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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任厘務局長促小馬當納稅「榜樣」
本報訊：「你能成為榜樣嗎？」即將上

任的厘務局長吉列莫昨天表示，她將向候任

總統小馬科斯提出這一要求，因為馬科斯家

族負有超過2030億披索的稅收責任。。

在一次電視採訪中，吉列莫被問及這個

問題，作為回應，她說，她必須首先檢查有

關稅務文件。如果有徵稅的需要，她會告訴

小馬科斯做一個納稅的「榜樣」。

吉列莫告訴ANC：「正如我所說，我需

要知道細節，我只想告訴他，如果厘務局必

須徵收稅款，支付這筆稅款的不是他，而是

遺產。」她補充說：「你能成為榜樣嗎？馬

科斯家族現在將納稅，因為他們遵守法律。

這是大理院的裁決，它是最終的裁決及可執

行的，所以，這就是我要告訴他的，但我需

要先有正確的數據。」

據吉列莫說，她和小馬科斯尚未討論此

事。

她說：「沒有這樣的疑問，因為我親自

見過總統。他沒有提到任何關於這件事的事

情。」吉列莫說，她希望能在下週一看到這

些文件，因為那一天即將卸任的厘務局領導

層預計會有人事變動。

在較早前，她保證稅收徵管機構將遵守

法院對馬科斯家族的未清稅款的裁決。

大理院的一份文件顯示，大理院確認上

訴法院在1994年對馬科斯遺產稅的裁決的決

定是最終的和可執行的，並且不可再上訴。

厘務局去年就馬科斯家族拖欠的稅款，

向他們發出了一封催討函。財政部表示，厘

務局繼續要求解決馬科斯家族支付拖欠的遺

產稅。

菲海岸警衛隊成員昨日在巴石河上巡邏，作為6月30日總統就職典禮的防衛工作的一部
分。菲海岸警衛隊將在馬尼拉市的馬拉干鄢地區附近的巴石河部分區域實施禁航區。馬拉干
鄢禁區的範圍將從仙扶西救濟院（Hospicio de San Jose）直到馬尼拉市仙沓迷沙的布禮沙。

6月24馬尼拉日為非工作假日
本報訊：總統府宣佈6月24日星期a五a為

馬尼拉非工作日，以慶祝馬尼拉建市451週

年。

文官長米迪亞地亞簽署了第1400號公

告，宣佈6月22日，也就是紀念活動的前兩天

為特別節日。

米迪亞地亞在公告中寫道，由於目前的

新冠大流行，只允許馬尼拉市民紀念第451次

馬尼拉日，同時要遵守最低健康標準。

該公告稱：「根據中央政府的公共衛生

措施，給予馬尼拉市人民充分的機會以適當

的儀式慶祝和參與這一時刻。」

24日，馬尼拉市政府為慶祝馬尼拉建市

紀念日，將舉行花車巡遊。這一巡遊是2022

年尼拉（一種水生植物）節的一部分。馬尼

拉市府的不同部門將參加該比賽。

大岷下月日均病例或達2000
本報訊：衛生部表示，由於最近幾天的

病例呈上升趨勢，預計大岷區在7月份每天將

出現多達2000宗新冠肺炎病例。

衛生部長杜計說，這是基於澳大利亞結

核病建模網絡（AuTuMN）團隊的預測。

杜計昨天在接受電台的採訪時說：「我

們也在關注像AuTuMN這樣的第三方機構的

預測。他們也在菲律濱監察新冠疫情。他們

預計，到6月底或7月的第一周，國都區的病

例每天將達到800至1200例。」

他補充說：「這可能會在7月中旬或月底

達到1500到2000的峰值。但在那之後，僅在

國都區，每天就可能有800至1200例病例。」

在新聞發布會上，衛生部副部長維吉爾

表示，他們已經看到首都地區的新增新冠肺

炎病例數量「顯著」增加。

她說：「最近，我們看到病例數量繼續

顯著增加，特別是在國都區。我們現在在國

都區中的陽性率是4.4%，之前還不到1%。」

維吉爾說，目前，大岷區每天錄得近300

宗新冠病例。

儘管有這種增加的趨勢，維吉爾說，大

岷區的住院人數仍然可以控制。

她說：「最重要的是，即使我們看到病

例數量持續增加，重症和危重症病例的數量

仍然不顯著。」

她補充說：「目前，是的，我們正在報

告重症和危急的病例，而且，它也沒有轉化

為我們醫院和重症監護室的更高入院率。我

們希望我們能在這一點上維持它，就像奧密

克戎的情況一樣，病例很多，但大多是輕症

和無症狀的。」

在全國範圍內，儘管新病例有所增加，

但菲律濱仍處於新冠疫情低風險分類中。 維

吉爾表示，全國的醫療保險利用率仍處於低

風險類別。

國安委會封殺左派網站
人權組織斥違言論自由

本報訊：在昨天，人權組織對國家安全

委員會阻止公眾訪問據稱與菲共有關的數十

個網站的舉動表示擔憂，稱這是對信息和言

論自由的攻擊。

馬拉干鄢堅持在線審查，聲稱被列入名

單的Bulatlat和Pinoy Weekly等新聞機構可以尋

求法律補救方法。它沒有說明這些補救措施

是什麼。

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組織稱封殺是「對信

息和言論自由的公然攻擊」，並補充說，隨

著新政府即將上任，這種做法「令人深感擔

憂」。

自2000年代以來，這兩個替代出版物一

直在報導有關菲國人權和少報的故事。

國際特赦組織說：「新聞自由和言論自

由是菲律濱憲法和國際人權法保障的權利。

它們必須受到保護。」

人權觀察表示，此舉是「政府肆無忌

憚、濫用職權地對記者和活動人士扣紅帽

子和貼上恐怖分子標籤的行為的另一個維

度」。

它補充說，政府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這

樣做，甚至沒有提供證據，而是使用「附屬

機構」等「籠統的狡猾詞」來審查網站。

人權觀察亞洲副主任菲爾羅伯遜說：

「電信署應拒絕國家安全委員會將其用於政

治目的的企圖。電信署應確保新聞自由和網

上言論自由得到維護和尊重。」

應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菲國警等政府機

構的要求，電信署有時會向網絡供應商發出

命令，以阻止對某些網站的訪問。網絡公民

權利和言論自由倡導者對這種做法提出了擔

憂，稱只有在法院下達命令的情況下才應採

取行動。

這些聲明是在國家安全顧問伊斯帛朗

要求電信署阻止訪問近30個網站之後發布

的，被封殺的包括替代新聞網站Bulatlat和

Pinoy Weekly以及Save Our Schools Network、

菲農村傳教士、Pamalakaya、Amihan National 

Federation of Peasant Women和BAYAN等。

伊斯帛朗聲稱這些網站與共產主義恐怖

組織有關，但沒有引用這一說法的依據。

他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進一步聲稱，他

們「發布宣傳和錯誤信息活動，以誹謗菲律

濱政府、招募新成員，並從本地和國際來源

籌集資金。」

國際特赦組織表示：「我們呼籲政府立

即撤銷這一不可接受的命令。」

然而，總統代發言人安達納爾強調，電

信署在批准國家安全委員會封鎖28個網站的

請求時，是在其職責範圍內行事。

他 在 一 則 簡 短 的 聲 明 中 說 ： 「 任 何

一 方 ， 包 括 受 這 一 行 動 影 響 的 在 線 媒 體

Bulatlat，都可以獲得法律補救措施。」

與此同時，菲共稱此舉是為了審查網上

對即將上台的非法小馬科斯政權的批評和異

議。

它補充說，此舉是為了壓制「揭露統

治制度弊端的進步、愛國和革命的新聞和文

學」。

菲共進一步指出，在列出的網站中，只

有7個是附屬網站。其餘的是另類新聞網站、

進步記者和學者、以事業為導向的本地團

體，以及一些不活躍的頁面。

全國14行政區登革熱激增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表示，在全國17個

行政區中的14個行政區都觀察到登革熱病例

有所增加。

據衛生部副部長維吉爾稱，今年1月1日

至6月4日共錄得了39,705宗登革熱病例。她

說，與2021年同期相比，這一數字高出31%。

她補充說，中未獅耶、中呂宋和三寶顏

半島的病例最多。

維吉爾告訴記者：「其他地區，我們已

經注意到最近4週發病率呈上升趨勢。在過去

4週，17個地區中有14個地區超過了流行病閾

值。」

她說，今年共有202人死於登革熱。

維吉爾再次敦促公眾遵守以下預防登革

熱措施。

——搜索並摧毀蚊子滋生地

——穿長袖和使用驅蟲劑等自我保護措

施

——一旦出現病徵和症狀，盡早就醫

——如果即將爆發，採取噴霧措施

菲澳加強防務合作
菲新社馬尼拉6月22日電：菲律濱和澳大

利亞將在防務和後勤方面加強合作。

為此，國防部於6月15日至17日在馬加智

市主辦了第21屆菲律濱—澳大利亞防務合作

工作組。在昨天的一份聲明中，國防部發言

人安道朗表示，該活動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

開始以來，該機構舉辦的首次面對面雙邊對

話。

他補充說：「在2022年6月15日舉行了招

待會，啟動了該活動。隨後，在2022年6月16

日，菲武裝部隊後勤部副參謀長辦公室和澳

大利亞國防軍聯合後勤司令部舉行了首屆後

勤工作組會議，討論了2021年簽署的《菲律

濱—澳大利亞相互提供後勤支援的安排》的

實施。」

菲律濱和澳大利亞代表團也對未來在後

勤和防務工業方面合作的前景，以及進一步

加強多邊合作表示歡迎。

馬尼拉還讚賞堪培拉繼續支持東盟的中

心地位和通過東盟國防部長會議進行積極參

與。

還對年度菲澳防務接觸計劃進行了審

查，這是由戰略評估和國際事務辦公室、國

防部和澳大利亞國防部國際政策司共同主

持。菲澳防務接觸計劃概述了菲律濱和澳大

利亞在下一個週期的防務活動，並將由菲澳

防務合作工作組通過菲律濱—澳大利亞聯合

防務合作委員會提交給菲律濱和澳大利亞當

局。

澳大利亞代表團還禮訪了戰略評估和國

際事務助理秘書長托拉爾巴三世。

在會議上，雙方重申了進一步發展菲澳

防務關係的承諾。

托拉爾巴在他為歡迎澳大利亞代表團的

晚宴上說：「雖然過去兩年的虛擬會議富有

成效，但沒有什麼能取代面對面的參與。」

國民身份證可行打印？網民有話說
本報訊：在政府宣布計劃發布「可打印

版」的國民身份證，而不是以實物形式

將其交給國人後，此舉在社交媒體上引

發了擔憂。

菲統計署的國家統計馬帕表示，它

「正在努力增加目前在菲央行印刷的實

體身份證的產量。」

他補充說，菲統計署「將推出可

在菲統計署登記中心打印的國民身份

證。」

馬巴在一份報告中說：「這將增加

擁有國民身份證的註冊人數：實體的或

可打印的。」

他沒有提供有關推出「可打印」版

本的更多細節。

馬巴此前曾表示，預計到2022年底

將印製約2800萬張實物國民身份證。

其餘的是可打印的版本，帶有可以

通過應用程序訪問的移動ID。

在4月，菲統計署表示，國民身份

證註冊人可能要繼續關注PhilSys（菲身

份識別系統）移動應用程式在今年內的

推出。

它在一份報告中說：「在實體的國

民身份證之前，註冊人可以在各種在線和離

線交易中使用其數字版本。」

該機構表示，通過該應用程式，「交易

將變得更加方便和無接觸。」

與此同時，馬巴的有關國民身份證「可

打印版本」的言論給菲律濱人留下了疑問和

假設。

一位推特用戶稱：「那麼，預算發生了

什麼事？錢都裝進了口袋了，所以無法交付

了嗎？大多數身份證都申請了一年，但到目

前為止，仍然沒有。真行啊！！！！！！」

另一位網民評論說：「媽的。現在怎麼

辦？沒有高效的ID打印機供應商嗎？雜貨店

獎勵積分卡的發放還更快。」

另一人稱：「造假將再次增加。」這

位網民分享了國民身份證在此過程中被篡改

的可能性。另一名推特用戶假設：「各自打

印吧，因為他們無法派送，哈哈哈哈，開

玩笑的。」所指的是等待實體ID副本的漫長

時間。菲統計署是領導實施PhilSys的機構，

PhilSys是政府的中央識別平台。

國民身份證也稱為PhilSys ID。

身份證的交付估計在個人完成註冊後六

個月。

熱帶醫學研究所 已有能力測猴痘
本報訊：熱帶醫學研究所（RITM）

現在有能力檢測猴痘病例。

熱帶醫學研究所在週一與媒體分享的

一份聲明中表示，它已經優化了用於檢測

猴痘病毒的實時核酸分析。它補充說，正

在優化第二個核酸檢測，以區分猴痘病毒

的分支。

該研究所援引衛生部的一份備忘錄

稱，只會處理疑似病例和「遵守所有轉診

程序」的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