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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部長冀菲中投資互補
指菲已成中國「三個第一」

本報訊：工商部長羅帛斯昨日表示，

希望菲律濱可以成為接納中國製造業投資的

「互補國」，並指菲律濱已成為中國的「三

個第一」，即「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一

大出口市場」、「第一大進口來源」。

羅帛斯是在出席菲中瞭解協會舉辦的菲

中關係線上論壇時作出上述表示。

羅帛斯說，「在獲准外商投資方面，中

國仍是菲律濱最大的投資來源國，2019年中

國已承諾投資17億美元，排在第2位。2018

年，中國批准外商投資9.63億美元，居世界

首位。鑒於此，我們的投資署已經優先考慮

了幾個領域來吸引中國投資。其中包括：自

行車、電動汽車和輕型車輛的零部件製造；

輕工業製造；以及太陽能光伏、電子和機電

產品的零部件製造。還有建築材料製造、高

附加值食品和漁業產品加工（包括清真食

品）、旅遊和電子商務等。」

他說：「隨著中國『走出去』的不斷推

進，菲律濱可以成為接納中國製造業投資的

「互補國」。這將確保為這些投資提供持續

發揮作用的製造供應鏈，同時也適合大多數

公司正在採用的「中國+1」戰略。

羅帛斯更以中國古詩句「海內存知己，

天涯若比鄰」來形容菲中悠久歷史和貿易關

係。

他說：「自2016年杜特地總統首次訪

華以來，兩國關係在他的領導下蓬勃發展。

這一數字年復一年地增長，菲律濱被宣佈為

今年和明年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的主賓

國。過去兩年，我們還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今年11月我們將再次

參加。」

工商部長說：「菲律濱同樣認識到服務

業是下一個增長領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將

參加2020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博覽會。隨著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互聯互通，我們兩

國業已蓬勃發展的貿易和投資往來必將進一

步擴大。」

他說：「去年，中國已成為菲律濱第一

大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一大進口

來源國，雙邊貿易額達486億美元。我們對中

國出口從2018年的184億美元增長到2019年的

195億美元，增長5.76%。我們自中國進口從

2018年的251億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291億美

元，增長14.69%。」

羅帛斯說，「為了吸引更多中國投資

者，工商部和中國商務部早在2017年11月簽

署了關於合作發展工業園區的諒解備忘錄。

根據該計劃，我們將在菲律濱設立工業園區

來接待中國的投資項目。即將推出的第一個

項目是在新克拉克市的500公頃工業園區。項

目是由基地轉換發展署和中國葛洲壩集團有

限公司負責，現在正處於租賃協議討論的最

後階段。」

他說：「隨著中國對菲工業項目投資的

增加，我們將增強滿足國內需求的能力，同

時擴大對中國和國際市場的出口，更重要的

是擴大就業。」

他最後說：「我還想指出，菲律濱和中

國之間牢固的歷史聯繫和友好關係表明我們

兩國經濟之間的戰略互補。由於人口眾多，

這兩個國家都擁有巨大的國內市場基礎，儘

管人才供應對菲律濱和中國來說仍是一個關

鍵優勢。兩國經濟項目也具有互補性，兩國

優先發展基礎設施和創新驅動項目等戰略性

產業。菲律濱也擁有豐富的中國關鍵產業的

關鍵資源。」

大岷區市長傾向維持GCQ
本報訊：內政部長亞紐昨天說，國都區

的大多數市長仍然比較希望維持一般社區隔

離（GCQ）。

亞紐說：「我只能說，國都區的許多市

長真的希望繼續維持一般社區隔離。」

他說，安排在本週日與大岷區市長們進

行的磋商將討論到國都區在10月要實施的隔

離狀況。

亞紐解釋：「我們將在那裡討論此事，

我們將聽取整個大岷議會的建議，他們的建

議是什麼，然後進行數據分析比較，然後，

我們將形成要對總統提出的建議。」

他補充：「當然，市長最關心的是他們

選民的安全。」

最高時速25公里電動車
騎手不用駕照無需登記

本報訊：陸運署昨日說，最高時速25公

里的電動自行車和電動摩托車上路時不需要

辦理登記手續。

陸運署長牙曼地說，使用這種小型電動

自行車的騎手也不需要從該機構獲得駕照。

牙曼地說，雖然電動自行車和電動摩托

車的使用者可以不用駕照和註冊，他們的車

輛將被限制在描籠涯內街和當局指定的自行

車道。

他說，這些指導方針仍在交通部的審查

中。

牙曼地說，電動摩托車和電動自行車的

管理將基於類別，根據重量和規格。

交通部長杜牙地說，他個人並不傾向於

監管電動摩托車，因為國家正在與疫情作鬥

爭。

牙曼地說，陸運署和交通部鼓勵公眾在

疫情期間甚至在正常時期使用替代的交通方

式。他指出，這些替代品將減少傳統交通方

式的氣體排放，從而有助於保護環境。

中國大使館公佈新核酸檢測機構名單
本報訊：據中國大使館消息，中國駐菲

大使館昨日公布新核酸檢測機構名單。

中國大使館說，自今年8月20日在菲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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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以來，中國駐菲使

領館認真開展核酸檢測報告覆核工作，及時

為中國籍乘客審發帶「HS」標識的綠色健康

碼，為外國籍乘客審發健康狀況聲明書，有

效保障廣大赴華乘客的旅途健康安全，有力

服務國家防範疫情輸入工作大局。

中國駐菲大使館還密切跟蹤有關檢測機

構服務和檢測質量，先後約見檢測量最為集

中、排名前5位的核酸檢測機構相關負責人，

溝通情況並就提高檢測效率和準確性、加強

申請人身份審核、嚴格採樣流程管理、提升

報告防偽能力等提出具體要求。目前，菲律

濱紅十字會檢測機構、菲律濱機場診斷實驗

室出具的檢測報告已帶有防偽二維碼，實現

了檢測報告實時在線核查，中華崇仁總醫

院、聖盧克醫院和Hi-Precision檢測機構承諾

盡快實施。

經綜合評估有關檢測機構對外服務質量

和能力、檢測報告防偽能力、對使領館覆核

工作的配合程度，為從技術上杜絕核酸檢測

報告造假行為，同時進一步提升檢測報告審

核效率，方便申請人及時得到覆核結果，現

對有關檢測機構名單進行調整，使館領區內

的檢測機構保留檢測量最大的5家檢測機構，

新增位於甲美地省的檢測機構Ospital ng Imus

（檢測報告可通過二維碼在線核查），駐納

卯總領館領區保留位於納卯市內的Davao One 

World Diagnostic Center。

調整後的檢測機構名單將自10月2日起

實施，最新檢測機構完整名單請查閱使館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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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802803.htm

中國駐菲使領館將繼續做好核酸檢測報

告數據統計和分析，與有關檢測機構保持密

切溝通，督促有關機構不斷提高服務和檢測

質量，並將繼續根據實際需要適時動態調整

機構名單。

二、近期仍有個別中國籍乘客未能按要

求提交核酸檢測報告，導致無法及時獲得帶

「HS」標識的綠色健康碼。請注意查閱使

館9月18日發佈的《中國駐菲律濱大使館溫

馨提示怎樣才能順利獲得核酸

碼？》，務必按要求提交核酸檢

測報告，以便及時獲得核酸碼。

新增2630宗確診 
累計29.9萬例

本報訊：衛生部報告，昨天

新增2630宗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因此，菲國的累計新冠肺炎病例

總數增至超過29.9萬例。

大多數新增病例來自大岷

區（1091例）。其次是甲美地

省（196例）、內湖（171例）、

西黑人省（142例）和黎剎（141

例）。菲國的累計新冠肺炎病例

總數增至299,361例，其中61,766

例是現存病例。

研究菲律濱新冠肺炎疫情的

研究人員早些時候預測，到本月

底，菲律濱的累計新冠肺炎病例

總數將達到31萬至33萬例。

菲國再新增494名康復者，

這使菲國的累計新冠肺炎康復者

人數增至232,399人。總康復人數

佔了菲國累計新冠肺炎病例總數

近78%。

中國駐佬沃領事館暢談 菲中團結抗疫與愛同行
中新網佬沃9月25日電：當地時間9月25

日，中國駐菲律濱佬沃領事館館長領事周游

斌在當地英文報紙《伊羅戈時報》刊登署名

文章，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1週年，暢

談菲中團結互助抗疫，與愛同行。

文中寫道，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71週年紀念日，又恰逢中國傳統節日中秋

節在同一天，十分難得。由於疫情的影響，

我們不能像往常一樣與朋友們歡聚一堂慶祝

佳節，但我仍收到許多菲律濱友人的祝賀，

共同分享節日的快樂和溫馨。

新冠肺炎暴發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中

國政府採取了前所未有、堅決果斷的措施，

對疫情進行科學的、嚴密的防控，並同世界

衛生組織和國際社會保持密切溝通與合作，

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目前各地有序復工復

產，人民生活已基本回歸正常。中國第二季

度經濟增速已轉負為正，中國開放的大門會

越開越大，超大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將不斷

釋放，為各國對華合作提供更廣闊空間，為

地區和世界經濟增長提供更有力支撐。

在這場與病毒的戰爭中，中國人民得到

了國際社會的真誠幫助支持，中國也向國際

社會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幫助。中菲兩國始終

並肩戰鬥，我們在共同抗疫中加深了親密戰

友情，必將在兩國友好交往史上留下濃墨重

彩的一筆，同時也是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

體理念的生動體現。

周游斌表示，在中國抗疫最困難的時

刻，杜特地總統、前參議員小費迪南德·馬科

斯、北伊羅戈省省長曼諾督、南伊羅戈省省

長星順等多位菲律濱政要表達了「與中國站

在一起」，為中國鼓勁，包括菲華社會在內

的菲各界踴躍為中國捐款捐物。這些暖心善

舉給予了中國人民莫大的鼓舞，我們銘記在

心。2月中國疫情嚴重時，北伊羅戈省抱威

國立高中師生曾錄製歌曲「讓世界充滿愛」

的視頻，為武漢加油、為中國加油，令人印

象十分深刻。在菲律濱疫情嚴重後，中國政

府、企業和民間組織先後提供多批醫療抗疫

物資，並派遣醫療專家，想盡一切辦法幫助

菲早日戰勝疫情。中國山東省第一時間為北

伊羅戈省捐贈了1.8噸的醫療物資，湖北企業

為南伊羅戈省、四川省為蜂雅絲蘭省捐贈口

罩，華為公司向碧瑤市醫院提供遠程CT診療

系統技術支持，中資企業、菲華社團為各地

捐贈大量醫用物資和救濟食品。駐佬沃領事

館也先後多次為領區省市提供醫療物資或大

米、罐頭等生活救濟物資，盡己所能地提供

支持和幫助。可以說，在這個困難的時期，

中國與菲律濱一直在並肩同行，同心戰疫。

近年來，在習近平主席和杜特地總統

的引領下，兩國關係持續向好，迎來了嶄新

的「黃金時代」。今年是中菲建交45週年，

兩國領導人互通電話，並通過多種渠道保持

密切溝通。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菲律濱

「大建特建」規劃深入對接，各類務實合作

項目有序開展，助力菲經濟復甦增長，造福

兩國人民。中國始終把菲律濱人民當作自己

的好朋友、好夥伴、好鄰居。任何想要挑撥

中菲關係、抹黑中國的圖謀都不得人心，注

定走向失敗。文章寫道：世界百年未有的大

變局之下，不確定性因素增多，人們雖有恐

慌，但未來永遠充滿希望。在國慶中秋雙節

來臨之際，衷心祝願中國山河無恙、國泰民

安！祝願中菲兩國人民團結互助、與愛同

行。祝願朋友們中秋佳節快樂！

初榨椰油抗新冠肺炎 臨床試驗下月中完成
本報訊：科技部昨天說，初榨椰子油的

臨床試驗將於下月完成。

科技部長黎拉帛迎在記者會期間說，

他們仍在等待處理臨床試驗的團隊的官方科

學報告，在兩個團體中，有一個很快就會完

成。

黎拉帛迎說：「針對醫院內的中度和

重症患者的試驗才剛剛開始。但對於無症狀

的疑似患者，該試驗正在仙沓羅薩醫院進

行。」

科技部在較早前宣布，該研究的醫院部

分將在菲總醫院進行，而社區部分則在地方

政府中心或地方醫院，對被隔離的疑似和可

能的新冠肺炎病例進行。後者正得到糧食和

營養研究所的協助。

初榨椰子油是科技部在研究的天然藥物

之一，可能作為新冠肺炎患者的佐劑或補充

物。

黎拉帛迎說，在內湖省的試驗有56人志

願者。他說：「其中大約38到40人已經完成

試驗。所以，我們即將完成剩餘的28天的試

驗，這將在10月16日結束。在那之後，報告

就會完成了。」

他說，所有志願已回家，這意味著他們

沒有感染新冠肺炎。

與此同時，他說，科技部的臨床試驗已

經獲得了必要的批准。

他說：「現在可能已經開始，因為上週

開始徵招和篩選志願者。」

他補充，這項工作將在計順市肺癆中心

的隔離中心、菲國警國都區社區隔離中心和

仙沓安娜醫院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