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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醫氣功特式康復中心

免費：把脈／問診

針灸、拔罐、骨刺、中草藥、氣功推
拿、腰痛、腿痛、頸椎不適、肩周炎、
風濕、胃風、胃痛及男女生理狀況、失
眠、頭暈、獨特排除體內各種毒素及各
種不適。

服務時間：
上午8時30分至傍晚6時30分（假日照常）

來來大酒店
CHINATOWN LAILAI HOTEL

ROOM（510）801 ONGPIN ST., COR. S. PADILLA STA. CRUZ, MANILA

預約電話：
中醫氣功師0977-6055928

副總統的疫苗快遞回到邦邦牙馬加朗社，為工人打第二次 COVID-19 疫苗
星期六，居住在邦邦牙馬加朗社的工人通過副總統的疫苗快遞辦公室，在馬加朗社廣場

接受了第二劑 COVID-19 疫苗。該計劃是與當地政府合作完成的，它在 8 月 26 日至 28 日期
間為 A4 類別的 2,290 人接種了第一劑疫苗。

涉嫌專綁富有同胞 菲國警逮捕五華人
本報訊：菲國警刑事調查偵察組長費洛

說，菲國警于週四在大雅台市的一次誘捕行

動中，逮捕了5名涉嫌綁架富有同胞和其他在

菲律濱離岸博彩公司工作的中國人。

刑事調查偵察組主任在提交給菲國警總

監埃萊薩爾的一份報告中說，被捕的嫌犯由

王志立（音）領導，王志立被稱為「王氏集

團」的領導人，據說該集團專門綁架富有的

華人和菲離岸博彩公司的工人。

他說，刑事調查偵察組的國都區外勤單

位大岷區南部外勤人員，在當地警察的協助

下，在一次誘捕行動中逮捕了嫌犯。

除了王志立外，其他被捕者還有王剛、

畢家寶、林君冠和孔令杰（皆音）。

嫌犯是在收了許堂海（音）的親戚交付

的有標記贖金時被抓獲。

據費洛說，據悉，許某是在8月30日受邀

參加在馬尼拉市岷倫洛區一家餐廳舉行的會

議後遭到嫌犯綁架，受害者家屬請求他們幫

助調查此案。

據聞受害者被帶到該團夥位于大雅台市

的安全屋，他在安全屋裡被毆打及禁錮了7

天。綁匪起初要求400萬披索贖金。

可是，他們沒有釋放受害者，並且再向

其家人要求200萬披索贖金。

費洛說，從犯罪嫌疑人手中繳獲包括價

值200萬披索的贓款、不同的槍支、幾個上了

膛的彈夾、兩副手銬、一個簡易電擊器、15

個熱封的塑料小包，熱封包裡是價值120萬披

索的150克沙霧，以及各種各樣吸毒用具。

嫌犯被控告違反第10591號共和國法或

2002年綜合槍支和彈藥法規法、第9165號共

和國法或2002年綜合危險藥物法，以及第

1084號共和國法或綁架及嚴重非法禁錮。

費洛說，他們目前正在與移民局協調，

調查嫌犯在菲國的旅行記錄和停留情況。

在大雅台市的行動前一天，菲國警公路

巡邏組和國都區警署的人員在甲美地省施朗

的一次行動中，救出了3名據稱被流氓同胞綁

架的中國籍菲離岸博彩公司員工。

菲國警公路巡邏組負責人沓虞說，在施

朗的行動也造成6名中國人及2名菲籍同伴被

捕，他們被相信是綁架並禁錮前述3名受害者

的人數天。

沓虞說，在週三下午1點20分左右，菲

國警公路巡特別行動司和國都區警署打擊犯

罪特別工作組突擊搜查了嫌犯在施朗的出租

屋。

這次行動逮捕了6名中國公民，其中一人

是杰裡米．黃（音），並救出了3人。

據報導，嫌犯是由陳國弗（音，化名安

迪）領導，甚至在沓義市的文尼法壽環球城

有一間辦公室。沓虞說，他們已經監控到，

中國黑幫成員在馬尼拉市郊租用了幾處大型

房地產，以掩蓋他們的非法活動。

他說，這些受害者被關押在這些地方，

綁匪向他們在國外的家人索要贖金，然後釋

放他們。

截止發稿時，嫌犯仍在國都區警署總部

接受調查。

OCTA:
計順市、馬尼拉、巴石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最多

本報訊：根據OCTA研究組昨天援引衛

生部的數據稱，計順市、馬尼拉、巴石等3個

城市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最多。

疫情監測小組的沓密在推特上發佈的

數據顯示，計順市錄得了1074例新冠肺炎病

例。其次是馬尼拉，449例；巴石，436例；

納卯市，433例；加洛干市，331例。

衛生部報告，週五新增18,659例，使現

有的活躍病例為175,324例。

OCTA研究組說，其中4498例來自大岷

區。首都地區目前共有43,832例活躍病例。

國內新冠病毒的傳染值從上週的1.20降

至目前的1.03。

與此同時，從9月18日到24日，7天平均

確診病例為17630例，一週的增長率為-13%。

據 沓 密 說 ， 至 於 大 岷 區 ， 傳 染 值 為

0.97，一週病例增長率為-22%，7天平均病例

數為4480例。

由上週1.16降到0.98  菲新冠病毒傳染值下降 
本報訊：獨立研究組OCTA昨天表示，

菲國的新冠病毒傳染值或每個感染者的平均

二次感染人數從一週前的1.16下降到0.98。

衛生部昨天報告了16907宗確診新冠肺炎

病例，使累計新冠肺炎病例總數達到2470235

例。

OCTA研究組的沓密在推特中表示：

「以今天的數字來看，菲國的傳染率從一週

前的1.16下降到了0.98。」

OCTA一直希望傳染值降至1以下，以逐

漸減少每天報告的病例數字。

傳染值為1意味著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平均

可以感染另一名患者。

沓密還表示，就在一週前，菲國每天

的平均病例數為20218例，現在已經下降到

17526例，一週增長率為-13%。

與此同時，25%的陽性率仍然被認為是

很高的，因為世界衛生組織設定的理想陽性

率是5%。這是指在檢測中呈陽性的人數。

雖然傳染值是OCTA研究組用來研究國

內新冠疫情趨勢的主要指標，但它也將陽性

率視為「強有力的支持指標」。

精準防疫下的馬尼拉： 
歌聲美酒回到綠帶食街   
中新社馬尼拉9月25日電：9月25日午

後，時隔半年，駐唱歌手再次在BLOOM彈唱

起來，調酒師再次舞動起搖杯。歌聲在空寂

了許久的綠帶商圈食街上空迴盪，人們懷念

的熱帶午後回來了。

BLOOM，是一個被熱帶綠色植物掩映的

咖啡酒吧，位于菲律賓首都馬尼拉CBD馬卡

蒂綠帶商圈頂級商場GREEBELL5與萬國食街

交匯處，疫情之前以駐唱歌手擅唱各國情歌

遐邇聞名，歌聲美酒夜光杯是常態。

然而，因疫情反覆，今年3月15日起大馬

尼拉地區兩度宵禁，全域實施各種等級隔離

政策，綠帶商圈也兩度被全封閉，食街所有

餐廳停止堂食和外場就餐，BLOOM一度淪為

野貓出沒地。

8月20日以來，隨著馬尼拉隔離政策逐

步降級，記者多次出入綠帶食街，注意到

BLOOM的工人始終在精心養護著綠植，與之

相鄰的餐廳也始終保持場地的整潔，隨時準

備迎接食客回歸。

9月25日，是菲律賓首都大馬尼拉地區執

行第四級警戒後，第一個允許經過檢疫的餐

廳全面開放堂食和外場的週末。

綠帶食街的意大利、日本、韓國、泰國

以及菲律賓本土著名餐廳、咖啡廳，今日均

全面接待食客，人們戴著口罩、面罩欣喜地

回來了。

記者注意到，為了確保衛生檢疫安全，

綠帶商圈的各個入口都設置了自動電子體溫

計；商圈內各處準備了消毒噴霧劑，人們進

入每個場所都必須消毒。

所有恢復營業的餐廳、商戶都增加了一

個由當地政府頒發的「安全商家（SAFETY 

SEAL）」標識；食客如果想要堂食，則需要

出示疫苗接種卡。

據菲政府公告，截至9月20日大馬尼拉

地區已有68%的規定人口約669萬人接種了疫

苗，這是菲首都地區經濟逐步開放的基礎；

與此同時，疫苗接種正在全菲加緊進行中，

菲政府的計劃是到年底為7000萬以上人口完

成接種，實現歡度聖誕的目標。儘管疫情趨

緩，傳染率降到了1以下，但是25日新增的

確診病例依然有16907例，正在活躍病例為

165110例。

根據新的五級警戒等級規定，菲政府將

不再進行大範圍的社區隔離，代之以精細防

疫與城市功能恢復密切交織，並隨時調整警

戒等級，給各行各業以指引。

對發現疫情的社區或設施，將實施小

範圍精準封鎖14天，對其中人士進行追蹤檢

測，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確診者安排隔離治

療。

25日傍晚，綠帶食街本土餐廳MARY 

GRACE迎回了許多老客，封城期間守護餐廳

數月的菲律賓「95後」姑娘HELLEN對記者

說：終于等到了今天。

維吉爾:

衛生部所分發面罩  有經檢查狀況良好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向公眾保證，分

發給醫療工作者的面罩是經過檢查，狀況良

好。

衛生部副部長維吉爾是在參議院的一次

調查聽證會中披露「不合格」的面罩被送往

衛生部後做出了上述保證。

維吉爾昨天在記者會期間說：「就衛生

部而言，我們能夠提供給所有醫護人員的任

何東西都處于良好狀態。」

她補充：「我們不接受有缺陷的面罩或

變色的面罩。」

維吉爾證實，即使面罩也有保質期，

它們的一些部件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退

化。

她解釋：「就像其他醫療用品一樣，它

也有保質期。我們採購的面罩，不是給社區

用的。這是醫用級的，是我們的醫務人員使

用的。」

維吉爾說，醫用級面罩在前額一側有海

綿。

她補充：「隨著時間的推移，面罩上的

海綿會被磨碎或變色。我們需要評估或確定

它是否還可以使用，或者這些是否已經交付

給我們。」

在週五，一位因安全原因而要求匿名的

Pharmally藥物公司員工透露，他和同事奉命

篡改面罩的證書。

他還透露，面罩被重新包裝了，即使有

些東西被揉皺了，不再完好。

Pharmally高層馬戈承認是她下令篡改面

罩證書。

她說，她只是聽從管理層的命令，尤其

是來自Pharmally的財務主管兼秘書莫希特．

達加尼的命令。

菲昨增16907新冠肺炎確診
本 報 訊 ： 衛 生 部 說 ， 菲 國 昨 天 新 增

16,907宗確診新冠肺炎病例，全國的累計新冠

肺炎病例總數增至2,470,175例。

衛生部的最新疫情報告還顯示，在累計

病例總數中，165,092例為活躍病例，佔累計

病例總數的6.7%。至少81.3%的活躍病例屬輕

症病例，13.3%屬無症狀病例，3.12%屬中度

症狀病例，1.6%屬重症病例，0.7%屬危重病

例。

再有27,120名患者康復，佔累計病例

總數的91.8%，累計新冠肺炎康復者總數

增至2,267,678人。與此同時，由于數據存

COVIDKaya系統的技術問題，累計死亡人數

連續第二天保持不變，依舊是37405人。衛生

部說，這也意味著，由于積壓，後續報告中

的死亡人數將會較高。

第二屆「中菲馬尼拉論壇」：
中國式現代化的啟示是「堅持走自己的路」  

中新網馬尼拉9月24電：中國駐菲

律濱大使館和菲律濱中國瞭解協會（下

稱「菲中了」）9月23日通過線上方式聯

合舉辦第二屆「中國—菲律濱馬尼拉論

壇」，認為「中國式現代化及其啟示」

是「堅持走自己的路，最適合自己的才

是最好的。」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

授發表主旨演講，菲前總統、菲中了名

譽主席亞羅育、中國駐菲大使黃溪連大

使分別緻辭。菲有關專家學者、政府官

員、媒體朋友、駐菲使節及菲各界人士

約400人出席，論壇進行了同步直播。

亞羅育致歡迎辭，憶及其自上世紀

70年代初以來多次訪華經歷，盛讚中國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大膽而歷史性的改

革開放政策使中國即將成為世界上最大

的經濟體，成功使8.5億人脫貧，並致力

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黃溪連表示，中國在學習借鑒其他

現代化文明成果基礎上，始終堅持走自

己的路，用幾十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幾

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不斷創新摸索

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這表明西方化

並非現代化唯一路徑，發展中國家完全

可以嘗試和探索現代化的新通途。一個

和平發展的世界應該承載不同形態的文

明，必須兼容走向現代化的多樣道路，

必須包容各國人民的選擇權利。

黃溪連表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

脫胎于中國文化傳統、歷史命運和國情

社情，汲取各國現代化的先進經驗和有

益成果，並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新

中國成立72年的偉大征程中不斷豐富完

善。它是順應時代潮流、符合中國實際

的新版。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我們

要實現的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

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

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

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黃溪連指出，中國尊重每個自主探

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的國家，

也願同包括菲在內的世界各國交流互鑒

現代化建設經驗，和衷共濟實現共同發

展繁榮。

張維為教授表示，中國的崛起集四

次工業革命為一體，並成功突破「外圍-

中心」依附體系模式。中國的成功不僅

得益于市場經濟、外國直接投資等所謂

「優勢」，更重要的是中國找到了一條

正確的、適合自己的現代化之路。中國

在政治上實行「選舉+選拔」的選賢任能

制度，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這是一種混合經濟模式，同時在社會領

域內實現了政府和社會間良性而非對抗

的互動，形成了良性高效的社會治理模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