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nuary 18 2021 Monday  Page8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二○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一） 商報
要聞

博彩中國員工常光顧黑新冠診所
本報訊：上周，當局突擊搜查了巴西市

一家秘密中國診所，該診所為據稱為菲離岸
博彩運營商工作的中國人提供非法服務，該
診所已經運營了8個月。

據消息人士透露，每天早上和下午都能
看到貨車抵達臨時診所。據報道，每輛車都

載有據信在博彩公司工作的中國人。
由於需求的增加，診所的中藥經常告

罄。該消息人士稱，每天至少有10至20名患
者需要支付數千披索才能得到治療。

消息人士說：「我們還不確定去診所的
中國人是否是非法外僑。我們還在核實這家

診所是否有經營許可證，如果沒有許可證，
那麼它的經營就是非法的。」

週四，國調局、海關和菲海岸警衛隊突
擊搜查了新冠肺炎診所，查獲價值150萬披索
的中文字藥品。

被當局沒收的中文字藥品包括利巴韋

林，據報道，它被用來治療肺炎和支氣管
炎。海關早些時候表示：「我們認為該診所
正在治療新冠肺炎患者。」

診所的經營者將被指控違反第10863號
共和國法令第1113條或海關現代化和關稅法
案。

近日，福建福州，旅菲華人、菲律濱友好基金副主席、菲律濱明建集團總裁許嘉毅出席
福建師範大學索萊達學院首屆菲律濱籍碩士研究生畢業典禮。圖為許嘉毅（右三）和菲律濱
籍留學生們合影。	 	 	 	 	 	 	 	 		<中新社>

構建中菲金融橋樑，便利雙邊經貿往來
——人民幣在菲業務發展概況

菲律賓是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互聯互通的重要節點。中菲在貿易、基礎設

施建設、製造業、旅遊業等領域合作日益密

切，中國已成為菲律賓第一大貿易夥伴，越

來越多中資企業赴菲投資興業，對當地銀行

服務尤其是人民幣業務的需求隨之增長。為

促進中菲資金融通，便利雙邊經貿往來，服

務當地經濟發展，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

等在菲中資金融機構多年來致力于為當地企

業和民眾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務，積極推

進菲律賓人民幣市場建設，推動人民幣賬戶

開立、存款、現鈔、兌換、匯款、授信、保

函、銀行卡、信用證等業務陸續在菲落地，

並幫助菲政府在中國銀行間市場成功發行了

兩期共約40億元人民幣熊貓債，協助菲央行

在華開立人民幣結算賬戶並開展人民幣債券

投資。人民幣在菲使用歷史悠久。2002年，

中國銀行馬尼拉分行正式開業。2006年12月

1日，菲律賓中央銀行正式宣佈人民幣在菲

律賓可自由兌換。2009年4月，經兩國央行批

准，中國銀行馬尼拉分行成為菲境內人民幣

兌換和現鈔業務指定銀行。2014年8月，中菲

合作投產菲律賓人民幣清算系統，菲本地銀

行間人民幣匯劃變得方便快捷。

2018年，為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對沖匯

率風險，在菲央行支持下，中國銀行發起籌

備「菲律賓人民幣交易商協會」，初始會員

14家，是中國境外首家人民幣對當地貨幣交

易的自律性金融組織。2018年11月20日，在

習近平主席和杜特爾特總統見證下，人民幣

兌比索直接交易市場正式啟動，協會主席單

位中國銀行馬尼拉分行于當日完成了該市場

上首筆交易。同年，中國工商銀行馬尼拉分

行正式開業，在菲中資金融機構隊伍不斷壯

大，人民幣業務加速拓展。

2019年9月17日，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

銀行馬尼拉分行擔任菲律賓人民幣業務清算

行，成為菲律賓人民幣市場發展又一重要里

程碑。參加行可借此獲得人民幣流動性，進

入中國境內外匯市場和銀行間債券市場，加

快人民幣清算速度。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數據

顯示， 2020年，菲律賓人民幣清算量在東盟

地區排名升至第4位，在全球排名升至24位。

隨著中菲持續深化經貿往來，人民幣在菲業

務還將不斷拓展，形成貿易暢通與資金融通

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為兩國企業和人民帶

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菲華「創三代」許嘉毅：「幫助菲律濱瞭解真正的中國」
中新社福州1月17日電：走進福建師範大

學索萊達學院剛竣工的教學樓，鋼構的天穹
極高，充滿南洋氣息，建築牆體採用閩南民
居的紅磚色彩，福建地域風情濃鬱。旅菲華
人、菲律濱友好基金副主席、菲律濱明建集
團總裁許嘉毅站在台階上仰頭環顧，「有種
向先祖和族人回應的感覺，真的很感動」。

索萊達學院由菲律濱友好基金捐資所
建，2019年開始招生。福建師範大學海外教
育學院黨委書記、索萊達學院副院長黃彬告
訴記者，教學樓牽連中菲兩邊關切，疫情期
間，中方用最快速度復工，「讓今年春季入
學的新招菲籍留學生可以入駐新校區」。

日前，許嘉毅專程坐飛機到福建廈門，
按入境防疫措施隔離了21天，以出席索萊達
學院首屆菲律濱籍碩士研究生畢業典禮。在
新教學樓索萊達女士頭像的造像下，他和菲
律濱籍留學生們定格留影。

許嘉毅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坦言，
「做對的事，就盡力去做好」，是父親許明
良身體力行的家規。

許嘉毅祖父1920年從福建泉州移居菲律
濱，中華傳統文化情結不減。父親自壯年才
移居菲律濱，正是打拼之年，小時候，他三
兄弟由母親顏幼芬帶著，「來來去去，回福
建很多次」，清明祭祖、過年團圓。

許嘉毅近年涉足商界，給自己定位旅
菲「創三代」。父親崇尚「以和為貴」的儒
家思想，對許嘉毅影響很大。「我們經常被

提醒不能忘記我們來自中國。」許嘉毅說，
「父親不斷告訴我，要學習瞭解中國歷史，
中華文化，瞭解自己的根在哪裡。」

許嘉毅回顧說，去年，因為新冠肺炎
疫情衝擊，菲律濱經濟社會一時停滯，許氏
集團基建和礦業大多也暫停歇業。「很多菲
華社團投入抗『疫』，努力搭建菲中溝通橋
樑。」他亦整個疫情期間在菲律濱募款捐防
疫物資濟困，「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他對接政府部門，募集大量抗疫物資和
款項送往學校和社區、政府機構。「在做這
些事的時候，菲律濱還沒有全民檢測，接觸
大量外人，感染的風險還是很大的。」許嘉
毅笑說，「不過我還年輕，身體健康，不是
很擔心。」

令他最為難忘的是最初選擇興趣專業
時，父母予以自由度，他選擇了心理學。這
在疫情期間做善事時，「能夠共情撫慰對
方，幫助非常大」。許嘉毅關注到，索萊達
首批留學生的畢業論文大多以菲中比較視
野，涉及後疫情時期的旅遊業、跨國餐飲
業、兩國消費習慣差異等。許嘉毅說，中國
求學之旅會幫助菲律濱年輕人體會到：「中
國的發展是有利於世界的，對中國近鄰的東
南亞地區尤其有利。」

在致辭中，許嘉毅期許留學生們幫助菲
律濱同胞「對中國有新的、正確的認識」。
「我也不會忘記中華文化的根，我會把這個
精神傳承下去。」他說。

無視新冠肺炎疫情

數千人聚集參加聖嬰節彌撒
本報訊：儘管新冠肺炎的威脅依然存

在，但數以千計的信徒週日參加了馬尼拉市
敦洛和班沓干區的聖嬰節彌撒。

馬尼拉警區的數據顯示，大約2000人參
加了敦洛聖嬰教堂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彌撒。

第三、四次彌撒的人數由1500人慢慢減
少到約1000人。

教堂內可容納300人，並設有隔離措施，
教堂外可容納3000人。

與此同時，班沓干聖嬰教堂吸引較小群
的人。

約有800人出席第一和第二次彌撒，550

人出席第四次彌撒，300人出席第五次彌撒，
200人出席第六次彌撒。

教堂內可容納150人，並實施了隔離措
施，教堂外可容納300人。

警方、馬尼拉市政府和教會官員說，活
動「大體上是和平的」。

教堂官員和馬尼拉市政府鼓勵信徒在這
些教堂的臉書頁面上直播彌撒。

早些時候，鑒於新冠肺炎疫情，馬尼拉
市長莫仁諾禁止週末舉行街頭遊行、舞台表
演、街頭比賽和其他戶外活動。同時還實施
了禁酒令。

計順市宣佈新冠疫苗接種點
本報訊：計順市政府確定了至少10個用

於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的地點，儘管疫苗到達
的時間表尚未最後確定。

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計順市政府宣
佈了第一至第六區接種地點，而其他接種地
點仍在評估，以符合衛生部的標準。確定的
接種點是：

第一區：Project  6網球場；第二區：
Batasan Hills國立中學、NGC籃球場；第三
區：Aguinaldo 小學；第四區：Dona Josefa Jara 
Martinez中學、Diosdado Macapagal小學；第五
區：Kaligayahan 活動中心、Fairview籃球場；
第六區：DistriEmilio Jacinto小學、Culiat中
學。

市長貝文地說：“我們已經開始安排
接種地點，以便在疫苗到達時，我們已經準

備好。我們必須提前計劃，向我們的人民保
證，我們正在盡一切努力盡快提供這些疫
苗”

除了市立醫院（計順市總醫院、Rosario 
Maclang Bautista總醫院和諾描利齊斯地區醫
院）外，該城市打算設置24個接種點。

市衛生局長阿里亞斯醫生說：「接種地
點必須有單向工作流程或一進一出，必須有
舒適的房間，以及工作人員自由活動和遵守
最低衛生標準的充足空間。」

她補充說：「計順市政府將為每個站點
指定22名員工，包括醫生、司法官、疫苗接
種員、輔導員和行政人員。」

上周，該市表示，通過與英國製造商和
國家政府的三方協議，已經獲得了110萬劑阿
斯利康疫苗。

本報訊：消防局說，巴石市的一個化學
品倉庫週日晚上發生火災。

根據巴石市災害風險減少和管理辦公室
說，火災事件涉及的企業是位於F. Mariano街
的Roosevelt Chemical Inc.。

消防局的初步報告顯示，晚上7點左右宣
布一級火警。

火勢達到四級。
並於8時46分被控制。

巴石化學品倉庫大火

政府：新冠疫苗將通過嚴格審查
本報訊：內閣部長諾牙禮斯向公眾保

證，政府將對新冠肺炎疫苗進行徹底審查和
檢查，以確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然後再推
出免疫接種計劃。

諾牙禮斯發表聲明說，政府為菲人接種
疫苗，以阻止這場全球健康危機的影響。

諾牙禮斯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表示，政府
將使用其他國家在審查和檢查所有新冠肺炎
疫苗時採用的標準。

他說：「在任何疫苗得到（食品和藥物
管理署）的批准之前，仍有一個（科技部）
疫苗專家小組將研究所有的數據。」

「(他們)將通過疫苗專家小組，然後是
食藥署查看所有這些臨床研究，以及製藥公
司擁有的所有數據。」

負責新發傳染病管理跨機構小組的諾牙
禮斯表示，除了採用在全球範圍內適用於緊

急使用授權的相同標準外，食藥署還要求科
興和其他製藥公司提交來自其他國家的緊急
使用授權。

在菲律濱，緊急使用授權已經發放給輝
瑞和阿斯利康。科興和Gamaleya目前還在申
請。

諾牙禮斯說，一旦疫苗獲得緊急使用授
權並分發，政府將通過其接種疫苗嚴重副作
用委員會密切監測，以確保它們是安全有效
的。

政府的目標是在今年年底前為至少5000
萬菲人接種新冠疫苗。

截至目前，菲律濱已採購了中國科興研
發的2500萬劑新冠肺炎疫苗。

政府還與英國——瑞典製藥公司阿斯
利康簽署了1700萬劑新冠肺炎疫苗的三方協
議。

轆遜質疑採購科興疫苗或涉腐
本報訊：參議員轆遜週日堅稱，考慮到菲律濱和其他國家

疫苗價格的「巨大差異」，政府採購中國科興新冠疫苗可能存在
腐敗行為。轆遜在一份聲明中指出，雖然科興生物的每劑藥價
可能只有5美元，但它在菲律濱的價格可能高達38美元，或超過
1800披索。他提到1月16日《曼谷郵報》的一篇新聞文章，文章
顯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和製造商自己提供的數據，科興生物
製藥的一劑價格僅為5美元。然而，他補充說，衛生部去年提交
給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預算審議數據顯示，科興的價格為兩劑
3629.50披索。

轆遜說：「中國科興疫苗5美元、14美元和38美元的價格差
異讓我想起一個古老的故事，講的是東南亞三個國家的腐敗是如
何發生的——枱底下、桌面上，包括桌子。」

他補充說：「在這裡，每劑可能需要38.5美元(1,847.25披
索)，但有保密協議。」在轆遜的聲明中，總統發言人羅計堅
稱，科興在菲律濱的價格將僅為每劑650披索左右，與它在其他
國家的價格相似。

但羅計表示，目前還不能透露實際價格。

美再開放菲人申請H-2B 簽證
本報訊：在美國公民和移民服務局宣佈解除一年前的禁令

後，菲律濱人現在可以再次申請H-2B簽證。
美國公民和移民服務局的網站說：「對於2021年，國土安全

代理部長和國務卿已經同意……將菲律濱列入有資格參加H-2B
項目的國家名單。」這項禁令是2020年1月出於對「嚴重」滯留
和人口販運的擔憂而實施的。

根據美國移民局的說法，「H-2B項目允許符合特定監管要
求的美國僱主或美國代理人將外國人帶到美國填補臨時非農業工
作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