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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描東岸省那宿務社的海灘上，當地環保人員釋放了80隻剛孵出來的小海龜。

選署二庭駁回取消小馬資格請願

選署駁回取消小馬資格案
工運領袖斥侮辱納稅工人
本報訊：選舉署第二分庭駁回取消小馬

科斯參選資格請願書的決定，引起了其他總

統候選人的不同反應，勞工領袖黎虞斯曼稱

這是對納稅工人的侮辱。

他在聲明中說：「選舉署第二分庭否決

取消小馬科斯候選人資格的請願書的決定令

人不安。因為它標誌著針對獨裁者兒子提出

的其他取消資格案件的可能結果。」

在較早前，選舉署的決議表示，小馬科

斯在其候選人資格證書中的陳述（受到請願

者的質疑）「並非虛假」。請願者爭辯說，

小馬科斯在1990年代因稅務案被定罪使他喪

失了競選公職的資格。

選舉署第一科仍有3份請願書待決，第二

分庭還有一份請願書待決。

黎虞斯曼補充：「這是對我們的工人的

侮辱，他們的工資因預扣稅而減少，他們在

為家人購買必需品時繳納增值稅。」

轆遜在聲明中稱：「我們最好尊重這項

裁決。選舉署有權決定任何屬於其管轄範圍

的案件，取消前參議員小馬科斯參選資格的

請願書就是此類案件。」就他而言，同樣競

選總統的參議員巴喬發表評論，因為他「不

是此案的當事方」。他補充說：「我們就這

樣吧。讓我們等待案中雙方的計劃。」

小馬科斯陣營已經感謝選舉署「維護法

律和每個像小馬科斯這樣的善意候選人競選

公職不受任何形式的騷擾和歧視的權利。」

本報訊：選舉署第二分庭拒絕了一項尋

求取消前參議員小馬科斯的總統候選人證書

的請願。選舉署聲稱小馬科斯沒有提交所得

稅申報表並不構成道德敗壞的罪行。

選舉署發言人希迷尼斯昨天表示，第

二分庭駁回了以被拘留者特別工作組主席武

恩納菲神父為首的反馬科斯政權活躍人士所

提交的請願書，理由是缺乏理據。該請願聲

稱，小馬科斯在1995年被定罪後已沒有資格

競選任何公職。

請願者說，儘管他之前曾被定罪，但他

聲稱自己有資格在2022年全國大選中參選總

統時，小馬科斯「偽造」了他的候選人資格

證書。

希迷尼斯在新聞發布會中稱：「第二

分庭裁定1994年的稅務法不適用於此案，因

為這將導致追溯，因為1994年的稅務法直到

1986年才生效，而本案涉及的案件，分別是

是82年、83年和84年。」

他引用選舉署的裁決補充說：「因此，

當被告小馬科斯在候選人資格證書上沒有被

取消資格的選項中打勾時，這不是虛假陳

述。」。此外，希迷尼斯說，該部門指出，

未提交所得稅申報表不是涉及道德敗壞的犯

罪。

請願人的華裔律師戴酈生表示，請願者

將尋求重新審議裁決。

小馬科斯的發言人羅德里藝斯，感謝選

舉署「維護法律」和小馬科斯「在不受任何

形式的騷擾和歧視的情況下競選公職」的權

利。羅德里藝斯在一份聲明中說：「請願者

單純的寫作創意和想要法律中沒有寫明的東

西作為取消總統候選人小馬科斯候選資格證

書的依據太不嚴肅和沒有價值，無法推翻憲

法的基本規則。」

他補充說：「在請願者有權在法庭上

充分聽取和討論他們的案件之後，選舉署一

致稱—取消小馬科斯候選人資格證書的請願

被否絕。」馬拉干鄢昨天表示，在選舉署駁

回了取消小馬科斯的候選資格證書的請願書

後，它尊重選舉署的獨立性。

總統發言人、內閣部長諾格拉禮斯在聲

明中說：「選舉署是一個獨立的憲法機構。

我們尊重選舉署的獨立性。」

大岷新冠增長率已降至-1%
本報訊：OCTA研究組昨天表示，國都

區的7天新冠病例移動平均線的每日增長率已

降至-1%。

OCTA研究員沓密在推文中表示，在過

去4天，該地區的增長率從11%、5%、3%下

降到2%。

另一方面，根據OCTA的數據，傳染值

從11天前的6.16進一步下降至2.67。這一數值

是指一個病例可能感染的人數。

沓密說：「我對大岷區的病例正在下

降感到樂觀。這類似於我們在南非看到的跡

象，他們有兩週的增長，然後就下降了。」

他補充說：「但同樣，我們不想自滿，

我們不想過早慶祝。也許下週，我們會看看

病例是否真的在下降。」

沓密說，陽性率也從54%下降到15%。

儘管在國都區、甲美地、黎剎和武六

干可能已經接近或已經出現高峰，但沓密表

示，全國的病例可能會繼續增加。

他說：「病例仍有可能增加。因為儘管

國都區的病例正在下降，但國都區加4省以外

的其他地區的病例正在增加。」

他說，有很多地區的病例都在增加。

他說：「第二行政區、第一行政區、蜂

牙絲蘭、拉允隆、孟訖地區、米骨地區、呂

宋中部的其它地區的病例增加速度開始有點

快，在西未獅耶、中未獅耶還有獨魯萬。」

他補充說：「實際上，全國各地都有這

種情況，即使在棉蘭佬島，我們也看到病例

數量有所增加，包括三寶顏市和南納卯。」

沓密說，國都區的住院率仍然偏高。但

他說，醫院的使用率數據有滯後性，並且與

病例激增狀況不同步。

他說：「到目前為止，國都區以外的一

些地區的住院率很低。也許它們的住院率會

增加。我們正在對此進行監控。」

據沓密說，98%的新病例是輕症的，2%

無症狀。

新冠取代心臟病成國人主要死因
本報訊：昨天公佈的政府數據顯示，新

冠肺炎是菲律濱人在2021年前10個月的首要

死因之一（排名第三），僅次於心臟和腦血

管疾病。

統計署公佈的數據顯示，在此期間，缺

血性心臟病是菲國的頭號殺手，有110,332人

死於此症，佔總死亡人數的18.3%。

這比2020年同期錄得的86,164人死亡或總

死亡人數的16.9%高出 28.0%。

統計署在此期間將腦血管疾病列為全國

第二大殺手，死亡人數58,880人，佔總數的

9.7%。這比前一年同期錄得的53,082人高出

10.9%。

即使在此期間，新冠肺炎死亡總數佔

75,285或12.5%，這一排名也高於腦血管疾病

的記錄。

統 計 署 將 新 冠 肺 炎 病 例 分 為 兩 個 類

別——已識別出病毒的新冠肺炎病例為51,514

例，佔總數的8.15%，排名第三，未識別出

病毒的新冠肺炎病例為23,771例，佔總數的

3.9%，排名第八。

國都區是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最高的

地區，為18,044人或 24.0%，其中計順市以

3955人死亡居首，馬尼拉市以2558人次之，

巴石市以1832人第三。

緊隨國都區之後的是加拉描順地區，佔

16,630例或22.1%，呂宋中部以14,252或18.9%

緊隨其後。

去年前10個月的其他主要死亡原因是腫

瘤或癌症（佔48,937例或 8.1%），以及糖尿

病（佔38,584例）。

排名前10位的死因還包括高血壓疾病，

有32,614例；肺炎26,328例；其他心臟病

19,314；慢性下呼吸道疾病17,711例。

副總統羅貝禮道昨日視察副總統辦公室在黎剎省安智布洛市設立的移動檢測中心。該檢
測中心為當地民眾提供免費新冠抗原檢測。

政府擬推出共享單車系統
本報訊：交通部昨天表示，隨著現

有單車道網絡的擴展和改善，乙沙大道和

宿務的南路填海區可能很快就會有共享單

車系統和單車終點設施。

在昨天下午的同舟共濟運輸聯盟的

「騎單車走出疫情」論壇上，交通部的高

級交通發展官陸尼壽在會上介紹了交通部

的2022年積極交通的「暫定」計劃。

交通部表示，它正在考慮在公共交

通樞紐、國家政府設施、市政廳、商業機

構和醫療設施建設單車共享站。

進入2022年，交通部在2022年的總撥

款法中獲得20億披索的撥款用於積極交通

計劃。交通部表示，這些資金還將用於

升級2級單車道（或僅帶有人行道標記的

簡單車道）升級為1級帶有物理分隔的車

道。

國家預算對積極交通的主要規定包

括安裝單車終點設施，建立安全和無障礙

的人行道。

以及為公共交通、行人、單車分配

「至少50% 的道路空間。

陸 尼 壽 說 ， 終 點 設 施 將 包 括 單 車

架、單車維修設施和特定區域的單車棚。

在購買包括閉路電視和其他自動單車計數

器在內的單車計數技術後，這些也將與單

車計數器一起建造。

仍有5案未決 選票將印小馬姓名
若喪失資格需同姓代替

本報訊：選舉署的一名官員週一表示，

總統候選人小馬科斯將包括在2022年5月9日

大選的總統候選人最終名單中。

選舉署教育和信息部主任沓密說，這位

前參議員的名字將出現在正式的選票上，因

為其他針對他的案件還沒有解決。

她在一場虛擬新聞發佈會上說：「由

於他的案件仍在審理中，但選票已經準備印

刷，我們期待他（馬科斯）的名字會出現在

選票上。」

五份取消小馬候選人資格和取消他參選

資格的請願書仍在等待裁決。

另外兩份請願書已經被選舉署第二分庭

駁回。選舉署發言人希迷尼斯表示，如果候

選人在選舉前被取消資格，但選票打印出來

後，「這個名字將繼續留在選票上」。

如果馬科斯的政黨，菲聯邦黨無法安排

別人取代他，所有投給馬科斯的票將無效。

他說，代替他的人不一定要親屬，但必

須同姓。

新增3.7萬確診 活躍病例29萬
本報訊：昨天新增37,070宗確診新冠肺

炎病例，累計新冠肺炎病例增至3,242,374

例。

根據衛生部在昨天的數據，新增病例包

括2022年1月4日至1月17日最近14天內發生的

36,001例（97%）。

衛生部補充說，最近兩週病例最多的地

區是大岷區，佔13,061例或36%，卡拉描順佔

9048例或25%，中呂宋佔4173例或12%。

新感染也使活躍病例總數增至290,938。

其中，無症狀9187，輕症277,020人，中度症

狀2947人，重症1480人，危重症304人。

陽性率為 46%，總共進行了77,410次新

冠病毒檢測。

再有33,940名患者康復，累計新冠肺炎

康復者總數增至2,898,507人。

另外，衛生部還錄得23名患者死亡，累

計新冠肺炎死亡總數增至52,929人。

在新增死亡病例中，20例（87%）發生

在2022年1月，2021年9月（4%）、2021年4月

（4%）和2020年9月（4%）各發生1例，原因

是死亡信息編碼延遲。

此外，衛生部的數據顯示，全國重症監

護病房床位的使用率為 49%，而呼吸機的使

用率為22%。

在國都區，58%的重症監護病房床位已

被佔用，30%的呼吸機正在使用中。

衛生部表示，所有實驗室均於2022年1月

10日運作，但其中12家未能將數據傳送至系

統。

感染新冠居家隔離 可領社保疾病津貼
本報訊：社會保險署（SSS）昨天澄

清。

因新冠肺炎而在家中隔離至少4天的社會

保險成員都屬於疾病福利計劃的保障範圍。

據社會保險署說，合資格的會員在一個

日曆年內最多可以享受120天的疾病福利。

聲明中寫道：「根據該計劃，社會保險

署向因生病或受傷而無法工作並在醫院或家

中被限制至少4天的合資格會員提供每日疾病

福利津貼。」

然而，社會保險署指出，會員必須滿足

幾項要求才能獲得福利，包括在過去12個月

內至少繳納3筆款項、被限制至少4天，以及

用完公司所有的病假。

該機構表示，自僱、自願和菲外勞成員

必須通過填寫疾病福利申請直接向社會保險

署報告。

在同一份聲明中，社會保險署還提醒僱

主要根據2018年社會保障法提前支付僱員的

疾病津貼。

最新聲明是響應菲律濱僱主聯合會會長

奧智斯-路易斯的呼籲而發布的。此前，奧智

斯-路易斯要求社會保險署保障被限制在家中

的工人。

社會保險署的任務是提供社會正義，並

為成員及其家人提供保保，使其免受殘疾、

疾病、生育、老年、死亡和其他導致收入損

失或經濟負擔損失的意外事件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