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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至成家族列亞洲20大富豪家族
本報訊：據今年的彭博億萬富豪指數顯

示，菲律濱的施氏家族是全亞洲20大富豪家

族之一，他們的淨資產為197億美元（約合1

兆披索）。

該榜單追踪的是該地區最富有的家族

的財富，施氏是榜單中唯一來自菲律濱的家

族，他們排名第10。

印度的安巴尼家族、香港的郭氏家族、

泰國的謝氏家族、印尼的黃氏家族和韓國的

李氏家族是亞洲超級富豪家族的領頭羊。

在菲律濱建立購物中心文化的施至成於

2019年1月19日去世，享年94歲。

施至成在1958年創業，在馬尼拉市開了

一家Shoemart鞋店。

彭博社說：「這家公司從馬尼拉市中心

的一家小商店發展成為一家集零售、銀行和

房地產為一體的企業集團。如今，該集團經

營著近2800家零售店，擁有2000多家銀行分

支機構。」

SM在菲律濱擁有74家購物中心，其中最

大的是Megamall和亞洲商城。

該公司在中國還擁有7家購物中心，計劃

建設第8家。

他的財富包括菲律濱資產規模最大的銀

行金融銀行、中興銀行、公寓開發商SM 開發

公司和國民大學。

SM集團在這位大老闆去世前的最新投資

是在菲律濱開設第一家宜家門店，這將是世

界上最大的宜家門店。它將設在SM亞洲商城

的綜合建築群。

由施氏家族為主導的企業集團還持有

物流公司2GO、Atlas Consolidated Mining and 

Development Corp.和Belle Corp.的股份。Belle 

Corp.是賭場酒店綜合體新濠天地的合作夥

伴。

這位大亨有6名子女：施蒂絲、施美緻、

施俊龍、施漢銘和施俊麟。

以下是亞洲最富有的20個家族的完整名

單：

印度的安巴尼——淨資產760億美元

香港郭氏——淨資產330億美元

泰國謝氏——淨資產317億美元

印尼黃氏——淨資產為313億美元

韓國的李氏——淨資產266億美元

泰國的許氏——淨資產為242億美元

香港鄭氏——淨資產226億美元

印度Mistry——淨資產220億美元

香港的包氏——淨資產202億美元

菲律濱的施氏——淨資產為197億美元

台灣蔡氏——淨資產190億美元

香港的李氏——淨資產173億美元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郭氏——淨資產165

億美元

日本的鳥井——淨資產163億美元

香港的嘉道理——資產淨值161億美元

印度的辛度佳——淨資產151億美元

香港的何氏——淨資產146億美元

韓國的鄭氏——淨資產141億美元

新加坡的黃氏——淨資產138億美元

泰國的鄭氏——淨資產129億美元

彭博社說，亞洲最富有家族的排名是在

11月13日編制的。

該數據不包括阿里巴巴集團的馬雲等第

一代富豪的財富，也不包括單一繼承人手中

的財富。

它補充，因此，該榜單沒有來自中國大

陸的家族，而中國大陸的財富相對年輕，通

常集中在科技行業。

杜特地總統前日在甲美地省十三烈士市焚毀毒品。

一名男子週五在仙範市政廳的院子裡練習調酒技巧。花式調酒指調酒師們用調酒器和酒
瓶來娛樂客人或觀眾的一種表演。

大岷署反對恢復車牌限號
或重新實施卡車禁令

本報訊：大岷發展署昨天說，車牌限號

計劃今年內將繼續暫停，而政府可能會重新

實施卡車禁令。

在為了防止新冠肺炎傳播而禁止公共

交通後，在隔離的最初幾個月暫停了車牌限

號計劃。由於在疫情期間基本物資的暢通無

阻，取消了卡車禁令。

當被問及車牌限號計劃會否在2021年恢

復時，大岷發展署總經理牙細亞說：「也許

還不會。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公共交通尚未

穩定，尚未全面恢復。第二，當我們恢復車

牌限號時，我預料會有許多豁免請求。」

他說，乙沙最內層的公交車道也將肯定

保留到明年，因為在疫情持續期間，政府優

先考慮通勤者。

牙細亞說，儘管公共汽車專用道可能會

讓坐私家車的人感到不適，它緩解了主幹道

上通勤者的出行壓力。從紀念碑到亞耶拉的

車程從原來的3個小時縮短到了45分鐘。

他說：「我們真的需要優先考慮通勤

者，尤其是現在疫情期間。他們不能在公共

汽車裡呆超過一兩個小時。那些乘坐私家車

的人會和他們住在一起的人共乘，他們認識

的人共乘。」

政府也在考慮在某些地區再度實施卡車

禁令，但牙細亞說，他將必須先與工商部制

定細節，因為禁令的解除是為了方便在社區

隔離期間的必需品運輸。

他說：「我們正在考慮，也許在乙沙

或某些其他地區。也許再給我們一星期的時

間。我需要與工商部商討，因為我們需要必

需品是些什麼。」

海關沒收1900萬元錯誤申報中國鯖魚
本報訊：海關截獲了兩箱來自中國的不

實申報冷凍鯖魚，卡車司機為了逃避責任，

取下了貨物的電子追踪封條。

這 批 價 值 1 9 0 0 萬 披 索 的 貨 物 經 由 馬

尼拉國際貨櫃碼頭進入菲律濱，收貨方為

Hightower Inc.。它只是被申報為冷凍魷魚，

但後來發現它也含有錯誤申報的物品，如冷

凍鯖魚。

據助理局長馬洛尼拉說，這批誤報的

貨物據稱是貨車司機在前往認可冷藏庫的途

中，取下了集裝箱貨物（ETRACC）的電子

追踪GPS封條後被發現的。

馬洛尼拉解釋，進入菲國的冷凍貨物被

轉移到一個認可的冷藏庫，因為海關港口沒

有冷藏庫。在貨櫃貨物由港口運往冷藏設施

前，檢驗員會根據貨物的聲明，對其進行初

步檢查。

馬洛尼拉說，這批貨物確實含有申報的

物品，但其他錯誤申報的物品被隱藏在貨物

的深處。

雖然在離開碼頭前會進行初步檢查，但

所有貨櫃貨物在運輸過程中都會受到追踪，

並會在抵達冷藏設施時接受進一步的實物檢

查。

馬洛尼拉說：「這裡發生的事情是，

走私者擔心貨物會被扣押，他們試圖篡改封

條，這樣他們就可以跳過冷藏庫，避免當局

的檢查。」

撕毁ETRACC封條是違反第04-2020號海

關令的規定的嚴重違法行為。

貨物目前正在進一步被調查，並可能被

扣押和沒收，因為違反了與海關現代化和關

稅法第1113節「可扣押和沒收的財產」相關

的第1400節「錯誤申報、錯誤分類、低估貨

物價值」。另一項關於違反電子跟踪系統規

則和程序的調查也正在進行中。

國調局華裔線人遭伏擊受傷
本報訊：在週五上午，一名國調局線人

和2名路人在計順市遭到2名持槍男子槍擊受

傷。

警方確認了傷者是登森．陳（音），

他是一名國調局線人，他為國調局的禁毒運

動作出貢獻；一名叫艾琳．維索薩；和拉馬

沓。

初步調查顯示，陳氏於上午9點45分駕駛

著其運動型多功能車穿梭在東扶西街前的聖

靈路時，殺手則在另一輛運動型多功能車向

陳氏的車開了數槍。

陳氏下車了並跑向附近的一家銀行後，

才免於死在槍下。槍手繼續開槍，但流彈擊

中了維索薩和拉馬沓，他們都被送到最近的

醫院。

流彈還擊中了停泊在銀行前的汽車。

聖靈警局的米拉洛說，傷者的情況穩

定，都在醫院裡接受急救治療。

兒童可進入岷公園散步 禁止野餐
本報訊：想帶孩子去別的地方散步的家

庭可以去馬尼拉市的倫禮沓和百閣公園。

國家公園和發展委員會的副執行主任阿

帛拉說：「現在只允許50至65人。我們允許

家長與孩子們進入公園。」

在接受無綫廣播電台的採訪時，阿帛拉

說，限制公園訪客人數是為了大家的安全。

他說：「那對於家庭來說是一個安全

的環境。我們還有聖誕燈，孩子們將會很高

興。」

但訪客們必須遵守公園的規定，例如填

寫健康申報表和檢測體溫。

他說：「在公園內必須保持身體距離。

我們還會有警衛四處巡視檢查。」

可是，不可在公園內野餐或甚至帶食物

或飲料進去公園。

他說：「不允許野餐，現在，你們可以

四處散步，但野餐是不允許的。」

他說，公園內的食物攤位也暫停營業。

他補充：「仍然沒有食物攤位。現在不

可以帶食物和飲料進公園。」

黎剎公園每天的開放時間為清晨5點至上

午9點，下午4點至晚上9點。

而百閣公園的開放時間為每天早上6點至

11點。亞帛拉促請訪客在公園內嚴格遵守衛

生規程。

杜特地：窮國應公平獲得疫苗
本報訊：杜特地總統說，貧窮國家不應

在獲取新冠疫苗方面被拋在後面，應動員各

國政府採取「不是作為一個單獨的國家，而

是作為全人類」的行動。

他在聯合國新冠肺炎問題大會特別會議

前的一段錄音講話中說：「如果任何國家因

為貧窮或戰略不重要而被排除在外，這種嚴

重的不公正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困擾這個世

界。這將徹底敗壞聯合國建立的價值觀。」

他說：「我們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

除非每個人都安全，否則沒有人是安全

的。」杜特地總統再次推動普及安全有效

的新冠疫苗和技術。他強調「必須讓最弱

勢群體獲得求生服務和產品。」

他說：「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加強衛

生系統能力。在沒有療法和疫苗前，我們

只能延緩疾病的傳播。」

總統還表示大力支持世衛組織制定

的全球醫療和科學舉措，包括ACT加速

器、新冠疫苗保障機制和C-TAP。他進一

步重申，菲律濱將盡自己的一份力量，為

匯集全球資源作出貢獻，及無條件地幫助

其他國家。

他說：「我們在聯合國和其他多邊

框架內採取的集體行動是戰勝新冠肺炎的

最佳機會。」

杜特地表示，在各國繼續面臨疫情

之際，國際社會必須制定反彈戰略，以實

現全面、包容的複甦。

他告訴聯合國，菲律濱採取「建立

在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9.1%的堅實經濟資

金分配基礎上的不落下任何復甦計劃。」

杜特地總統表示，各國之間的合作

是戰勝疫情的關鍵。

他說：「現在是採取更大的集體勇

氣和有意義的行動來結束這一疫情的時

候了，我們要以明確的道路來結束這一疫

情，彼此合作而不是作為單獨的國家，而

是作為整體人類。」

新增934宗確診 總數增至436345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報告新增934宗新冠

肺炎感染病例，這使累計新冠肺炎病例總數

增至436,345例。

計順市錄得最多的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共75例；其次是59例；碧瑤市、武六干省和

納卯市都分別增加34例。

衛生部宣布再有148人康復，這使累計新

冠肺炎康復者總數增至399,457人；另外，再

有63人死於新冠肺炎，因此，累計新冠肺炎

死亡人數增至8509人。

還有28,379宗現存活躍病例在接受治療

或隔離。其中85.4%屬於輕症病例，6.9%屬於

無症狀病例；2.5%屬於重症病例；4.9%屬於

危重病例。

英疫苗須科技部推薦方能獲批准
本報訊：衛生部副部長維吉爾昨天說，

如果英國公司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學共同研發

的新冠疫苗沒有獲得政府疫苗專家小組的批

准，它將不會獲得食藥署的批准。

維吉爾說：「需要疫苗專家小組和倫理

委員會的批准，疫苗才能進入食藥署的審批

程序。」

維吉爾是在回應有關阿斯利康的疫苗取

得了倫理委員會的批准，即使它尚未獲科技

部的疫苗專家組的批准的提問。

維吉爾說，阿斯利康的疫苗沒有繞過任

何監管程序，因為疫苗專家組和倫理委員會

的要求各異。

她說：「有時，這也取決於製造商和夥

伴回應菲國政府的查詢有多快。」

維吉爾補充：「有時回覆得有點慢。」

食藥署長杜明戈在較早前解釋，疫苗

專家組審查候選疫苗的第一和第二期臨床試

驗，而倫理委員會評估參與臨床試驗者的挑

選和製藥廠向他們提供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