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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ABS-CBN電視台的員工和支持者昨日連續第四天在該電視台計順市總部外面示威，
呼籲政府允許它復播。

杜特地宣佈「瓦解」寡頭
劍指陳永栽亞耶拉等家族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天說，杜特地總

統於週一宣布成功「瓦解」寡頭而沒有宣布

軍管法時，他所指的並非管理ABS-CBN的羅

帛斯家族。杜特地總統的發言人羅計說，總

統所指的是大班陳永栽、亞耶拉家族和曼紐

爾．邦義利蘭，由於一些問題，他們都曾惹

怒了杜特地總統。

當被告知總統在蘇祿省賀洛向軍人發表

的講話內容在針對羅帛斯時，羅計說：「這

不是很明顯嗎？」

「他指的是他所提到的寡頭，實際上他

曾威脅過要銷毀但三思了這一想法。」

在2018年，陳永栽的菲律賓航空公司結

清了未付的款項以及提出為在科威特的痛苦

菲外勞提供特別班機之後，杜特地總統表示

了他在未來將不再提起陳永栽欠稅的事。

總統甚至希望陳永栽能夠長命百歲。

在5月，杜特地總統向擁有馬尼拉自來

水公司的亞耶拉家族道歉，以及擁有岷里拉

自來水公司的邦義利蘭道歉，因為他就水務

特許經營權協議發表了傷人的話。

杜特地總統是在感謝大企業協助政府和

人民克服新冠肺疫情的時候發表此聲明。

雖然杜特地總統沒有提到姓名，但他剛

好在眾議院立法特許經營權委員會以所謂的

違法為由，否決了ABS-CBN續牌申請的不到

一星期後，發表針對寡頭的講話。

羅計說，這只是碰巧總統的演講是在

續牌申請被否決之後。他說：「我是這麼認

為的，因為，他經常在演講時提到了寡頭，

而這些寡頭都被他瓦解。至於ABS-CBN的事

件，那是因為特許經營權到期，而且不獲國

會續牌。」杜特地總統之前曾經就ABS-CBN

電視台在2016年沒有播放其競選廣告，而威

脅要阻止該電視台的特許經營權續牌申請，

但羅計說，在該廣播公司於2月作出道歉後，

總統對此事採取了中立的立場。

在國家電信委員會因該廣播電台的特

許經營權到期，而命令該廣播公司停播後，

ABS-CBN於5月5日停止廣播。

助理確診染疫 
防長自我隔離

本報訊：國防部長洛仁薩那週二說，他

將自我隔離，因為此前他的一名工作人員感

染了新冠肺炎。洛仁薩那是國家應對疫情的

主要官員之一。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小組負責人洛仁

薩那說，他的助手週一和他一起降落在蘇祿

省的賀洛時，助手接到了確診報告。

這位71歲的官員說，他的助手週五也和

他一起去了蘇比克。

洛仁薩那表示，他的助手在賀洛之行期

間「處於隱蔽狀態」，沒有與杜特地總統互

動。杜特地探望了當地的士兵。

他說，他的助手身著全副安全裝備和他

一起飛回馬尼拉。

國防部長說，「我今天早上已經接受檢

測，將自我隔離，等待結果。」

總統發言人否認
杜特地有密友

本報訊：杜特地總統的發言人昨天說，

杜特地總統並沒有通過打倒菲國的寡頭，而

在商界建立自己的密友。

羅計否認了有關杜特地總統可能在其一

名友人——納卯市華商黃書賢的掘起後，在

培養自己密友的說法。

他說：「沒有的事。」

他說：「黃書賢，他們是因為納卯黎奧

洛省迪瓦瓦爾的礦產和黃金而致富。沒有人

會懷疑的，迪瓦瓦爾真的出產黃金。我們不

要認為他的致富是因為杜特地總統。他以前

便很富有了。」

黃書賢是杜特地總統在2016年競選時的

最大捐獻者。在現政府下，黃書賢通過幾次

收購和合資，擴大了自己的事業王國。

Udenna公司是黃書賢的控股公司，目

前涉足石油、天然氣和零售領域、運輸和物

流、 教育、餐飲、遊戲和旅遊、物業發展及

管理和基礎設施發展。

通過與Chelsea物流、棉蘭佬伊斯蘭電話

公司和中國電信公司組成Mislatel 財團（現已

改名DITO Telecommunity），Udenna進一步多

元化。

該財團是菲國的新電信業者。

外交部月底料
再接回5萬海外菲僑
本報訊：外交部週二表示，由於各國繼

續與新冠肺炎作鬥爭，預計在7月底前會進一

步撤回5萬多名海外菲僑。

在眾議院公共帳目委員會的混合聽證會

上，外交部副部長薩拉·盧·阿里奧拉說，外

交部可以在7月底前把50577名滯留海外的菲

僑接回家，並把滯留海外的菲律賓人減少到

117,049人。

阿里奧拉說，在菲民航局允許這些航班

進入菲律賓後，今年7月，來自阿拉伯聯合酋

長國的航班有53個，來自沙特阿拉伯的航班

有42個。

對於其他滯留海外的菲律賓人，阿里奧

拉說，他們打算在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內把他

們帶回家。

阿里奧拉說：「在上次聽證會上，有

167,626名菲律賓人被困在國外。到7月底，我

們可以接回50,577人。估計剩下117,049人。

我們認為我們可以在一個半月或兩個月後讓

他們回家，當然，如果我們找不到疫苗，他

們的人數還會增加。

在同一場聽證會上，阿里奧拉披露說，

外交部迄今已經從60多個國家和132艘郵輪接

回82,057名海外菲僑。

其中38,308名是在海上工作的海外菲

勞，43,749名是在陸地工作的菲勞。

但阿里奧拉對外交部預算的枯竭表示擔
憂。

據阿里奧拉說，在外交部的1.1億披索援
助國民基金中，僅剩23.2%或2.329億披索。

阿里奧拉說，按照遣返的速度，資金是
不夠的。

阿里奧拉說：「我認為其中一半將用
於未來兩周，到8月中旬，我們將沒有資金
了。」

她補充說：「由於陸辛部長的慷慨，他
說他將重新調整我們的大樓翻新預算，但我
想說，我們的大樓已經很老舊了。事實上，
我們的外觀已經不那麼穩定了。」

馬尼拉飛廈門航班旅客
需持紙質核酸檢測報告

本報訊：廈門航空公司昨日在官網上通

知，馬尼拉飛廈門航班旅客需持紙質核酸檢

測報告才能辦理登機手續。

該航空公司在通告中說：「為保障您和

其他乘機旅客飛行期間健康安全，做好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自2020年7月24日

起，所有搭乘廈航「馬尼拉廈門」航班的旅

客，需持有效紙質核酸檢測報告，方可辦理

登機手續。具體要求如下：

一、菲律賓衛生部指定檢測機構（查詢

網址：https://hfsrb.doh.gov.ph/?page_id=1729）

出具航班起飛前7天內的核酸檢測報告，一式

兩份（原件及複印件各1份）；

二、核酸檢測結果必須為陰性，且有檢

測機構有效的簽字和蓋章。

三、請提前3小時到達馬尼拉國際機

場，為辦理登機手續預留充足的時間。

根據疫情防控要求，無紙質核酸檢測報

告或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的旅客，將無法辦

理乘機手續。」

高院訂下月初
審議ABS-CBN請願

本報訊：ABS-CBN遵照政府監管命令停

播已經兩個多月了，但大理院仍未批准其頒

發臨時禁制令的請願。

大理院發言人細阪布賴恩在一份聲明中

表示：「我已經與首席大法官帛拉沓進行了

簡短的磋商，他確認，大理院全席將在2020

年8月4日再次對ABS-CBN公司的請願進行審

議。」

到8月4日，擁有1.1萬名員工的最大電視

台ABS-CBN已經關閉大部分業務滿3個月。

大理院公共信息辦公室沒有解釋為什麼

大理院未能解決ABS-CBN在5月7日的全席庭

審中提出的調卷請求。

ABS-CBN要求大理院頒發臨時禁制令和

永久禁令，反對執行國家電信署的停播令。

ABS-CBN認為他們可以藉臨時禁制令復播。

菲首艘導彈護衛艦 
還未服役即已染疫

本報訊：據「海軍新聞」網站7月14日

報道，以菲律賓民族英雄扶西·黎剎命名的菲

首艘導彈護衛艦10日在蘇比克港正式服役，

入列菲律賓海軍。

報道稱，杜特地總統和菲海軍副司令巴

考爾多通過視頻連線的方式遠程出席了此次

活動。服役儀式本應在6月19日舉行，這一天

也是菲律賓民族英雄扶西·黎剎的生日。

但這艘護衛艦在6月15日抵達菲律賓港

口時，一名艦員被檢測出感染新冠肺炎，使

得所有的65名艦員不得不接受為期兩周的隔

離。

菲海軍在本周早些時候宣布，扶西·黎剎

號護衛艦將與美國海軍以及其他10個國家的

海軍一起參加今年的「環太平洋」聯合軍事

演習。

據悉，扶西·黎剎號是韓國以仁川級護

衛艦改進而來，由韓國進行建造。菲海軍於

2016年10月與韓方簽署了兩艘輕型護衛艦的

建造合同，合同價值約為3.11億美元。這個

價格僅是艦船本身的造價，武器系統不包括

在內。

BGC七百人工地逾半確診
本報訊：文尼法壽環球城（BGC）一個

建築工地的確診人數已從327人增至385人，

該工場有大約700名工人。

當有至少6名工人的檢測結果為陽性之

後，該建築工地於6月23日至7月7日被封鎖。

在最新的數據中，沓義市政府表示，截

至7月13日，該市的累計確診人數達到1578

人，自7月12日起，共新增了62例。

在新增的確診病例中，58例來自工地

感染群組，其餘4例是來自Ususan描籠涯和

Central Signal描籠涯。

在眾描籠涯當中，位於文尼法壽環球城

的文尼法壽堡描籠涯擁有最多確診病例，共

473例，或佔總數的30%，其次是下米骨丹描

籠涯，199例。

在總數1578宗確診病例中，610名患者已

經康復，23人死亡，因此，沓義市的現存新

冠肺炎病例是945例。

政府將挨戶搜輕症患者
強制移送新冠隔離設施

本報訊：內政部長亞紐昨天說，政府

將上門把輕症的新冠肺炎患者移送到隔離設

施，以免病毒的進一步傳播。

據亞紐說，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將不再被

允許在家自我隔離，如果他們的住家沒有必

要的隔離設施。

政府允許被認為是無症狀的患者或輕症

患者居家隔離，但條件是他必須擁有自己的

房間、專用的浴室，以及沒有與容易受感染

者同住。

亞紐在記者會中說：「我們將要做的

是，在地方政府單位及菲國警的幫助下，我

們逐戶登門拜訪，我們將把確診者送到我們

的新冠肺炎隔離設施。」

他補充：「隔離設施有Wi-Fi，所以，他

們可能會不想回家。」身為新發傳染病管理

跨機構工作組的副主席，亞紐也呼籲民眾報

告「躲在」家裏的新冠肺炎確診者，援引了

第11332號共和國法或強制報告法定疾病和公

共衛生關注事件法定通報疾病法。

他說：「國民們，如果你們知道鄰居是

確診新冠肺炎患者而且在躲藏，請向我們舉

報他們。這是法律，第11332號共和國法。」

政府已對選擇居家隔離的疑似和確診新

冠肺炎患者制定了嚴格的規則，政府表示，

空間有限者應留在隔離中心。

檢測沙皇迪順昨天披露了政府的居家隔

離規定，他說，一名患者應有單獨的房間和

衛生間供其專屬使用，而且不得讓老人、孕

婦以及長期病患者與其生活在同一間屋子。

迪順在記者會期間說：「如果沒有滿足

這3個條件中的任何一條，便不能選擇在家隔

離，因為病毒就是這麼傳播的：當你在家裏

無法隔離，你便會傳染給同住的其他人。」

即將出台新的計劃稱加凌牙行動計劃，

該計劃將允許當局在地方衛生單位的協調

下，把患者從家裏送去隔離中心。

迪順說，該計劃從納卯沓斯的逾50名患

者開始，他們都將被移送至位於世貿中心、

菲律賓競技場和菲國際會議中心內，這些是

由政府管理的超級隔離中心。

他補充，另外40名患者將從馬拉汶市被

移送至隔離中心，同時，正在為其他城市、

城鎮和省份談判中。

此前，衛生部表示，並非不向症狀輕微

的患者提供自我隔離的選擇。可是，新發傳

染病跨機構工作組的共同主席內閣部長諾格

拉禮斯表示，政府「不鼓勵」居家隔離，因

為這增加病毒在家庭內傳播的風險。

在隔離中心的患者將獲免費治療、供餐

和檢測，隔離中心都配備了免費WiFi。

內政部長亞紐也呼籲社區通報患了新

冠肺炎的鄰居，如此，他們便可以被送去接

受治療。他補充，每個描籠涯都必須有至少

一個接觸者追蹤隊伍，他說，在控制感染方

面，地方政府部門被賦予了更大的責任。

世衛：菲疫情遠未達高峰
本報訊：世界衛生組織在菲律賓的代表

昨天說，現在說菲國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

已經達到高峰還為時過早。

阿貝亞辛格醫生在菲律賓外國記者協會

舉辦的線上論壇期間說：「如果你從全球人

口或菲律賓人口的角度來看，受影響的人數

仍然不是很大比例。」

他補充：「現在說疫情是否已經達到高

峰還為時過早，但很有可能還沒有達到。」

據阿貝亞辛格說，政府應盡一切努力，

確保實施全面應對疫情的措施，以減少感染

人數。

與此同時，他也促請民眾在開放經濟的

同時，要遵守衛生規定。

他說：「我們都知道菲律賓需要開放

其經濟。所以，正如我所提到的，這是關於

我們如何控制疫情，控制病例數字的不斷上

升。」

他補充：「我們需要做的是，在經濟

不斷開放的同時，菲律賓的每個人都遵循指

引，在我們回到工作崗位時，在我們的經濟

恢復正常的時候，保持身體距離。」

他又說：「如果我們不這麼做，我們將

增加傳播。」

再9家醫院新冠床位爆滿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說，昨天全國再有

9家醫院的新冠肺炎床位已經爆滿。

衛生部副部長維吉爾說，以下醫院分

配給新冠肺炎患者的所有床位都已被佔用：

UST醫院、F.Y. Manalo醫院、描沓安總醫院、

QualiMed Health Network Sta. Rosa、University 

of Perpetual Help-Dr. Jose G. Tamayo Medical 

University Foundation, Inc.、Tricity醫療中心、

西湖醫療中心、安智布洛市醫院和奧智牙斯

醫院。

幾家私家酒院在此前表示，他們可能

無法再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其他醫院也接近

爆滿。在當月開始，大岷區的11家醫院也表

示，他們分配給新冠肺炎患的床位都已爆

滿。

她說：「儘管一些醫院報告稱，其新冠

肺炎病床已爆滿，但在全國范圍內，我們的

新冠肺炎病床使用率仍低於50%，而且，我

們相信這一數字不會增加。」

衛生部說，截至7月13日，全國47%的新

冠肺炎重症監護病床都已被佔用，26.3%的呼

吸機被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