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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OF LOSS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he following stock certificates have 
been declared lost:

If no contest is received, the issuing corporations will issue 
replacement certificates one year after the date of last publication 
of this notice.

CCN：September 9,16,&23,2021

NOTICE OF LOSS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Atlas Consolidated 
Mining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tock 
certificate no. 666240 for 1,200 shares 
registered under the name of Elizabeth Yu 
has been declared lost. If no contest is 
received, the issuing corporation will issue a 
replacement certificate one year after the date 
of last publication of this notice.

CCN：September 9,16,&23,2021

NOTICE OF LOSS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PLDT, Inc., formerly 
Philippine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ompany 
stock certificate no. MFU 0177261 for 13,050 
shares registered under the name of Elizabeth 
Yu Gokongwei has been declared lost. If no 
contest is received, the issuing corporation will 
issue a replacement certificate one year after 
the date of last publication of this notice.

CCN：September 9,16,&23,2021

圖為計順市菲國立大學描籠涯進入小範圍封鎖，當地居民接受核酸檢測。

新冠致菲未來40年損失41.4兆
本報訊：據國家經濟發展署說，在未來

40年，新冠肺炎疫情和實施社區隔離的總損

失估計為41.4兆披索。

根據社會經濟規劃部長蔡榮富的介紹材

料，損失是按淨現值計算的，僅2020年就有

4.3兆披索，未來10至40年將是37兆披索。

這是上週向旨在加強菲國抗擊疫情的

紓緩工作的T3公私工作組（檢測、追踪和治

療）所作的介紹。

未來40年的損失來源包括過早死亡造成

的工資損失、新冠肺炎和非新冠肺炎疾病造

成的生產力損失，以及醫療費用。

國家經濟發展署的估計考慮到了娛樂、

旅遊、餐館和公共交通等需要保持社交距離

的行業需求疲軟導致的未來10年消費和投資

減少。這將反過來降低稅收，預計經濟在10

年後才會恢復到疫情前的增長水平。

蔡榮富說：「2020年放棄消費和投資將

導致未來資本積累減少。」

預計2020年放棄的消費、實物投資和回

報為3.924兆披索，預計未來10年達到21.913兆

披索，總計25.838兆披索。

就放棄的稅收收入而言，國家經濟發展

署估計2020年損失7820億披索，其中增值稅

損失2710億披索，企業所得稅損失1440億披

索，個人所得稅損失860億披索，其他所有稅

收損失2820億披索。

預計這一情況在未來10年將進一步惡

化，預計總放棄的稅收為1.206兆披索，其中

增值稅為4090億披索，企業所得稅為2860億

披索，個人所得稅為2290億披索，其他所有

稅收為2820億披索。

蔡榮富說：「資本積累越少，經濟回報

就越低，人民的經濟效益就越低。」他說，

未建成的工廠將導致銷售減少和工作崗位減

少，未建成的道路也不會節省時間。

介紹材料表明，學校沒有面授課堂導致

總損失為11兆披索，這相當於40年期間的工

資損失。蔡榮富說：「新冠肺炎的長期影響

包括學習減少、未來收入、生產力和競爭力

下降。」他引用了研究表明，每年失去的學

校教育意味著未來大約10%的永久性工資下

降。蔡榮富補充：「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疫

情和學校關閉加劇了菲律濱本已不平等的教

育機會和較低的教育質量。」

在未來40年，新冠肺炎和非新冠肺炎疾

病的總成本損失估計為4.5兆披索，其中2020

年的支出本可以用於其他地方。

這還包括因過早死亡而喪失的工資，

估計為4930億披索，因殘疾或喪失生產力而

喪失的工資，以及1.952兆披索的額外醫療費

用。

杜特地：開放地區毋需戴面罩
 本報訊：杜特地表示，在開放地區不需

要使用面罩

杜特地總統週三表示，公眾現在可以停

止在開放地區使用面罩。

杜特地表示，他同意政府顧問的建議，

後者表示，在不屬於人群密集、封閉和密切

接觸的地區，可以取消使用面罩。

他說：「這三個範圍內仍然需要戴面

罩，但在這三個以外就不需要面罩了。」

今年6月，杜特地曾下令只有在醫院內才

需要使用塑料面罩。

幾天後，在衛生部門確認了出現高傳染

性德爾塔變種毒株後，他再次要求在室內和

室外的公共場所佩戴面罩。

杜特地解釋說，他害怕德爾塔變種，這

就是為什麼他要求再次使用面罩。

儘管莫仁諾宣布競選總統  

反對派不放棄爭取統一候選人
本報訊：在馬尼拉市長莫仁諾昨天正式

宣布參選總統的同時，反對派國家團結聯盟

召集人卡列哈律師說，一個統一的反對派候

選人仍是有可能的。

在其成員的內部民意調查中，該反對派

聯盟從莫仁諾、副總統羅貝禮道和前參議員

特里連尼斯之中選擇了總統候選人。

卡列哈說，當他們在6月提名他們可能的

總統候選人時，還不清楚這些候選人是否真

的會競逐這個國家的最高職位。

他說：「我認為我們將有一個統一的候

選人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因為如果你看看，

當我們在3月份啟動的時候，然後我們在6

月，他們當時告訴我們，看，你們宣布了一

些人，候選人，被提名者，但他們不會參

選。 他們不確定是否參選，你為什麼要把他

們放在你們的名單上？」

他說：「好處的是，他們所有人，或者

現在的大部分人，都已經宣示了自己的參選

意向和意願。與之前不同，我們將查看它們

是否會參選。所以，我們更近了一步。」

他說：「所以我說，我們距離團結更近

了，因為我們更近了一步。因為參不參選的

問題，我們已經解決了。」他說，從現在到

11月15日（選舉署設定的候選人替換的最後

期限），情況仍有可能改變。

參議院二讀通過 合法性行為年齡提高至16歲
本報訊：經漫長辯論和針對法案多項條

款進行投票，參議院昨天二讀通過第2332號

法案，將合法性行為最低年齡從12歲提高到

16歲。

現行法定成年年齡是18歲，合法性行為

最低年齡是12歲，因此這項法案俗稱為「終

止兒童強暴法案」。

兒少團體「兒童保護網」發布聲明表

示，這項法案進入參議院三讀程序，讓全國

的兒少權益倡議者「終於鬆了一口氣。我們

現在樂觀地認為，即使2022年全國大選將使

參議院（法案審議）幾乎陷入停滯，我們已

經有了一份可供總統簽署的法案」。

「兒童保護網」召集人唐格托說，除非

出現其他難以預期的情況，這項法案預計可

在11月20日「世界兒童日」前獲總統簽署正

式成為法律。

他表示，通過這項法案將給菲國兒童一

份「實實在在的禮物」，讓所有後代獲得法

律充分保護，免受令人髮指的強暴侵害。

眾議院去年12月1日通過法案，將合法性

行為最低年齡提高到16歲。

菲詢問者日報報導，參議員對法案進行

辯論時，一度將合法性行為最低年齡提高到

17歲，但最終投票決定維持在16歲。

報導指出，菲律濱是目前全球法定強姦

罪年齡最低的國家之一，僅次於西非國家尼

日所定的11歲。

官員倡出門佩戴疫苗接種卡
本報訊：內政府的一位官員提議說，要

像身份證一樣地佩戴由地方政府單位發放的

疫苗接種證明卡。

內政部的描籠涯事務副部長迪紐在昨天

的記者會期間提出此建議。

同時，他展示了自己的疫苗接種卡有掛

繩和身份證套。

迪紐說，他將向新發傳染病管理跨機構

工作組提出此建議。

他說：「如果一個人沒有帶疫苗接種

卡，你怎麼知道他有沒有接種疫苗？當你離

開家的時候，你不會再被警察或警衛打擾，

如果你把疫苗卡掛在胸前，他們也不會問你

疫苗卡在哪裡。」

全國新增15592宗確診  

大岷135地區小範圍封鎖
本報訊：根據菲國警昨天發布的數據，

截至週二，國都區至少有135個地區處於小範

圍封鎖狀態。

這些地區是位於9個市的53個描籠涯，菲

國警部署了247人，以及452名增援人員。

據菲國警說，它是要確保相關地區的安

全和遵守最低衛生標準。

在實施小範圍封鎖的地區中，有至少80

條街，47所房子，6個村或小區，以及2個住

宅樓層。

另 一 方 面 ， 據 衛 生 部 說 ， 昨 天 新 增

15,592宗確診新冠肺炎病例，全國累計新冠肺

炎病例總數增至2,417,419例。

衛生部說，檢測產出比平常低。

衛生部在疫情報告中稱：「9月20日的檢

測產出只有53,349，而過去7天的平均日檢測

產出為73,904。」

它報告，在累計病例總數中，活躍病例

佔6.7%（162,580萬）。其中至少92%屬輕症

病例，3%屬無症狀病例，2.81%為中度症狀

病例，1.5%為重症病例，0.7%為危重病例。

再有24,059人康復，累計的康復患者人

數因此超過220萬，達到2,217,611人，佔累計

病例總數的91.7%。

另外，再有154人死亡，使累計死亡人數

增至37,228人，或佔累計病例總數的1.54%。

它說，一共4家實驗室未能準時提交他們

的數據。

司法部：抵菲阿難民將赴其他國家
在菲暫時避難 未申請難民身份

本報訊：司法部長藝描拉昨天說，因國

內政局混亂而逃到菲律濱的阿富汗人只是暫

時滯留在菲律濱。

藝描拉說，司法部沒有向逃離塔利班政

權的阿富汗國民提出給予難民地位的申請。

他告訴記者：「現在我們只接納了一小

部分人，但他們只是暫時在這裡避難，直到

他們被永久安置到其他地方為止。」

他說：「在這裡的阿富汗國民被安排在

另一個國家重新安置。所以，他們不需要在

菲律濱申請難民身份。」

在本月初，外交部長陸辛說，菲律濱接

收「包括尋求庇護的婦女和兒童」的阿富汗

公民。

在被美國聯軍趕下台20年後，塔利班重

新掌權，導致絕望的阿富汗人大批出走。

許多人擔心塔利班政府會限制言論自由

和公民自由，特別是婦女的權利。

在週二（美國時間），杜特地總統在聯

合國大會上發表講話，稱菲律濱「本著長期

以來的人道主義傳統」，歡迎阿富汗公民。

他還呼籲國際社會「幫助阿富汗人民和

所有繼續遭受苦難的人」。

總統還命令司法部「與聯合國難民事

務高級專員密切合作，為特定數量的羅興亞

人準備一個符合我們能力的合作項目。」

他說：「在這些非常時期，菲律濱的

資源有限。但我們能為人類所做的以及提升

人類尊嚴的事情。我們將願意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