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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維惹集團接管原ABS-CBN電視頻道
本報訊：杜特地總統曾告訴萬雷·維惹，

如果他再次競選總統，他將支持這位競選支

持者、億萬富翁和前參議員。

維惹是一個強大的政治和商業集團的首

領，他不打算在2022年的總統選舉中謀求任

何職位，但通過馬拉干鄢支持的舉動，他將

獲得一個新的頭銜——媒體大亨。

根據國家電信署的文件，維惹的前進媒

介廣播系統公司（Advanced Media Broadcasting 

System Inc.）將接管此前由羅帛斯領導的ABS-

CBN持有的電視廣播頻率，前者於2019年獲

准延長25年的特許權。

在杜特地和他在國會的盟友在ABS-CBN

的特許經營在2020年到期後，收回了這些頻

率，此舉被譴責為出於政治動機。

根據電信署的文件，今年1月6日，前進

媒介廣播系統公司獲得了「試播」許可，可

以使用令人矚目的第二頻道頻譜，並臨時獲

准在大岷區和大岷區擴大地區頻道使用16號

數碼電視頻道。這有效地給予了維惹集團對

頻率的控制權，這是一項稀缺的公共資產，

同時阻止了ABS-CBN未來重新獲得頻譜的嘗

試。

目前還不清楚電信署是如何審查前進媒

介廣播系統公司運營電視網的能力的。在頒

發頻率之前，它也沒有舉行傳統的公開選拔

程序。上一次授予無線電頻率是在2018年對

第三個電信牌照的嚴格競標期間，該牌照被

DITO電信獲得，該公司由杜特地的競選捐贈

者和商業大黃書賢和中國電信共同創建。

這些文件還顯示了馬拉干鄢對此舉的支

持。

電信署表示，對前進媒介廣播系統公司

18個月的臨時授權經過了司法部和文官長辦

公室的審查。去年12月29日，司法部和文官

長辦公室對騰出的和可用的頻率的分配表示

「不反對」。

文件顯示，前進媒介廣播系統公司將

在大岷區萬達俞央市乙沙附近的維惹集團的

Starmall購物中心發射2號頻道的信號。

副總統羅貝禮道的疫苗速遞項目昨日繼續在巴西市SM亞洲商場電影院內舉行。為數以千
計的菲海員接種新冠疫苗。

稱親眼目睹腐敗 
小馬矢言反腐

本報訊：總統候選人小馬科斯週二矢

言要解決政府腐敗問題，稱他在擔任公職

時曾親眼目睹腐敗行為。

小馬科斯在接受電台採訪時表示，他

將加強制衡體系，杜絕違規行為。

小馬說：「我擔任公務員有相當多

的經歷。我們要互相制衡，平衡預算和計

劃。」

他補充說：「我可以理解，因為我親

眼目睹腐敗，我看到如何進行的。」

當被問及他將如何處理捲入腐敗的

內閣成員時，馬科斯說，他將讓法律去對

付。

馬科斯說：「在我們任命內閣成員之

前，我們將確保他們沒有腐敗的歷史或記

錄。」

他說，如果自己的家人在某一領域是

最好的，他願意讓他們擔任政府職位。

小馬說：「我們應該遵循的標準是誰

是最好的，願意幫助和工作，然後我們將

任命他們。」

當被問及是否會任命妻子莉莎進入內

閣時，馬科斯表示，如果她是該領域的最

佳人選，他會任命她。

他說：「如果她很瞭解這個領域，那

我就會。就像我說的，只要我們選擇最好

的。我不會因為她是我的妻子而這麼做，

而是因為她有這個能力。」

但很諷刺的是，小馬科斯的父親、已

故獨裁者馬科斯估計歛財數十億美元，前

第一夫人伊美黛擁有名牌鞋子三千雙，臭

名昭彰。

新增17677確診
 活躍病例247451
本報訊：衛生部週二的每日新冠肺炎

新確診病例數降至17,677例，使全國總病

例數達到3,459,646例。

據衛生部統計，此次新增感染者中，

有17157人（97%）是在過去14天內或1月

12日至25日期間發生的。在此期間，新

病例數量最多的地區是卡拉巴松（2629

例，佔比15%）、大岷區（2570例，佔比

15%）和中呂宋（2266例，佔比13%）。

這一數字比前一天超過2.4萬人的數

字要少。然而，衛生部表示，有6家實驗

室無法提交他們的數據，並被排除在統計

之外。

在總感染人數中，有7.2%（247,451

萬名）是活躍病例或目前患有該疾病的

人——有235,181名症狀輕微；7,464人無

症狀；中度症狀2,996人；1502例有嚴重症

狀；另有308人危殆。

死亡人數也增加到53,598人，佔所

有病例的1.55%，此前又有79人喪生。其

中，本月新增死亡人數為60人（76%），

去年為19人：12月4人，11月1人，9月6

人，8月5人，7月、5月、3月各1人。

與此同時，另有33,144人康復，康復

人數達到3,158,597人，佔新冠肺炎病例總

數的91.3%。

衛生部表示，經過確認，將最初標記

為生還者的35例重新歸類為死亡病例，並

刪除了包括52例恢復者在內的87例重複病

例。

過去14天內，6個未報告的實驗室平

均貢獻了0.6%的檢測樣本和0.8%的陽性個

體。

確診患者的陽性率（陽性患者的比

率）在18天後首次降至40%以下。以1月

23日報告的43874例為基準，這一數字為

37.2%。

這一比率仍然遠遠超出了世界衛生組

織建議各國重新開放的5%以下的理想範

圍。

莫仁諾促總統府
披露情報資金去向
本報訊：總統競選人、馬尼拉市長伊

斯戈·莫仁諾週二表示，總統辦公室應該

向公眾披露如何使用其情報資金。

莫仁諾在接受採訪時說：「應該公

開。為什麼不呢?？如果是關於新冠肺炎

的。」

但據莫仁諾說，如果這些資金用於國

家安全行動，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必須謹

慎行事。

他補充說：「如果國家安全受到威

脅，為了你們的利益，我們必須非常小

心。」

食藥署批准2款家用
新冠抗原檢測試劑盒
本報訊：食藥署於週一表示，它已批准

使用兩個品牌的自我新冠病毒抗原檢測試劑

盒。

在與杜特地總統和內閣官員的每週電視

會議上，食藥署負責人虞爹禮斯說，其中一

款是Abbot生產的Panbio新冠抗原自我檢測試

劑盒，另一種是由Labnovation Technologies, 

Inc.生產的家用SARS-CoV- 2抗原快速檢測試

劑盒。

到目前為止，只有2個品牌的自我檢試劑

盒獲得了監管機構的特別認證。

食藥署表示，另外31個品牌的自我檢測

試劑盒已移交給熱帶醫學研究所（RITM）進

行評估。

虞爹禮斯提醒公眾只購買食藥署認證的

檢測盒，以確保結果的準確性。

他說：「檢測盒必須經過熱帶醫學研究

所的驗證，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如果這些試

劑盒的靈敏度低，可能會出現很多假陰性結

果。」

他還敦促消費者只去有執照的藥店，

並注意保質期和仔細遵循包裝說明書中的說

明。

食藥署總共認證了116種不同類型的新冠

病毒檢測試劑盒，包括核酸、抗體和抗原。

與此同時，虞爹禮斯表示，已有86款已

下架。他解釋說，這可能是在產品已經獲批

准後，性能驗證結果過低，自願放棄特殊認

證，或檢測試劑盒被發現沒有認證。

小馬反對國際刑院干預
本報訊：總統候選人、前參議員小馬科

斯週二表示，他認為國際刑事法院沒有必要

調查在菲律濱被指控的反人類罪行。

在接受名主持人亞文沓採訪時，小馬

科斯表示，菲律濱有一個行之有效的司法系

統，它「完全有能力」調查杜特地總統在血

腥的禁毒戰爭中涉嫌犯下的罪行。

他說：「我認為沒有必要讓外國人來為

我們做這項工作，為我們的司法系統做這項

工作。」

小馬科斯還質疑國際刑事法院對菲律濱

的管轄權。

他問道，在菲律濱進行調查是否侵犯了

馬尼拉的主權。

2021年8月，國際刑事法院預審分庭為國

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對菲律濱的反毒戰爭殺戮

進行正式調查開了綠燈。

但在11月暫停了調查，因為它評估了菲

律濱推遲調查的請求。

其他總統候選人，如參議員轆遜和馬尼

拉市長莫仁諾都表示願意接受國際刑事法院

的調查。

與此同時，小馬科斯對國際特赦組織報

告的他父親在軍管期間侵犯人權的數字不屑

一顧。

小馬科斯說：「我不知道他們（國際特

赦組織）是如何得出這些數字的，我也沒見

過。」

國際特赦組織的數據顯示，在已故獨裁

者統治期間，有7.2萬起監禁事件，3.4萬起酷

刑記錄在案，3200多起法外處決事件。在採

訪中，亞文沓向馬科斯列舉了這些數字。

小馬科斯說：「讓我們請求國際特赦組

織分享這些信息，也許這將幫助我們確保這

個系統正常運轉，防止被指控的虐待行為再

次發生。我認為這是我們補救這種情況的唯

一辦法。」

這位前參議員在回答與軍管有關的問題

時一直猶豫不決，他稱這些問題是「35年前

發生的事情」。

選署評估
副總統辦公室抗疫工作

本報訊：選舉署正在審查副總統麗妮·

羅貝禮道在競選期間繼續開展抗疫行動的請

求。

選舉署發言人詹姆斯·希迷尼斯表示，選

舉署應首先評估羅貝禮道領導的抗疫工作是

否滿足人道主義需求。

他說：「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還在

評估中。法律部門必須首先評估這一請求，

看看它是否滿足了人道主義需求。正常情況

下，出於人道主義考慮，可以豁免選舉禁

令，以確定是否真的需要這樣做。所以，選

舉禁令將按照這些原則進行。」

羅貝禮道已正式請求選舉署允許副總統

辦公室在2月8日候選人競選期間繼續開展抗

疫工作，如移動檢測、網上醫療問診和疫苗

速遞等。

希迷尼斯說，在以往的選舉中，選舉署

根據規則豁免了一些賑災行動。

央行提醒公眾檢查鈔票真偽
包括取自銀行自動櫃員機現金

本報訊：菲央行昨天提醒公眾要定期檢

查他們收到的鈔票的真偽，即使是那些來自

自動櫃員機（ATM）的鈔票。

在一份公告中，菲央行告訴公眾採用

「感覺、觀察、傾斜」的方法來保護自己免

受假鈔。

央行在較早前發布了關於如何區分假鈔

和真鈔的提示。

菲央行說：「如果懷疑來自自動櫃員機

的鈔票是偽造的，建議持有人立即向擁有機

器的銀行報告。」

它補充說：「銀行隨後將進行徹底調

查，以驗證鈔票是否確實是來自銀行的自動

櫃員機分發的。」

央行表示，如果持鈔者的主張得到證

實，銀行應更換有問題的鈔票。

儘管如此，菲央行向公眾保證，銀行採

取了充分的風險管理措施來阻止此類事件。

它說：「除了在自動取款機區域安裝

攝像頭外，負責為自動取款機充值的現金處

理員和服務提供商也接受了培訓，以檢測假

鈔或在將它們放入自動取款機之前驗證其真

偽。」

它補充說：「根據菲央行2014年系列第

829號通知，銀行必須向菲央行提交可疑鈔票

以供進一步檢查。

轆遜主張由海警護菲漁民
前往西菲海捕魚宣示主權

本報訊：如果當選總統，參議員轆遜打

算部署菲海岸警衛隊的船隻護送在西菲律濱

海的菲律濱漁民，以此來維護菲國的主權。

轆遜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這將防止中

國在資源豐富且有爭議的南中國海的菲國

領土上進行騷擾。轆遜說：「我們的漁民

失去了謀生手段。至少有1500人不想再在那

裡捕魚。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進口圓鲹魚

（galunggong）即使這些來自西菲律濱海。」

他補充說：「我會要求菲海岸警衛隊護

送我們的漁民。菲海岸警衛隊已經有了幾艘

新船。我還將呼籲與澳大利亞或美國進行聯

合軍事演習，他們是後樂意的。」

當被問及如果外交手段失敗，他是否認

為菲國已準備好對中國發動防禦性戰爭時，

轆遜的回答是否定的。

身為參議院國防與安全、和平、統一與

和解委員會主席的轆遜認為，菲國應該做的

是加強與美國、澳大利亞和其他歐洲國家等

其他軍事強國的聯盟。

他說：「我們不會只是護送我們的漁

民到那裡。通過聯合軍演，我們可以得到幫

助，直到中國習慣為止。讓我們看看中國是

否有膽量在漁民獲得菲海岸警衛隊護送時，

以及那裡進行至少聯合軍演時轟炸該地區，

甚至撞毀我們的漁船。」

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在2016年作出一項裁

決駁回了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廣泛主張，其中

包括西菲律濱海。

北京拒絕了裁決，繼續在國際航道進行

軍事和島嶼建設活動。

轆遜將仲裁裁決描述為重要且永久的，

聲稱鑑於缺乏執行機制，國際壓力可以使敗

訴方遵守裁決。

在去年11月中旬，轆遜訪問了位於南沙

群島的希望島（中國稱中業島），當時爭議

海域局勢緊張，其團隊在此期間收到了中國

海軍的警告。

分析人士表示，西菲律濱海會是2022年

選舉的主要關注點。

黎拉羅薩生日願望：轆遜當選
本報訊：參議員黎拉羅薩星期二預祝總

統候選人、參議員轆遜和他的競選夥伴、參

議長蘇道獲勝，而同事們為黎拉羅薩送上了

生日蛋糕。

在蘇道發佈的一段臉書視頻中，黎拉

羅薩被問及他的願望是什麼，他勇敢地回答

說，「我希望參議員轆遜獲勝。」

視頻中的人物包括轆遜、蘇道、參議院

多數黨領袖殊迷利、參議員杜仁珍諾和參議

員維惹蕊描。

他還被問及，這是否意味著他會選擇蘇

道，而不是他的親密政治盟友、納卯市長莎

拉·杜特地。莎拉最近被民主菲人力量黨選為

副總統候選人。

黎拉羅薩在發給記者的短信中說，他仍

然忠於杜特地。

他說：「在這樣的聚會上祝福我的朋

友和同事們，尤其是在他們紀念我生日的時

候，是再合適不過的了。不過，請放心，我

將與杜特地同生共死。」

小馬3資格案裁決遙遙無期
本報訊：選舉署還不能確定針對總統候

選人小馬科斯的三份聯合請願何時能得到裁

決。

由Akbayan公民行動黨的文尼法壽‧伊拉

彥和菲聯邦黨前主席阿布巴卡爾‧曼格倫提

交的聯合請願書，根據選舉署專員關順的聲

明，本應在1月17日或之前得到解決。

選舉署後來表示，由於負責調查的分庭

的一名職員確診感染新冠肺炎，決定推遲審

理。選舉署發言人希迷尼斯週二說：「目前

還沒有最新進展，我們也在等待。」

馬科斯被包括在1月20日開始印刷的官方

選票中，因為這些案件和其他4起案件尚未得

到最終裁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