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nuary  28  2022   Friday   Page2Chinese  Commercial   News

t一
二○二二年一月廿八日（星期五） 商報
要聞

全球疫後復甦能力 菲繼續墊底
本報訊：在衡量一個國家從新冠疫情的

破壞中恢復的能力的排名中，菲律濱再次墊

底。

根據彭博社2022年1月的新冠疫情中恢復

力指數，菲律濱在53 國家中排名第53，這是

根據了他們處理病毒的效率進行排名。

這家國際公司將最新名單稱為「我們學

會與新冠病毒共處的最佳和最差的地方」。

它指出，菲律濱在前5個月中的3個月中

保持在墊底位置。菲國去年12月的排名為第

50位。

它指出：「在偏遠地區管理疫苗的困難

仍然是一個漏洞，因為菲國的奧密克戎病例

激增比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等其他東南亞

國家更糟糕。」

彭博社表示，包括菲律濱在內的許多發

展中國家在疫苗接種方面仍然落後，這不僅

是因為缺乏供應，還因為其他當地問題。

它表示：「由於物流問題，從菲律濱到

尼日利亞的政府都在努力應對。衛生基礎設

施薄弱、缺乏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以及難以

接觸農村人口正在減慢在貧困地區推行疫苗

接種計劃的速度。」

據彭博社報導，其新冠疫情中恢復力指

數通過12個數據指標描述世界上最大的 53個

經濟體如何應對這一疫情。

這些指標包括「病毒遏制、醫療質量、

疫苗接種覆蓋率、總體死亡率和重啟旅行的

進展」。

繼11月排名第一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再次位居榜首。

前5名是沙特阿拉伯、芬蘭、土耳其和

新加坡，而後5名是阿根廷、俄羅斯、羅馬尼

亞、越南和菲律濱。

領導菲律濱抗疫工作的官員尚未就最新

的新冠疫情中復原力指數發表聲明。

圖為一群工人昨日在巴西市參議院外示威，要求政府立即發放1萬披索援助給受新冠疫
情影響的工人，並呼籲參議院取消交通部最近公布的，「未打疫苗，禁止乘車」的政策、

莫仁諾：
勿選小馬麗妮 

他們會報復對方
本報訊：總統競選人和馬尼拉市長莫仁

諾說，菲律濱人不應該投票支持副總統麗妮·

羅貝禮道和前參議員馬科斯為下一任總統，

因為這兩個人只會尋求報復對方。

在1月27日播出的2022年總統候選人一對

一訪談節目中，莫仁諾被問及為什麼菲律濱

人不應該投票給其他有希望的總統候選人。

關於為什麼人們不應該投票給參議員轆

遜和參議員巴喬，他分別說：「也是可以選

的」和「很善良，也不錯」。

關於不投票給羅貝禮道，莫仁諾說：

「她會報復杜特地和馬科斯。」

至於馬科斯，他說「他會報復黃當和粉

紅黨」。

馬尼拉市長早些時候曾表示，菲律濱人

值得「活在當下，為我們更美好的未來共同

努力」。

他說：「我們不會忘記過去發生的事

情，我們將永遠記住他們的錯誤和成功。」

他補充說：「我們就會以法律的眼光追

究他們的責任，而不僅僅是總統的一時興起

和權力。」

與此同時，莫仁諾也被問及為什麼菲律

濱人應該投票給他。

他說：「我不會向任何人尋求報復，隨

著問題迅速出現，人們需要真正的解決方案

和快速反應。」

莫仁諾反對墮胎 
稱只有上帝可奪命

本報訊：總統候選人莫仁諾說，他反對

墮胎合法化，包括那些與強姦有關的案件。

在1月27日播出的2022年總統候選人一對

一訪談中，莫仁諾被主持人亞文沓問及一名

婦女因強姦而懷孕的場景。

莫仁諾說：「我不喜歡殺人，所以我不

支持墮胎。但在其他方面，譬如國家可以為

計劃生育提供哪些方便，我是支持的。」

他指出：「因為孩子在母親的子宮裡是

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這是生命。」

莫仁諾還主張，只有上帝可以奪走一個

人的生命，而不是人類。

他說：「生命就是生命……當已經有了

生命，任何人都不應該奪走他，因為這是上

帝給我們的。」

醫生組織促勿放鬆防疫警戒
本報訊：一個醫生組織的負責人說，儘

管菲國新增的新冠肺炎病例數量有所下降，

但現在還不是對大岷區實施更寬鬆的隔離限

制的合適時機。

根據衛生部的數據，菲律濱於週三宣布

了新增15,789宗新冠肺炎病例，這是單日新增

病例數連續第二天少於2萬例。

菲律濱醫師學院的林賓醫生說，這個數

字可能無法反映菲國真正有多少新病例。

她說：「我認為，我們必須牢記，這個

數字可能並沒有真正反映我們菲國的真實 新

冠肺炎病例數字，因為許多人實際上沒有接

受檢測，所以，我仍然相信這些數字仍然相

當高。」

她說：「因此，我想向所有人傳達的

信息是，我們必須繼續執行最低公共衛生標

準，如此，我們就不會被傳染。」

她說：「其次，如果政府考慮降低警戒

級別，我希望這不會在不久的將來發生，因

為我認為現在不是這樣做的合適時機。」

當被問及何時可以把大岷區的防疫警戒

級別降至第2級時，林賓說：「就像我說的，

不，我預計我們可能仍然會有一個很高的數

字，可能是在下週。」

她說：「所以我們可能會在2月中旬之前

做出決定。所以，也許2月15日，在2月15日

之前，我們可以看看我們是否能夠將其降級

到第2級。」

大岷區的第3級防疫警戒將持續生效到1

月31日為止。

林賓說，國都區的醫院正在感受到新的

新冠肺炎病例數量減少的影響。

她說：「是的，絕對是的，我們可以

感覺到醫院中新冠肺炎病例的數量有所減

少。」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新冠肺炎病例數

量減少了，所以，這實際上給了我們一些喘

息的空間，所以，我們也可以處理其他非新

冠肺炎的病例。」

「此外，之前受到影響或也被感染的醫

護人員，他們已經重返工作崗位，這實際上

給了我們更多人手。」

然而，她指出，各省的新冠肺炎病例似

乎正在增加。

莫仁諾支持負責任採礦
本報訊：民主行動黨的總統候選人莫仁

諾昨天表示，如果他在2022年當選總統，他

將支持負責任採礦的政策，強調菲律濱需要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創造更多收入以度過全

球疫情。

莫仁諾在接受亞文沓的採訪時表示，應

該通過建立能夠處理負責任開採礦物的工廠

來「加強」和擴大採礦業。

他說：「隨著疫情對我們經濟的影響，

我們需要產生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更多的

就業機會和更多的收入來源。」

他說：「我們不能為了我們政府的運行

而不繼地向人們徵稅。」

莫仁諾說，他對採礦業的支持不包括露

天採礦和「後院」採礦作業。

他說：「你不能繼續從事後院和不負責

任的採礦活動。」

他說：「那些違反者，不管規模有多

大，他們都會被關閉。」

莫仁諾的政府還將支持建立礦物加工

廠，以確保菲律濱將從本地礦山生產的高價

值產品的銷售中受益。

他以鋼鐵廠的建設為例說：「當我們開

礦時，應該創造更多的產業。我們應該想出

一個生產鋼鐵的工廠。」

他說：「我們不應該僅僅局限於採礦。

它應該要創造另一個行業來生產材料。」

在2021年12月，環境部發布命令，解除

自2017年起實施的全國露天採礦禁令。

在2017年，時任環境部長洛帛斯實施了

露天採礦禁令，她列舉了其破壞性和潛在的

災難性。

馬尼拉市長表示，他願意接受礦業公司

的競選捐款，前提是這些公司沒有從事非法

活動。

他說：「如果是來自一個沒有從事非法

活動的礦井，而且商家又是負責任的，那為

什麼不呢？」

「我需要我能得到的所有幫助。」

為完成信號系統升級
輕軌1號線週日停運
本報訊：輕軌1號線（LRT1）的運營商

馬尼拉輕軌公司（LRMC）昨天宣布，該鐵

路系統將於1月30日（星期日）暫停運作。

LRMC在一份公告中表示，LRT1的臨時

暫停運作是「為了完成其信號系統升級」。

它說：「LRT1將於2022年1月31日星期

一恢復正常運作。」

在去年11月，LRMC宣布將在2021年11

月28日、2022年1月23日和2022年1月30日進行

LRT1信號系統升級。

該公司表示，將與其承包商一起，在確

定的日期進行LRT1沿線的一系列運行則試

和試運行，以確保新的鐵路信號系統準備就

緒。

鐵路信號或鐵路紅綠燈系統是用於指揮

鐵路交通的系統，並始終保持列車之間的距

離，以確保順利和安全的運行。

LRMC表示，需要對新的Alstom信號系統

進行升級，以適應現有系統上第4代列車組的

商業使用。

集尼乘客唱K高歌
網友嗆忘了疫情嗎？
本報訊：大岷區近來出現集尼司機在車

上裝設手機、麥克風和藍牙喇叭，讓乘客在

車廂裡高歌，引來網友質疑。

司機和乘客是否忘了戴著口罩仍有可能

傳播新冠病毒。

網友納提維達4日與一群友人在馬尼拉

市搭乘集尼時，發現車廂裡手機、麥克風、

藍牙喇叭等一應俱全，等於一座小型卡拉

OK。她的友人尼克斯見狀表示想高歌一曲，

司機立刻毫不遲疑地把麥克風遞給他。

從臉書上傳影片可以看到，集尼車廂

內坐著十多名乘客，並未保持社交距離。尼

克斯高歌時，乘客掌聲和歡呼不斷，氣氛歡

樂。

菲星報臉書粉絲專頁昨天上傳這段影片

後，獲網友瘋傳分享，截至今晚9時有81.4萬

次觀看、逾4.2萬人按讚。多數網友的按讚表

情是大笑，還有網友稱讚司機巧思，表示這

樣一來，「塞車時乘客就不無聊了」。

不過，在社群媒體平台Reddit上，網友

顯然對這個創意不太買單。

有網友寫道：「等等，在可透過接觸

傳播的病毒大流行期間，我不確定這是否安

全。」另一名網友說：「大家似乎忘了即使

你戴著口罩，仍然有可能傳播病毒。」

事實上，在新冠奧密克戎變異株持續傳

播下，馬尼拉都會區正執行「沒打疫苗不准

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政策。

杜特地任命華裔為上訴院大法官
本報訊：杜特地總統已任命高級副文官

長邁克爾．巴斯托禮斯．王（音）為上訴法

院的新任大法官。

王氏在昨天上午10點在大理院首席大法

官傑文洛面前宣誓就職。

王氏將填補加厄南懸空的職位。

加厄南是於2020年被任命為大理院的大

法官。

小馬陣營否認僱用網絡水軍
本報訊：前參議員小馬科斯的競選陣營

週四否認他們有網絡水軍的指控。

馬科斯的幕僚長和發言人羅德里藝斯

說，該陣營只有相信這位總統候選人的「真

正支持者」。

羅德里藝斯說：「有記錄在案的。這項

研究是菲追蹤報道中心進行的，臉書上最大

的廣告投放者是誰？前10名中，蒙蒙·馬科斯

在哪裡？意味著我們一分錢都沒花。」

他說：「我們沒有網絡水軍團隊，所有

人都是真實的，他們都熱愛蒙蒙·馬科斯。」

在此前的一次採訪中，菲追蹤報道中心

報道稱，總統候選人、副總統麗妮‧羅貝禮

道是臉書廣告投放的最大買家，她解釋說，

這些廣告是由她的支持者而不是她的辦公室

支付的。」羅德里藝斯說，馬科斯的支持者

眾多，他們無法逐一監督。

據小馬科斯的發言人稱，在副總統羅貝

禮道說他是騙子之後，總統候選人小馬科斯

不會參與任何「仇恨競選拉票活動」。

羅德里藝斯說：「總統候選人小馬科斯

要向菲律濱人民提供的是團結的領導。他不

會也將不會參與負面和仇恨的競選活動。」

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羅貝禮道說菲律

濱人不應該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投票給小馬

科斯，因為他是一個「騙子」。她還說，小

馬科斯沒有在困難的時候出現。

小馬科斯最近缺席了記者傑西卡．蘇荷

的訪談節目，因為他的陣營聲稱這位資深電

視主持人對馬科斯家族存在「偏見」。

GMA電視台駁斥了這一說法，並引用

了蘇荷作為出色且值得信賴的記者的往績記

錄，鑑於總統職位是一項艱鉅的工作，所

以，她會提出尖銳的問題。

本報訊：副總統羅貝禮道回應了有關她

正在進行負面競選活動的影射，她聲稱，她

稱其中一位競爭對手是一名「騙子」時，只

是回答了媒體的提問。

羅貝禮道於週三接受資深亞文沓的採訪

時被問到為什麼選民不應該支持其他總統候

選人。

她稱，她的競爭對手前參議員小馬科斯

是一個「騙子」，在艱難的時候沒有出現，

這促使小馬科斯的陣營斷言他不會參與「負

面和仇恨的競選活動」。

但羅貝禮道說，她只是回答了提問。

羅貝禮道在黎剎省接受採訪時說：「我

不想給該段談話添油加醋。我知道這會惹毛

你的，但他們向我提問。我不想迴避回答；

對我來說，我只是回答了這個提問。」

她說：「在我看來，這確實是我應該做

出的反應。我已經準備好應對他們的反應，

但我認為這是不必要的。」

全國候選人的競選期將於2月8日開始。

莫仁諾指政府應投資科學家和醫生
本報訊：總統競選人、馬尼拉市長莫仁

諾表示，政府應該開始投資本國的科學家和

醫生，以開發新冠病毒的治療方法。

在1月27日播出的2022年總統候選人一

對一訪談節目中，莫仁諾說：「我認為現在

是國家或菲律濱政府投資於我們的人力資

源——科學家、醫生——創建我們自己的機

構，尋找我們自己的治癒方法和藥物的時候

了。」

他說：「我認為現在是我們發明自己的

疫苗、發明自己的藥物的時候了……我們必

須有這樣的途徑。」

莫仁諾還指出，菲律濱人很聰明，因此

很多人被其他國家聘用。

馬尼拉市長說：「我們菲律濱人很聰

明，讓我們把他們拉回菲律濱投資吧。」

如果他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獲勝，莫仁

諾還表示，他將把抗擊新冠肺炎的戰鬥視為

對抗流行病一樣。

國家必須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開始

建設更多的醫院，並採購新冠藥物。

他說：「如果有機會，我會把它當作一

種地方病來治療……忍受它。只要我們建立

更多的醫院，讓那些生病的人有地方去。」

他還說：「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因為醫

院人滿為患而不能去醫院，而死於其他疾

病。」

莫仁諾重申，他參加總統競選是為了提

供他們在馬尼拉所做的，可複製和可擴展的

工作，包括他們對新冠大流行的應對。

巴喬支持恢復死刑 但須改革司法系統
本報訊：總統候選人、參議員巴喬沒有

改變立場，支持重新實施死刑，但要等到司

法系統徹底改革。在DZBB電台的採訪中，巴

喬還承諾，如果他呼籲禁止政治王朝，他將

支持大多數人的支持，並誓言停止進口可以

在本地採購的食品等基本商品。

他在接受《就是你了嗎？》節目採訪時

表示：「我支持死刑，但不是在目前的情況

下，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下，糾正司法系統需

要幾十年的時間。」

他警告說，在目前的司法系統下，無辜

的人被判處死刑的可能性很高。

巴喬援引了1987年憲法中允許判處死刑

的條款，但他強調，在國會重新實施死刑之

前，必須首先進行司法改革。

在同一次採訪中，這位世界拳擊傳奇

人物表示，如果國會通過一項授權執行的法

律，他將遵守禁止政治王朝的禁令。

這位總統候選人說，一旦禁令實施，他

將要求他的兩個弟弟——眾議院副議長魯埃

爾·巴喬和眾議員阿爾貝托·巴喬——遠離政

治。

當被問及農業部最近決定進口魚類時，

參議員說，如果他成為總統，進口基本商品

將成為過去。「我希望我們出口。這意味著

我們獲得了大豐收。」

他補充說：「讓我們幫助正在受苦的農

民。他們一直在尋求政府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