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gust 10 2020 Monday  Page8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二○二○年八月十日（星期一） 商報
要聞

2高層以健康問題迴避參議院聽證會

總統府保證繼續調查健保公司

馬尼拉前市長林亞斐洛逝世的一天後，
亞靈頓殯儀館貼出了林市長火化後的骨灰。

圖為SM亞洲商城標誌性的地球昨日亮起東盟標誌，紀念東盟成立53週年。

本 報 訊 ： 在 據 聞 菲 健 康 保 險 公 司

（PhilHealth）內的兩位重要官員可能因為健

康問題而缺席參議院的聽證會後，馬拉干鄢

昨天說，行政部門對菲健康保險公司之異常

狀況的調查無論如何將會繼續。

菲健康保險公司因涉嫌違規行為而備受

困擾，其中包括一個「黑手黨」涉嫌將侵吞

150億披索。

據稱IT設備和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盒價格

過高，以及據稱向國有保險公司虛報醫院索

賠金額。

杜特地總統已下令成立一個跨機構工作

組，以調查這些指控，而且，如果有必要的

話，對涉事的官員採取預防性停職。

菲健康保險公司的官員已表示準備好面

對調查，他們表示，他們沒有在隱瞞什麼。

總統發言人羅計昨天在短信中說：「由

杜特地總統成立的工作組將繼續調查，可能

採取預防性停職手段，不論怎樣。」

他在另一聲明中說：「我們希望專責小

組能按照總統的指示， 在30天內向總統辦公

室提交調查結果和建議。」

參議院已對此事展開了調查，並且安排

在週二進行其第二次聽證會。

羅計說，該工作組將審計菲健康保險公

司的財務狀況、對其官員和職員進行生活方

式檢測查，如果有需要，建議對涉事的任何

官員採取預防性停職，以確保調查將不受影

響。

莫拉禮斯拒絕辭職要求，他說，只要菲

健康保險公司需要他，他便會一個好軍人一

樣地行事。

台灣宣佈從12日起
菲入境者集中檢疫

香港中通社8月9日電：台北消息：菲律

賓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指揮官陳時中9日宣布，12日起自菲律賓入

境者全面採檢，還必須到集中檢疫所檢疫14

天。台灣民眾、持居留證者免付檢疫費，其

餘外籍人士自費。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9日召開記者會宣布

此事。

陳時中表示，由於菲律賓新冠肺炎疫情

仍呈上升趨勢，近2周菲律賓每天平均確診數

多達3500例，是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署

疫情最嚴峻的國家之一。

陳時中說，在境外移入病例數方面，台

灣7月以來確診的32例境外移入個案中，20

例自菲律賓移入，顯示該國疫情風險高。考

慮到檢疫旅館、居家檢疫的管理強度都不如

入住集中檢疫所，在境外移入個案增加狀況

下，決定8月12日起，從菲律賓入境者全面入

住集中檢疫所，降低社區傳播風險。

根據指揮中心統計，每周共有7班機從

菲律賓抵台，7月共有700多人從菲律賓入境

台灣，每周平均100多人。

陳時中說，12日起，台灣民眾及部分外

國籍人士（持居留證或居留簽證、移工、境

外生、外交公務等），無論有無症狀，入境

時均須於機場完成採檢；未持有台灣居留證

或居留簽證的外國籍人士，仍須提供登機前3

天內的檢驗陰性報告，才能登機、轉機及入

境台灣。

在機場採檢之外，自菲律賓入境旅客均

須於集中檢疫場所接受檢疫14天；外國籍人

士（持居留證或居留簽證者除外）需自費每

天新台幣1500元接受集中檢疫；台灣民眾及

其他外國籍人士（持居留證或居留簽證者）

集中檢疫費用由政府支應。

涉綁架同胞 7中國籍綁嫌落網
本報訊：7名疑似中國籍綁匪在巴蘭玉

計被捕。國調局在週末宣布，在巴蘭玉計市

拘捕了7名疑似中國籍綁匪。

國調局負責人迪斯托爾確認了嫌犯是倪

凌康、胡瑞廣、小暉（謝春暉）、小子（王

豪偉）、小記（謝志宏）、王阿禮（王小

龍）和陳海龍（宋書偉）（皆音）。

據迪斯托爾說，因為綁架和嚴重非法

禁錮，嫌犯於2020年8月3日被捕。國調局—

反毒工作組收到有關3名中國人在萬國村

（Multinational Village）內被綁架和非法禁錮

的消息。在確認了受害人的確實位置後，國

調局—反毒工作組立刻與地方警員協調，並

且救出了他們。

據受害者說，幾名中國武裝男子於2020

年8月2日闖進他們位於萬國村內的房子，強

迫被蒙了眼的他們登上一輛車，並且把他們

帶到萬國村內的猶太街2號。

受害者稱，在被禁錮期間，綁匪毆打他

們，強迫他們承認偷了上司的錢。

在接受醫療檢查期間，受害人身上有多

處挫傷、血腫和擦傷。

嫌犯因違反經修訂的刑法第267條（綁架

和嚴重非法禁錮）而被逮捕，並送交給巴蘭

玉計市檢察官辦公室進行調查。

他們目前被拘留在位於馬尼拉市的國調

局拘留中心。

參議員黎未惹
確診染疫

本 報 訊 ： 參 議 員 蒙 · 黎 未 惹 （ B o n g 

Revilla）昨天說，他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

性。

黎未惹在自己的臉書網頁上宣布此事，

他補充，其子女和妻子麥卡道的檢測結果都

是陰性的。

他還說，在家庭中有人感染此病後，他

們都接受了檢測。

黎未惹說：「在我們的家庭和我的工作

人員中有人確診後，我們都立刻接受檢測和

隔離。」

據黎未惹說，他上週一去了參議院，他

上週二也出席了紀念其父親老黎未惹逝世40

年的公開活動。

黎未惹請求為他的康復祈禱。

他在帖文中表示：「有了你們的祈禱，

並靠著上帝的恩典，我們可以活下去及克服

它。謝謝你們的祈禱，謝謝你的祈禱。」

繼洪雅拉、彭敏直和殊比利後，黎未惹

是感染新冠肺炎的第4名參議員。

有人利用豁免通行證 「任何時間隨意出行」

本報訊：執行檢疫規定的特別工作組昨

天說，他們已經收到報告稱，有人利用豁免

通行證和身份證，故意違反有關非必要出行

的嚴格隔離規定。

防新冠肺炎聯合工作小組昨天提醒公

眾，新發傳染病跨機構工作組只允許重要工

作人員在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MECQ）期

間離開他們的家。

在MECQ期間，沒有休閒場所開放，甚

至在上週日晚，更嚴格的隔離措施宣布之

前，許多餐館就已經因為損失而關門。大岷

區的各個地方政府單位也宣布了宵禁，以限

制夜間活動。

「根據駐守檢疫控制站之警員的觀察

和報告」，這種所謂的不服從已經需要更嚴

格的規定，以限制獲授權人員在住所外的活

動。

特別工作組補充說，疑似濫用社區隔離

豁免的行為「有時會在檢疫管制站引發口頭

衝突」。

根據跨機構工作組的指導方針，個人必

須在抗擊新冠肺炎的前線工作，或在允許免

於隔離限制的「基本」行業工作。他們只允

許出於與工作相關的出行。

持有通行證的人可以外出獲取食物和藥

品等基本物資。

預防新冠肺炎聯合工作組指揮官伊利薩

解釋：「豁免於社區隔離之規定的背後主要

原因是讓他們去工作的地方，因為他們的工

作的性質是至關重要的，在社區隔離期間為

我們的人民提供基本的商品和服務，以及讓

他們可以回去自己的家。」

他補充：「然而，我們收到了工作人員

的報告，稱存在一些濫用行為，因為獲得豁

免的人利用它在任何時間去任何地方，這基

本上違反了現有的隔離規則。」

當記者要求所謂濫權的數據時，伊利薩

說：「僅收到資料和觀察報告而已，我們個

案紀錄。」

他說：「也許其他一些重要的人員認

為，即使他們的外出與工作無關，他們也會

自動被歸類為獲授權外出者。其他人通過相

關行業獲得跨機構工作組身份證，即使他們

不是正式工人或獲授權的工作人員。我們沒

有個案紀錄。」

他補充：「如果人們留在家裏，不必要

的人口流動將出現巨大的減少。」

在過去的社區隔離中，該工作組一直呼

籲更嚴格地執行規則，特別是在描籠涯的層

面，以阻止從社交媒體上「觀察到」的「頑

固」描籠涯居民。

伊利薩說：「很明顯，社區隔離豁免權

只給予與工作相關的目的。這與地方政府單

位簽發的通行證之目的是一樣的，通行證只

允許一名家庭成員出門購買生活必需品。」

他補充：「因此，他們不應該利用這項

豁免去從事與工作無關的出行，因為這對大

多數人民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們嚴格遵守了

政府的禁令，在這個大流行時期不進行非必

要的出行。」

船上菲科研人員對勘探事務一無所知

菲禁外國船進行海洋勘探
本報訊：外交部長陸辛昨天說，菲律

賓已不再允許外國船進行海洋勘探。

當被問及有報導稱一艘中國測量船據

說在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的禮樂灘時，陸

辛作出此回應。

在推特的帖文中，陸辛表示，雖然

外國船都遵守了船上應有一名菲律賓籍科

研人員的規定，菲律賓人都「被蒙在鼓

裏」。

陸辛昨天在推特上表示：「據我所

知，我們已經停止了外國船隻的所有海洋

勘探，因為，雖然他們遵守規則，必須包

括菲律賓科研人員，但我被告知，我們所

有的船員都像蘑菇一樣行事：被餵飽，被

蒙在黑暗中。」

陸辛上週指示了外交部亞洲太平洋事

務辦公室檢測這些報告。

在回應@indopac_info於上週發布的一

條推文時，陸辛說，他已經向一艘美國和

法國的調查船發放了許可證。

陸辛在上週表示：「我知道有人批准

了一艘美國測量船，後來又批准了一艘法

國測量船，不過，我不記得是什麼時了。

@DFAPHL ASPAC查一下這事。」

推文表示，中國的向陽紅14號於7月22

日從中國啟航，並於8月6日抵達禮樂灘。

它補充：「和往常一樣，菲海岸警衛

隊目前沒有表示反對……。」

莫拉禮斯將出席參議員聽證會
本報訊：菲健康保險公司總裁莫拉禮

斯保證，儘管他的目前健康狀況，他仍會

出席參議院對該機構的所謂腐敗情況所展

開的聽證會。菲健康保險公司說，由於莫

拉禮斯的「免疫缺陷狀態」，他要求通過

網絡，而非親身出席參議院聽證會。

菲健康保險公司昨天在聲明中說：

「他完全打算參加在8月11日舉行的參議院

聽證會或任何調查。」

莫拉禮斯還保證說，「身為總裁兼首

席執行官，在身體可行的情況下，我有責

任代表公司。」

有報導稱莫拉禮斯已通知參議院有關

其目前的身體狀況。

粵增5境外輸入 
3例來自菲國

中新社廣州8月9日電：廣東省衛生

健康委員會9日通報該省新冠肺炎疫情情

況，8日0至24時，全省新增境外輸入確診

病例5例和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8例，均

為廣州報告。確診病例來自菲律賓3例，

來自美國和沙特阿拉伯各1例；無症狀感

染者來自沙特阿拉伯3例，來自孟加拉國

和印度各2例，來自菲律賓1例。上述新增

病例均在入境口岸發現，入境後即被隔離

觀察。

據廣州市衛生健康委員會通報，新

增的5例境外輸入病例中，其中3例來自菲

律賓，均為中國籍，3人入境行程相同。8

月6日從菲律賓乘坐CZ3092航班於當天飛

抵廣州入境。經CT檢查和專家會診，均

診斷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而新增境外輸入病例4為中國籍的19

歲學生，他8月3日從美國出發，先後乘坐

DL258、CZ308航班於5日飛抵廣州入境。

經CT檢查和專家會診，診斷為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

新增境外輸入病例5為中國籍的53歲

工人，8月6日他從沙特阿拉伯乘坐SV884

航班於當天飛抵廣州入境。經CT檢查和

專家會診，診斷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