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轆遜不後悔2001年背叛伊納
本報訊：在前總統伊斯沓拉下台20年

後，當年作為菲國警總監的現任參議員轆遜

說，

他不後悔當時決定不再支持前總統的政

府。

轆遜將於今年5月競選總統，他在週一

晚間接受名主持人亞文沓的採訪時，談到了

2001年1月發生的第二次乙沙人民力量革命的

歷史性事件。

該採訪在YouTube頻道播出。

轆遜評價伊斯沓拉說：「不後悔。當

他還是副總統時，我們一起在總統反罪惡委

員會工作，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最高尚的意

圖……但在他成為總統的過程中，許多事

情發生了變化。」伊斯沓拉於1998年當選總

統。

伊斯沓拉被當時的伊羅戈省長星順和其

他一些人指控為非法數字遊戲「花會」的保

護傘並獲利，導致大規模抗議，彈劾，並最

終下台。

轆遜回憶說，他曾警告伊斯沓拉，不要

為了感謝地方政府官員而容忍「花會」。

根據轆遜的說法，伊斯沓拉聲稱他沒有

資金來支持地方官員，因為他在1998年接手

的政府據稱已經破產。

這位總統候選人回憶起1998年5月他在伊

斯沓拉的住所與伊斯沓拉的一次談話，總統

告訴他要容忍「花會」。

轆遜說：「不僅僅是合法化，還要容

忍……他告訴我的第一件事是，『我們欠幫

助過我們的省長和市長們。既然我們不能在

經濟上支持他們，那就把錢給他們吧。我們

從藍慕斯總統那裡繼承的是一個破產的政

府。這是我們幫助他們的唯一途徑。」

轆遜還說：「我回答說，『先生，您現

在已經是總統……那將給您帶來麻煩……。

確實如此，就好像預言一樣。他的垮台是從

什麼時候開始的？」

他說：「這是一種預言。我告訴他那很

麻煩。如果他聽進去，可能根本就沒有乙沙

二。」

轆遜矢言，當他成為總統後，要以身為

則，他說，他在擔任菲國警總監期間就做到

了這一點，為他成功根除敲詐勒索的警察。

他還矢言要在反腐敗中採用一個標準，

稱他的領導風格是「意志堅強」。

轆遜說：「為什麼我成功地消滅了敲詐

勒索的警察？因為他們知道（後果）。」

副總統羅貝禮道昨日訪問南島蘇祿省，並拜會蘇祿省長阿卜杜薩庫爾·陳（音）。

小馬承諾
當選後公開醫療記錄
本報訊：小馬科斯星期二說，如果他在

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中獲勝，他願意公開自

己的醫療記錄。

他說：「是的，為什麼不呢？我看不出

有什麼理由不這麼做。」

他補充道：「你每年都要檢查。如果你

心臟不好有什麼問題，你透露出來不會有任

何損失。沒有理由隱瞞你的病情。」

這不像杜特地總統拒絕公開醫療記錄，

導致有律師向大理院提交請願書，迫使他公

開最新的心理檢查結果、健康公告和其他醫

療記錄，以證明他仍然有能力領導國家。然

而，大理院駁回了這一請求。

考慮到杜特地的高齡，他的健康狀況

在他的總統任期內一直是一個反覆出現的問

題。

這位75歲的總統公開承認，他患有伯格

氏症和巴雷特食道等疾病，偶爾還會頭痛，

並伴有脊柱問題，他將其歸因於68歲時的一

場摩托車事故。

他還透露服用安眠藥和極易上癮的芬太

尼，以及患有重症肌無力——一種破壞肌肉

感受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可能導致眼瞼下

垂或全身無力。

衛生部改口稱
菲存在奧毒亞型

本報訊：衛生部周二證實，菲國已發現

奧密克戎亞型毒株病例。

衛生部副部長維吉爾表示，根據最新的

基因組測序結果，奧密克戎BA.2是大多數地

區的主要亞型毒株。她說，這種亞型毒株在

菲國發現的本地感染奧密克戎病例中更為普

遍。

另一個亞型BA.1已在8個地區檢測到，現

在在米骨地區和歸國菲僑人中佔大多數。

她強調，兩個奧密克戎亞型之間的「臨

床表現」沒有顯著差異。

截至1月19日，菲國已確認累計至少535

例奧密克戎病例。

維吉爾在較早前表示，世衛組織和全球

其他專家仍在研究奧密克戎變種亞型，但初

步研究結果表明，感染這種亞型變種的患者

出現與奧密克戎變種相似的症狀。

她補充說，就疾病的嚴重程度而言，似

乎沒有區別，但尚未進行更多研究以提供有

關其傳播性的更多信息。

迄今為止，英國衛生安全局已將BA.2歸

類為「正在調查的變種」，這是比值得關注

病毒變異株低一個級別。

維吉爾說 BA.1是全球主流的亞型，但

BA.2的病例正在迅速增加。

小馬：只有戰爭時才需軍管
本報訊：總統候選人小馬科斯昨天表

示，軍管法有它的位置，但它只適用於戰時
情況。

在「Bakit Ikaw？DZRH總統候選人工作
面試」期間，小馬科斯被問及他對軍管法的
立場。在其父親、已故總統馬科斯執政時
期，曾實施過軍管法。

小馬科斯說：「軍管法有一席之地。軍
管法是適用於戰時情況。當發生戰爭時，我
們真的需要軍管法，因為真正行動的，和我
們聽從的是軍隊，因為他們是在為我們而戰
的人。」

他補充說：「它有它的位置，但它只用
於戰爭。這就是為什麼它被稱為軍管法。」

在採訪中，小馬科斯還假設了這樣一種
情況：在他擔任總統期間，抗議者聚集在一
起，發動了一場人民力量革命。

根據小馬科斯的說法，他將首先通過宣
誓就職上台，然後便有能力行使其權力。接
下來，他將與軍方討論為什麼儘管已有選舉
結果了，仍會發生抗議活動。

他說：「你會進行談判。若不幸地發生
了一場我們不希望發生的內戰。你必須保衛
國家。你必須保護共和國免受這種威脅，所
以一定要立即組建你的政府。」

他補充說：「同時，你與示威者談判。
你與那些反對你的人談判，看看問題出在哪
裡。你也許可以修復它，這樣就不必抗議示
威。」在被問到是否會在這種情況下宣布軍
管法時，小馬科斯說：「如果發生槍戰，對
每個人來說都會是危險的，因為這將是一場
內戰。」

他說：「法律非常明確，那就是煽動叛
亂，如果你試圖推翻國家——由經過人民授
權的正當選舉產生的政府——他們不應該通

過暴力手段推翻它。」

麗妮訪蘇祿島嶼社區
提供防疫和生計援助
本報訊：副總統麗妮·羅貝禮道週二訪問

了蘇祿省哈吉邦利馬塔希爾（Hadji Panglima 

Tahil）的島嶼社區，她的辦公室曾幫助那裡

的居民修建了一座步行橋。

在臉書的一段視頻中，羅貝禮道說，

副總統辦公室與哈吉邦利馬塔希爾的官員合

作，建造了一座200米長的木人行橋，以幫助

帕亞辛南描籠涯的居民。

正在競選總統的羅貝禮道說，這座人行

橋連接了社區內的偏遠地區，幫助居民前往

學校和診所。

她說：「帕亞辛南小學的老師分享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幫助，特別是現在有了流行

病，因為其他地方的家長現在可以很容易地

得到教材，對他們來說不再困難了。」

副總統還感謝當地政府部門在橋上安裝

太陽能燈，在夜間為居民照明。

週一，羅貝禮道親自向北三寶顏和利保

洛地方政府提供了1000個抗原檢測包，以支

持它們的新冠應對行動。

週一，她還向三寶顏錫布崖的加描薩蘭

社漁民提供了生計援助。

小馬再次否認吸毒
本報訊：總統候選人小馬科斯週二表

示，他不會去吸毒，因為他要做的事情太多

了。

在接受DZRH採訪時，他被問及是否使

用過違禁藥物，包括在年輕時。

他說，只有那些無事可做或失業的人才

會吸毒。

他說：「我不能那樣做。我在做很多事

情。」

他補充道：「那種生活方式只適合那些

無事可做的人，那些失業的人。如果你想做

出好的成績，你就不能有這種惡習。」

去年，杜特地總統指責某總統候選人吸

毒，尤其是可卡因，毒品問題因此成為熱門

話題。

杜特地的聲明導致總統候選人接受了藥

檢。

小馬科斯隨後提交了一份毒檢結果，並

將其提交給菲緝毒署、國調局和菲國警。

保險委員會對
Himlayang計劃納入監管

本報訊：據保險委員會(IC)報道，由于

破產問題和信託基金不足，菲律賓Himlayang

計劃公司(HPPI)納入監管名單。

較早前，菲律賓Himlayang計劃公司因其

「不願遵守」解決其問題的指示，因此保險

委員會發出停止令(CDO)，保險委員會表示已

給予該公司足夠的時間解決問題。

根據其2020年年度報表，引用的問題

包括1.1230億元的破產和相當于1.8488億元

的信託基金不足。保險專員丹尼斯·富納在

聲明中說：「在發佈停止令之前，保險委員

會已給予該公司足夠的時間來遵守這些指

示。然而，儘管委員會批准了延期，菲律賓

Himlayang計劃公司仍然未能遵守其承諾。」

菲律賓Himlayang計劃公司官員沒有就此

事立即發表評論。

基于其網站，菲律賓Himlayang計劃公司

自1978年成立以來就率先推出了固定價值人

壽計劃。它于1992年推出了保證大學教育計

劃(ACE)，此後又推出了固體養老金計劃。

它說：「按照承諾和服務的傳統，我們

的預先需求計劃專注于幫助我們的計劃持有

人獲得更安全的未來，不僅為他們自己，尤

其是為他們的家人。」

根據菲律賓《預先需求法》第49條，如

果發現公司處于「持續無法或不願遵守要求

的狀態」，保險委員會有權將其納入監管。

根 據 保 險 委 員 會 的 說 法 ， 菲 律 賓

Himlayang計劃公司在收到其2020年年度報表

的通知後，請求了多項監管救濟，例如尋求

授權冒險進入高收益投資組合。

保險委員會表示，菲律賓Himlayang計

劃公司還尋求暫停為資金不足提供資金的指

令，並撤回用于教育和養老金計劃的超額信

託基金。由于「各種法律考慮」，這些請求

被拒絕，這是停止令和後來的監管的基礎。

富納說：「考慮到預先需要的業務充滿

了公共利益，本委員會的任務是維護公眾的

權益，同時確保業務的財務彈性。」

他補充說：「通過將菲律賓Himlayang計

劃公司置于監管之下，我們旨在恢復公司的

財務可行性，最終目標是保護其計劃持有人

的利益。」

大岷2月1日為5-11歲兒童打疫苗
本報訊：國家抗疫工作組醫學顧問赫莫

薩醫生昨天說，針對5至11歲兒童的新冠疫苗

接種將於2月1日在國都區首次開始。

赫莫薩在公開簡報會上說，該年齡群組

的第一批新冠疫苗將於1月31日抵達菲國。

他說：「我們將從2月1日，也就是2月1

日的第一週開始。我們訂購的5000萬劑兒童

新冠疫苗中的首批將於1月31日到達。」

據赫莫薩稱，大約78萬劑兒童新冠疫苗

將於1月31日到貨，其餘將陸續交付。

赫莫薩說，政府將在2月中旬在全國範

圍內擴大5至11歲兒童的疫苗接種工作。

據他說，這個年齡段的人約有700萬。

同時，疫苗專家描拉沃醫生表示，在為

5至11歲的兒童接種新冠疫苗時，父母和監護

人無需擔心。

政府計劃在2月4日之前為5至11歲的人接

種新冠疫苗。

政府已經對那些未接種過新冠疫苗的人

實施了限制，禁止他們進入公共場所，甚至

禁止他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除非出行是為

了進行必要的活動。

描拉沃說，為了共同利益，這種限制是

必要的。

她說：「通過限制，我們一次可以挽救

數百萬人的生命。」

她補充說：「如果我們沒有設定限制並

允許已接種疫苗的人與未接種疫苗的人混在

一起，這將極大地影響公共衛生，我們可能

會爆發疫情。」

天主教會促選民對抗「黑暗勢力」
本報訊：隨著5月大選的臨近，天主教會

領袖們呼籲選民們對抗試圖控制國家的「黑

暗勢力」。

這一呼籲是菲全國教會理事會和菲天主

教主教團為「2022年基督徒團結祈禱周」發

表的聲明的一部分。

新菲全國教會理事會主席馬里薩主教

和菲天主教主教團普世事務委員會的南本大

主教簽署了這項協議，他們敦促選民堅持要

求那些尋求他們選票的人要有「公僕領導精

神」。

主教們說：「離選舉只有幾個月了，我

們必須鼓起勇氣一起工作，尊重生命和上帝

的創造。」

他們說：「在這些艱難時期，我們也必

須提防黑暗勢力，他們企圖欺騙、矇騙和破

壞上帝對菲律濱人民的善意。」

他們說，在基督徒團結中，基督徒的聲

音和堅定的立場，基督般的行為和肯定生命

的原則，「將使我們與其他菲律濱人一起辨

別誰應該領導這個國家」。

他們補充說：「作為一個通過積極參與

民主進程傳播福音的社區，我們可以以身作

則，反映基督的愛，加入我們嚮往的未來之

旅，在那裡，公平、正義和和平將在我們中

間生根發芽，上帝的平安將在我們中間蓬勃

發展。」

基督徒團結祈禱周是一個國際性的基督

徒普世儀式，每年1月18日至1月25日舉行。

主教們強調了今年紀念活動的重要性，

並邀請信徒們「團結一致，與我們當中最脆

弱的人團結一致」。

他們說：「菲律濱人民在這些困難時期

需要陪伴和幫助。」

央行行長：今年通脹率預計在目標範圍內
本報訊：儘管2021年的通脹率高于目

標，以及包括供應方壓力和全球大宗商品價

格上漲在內的諸多上行風險，貨幣官員仍對

今年的通脹目標持樂觀態度。

菲律賓央行(BSP)行長本杰明·迪奧克諾在

1月18日致總統的一封公開信中將其副本發佈

給記者，他將去年通脹上升歸因于對豬肉等

主要食品的限制以及增加石油和能源價格。

去年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4.5％。

迪奧克諾說：「持續有效地實施直接

非貨幣干預和政策改革以緩解供應限制，對

于將通脹軌跡保持在目標區間內仍然至關重

要，特別是在2022年通脹前景的風險似乎略

有上升的情況下。」

然而，他表示，預計這些風險將被新的

Covid-19變種的傳播所抵消，這可能會延遲剩

餘遏制措施的進一步放鬆，並抑制全球和國

內經濟增長的前景。

迪奧克諾表示，雖然貨幣當局預計通脹

將繼續減速至目標水平，但「鑒于Covid-19大

流行相關的發展可能影響國內外經濟狀況，

通脹前景仍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他說：「儘管如此，我們想向總統和菲

律賓人民保證，央行正在密切關注疫情帶來

的事態發展和挑戰，以確保貨幣政策立場與

其價格和金融穩定目標保持一致。」

每當通脹率超過經濟管理者設定的目標

區間時，央行都會向總統發出一封公開信。

根據央行網站，這種做法旨在「確保

在央行未能實現通脹目標的情況下承擔責

任」。

此前央行致總統的公開信分別于2004

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

年、2016年、2017年和2019年發佈。

迪奧克諾說，通脹目標由機構間發展預

算協調委員會（DBCC）至少提前兩年確定和

宣佈。

2022-2024年，通脹目標設定在2％到4％

之間。

迪奧克諾表示，食品供應限制，例如由

于2018年在亞洲開始的非洲豬瘟(ASF)導致的

豬肉供應受限制，以及「畜牧業和飼料行業

現有的監管、關稅和技術限制」，都是限制

食品供應的因素之一，從推高去年通貨膨脹

率。他說，另一個因素是，在2020年Covid-

19大流行病開始後全球需求下降且供應受限

後，全球石油價格出現上漲。

迪奧克諾表示，這些因素被2020年交通

費上漲的負面基本影響部分抵消，特別是政

府實施行動限制時的三輪車票價。

他表示，儘管供應方壓力上升，但「需

求方對通脹的壓力似乎有限，這在穩定的核

心通脹數據中很明顯，這支持了通脹主要受

供應驅動的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