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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仁諾公佈「糧食生產戰略計劃」
本報訊：總統候選人、馬尼拉市長莫仁

諾昨天公佈了他的「糧食生產戰略計劃」，

如果當選為總統，這將指導他加強國家的糧

食安全工作。

莫仁諾在內湖省椰農及其家人出席的一

個鎮公會會議說：「在2022年起，我們必須

制定《糧食生產戰略計劃》，這將成為所有

直接參與糧食生產的部和其他機構的預算指

南。」

該計劃所包括的部門包括農業部、他提

議的漁業水產資源部、土改部以及與糧食生

產和分配有關的其他機構。

他解釋：「目前，每年對農業的支持都

在上下波動。必須有一個糧食生產計劃。政

府支出需要有一個目標。支持糧食生產的5年

中期支出將針對這一目標。」

他還說，5年計劃必須讓糧食生產的不同

主要利益攸關方參與，以便在制定糧食生產

戰略時適當考慮到他們的問題和解決辦法。

莫仁諾在較早前稱，他的糧食生產計劃

包括暫停將農業用地轉為其他用途3年，並通

過《國家土地使用法》。

他解釋說，擬議的國家土地使用法將設

立一個國家土地使用管理局，負責起草和監

督國家土地使用計劃，根據用途對土地進行

分類：保護（用于保育）、生產（用于農業

和漁業）、定居點發展（用于居住）和基礎

設施發展（用于交通、通信、水資源、社會

基礎設施）。

他說：「我完全支持發展，但前提是要

犧牲我們實現糧食充足的目標。必須保證農

地不變。」

他說，其民主行動黨的團隊希望繼續

「與盡量多的人，在盡量多的地方」進行對

話。

以便他們瞭解農村居民的真實情況，並

為人民的問題提出獨特的解決方案。

同時，莫仁諾的競選搭檔許偉利在內湖

省仙巴布洛也說，如果他們在2022年的選舉

中勝出，他們會優先考慮建設一個菲律濱癌

症中心，以照顧患有致命疾病者的需要，尤

其是那些窮人。

許偉利解釋，癌症中心將配備最先進的

設備，如直線加速器（用于放射治療）、正

子掃瞄（PET掃瞄）和磁共振成像（MRI）機

器。

許偉利說：「現代的癌症中心將花費25

億披索。馬尼拉市長莫仁諾說，我們可以做

到。它會有最好的設備…它還將包括一個住

院設施，癌症患者可以在那裡接受治療。」

許偉利還承諾改善全國16座區域公共醫

院。

他解釋：「我們將在這些區域醫院設立

心臟、透析、肺和腎臟中心，如此，患者就

不必前往大岷區了。」

他補充，政府需要提高公立醫院提供的

服務質量，特別是在各省。

他認為，通過為區域公立醫院提供更好

的設備和設施，將會有更多的醫生來這些醫

院工作。

隨著聖誕節的臨近  馬尼拉警察局總部的燈籠亮起
距離聖誕節已不到一個月，聯合國大道馬尼拉警區總部的一名非制服人員週六爬上一棵

樹為聖誕燈飾鋪設電纜。 由于本國的 COVID-19 病例和陽性率繼續下降，今年首都區的聖誕
節氣氛比去年更加濃厚。 

黎虞斯曼競選宣言
向億萬富翁徵收財富稅

<上接頭版>
該計劃的目標是每年僱傭200萬名工人，

日薪為750披索。

其聲明稱：「這將通過對金融資產徵收

經常性財富稅來籌集資金，根據分級稅率和

財富門檻，從1%到5%不等。」

黎虞斯曼還在準備一個失業保險計劃，

每年的預算為900億披索。該計劃旨在為130

萬非自願失業的工人提供500披索日津貼，為

期6個月。

這位工會領袖說，如果他當選總統，

他還希望推翻《企業復甦和企業稅收優惠

法》，以增加企業所得稅收入，為失業保險

計劃提供資金。

每年還將撥出2500億披索的預算，以確

保為醫護人員提供更好的報酬。

注射器短缺

全國疫苗接種日活動目標
由1500萬減至900萬劑

本報訊：政府昨天說，由于注射器短

缺，它將把原定于週一開始的為期3天的疫苗

接種活動之目標，從最初的1500萬針調整到

900萬針。

在一份聯合聲明中，國家抗擊新冠肺炎

特別工作組和國家疫苗接種行動中心表示，

由于全球短缺，他們通過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購買的注射器將「延遲」發貨。

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早些時候表示，這也

是他們無法推進疫苗接種的原因。

聲明稱：「當我們在大岷區以外的16個

行政區為這一大規模行動做最後準備時，目

前遇到輝瑞疫苗的輔助供應短缺，特別是注

射器，以及其他後勤方面的挑戰。」

不過，從11月29日到12月1日，有關部門

仍計劃每天注射300萬針疫苗，目標人群也包

括12至17歲的青少年。這一群組只允許使用

輝瑞和莫德納的信使核糖核酸型疫苗，需要

特定的0.3ml注射器。

他們說，為期3天的疫苗運動也將重點注

射第一針和加強針。

他們說：「我們知道，為每個疫苗品牌

提供充足的輔助供應對舉辦全國疫苗接種日

至關重要。」

他們補充：「同樣，這些品牌的疫苗

被用作加強劑和第三劑疫苗，為醫護工作人

員、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注射。」

為了在年底前實現至少5400萬人全面接

種疫苗，有關部門表示，將在12月15日至12

月17日期間再安排3天的疫苗接種日。

目前還不清楚他們打算在第二輪計劃為

多少人接種疫苗。

 英國完成捐贈菲律濱
520萬劑阿斯利康疫苗
本 報 訊 ： 英 國 向 菲 律 濱 額 外 捐 贈 了

1,746,160劑阿斯利康疫苗在昨天下午送達菲

律濱。

英國捐贈的疫苗于下午4點左右，由阿聯

酋航空EK332班機負責運送的疫苗抵達尼蕊

亞謹諾國際機場3號航站樓。捐贈的疫苗是通

過了全球疫苗保障機制。

英 國 承 諾 分 三 批 向 菲 律 濱 免 費 提 供

5,225,200劑新冠疫苗。

第一批3,191,040劑疫苗已於上週四運

抵，第二批28.8萬劑已於週五運抵。英國大

使館副館長阿拉希爾．沃爾頓．托蒂說：

「我很高興我們本週能夠從英國供應520多萬

劑阿斯利康疫苗。這是我們承諾到明年在全

球範圍內提供 1 億劑疫苗的有力例證。」這

些捐贈趕及在11月29日至12月1日的「全國疫

苗接種日」的關鍵時刻。

到目前為止，英國已經向菲律濱捐贈了

大約560萬劑疫苗，以支持菲國應對全球衛生

危機。在今年8月2日，英國也向馬尼拉免費

贈送了415,040劑阿斯利康。

托蒂補充：「我們期待在與菲律濱的衛

生夥伴關係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埃萊薩爾:
   馬德雷號總有一天全毀

控制仁愛礁需長期計劃
本報訊：參議員候選人埃萊薩爾不

僅堅持不移走坐灘在仁愛礁上的馬德雷

號，更加關心的是確保菲國政府控制該

地區的長期計劃，因為他強調，這艘舊

船最終會不適合部隊人員居住。

埃萊薩爾說：「坐灘在仁愛礁的馬

德雷號不是當中的問題，因為那顯然是

屬於我們，這裡的真正問題是我們應該

如何用一個永久性結構取代馬德雷號，

這將象徵我們在該地區的權利和所有

權。」

他解釋，總有一天，馬德雷號會被

完全損壞，不再適合駐紮在仁愛礁的士

兵居住。

埃萊薩爾是在中國要求菲律濱移走

坐灘在仁愛礁上的馬德雷號之後發表此

聲明。

國防部長洛仁薩那拒絕了要求，他

稱，仁愛礁顯然是位于菲律濱的專屬經

濟區內。

埃萊薩爾說：「如果你們想讓非法

佔地者離開一個地區，你必須證明它是

屬於你們的。但仁愛礁情況就不同了。

那些想讓我們離開的人沒有任何擁有它

的依據，他們所擁有的只是要求。」

他補充：「應該離開的是他們，

因為根據洛仁薩那部長的說法，我們至

少有兩份文件表明，仁愛礁是屬於我們

的。」

羅貝禮道:

反共特別工作組值得支持
惟其粗心言論毀自己形象
本報訊：副總統羅貝禮道說，她支持

杜特地總統的備受爭議的反共特別工作組，

但該工作組成員的「粗心」聲明使該機構

處于不利地位。她此前曾呼籲廢除「結束

共產主義地方武裝衝突國家任務組」（NTF 

ELCAC），她在週五的一次會議上向菲裝部

隊領導層保證，她支持政府的反叛亂行動。

她說：「我想要解決房間裡的大象，因

為我已經被引述了很多次，我支持廢除NTF 

ELCAC。今天我想強調的是，我完全支持

ELCAC的使命和職能。」

對羅貝禮道來說，該組織的描籠涯發展

計劃是「最好的一部分」。根據特別工作組

的說法，該計劃旨在為以前飽受衝突困擾的

社區帶來「發展」。

她說，但NTF-ELCAC的一些成員的「粗

心言論」讓整個工作組蒙上了陰影。

她說：「我一直受到不公平的指控。我

被貼上了紅色標籤，但這是毫無根據的。我

和你們一樣，通過解決這些核心問題和周邊

問題來制止叛亂。」

參議員們，包括那些與羅貝禮道結盟的

人，削減了反叛亂工作組的預算，使其明年

只剩下40億披索的預算。

 為期3天全國疫苗接種日
馬尼拉指定75個接種點

本報訊：馬尼拉市政府全力支持杜特地

總統和跨機構工作組的呼籲，將在下週為期

3天的全國疫苗接種日中指定75個接種點，加

強大規模疫苗接種工作。

副市長拉古那和邦彥醫生所領導的馬尼

拉市衛生部辦事處將在2021年11月29日至12

月1日期間監督覆蓋未接種疫苗人群的接種工

作。

馬尼拉市長莫仁諾說，他和拉古那同意

為此目的分配18個社區站點（為12至17歲的

未成年人提供第一劑和第二劑輝瑞疫苗，以

及為醫護前線人員、老年人和特定的合併症

人群提供所有品牌和加強劑；4個購物中心

（為合資格的未成年人士注射第二劑）；6

個市營醫生（為合資格的未成年人士提供第

一和第二劑，為A1至A5群組提供第一劑，為

A1、A2和A3提供所有品牌和加強劑）。

將用于為符合條件的人提供第一劑疫苗

的私立學校是馬尼拉大教堂學校、聖嬰天主

教學校和馬尼拉的拉康蘇拉順學院，同時，

還將在馬尼拉6個區的所有社區開放44個衛生

中心。

菲昨增899新冠肺炎確診 活躍病例續減至17052例
本報訊：衛生部報告，昨天新增899宗確

診新冠肺炎病例，這是菲國連續第4天的單日

新增確診病例少于1000。

衛生部說，活躍病例為17,052例，其中

49%屬輕症病例，6.9%屬無症狀病例，22.7%

屬中度症狀病例，15%屬重症病例，6.3%屬

危重病例。

菲國的新冠病毒陽性率為2.4%，累低于

週五的2.5%。這是在世界衛生組織的陽性率

少于5%的標準內，檢測數量為37,224次。

再有1667名患者康復，累計新冠肺炎康

復者總數增至2,765,920人，再有188名患者死

亡，累計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增至48,205人。

菲國的累計新冠肺炎總數增至2,831,177

例。

數據還顯示，在全國3,700張重症監護病

床中，27%在使用中。

全國1.33萬張大房病床的至少16%在使

用中，國都區3.9萬張大房病床的22%在使用

中。

力量黨強調全力支持杜特地
本報訊：力量黨昨天表示，他們「全力

支持」杜特地和其政府。此前，總統的一名

顧問聲稱，幾個盟友正在「密謀」對付他。

力 量 黨 在 聲 明 中 說 ： 「 力 量 黨 和 其

UniTeam Alliance澄清：我們全力支持杜特地

總統和他的政府。」

偉大血統聯盟的貝吉卡于週五指控政府

的幾個盟友「密謀」對付杜特地。

儘管他沒有提到名字，但貝吉卡表示，

這些人「暗地裡破壞」杜特地，甚至沒有諮

詢他。

貝吉卡說，杜特地總統幫助了其中一人

的父親安葬的事，而其中一人在杜特地的任

期間獲得釋放。

貝吉卡是在力量黨、變革聯盟、菲律

濱聯邦黨和菲律濱群眾黨為2022年大選結盟

（聯合團隊）。

並支持總統候選人濛濛．小馬科斯以及

其競選夥伴納卯市長莎拉．杜特地（總統的

女兒）之後發表此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