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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妮闡述基礎設施3優先領域
水資源管理 公共交通和農村發展 重建災區住房

本報訊：副總統麗妮·羅貝禮道週五表

示，如果她在5月9日當選總統，她將敦促更

多私營部門參與政府的基礎設施項目。

羅貝禮道在菲華商聯總會、菲金融高管

協會等組織的一個虛擬論壇上說：「我們應

該推動更多的公私夥伴關係，因為我們已經

看到，與私營部門的合作可以產生大量的好

處（如果做得好）。」

她說：「副總統辦公室由於與私營部門

的合作，儘管預算和資源有限，我們仍能做

很多事情。」

副總統說，與私營部門在基礎設施項

目上的合作將「有助於節約政府資源」以及

「我們在關鍵公共項目上的借款能力」。

羅貝禮道說：「我們將鼓勵私營部門

參與關鍵的公私合作項目，如道路、高速公

路、機場、海港、供水特許項目。」

與此同時，這位總統侯選人表示，一旦

她成為總統，基礎設施建設「肯定仍是重中

之重」。

「但我們必須確保，我們正在以一種

戰略性、有影響力的方式進行建設，而不只

是為了說『我們正在建設』而進行建設。為

此，我們將把基礎設施政策的重點放在三個

優先領域。」

「首先是水資源管理。二是公共交通和

農村發展。第三個是重建受災地區的公共基

礎設施和住房項目。」

副總統解釋說，菲律濱甚至在新冠肺炎

大流行之前就面臨著供水問題。

羅貝禮道說：「儘管謹慎消費會有所幫

助，但長期解決方案確實需要對關鍵基礎設

施進行投資，並確保其得到良好維護。」

「我們需要利用現有的水資源，實施國

家主要河流的蓄水項目。已經有一項關於如

何做到這一點的研究。」

她還表示，公共交通一直是我國的一個

長期問題。

她談到她的第二個優先領域時說：「人

們被堵在路上好幾個小時，私家車仍然主宰

著道路，我們的公共交通系統仍然效率低

下，對我來說，這真的是增長的一個關鍵障

礙。」

她補充道：「人們在車裡或等車時浪

費了太多時間，浪費了本可以更有效利用的

寶貴時間。因此，我們在建設時必須考慮到

人，而不僅僅是汽車。這就是為什麼公共交

通必須是任何基礎設施議程的首要考慮。」

副總統還提到了消除主要人口中心擁擠

的重要性。

如大岷區、宿務和納卯。

她說：「我們應該投資數字基礎設施，

特別是在農村。」

關於第三個優先領域，羅貝禮道說，災

難後的破壞和重建循環「長期以來阻礙了我

們的經濟發展勢頭」。

她說：「因此，我們將在危險和氣候脆

弱地區為完全受損的房屋建造安置點，我們

將為受影響的家庭提供氣候適應性強的公共

住房，作為永久安置點。」

圖為馬尼拉華人區一家快樂蜂快餐店前晚深夜遭歹徒入內行竊，損失3.75萬披索現金。	 	 	 <本報記者Celia	Ramos攝>

賊人深夜闖華埠快餐店行竊
快樂蜂損失3.75萬現金

本報訊：馬尼拉華埠岷倫洛區洲仔岸

（謹鎮巴黎地斯街）的快樂蜂快餐店前晚深

夜遭身份不明的歹徒入內行竊，損失3.75萬

現金。

據馬尼拉警區報告，警方昨日早上7時

多接到該快樂蜂快餐店經理阿里報案稱，她

早上5時58分前往開店時，發現辦公室大門敞

開，藏在裡面的財物被盜竊一空。

警方根據店內的監控錄像發現，賊人是

一名身材瘦削的男子，戴口罩，身高約5尺4

寸。

他1月20日晚上11時18分左右強行打開安

全門進入店內盜竊並四處翻查，並盜走店內

3.75萬披索現鈔和硬幣。

警方目前還在進行跟進調查。

麗妮對啟用核能持開放態度
本報訊：總統候選人、現任副總統麗妮·

羅貝禮道週五表示，她願意就我國可能使用

核能的問題進行討論，並指出解決對安全和

技術的擔憂以減少其對環境的影響是至關重

要的。

羅貝禮道在由菲華商聯總會、菲高管

協會等組織聯合主辦的經濟論壇上說：「這

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但是這可以敞開

來討論。我們對討論持開放態度，但我們非

常清楚，我們的目標是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

賴。」

羅貝禮道說：「當我們談到核能時，我

們總是在談論如何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和技

術，將對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這些都非常

重要。」

副總統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加今年的選

舉。在被問及她是否對從核資源中獲取能源

持開放態度後，她發表了上述聲明。

海外菲籍感染者將獲准入境
必須剛康復檢測仍陽性

本報訊：總統府昨天表示，政府決定，

剛剛康復但檢測仍呈陽性的海外菲籍感染者

也將獲准入境菲國。

內閣部長諾格拉禮斯說，上述菲人入境

時將被要求提供以下材料，以代替陰性檢測

結果：

——在始發港前48小時內進行核酸檢測

呈陽性的報告

——持有執照的醫生出具的醫療證明，

說明乘客已完成強制隔離期，不再具有傳染

性，並且可以旅行

——出發前不早於10天但不遲於30天的

核酸檢測呈陽性報告 

諾格拉禮斯說，這些旅客將接受設施隔

離，隔離時間取決於他們的疫苗接種狀況和

他們來自的地區的新冠疫情風險分類。

他說：「如果他們已完全接種了疫苗，

並且來自綠弝名單國家、地區或司法管轄

區，他們需要接受為黃色名單國家、地區或

司法管轄區為已接種疫苗的抵達旅客規定的

設施隔離。」

國人因疫情推遲生育
菲人口增長70年最低

本報訊：一個政府機構於週四表示，

由於菲律濱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推遲了生育，

預計2021年菲律濱的人口增長將放緩至僅

0.3%，這是70多年來的最低水平。

人口與發展委員會表示，去年估計有

324,000 嬰兒出生，這是繼1946年至1947年以

來的最低出生率。在1946年和1947年之間，

菲國有254,000名嬰兒出生。

該委員會表示，到2021年底，菲國總人

口估計為109,991,095人，比之前基於1.63%的

人口增長率的預測低200萬。

該委員會負責人帛禮斯說，這是由於在

新冠肺炎危機和封鎖導致的經濟危機期間，

更多的菲律濱人實行計劃生育。

他在一份聲明中說：「在經濟危機和新

冠肺炎夾擊期間，菲律濱人繼續謹慎起見，

推遲生育或組建家庭。」

自聖誕節假期以來，由於高度傳播性奧

密克戒變種的傳播，菲律濱的新冠肺炎病例

激增。

美重申不認中國南海主張 
菲政府表歡迎

本報訊：美國國務院一項研究反駁中國

在南海的主張，菲政府昨天表示非常歡迎。
美國國務院上週發布的一項研究也證實

了馬尼拉在2016年取得的法律勝利，這使中
國侵犯其較小鄰國（如菲律濱）水域的大規
模主張無效。

外交部在聲明中稱：「這與菲律濱和美
國於2021年11月16日發表的聯合願景聲明一
致，該聲明指出，中國在南海的廣泛海洋主
張不符合國際海洋法。」

外交部堅持認為，荷蘭海牙常設仲裁法
院於2016年7月12日的裁決「對菲律濱和中國
具有法律約束力」。

在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中，美國國務
院表示，中國對南中國海大部分地區提出了
非法的海洋主張，包括非法的歷史性權利主
張。

衛生部促公眾戴雙口罩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敦促公眾戴兩個口

罩，以最大限度地過濾並防止新冠病毒的傳

播和進一步變異。

衛生部副部長維吉爾在總統府上說：

「我們敦促公眾戴兩個口罩，以最大限度地

過濾病毒和保護自己。」

她 補 充 說 ： 「 確 保 口 罩 貼 合 且 不 鬆

動。」

維吉爾說，當戴兩個口罩時，必須在布

口罩下面戴上外科口罩。

儘管衛生部門強烈推薦N95或KN95口

罩，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新冠病毒，但維吉爾

也呼籲公眾為醫護人員保留這些口罩。

她說：「但我們也發出通知，如果可能

的話，我們為我們的醫護人員保留這些類型

的口罩。」

KN95接近N95的過濾功能，N95供醫療

專業人員使用，可阻隔空氣中95%的顆粒。

維吉爾表示，戴KN95和N95口罩時，傳

播的風險最低，其次是佩戴合身的雙口罩，

傳播風險較低，只戴一個外科口罩的傳播風

險是低的。

衛生部建議每六個小時或弄髒時更換一

次外科口罩。

同時，布口罩每次使用後必須清洗。

如果N95口罩撕裂、鬆動或潮濕，則應

更換。

小馬未接受
電視台總統候選人訪談

本報訊：總統候選人小馬科斯並未接

受GMA新聞的《傑西卡·蘇荷總統訪談》

（Jessica Soho Presidential Interviews）節目，

該節目期望總統候選人談論他們為國家制定

的計劃和施政綱領。

它 說 ： 「 我 們 邀 請 了 5 名 民 調 領 先 的

總統候選人，但前參議員小馬科斯並未回

應。」

大岷以外省份新冠8天增200%
本報訊：OCTA研究組昨天表示，儘管

國都區的新冠肺炎病例數量有所減少，但

國都區加4省以外的新病例在8天內增加了

200%。

OCTA研究員沓密醫生說，國都區以外

的病例從1月12日的不到4000例增加到1月20

日的近1.2萬例。

沓密在Go Negosyo簡報會上說：「儘管

國都區以及有可能在第IV-A行政區或部分地

區存在明顯的下降軌跡，但菲國其他地區的

病例現在呈上升趨勢。」

沓密說，這並不奇怪，因為這波浪潮已

經「蔓延」到菲國其他地區。

沓密預計，宿務的新增新冠肺炎病例的

峰值有可能不到1000例。

他說：「它們肯定處於上升趨勢，尚未

達到頂峰。但根據預測，實際上峰值有可能

不到1000例左右。根據預測，到1月底的某個

時候。」

他說，在去年德爾塔變種病例激增期

間，宿務最多只有大約300宗病例。

目前，首都地區的傳染值為1.58。傳染

值是指一個病例可能感染的人數。

該地區的平均每日發病率為每10萬人中

94人，而其醫療設施使用率處於58%的中等

風險水平。同時，據OCTA稱，其每週新冠肺

炎增長率從-10%降至-20%。

沓密表示，國都區的疫情仍處於重大風

險水平。

沓密說，到1月底，國都區的病例可能

會減少到每天3000到2000例左右，到情人節

可能會減少到不到1000例。

他說，到2月底，病例也可能進一步減

少到不到500例。他說：「這些都是非常粗略

的預測。我們希望，它可以作為我們在商界

甚至政府中的一些朋友的指引。」

沓密說，下降的速度「幾乎與激增期間

的增長一樣快」。

他說：「為了維持快速下降的趨勢，我

會說，此時降低防疫警戒級別可能是不可取

的，這是為了維持我們所看到的快速下降趨

勢。」

菲太空署將用「天眼」加強海上安全
本報訊：菲太空署和國家海岸觀察中心

(National Coast Watch)最近簽署了一份諒解備

忘錄。

以利用衛星等太空科學和技術應用加強

海上安全。

菲太空署總幹事喬爾·約瑟夫·馬舍諾和國

家海岸觀察中心主任羅伊·伊齊維里亞等官員

於1月19日通過虛擬儀式簽署了協議。

諒解備忘錄允許兩機構就利用海流情報

系統改善海上反應、安全及領域意識進行信

息交流和能力建設。

馬舍諾在週五的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

說：「事實上，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能夠監視

我們的海岸線、沿海地區和沿海資源，那

麼外太空的優勢將變得非常寶貴和不可或

缺。」

菲太空署首席科學研究專家茂蘭說：

「通過太空科學和技術應用的使用，我們的

『空中之眼』可以幫助加強我們對主權水域

的監測、評估和監測能力，並將補充地面工

作。」

他補充道：「從我們的衛星獲得的數據

可能進一步發展成數據產品，向我們提供關

於我們島嶼和沿海地區附近船隻的存在、在

建造期間或災難後對基礎設施的評估，甚至

監測我們的海洋環境等方面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