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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卯市期待深化對華合作
本報訊：菲律濱第三大城市納卯位於南

部棉蘭佬，雨熱充沛，盛產熱帶水果，是當

地乃至東亞地區重要的「果籃子」。

在當地經營水果生意的華商蔡天保，最

近剛購置一批設備，打算進軍香蕉食品加工

行業。

蔡天保加大投資的底氣，源自納卯與中

國多年的友好交往與合作。

作為菲律濱南部地區的中心城市，納卯

與中國近年來在人文交流、農業合作、基建

投資、攜手抗疫、原住民扶貧等領域合作成

果豐碩，給雙方民眾帶來了切實利益。

納卯市希望中國投資者利用該市生氣勃

勃的的商業環境和無數商機，特別是在農業

和製造業。

為了吸引更多中國投資者，納卯市投資

促進中心主任達亞普告訴記者，納卯市為投

資者開展農業和食品加工、製造業和旅遊等

行業的業務提供了優惠政策。

達亞普表示，中國是納卯的最大貿易夥

伴，人文交流密切、互信深厚，不斷增進的

民心相通為雙方經貿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經貿合作的不斷深化又進一步推動了民心相

通，兩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她說，納卯與中國在農業、製造業、

食品加工業和旅遊業等領域合作前景廣闊。

「我們將繼續向中國市場推介納卯的投資項

目，期待更多中國投資商來納卯尋覓投資機

會。」

達亞普表示，在即將上任的政府中，納

卯市希望更加專注於針對中國市場的投資促

進。她對記者說：「我們想邀請更多的中國

人來這裡，看看我們能提供什麼，他們能做

什麼。」

她說，該地區豐富的農產品供應、原材

料供應和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使得對農業綜合

企業、食品生產和其他農業工業加工的投資

變得可行。

近年來，納卯市與中方在人文交流、農

業合作、基礎設施投資、抗擊新冠以及原住

民扶貧等領域的合作成果豐碩，給雙方人民

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據中國駐納卯市總領事黎林介紹，隨著

中菲兩國擴大農業合作，來自納卯的香蕉、

椰青、牛油果、金槍魚已經登上中國人的餐

桌，「拳頭」產品榴蓮也有望在今年內實現

對華出口。

黎林說：「我們還幫助當地人在當地種

植香蕉，為他們提供啟動資金、香蕉苗、化

肥、農藥和技術指導。此外，我們還支持原

住民婦女學習和提高民族服飾和特色手工藝

品的製作技能，增加他們的收入，傳承他們

的文化。」

在6月13日，菲律濱和中國交換了關於為

連接菲律濱南部納卯市和薩馬島的跨海大橋

提供資金的協議。

一旦建成，這座橋將在納卯市和薩馬島

之間提供一條有可靠的交通連接，提高交通

效率，促進內部流動，並激發旅遊潛力。此

外，該項目還將創造數千個就業崗位，為當

地經濟復甦和民生做出貢獻。

剛當選的納卯市長塞巴斯蒂安·杜特地感

謝中國在疫情期間對納卯的「慷慨支持」，

看好納卯與中國深化合作的未來。

他說，中國投資者在納卯人數最多、最

具實力，納卯有豐富且優質的勞動力資源，

雙方今後可在農業、製造業等領域加大合作

力度。

圖為馬尼拉市政廳外Lagusnilad出現大堵車，因為附近通往國家博物館的道路全部封閉，準備6月30日的總統就職典禮。

菲關鍵領域向外資開綠燈
本報訊：菲律濱的社會經濟規劃部長蔡

榮富昨天表示，菲律濱已經放寬了對電信和

交通等關鍵領域的外資所有權限制規定。

在週一，杜特地總統發布了一項行政

令，頒布了第12份定期外國投資負面清單，

該清單為一些關鍵領域的外國所有權開了綠

燈。

蔡榮富說，經修改後的清單與最近通過

的促進外國投資的幾項法案相一致，「也符

合放寬外資參與限制的政策。」

他說，負面清單反映了電信、國內航

運、鐵路和地鐵、航空運輸的外資所有權完

全自由化。

他補充說，菲律濱還打算放開更多領

域，例如可再生能源和取之不盡的能源，以

幫助解決「迫在眉睫的電力危機和氣候變化

問題」。

防長指中國不能阻止
菲修復馬德列山脈號
本報訊：國防部長洛仁薩那昨天表示，

中國無法阻止菲國修復馬德列山脈（Sierra 

Madre）號，這是一艘擱淺在仁愛礁上，作為

軍事哨崗的現役船艦。

此前，中國海警隊多次向菲方發出警

告，不要為破舊的二戰老式登陸艦運送建築

材料。

洛倫薩那那說，他已經與中國駐菲大使

黃溪連就此事進行了交談。

洛仁薩那在計順市亞銀那洛軍營的新

聞發布會上說：「我告訴他（中國大使），

『你們的人不能那樣做』。」

他補充說：「我們過去一直都為該特

遣支隊提供補給，自1998年以來，超過20年

（已經）……所以，你不能阻止我們修復

它。」

國防部長還指出，馬德列山脈號尚未退

役。

國防部長說：「我們必須在某種程度上

維護這艘船，因為它還在服役中。它仍然是

菲律濱海軍的一部分。」

菲詢問者日報報導稱，菲律濱軍方在上

週執行輪換和補給任務期間，中國海警呼籲

兩艘菲律濱船隻不要為馬德列山脈號運送建

築材料。

中國海警隊還部署了至少兩艘船在仁愛

礁周圍航行，並守著仁愛礁。中方警告菲律

濱補給船不要運送建築材料修復馬德列山脈

號。

莎拉上任後
將晤所有前副總統

本報訊：儘管即將卸任的副總統羅貝

禮道和即將上任的副總統莎拉．杜特地之間

沒有會面的計劃，但後者的發言人在昨天表

示，可能會安排與所有的前副總統會面，討

論一些問題。

杜特地於6月19日在家鄉納卯市宣誓就

職，將於6月30日中午正式開始擔任其副總統

任期。

與此同時，羅貝禮道將結束她作為菲國

第二高級官員的6年任期。

杜特地的發言人文薩耶克表示，「沒

有安排在6月30日之前與副總統羅貝禮道會

面」，因為她要在今天監誓並參加One Cebu

的宣誓儀式。

他說：「然而，有一個計劃是在未來幾

天邀請所有前副總統參加聯誼午餐會。」

這次會議旨在討論「副總統安全保護小

組分配給他們的安保」和「計劃中的副總統

博物館」。

但文薩耶克澄清說，上述會議「將取決

於前任副總統是否有興趣，並且需要一個大

家都有空的時間。」

如果順利推行，這將是羅貝禮道和杜特

地自2015年被拍到共進午餐以來的第一次會

面。

羅貝禮道已經表示，她之前曾與前副總

統敏乃會面。

另一方面，杜特地已派出一支過渡小組

前往計順市禮賓府，這是羅貝禮道任職副總

統6年來的辦事處。

即將上任的副總統還將使用計順市禮賓

府作為臨時辦公室，然後再尋找固定的辦公

場所。

大岷料7月中每日4600確診
陽性率已超世衛閾值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表示，如果人們的

流動性繼續增加，並且對公共衛生保障措施

的遵守程度進一步降低，到7月中旬，大岷

區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數可能會達到每天4600

人。

衛生部副部長維吉爾在接受無綫廣播電

台的採訪時表示，到7月中旬，大岷區每天可

能會錄得新增3800至4600例新冠肺炎病例。

該機構較早前把馬里謹那市、巴石市、

計順市和仙範市以及巴地洛斯市列為 新冠病

毒傳播處於中等風險水平。

維吉爾援引澳大利亞結核病建模網絡的

預測告訴記者，到7月中旬，全國每天可能有

3800至5300宗新冠肺炎病例。

該預測基於的假設包括流動性增加、對

最低公共衛生標準的遵守程度降低以及加強

劑的覆蓋率。

維吉爾說，在新冠肺炎病例再次激增的

情況下，對公共衛生保障措施的遵守率下降

了21%。

從6月20日至26日，衛生部的統計了4634 

例新病例，即每天662例感染。這比6月14日

至19日報告的感染人數高出53%。

儘管有所增加，但醫療設施使用率仍然

很低。

維吉爾說：「我們看到重症和危重症病

例的數量並沒有顯著增加。在不到20%的醫

療設施使用率的情況下，住院率仍然是可控

的。」

另一方面，獨立研究組織OCTA昨天表

示，在大岷區的14個地區的新冠肺炎病例有

所增加，其陽性率升至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

閾值以上。

OCTA研究員沓密說，在過去的7天裡，

首都地區平均有342例病例。他說，預計本週

將上升到400至500人」。

沓密補充說，病例的增加將大岷區的陽

性率提高到6%，高於世衛組織的基準。

世衛組織在較早前表示，至少兩週內低

於5%的陽性率表明流行病已「得到控制」。

沓密在簡報會上表示：「這不要緊，與

之前的激增相比仍然很低。我們繼續提醒公

眾保持警惕。」

沓密說，除了大岷區，加拉描順、西未

獅耶和南古達描島省的部分地區病例呈上升

趨勢。

陽性率從5%到7%不等。

沓密補充說，感染的增加可能是由於奧

密克戎BA.4和BA.5亞型的傳播性更強，這也

導致了其他國家的病例激增。

據沓密說，BA.4和BA.5分別比主要的奧

密克戎BA.2亞型具有19%和35%的可傳播性。

他說，遵守最低衛生標準並接種疫苗和

加強劑，以預防感染非常重要。

日企商船三井在菲成立
船舶數字解決方案公司

本報訊：6月22日，日本商船三井宣佈在

菲律濱成立全資子公司EcoMOL，通過數字解

決方案提高船舶運營效率，解決溫室氣體減

排問題。

根據商船三井「環境願景2.1」規劃，該

公司設定了到2024年底提高5%燃料效率的目

標。在短期計劃中，提高船舶運營效率，包

括為船舶安裝能源航行裝置（ESD），被認

為是最有效和最現實的解決方案。

商船三井的目標是在日常運營中採取動

態和創新的行動，利用大數據分析和持續的

實際運營績效評估。通過與各利益相關方的

合作並通過各種手段引導船舶的生態運營，

預計EcoMOL將在促進上述活動中發揮重要作

用。

商船三井相信，利用菲律濱豐富的海運

經驗，該公司將進一步增加集團範圍內的人

力資產。另外，商船三井表示，它可以通過

提供就業機會為菲律濱社會做出貢獻。

與此同時，商船三井還在進行船隊最

佳化控制統一系統項目（FOCUS Project），

通過在高頻率（每分鐘）的情形下分析從船

舶、發動機、貨物、海上天氣等10000多個感

應器所收集到的數據，旨在加強船舶安全性

並保護海洋環境，進一步提高燃料效率。

商船三井在去年6月披露了「環境願景

警方列出小馬就職禮違禁品
本報訊：菲國警已提醒那些將於週四參

加候任總統小馬科斯就職典禮的人避免攜帶

違禁物品。

在昨天的一份聲明中，菲國警公共信

息辦公室主任阿爾巴說，在場地門口檢查出

以下物品將沒收以下：背包和大包、尖銳物

體（刀具、刀片、刀具等）、酒精飲料和香

煙、化學品、煙花爆竹、打火機、火柴等易

燃物品、無人機。

他說：「對這些物品禁令確保不會有任

何違禁品帶進宣誓就職典禮場地，以保證所

有與會者的安全。」

菲國警建議使用透明袋或容器來加快檢

查過程。

阿爾巴還要求客人和其他與會者就活動

的嚴格安全檢查給予充分合作。

他說：「我們還建議他們比預定就職典

禮時間提前至少兩個小時到達，因為安檢可

能需要幾分鐘。」

菲 國 警 表 示 ， 所 有 接 近 就 職 典 禮 場

地——國家博物館附近的車輛也將接受徹底

檢查。

據菲國警負責人達瑙說，只有確認出席

的賓客名單上的人才能進入該場所。

他補充說，包括就職典禮的工作人員在

內的客人也將接受檢查。

菲醫師學會指毋需提高防疫警戒
本報訊：儘管國都區的新冠肺炎病例略

有增加，但菲醫師學會於昨天表示，沒有必

要提高防疫警戒級別。

在上週六（6月25日），由於新冠肺炎

病例持續上升，衛生部稱國都區的5個地區處

於「中等風險」狀態。這些地區是巴石、仙

範、計順市、馬里謹那和巴地洛斯。

國都區目前仍處於第1級防警戒。

菲醫師學會會長林賓醫生表示，如果醫

療設施使用率上升，防疫警戒級別可能會提

高到更具限制性的第2級。

她在接受無綫廣播電台的採訪時說：

「目前，即使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人數略有

增加，仍不需要提高防疫警戒級別。」

此外，她指出，菲醫師學會尚未建議提

高防疫警戒級別，因為這將影響許多菲律濱

人和菲國的經濟。

她說，必須始終遵守衛生和安全規程，

並表示，公眾必須繼續戴口罩，以保護他們

免受可怕疾病的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