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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總參謀長倡反恐法涵蓋社交媒體
本報訊：新任命的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牙

拜中將說，他希望2020年反恐法案的實施規

則能涵蓋社交媒體的使用。該法案已因涉嫌

違憲而在法庭上面臨挑戰。

可是，司法部長藝描拉說，現在說是

否會包括這些指引還「為時過早」，但他解

釋，在繼續起草過程中會諮詢軍方。司法部

是起草這一法案之實施細則的政府機構。

司法部和由內閣成員組成的反恐委員會

已開始起草反恐法的實施細則。從該法律獲

頒布時起，他們有90天的時間公布指引。

藝描拉說，隨著司法部的法律團隊著

手起草實施細則，他們將諮詢執法和軍方機

構，其中包括情報機構。

自杜特地總統簽署的反恐法生效一個

月以來，大理院收到了質疑該法律的至少21

項法律挑戰。這些請願者由制憲者、法律名

人、學術界人士、記者、人權組織、年輕人

和摩洛派律師組成。他們抨擊該法對恐怖主

義和其他罪刑的定義「過於寬泛」和「模

糊」。這使得這些規定容易被濫用，而且將

其解釋留給警察和軍隊等執法人員自行判

斷。軍警都在過去有過「違規」的做法，並

不能保證法律的公平執行。

計順市的乘客們在週一的交通高峰期爭相登上公交車。大岷區將從一般社區隔離恢復到
更嚴格的改良版社區隔離，並且不再允許公共交通，依賴公共交通的通勤者擔心他們會被困
在城裡。

菲國警公路巡邏隊週一在計順市的聯邦大道上檢查摩托車司機和騎摩托車的人。新發傳
染病問題跨機構工作組規定騎摩托車的夫婦安裝隔離板，作為預防新冠肺炎的安全措施。

前線醫護否認
呼籲發動「革命」

<上接8版>
幾個演員表演了音樂劇的《你可聽見

人民的吶喊？》（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這是在總統於上週第五次發表國情

咨文期間播放。

但除了這首歌外，羅計還質疑為什麼總

統是「最後知道」醫療前線對政府的要求。

羅計說：「總統的意思是，雖然他答應

了前線的要求，但他想知道為什麼他是最後

一個知道他們的要求的人？」

隨著新冠肺炎病例繼續激增，醫療前線

上週末呼籲「暫停」，讓超級馬尼拉區恢復

更嚴格的隔離。

在致給總統的信中，醫療前線人員表

示，「暫停」可用於改進新冠肺炎應對戰

略，包括「醫院工作人員效率、發現病例和

隔離患者、追踪接觸者」等。

羅計說：「他在下午4點收到了信。但

在早上10點，有一個公開的網絡會議。媒體

採訪是需要一天前通知的。給總統的信在他

收到之前就已經傳閱了。」

家庭聚會工作場所
已成新冠傳播源頭

本報訊：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組負責人週

一透露，在限制大規模聚集的情況下，看似

無害的家庭團聚活動已成為新冠肺炎傳播的

新源頭之一。

國家工作隊負責人牙未斯說，數據顯

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在家庭中出現了群

集。

他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在蕊描伊絲

夏，一個家庭與來自大岷區的親戚團聚，就

有60人染疫。

他說：「以前，每個家庭只有一個病

人。但是現在整個家庭都被感染了，這意味

著病毒在家庭慶祝活動中傳播。」

牙未斯和衛生發言人維吉爾也證實了在

辦公室病例激增的記錄。

國家特別工作組將與工商部長羅帛斯會

晤，以改善工作場所最低衛生標準的執行情

況。

因為大岷區、黎剎省、甲美地、武六干

和內湖省已經恢復更嚴格的加強社區隔離。

大岷區半封城兩週期間
將改善接觸者追蹤工作

本報訊：全國抗擊疫情工作組副主席昨

天說，在大岷區及4個省份實施的為期兩週改

良版加強社區隔離，旨在改善政府的接觸者

追蹤工作。

除了病毒爆發中心外，甲美地、內湖、

黎剎和武六干都將在今天至8月18日，恢復

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因為確診病在持續激

增。

內政部長亞紐在無綫廣播電台上說：

「我們實施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的目的是要

改善我們的接觸者追蹤工作。根據加凌牙行

動計劃，所有確診者和接觸者都應接受檢

測。」

亞紐說，在改良版社區隔離下，將再度

要求使用通行證，以及只有獲授權離家者可

以出門，以獲取基本服務。

他補充，公共交易也將停止，商戶都被

敦促為其員工提供穿梭服務。

亞紐說，製造業的廠房和其他商戶都獲

准有限度地營業。

他補充，檢查站，尤其是通往實施一般

社區隔離以及改良版一般社區隔離之地區的

邊界都將被嚴格監控。

政府公佈明年假日表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天發布了第986號總

統公告，宣布2021年的一般假日和特別非工

作日。

2021年的一般假日如下：

元旦日：1月1日（星期五）

英勇日：4月9日（星期五）

濯足節：4月1日（聖周四）

耶穌受難日：4月2日（聖周五）

勞動節：5月1日（星期六）

獨立節：6月12日（星期六）

國家英雄日：8月30日（8月的最後一個

星期一）

文尼法壽日：11月30日（星期二）

聖誕節：12月25日（星期六）

2021年的特別非工作日如下：

農曆春節：2月12日（星期五）

乙沙人民力量紀念日：2月25日（星期

四）

復活節前夕：4月3日

尼蕊亞謹諾日：8月21日（星期六）

亡人節：11月1日（星期一）

聖母瑪麗亞聖母節：12月8日（星期三）

元旦前夕：12月31日（星期五）

2021年的額外特別非工作日

萬靈節：11月2日（星期二）

平安夜：12月24日（星期五）

在確定伊斯蘭教節日的確切日期後，馬

拉干鄢將分別發布公告，宣布為慶祝開齋節

和宰牲節而放假的日期。

菲大專家指封城可減7萬病例
本報訊：菲國立大學的一名專家昨天

說，恢復在大岷區和鄰近地區的改良版加強

社區隔離，可使8月底的新冠肺炎預測數字減

少至少5萬例。

菲國立大學OCTA研究團隊的賴伊教授

說，他們預計，在一般社區隔離之下，菲國

到本月底將有累計22萬宗新冠肺炎病例。

他在馬拉干鄢的新聞發布會上說，由於

再度實施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可能會減少5

萬到7萬宗病例。

他說：「現在實施改良版加強社區隔

離，我們拯救超過5萬宗新症。」

他說，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將大大地影

響新冠病毒的傳播率。他說，目前的傳染率

是差不多1.5人，但有可能在15天內降低至1

人。

他說：「這是很重要的，能做到的，政

府作出了這一重大決定，即使這個決定的代

價十份的大。」

他促請民眾留在家裡，以及注意衛生習

慣，例如戴口罩和保持身體距離。

是否再發現金援助
總統府交國會決定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天說，向改良版加

強社區隔離下之地區的居民發放的第三批現

金援助將由國會決定。

杜特地總統決定，於8月4日至18日，把

大岷區、武六干省、內湖、甲美地和黎剎省

置於較嚴格的改良版加強社區隔之下，其決

定是在回應醫療前線人員的「暫停」呼籲。

在接受無綫廣播電台採訪期間被問及政

府會否向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之地區的居民

提援助時，總統發言人羅計說：「由於第一

筆現金援助來自國會，我認為第三筆援助也

應該來自國會，因為這是我們第三次遭受封

鎖。」

他補充：「前兩期資金來自國會，我們

都知道，根據憲法，沒有法律就不能使用公

共資金。」

在其定期的線上新聞簡報會期間，羅

計說，第三輪現金補助也有可能包括在全國

互助復甦法中，這一法案旨在緩衝疫情的影

響。

羅計說：「也許會加入在全國互助復甦

法，因為我們提供的援助是依法進行的。」

羅計補充，地方政府單位已「準備好」

尋找資金，以便在為期兩週的改良版加強社

區隔離期間，幫助其各自管轄區內的居民。

羅計說：「我們與大岷區的市長隊進行

了磋商，我們知道在資金方面的限制。但每

個人都準備好了尋找我們我們仍能找到的資

金。」

指容易加劇病毒傳播

醫生促公交車勿安裝塑膠屏障
 本報訊：一名醫生週一說，有關部門應

該取消公共交通工具運營商在乘客之間安裝

塑膠屏障的規定，因為這可能加劇新冠肺炎

的傳播。

菲醫學會會長巴納利彥表示，塑膠屏

障「很容易被污染」，司機或售票員「很難

或不可能」在每次有乘客下車時對其進行消

毒。他說：「這就是為什麼說它不安全或不

實際的原因。」

總統府：抗疫處於「正確軌道」
本報訊：馬拉干鄢週一表示，儘管在新

冠肺炎病例突破10萬大關後，政府恢復了大

岷區和附近省份的更嚴格改良版加強社區隔

離（MECQ），但菲律賓在抗擊新冠肺炎疫

情的鬥爭中仍處於「正確軌道」上。

總統發言人羅計表示，政府對疫情的反

應是正確的。他指出，與恢復情況相比，新

冠肺炎患者的死亡率較低。

羅計在新聞簡報中說：「如果只有少

數人死亡，那麼我們就在做的事情是正確

的。我認為我們在MECQ上走在正確的軌道

上。」

羅計說：「當我們處於MECQ下，我們

可讓前線人員稍事休息。我們會找到其他工

作人員，這樣他們就可以休息了。」

此前曾聲稱菲律賓正在戰勝疫情的總統

府喉舌，週一拒絕承認菲律賓在應對新冠肺

炎方面失敗。

羅計說，如果按照政府所遵循的標準，

大岷區是不應該被置於MECQ之下。

他說：「前線醫護人士已經表態，正

如總統所說，這場戰爭是為了抗擊疾病。除

了我們的前線醫護之外，他還會派誰去打

仗呢？所以我們必須傾聽和聽從他們的要

求。」

新冠肺炎政策執行負責人牙未斯部長支

持羅計的說法，他說MECQ的決定只是政府

傾聽醫護人員請求的證據。

牙未斯說：「這不是承認失敗。我們看

到政府是一個懂得傾聽的政府，所以我們聽

從了醫療工作者的請求。」

牙未斯說，菲律賓目前正處於應對疫情

的「關鍵階段」。

並指出政府將利用兩周的MECQ期「重

新調整」其抗疫應對戰略。

他說：「我們正處於危機管理的關鍵階

段。我們看到病毒的行為發生了變化。」

治療沙皇和衛生部副部長黎未加說，醫

院病房和專門治療新冠肺炎病例的重症監護

病房中，約80%的床位已經被佔用。

衛生部發言人、副部長維吉爾表示，

MECQ將為醫療系統爭取一些時間，以準備

接納更多新冠肺炎病例。

維吉爾說:「我們正在盡一切努力應對菲

律賓特定地區不斷增加的新冠肺炎病例。」

她補充道：「所以，問題是我們會贏

嗎？我們正在進行中。」

除了令人震驚的感染和死亡人數，新冠

肺炎不斷地改變著菲律賓，它現在是世界上

封鎖時間最長的國家。

外交部暫停MECQ地區護照和領事服務
本 報 訊 ： 外 交 部 週 一 表 示 ， 將 暫 停

大 岷 區 和 其 他 處 於 改 良 版 加 強 社 區 隔 離

（MECQ）地區的護照服務和領事業務。

在此之前，杜特地總統於週日晚間宣

布，將從8月4日至8月18日，將大岷區、武六

干、甲美地、內湖和黎剎省置於改良版加強

社區隔離之下。

外交部表示，這次臨時停運將在「巴

蘭玉計市Aseana的領事事務辦公室、大岷區

的所有領事辦公室以及馬洛洛斯、達斯馬仁

迎示、內湖和安智布洛市的領事辦公室」執

行。

該機構補充說：「在這些日期內已確

認預約的護照申請人，可在8月19日至9月30

日，星期一至星期五正常辦公時間前往辦

理。」

對於那些「尋求認證、民事登記和其他

領事服務」的人也是如此。

外交部還提醒受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影

響的護照申請人，不需要重新安排或取消已

確認的預約。

不過，它建議，這些申請人根據宣布

的延誤情況，為他們的旅行計劃做好應急準

備。該機構補充說：「在改良版加強社區隔

離期間結束和我們的後勤合作夥伴的業務穩

定之前，在生產、交付和在全國範圍內，包

括我們的菲律賓大使館和領事館的護照供應

方面，可能會有一些延遲。」

外交部指示那些有顧慮的人與他們最初

預約的領事館聯繫。

韓駐新西蘭副大使涉性騷
靠外交豁免權轉調菲律賓

本報訊：韓國駐新西蘭金姓副大使於

2017年底派駐惠靈頓領事館後，竟在3個不

同場合性騷當地男性職員，東窗事發後他於

2018年2月接受韓國外交部調查並否認了所有

指控，最後僅減薪1個月就被調派到菲律賓，

目前新西蘭已要求韓國取消金男的外交豁免

權並遣送回新西蘭受審。

據《韓國先驅報》報導，新西蘭總理阿

德恩日前與韓國總統文在寅通話時，特別談

到了金姓副大使性騷案，在兩國領導人交談

中提到這類事情相當罕見，電話裡阿德恩直

截了當地表達失望之意，因為韓國不願撤除

金男的外交豁免也不讓警方調查。

新西蘭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皮特斯呼籲

韓國政府一起合作，讓金男脫離外交豁免權

的保護，「如果他真的如他所說的如此清

白，那麼他可以回來並接受新西蘭的司法程

序。」

韓國政府官員則否認他們以外交豁免權

保護金男，但強調是否要回去新西蘭接受調

查全看金男自己的意願，至於最後是不是會

走上引渡這條路，韓國外交部則透露新西蘭

目前還尚未要求進行引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