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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Akbayan黨團成員昨日在計順市自由廣場上擺設“更換面罩”攤位，希望能減少因新
冠疫情造成的醫療廢物。該組織呼籲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採取同樣的措施來回收面罩和其他醫
療廢物。

海關指中國是最大走私貨來源
本報訊：海關局昨天透露，中國仍然是

最大的走私商品來源地，走私商品中冒牌產

品的數量最多。

在由Probinsyano Ako黨團組織眾議員小

扶西．星順主持的眾議院公共賬目委員會的

簡報中，海關局長藝禮洛表示，中國是走私

貨物的頭號來源，導致政府損失數十億披索

的稅款收入。

在回應小星順的詢問時，藝禮洛說，在

走私物品中，最多的是冒牌商品。

他 說 ： 「 我 們 觀 察 到 ， 最 多 是 冒 牌

商品、日用商品和涉及侵犯知識產權的商

品。」

他報告，從2019年至2021年10月，海關

局查獲了總值540億披索的走私商品。

來自中國、越南、泰國和其他國家的農

產品走私並不多，因為這些產品大部分都包

含在菲律濱和相關國家之間的貿易協議中。

但是，小星順說，農產品的進口已經達到了

令人擔憂的水平，它剝奪了本地農民的市場

份額。

小星順感慨：「我們的許多農民都在哭

泣。蔬菜和其他產品的價格下降了。每一次

進口都使我們的農民失去了養活家人、教育

孩子和體面生活的生計來源。」

他說，海關局可以通過嚴格執行有關合

法進口的程序和文件要求來幫助農民。

藝禮洛透露，儘管疫情的影響，海關局

已經超過了2020年的目標。

目標是5061.5億披索，而實際的稅款收

入是5376.87億披索。

從2021年1月到2021年10月，海關局也

超過了5131.97億披索的目標，實際稅收為

5253.67披索，但在2019年，6610.44億披索的

稅收目標並沒有實現，稅收只有6303.1億披

索。

亞典沙轟民調機構替小馬造勢
本報訊：副眾議長、生命黨團（Buhay）

眾議員亞典沙昨日抨擊Publicus Asia進行的民

調「有偏見」，「帶有政治宣傳的意味」。

該公司自詡尋求成為「競選管理的一站式服

務，無論這是政治、企業還是公共利益」。

亞典沙在虛擬新聞發佈會上說，公眾不

應該相信這家公關公司一直在進行的政治民

意調查。

亞典沙說：「我不能接受馬璐·地屐的

話，因為他們進行的調查帶有政治宣傳的味

道。」亞典沙是PROMDI黨總統候選人、參

議員巴喬的競選夥伴。

地屐是Publicus Asia的創始人和首席執行

官。

亞典沙在回答一名記者提出的有關政治

調查的問題時說：「不要相信那些話，如果

你相信的話，你只是在欺騙自己。」

Publicus Asia在其網站上表示，該公司成

立於2003年，自那以後「通過提供有針對性

的全面綜合諮詢服務，有效地代表我們的客

戶面對地方、國家和國際政府。」「Publicus

在菲律濱的遊說和政治活動管理這一新興行

業樹立了標準。」

在Publicus Asia最近的一項調查中，前參

議員小馬科斯和納卯市長莎拉·杜特地分別在

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中排名第一。

該公司表示，在11月16日至18日進行的

調查中，對全國20多萬名登記選民中的1500

名進行了問卷調查。

Publicus Asia在10月11日至18日的調查中

稱，馬科斯在總統選舉中領先，而當時的副

總統選舉中，參議員蒙·吳領先。

亞典沙認為，該公司進行的調查只是為

了製造一種「潮流」效應。

他說：「在政治上，誰是客戶誰就是贏

家。」

轆遜促維持西菲海力量平衡
本報訊：在中國軍人的一系列無線電挑

戰之後，參議員轆遜強調了他所說的「西菲

律濱海的力量平衡」的必要性，好讓菲律濱

在其專屬經濟區行使主權權利。

轆遜此前曾呼籲菲律濱盟友的支持，以

防止較小的國家在南中國海受到欺負，而南

中國海的其中一部分是西菲律濱海。

這一聲明是在這位總統候選人於上星期

六前往希望島（中國稱中業島）期間被告知

離開該區域之後發出的。

根據報導，中國海軍用無線電向轆遜的

飛機發出如下信息：「你們正在接近我們的

軍事區。請遠離該區域並立即離開。你的行

為是不友好和危險的。」

無線電信息補充：「這是中國海軍。你

正在靠近我們的軍事警戒區。立刻離開，以

避誤判情勢。」

在昨早的聲明中，身為參議院國防安全

委員會主席的轆遜稱，此事件「完全無法令

人接受，甚至是可悲的，對於參與到仁愛礁

補給任務的人來說。」

他說：「一艘駐紮在距希望島3海浬多的

中國海警船通過無線電對我發起挑戰，我從

未考慮過要退縮。除了可能被遙距射擊，這

是我的國家，不是他們的。他們沒有權利。

這就是我的心態。」

他說：「這是我的國家，任何外國武裝

部隊都不能要求我離開。」

轆遜在聲明中還說，其中一艘中國船的

挑戰發生在他們接近島上的飛機跑道時。

他稱，當他們著陸時，他還收到一則短

信稱：「歡迎來到中國。」

轆遜在週末說：「今天，我和我們的愛

國士兵在距離中國海軍船3海浬多的希望島

上，插上了我們的國旗。」

轆遜在與執法官員的會面中建議，他

們「影響我們的國家領導層」，通過擴大與

「支持西菲律濱海航行自由」的裝備更好之

國家的結盟，朝著維持權力平衡的方向發

展。前菲國警總監、參議員候選人埃萊薩爾

當天與轆遜同行。

埃萊薩爾在另一聲明中稱：「我們堅持

主權的立場並不一定會像其他人所想的那樣

轉化為戰爭。」

他說：「我們已經贏得了仲裁案官司，

我們將支持任何對話的行動，並尋求國際社

會，特別是我們的盟友的支持，以確保航行

自由和恢復我們傳統捕魚權的正常狀態。」

政敵造謠女兒在美被捕
羅貝禮道呼籲公眾勿信

本報訊：副總統麗妮·羅貝禮道週一警告

公眾，不要相信有關她女兒愛佳·羅貝禮道在

美國被捕的假新聞。

羅貝禮道在臉書上說，一些人寫信給哈

佛大學甘乃迪學院，要求取消對她的錄取，

因為她的學費是用腐敗的政府資金支付的。

但這所美國學校拒絕了這一要求。

羅貝禮道說：「當愛佳在哈佛大學甘乃

迪學院攻讀公共管理碩士時，我們的反對者

致信學校，要求撤銷對愛佳的錄取，因為他

們聲稱，我一直通過腐敗的政府資金為她支

付學費。」

她說：「他們被羞辱，被嘲笑。他們不

知道的是，愛佳拿的是學校的全額獎學金。

她的學費、宿舍和生活費都是免費的。參加

這個課程競爭很激烈，因為這是一個學位項

目。」

羅貝禮道進一步指出，愛佳被這所學校

錄取是因為她的學歷，而不是因為她是副總

統的女兒。

然後她分享了一份假新聞，標題是「愛

佳·羅貝禮道在美國被捕後，被批准保釋。」

她還駁斥了有關她女兒犯罪的任何報

道。

她寫道：「我很抱歉，但我們所有的孩

子都很努力，她們學習很好。她們不參與政

治，她們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表現良好。她

們都沒有參與非法行為。」

羅貝禮道表示，該報道需要糾正，因為

還有一些人很容易相信假新聞。

5國戰艦在菲律濱海演習
香港中通社11月22日電：美國第七艦

隊司令部官方網站11月21日發佈消息稱，從

11月21日到11月30日，來自澳大利亞、加拿

大、德國、日本和美國的海上部隊在菲律濱

海舉行了代號為「ANNUALEX」的多邊聯合

演習。 

消息稱，參加此次演練的包括澳大利亞

皇家海軍、加拿大皇家海軍、德國海軍、日

本海上自衛隊和美國海軍的兵力，演習內容

包括海上通行、反潛作戰、空中作戰、海上

補給、跨甲板飛行和海上封鎖。 

美國第七艦隊司令部表示， 該演習是由

日本海上自衛隊主導的年度海上演練活動，

來自世界多地的海軍部隊被邀請參加這一活

動，以「加強持久的關係，同時提高各層級

的海軍實力」。

美國第七艦隊司令部表示，此次演習將

在日本南部外海和菲律濱海舉行，美國海軍

的參演兵力包括「卡爾·文森」號航母、「尚

普蘭湖」號導彈巡洋艦、「斯托爾達克」號

驅逐艦以及「拉帕漢諾克」號補給艦。 

從美方發佈照片上看，五國至少17艘軍

艦參與軍演，包括兩艘潛艦。 

此次五國聯合軍演適逢德國巡防艦「巴

伐利亞」號訪問亞洲，也是德國海軍20年來

首度在印太地區參與軍演。德國海軍司令捨

恩巴赫表示，德國海軍將透過與地區盟友進

行更深入的防務合作，來加強對印太地區的

承諾，未來將力求每兩年向印太地區派遣德

國護衛艦及補給艦。

所有A3人群下週可打第三針
本報訊：衛生部長杜計昨天說，已完全

接種了新冠疫苗的共病或同時有醫療情況的

人可能很快就能接種新冠疫苗加強劑。

杜計在老年人和免疫系統受損或減弱者

的加強劑接種儀式上說：「在一週後，不屬

於免疫受損人群的A3（優先群組）將開始接

種加強劑。」

從昨天開始，已完全接種疫苗的老年人

和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如器官移植或癌症

患者可獲注射第三劑。繼醫護人員後，這些

人可優先接種加強劑，因為他們屬於這種疾

病的高風險人群。

當被問及為何不是立刻向A3優先群組的

所有人提供加強劑，而是要分階段進行時，

杜計說，這是一個「管理決定」。

他說：「這樣，我們就不會在同一時間

處理所有的事情，因為這是除了正在進行中

的基礎疫苗注射以外的工作。」

新增984確診 
活躍病例降至1.9萬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報告，新增新冠肺

炎病例僅984例，使累計新冠肺炎病例總數增

至2,836,853例。

這是繼11月16日（849例）之後的第二次

最低單日確診數字。

據衛生部說，上週六的共35,901人接受

了新冠病毒檢測，陽性率僅為2.8%。

活躍病例為19,798例，其中56.6%屬輕症

病例。

4.6%屬無症狀病例，13.3%屬重症病例，

5.6%屬危重病例。

再有2229名患者康復，累計新冠肺炎康

復人數增至2,759,767人。

另外，再有218名患者死亡，累計新冠肺

炎死亡人數增至47,288人。

衛生部說，2家實驗室沒有在11月20日運

作，3家實驗室沒有提交他們的數據。

衛生部的最新數據顯示，全國32%的重

症監護病床在使用中，18%的呼吸機在使用

中。

在大岷區，31%的重症監護病床在使用

中，20%的呼吸機在使用中。

葛丹戀斯省進入4級警戒
本報訊：衛生部說，在全國範圍內實施

防疫警戒級別系統後，在米骨地區的葛丹戀

斯省被置於第4級警戒。菲律濱試圖放鬆限

制，以開放經濟，同時實施針對性或小範圍

封鎖，以控制新冠疫情的同時，當局在9月在

大岷區試行了5級防疫警戒級別系統的措施。

葛丹戀斯被置於第4級，根據政府的指

引，只允許18歲至65歲的人士進行區內和跨

區出行。室內場所可接待已完全接種了疫苗

的人，最高入座或入場率為10%，室外場地

的最高入座或入場率為30%。

另外，12個地區處於第3級，在這一警戒

級別之下，所有年齡的人都可以單獨進行戶

外活動，室內場所可接待已完全接種了疫苗

的人，最高入座或入場率為30%，室外場地

的最高入座或入場率為50%。

以下地區處於第3級：亞巴遙、碧瑤市、

伊富爻、高山省、描丹尼斯、蕊描未實該

耶、基仁諾、施基賀、伊沙迷拉市、三寶顏

市、迪那牙特島群、蘇祿。

據衛生部副部長維吉爾說，在13個地區

處於第3級和第4級警戒，有9個地區的病例和

醫師設施使用數據有所改善。她補充說，描

丹尼斯、碧瑤和高山省的疫情仍屬於中度至

高風險水平。

大岷區和其他地區處於第2級。在這些

地區，室內場所可接待已完全接種了疫苗

的人以及18歲以下者，最高入座或入場率為

50%，室外場地的最高入座或入場率為

70%。維吉爾說：「然而，我們觀察到

拉布—拉布市的指標可能需要從第2級升

到第3級。」

全國疫情風險低
已出現負增長

本報訊：衛生部副部長維吉爾昨天

宣布，全國所有地區的新冠肺炎疫情風

險是極小至很低。

她在衛生部的記者會期間說：「所

有地區的疫情風險現在都處於極低至很低

的水平，兩週增長率為負值，日均發病率

低於每10萬人7例。第2行政區的最近兩週

的增長率為正數。」

她補充：「大多數地區的新冠肺炎

病床和重症監護病床總體使用率處於低水

平狀況。第9行政區的重症監護病床使用

率處於中等水平狀況，為54%。」

至於首都地區，維吉爾指出，大岷

區的疫情屬於低風險，因為兩週增長率

為負值，而且日均發病率為每10萬人2.69

例，這是略高於之前的1.48例。

她說，大岷區的重症監護病床使用

率是在低水平狀況。

她說：「在全國範圍內，我們仍處

於低風險，兩週增長率為-49%，日均發

病率為每10萬人1.55例。國家醫療系統能

力處於低風險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