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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anto Consolidated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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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he following 
stock certificates have been declared lost:

If no contest is received, the issuing corporations will issue 
replacement certificates one year after the date of last 
publication of this notice.

NOTICE OF LOSS

免疫力開始下降 8月新冠住院人數或增加
<上接頭版>

「但這些都是預測，並不是一成不變

的……這些都是為了指導我們的準備和計劃

而制定的。」

衛生部在5月份表示，隨著新變種的輸

入，大岷區的住院人數可能會增加。

維吉爾說，首都地區的新冠病毒感染人

數增加了48%。

這還沒有轉化為住院人數。

衛生部表示，在大岷區發現了更具傳染

性的奧密克戎亞型BA.2.12.1和BA.5。

據維吉爾說，可以通過遵守最低衛生標

準（例如戴口罩、接種疫苗和加強劑）來預

防住院人數的增加。

教育部：防疫2級仍進行面授課程
本報訊：教育部昨天表示，即使某些地

區的防疫警戒級別提高到第2級，下一學年的

面授課程仍將繼續進行。

教育部助理部長加瑪在接受無綫廣播電

台的採訪時說：「根據我們的規程，只要這

些區域處於第1級和第2級防疫警戒之下，面

授課堂仍然是安全的。當我們進一步提高到

警戒級別到第3級時，我們將自動暫停面授課

堂。」教育部表示，在公立和私立學校面授

課堂的「逐步擴展」階段，學校必須經過驗

證，以符合學校安全評估的標準，並且位處

於第1和2級防疫警戒的地區。

教育部長比良奈斯在較早前表示，教育

部預計所有學校將在6月之前恢復面授課程。

然而，加瑪指出，下一學年恢復面授

課程的正式日期尚未由候任總統小馬科斯宣

布。他說：「在我們的聲明中，我們開學的

指示性階段是8月24日，但這還不是最終日

期。」

他補充說：「我們的私立學校已經可以

比我們總統宣布的日期更早開學，只要不早

於6月且不遲於9月。」

教育部主管還重申，參加面授課程的學

生不一定需要接種新冠疫苗，但我們強烈鼓

勵他們這樣做。

同時，他強調，仍然只允許接種了疫苗

的教師進行面授課程，其中至少90%的教師

已經完成了接種疫苗。

圖為向菲國警自首的撞人逃逸司機扶西·安頓紐·仙未申智。

圖為菲漁民組織Pamalakaya昨日在計順市農業部外面示威，抗議政府進口3.8萬噸圓鲹
魚、鯖魚和沙丁魚。該組織表示，進口降低了本地魚類的農場價格，並減少了因燃料價格上
漲而苦苦掙扎的菲漁民的收入。

艾美：國內問題不會「眨眼間」消失
本報訊：「沒有奇蹟。」借用超級巨星

諾拉．奧諾爾（Nora Aunor）的一部電影中的

這句名言，參議員艾美．小馬科斯昨天提醒

國人，當她的弟弟小馬科斯就任總統後，菲

國的問題不會在「眨眼間」消失。

這位參議員在參議院接受採訪時說：

「不可否認，挑戰幾乎是巨大的，但更糟糕

的是，由於巨大的任務，期望值過高，可能

無法立即實現。」

她 補 充 說 ： 「 沒 有 奇 蹟 。 即 使 是 馬

科斯，即使我的父親——他非常聰明和勤

奮——還活著，我認為，這將是非常困難

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對人們的期望感到緊

張，即眨眼之間，昂貴的石油和食品價格就

會消失。」她補充說：「在100天內達到3100

萬的預期是非常令人傷腦筋的。諾拉．奧諾

爾說的，沒有奇蹟。」

在2022年5月的選舉中獲得超過3100萬張

選票後，小馬科斯被宣佈為菲律濱共和國第

17任總統。他將於6月30日在馬尼拉市歷史悠

久的菲律濱國家博物館宣誓就職。

據參議員艾美．馬科斯說，包括她的媽

媽——前第一夫人伊美黛在內的整個馬科斯

家族都將參加其弟弟的就職典禮。

小馬不住馬拉干鄢宮
本報訊：據參議員艾美．馬科斯說，候

任總統小馬科斯不會住在其父親執政20年期

間長大的馬拉干鄢宮。

艾美昨天在接受採訪時說：「在我弟弟

贏得選舉之前，他已經告訴我，他不會住在

總統府。我說那很好，因為當我們還是孩子

的時候，他經常偷偷溜出馬拉干鄢。」

1986年的乙沙人民力量革命迫使馬科斯

家族離開了馬拉干鄢。長期以來，馬科斯家

族一直試圖重建自己的形象，在族長老馬科

斯掌權期間，馬科斯家族多次大規模貪污和

侵犯人權。

參議員艾美．馬科斯說：「現在重要的

是我們提升自己的名字，並重新檢視我父親

的功績。」

她補充說：「我們已經住過那裡了。夠

了。」

小馬科斯的陣營在5月下旬表示，他和其

家人是否會住在馬拉干鄢內的「夢之屋」則

還有待決定。

參議員馬科斯說，全家人將於6月30日參

加其弟弟的就職典禮。

她談及92歲的母親伊美黛時說：「不管

有多少級樓梯，我媽媽都一定會參加的。」

全國記者會前會長陳屍寓所
鄰居投訴惡臭 保安破門驚見腐屍

本報訊：在週二，資深新聞記者、全國

記者會（NPC）前會長洛博（Fred Lobo）被

發現死在馬尼拉市的公寓內。

在昨天的一份警方報告中，馬尼拉警區

稱，洛博的屍體是在廁所內被發現的，並且

似乎「已經處於腐爛的晚期狀態，散發著難

聞的氣味」。

據報，該公寓的保安於6月12日收到一名

租戶的投訴，稱7樓的一個單位發出惡臭。

在6月13日，保安去7樓檢查時，發現氣

味來自洛博的單位。

警方表示，保安試圖通過手機聯繫業

主，甚至敲了幾下門，但無濟於事。

於是，保安和物業經理強行打開門，就

看到了洛博的屍體。

因此，物業經理向警方報告了他們的發

現。

馬尼拉警區說，洛博的遺體被帶到古律

斯殯儀館進行屍檢和安全保管。

警方報告稱：「在屍檢結果出來之前，

當局將同時調查這起案件。」

在昨天的聲明中，全國記者會對洛博的

家人和朋友表示慰問。

它說，從1995年到1998年，洛博連續三

屆擔任全國記者會的會長。

全國記者會說：「他以榮譽和傑出的身

份為俱樂部服務。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

在馬拉干鄢的新聞發布會上，特別是在藍慕

斯總統任期內，他被親切地稱為『最後一個

問題先生』。」

撞保安司機自首 向受害者道歉
本報訊：涉及曼達俞市病的一宗肇事逃

逸事件的SUV司機已向警方自首。

扶西·安頓紐·仙未申智（Jose Antonio 

SanVicente）昨天現身在菲國警和媒體面

前，他向受害者保安克里斯蒂安．弗洛拉德

（Christian Floralde）道歉，後者在被車輛撞

倒後受傷。

仙未申智告訴記者：「我為發生的事

情道歉。我向弗洛拉德先生和他的家人道

歉。」仙未申智的一方解釋說，他在事發當

時「驚慌失措」。

他的律師馬加利諾說：「他非常擔心，

他很害怕，換句話說，他很恐慌。」

陸運署在較早前吊銷了仙未申智的駕駛

執照，並在發現他對魯莽駕駛和離開事故現

場負有責任後，永久取消了他的駕駛資格。

他在較早前無視了該機構的兩道出示原因命

令。

據警方稱，仙未申智還將他的車交給了

當局——這是調查的重要證據。

針對仙未申智聆訊將於 6 月17日進行。

預計他將通過反誓證解釋他的立場。

仙未申智一方表示，他們願意向上週出

院的弗洛拉德提供任何形式的幫助。

馬加利諾補充說：「他們願意在法律允

許的範圍內提供任何幫助。他們願意幫助傷

者和家人。」

與此同時，弗洛拉德對仙未申智的舉動

表示歡迎。

他說：「我很高興他終於現身，如此，

他就可以面對對他控訴。如此，我們可以聽

到他的解釋。」

國內安全威脅減少 空軍專注對外防禦
本報訊：菲空軍司令昨天表示，對菲國

安全的內部威脅已經減少，使其能夠專注於

為外部威脅做準備。

坎拉斯中將在記者會上說，空軍繼續

保護國家免受外部威脅的努力之一的是在整
個群島的關鍵地區安裝4台雷達和3台現有雷

達。
坎拉斯說：「到了2024年，一切都

將安裝完畢，我們將對整個國家進行全面
監控。我們將能夠發現入侵者，尤其是那
些在最初挑戰時沒有表明身份的入侵者。
因此，我們可以做出相應的反應。」

距離2014年開始的「2028飛行計劃」
（增強其空中力量能力的長期轉型計劃）
僅剩6年，空軍希望菲武裝部隊的空軍部
隊的現代化計劃能夠持續下去。

他說：「我們希望空軍的現代化能
夠持續下去。我們看到日益增加的外部威
脅，我們希望俄烏衝突不會蔓延到我們的
地區。我們必須做好準備，以防萬一，這
需要更多的資產。」

國防部長洛仁薩那此前表示，菲律
濱面臨的最嚴峻的外部安全挑戰是其與其
他國家在南海的海上爭端。

坎拉斯在另一次採訪中說，杜特地
總統已經批准購買現代多用途戰鬥機，
已分配了612億披索。菲空軍負責人說：
「我們的總統已經批准了現代多用途戰鬥
機的採購，但仍在選擇型號。」他希望採
購至少12個台的合同將今年或明年簽署。

他說，一些國家已經提交了他們的
提案，這些提案將通過篩選程序。

坎拉斯說：「這實際上是（美國）
F-16 和瑞典鷹獅之間的選擇。但還有其
他人想加入，儘管他們還沒有提出任何建

議。截至目前，只有兩種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