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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央行說，網上流傳一張印有扶西黎剎醫生的150披索面額的鈔票是假的。

圖為計順市貧民窟昨日大火，燒毀了數百個棚屋。	 	 	 	 	 	 	 	 	 	 <新華社>

移民局指中文「洗黑」廣告為騙局
本報訊：移民局發言人桑多瓦昨天表

示，社交媒體上流傳的有關從移民局黑名

單中除名的100萬至500萬披索收費是一個騙

局。

桑多瓦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們認為這

是一種騙局，人們被邀請與騙子進行在線交

易。」

此前，反犯罪監管機構表示他們收到有

關從移民局黑名單除名的在線開價的報告。

恢復治安運動主席蔡嘉權表示，這些開

價正在中文社交媒體平台上流傳。

桑多瓦說：「我們注意到了，這在參議

院聽證會上曾被提及，這些廣告是在臉書上

看到的，所以我們很擔心這是騙局之一，我

們提醒民眾要小心提防。」

此外，桑多瓦表示，他們沒有發現在將

名字列入黑名單或從黑名單中除名方面存在

任何違規行為。

她說：「目前，我們未發現有任何與黑

名單除名、列入黑名單有關的違規行為。」

美承諾助菲軍現代化
將援南島地震受害者

本報訊：美國昨天承諾幫助菲律濱

軍隊實現現代化，並援助最近在納卯黎奧

洛發生地震的受災者。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在馬拉干鄢宮

禮訪小馬科斯時做出了這一承諾。

他 告 訴 總 統 ： 「 從 國 防 的 角 度 來

看，我們將繼續與我們偉大的合作夥伴合

作，建立和現代化你們的能力，並提高我

們的互操作性。」

在與中國在西菲律濱海的爭端中，

國防部長牙未斯在與奧斯汀舉行的新聞發

布會上表示，馬尼拉期待加強與美國在海

上安全方面的合作。

牙未斯還表示，菲國希望從華盛頓

獲得更多援助，以確保飛機安全，從而改

善救災和搜救行動。

與此同時，小馬科斯感謝奧斯汀在

地區「局勢非常複雜的情況」時訪問菲

國。

他還表示，由於長期的伙伴關係，

他認為菲律濱的未來與美國息息相關。

這兩個盟國於1951年簽署了一項互防

條約。菲律濱還擁有兩個巨大的美國基地

數十年，直到 1990 年代初關閉。

小馬科斯告訴美國官員：「當我們

穿越這個相當麻煩的水域、地緣政治水域

和經濟水域時，我再次非常重視這種夥伴

關係。」

在會談期間，奧斯汀還表示，美國

準備幫助在週三晚上遭遇6 級地震的納卯

黎奧洛災民。

他說：「我認為我們的國際開發署

人員就在該地區，他們隨時準備在可能的

時間和地點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在奧斯汀的禮訪後不久，國防部宣

布與美國達成協議，擴大美國的軍事存

在，允許美國部隊能夠進入菲國的另外4

個基地。

馬哈利卡基金或導致
子孫後代陷債務困境

本報訊：參議院少數黨領袖彭敏直

昨天表示，擬議中的馬哈利卡投資基金的

潛在影響可能會使菲國子孫後代陷入債務

困境。

彭敏直的言論與國家司庫禮良的說

法相矛盾，禮良認為有爭議的基金將減少

菲國的債務。

彭敏直在接受採訪時說:「該法案賦

予馬哈利卡投資公司借錢的權力。現在怎

麼樣了？從理論上講，我們留給子孫後代

的遺產是更多的債務。」

他補充說:「如果 馬哈利卡投資基金

的支持者真的被說服了，他們為什麼要賦

予公司借錢的權力？去掉這個，讓我們看

看他們到底有多自信。」

對 於 彭 敏 直 來 說 ， 禮 良 的 說 法 是

「一廂情願的想法」。

當被問及他如何看待較少債務的說

法時，參議員彭敏直表示：「我們可以

使用一廂情願、虛張聲勢、過度自信來形

容。」

截至 2022 年 11 月，菲律濱債務已升

至 13.6兆披索。

參議院第 1670 號法案和眾議院第 

6608 號法案是尋求建立馬哈利卡投資基金

的法案，由小馬科斯總統的盟友發起。

眾議院已於去年 12 月通過了其法

案。

然而，參議員洪智維洛斯表示，考

慮到它將處理數十億披索，對違反該基金

規定者的處罰「輕得離譜」。

政府無法從被沒收的非法所得資金

得益——即使是MIC董事會成員的刑事定

罪也不會讓他們永遠退出公共服務。更令

洪智維洛斯震驚的是，甚至沒有應對洗錢

事件的計劃。

另一方面，財政部長陸諾建議立法

者決定是否增加罰款。

央行否認發行150面額鈔票
本報訊：菲央行昨天表示，它沒有發行

新設計或新面額的鈔票。

此前，網上流傳一張印有扶西黎剎醫生

的150披索面額鈔票的圖像。

菲央行表示：「社交媒體上流傳的上述

鈔票圖像是虛構的。」

因此，菲央行建議公眾驗證在社交媒體

和其他渠道上發現的有關菲律濱紙幣和硬幣

的信息的合法性。

它說：「為了驗證，請訪問菲央行官方

網站 www.bsp.gov.ph 的紙幣和硬幣網頁。」

它補充說：「中央銀行鼓勵公眾通過電

子郵件地址 pcig@bsp.gov.ph 或致電+63-2-8988  

-4833 和 +63-2-8926-5092，向 菲央行的支付和

貨幣調查組舉報參與製造和／或分銷菲律濱

偽鈔的人員。」

政府擬將地鐵和南北鐵路私有化
本報訊：根據小馬科斯政府促進公私合

作夥伴關係的倡議，交通部打算將兩個大型

鐵路項目的運營和維護工作私有化。

昨天在曼達俞央市舉行的儀式上，交通

部和總部位於馬尼拉的多邊貸款機構——亞

洲開發銀行就大岷地鐵和南北通勤鐵路項目

的運營和維護工作最終移交給通過了競爭性

挑選過程的私人運營商事宜，簽署了交易服

務諮詢協議。雙方還就尼蕊亞謹諾國際機場

的現代化和擴建簽署了類似協議，政府也打

算將其私有化。

交通部長卯智斯沓在簽署儀式期間表

示：「我們今天簽署的三項交易諮詢協議將

使我們能夠快速完成我們正在進行的大型鐵

路項目，以及我們國家主要機場急需的改善

工程。」根據協議，亞洲開發銀行將提供交

易諮詢，以支持交通部為大岷地鐵和南北通

勤鐵路選擇合格且經驗豐富的私營運營商。

卯智斯沓說：「通過亞行對大岷地鐵項

目和南北通勤鐵路提供的諮詢服務，我們可

以微調微調遴選程序，以挑選最具資格和最

有經驗的私營營辦商。」

亞行通過其公私合作辦事處為選擇大岷

地鐵和南北通勤鐵路私營運營商提供的諮詢

支援服務將持續到 2024 年 12 月。

至於尼蕊亞謹諾國際機場的諮詢服務協

議的期限持續36個月或至中標者簽署機場運

營與維護私有化協議之日止。

交通部負責人在早前表示，交通部正在

與亞洲開發銀行合作，準備尼蕊亞謹諾國際

機場 私有化的職權範圍。

卯智斯沓說：「在意識到我們的項目面

臨有限的財政空間分配後，我們必須發揮創

造力。因此，我們決定轉向我們一直支持的

私營界和金融機構合作夥伴。」

交通部長重申，只有鐵路項目和尼蕊

亞謹諾國際機場的運營和維護工作將被私有

化，資產將保留在政府手中。

他說：「所有權將永遠屬於政府。」

卯智斯沓表示，亞行將幫助交通部找到

「合適的團隊」來處理大型項目的運營和維

護工作。

醫護長者和合併症人士 可優先打二價新冠疫苗
本報訊：衛生部表示，一旦菲國可提供

二價新冠疫苗，醫療工作者、老年人和患有

合併症的人將首先接種二價疫苗。

衛生部此前表示，由於最初抵達菲國的

二價新冠疫苗數量有限，將實施優先策略。

在昨天的聲明中，衛生部表示，它已經

「獲COVAX初步捐贈了大約100萬劑輝瑞二

價新冠疫苗。」

衛生部表示，這些疫苗預計將在「三月

底之前」抵達菲國。

衛生部稱：「對於這批二價疫苗，應根

據COVAX設定的條件，A1（醫護人員）、A2

（老年人）和 A3（有合併症的人）優先獲接

種。」它補充說：「一旦獲提供更多劑量，

優先順序可能會擴大到其他優先群體。」

衛生部表示，目前正在最終確定使用二

價疫苗的指引。它說：「請放心，指引將及

時發布，以便在菲國實施疫苗推廣。」

它補充說：「目前，衛生部正在研究不

同的策略和分配機制，考慮使用疫苗的可接

受性、公平性和運營效率。」

外僑拘留所可用手機 法長令查移民局人員
本報訊：在昨天，司法部長黎穆惹表

示，不會放過允許被拘留的的外籍人士使用

手機的任何移民局人員。

黎穆惹說：「我們不會放過允許逃犯獲

得通信手段的人，特別如果他們的業務是欺

詐。 這對我或我們任何人來說都是不可接受

的。」移民局通知黎穆惹，在其拘留所沒收

了大量手機。 他說，一名日本國民被發現擁

有 6 部 蘋果手機。

這名外國人是被移民局拘留的4名日本逃

犯之一，日本政府已尋求將其驅逐出境。

這4名日本人被懷疑是在日本活動的搶劫

團伙的成員，該團伙的頭目是一個名叫「路

飛」的人，據信他就在被拘留者之列。

黎穆惹說：「我知道這些人是誰。驅逐

出境手續完成後，我會解決這些問題。 我希

望在問責部門內部人員之前，先完成驅逐出

境程序，但我們會讓相關人士在此程序之後

對所有事情承擔負責。」

他說，移民局已經開始調查，正在檢查

沒收的手機。

菲每年數千10-14歲女童懷孕
本報訊：根據菲人口與發展委員會的數

據，儘管 15 至 19 歲少女懷孕率有所下降，

但新的擔憂又出現了：10 至 14 歲少女的分

娩。人口與發展委員會執行總監貝薩禮斯敦

促政府採取行動減少低齡人群的懷孕率。

她在眾議院青年和體育發展委員會聽證

會上說：「我們現在擔心的是10到14歲的懷

孕率。」 貝薩禮斯援引菲律濱統計署民事統

計登記局的數據稱，在2020 年，該年齡組錄

得了 2113 人分娩。她隨後指出，根據衛生部

的地方衛生服務信息系統，2020 年有 2,534 

名 10 至 14 歲的菲律濱年輕人分娩，但這一

數字在 2021 年下降至 2,299。

貝薩禮斯進一步強調：「統計數據因數

據來源而異，但都令人擔憂。 如果我可以強

調，10 到 14 歲年齡組現在是我們需要研究

的問題。」社會福利部社會技術局的描塞塔

表示，在2019年，10至14 歲年齡段女孩的分

娩人數為2411人。她說：「到了2021 年，我

們已經有13.3萬個未成年人主導的家庭。」

她還指出，這涵蓋了10至19歲的青少年。

衛生部的衛生專家丹尼拉醫生指出，缺

乏教育可能是 10 至 14 歲女孩懷孕趨勢背後

的原因之一。

他說：「我希望這是我的猜想，但這是

一個危險信號。如果我們將受過高等教育的 

15 至 19 歲少女懷孕減少，那麼 10 至 14 歲

呢？ 我們真的接觸到他們了嗎？ 它們是虐待

兒童的產物嗎？ 這對我們來說仍然是一個大

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