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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已報廢4400萬劑新冠疫苗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表示，由於過期和

操作性報廢，已有4400萬劑新冠疫苗報廢。

衛生部負責人維吉爾表示，有2400萬劑

疫苗已經超過保質期，360萬劑受到自然災

害、溫度偏差和變色造成的「操作性報廢」

的影響。她說，衛生部仍在確定報廢的4400

萬劑疫苗中的5%報廢疫苗的報廢原因。維吉

爾說：「這4400萬劑是我們為菲國接種的所

有疫苗的17.5%。」

維吉爾說，幾乎75%的報廢疫苗來自私

營界和地方政府單位的採購。

她說，至少有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來自

捐贈，百分之二來自國家政府採購。

在衛生部預算的全體審議期間，參議員

皮亞．加耶沓諾表示，菲國有多達3130萬劑

新冠疫苗報廢。

她說，3130萬劑報廢的估計成本為156億

披索。她說，衛生部不知道疫苗的成本，因

為他們不是菲律濱政府與疫苗製造商簽署的

保密協議的締約方。

黎剎省亞虞諾社社政廳前，擺放用循環再造材料製成的聖誕裝飾。亞虞諾社被譽為菲律
濱藝術之都。

圖為新比利畢監獄的囚犯週五安葬無人認領的死亡囚犯。大約有60具屍體被集體安葬，
他們都是2021年12月以來，無人認領的囚犯屍體。

手機GPS 建功
4劫匪落網

本報訊：安裝在手機上的GPS（全球定

位系統）跟踪器致使一個犯罪集團的四名嫌

疑成員被捕了，這些成員被認定為要對大岷

區和四個省的一系列搶劫案負責。

第4A行政區警署長納塔特斯說，這四名

嫌疑人是在他們位於沓義市的藏匿屋被警方

拘捕。

被捕的是20歲的吉爾貝羅、22歲烏塞比

奧、19歲的巴爾德拉馬和19歲的沓文董。

納塔特斯說：「警方調查人員通過安裝

在受害者的一部被盜手機中的GPS追踪到了

嫌疑人的位置。」

據這位警官稱，這些手機於11月25日從

伊姆斯市一家便利店的員工那裡拿走的，嫌

疑人還從那裡拿走了3萬披索。

這四名嫌疑人也出現在便利店的閉路電

視錄像中。

從他們身上繳獲了兩把序列號被污損的

點38手槍、一支口徑點22手槍、各種彈藥、

各種被盜手機、一枚手榴彈、一台摩托車和

其中一名嫌疑人在搶劫案中使用的名牌棒球

帽。

同時，這台摩托車被受害人確認為嫌疑

人逃跑時使用的摩托車。

背景調查結果顯示，嫌疑人參與了2022

年9月至2022年11月在內湖、黎剎、甲美地、

描東岸和拉斯賓迎斯市發生的多起搶劫事

件。

納塔特斯說：「我們現在正在追捕他們

的其他同。」

稱參議員張僑偉涉腐

前能源部長古西被控誹謗
本報訊：前能源部長古西目前要面臨在

描仁瑞拉法院的網絡誹謗案。此前，檢察官

以他對參議員張僑偉在參議院調查馬南巴耶

交易時的處理方式發表的言論，起訴他網絡

誹謗罪。

在11月14日的一項決議中，描仁瑞拉市

高級助理檢察官里加莫拉建議「起訴古西，

因為他違反第10175 號共和國法（2012 年

《網絡犯罪預防法》）第 4(c)(4) 條。」

據張僑偉的工作人員說，案件最終被

抽籤分配到描仁瑞拉市地區審判法院第75分

庭。」

古西的律師倫達因說，其委託人已經獲

保釋，並將在週二晚些時候發表聲明。

網絡誹謗案源於古西於2022年2月4日在

能源部網站上上傳的聲明，以回應由張僑偉

領導的參議院能源委員會，對雪佛龍菲律濱

有限公司轉讓在雪佛龍馬南巴耶菲律濱的

45% 參與權益給Udenna控股公司的子公司UC 

Malampaya Philippines Pte Ltd.的事件召開的聽

證會

古西聲稱張僑偉「選擇偏聽那些敵對的

商業利益」，據稱敵對商業利益所提供的資

料是「含沙影射、猜測和傳聞」。

他還指責張僑偉助長了誤解，認為馬南

巴耶交易據稱是「有缺陷的、有貓膩和腐敗

纏身」，他稱這是對能源部官員和員工的侮

辱。

作為參議院能源委員會主席的張僑偉

促使2022年2月2日通過了一項決議，表達了

「參議院的感覺」，即應向監察署和公務員

委員會提出適當的刑事和行政指控古西和其

他批准股份轉讓的能源部官員。

描仁瑞拉市的檢察官說，古西的聲明將

張僑偉描述為「不誠實」、「欺詐」、濫用

他作為參議員和參議院能源委員會主席的權

力，而且是一名「腐敗」的公職人員，損害

了參議員的名聲。

古西稱沒有發佈。

任計順市議員期間僱用幽靈僱員

名喜劇演員
保拉特重判62年
本報訊：喜劇演員羅德里克．保拉特

（Roderick Paulate）被廉政法庭裁定犯有一項

貪污罪和9項偽造公共文件罪，這些罪名與

2010年他首次擔任計順市議員期間僱用幽靈

僱員有關。

保拉特在2010年當選計順市第2區議員

後，因涉嫌在同年7月至11月期間僱用幽靈僱

員而被免職。

監察署於2018年正式提起了對保拉特

的訴訟，監察署稱這位演員兼政治家偽造了

一份工作訂單／服務合同，包括虛構承包商

的簽名，以迫使市政府為他們的工資分配資

金。

保拉特的總刑期為10年半至62年——細

分是貪污罪為6至8年，而每項偽造罪（8份公

共文件，1份由公職人員所為）佔6個月至6

年。

除入獄時間外，保拉特的每項偽造罪的

罰款為1萬披索，總計9萬披索，並永久取消

公職資格。

與保拉特一起被定罪的還有他的司機兼

聯絡官描哈文地，其偽造罪名不成立。

保拉特和描哈文地都被令向政府賠110.

萬披索（在全額付款前，每年利息6%）——

這是兩人從市財政部收取的公共資金，用於

支付僱傭員工的工資。

蘇丹龜達叻省
槍戰3死

中新社馬尼拉12月2日電：當地時間2

日，三名男子在蘇丹龜達叻省蘭巴永鎮與警

察發生槍戰後喪生。

蘭巴永鎮警察局長傑納梅爾·托納考通報

說，當日淩晨1點左右，蘭巴永一處檢查站的

警察攔下三名騎摩托車趕往鎮上的男子。三

名男子拒不配合檢查，並加速駛離，警方隨

即開始追趕。

在三人逃跑過程中，他們駕駛的摩托車

發生損毀。

於是向追趕的警察開火。

「這促使警察還擊，擊中了三名男子，

他們都倒在了地上，」傑納梅爾·托納考說。

警方緊急將三人送往醫院，在到達醫院

後，醫生宣佈三人死亡。

警方調查人員從嫌疑人身上找到了兩把

手槍、一枚手榴彈以及一袋毒品。

當地警察局表示，嫌疑人的身份仍在核

實中。

描戈律面具嘉年華
全市沸騰

本報綜合報導：「面具嘉年華」是菲

律濱中部大城描戈律市最盛大的慶典。走過

疫情，今年嘉年華除了總統小馬科斯到場觀

賞，表演者五彩繽紛的巨大面具和精彩歌舞

更使全市陷入歡慶。

面具嘉年華（MassKara）可以說是菲律

濱版的巴西狂歡節。

歷經新冠肺炎疫情，今年面具嘉年華以

「重拾笑顏」為主題，於10月23日登場，吸

引數千名遊客湧入位於黑人省的描戈律市。

描戈律市數個描籠涯為在比賽中脫穎而

出，奪得100萬披索獎金，卯足全力精心設計

巨大面具、五彩繽紛的服裝、道具和歡樂滿

點的歌舞，現場氣氛立即沸騰。

面具嘉年華慶典起源於1980年代。當時

國際糖價暴跌，盛產蔗糖的黑人省和描戈律

市發生飢荒，百萬人食不果腹，加上搭載上

千人的唐範渡輪（Don Juan）於1980年撞上

一艘油輪沉沒，約175人身亡，罹難者多為黑

人省居民，為振奮人心，面具嘉年華應運而

生。

今年面具嘉年華，許多隊伍在歌舞中融

入甘蔗、渡輪、疫情等意象，還有描戈律市

著名的燒烤（inasal）、甜薄餅（piaya）、聖

塞瓦斯蒂安大教堂（San Sebastian Cathedral）

等，傳達居民走出逆境重拾笑容的期望。

出席觀賞閉幕演出的小馬科斯致詞表

示，不僅描戈律市民，菲律濱人民都準備好

恢復正常生活，讓彼此的生活更美好，讓菲

律濱變得更好。

他表示：「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如何控

制新冠肺炎。很高興我們來到這裡，重聚一

堂。我想，（今年面具嘉年華）可能是描戈

律市史上最成功的面具嘉年華。」

小馬科斯說，藉由舉辦面具嘉年華，描

戈律市「向菲律濱全國和全世界展現菲律濱

已經回復常軌，我們準備好重回工作崗位，

年輕人已經回到校園。我們會重拾過去作

為，改善和讓菲律濱經濟成長，讓每個菲律

濱人的生活都能更安逸」。

基尼係數高收入差距大
菲律濱民眾如何面對？

本報訊：前幾天世界銀行出台了一份報

告，報告顯示：儘管菲律濱在減貧方面成效

不錯，但仍然是東亞地區收入不平等的國家

之一。

報告稱，菲律濱的貧困率在1985年是

49.2%，但到2021年的時候，已經降到了

18.1%，然而收入不平等的現象仍然非常突

出。

一個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用基尼係

數來衡量的。該係數顯示出財富分配或收入

水平之間的差距，零表示完全平等，係數越

高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

菲律濱的基尼係數在2018年達到42.3%，

是整個東亞地區基尼係數最高的國家之一。

報告稱，菲律濱收入最高的群體，僅佔全國

人口的1%，卻掌握著國民收入17%的財富；

而佔全國人口數50%的普通民眾，僅掌握國

民收入的14%。

世界銀行的這份報告還顯示，造成收入

不平等的原因較為複雜，主要是由於環境不

公平導致的。很多人從出生起，就無法在教

育、醫療保健、營養和就業等方面享有均等

的機會。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可能

對菲律濱的下一代造成較大影響。因為在疫

情下，不少貧困家庭減少食物方面的支出，

加劇了兒童營養不良的狀況。

在首都馬尼拉，繁華城區高樓鱗次櫛

比，大商場人流如織；但一街之隔的普通城

區，立刻變成層層疊疊的自建房。狹窄的小

巷纏繞著密如蜘蛛網的電線，還有二樓晾滿

的衣服，以及街角的紙板——那是流浪漢的

家。

菲律濱經常下雨。下雨的時候，路上積

滿雨水，可以看到一些孩子在水坑里洗澡嬉

鬧。一些無家可歸的人，在廢棄的鐵道兩旁

搭建起了臨時的住所，就以此為家。

這一年來，受疫情衝擊和俄烏衝突的影

響，菲律濱也遭遇高通脹，基本物資漲價，

民眾生活越發艱難。

前一段因為麵粉漲價，菲律濱人早餐常

吃的一種麵包也受到影響。店主告訴我，來

買麵包的都是鄰居，他不好意思漲價，所以

只能把麵包越做越小。

後來，菲律濱的豬肉也開始漲價。政

府為了平抑物價，決定要多買進口凍肉。農

貿市場的攤主就跟我抱怨，說這影響了她的

鮮豬肉生意。因為菲律濱本地的豬肉比進口

凍肉的價格要高，導致肉攤的客流大幅減少

了。但她還是笑著向我推薦本地的鮮肉，說

菲律濱物產豐富，肉類和海產品都非常新

鮮，口感也好。在困境中，菲律濱人總能展

現一種天生的樂觀和韌勁。我去菲律濱的颱

風災區採訪，民眾扛著棕櫚葉修葺被颱風刮

倒的房屋，站在洪水淹沒的二樓小屋，面對

我們的鏡頭，都是微笑著打招呼。

11月25日，一項調查顯示，在菲律濱15

到30歲的青少年中，有76%認為他們的生活

質量將得到改善。

菲律濱人的年輕一代， 繼續了前輩樂觀

積極的人生態度。

奸商濫售醫療證明
陸運署警告會查封

本報訊：陸運署昨天警告醫生和經其認

可醫療診所，被發現出售醫療證明給「未現

身」人士可能會被暫停或關閉。

此前，該署收到報告稱，某些醫療診所

和醫生在沒有進行任何實際體檢的情況下就

向駕照申請人頒發醫療證明。

陸運署負責人杜加地昨天在發給記者的

一份聲明中說：「我向全國所有區域和地區

辦事處下達的命令是，不僅要清除陸運署辦

事處的腐敗，還要清除醫療診所等認可合作

夥伴的腐敗，這些服務是獲得駕駛執照過程

的一部分。」

陸運署提醒駕駛者，醫療證明是「駕駛

執照申請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確定申

請人是否適合駕駛機動車」，不應跳過。

由於認為與陸運署進行交易需要太多

時間和文書工作，一些菲律濱人選擇與「黃

牛」打交道，他們會加快駕照申請和續期申

請，以及機動車登記的處理速度。

陸運署負責人表示：「我們繼續提醒

公眾，機動車駕駛執照不是一項權利，而是

政府授予的特權。任何人都不應規避頒發駕

駛執照的程序，陸運署的工作是作為促進道

路安全的一部分，確保它只發給合格的駕駛

者。」

他表示，在描戈律市的一家經陸運署認

證的診所因一天內簽發過多醫療證明而被陸

運署第6行政區下達60天暫停營業令後，他發

出這一警告。

在西未獅耶的區域評估和合規監督小組

報告稱，該診所在一天內簽發了多達186份醫

療證明後，陸運署下達了關閉令。

作為回應，該署針對該醫療診所發出了

解釋令，以解釋其為何簽發了「統計上不可

能」的醫療證明數量。

該診所的管理層通過其法律顧問解釋

說，它通常每天都會遇到大量客戶，有些人

早在早上6點30分就在排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