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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選署：不太可能因疫情取消選大選
本報訊：選舉署昨天說，「不太可能」

因為新冠肺炎病例激增而取消2022年的全國

和地方選舉。

選舉署發言人希敏尼斯昨天在記者會中

說：「我們不太可能不舉行選舉，當然也不

會在全國範圍內舉行。記住，你們說的是全

國同步進行。」

可是，他說，在某些地區，選舉有可能

推遲。

他說：「有可能的是，假設，只是一

種可能性，在一個地方，所有的選舉檢查委

員會成員都感染了新冠病毒，你不能申請替

換，那麼，有可能取消選舉，但只在這個特

定的地區，對吧？」

他說：「雖然有個別地區取消選舉的

可能性，但全國的選舉都取消的可能性很

小。」

希敏尼斯解釋，根據法律，如果不存在

自由公正選舉的條件，你可以推遲一段合理

的時間，通常是在問題停止後的30天內。

他解釋：「例如，一個地區發生了嚴

重的洪水，選舉被推遲，在洪水退去後30天

內，你可以進行投票。我們將面臨的實際情

況可能就是這樣。」他說：「如果爆發了規

模很大的疫情，以至於選舉署決定有必要推

遲選舉，那麼，是的，可以推遲選舉，但請

記住，有30天的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

希敏尼斯說，他們目前已經與新發傳染

病管理跨機構工作組協調，在2022年大選前

為可能的情景做好準備。

全國和地方選舉將於2022年5月9日進

行。

週一，民眾在馬尼拉市政廳附近的加智布難紀念碑前拍照留念。全國今日迎來「菲革命之父」文尼法壽158週年冥誕。

眾院二讀
通過菲海域法案

本報訊：眾議院昨天通過了一項旨

在宣布菲律濱管轄海域的法案。

通過口頭表決，眾議院通過了第9981

號眾議院法案或《菲律濱海洋區域法》，

該法案尋求宣布菲國的海洋區域，以建立

社會、經濟、商業和其他活動的法律基

礎。

這項法案的目的是在頒布為制定與

菲律濱可以對其海區行使的權利和義務相

關的法律提供靈活性。

根據該法案，海洋區域包括內水、

群島水域、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

大陸架等。

該法案還規定了對這些海域的主

權，從而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其他條

約，確立了菲律濱在這些海域勘探和開發

生物和非生物資源的專屬權利。

近日，中國海警船阻擋了前往在西

菲律濱海仁愛礁執行補給任務的菲律濱物

資船，並向其發射水砲。

沒有人在事件中受傷，但菲律濱的

補給船不得不初步放棄他們的任務。

選舉署預計最終
有15名總統候選人
本報訊：選舉署預計2022年大選中，

最終會有15名總統候選人和12名副總統候

選人。

選舉署發言人詹姆斯·希迷尼斯昨日

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對總統候選人、

副總統候選人、參議員候選人分別提出了

82件、15件、108件訴訟。」

他補充說：「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我們有過最多10名總統候選人。那是在90

年代末。」

希迷尼斯解釋說，選舉署並不是為

了減少參加選舉的候選人數量而宣佈滋擾

性候選人的。

他說：「在大多數情況下，最常見

的問題是他們是否有合法或真誠的意圖來

競選公職。」

希迷尼斯說，那些將被宣佈為滋擾

性候選人的人仍然可以就此事提出上訴，

通常，這些候選人會努力爭取維持現狀。

最終候選人名單將於12月15日左右公

佈。

據選舉署8日公佈的結果顯示，候選

人中，總統候選人97人，副總統候選人29

人，參議員候選人176人。

全國和地方選舉將於2022年5月9日舉

行。

政府再購
2000萬劑輝瑞疫苗
本報訊：疫苗特派員牙未斯週六表

示，我國獲得了另外2000萬劑輝瑞公司的

新冠疫苗，這讓官員們有信心將能夠實現

其接種目標。

牙未斯在一份聲明中說，增加的劑

量使菲律濱向美國製造商訂購的新冠疫苗

總數達到6000萬劑。

他說：「有了這些額外的劑量，我

們可以確保國家疫苗接種計劃的可持續

性，並達到我們不僅為今年，而且為2022

年設定的疫苗接種目標。」

經食藥署批准，最新採購的疫苗可

用於未成年人的加強劑注射。

我國已從各製造商收到142,153,340劑

新冠疫苗，其中政府至少採購了9,200萬

劑。截至11月27日，已接種8,100多萬劑疫

苗。

據牙未斯說，超過3,550萬國人已經

完全接種了新冠疫苗，佔全國目標人口的

46%。

在同一份聲明中，牙未斯說：「我

們的目標是在2022年第三季度之前實現四

個主要里程碑」。

他說，第一各里程碑是在2021年為

5,400萬國人全面接種疫苗，其中至少80%

是12歲至17歲的人口。

第二和第三個里程碑是到2022年第一

季度末為7700萬菲律濱人全面接種疫苗，

到2022年第二季度為9000萬國人全面接種

疫苗。

至於第四個里程碑，政府計劃在2022

年第三季度末完成加強劑接種。

他說：「我們真的必須確保能夠讓

盡可能多的國人接種新冠疫苗，以便我們

的國家盡快實現群體免疫。」

從今日開始，全國將舉行為期三天

的疫苗接種活動，官員希望在此期間為

900萬人接種疫苗。

本 報 訊 ： 衛 生 部

29日表示，菲基因組中

心有能力檢測奧密克戎

（Omicron）變種毒株。

衛生部流行病學局

的醫學專家黎虞斯曼醫生

在新聞發佈會上說，他們

敦促地方政府和地區流行

病學和監測部門報告各自

地區的新冠病例的任何激

增。

並確保立即提交用於

測序的樣本，特別是來自

聚集性病例的樣本。

到目前為止，黎虞斯

曼透露，根據菲基因組中

心最近進行的測序，我國

仍然沒有發現奧密克戎變

種毒株。

她補充說：「對於檢

測實驗室，我們要求他們

盡早發送陽性樣本，以便

我們檢查它們並對它們進

行排序。」

黎虞斯曼保證，他們不會錯過任何東

西，特別是現在只有少數人的新冠檢測呈

陽性。

他們還指示實驗室提供所有符合測序

條件的樣本，以驗證奧密克戎是否存在。

軍管受害者起訴小馬案
將由選舉署第一庭審理

本報訊：軍管受害者提出的要求取消

小馬科斯參加2022年選舉資格的案件，被

分到了選舉署第一分庭。

上周，前眾議員沙杜·奧甘布和文尼

法壽·伊拉彥，以及其他幾名在已故獨裁

者馬科斯實施的軍事統治中受害的人，向

選舉署提交了請願書。

這些請願者認為，蒙蒙·馬科斯因違

反國內稅收法而被判終身取消公職資格，

因此不能參加總統競選。

他們指出，1995年計順市的一家法院

判定小馬科斯沒有提交1982-1984年的所得

稅申報單。上訴法院維持原判，但取消了

監禁判決。

他們說，馬科斯沒有對判決提出上

訴。

除了軍管受害者提出的取消資格的案

件，馬科斯還面臨三份挑戰他總統候選人

資格的請願書。

這些都被分配到第二分庭進行審理。

其他三起案件包括丹尼洛·里海里海

提交的請願書，要求選舉署宣佈馬科斯為

滋擾性候選人。

由克里斯蒂安·布埃納菲等人和蒂武

秀·馬科斯提出的另外兩份請願書試圖取

消小馬科斯的總統候選人資格證書。

麗妮促選民先查看候選人政績
勿輕易相信部分候選人糖衣炮彈

本報訊：副總統麗妮·羅貝禮道週一敦促

選民調查2022年大選候選人的政績，她說這

將表明他們是否能兌現競選承諾。

羅貝禮道說，候選人「很輕易」說出選

民想聽到的承諾。她說，她希望自己的勞工

政綱與其他總統候選人類似。

但談到她的競爭對手，副總統說，「當

他們還不是候選人時，他們有給工人時間

嗎？他們和工人們交談過嗎？」

她告訴勞工領袖：「這些跡象表明，他

們將兌現自己的承諾，這將不僅僅是競選時

的承諾。在聽候選人講話時，我認為最重要

的是我們要看他的過往記錄。」

她說：「我也看到其他候選人，例如，

他們會制定他們的農業計劃，去稻田，在那

裡拍攝視頻。這並不能證明你會照顧好這個

行業。在這之前，在你成為候選人之前，你

在哪裡？」

羅貝禮道曾是一名勞工律師，週一她與

幾個工人團體簽署了一份協議。在信中，她

承諾支持通過一項終身職位保障法案，並推

動將最低工資水平提高到「最低生活工資」

水平。

羅貝禮道說：「關於我們將要簽署的協

議，我不是一個魔術師，有很多因素會促成

這一切的發生。只有當我們共同努力，我們

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羅貝禮道說，如果她當選總統，將會有

一個「健康的機制」，通過這個機制可以討

論分歧。

她說，她還將「整頓」政府，使其能夠

獲得僱主和其他部門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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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警總監支持簡化申請槍牌手續
本報訊：菲國警總監加洛斯週一表示，

他支持簡化符合條件的個人申請槍牌手續。

他在一次採訪中表示：「我們對此已

經有了自己的立場。根據新的法律，有不同

的要求，如牌照、登記、允許攜帶許可證。

讓我們鞏固這些，這樣我們的同胞就不會困

惑。」

他說：「我們希望它讓那些想擁有槍支

的人更容易獲得。所以，我們讓我們的公民

能夠很容易地獲得授權或有資格享受這項特

權。」

16日，眾議院公共秩序與安全委員會通

過了修改槍支許可證有效期的替代法案。這

授予了槍牌和5年或10年有效期的槍支註冊。

據該小組主席、眾議員納西索·布拉沃

說，這項措施還要求菲國警槍支和爆炸物辦

公室只發放一張已經包含許可證和槍支註冊

的證件。

加洛斯最近被任命為菲國警總監，他週

三發誓，他不會容忍胡亂開槍。他說他將嚴

格執行這項政策，任何違反這項政策的警察

都將受到相應的懲罰。

軍方改善守衛仁愛礁士兵生活條件
本報訊：軍方週一表示，正在解決位於

仁愛礁的一艘海軍艦艇上士兵的生活條件問

題。

1999年，坦克登陸艦馬德雷山號故意在

仁愛礁坐灘，以加強馬尼拉對南沙群島的主

權主張。

據菲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安德列斯·辛蒂諾

中將稱，這艘二戰期間為美國海軍建造的軍

艦暴露在惡劣環境下已經生鏽和「惡化」。

當被問及政府是否會整修這艘船時，他

在一次公開新聞發佈會上說：「因為我們有

士兵在那裡，我們必須確保他們的生活條件

良好，所以我們正在修復他們在那艘船上的

住所。」

辛蒂諾說，軍方還定期提供補給，並

輪換駐紮在這艘擱淺在暗礁上的船隻上的人

員。

國防部長洛仁薩那指責中國在該事件中

「入侵」。他還駁斥了中國的說法，即菲律

濱已承諾撤走船隻。

吳頓:參議院將協助尋找Pharmally關鍵文件
本報訊：參議院藍帶委員會于週五說，

它將幫助尋找Pharmally的關鍵文件，他們認

為這些文件可能有助于瞭解正在進行的調

查。

Pharmally的秘書和財務主管達加尼在參

議院聽證會期間說，財務文件有可能仍在他

們的辦公室，而且在他們的辦公室租約期滿

後，這些文件應該還在「箱子裡」。

達加尼說，他們想在一個「倉庫」開始

尋找。

他說：「我們已不再使用該辦公室，我

不知道誰會知道，因此，我想回去，並瞭解

在發生什麼事。」他解釋了尚未向參議院提

交所要求的文件的原因。

藍帶委員會主席參議員吳頓說，參議院

警衛官可尋找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