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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反恐法案

8月3日，因菲律賓重新收緊防疫隔離措施，大量車輛準備駛出大岷區，造成交通擁堵
<新華社>

大岷區重新封城料放緩經濟復甦
本報訊：讓佔經濟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岷

區和鄰近省份再次實行更嚴格的封鎖，將會

放緩經濟復甦，儘管杜特地總統的首席經濟

官員昨天表示，為期15天的改良版加強社區

隔離也將減緩新冠肺炎的傳播。

財政部長杜明藝斯說：「在短期內，恢

復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可能會對生計、消費

者需求和生產產生負面影響。然而，如果這

段時間被用來加強我們所有的醫療資源，並

防止病毒的進一步傳播，那麼改良版加強社

區隔離將對長期產生正面影響。」

杜明藝斯補充：「全世界正在學習如何

與病毒共存：前進兩步，後退一步。」

經濟官員們注意到，隨著經濟逐步開

放，稅收徵管、採購經理指數和其他經濟指

標都在6月份有所改善。

可是，昨天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菲律

賓7月份的採購經理指數繼續下降，與6月份

相比也有所惡化，扭轉了上一個月的反彈趨

勢。

總部位於倫敦的全球信息提供商IHS 

Markit Ltd.說，上個月的採購經理指數從6月

份的49.7下滑至48.4。

採購經理人指數低於50這一中性水平，

意味著製造業活動同比下降。自今年3月首次

實施封鎖以來，菲律賓就出現了製造業活動

同比下降的情況。

IHS Markit的經濟學家歐文說：「在第三

季度初，情況還沒有改善。人們曾希望，隨

著產出暫時回升，6月份的採購經理人指數數

據將標誌著製造業復甦的開始。然而，生產

水平在7月份回落至收縮狀態，同時，新訂單

連續第五個月下降。」

歐文補充：「由於部分地區仍處於封

鎖狀態，商品生產商似乎在對外貿易方面遭

受損失，儘管全球限制措施相對放鬆，但新

的出口銷售大幅下降。儘管國內需求可能穩

定，但企業要想從這段可能陷入深度衰退的

時期中復甦，就必須重新加強對外銷售。」

IHS Markit預計，菲國第二季度國內生產

總值將同比收縮6%，比第一季度的0.2%收縮

幅度更大，從而使菲國經濟在上半年陷入技

術性衰退。

歐文說：「就業距離恢復爆發新冠肺炎

疫情前的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最新數據

顯示，7月份的就業人數再次大幅下降。由於

未使用的產能在未完成訂單下降的情況下仍

很明顯，企業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提振

就業數據。」

在4月，在最嚴格的加強社區隔離措施實

施了第一個整月期間，失業率跳升至17.7%的

15年高點，相當於全國730萬菲律賓人失業。

MECQ地區將無國內航班
本報訊：一名交通官員週一表示，國

內航班不允許進入已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

（MECQ）地區，國際航班仍將有限。

在馬大岷區、黎剎省、武六干、甲美地

和內湖省從週二開始實行為期兩周的封鎖的

數小時後，交通部助理部長利比蘭回應了網

民的詢問。

利比蘭用一張總統發言人羅計之前使用

過的照片回應一位網友說：「沒有國內航班

（來往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地區）。」

該官員補充說，國際航班將僅限於由政

府機構安排並經跨機構工作組批准的撤僑航

班。總統發言人羅計也證實了這一點。他補

充說，島嶼間的旅行也被禁止。

交通部還宣布以下公共交通服務將不允

許加入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地區：巴士、集

尼車、的士、火車和電車（國鐵、LRT-1、

LRT-2和MRT-3）和網約車。

批評者唱《悲慘世界》歌曲惹怒總統

前線醫護否認呼籲發動「革命」
本報訊：與杜特地總統最近的聲明相

反，醫療工作者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公開

發出呼籲的舉動，並不是在呼籲一場「革

命」。

這是據抗擊新冠肺炎醫護專業職盟發言

人丹斯說的。

他昨天在接受無綫廣播電台的採訪時

說：「這是很緊急的。本來我們即將在本週

解除隔離措施。」

他補充，要求總統私下接見我們，以傳

達我們的擔憂是不容易的。

丹斯說：「要求總統接見容易嗎？如果

我們說想和他談談，我們會立刻被允許嗎？

我們可能要等上一個月的時間，然後會發生

什麼？」

他補充：「我們並沒有在呼籲革命，我

希望他們將明白。沒有人呼籲革命。」

在上週日晚播出的講話中，總統警告醫

護人員不要「貶低政府」，此前，醫護人員

公開對自己在疫情期間的困境感到悲痛，而

不是尋求與政府見面。

由於全國新冠肺炎病例不斷激增，已

經突破了10萬例，他們呼籲重新對大岷品實

行嚴格的封鎖，給他們時間從疲憊中恢復過

來。

杜特地總統表示：「那你就是在威脅

革命。這是我們的國家。你想讓我們毀掉它

嗎？現在開始。」

但丹斯表示，醫護人員一直不斷向

政府作出相同的呼籲。

他說：「我們一直都與衛生部、

跨機構工作組溝通，我們不斷地向執行

工作組提出這事。我們與內政部、工商

部、國家經濟發展管理局協調。我們總

是出席會議，我們在幫助應對和表達相

同的擔憂。」

他補充：「但我們發現，他們的反

應速度不夠快，疫情越來越嚴重，所以

我們說，『讓我們拉響警報吧。』如果

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不能只是敲門要

求總統接見，對吧？」

總統發言人昨天說，杜特地總統

對前線醫護人員發表的所謂「革命」的

言論，源自政府的批評者演唱了音樂劇

《悲慘世界》中的一首歌。

在醫護界公開批評了政府應對新冠

肺炎的努力後，杜特地總統在週日的預

錄講話中告訴前線人員不要「貶低」政

府，並挑戰他們發動「革命」。

在接受無綫播電台採訪期間被問及

總統發表此評論的原因時，總統發言人

羅計說：「政府批評者散布了一首關於

革命的歌。就是這樣。他說，我們不要

拖延這個過程。如果你想趕我走，現在

就趕。」他繼續說：「《悲慘世界》裡

有一首革命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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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將標誌著製造業復甦的開始。然而，生產

水平在7月份回落至收縮狀態，同時，新訂單

連續第五個月下降。」

歐文補充：「由於部分地區仍處於封

鎖狀態，商品生產商似乎在對外貿易方面遭

受損失，儘管全球限制措施相對放鬆，但新

的出口銷售大幅下降。儘管國內需求可能穩

定，但企業要想從這段可能陷入深度衰退的

時期中復甦，就必須重新加強對外銷售。」

IHS Markit預計，菲國第二季度國內生產

總值將同比收縮6%，比第一季度的0.2%收縮

幅度更大，從而使菲國經濟在上半年陷入技

術性衰退。

歐文說：「就業距離恢復爆發新冠肺炎

疫情前的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最新數據

顯示，7月份的就業人數再次大幅下降。由於

未使用的產能在未完成訂單下降的情況下仍

很明顯，企業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提振

就業數據。」

在4月，在最嚴格的加強社區隔離措施實

施了第一個整月期間，失業率跳升至17.7%的

15年高點，相當於全國730萬菲律賓人失業。

MECQ地區將無國內航班
本報訊：一名交通官員週一表示，國

內航班不允許進入已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

（MECQ）地區，國際航班仍將有限。

在馬大岷區、黎剎省、武六干、甲美地

和內湖省從週二開始實行為期兩周的封鎖的

數小時後，交通部助理部長利比蘭回應了網

民的詢問。

利比蘭用一張總統發言人羅計之前使用

過的照片回應一位網友說：「沒有國內航班

（來往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地區）。」

該官員補充說，國際航班將僅限於由政

府機構安排並經跨機構工作組批准的撤僑航

班。總統發言人羅計也證實了這一點。他補

充說，島嶼間的旅行也被禁止。

交通部還宣布以下公共交通服務將不允

許加入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地區：巴士、集

尼車、的士、火車和電車（國鐵、LRT-1、

LRT-2和MRT-3）和網約車。

批評者唱《悲慘世界》歌曲惹怒總統

前線醫護否認呼籲發動「革命」
本報訊：與杜特地總統最近的聲明相

反，醫療工作者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公開

發出呼籲的舉動，並不是在呼籲一場「革

命」。

這是據抗擊新冠肺炎醫護專業職盟發言

人丹斯說的。

他昨天在接受無綫廣播電台的採訪時

說：「這是很緊急的。本來我們即將在本週

解除隔離措施。」

他補充，要求總統私下接見我們，以傳

達我們的擔憂是不容易的。

丹斯說：「要求總統接見容易嗎？如果

我們說想和他談談，我們會立刻被允許嗎？

我們可能要等上一個月的時間，然後會發生

什麼？」

他補充：「我們並沒有在呼籲革命，我

希望他們將明白。沒有人呼籲革命。」

在上週日晚播出的講話中，總統警告醫

護人員不要「貶低政府」，此前，醫護人員

公開對自己在疫情期間的困境感到悲痛，而

不是尋求與政府見面。

由於全國新冠肺炎病例不斷激增，已

經突破了10萬例，他們呼籲重新對大岷品實

行嚴格的封鎖，給他們時間從疲憊中恢復過

來。

杜特地總統表示：「那你就是在威脅

革命。這是我們的國家。你想讓我們毀掉它

嗎？現在開始。」

但丹斯表示，醫護人員一直不斷向

政府作出相同的呼籲。

他說：「我們一直都與衛生部、

跨機構工作組溝通，我們不斷地向執行

工作組提出這事。我們與內政部、工商

部、國家經濟發展管理局協調。我們總

是出席會議，我們在幫助應對和表達相

同的擔憂。」

他補充：「但我們發現，他們的反

應速度不夠快，疫情越來越嚴重，所以

我們說，『讓我們拉響警報吧。』如果

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不能只是敲門要

求總統接見，對吧？」

總統發言人昨天說，杜特地總統

對前線醫護人員發表的所謂「革命」的

言論，源自政府的批評者演唱了音樂劇

《悲慘世界》中的一首歌。

在醫護界公開批評了政府應對新冠

肺炎的努力後，杜特地總統在週日的預

錄講話中告訴前線人員不要「貶低」政

府，並挑戰他們發動「革命」。

在接受無綫播電台採訪期間被問及

總統發表此評論的原因時，總統發言人

羅計說：「政府批評者散布了一首關於

革命的歌。就是這樣。他說，我們不要

拖延這個過程。如果你想趕我走，現在

就趕。」他繼續說：「《悲慘世界》裡

有一首革命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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