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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禁止童婚 違者最高囚12年
本報訊：杜特地總統簽署了禁止童婚的

法律，這項政策旨在保護兒童免受虐待行為

和不必要的責任。

馬拉干鄢公佈的文件顯示，第11596號共

和國法或一項禁止童婚並對其處以罰款的法

律已於去年12月10日獲簽署成為法律。

根據法律規定，國家規定婚姻必須經

有行為能力的當事人自由、完全同意方能成

立，童養媳、童婚不具有法律效力。

根據法律規定，任何人造成、固定、促

成或安排童婚，應被處以監禁8年零一天至10

年，並處以不少於4萬披索的罰款。

如果違例者是孩子的長輩、父母、養父

母、繼父母或監護人，則處以監禁10年零一

天至12年，以及不少於5萬披索的罰款，以及

永久喪失親權。

任何人製作、印刷、發布或分發欺詐性

或篡改文件，如出生證明、延遲出生登記宣

誓書或棄嬰證明，以歪曲兒童年齡以促成童

婚或逃避該法規定的責任，在不影響其他法

律規定的責任的情況下，也應根據該法承擔

責任。。

任何人執行或主持童婚應被處以最高刑

期或10年零一天至12年監禁和不少於5萬披索

的罰款。

與孩子非婚同居的成年伴侶應處以10年

零一天至12年有期徒刑和不少於5萬披索的罰

款。

如果違反者是公職人員，他或她將被開

除公職。

並可能被永久取消公職資格，這取決於

法院的決定。

圖為計順大街上的攤販昨日在準備售賣黑耶穌節的衣服。1月9日是一年一度的黑耶穌
節，由於疫情嚴重，今年的黑耶穌出巡活動仍然被禁止。

選舉署公佈暫定名單
總統候選人共有11人
本報訊：共有11名總統候選人和9名副總

統候選人進入了暫定候選人名單。

在昨天公佈的一份名單中，選舉署將總

統候選人從15人減少到11人。

選舉署說，與前參議員小馬科斯同姓的

參選人馬莉亞．歐羅拉．馬科斯被宣布為搗

亂的候選人。

以下是選舉署最新的總統候選人名單：

厄尼．阿貝拉（獨立）

杰拉德．阿西加（獨立）

萊奧迪．黎虞斯曼（群眾力量黨）

伊斯戈．莫仁諾（民主行動黨）

諾伯特．銀薩禮斯（菲民主社會主義

黨）

炳．轆遜（民主改革黨）

費 薩 爾 ． 茫 銀 達 道 （ K a t i p u n a n  n g 

Kamalayang Kayumanggi）

蒙蒙．小馬科斯（菲聯邦黨）

扶西．小文地馬尤（菲民主黨）

曼尼．巴喬（Abag Promdi）

麗妮．羅貝禮道（獨立）

同時，已被列入上一次的暫定名單中的

副總裁候選人都留最新的暫定名單上。他們

是：

里道．亞典薩（Abag Promdi）

瓦爾登．貝洛（群眾力量黨）

里薩利道．沓密（菲民主黨）

莎拉．杜特地（力量黨）

曼尼．洛帛斯（工農黨）

許偉利（民主行動黨）

基科．邦義利蘭（自由黨）

卡 洛 斯 ． 塞 拉 彪 （ K a t i p u n a n  n g 

Kamalayang Kayumanggi）

未申地．蘇道（愛國人民聯盟）

選舉署預計將在今年1月敲定其政治候

選人名單，因為它還將在本月內開始印刷選

票。

然而，執政的民主菲人力量黨的能源部

長古西提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重新提交候

選人證書和更改印刷選票的日期。

選舉署已推遲發布關於上述請願書的決

議。2022年全國和地方選舉將於5月9日舉行

1至3月到期駕照延長2個月
本報訊：陸運署決定將今年1、2、3月份

到期的學生許可證、駕照和售票員執照的有

效期延長兩個月。

陸運署在其官方臉書頁面上發佈的一份

建議中表示，考慮到新冠肺炎病例的激增可

能會影響其分支機構的運營，它決定延長這

些駕照和許可證的有效期。

陸運署稱：「學生許可證、駕駛執照、

售票員執照，甚至是原本在1月、2月和3月

到期的醫療證明的有效期，已經延長了兩個

月。」

其中，1月到期的許可證和駕照有效期將

延長至2022年3月31日，2月到期的許可證和

許可證有效期將延長至2022年4月30日，3月

到期的許可證和許可證有效期將延長至2022

年5月31日。

檢驗3人有1人確診
總統保安團難逃染疫

本報訊：新冠陽性率昨日飆上新高，達

36.9%，大約每檢驗3人就有1人確診。總統保

安團也傳出15人染疫，但保安團指揮官說，

確診者近來皆未與杜特地總統接觸。

據ABS-CBN報道，總統保安團指揮官

卡班班昨天說，15名確診者檢驗前剛結束假

期。他們都已接種疫苗，卻無人出現新冠症

狀。

總統保安團稍後發表聲明，這15名確診

者並未以任何方式執行總統維安勤務，並保

證他們以「最高標準」來保護高齡76歲的杜

特地。

在此同時，奧密克戎變異株感染者持續

增加。衛生部表示，昨日新增29人，包括10

名海外歸國菲律濱人和19例在大岷區的本土

病例，感染人數總計43人。

隨著疫情日趨嚴峻、接受檢驗人數增

加，菲律濱也傳出即時核酸檢測報告出爐時

間拉長，以及感冒、咳嗽藥和維生素等藥品

和營養補充品缺貨的消息。

過去檢驗報告多半在24小時內出爐，但

接觸染疫者，目前正在隔離的總統參選人轆

遜昨日下午推文表示，他等了48小時，還沒

收到檢驗報告。他的妻子患有合併症，他們

又做了一次檢驗，希望結果早點出爐。

另外，菲醫藥保健協會副會長哈科沙

列姆告訴ABS-CBN新聞台：「我們注意到的

是，由於感冒、咳嗽藥和維生素需求暴增，

這是暫時的短缺。可能因為人們現在警覺性

提高許多，或者很多人真的生病了。」

她表示：「事實上，我們一些會員正

從其他國家空運藥品，以提高菲律濱的供應

量。」

哈科沙列姆說，這些感冒、咳嗽藥和

維生素多半在菲國生產，因此收到藥局訂單

後，可能會在2到3天內補足藥局庫存。

再發現29例奧毒 

總數達43例
本報訊：菲律濱昨天又發現了29例

感染傳染性更強的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的

病例，使菲國的累計感染奧密克戎變種

病毒的病例總數達到43例。

衛生部表示，在新病例中，有10例

是歸國菲僑，19例是在國都區的本土病

例。

同時，本土病例中有15例仍是活躍

病例，3例已康復，2例仍在核實中。

衛生部在一份聲明中說：「衛生部

正在核實這些航班上所有乘客的檢測結

果和健康狀況，以確定是否還有其他確

診病例或乘客在抵達後出現症狀。」

最近一次基因組排序是在2022年1

月2日，涉及48個樣本。

衛生官員認為奧密克戎是菲國的新

冠肺炎病例急劇增加的原因。

與此同時，衛生部還報告了18起感

染具高度傳染性的德爾塔變種病毒的病

例，累計總數已達到8,497例。

其中8名感染者是歸國菲僑，19例

是本地案例。

全來自國都區。

被指允許華女逃避隔離
馬加智市府令關閉酒店
本報訊：馬加智市政府昨天下令關閉

Berjaya酒店，原因是據稱該酒店允許一名從

國外返回的華裔女子跳過檢疫隔離，並參加

社交聚會。

此 前 ， 旅 遊 部 於 週 三 因 格 溫 妮 絲 · 蔡

（音）涉嫌違反隔離規定，暫停了這家三星

級酒店的多用途認證。

旅遊部在較早前稱，酒店承認蔡氏在入

住後15分鐘就離開了酒店。

馬加智市政廳在一份聲明中說，在旅遊

部撤銷其作為多用途設施的許可證後，馬加

智市商業許可證和牌照辦公室下令暫時關閉

該酒店。

它指出，酒店無法運營，因為根據跨機

構工作組的指引，只有獲旅遊部認可的設施

才可以運營。

該酒店還因違反衛生規程而被罰款1.33

萬披索。

在被發出關閉令後，酒店發布聲明表示

市政府的行動「沒有法律依據」。

Berjaya表示，旅遊部門的命令還不是

最終決定，因為它仍可在15天內上訴，而且

「暫停營業尚未生效」。

它說：「在運營層面，如果我們立即

關閉酒店，我們要把目前在隔離的房客送

到哪裡？我們有18名房客檢測呈陽性，但尚

未被檢疫局送走，還有80人正在他們隔離期

間。」

它說，每週大約有20名已預付款的隔離

房客要入住。

Berjaya說：「對公眾造成的不便是無法

估量的、不必要的和可預防的。」

該酒店補充：「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

下關閉一家隔離酒店，無異於關閉一家正在

幫助贏得戰爭的醫院。當國家利益和公共衛

生處於危險之中時，這種監管姿態不會帶來

任何好處。」

Berjaya Hotel表示，「沒有法律」懲罰沒

有報告逃疫監者的酒店。

它還呼籲採取正當程序並在作出任何處

罰之前，給予作出解釋的機會。

聲明說：「馬加市政廳沒有給予我們在

庭上辯解的機會。」

據說從美國抵達後被強制隔離在酒店的

蔡氏，跳過了隔離，後來檢測出新冠病毒呈

陽性。據報導，她參加了Poblacion地區的派

對，她的一些親密接觸者也感染了病毒。

內政部上週表示，蔡蔡氏在參加這些活

動後至少傳染了15人。

他補充說，內政部長亞紐在上週表示，

酒店可能要為未能監督此人及遵守隔離規定

而承擔責任。

受新冠疫情影響

菲去年結婚人數半世紀最低
本報訊：統計署6日表示，2020年新冠肺

炎疫情期間，全只有240,775對新人結婚，比

前一年下降了44.3%。

統計署署長丹尼斯‧馬巴在一份聲明中

說，這是「1970年以來最低的結婚數量」。

他還說，大岷區和鄰近的兩個地區在登記結

婚數量最多的地區中高居榜首。

2020年，大多數婚姻發生在2月、12月和

1月。四月是結婚人數最少的月份。

馬巴說：「結婚率低是由於全國實施的

隔離措施。」

數據還顯示，女性的平均結婚年齡為27

歲，男性為29歲。

統計署說，一半的婚姻是通過民事儀式

締結的，大約四分之一的婚禮是在教堂舉行

的。

其餘的婚禮都按照宗教傳統和部落儀式

正式舉行。

進入大岷區武六干旅客 入檢查站須出示疫苗卡
本報訊：菲國警昨天表示，前往國都

區和武六干省的人士必須在進入檢疫邊界之

前，在檢查站出示新冠疫苗接種卡。

菲國警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武六干省和

大岷區的城市的地方政府單位「已指示警員

檢查出行者的疫苗接種證明。」

菲國警總監卡洛斯說：「那些沒有疫苗

接種卡的人將被禁止進入並被要求返回。」

菲國警承認，在實施第一天，武六干省

的交通擁堵。

但堅稱這樣嚴格的措施只是為了遏制新

冠病毒的傳播。

卡洛斯說：「菲國警充分意識到不能妨

礙行動，但可以控制非必要的出行。在這個

時候，如果外面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留在家裡吧。」

奧毒肆虐感冒藥脫銷
製藥公司從國外購藥

本報訊：一位利益相關者昨天表示，由

於異常需求導致「暫時短缺」，尤其是在大

岷區，一些製藥公司一直在從國外採購基本

藥物以增加供應。在過去幾天，由於新變種

奧密克戎，菲律濱的新冠肺炎病例數字迅速

攀升，因此，對品牌流感產品、咳嗽和感冒

藥以及維生素的需求異常旺盛。

菲製藥和醫療保健協會副會長賈科薩林

告訴記者：「我們注意到的是，由於需求激

增，這是暫時的短缺，可能是因為人們現在

更加警惕了，或者很多人真的生病了。」

她補充道：「正如我們所說，我們已

經在補貨……事實上，我們的一些會員正在

從其他國家空運藥品，以增加菲律濱的供

應。」

她說，這些藥物大部分是本地生產的，

因此，在收到藥店的訂單後，庫存可能會在2

到3天內得到補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