大岷區的尼蕊亞謹諾體育場、黎刹體育

館、世貿中心，以及新克拉克市的菲體育綜

合中心等的大型社區隔離康復中心，已可提

供5.5萬張床位。根據該計劃，未來三周內，

菲將新建50個檢測中心，以及129個社區隔離

康復中心。

街頭非禮女高中生被捕
菲漢被揭逾期逗留7年

本報訊：據澳門媒體報道，一名日前懷

疑在澳門氹仔街頭非禮一名女學生的菲律賓

男子，被澳門警方拘捕後揭發出他涉嫌逾期

逗留近7年，他聲稱過去7年長時間到處流浪

維生。案件同時揭發出過去半年收留涉案菲

漢的一名菲律賓女子，她同樣被警方拘捕；

現時二人分別涉嫌性騷擾及收留罪已被移送

檢察院處理。

涉案男子姓Malgapo、37歲、持菲律賓護

照、無業，涉案女子為其女友，姓Fuente、42

歲、報稱外僱家傭。

案情指，本月11日下午2時，一名澳門女

高中生行經氹仔孫逸仙博士大馬路時，忽然

感到臀部被人撫摸。女學生轉身後發現身後

站著的涉案菲漢，於是質問對方，對方卻立

即向南京街方向逃去無蹤。治安警接獲女事

主報案後，翻查案發現場附近監控後鎖定嫌

犯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