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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赴中國航班乘客須憑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登機

本報訊：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8月11日發

布《關於在菲律賓實施赴華航班乘客憑新冠

病毒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登機的通知》，8月20

日起赴華航班在乘客登機前將查驗帶「HS」

標識的綠色健康碼或健康狀況聲明書，不再

接受帶小飛機標識的綠色健康碼。

通知指出，為確保國際旅行健康安全，

降低新冠肺炎疫情跨境傳播風險，根據7月

20日中國民航局、海關總署、外交部發布的

相關公告要求，現就在菲律賓實施赴華航班

中、外籍乘客憑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登機的具體辦法通知如下：

一、總體要求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自菲律賓搭乘航班

赴華以及經菲律賓中轉乘機赴華的中、外籍

乘客，須於登機前5天內完成新冠病毒核酸檢

測，並憑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申領帶「HS」標

識的綠色健康碼或健康狀況聲明書。航空公

司在乘客登機前查驗帶「HS」標識的綠色健

康碼或健康狀況聲明書，不再接受帶小飛機

標識的綠色健康碼。

二、檢測時間及檢測機構
核酸檢測應於乘客登機前5天內，在菲律

賓衛生部認可的有關部分檢測機構完成。核

酸檢測機構名單請查看http://ph.china-embassy.

org/chn/lsfw/t1802803.htm。中國駐菲使領館將

密切跟蹤菲律賓當地檢測機構變化情況、對

外服務範圍和檢測質量，適時動態調整機構

名單。

三、中國公民申領健康碼辦法
中國公民應在獲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24

小時內，通過防疫健康碼國際版微信小程序

（申報入口B），申報個人情況並拍照上傳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經駐菲使領館覆核通過

後，當事人可獲得帶「HS」標識的綠色健康

碼。點擊https://hr.cs.mfa.gov.cn/help_two/help-

two/hs.html，查看「中國公民核酸檢測證明申

報常見問題解答」。

請注意在該健康碼有效期內乘機，並在

登機前配合航空公司查驗。建議屆時同時攜

帶核酸檢測報告原件備查。

四、外國公民申領健康狀況聲明書辦法
外國公民應在獲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後，將有效護照首頁、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

申請人已簽字的健康狀況聲明書的掃瞄件根

據核酸檢測機構所在領區發送至中國駐菲使

領館指定郵箱。

健康狀況聲明書請從使館網站下載：

http://ph.china-embassy.org/chn/lsfw/t1802803.

htm。

中國駐菲使領館指定郵箱：駐菲律賓使

館：phlhsjc@outlook.com；駐宿務總領館：

consulatecebu@gmail.com；駐佬沃領事館：

consulate_laoag@mfa.gov.cn；駐納卯總領館：

consulate_davao@mfa.gov.cn。

五、提醒  
（一）如您無法及時完成核酸檢測並獲

得檢測陰性證明，登機前未能持有帶「HS」

標識的綠色健康碼或有效健康狀況聲明書，

則暫不符合乘機條件，需重新合理安排或調

整行程。  

（二）在已實施憑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

性證明登機的國家（相關國家列表請點擊鏈

接查看https://hr.cs.mfa.gov.cn/help_two/help-two/

gj.html）中轉，搭乘航班赴華的中、外籍乘

客，在中轉時亦會被查驗帶「HS」標識的綠

色健康碼或健康狀況聲明書。請確保健康碼

或健康狀況聲明書在中轉時有效，否則將在

中轉地登機受阻，造成滯留等後果。  

（三）核酸碼有效期以檢測證明的出具

日期為起始點進行計算，因核酸檢測出具結

果仍需一定時間，請擬搭乘赴華航班的中國

籍乘客合理安排進行核酸檢測的時間，如獲

得檢測結果，請第一時間通過防疫健康碼國

際版微信小程序拍照上傳，盡量避免在登機

當日或前一日才上傳檢測證明，以免影響使

領館覆核工作，耽誤個人行程。

（四）中國駐菲律賓使館提醒所有乘客

務必提供真實有效的核酸檢測證明，乘客提

供虛假證明和信息，須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前菲健康保險公司反欺詐官員基思在參議院調查該機構涉腐聽證會上宣誓。

健保前高層揭900萬可疑交易
連續12個月多次支付同一索賠

本報訊：菲健康保險公司的一名前高級

官員昨天告訴參議員，菲健康保險公司去年

向描沓安省的一家農村銀行貸出了約1000萬

披索。菲健康保險公司的前反欺詐官基思在

參議院聽證會期間透露，他說，該機構位於

第二行政區的辦事處的人員連續12個月，多

次對2019年5月的索賠償付進行付款，並記入

描沓安省描蘭牙農村銀行。

基思告訴參議院調查員 :「這絕對不是

無心之失，因為多重交易暗示了有意欺詐政

府，侵吞9,705,332披索。」

這位前菲健康保險公司的官員聲稱，該

銀行的高層超初拒絕向菲健康保險公司償還

該筆錢，但菲健康保險公司在後來發出的追

討信，該銀行才同意償還。

基思說，他想知道，既然第二行政區

（加牙鄢谷）沒有權力和權限接觸其他行政

區的銀行，特別是第三行政區（中呂宋），

為什麼轉帳被認為只是一個錯誤。

然而，當第二行政區和中央辦事處的菲

健康保險公司官員會見銀行高管時，菲健康

保險公司同意支付後者要求的49,123披索作為

所造成的不便的補償。

基思指出：「我向菲健康保險公司請求

過一些人的資料，懷疑描蘭牙農村銀行的事

件只是掩蓋更大問題的一個托詞。」

基思說，他後來聽說了該機構的一名高

層在描沓安省描蘭牙包二奶的傳聞。

他說，此案只顯示菲健康保險公司內

「神聖不可侵犯」者的其中一種手法。

他說：「唯一要做的是確定位於描沓安

省描蘭牙的銀行賬戶的真正所有者，這將打

開一個潘多拉的盒子。」

「後悔」聽醫生封城建議
杜特地指抗疫資金已耗盡

本報訊：杜特地總統在週一的講話期間

承認，政府「缺錢」。

因為他太過聽從醫生們的呼籲，實施更

長的封鎖措施，以遏止新冠肺炎在菲國的傳

播。

總統感嘆政府撥給受新冠肺炎疫情嚴重

影響的人的資金耗盡。

他說，儘管新冠肺炎構成衛生風險，但

有工作的家庭成員都出門打工，並且提供他

們的所需。

總統說：「醫生們，我要告訴你們。我

不能阻止公眾，因為我沒有錢給他們。這就

是為什麼他們需要走出家門去工作。如果我

要再次封鎖的話，國會提供的援助資金已耗

盡了。我沒錢可花了。」

社會福利部已向受疫情影響嚴重的貧窮

家庭發放了一共660億披索。

杜特地總統補充，他很支持醫療界的更

長封鎖期，因為他希望防止再有人感染新冠

肺炎。

他強調：「我要告訴醫生們，雖然我

很想對你的要求作出讓步，尤其是在封鎖的

問題上，我想這麼做是因為我不想再有人感

染……這是一件持續的事情。」

菲律賓醫師學會上週說，他們不滿意大

岷區和武六省、甲美地、內湖和黎剎省於8月

4日開始實施改良版加強社區措施。

該學會的副會長林彬醫生說：「我們明

白實施加強社區隔離是一個複雜的決定，健

康可能只是其中一方面，尤其是對經濟專家

來說，但要記住，我們需要健康的人來恢復

我們的經濟。」

該學會的專家表示，直至8月18日的兩週

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並不足以大幅減少新冠

肺炎的感染數字。

雖然政府的經濟顧問警告，如果國都區

將在該日期之後維持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

經濟將受到嚴重影響。

本報訊：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殊比利昨天說，一些醫療機構僱用

假病人，向菲健康保險公司騙取更

多錢。

殊比利在參議院聽證會期間

說：「他們付給假病人1000披索，

以更嚴重的疾病向菲健康保險公司

報銷醫療費。」

殊比利說，此外，菲健康保

險公司的調查員告訴他，當突訪省

級主要醫院時，一些省級主要醫院

也被發現涉嫌僱用假病人，以掩飾

他們的詐騙計劃。

殊 比 利 說 ： 「 檢 查 患 者 日

誌，並檢查他們睡覺的房間，他們

應在的房間，可是，在那些地方

都找不到任何人或患者。他們找

不到那些病人。」他補充：「當被問及時，

醫院工作人員會說他們會打電話給病人，病

人會到達並回到他們的病床上。當被問到它

們來自哪裡時，有人說，『他們只是餵豬

的』，以及其他藉口，至少可以說是荒謬的

藉口。」據殊比利說，一些醫療機構還通過

給予高血壓患者氯沙坦（losartan）治療高血

壓，然後聲稱病情為輕度中風，向菲健康保

險公司收取高達2.5萬披索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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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市新冠死亡率 
大岷區最低

本報訊：馬尼拉市長於週一說，馬尼拉

市是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最少的大岷區城市。

馬尼拉市莫仁諾也聲稱，儘管該市人口

密集程度高達300萬，他們還是成功地將病例

數量控制在5000例。

市政府的數據顯示，截至8月7日，馬尼

拉市的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為5179例。當

中，1253例是現存病例，3690人康復，236人

死亡。

他在接受採訪時說：「馬尼拉市晚間的

人口是大約240萬人，日間是大約300萬人，

每平方公里7萬人。我們是人口稠密度最高的

亞洲城市。但儘管這一切，在人口統計方面

的問題，我們設法將其控制在5000人。」

莫仁諾還說，馬尼拉市的確診率，即檢

測結果呈陽性的人的百分比，為11%，而他

們的病例翻倍時間約為7天。

可是，他強調，該市仍存在感染新冠肺

炎的危險。

他說：「目前有1300個活躍病例（現存

病例），所以，馬尼拉有危險。我一直認為

一個病例是危險的，1300個病例便更危險。

雖然我們確實做到了，但這並不能保證我們

是安全的。」

莫仁諾提醒馬尼拉市民要繼續實施政府

公布的衛生規定，以助抗疫。

封城致客運量驟減九成
輕軌電車將裁逾百員工

本報訊：輕軌電車一號線（LRT-1）的

超過100名職員將會失業，因為乘客量在大岷

區封鎖期間減少。

輕軌電車馬尼拉公司昨天確認了這一消

息，其發言人戈洛斯帛告訴記者，將被裁員

的人數是該公司總員工人數的20%。

輕軌電車馬尼拉公司在聲明中說：「令

輕軌電車馬尼拉公司（LRMC）深感遺憾的

是，由於新冠肺炎大流行導致客運量顯著下

降90%，LRMC確認將裁減人員。」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實施嚴格的社區隔離

之際，LRMC表示，它縮減了其運營，以及

暫停了一些項目。

LRMC表示，其裁員計劃將在下個月

生效。LRMC說：「這個決定是經過了包括

LRMC管理委員會在內的多個級別的批准，

並與LRMC的員工工會進行了密切磋商。調

整規模計劃將於2020年9月15日生效。」

LRMC還保證，失業的員工將獲得他們

的福利。

它說：「為了支持和照顧受影響的員

工，根據法律，每位員工將獲得他們各自

應得的福利，甚至高於現有的集體談判協

議。除此之外，LRMC還與Xcelarator Talent 

Solutions合作，幫助受影響的成員在生計和明

智投資方面提供幫助。」

在政府宣布大岷區、內湖、甲美地和

武六干在8月4日至18日改良版加強社區隔離

後，包括鐵路運營在內的公共交通再次暫

停。由於菲國爆發新冠肺炎疫情，政府在整

個呂宋島實施了加強社區隔離——最嚴格的

封鎖類別——公共交通於3月至5月底首次暫

停。

柬埔寨宣佈暫停菲航班入境
 中新社金邊8月11日電：為防控輸入性

疫情，根據柬埔寨首相洪森的指示，柬衛生

部大臣曼本亨11日發表通告，宣布自本月13

日起暫停菲律賓航班入境。

這是繼柬政府宣布8月1日暫停馬來西亞

和印尼航班入境後，再次決定對地區國家採

取入境限制。

柬衛生部當天早些時候發布的通告稱，

9日自菲律賓起飛的一架航班，抵柬後有13名

乘客被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