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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打疫苗人士禁外出
總統府強調全國適用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天表示，杜特地總

統下令逮捕未接種新冠疫苗且在疫情期間拒

絕留在家中的人。

代理總統發言人諾格拉禮斯說：「我

們看到，大多數受新冠肺炎影響嚴重和病情

危急的人都未接種疫苗，因此，打擊未接種

疫苗者的政策適用全國。」在全國講話中，

杜特地在國家緊急狀態下援引了他作為總統

的權力，下令對未接種疫苗的人實施行動限

制。杜特地說：「在沒有法律的情況下，總

統被要求採取行動，因為這是國家緊急狀

態，我的立場是我們可以克制。」

他補充說，描籠涯主席可以「在他的社

區內」執行這片土地的所有法律。

總統說：「我現在命令描籠涯長官尋找

那些沒有接種疫苗的人，如果你可以的話，

就要求他們或命令他們留在原地。」

諾格拉禮斯說：「擺脫這種疫情的唯一

方法是接種疫苗。」「我們有足夠的劑量。

讓我們盡快接種疫苗和加強劑。」

計順市諾華利齊斯的陸運署辦公室昨日關閉進行消毒和員工檢測。大岷區最近新冠病毒
大爆發。

中使館調整赴華申請健康碼要求
本報訊:據中國駐菲大使館消息，為進一

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確保自菲赴

華人員健康安全，同時積極回應各方關切，

根據國內最新防控要求，結合菲律濱本地實

際情況，現就自菲律濱赴華人員健康碼/健康

狀況聲明書（以下統稱「健康碼」）要求進

行調整，具體如下:

一、隔離要求
（一）所有乘機人員須在登機前7天開始

隔離，認真做好健康監測，並如實填寫《自

我健康狀況監測表》，在申請健康碼時一併

上傳。如隔離期間出現症狀，應立即中止回

國安排，其密接人員亦照此辦理。

（二）在菲中資企業項目（含中央企

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人員須提前21天

開始隔離，同時做好健康監測，除按要求填

寫《自我健康狀況監測表》外，還應由所在

企業出具《隔離管理承諾書》。

 二、檢測要求
（一）無既往感染史且已按程序全程接

種新冠肺炎疫苗滿14天以上人員

1、登機前須進行3次核酸檢測，結果均

須為陰性。

1第一次核酸檢測在登機前第7天進行

（按航班起飛日減7天計算，例如:9月8日起

飛的航班，9月1日做檢測），檢測結果為陰

性的，開始隔離和健康監測。

2第二次、第三次核酸檢測分別在登機前

第3天和第2天進行，兩次檢測須間隔24小時

以上並在使館指定不同檢測機構進行。

（按航班起飛日分別減3天、2天計算，

例如:9月8日起飛的航班，9月5日、6日做檢

測）。

2、健康碼申報要求:

1 登機前3次核酸檢測報告

2 疫苗接種證明

3《新冠疫苗接種聲明書》

4《自我健康狀況監測表》

5 本人有效護照/旅行證資料頁

6 全程機票（行程單）

7 中資企業項目人員，須上傳《隔離管

理承諾書》。

 （二）未接種新冠肺炎疫苗人員

1、登機前須進行2次核酸檢測和1次血清

IgM抗體檢測，結果須均為陰性。

1第一次核酸檢測在登機前第7天進行

（按航班起飛日減7天計算，例如:9月8日起

飛的航班，9月1日做檢測），檢測結果為陰

性的，開始隔離和健康監測。

2第二次核酸檢測在登機前48小時內進行

（按航班起飛日減2天計算，例如:9月8日起

飛的航班，9月6日做檢測），同時進行血清

IgM抗體檢測。

2、健康碼申報要求:

1 2次核酸檢測和1次血清IgM抗體檢測報

告 

2《自我健康狀況監測表》（見附件二）

3 本人有效護照/旅行證資料頁

4 全程機票（行程單）

5 中資企業項目人員，須上傳《隔離管

理承諾書》。

 （三）曾與確診病例或無症狀患者接觸

的人員

凡與確診病例或無症狀感染者發生過

無有效防護接觸的人員，須隔離觀察至少14

天方可安排赴華行程。符合條件後，按上述

（一）、（二）類人員相應要求申領健康

碼，並如實說明本人接觸史。

 （四）有感染史人員
有感染史（曾被確診新冠肺炎，或雖

未確診但在接種疫苗前核酸檢測、血清抗體

IgM、IgG檢測結果任一項為陽性）人員痊癒6

周後方可申請健康碼:

1.申請人須在痊癒6周後，將菲當地具

有資質的醫院出具的、可證明當事人已痊

癒的載有肺部CT或X光結果的診斷證明，前

後4次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本人護照/旅行證

資料頁通過電子郵件發送至使館預審郵箱

（chinaembassy_ph@163.com），使館工作人

員將進行審核。郵件標題應標注為「本人姓

名+護照/旅行證號碼+確認痊癒申請」。具體

要求如下:

1痊癒認定。等待核酸轉陰:間隔至少24

小時進行第1次、第2次核酸檢測並獲得2份陰

性報告。進行肺部CT或X光診斷，診斷結果

須寫明受檢者肺部無任何炎症、肺部無異常

或新冠已治癒，否則視作無效。獲得上述2份

核酸陰性報告和1份肺部CT/X光無炎症診斷結

果後，即視為完成痊癒流程。

2痊癒流程完成後自第2份核酸檢測報告

出具日期起算，至少滿6周且身體狀況健康

的，申請人須到使館指定檢測機構再次接受

2次核酸檢測（兩次檢測應間隔24小時以上，

由不同檢測機構交叉檢測），並獲第3、第4

份核酸陰性報告。

例如:確認痊癒的第2份核酸檢測報告出

具日期為1月1日，則第3、第4份核酸檢測日

期須在2月12日之後。

3孕婦、14歲（含）以下兒童免做肺部

CT或X光檢測。

 2.申請人完成上述要求後即可通過郵

件向使館提交預審，並在收到使館郵件回復

「通過確認痊癒審核」後，方可啟動隔離和

健康監測、行前檢測，並按上述（一）、

（二）中相應材料要求申領健康碼。

 3、如申請人為在菲中資企業項目人

員，痊癒6周提交並通過使館預審後，再執行

21天閉環管理、健康監測、行前檢測，並按

上述（一）、（二）相應材料要求申領健康

碼。

 三、外國公民赴華

外國公民赴華申請健康狀況聲明書的參

照本通知執行。

 本通知要求自2022年1月14日起正式實

施，此前發佈規定與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

為準，請搭乘上述日期之後航班的乘客注意

遵照上述規定執行。

總統批准2水公司
25年特許經營權

本報訊：杜特地總統簽署了法律，授予

最大的兩家水務公司25年的特許經營權，這

是在他要求以新的協議取代他們的合同的大

約兩年之後，其政府稱當年的合同「剝奪」

了公眾。

第11600號共和國法允許岷里拉水務公司

（Maynilad Water）繼續在大岷區西服務區和

甲美地省經營業務。

同時，第11601號共和國法允許馬尼拉水

務公司（Manila Water）恢復在首都地區東服

務區和鄰近黎剎省的業務。 

這兩項法律都要求水務特許經營商確保

服務中斷是「最小的」。

法律規定，岷里拉水務公司和馬尼拉水

務公司應「盡可能並在監管機構要求的任何

時候」改善其設施。

這兩項法律規定：「獲特許經營方應就

其向所有類型的消費者和用水者提供的服務

收取合理和公正的費用。」

岷里拉水務公司和馬尼拉水務公司必須

提交一份「到2037 年實現百分百（100%）食

水、污水和衛生覆蓋率」的計劃。

2參議員1部長和總參謀長均確診
本報訊：兩名參議員——轆遜和張僑

偉——通過他們的推特賬戶表示新冠檢測結

果呈陽性。

轆遜於1月4日接受核酸檢測，但他直到

昨晚才收到結果。

他說：「立即通知了在1月3日曾與我有

過接觸的人我在1月4日的新冠檢測結果為陽

性，昨晚（1月6日）才收到檢測報告。通知

他們是為了讓他們採取額外的預防措施來保

護親人和其他人。」

他補充：「謝天謝地，沒有人表現出症

狀。戴上我們的口罩有很大幫助。」

轆遜在較早前說，他的兒子、一名女傭

和一名司機感染了新冠。另一方面，張僑偉

表示其檢測結果呈陽性。

他的聲明如下：「遵循嚴格的規生規

程的我繼續自我隔離，遠離家人、朋友和公

眾。到目前為止，我只經有輕微症狀，這表

明疫苗是有效的並且可以對抗它。我吩咐大

家都立即去注射加強劑。

「非常感謝大家的祝福和支持。隨著第

18屆國會的結束，我將很快恢復工作。」

昨天證實，菲武裝部隊總參謀長森蒂諾

的新冠臉測結果呈陽性。

據菲武裝部隊發言人薩加拉上校稱，森

蒂諾在週四的新冠檢測結果呈陽性後，立即

在計順市亞銀那洛軍營的一家設施中進行隔

離。

薩加拉說：「菲武裝部隊證實，總參

謀長森蒂諾在昨天（星期四）的新冠檢測呈

陽性。森蒂諾現正在亞銀那洛軍營內的一個

獲批准的隔離設施中，他將繼續執行他的工

作，儘管處於隔離狀態。」

他補充說：「他仍然完全指揮菲武裝部

隊，通過一切允許和可用的手段監督所有單

位執行它們獲分配的任務。」

在12月27日，森蒂諾親自出席了杜特地

總統的「與人民對話」的公開演講。目前尚

不清楚他是如何感染該病毒的。

同時，森蒂諾提醒所有菲武裝部隊人員

「不斷採取安全措施並遵守衛生規程」，以

避免被感染並將其傳播給其他人。

薩加拉說：「菲武裝部隊繼續倡導保護

我們的部隊，以便我們能夠有效地履行保護

人民和國家安全的任務。」

本週初，菲國警總監卡洛斯也確診感染

新冠。

至少有4名其他抗疫工作組成員在接觸

新冠感染者後也處於隔離狀態。

他們是跨機構工作組主席、衛生部長杜

計。

國家抗疫工作組主席、國防部長洛仁薩

那；國家抗疫工作組總實施員、疫苗特派員

加未斯和旅遊部長布悅。

另一方面，農業部長威廉·達爾週五表

示，他的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

達爾在推特上說，他的症狀輕微，目前

正在隔離期間康復。

他說：「我將繼續履行我在農業部的職

責和職責。」

衛生部勸民眾勿自測抗原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表示，如果沒有適

當的指導，自行使用抗原檢測試劑盒可能會

導致更大的問題。

衛生部副部長維吉爾強調，目前食藥署

沒有批准可以在沒有醫護人員監督的情況下

使用的抗原檢測試劑盒。

她說，網上銷售的檢測試劑盒是供醫

療工作者使用的，而供未經培訓的非專業人

士使用的試劑盒——例如在美國贈送的那

些——尚未在菲律濱註冊。

雖然兩者都插入鼻孔，但兩種抗原檢測

試劑盒的接觸範圍和方向是不同的。

她說，獲取樣本的正確方法對於確保準

確的結果至關重要。

維吉爾在媒體發布會上說：「如果錯

誤地採集，它可能會給出錯誤的結果，這可

能會導致錯誤的安全感。當你實際上是陽性

時，它可能會顯示出陰性結果。你已經出去

感染了其他人。」

衛生部將於1月17日發布正確自行使用抗

原檢測試劑盒的規定。食藥署最近才開放這

種檢測試劑盒的申請。這種抗原檢測試劑盒

將在30分鐘內確定一個人是否感染了冠狀病

毒。

兩種類型的抗原檢測試劑盒最適合出現

流感樣症狀的人。

衛生部還承認，對檢測的需求增加，尤

其是核酸檢測，結果發布出現延遲。

維吉爾建議，在檢測結果出來之前，人

們如果有症狀或是密切接觸者應立即隔離。

考慮到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的傳播性增

加，傳染病專家施莉莎贊同在出現流感樣症

狀時立即進行隔離，以防新冠病毒可能的傳

播。

她說：「如果你有什麼感覺，不要再三

思了，進入隔離狀態。沒有時間考慮是否感

染了新冠病毒。」

專家：

建海南自貿港面向東盟大市場
中新社馬尼拉1月7日電：「打造成為

引領中國新時代對外開放的鮮明旗幟和重要

開放門戶，是中央建立海南自由貿易港的戰

略目標。實現這個戰略目標的重大任務，是

加強海南自由貿易港與東盟國家的經貿合作

與人文交流，關鍵之舉是在海南建立面向東

盟的區域性大市場。」中國（海南）改革發

展研究院遲福林院長，1月7日通過視頻參加

「中菲人文之驛」首期活動，做上述表述。

「中菲人文之驛」由中國駐菲律濱大

使館、菲華各界聯合會、中國（海南）改革

發展研究院和福建省閩南文化研究會共同發

起。

當天，遲福林以「以高水平開放贏得未

來」為題，圍繞「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

越大」、「以高水平開放推動構建新發展格

局」、「打造高水平開放新高地，建立面向

東盟的區域性大市場」等進行講座交流。

遲福林特別指出，在海南建立面向東盟

的區域性大市場，既有現實需求，也有重要

條件。要充分發揮海南自由貿易港在連接兩

個市場、兩種資源中的重要樞紐、重要交匯

點的獨特作用，使海南自由貿易港成為區域

內商品要素配置、整合的大平台，雙向流動

的大通道。

遲福林分析，一方面，海南地處「泛南

海經濟合作圈」中心位置，具有自然資源豐

富、地理區位獨特、開放政策完善以及背靠

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和腹地經濟等優勢；一方

面，從東盟國家的意願看，新加坡、馬來西

亞、菲律濱等都願意以海南自由貿易港為平

台開展務實合作。特別是在疫情衝擊下，以

外向型經濟為主導的東盟國家，對借助中國

市場實現自身經濟復甦的需求有所增強。

遲福林指出，RCEP生效為海南自由貿

易港與東盟國家經貿合作提供「窗口機遇

期」。RCEP生效強化海南區位優勢；為海南

自由貿易港構建面向東盟的產業鏈、供應鏈

提供重要契機。

遲福林建議，依托海南地處中國面向東

盟的最前沿以及背靠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和腹

地經濟等優勢，用好運輸來往自由便利政策

及「零關稅」、加工增值貨物內銷免征關稅

等政策，強化物流體系建設，及與東盟國家

口岸間的協調合作，提升海南自由貿易港在

中國-東盟跨境供應鏈建設中的促進、服務功

能。

同時，打造中國與東盟區域性國際人

文交流中心。實行更加開放的人才和停居留

政策，全方位開展與東盟國家的人文交流活

動，探索更加靈活開放的國際人才吸引機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