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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救灾基金分发二百份食品包
予岷市第二批滞留建筑地盘工人
华社救灾基金讯 : 基于本国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杜特地总统三月中旬实
施吕宋全島封城暨加强版社区隔离迄今，致使各行各业不能营业，工人无法
开工，其中包括建筑业地盘工人，他们由于封城而被滞留在岷市，承包商也
无法供应食物给他们，因此生计无从着落，有的人甚至三餐不继，处境令人
同情。
本基金闻悉后，以第一时间于5月1日（星期五）劳动节当天上午十点，
在描笼涯主席Steve Yap协助下，由其陪同岷市San Nicolas和Sampaloc两个地
区的建筑地盘工人前来商总，领取本基金赠送的合计二百五十份基本食品，
由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和商总外交聘任委员
刘少强等代表主持分发。
5月5日（星期二），本基金再度在商总，向马尼拉利未素惹区的第二批
滞留建筑地盘工人赠送二百份食品包，由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
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和商总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等代表主持分发。
当天大马尼拉发展署负责人Edison Bong Nebrija上校、菲国警岷警区第
11号警站的Celferino Papa Jr.上尉和描笼涯议员Sherwin Tan在场帮忙维持秩
序。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地盘工人
分发合计二百五十份基本食品
华社救灾基金讯 : 基于本国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杜特地总统三月中旬实
施吕宋全島封城暨加强版社区隔离迄今，致使各行各业不能营业，工人无法
开工，其中包括建筑业地盘工人，他们由于封城而被滞留在岷市，承包商也
无法供应食物给他们，因此生计无从着落，有的人甚至三餐不继，处境令人
同情。
5月1日（星期五）劳动节当天上午十点，本基金在描笼涯主席Steve Yap
协助下，由其陪同岷市San Nicolas和Sampaloc两个地区的建筑地盘工人前来
商总，领取本基金赠送的合计二百五十份基本食品，由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
、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和商总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等代表主持分发
。
当天大马尼拉发展署由Edison Bong Nebrija上校和菲国警岷警区第11号
警站的Celferino Papa Jr.上尉和描笼涯主席Steve Yap在场帮忙维持秩序。
上图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发表讲话。

图二至图四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和商总
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等代表向建筑地盘工人分发基本食品，并由大马尼拉发
展署Edison Bong Nebrija上校、岷警区第11号警站的Celferino Papa Jr.上尉和
描笼涯主席Steve Yap从旁协助。

Garin、Eric Go Yap和Quimbo三位众议员
就经济复苏课题与商总诸领导举行视频会议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5月1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与Sharon
Garin、Eric Go Yap和Stella Quimbo三位众议员举行视频会议，双方就本国
在抗疫封城暨加强社区隔离解除后，如何复苏国家经济等问题，进行亲切交
流和深入探讨。视频会议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名誉理事长李永年
大使、董尚真、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黄祯潭博士、庄前进，执行副理
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施伟廉、陈俊礼、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
博士、许学禹、王连侨、黄奇昭、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
事兼稽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各位董事暨各委员会主任包括地区董
事等领导出席会议。
林育庆理事长首先代表本会全体出席领导，向三位众议员表示热烈欢迎
。林理事长也向三位众议员报告本会在这段抗疫期间所从事的各种社会福利
工作，特别是由本会、菲华各界联合会和菲律滨中国商会三个成员单位率领
的华社救灾基金全心全意投入支援抗疫工作，诸如向各公私立医院捐赠各种
医疗物资，以及通过各描笼涯官员，向各地受影响的基层民众提供大米等基
本食品。
此外，本会亦鼓励各地区会员商会在各自地区倡捐和募捐，协力配合政
府机构抗击当地疫情，得到热烈响应，成绩斐然，深获各当地社会的好评。
本会诸领导亦向三位众议员反映，大家都非常关切封城和社区隔离对本国经
济所造成的影响。
Sharon Garin众议员表示，封城和加强版隔离这段时间造成无数非基要
行业，特别是贸易和旅游业被迫暂停营运，导致大约三千万名日新制劳工和
一百万家企业遭受冲击，其中微小中型企业（MSMEs）所受创伤最为严重
。她说，新冠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冲击，或将令到我们今年的国家经济增长放
缓和衰退。
Garin众议员说，有鉴于此，她和Joey Salceda以及Stella Quimbo等众议
员正在起草一项后新冠疫情经济刺激 一篮子方案（Post Covid 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以在国会于5月4日复会后，将有关议案呈交众议院抗击
新冠病毒委员会（DCC）审议并进行聆讯，争取获通过，以帮助政府应对和
缓解新冠疫情对经济构成的冲击，以及促使商务运作和就业能够持续下去。
她说，以Salceda众议员为首的经济刺激暨响应一篮子方案专门小组正在
审 议 两 项 策 略 措 施--由Salceda众 议 员 提 出 的"全 国 性 刺 激 策 略"提 案 （

National Stimulus Strategy）和由Quimbo众议员提出的“经济迈向单一”提案
（Economy Moving Forward As One）
，以保护就业和商务的流畅。她说，政
府需要开支七千亿披索，以免经济走下坡，其中三千三百亿披索透过
Bayanihan来愈合经济所受的创伤，另外三千七百亿披索作为刺激财政用途
。
Garin众议员表示，根据经济迈向单一提案，一千一百亿披索将拨作提
供工资补贴、一千四百亿披索作为免息贷款、一千一百十九亿披索作为支援
促进企业复苏的运作，以及十亿披索作为支付新冠病患的病假的补偿。
Eric Go Yap众议员与本会出席领导，就海关局的港口拥挤和提货程序缓
慢等问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本会领导有人反映，本地生产商很多
产品均需要进口原料，海关局的港口拥挤，令到进口商提货程序缓慢，严重
影响到工厂的生产进程。
Eric Go Yap众议员说，马尼拉港口拥挤不堪，致使进口商提货程序缓慢
，是众所周知的事，这令到进口商浪费宝贵的时间和大量的金钱，加上本国
受疫情影响，马尼拉宣布封城，令到情况进一步恶化。
Eric Go Yap众议员指出，封城使马尼拉港口更加拥堵，无人提货，众多
集装箱滞留，超出了港口承受范围的极限。加上船公司纷纷宣布加收拥挤附
加费，令到进口商百上加斤。他说，国会复会后，他将加速在这方面的立法
，以尽早解决有关问题。
Stella Quimbo众议员表示，现时最重要是解封后，政府应该加以干预，
促使经济逐步复苏，包括卫生部呼吁通过各地方政府单位和机构，进行强制
性的测试，以及由工商部、旅游部、投资署和运输部等政府部门，向微小中
型企业、旅游业、进出口业和运输业等行业提供援助。她也表示将呼吁政府
制订一项长远性的经济复苏方案，以巩固国家经济从疫情、天灾和金融危机
等冲击中复苏。她说，Salceda众议员的全国性刺激策略提案亦建议制订一项
结构性调整规划，以加强国家经济复苏。
她说，该项规划包括一项三千五百亿披索负利息贷款一篮子方案，换取
保留员工的工作，以及建议一项信贷再融资暨调停项目，以促进微小中型企
业的偿债能力。
本会诸领导分别就各自的一些疑问，向三位众议员提问，他们一一解答
。然后三位众议员与本会诸领导就有关经济复苏和促进民生等各方面课题，
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三
位众议员对各有关课题的详细讲解，以及分享他们的经验。

贸工部副部长和助理部长与商总诸领导
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有关经济复苏课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5月4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与贸工部（

DTI）副部长Ruth Castelo和助理部长Mary Jean Pacheco举行视频会议，双
方就本国商界在抗疫封城暨加强社区隔离方面所关切的一些课题，以及所遇
到的一些问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视频会议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
士主持。名誉理事长李永年大使、董尚真、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黄祯
潭博士、庄前进，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理事长叶芳枫、蔡荣卫、施伟廉
、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博士、许学禹、王连侨、黄奇昭、戴亚明、吴启
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兼稽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各位董事
暨各委员会主任包括地区董事等领导出席会议。
林育庆理事长首先代表本会全体出席领导，向两位贸工部长官表示热烈
欢迎。林理事长也向两位贸工部长官报告本会在这段抗疫期间所从事的各种
社会福利工作，特别是由本会、菲华各界联合会和菲律滨中国商会三个成员
单位率领的华社救灾基金全心全意投入支援抗疫工作，诸如向各公私立医院
捐赠各种医疗物资，以及通过各描笼涯官员，向各地受影响的基层民众提供
大米等基本食品，同时也向她们介绍本会以及本会所从事的各项社会服务工
作。
会议以座谈形式进行，贸工部副部长Castelo和助理部长Pacheco要求本
会诸领导有任何问题尽管向她们提问，她们将把所知道的予以回答。
本会诸领导均表示，现阶段大家最关切的课题，就是商界能够从新冠疫
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中复苏。大家同时也分别向两位长官提出一些宝贵建议
，希望她们能够向有关政府部门和立法机构反映，以使能够促进国家经济早
日复苏。
本会诸领导表示希望由若干众议员提案的经济刺激一篮子方案（
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的有关财务援助条款能够把大规模企业包含在
内，因为有关条款只指定援助进出口行业和微小中型企业（MSMEs），应该
让大公司也能获得工资津贴、补助、过渡性贷款、免息贷款和负利息贷款等
优惠，以加强各企业的复苏能力。诸领导也建议向各企业，特别是那些在加
强版社区隔离解除后仍无法营运的商号，提供暂时性的减税或者免税优惠以
及向经营进口诸如口罩和手套等医疗物资或器材的企业，提供免税优惠。
本会诸领导也建议贸工部向能源管制署反映，应该只向商号收取实际电
力消耗量的电费、容许商号预先对往后的各种收费，进行信用支付形式，以
及降低商号的电费，因为据我们所知，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均以削减电费作
为当地政府的缓解措施之一。此外，诸领导还建议应激励或要求收到作为加
强版社区隔离或一般社区隔离月份店租的远期支票的商号出租方，先不要立
刻把支票存入银行，让租户有时间将现款存进去。
本会诸领导也建议把向投资署登记企业的登记期限延长两年，让他们有
足够的时间弥补在实施加强版社区隔离期间所遭受的亏损。同时建议劝说国
际船运公司以及港口营运方削减各自因加强版社区隔离造成港口拥挤而提升
的有关收费和滞留费，以及贮藏费等手续费，以减轻进口商和生产商的超越
负担。
本会诸领导也建议放宽针对在治疗新冠病患方面具有辅助性效果的中成

药和其他外国药物的进口法律规章。诸领导并建议贸工部与内政暨地方政府
部进行协调，以保证政府跨机构工作组的有关准则，尤其是有关公司身份证
的规则，能够在一般社区隔离期间在所有检查站获得承认。
本会诸领导最后表示希望在贸工部的努力和关注下，有关政府机构和私
营界实体能够优先考虑有关商号的建议，以帮助商界复原。然后贸工部副部
长Castelo和助理部长Pacheco与本会诸领导就有关经济复苏和促进民生等各
方面课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两
位贸工部长官在百忙中拨冗，与本会同仁举行视频会议。

华社救灾基金向大岷区仙范市府
赠送一批医疗物资由市长亲自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五月四日（星期一），向仙范市政府赠送一批
医疗物资，作为支援当地前线医护人员抗疫用途。
当天由商总外交理事戴福安亲往仙范市府，向市长 Francis Zamora移交
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委托大岷发展署负责人
向沿计顺桥一带贫民分发食品包
华社救灾基金讯 : 基于本国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杜特地总统三月中旬实
施吕宋岛封城暨加强版社区隔离迄今，致使各行各业不能营业，工人无法开
工。沿计顺桥（Quezon Bridge）一带贫民因此受到影响，极度缺乏食物。
大岷发展署负责人Bong Nebrija上校将有关情况告知商总董事兼外交主
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本基金获悉后，遂以第一时间向当地居
民赠送食品包，委托Nebrija上校转交给他们。

华社救灾基金向菲国警国都区
赠送一批大米以及医疗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五月五日（星期二），向菲国警国都区警务办
公厅（PNP--NCPRO）赠送一批大米和医疗物资，慰劳吕宋岛实施加强版社
区隔离期间，在前线维持治安和秩序的警方人员。
当天由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和商总外交
聘任委员刘少强等代表主持分发，由菲国警国都区警务办公厅行政副警长
Nolasco Bathan准将和业务副警长Florendo Quibuyen准将代表接收。

菲律滨中央银行总裁Benjanin Diokno
与商总诸领导举行有关经济课题视频会议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5月6日（星期三）下午三时，与菲律滨中
央银行（BSP）总裁Benjamin Diokno举行视频会议，其间由Diokno总裁主
持一场讲座，为大家阐述本国在抗疫封城期间所面临的一些经济和民生状况
，以及介绍政府的一系列复苏和刺激经济方案。双方亦就本国商界在抗疫封
城暨加强版社区隔离方面所关切的一些课题，和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亲
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视频会议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名誉理事长李永年大使、董尚
真、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黄祯潭博士、庄前进，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
，副理事长叶芳枫、蔡荣卫、施伟廉、陈俊礼、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博
士、许学禹、王连侨、黄奇昭、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
兼稽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各位董事暨各委员会主任包括地区董事
等领导出席会议。
首先由本会副理事长黄奇昭向大家介绍菲央行总裁Diokno，继由林育庆
理事长代表本会全体出席领导，向Diokno总裁表示热烈欢迎。林理事长也向
Diokno总裁报告本会在这段抗疫期间所从事的各种社会福利工作，特别是由
本会、菲华各界联合会和菲律滨中国商会三个成员单位率领的华社救灾基金
全心全意投入支援抗疫工作，诸如迄今已倡捐及募款逾二亿七千多万披索，
并向各公私立医院捐赠各种医疗物资，以及通过各描笼涯官员，向各地受影
响的基层民众提供大米等基本食品，同时也向其介绍本会以及本会所从事的
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Diokno总裁表示，鉴于新冠疫情对本国经济所造成的冲击，菲律滨中央
银行已把今年的综合利率调降至125基点。
他说，央行针对新冠疫情对国家经济所造成冲击的应对政策以及国家目
前所具有的优势计有:
--利息率已降低到2.75%，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数据; 对银行储备要求
降低200基点，并提供三千亿披索政府债券，以资援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对
政策。
--占本国企业总数99.5%，并提供三分之二全国就业机会的微小中型企
业（MSMEs）将获得贷款。
--本国外汇储备（GIR）目前达890亿美元，并预计到年底将达930亿美
元。
--菲律滨经济已经历了连续20年的正数增长。基于疫情的缘故，今年预
期将会有0.8%的轻微收缩; 惟因为政府实施加强版社区隔离，导致经济放缓
，所以这种情况乃是意料之中。
--他预期明年将会有坚挺的复原，增长率预计将达7.8%。
鉴于政府实施加强版社区隔离的缘故，数码/连线金融交易随之增加。

Diokno总裁预见这将是加快央行方案进展的良机，该机构已订下了在其任期
届满之时，把他们的50%金融交易数码化。
--国会必须审慎准备一兆三千亿披索的经济刺激一篮子方案（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
，协助国家从疫情危机中复苏。
--全球性的油价下降，对菲律滨反而是一件好事。预期这将缓和通胀。
杜特地总统已签发行政令（EO113），临时向石油进口征收额外关税，让政府
筹集资金应对疫情所造成的冲击。
--海外菲籍劳工（OFW）的汇款额减少，以及旅游业的衰退，将受到业
务流程外包行业（BPO）所作的贡献所抵消。
--央行预计今明两年的通胀率将分别达2%（低于预计数据）和2.5%。
--央行放宽对银行在疫情期间的新闻报道必要条件的规则。
--菲律滨经济已准备就绪应对有关健康卫生危机。菲律滨在预算透明度
方面，在东南亚排名第一，在全球亦名列前十位。
Diokno总裁表示，菲律滨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8个月的进口需求，并希
望本国的GDP是V形而非U形或W形。他同时呼吁菲华社会缴纳正确税赋，
因为政府需要资金以资援本国经济复原。
然后Diokno总裁与本会诸领导就有关经济复苏和促进民生等各方面课题
，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
Diokno总裁的详细讲解，以及提供有关重要信息。

华社救灾基金向岷市府
赠送一批医疗物资
正副市长亲自接受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五月八日（星期五），向马尼拉市政府赠送一
批医疗物资，作为支援抗疫用途。
当天由商总副理事长施东方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
主任施超权、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和马尼拉第三区281描笼涯议员Sherwin
Tan等代表，亲往马尼拉市府，向市长Francisco “Isko” Moreno Domagoso、
副市长Maria “Honey” Lacuna和市议员Joel Chua等人移交赠送物资。

崇仁医院洪鹏生院长与商总诸领导
就新冠肺炎疫情课题举行视频会议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5月8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与崇仁医院
院长洪鹏生（Samuel Ang）医学博士举行视频会议，其间由洪鹏生院长主持
一场医学讲座，为大家讲解有关新冠肺炎课题的医学常识，并就抗疫等问题

与本会诸领导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视频会议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
主持。
林理事长向洪鹏生院长表示，吕宋岛封城以来这段时间，本会高层领导
每逢星期一、三、五下午二时，都有举行视频会议，探讨有关应对疫情以及
协助扶持国家经济和民生等课题。同时也分别邀请政府官员和医学界专家出
席主持讲座，介绍有关经济和医学等课题。
林育庆理事长对洪鹏生院长和崇仁医院的全体前线医护人员在抗疫工作
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向洪院长表达由衷感激和崇高
敬意。本会诸领导亦对疫情和有关抗疫课题，提出各自的看法和见解。
洪鹏生院长向本会诸领导介绍了崇仁医院的抗疫情况以及有关疫情的进
展状况，同时也向大家提供有关防疫的常识。他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各地
，菲律滨目前的疫情也在持续蔓延。不过，根据他在这段时间的临床经验显
示，并非确诊新冠就等同被判死刑。罹患新冠病毒的死亡率约为5%，只要
病情轻微时及时就医接受治疗，治愈率还是很高。
洪院长表示，崇仁医院目前已有自己的测试实验室，也有拭子测试，该
院医生本身也有接受测试。疑似病患今天下午四时接受测试，明天就能拿到
结果。他说，因为抗体检测容易受到血液标本中的一些干扰物质的存在而出
现“假阳性”结果，所以抗体检测必须采用lgM和lgG同时检测且通常需多次动
态检测来确认。
洪院长指出，目前在户外行走的人，大约有20%携带新冠病毒，所以若
非必要，最好是宅在家里，特别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长者和患有其他慢性疾病
的病患。他说，新冠康复者身上的抗体也不一定会一直都存在人体内，复原
者还是有可能再度复发，所以复原后要多加注意和保养自己的身体。
说到中药连花清瘟胶囊，洪院长表示自己站在西医立场，他不便说什么
，不过确实有病患因服用该药而病情有所好转。不过他强调，疗程中一切还
是以西药为主，中药为次。他也不会禁止病患以该药作为辅助性药物。
本会诸领导分别就各自对新冠疫情的一些疑问，向洪鹏生院长提问，洪
院长一一解答。然后洪院长和本会诸领导就疫情和抗疫的各方面课题，进行
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洪
鹏生院长对疫情和抗疫课题的详细介绍，以及分享他们的经验。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李永年大使、董尚真、
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黄祯潭博士、庄前进，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
理事长叶芳枫、蔡荣卫、施伟廉、陈俊礼、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博士、
许学禹、王连侨、黄奇昭、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兼稽
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各位董事暨各委员会主任包括地区董事等。

福慧行慈善基金会通过商总捐献十二万
资助马尼拉北义山火化场维修火化设施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新冠肺炎疫情在本国蔓延，确诊者不计其数，其中一
部分病患不幸不治身亡。为抑制疫情扩散，新冠病患一旦病故，纷纷实行即
日火化，造成本地各火化场不胜负荷。
马尼拉北义山（Manila North Cemetery)火化场是岷市唯一公共火化场
，其火化设施已趋于陈旧，在这疫情期间难以应付每日多具尸体的火化运作
，日前前来本会反映有关情况，希望能获得支援，以便维修其火化设施。福
慧行慈善基金会（HOPE WE WELL BUDDHIST CHARITY FOUNDATION
）闻悉后，以第一时间通过本会，向马尼拉北义山捐献菲币十二万元，作为
维修其火化设施用途。
5月11日（星期一）上午，马尼拉北义山负责人Roselle Castaneda前来本
会，接受福慧行慈善基金会的捐款，由本会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
心副主任施超权和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代表移交。

前总统、前众议长Gloria-Macapagal Arroyo夫人
与商总诸领导举行有关经济课题视频会议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5月11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与菲律滨前
总统、前众议长Gloria Macapagal-Arroyo夫人举行视频会议，其间由Arroyo
前总统主持一场讲座，为大家阐述本国在抗疫封城期间所面临的一些经济和
民生状况，以及对政府的一系列复苏和刺激经济方案的看法。双方亦就本国
商界在抗疫封城暨加强版社区隔离方面所关切的一些课题，和所遇到的一些
问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视频会议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林理事长向Arroyo前总统表示
，吕宋岛封城以来这段时间，本会高层领导每逢星期一、三、五下午二时，
都有举行视频会议，探讨有关应对疫情以及协助扶持国家经济和民生等课题
，同时也分别邀请政府官员和医学界专家，如参议员Angara和央行总裁
Diokno，以及光坦（前崇基）医院院长龚金生医学博士和崇仁医院院长洪鹏
生医学博士等出席讲座，介绍有关经济和医学等课题。
林育庆理事长代表本会全体出席领导，向Arroyo前总统表示热烈欢迎。
林理事长也向Arroyo前总统报告本会在这段抗疫期间所从事的各种社会福利
工作，特别是由本会、菲华各界联合会和菲律滨中国商会三个成员单位率领
的华社救灾基金全心全意投入支援抗疫工作，诸如迄今已倡捐及募款逾二亿
七千多万披索，并向各公私立医院捐赠各种医疗物资，以及通过各描笼涯官
员，向各地受影响的基层民众提供大米等基本食品，同时也向其介绍本会以
及本会所从事的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Arroyo前总统表示，在新冠疫情肆虐和封城这段时间，杜特地总统已被
证明是一名在必要时有能力采取果断性举措的领导人，尽管有关举措会令到
一些人感到不高兴也在所不惜。举个例子，他是全球领导人当中首先实施旅

游禁令者之一。他同时也宣布吕宋岛全面封城。我们在事后看到，他的这些
决策证明他所做的一切是对的。
Arroyo夫人说，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显明我们可以信任他的危机处理
方式。Arroyo夫人指出，身为一名前总统，她可以说，他在应对疫情方面，
做得非常出色。政府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该名前总统说，至于她本人，当她在想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她实际上并
非以一名经济学家，而是以一名前总统的角度来考量。考虑到那些弱势群体
的处境，以及各都市地区的日薪收入阶层，都有必要保持机敏。我们应该有
信心杜特地总统能够作出正确的主观决定。正当政府准备宣布对解除加强版
社区隔离（ECQ）的有关决定时，必须处理的是经济。这将是缓解大众的重
担的一项极度妥善举措。杜特地总统已显示，倘若有必要，在事情并非如意
料之中，他也能以作出果断应对。
Arroyo夫人表示，我们必须把正在尝试和试验中的“新常规”措施（“new
normal”measures），诸如社交距离持续下去。很多人把新冠病毒称作是一项
‘黑天鹅’事件，惟她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比尔 . 盖茨曾于2015年就谈及过这种
疫情。目前有许许多多的歇斯底里，但普遍应该还是理性的声音。
她说，疫情还是有可能随时卷土重来，所以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纷纷倾
尽全力提供各种资源，以迅速研发疗法或疫苗。她也询问商总成员有关我们
如何能够获得中国正在生产的治疗病毒药物Favilavir。美国的食品暨药物署
（FDA）已经批准另一项疗法。现在就看商家是否要进口有关药物。她说自
己有跟本国食品暨药物署负责人Eric Domingo谈过有关课题，后者表示，商
总成员什么时候能有在国际上获批准的疗法或药物的供应商，他将立刻让该
署展开批准进程。这乃是私营界能够做到的事，特别是精通贸易的菲华商家
。
Arroyo夫人表示，她认识的一些马加智医疗中心的医生们，正在寻求一
种名称叫做Avigan的药物。她说，以两年到三年时间寻找有效药物的时间太
长，她有信心只要我们应用足够的资源来解决问题，我们大致上将能够完成
任何事情。
然后Arroyo前总统与本会诸领导就有关经济复苏和促进民生等各方面课
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
Arroyo夫人的详细讲解，以及提供有关重要信息。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李永年大使，董尚真、
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黄祯潭博士、庄前进、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
理事长叶芳枫、蔡荣卫、施伟廉、陈俊礼、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博士、
许学禹、王连侨、黄奇昭、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兼稽
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各位董事暨各委员会主任包括地区董事等。

贸工部部长Ramon Lopez
与商总诸领导举行视频会议
探讨MECQ和GCQ相关课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5月12日（星期二）下午四时，与贸工部部
长Ramon Lopez举行视频会议，双方就本国在抗疫封城暨加强社区隔离（
ECQ）分别进行修改和解除后，如何过度到处于修订版强化社区隔离（
MECQ）和一般社区隔离（GCQ）之下的新规范社会等问题，进行亲切交流
和深入探讨。视频会议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
林育庆理事长首先代表本会全体出席领导，向Lopez部长表示热烈欢迎
。林理事长也向Lopez部长报告本会在这段抗疫期间所从事的各种社会福利
工作，特别是由本会、菲华各界联合会和菲律滨中国商会三个成员单位率领
的华社救灾基金全心全意投入支援抗疫工作，诸如向各公私立医院捐赠各种
医疗物资，以及通过各描笼涯官员，向各地受影响的基层民众提供大米等基
本食品，同时也向其介绍本会以及本会所从事的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本会诸领导亦向Lopez部长反映，大家都非常关切封城和社区隔离分别
进行修改和解除后，在过度到处于修订版强化社区隔离和一般社区隔离之下
的新规范社会期间，对本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因为大马尼拉国都区是本国
经济命脉，所以大家也想知道，国都区在修订版强化社区隔离之下，工商各
行业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维护民生。
Ramon Lopez部长表示，在新冠疫情蔓延之前，本国经济正在快速增长
，增长率维持在6.2%，并且录得低失业率。国家经济坚挺且具有很好的基础
。Lopez部长表示相信一旦本国过度到新规范时期，国家经济将会有必要的
基本要素，能以让我们回到以往的增长轨道。在我们过度到新规范阶段期间
，我们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以处理我们的健康卫生问题。
Lopez部长说，加强版社区隔离已经有效地把疫情曲线逐渐拉平，修订
版强化社区隔离期间，我们将处于逐步开放阶段。即使在加强版社区隔离期
间，贸工部也分别得以和争取让不少行业列入获允许营业行业的行列，以使
更多行业能够恢复作业，诸如食品、基要产品和服务业等。
他说，贸工部也签发了第20-08号备忘录通告，以向获允许在吕宋岛实施
加强版社区隔离期间经营的商业实体的货物装卸运作以及人员的通行提供方
便; 签署第20-11备忘录通告，为获允许营业以促进基本必需品的稳定供应的
加赠经营范围制订指定准则; 遵照第922号总统声明--公共卫生紧急事态，根
据第7581号共和国法令--价格法，向所有基本必需品实施价格冻结; 签署第
20--07号备忘录通告，实施反囤积和反恐慌性抢购等措施。
Lopez部长指出，根据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出版物The Economies，菲律
滨在全球66个面对新冠疫情的新兴经济体当中排名第六位最坚挺者。该项排
名是根据各经济体在应对公共债务、外债、借贷成本和储备量等方面所面对
风险的潜能而确定。

Lopez部长说，在修订版强化社区隔离地区，若干在ECQ期间获允许运
营的基本行业扔可运营，如医疗、药房、兽医诊所、食品制造和供应链以及
杂货铺。实施修订版强化社区隔离后，又增加了部分行业，如制造和加工厂
。最终清单将于5月13日由抗疫工作组公布，这些工厂应仅以50%的产能运
行，政府办公室也是50%恢复。
就诸港口卸货遭延迟的问题，Lopez部长认为解决办法是处理好所有程
序，包括网上支付。他也呼吁商总成员要想办法保住工人的工作，这将是一
项很大的助力。工人需要继续拥有入息，这样我们才能够刺激需求，使经济
重回轨道。
Lopez部长指出，贸工部将继续通过各种贸易活动和总统出访等方面与
商总配合。一旦驻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的贸工部特别贸易代表恢复有关贸
易活动，贸工部将与本会配合。
他感谢商总和菲华社会给予政府和菲律滨人民的所有捐献和帮助，特别
是在这个非常时期。这些捐赠对抑制新冠疫情蔓延而言，是一项很大的助力
。贸工部视商总为所有行业发展活动的一个伙伴。倘若有对有关政策的任何
宝贵建议，贸工部很乐意进行对话。
本会诸领导分别就各自的一些疑问，向Lopez部长进行提问，部长一一
解答。然后Lopez部长与本会诸领导就有关经济复苏和促进民生等各方面课
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
Lopez部长对各有关课题的详细讲解，以及分享贸工部的经验。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李永年大使、董尚真、
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黄祯潭博士、庄前进，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
理事长叶芳枫、蔡荣卫、施伟廉、陈俊礼、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博士、
许学禹、王连侨、黄奇昭、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兼稽
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各位董事暨各委员会主任包括地区董事等。

总统发言人Harry Roque
与商总诸领导视频会议
探讨MECQ和GCQ营商课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5月13日（星期三）下午三时，与总统发言
人Harry Roque举行视频会议，双方就本国在抗疫封城暨加强社区隔离（
ECQ）分别进行修改和解除后，如何过度到处于修订版强化社区隔离（
MECQ）和一般社区隔离（GCQ）之下的新规范社会，特别是大马尼拉国都
区如何从修订版强化社区隔离过度到一般社区隔离等课题，进行亲切交流和
深入探讨。视频会议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
林育庆理事长首先代表本会全体出席领导，向Roque阁下表示热烈欢迎
。林理事长也向Roque阁下报告本会在这段抗疫期间所从事的各种社会福利

工作，特别是由本会、菲华各界联合会和菲律滨中国商会三个成员单位率领
的华社救灾基金全心全意投入支援抗疫工作，诸如向各公私立医院捐赠各种
医疗物资，以及通过各描笼涯官员，向各地受影响的基层民众提供大米等基
本食品，同时也向其介绍本会以及本会所从事的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本会诸领导亦向Roque阁下反映，因为大马尼拉国都区是本国的经济命
脉，所以大家都非常关切这一区从修订版强化社区隔离过度到一般社区隔离
这段时间，对本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各行各业如何展开运作，以及如何维
护民生。
Harry Roque阁下首先感谢包括本会等华社救灾基金各成员单位在疫情
蔓延期间，慷慨向前线医护人员捐助大批医疗物资，以及捐献各种日常用品
，向广大菲律滨民众表示关怀和伸出援手。
Roque发言人表示，5月16日开始，菲律滨社会将划成两项分类 : 修订版
强化社区隔离（MECQ）和一般社区隔离（GCQ）。在一般社区隔离之下，
几乎是所有企业单位均获容许运营。但是有的企业单位被鼓励让一半职工在
场上班，另一半则在家工作。他同时也要阐明，大马尼拉区、宿务市和内湖
省仍处于加强版社区隔离（ECQ）状态，我们仍然是有所限制，惟许多行业
将在修订版社区隔离（MECQ）之下开放。
Roque发言人说，只要遵守安全规程，以下行业可在改良版强化社区隔
离的地区重新开业 :
第一类 :
---农业、林业和渔业
---生产必需品（食品和饮料）、卫生用品（肥皂、洗涤剂、消毒剂）、药
品和维生素、医疗产品（口罩）、宠物食品、饲料和化肥
---医院和诊所
---基本零售（杂货、市场、药店）
---洗衣店
---食品制备和卖水店（外卖和配送）
---物流服务提供商（货物、仓库、卡车、船运）
---配送服务
---公用事业 : 电力、能源、水、电信、空调、集水/供水、废物管理、污
水处理（化粪池排空除外，但包括害虫防治、垃圾管理等）
---机械设备的修理和安装
---电信公司
---能源公司
---加油站
---获得公造部认可，且为医疗保健和降低风险的设施施工的建筑工人
---建筑所需品的制造公司和供应商
---媒体机构
第二类 :

---制造业（饮料、电机、木材、非金属制品、纺织品、烟草产品、纸制
品、橡胶和塑料产品、精炼石油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电气设
备、机械、机动车、拖车、半挂式卡车、其他运输设备）---部分允许/50%雇
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工作
---水泥和钢铁
---采矿和采石
---电子商务公司
---以出口为导向的公司
---房地产活动--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工作
---必要的公共和私人建筑项目（污水处理、供水服务设施、卫生设施）
和重点项目（食品生产、农业、能源、住房、通讯、自来水、公用事业、制
造业和业物流程外包）--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
工作; 禁止小型项目
---修理电脑和个人家庭用品
---房屋服务活动
---办公室行政和办公室支援服务（复印、开票）--部分允许/50%雇员在
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工作
---为医疗人员、菲外劳、许可行业的工人和接受强制隔离的非菲外劳提
供住宿
---客人住宿--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工作;
仅适用于截至5月1日在吕宋岛的现有长期预订
---殡葬和防腐服务--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
工作; 不包括殡仪馆
---兽医诊所--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工作
---安全和调查活动--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
工作
---银行、汇款、服务、小额信贷机构、当铺和信用合作社
---资本市场
---货币兑换、保险、再保险和非强制性养老金--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
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工作
---法律和会计--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工作
---管理咨询活动--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工
作
---科学研究与开发--部分获准/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
工作
第三类 :
---广告和市场研究--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
工作
---电脑编程--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工作

---出版和印刷活动--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
工作
---电影、音乐和电视节目制作--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
50%雇员在家工作
---租赁、不动产以外的租赁（车辆，许可行业的设备）
---就业活动（招聘）
---摄影、时装、工业、图案和室内设计--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
上班，50%雇员在家工作
---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及其零件的批发和零售贸易--部分允许/50%雇
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工作
---修理汽车（硫化、电池、汽车维修）--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
上班，50%雇员在家工作
---购物中心和商业中心（非休闲）--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
，50%雇员在家工作
---餐厅--部分允许/50%雇员现场服务，50%雇员在家工作，配送和外卖
---五金店--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工作
---服装和配件--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工作
---书店、学校和办公用品店--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
雇员在家工作
---婴儿护理用品店--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在家
工作
---宠物食品和护理用品--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
在家工作
---IT、通讯和电子设备--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50%雇员
在家工作
---鲜花、珠宝、新奇商品、古董、香水店--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
所上班，50%雇员在家工作
---玩具店（游戏组、娱乐区关闭）--部分允许/50%雇员在工作场所上班
，50%雇员在家工作
与此同时，以下行业在实施修订版强化社区隔离的地区将被禁止运营 :
---理发店和美发店
---健身房/健身室和体育设施
---娱乐行业（电影院、剧院、卡拉ok吧）
---儿童娱乐产业（游戏室、游乐设施）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文化中心
---旅游目的地（水上公园、海滩、度假村）
---旅行社、预订服务及相关服务
---个人护理服务（按摩室、桑拿浴室、面部护理、热蜡除毛等）
本会诸领导分别就各自的一些疑问，向Roque发言人进行提问，后者一
一解答。然后Roque发言人与本会诸领导就有关经济复苏和促进民生等各方

面课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
Roque发言人对各有关课题的详细讲解，以及分享贸工部的经验。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李永年大使、董尚真、
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黄祯潭博士、庄前进，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
理事长叶芳枫、蔡荣卫、施伟廉、陈俊礼、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博士、
许学禹、王连侨、黄奇昭、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兼稽
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各位董事暨各委员会主任包括地区董事等。

华社救灾基金召开视频会议
决向红十字会捐建测试中心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五月十四日（星期四）下午三点，由菲华商
联总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召开视频会议。因自三月十四日会议决拨捐一亿批
索赞助支援本国新冠病毒疫情，及十五日会议决定发动华社捐款至今，已筹
得一亿八千多万，二笔合计二亿八千多万后，展开了一连串采购医疗物资及
食品、白米等，每天向公私立医院前线医疗人员及有关政府机构、省、市政
府等发送，及向民众分发食品及白米，并组织抗疫委员会，配合中国大使馆
主持中国医疗专家队来菲支援等。二个月来因隔离未再集会，遂决以视频方
式召开，以便报告各自负担工作情况，并探讨继续应对疫情措施。
会议由林育庆博士说明召会目的，并强调本基金二个月来在商总、菲华
各界、中国商会等十一个成员团体诸领导共同努力下，发挥华社大团结，为
抗疫作出巨大贡献，有目共睹，获得公私界肯定和赞扬，对商总、菲华各界
和中国商会三领导团体贯彻执行各自受分配责任，做得有声有色，予以表扬
。
继由菲华各界杨华鸿主席对该会负责本次采购医疗物资及对中国专家医
疗队应菲政府邀请来菲支援后勤工作，作了一个完整报告，同时对开支亦作
了详细清楚财政报告，受到掌声赞扬。
接着由商总外交主任兼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受商总林育庆理事
长委托负起二个月每天在商总总部为中心分发工作，做了详细报告，截至十
四日所分发物资列下：
1. 1,282,500公斤白米
2. 2,210,500片外科口罩
3. 107,000副手套
4. 25,000套防护服
5. 14,800件N95口罩
6. 2,885加仑消毒酒精
7. 875件额温计
8. 11,000件防护服镜

9. 3套呼吸机
10. 10,000包牛奶水
11. 4,000支HAPEE牙膏/牙刷
12. 1,0000箱维他命C
13. 50张折布床
14. 16,000包奶粉
15. 60,000罐沙丁鱼
16. 60,000包速食面
然后由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作截至目前收支总报告。
在进入讨论事项时，林育庆理事长提及菲红十字会会长吴顿参议员（
Senator Gordon）向其提及红十字会为协助政府推广民众对病家测试次数，
积极推定了多个测试实验室，目前每天可测试八千名，还在继续推建中，希
望华社能予以支持创建所测试中心，林理事长建议以“华社救灾基金”命名，
在大岷区捐建一座测试实验室，以表华社支持并能留名。经讨论后，出席领
导一致通过该决议。
另讨论在菲主流报社刊登一版对本次本基金所发送医疗物资及食品白米
受惠公私机构等，以能让主流社会认清华社救灾基金对本次疫情所作贡献，
亦受赞同通过。

华社救灾基金向菲国家红会
捐建一座新冠检测中心实验室
华社救灾基金讯 : 菲律滨国家红十字会会长Gordon参议员最近向本基金
成员单位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提及，该会为协助政府推广民众对
新冠病毒测试次数，积极推建了多个测试实验室，目前每天可测试八千人，
并在继续推建中，希望华社能予以支持创建一所测试中心。5月14日本基金
举行一场视频会议期间，林育庆理事长让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向大家报告
此事，随后林理事长并建议以“华社救灾基金”命名，在大岷区捐建一座测试
中心实验室，助力菲律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以表华社支持并能留名，同时
也能促进华社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深情友谊。
经讨论后，本基金各成员单位的出席领导，一致通过该决议。本基金决
定捐献一千五百万披索，协助建立该所新冠病毒检测中心实验室。
5月22日（星期五）下午，本基金11个成员单位诸代表一行，亲赴菲律
滨国家红十字会总部，向该会会长Gordon参议员移交捐献支票，双方并签署
捐建协议备忘录。
菲律滨国家红十字会会长Gordon参议员发表讲话，对菲律滨华社的慷慨
捐助，致以万分谢意和崇高敬意。Gordon参议员也赞扬华社对菲律滨的社会
发展，以及经济繁荣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并对华社的乐善好施和对菲律滨兄
弟的关爱，给予高度肯定。

据Gordon参议员介绍，目前在本国各地建立的检测中心，对新冠病毒的
检测能力已达到八千人，预期随着检测中心实验室的建立，检测能力可望突
破一万四千人。
商总副理事长陈俊礼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致词。他首先向Gordon参议
员介绍本基金的组织和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陈俊礼副理事长同时介绍本基金
在吕宋岛封城60多天以来，对支援抗疫所做出的贡献。
陈副理事长主要介绍本基金在抗疫期间所从事的各种社会福利工作，特
别是由商总、菲华各界、中国商会三个成员单位率领的华社救灾基金全心全
意投入支援抗疫工作，诸如迄今已倡捐及募款两亿八千多万披索，并向各公
私立医院捐赠各种医疗物资，以及通过各描笼涯官员，向各地受影响的基层
民众提供大米等基本食品，并组织抗疫委员会，配合中国驻菲大使馆主持中
国医疗专家队来菲支援等工作。
陈副理事长说，为了助力政府抗击疫情，以及增加测试数字，所以本基
金决定捐献一千五百万披索，协助建立一所新冠病毒测试中心实验室，这座
实验室将座落于大岷区。
前往菲国家红十字会总部的本基金各成员单位代表有商总副理事长陈俊
礼（代表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出席）、施东方博士，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杨华
鸿、副主席蔡长裕（也是菲华联谊总会副理事长），菲律滨中国商会副会长
刘传伏，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郭从愿，菲华新联公会会长黄天从，菲律
滨宋庆龄基金会稽核施超权，世界福建青年菲律滨联合会长王荣忠、常务副
会长陈青发、青年主任许文礼等。

能源管制署长与商总诸领导
举行视频会议探讨电费课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5月15日（星期五）下午三时，能源管制署
（ERC）署长Agnes Devanadera举行视频会议，双方就本国在这个非常时期
的电费和持续营商方案等课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视频会议由本会
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
首先由本会董事兼工商主任李栋梁为大家介绍能源管制署署长Agnes
Devanadera。林育庆理事长代表本会全体出席领导，向Devanadera阁下表示
热烈欢迎。林理事长也向Devanadera阁下报告本会在这段抗疫期间所从事的
各种社会福利工作，特别是由本会、菲华各界联合会和菲律滨中国商会三个
成员单位率领的华社救灾基金全心全意投入支援抗疫工作，诸如向各公私立
医院捐赠各种医疗物资，以及通过各描笼涯官员，向各地受影响的基层民众
提供大米等基本食品，同时也向其介绍本会以及本会所从事的各项社会服务
工作。
本会诸领导亦向Devanadera阁下反映，大马尼拉国都区是本国经过实施
封城超过两个月，各行各业在长时间完全没有运作之下，政府在电公司收取

昂贵电费方面，将会施行什么样的政策。 Agnes Devanadera署长亦感谢包括
本会等华社救灾基金各成员单位在疫情蔓延期间，慷慨向前线医护人员捐助
大批医疗物资，以及捐献各种日常用品，向广大菲律滨民众表示关怀和伸出
援手。
Agnes Devanadera署长表示，在本国实施加强版社区隔离（ECQ）期间
，能源管制署采取了以下举措 :
1. 展延吕宋输电设施在2020年3月31日到4月30日之间的复苏后和复苏中
申请的最后限期;
2. 在骨干劳动力的基础下运营，取消听讼，并通过在线安排向能源管制
署付款;
3. 采纳在家工作策略，延后临时运营权限、合格证明、在吕宋岛的零售
电力供应执照，以及支付执照费的届满期;
4. 中止征收上网电价补贴，以将电费每千瓦时降低菲币40仙;
5. 保证批发电力现货市场在新冠疫情蔓延期间，能以持续运营，使输电
设施能够有备用的供电资源，以及持续供电;
6. 促使输电设施和零售电力供应将电费展延一个月支付，包括向诸发电
公司、国家电力公司（NPC）、PSALM、国家输电公司（TransCo）、NGCP
等企业的付款。
--其他努力 :
1. 能源管制署授权TransCo补充短缺资金;
2. 将2020年的输电价每千瓦时削减o.4013披索;
3. 下令将ECQ期间的巨额电费以四个月分期付还，并不收利息及不征罚
款。经由能源管制署提议，输电设施不能够在5月30日之前收取电费。
--尽管情况难以预料，能源管制署将持续发挥功能。自3月16日5月12日，能
源管制署合计作出14项决策、下达39道指令和制订2项决议。
--能源管制署的持续营商方案 :
1. 以电子听讼和电子档案处理投诉信、核实投诉和申诉; 以电子档案处
理批文和鉴定申请; 以电子档案和实质听讼的方式监管文件。
2. 向能源管制署职工提供可选择性的工作安排以及支援机制;
3. 采纳微软团队以及其他在线平台等方式，作为能源管制署开会的形式
。
--ECQ期间遇到的问题 :
1. 每月电费调升--发电量概况已如所显示的ECQ导致住宅消费者的高记
录用电量一样有所改变。
2. 基于一些外在因素而发生停电;
3. 基于窃电等缘故而导致高度非技术性系统损失;
4. ECQ解除后的的电力需求观望--需求概况和用电量概况均会发生改变
。
--即使“公众健康卫生紧急状态”（Stat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宣告预
期于九月底结束之后，大概更多人将仍是留在家中和在家里工作。到九月份

，由于圣诞节将至，能源管制署预计生产消费产品的生产商的生产量大概将
会增加一倍。
--消费者可通过网址erg.gov.ph或电子邮箱consumer@erc.gov.ph，向能源管
制署进行投诉。
--向消费者征收的系统损失收费不能超过10%。10%以外的，输电设施必须
承担损失。
--为了降低电费，能源管制署将继续研讨有关提案。同时也是时候要求国会
中止环境费（Environment Charge）。
--对于2020年整年，能源管制署已要求诸输电设施勿调升电费。
--在实施“MurangKuryente Act”（便宜电费法）亦即由杜特地总统于2019年8
月签署的第11371号共和国法令之下，消费者可以预期电费下降。
本会诸领导分别就各自的一些疑问，向Devanadera署长进行提问，后
者一一解答。然后Devanadera署长与本会诸领导就有关工商各行业以及住宅
的用电、电力消耗量和电费等各方面课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
Devanadera署长对各有关课题的详细讲解，以及分享丰富经验。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李永年大使、董尚真、
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黄祯潭博士、庄前进，副理事长叶芳枫、蔡荣卫
、施伟廉、陈俊礼、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博士、许学禹、王连侨、黄奇
昭、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兼稽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
江博士和各位董事暨各委员会主任包括地区董事等。

华社救灾基金向描仁瑞拉市府
赠送一批医用口罩由市长亲自接收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五月十六日（星期六），向描仁瑞拉市政府赠
送一批医用口罩，作为支援当地前线医护人员抗疫用途。
当天由商总外交理事戴福安亲往描仁瑞拉市府，向市长张侨伦（Rex
Gatchalian)移交赠送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向MMDA赠送
五十袋五十公斤装大米等物资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五月十八日（星期一），向大马尼拉发展署（
MMDA）赠送五十袋五十公斤装大米、三十加仑酒精和一箱草药茶，慰劳吕
宋岛实施加强版社区隔离期间，在前线维持治安和秩序的警方人员。
当天由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和外交聘任
委员刘少强等代表，亲往位于马加智市的MMDA总部，向该署主席Danilo
Lim将军移交赠送物资，在场尚有MMDA负责人Edison Bong Nebrija上校和

Roy Taguinod将军。
此外，本基金先前亦于四月十四日（星期二），向MMDA赠送四万片口
罩，由该署主席Danilo Lim将军亲往商总接受移交，移交仪式由菲华各界联
合会主席杨华鸿和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等代
表主持。

华社救灾基金向菲国警岷警区
赠送五十袋五十公斤装大米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基金于五月十八日（星期一），向菲国警岷警区（
MPD）赠送五十袋五十公斤装大米，慰劳吕宋岛实施加强版社区隔离期间，
在前线维持治安和秩序的警方人员。
当天由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和外交聘任
委员刘少强等代表，亲往位于岷市UN Avenue的岷警区总部，向警长Rolando
Miranda准将准将移交赠送物资，在场尚有大马尼拉发展署负责人Edison
Bong Nebrija上校。

福慧行慈善基金会通过华社救灾基金
捐献十五卷塑胶篷布赈济东三描台风灾民
华社救灾基金讯 : 本国中部岛屿未狮耶的东三描（Northern Samar）省
近日遭受台风“Ambo”侵袭，导致当地基础设施和农业受到严重损失，当地
居民家园受破坏，同时遭受财产损失。
福 慧 行 慈 善 基 金 会 （HOPE WE WELL BUDDHIST CHARITY
FOUNDATION）闻悉后，以第一时间通过本基金，向该省省政府捐献十五
卷（1500米）塑胶篷布，作为赈济当地灾民用途。
5月20日（星期三）上午，福慧行慈善基金会代表邱阿栋先生前来商总
，把捐献物资移交本基金，并由本基金转交东三描省政府，由省长幕僚长
Mark Foilan Espina代表Edwin Ongchuan省长前来接收。移交仪式由商总董
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和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等代表
主持。

华社救灾基金向PRO2
赠送医疗和生活物资
华 社 救 灾 基金讯 : 本 基 金 于 五月 二 十 日（ 星 期三 ）， 向 加 牙鄢 谷（
Cagayan Valley）菲国警第二地区办事处（PRO2）赠送一批大米、消毒酒精
、口罩和护目镜等物资，慰劳吕宋岛实施加强版社区隔离期间，在前线维持

治安和秩序的警方人员。
当天由PRO2警长Angelito Casimiro准将亲往商总接收赠送物资，移交仪
式由商总董事兼外交主任、马尼拉华助中心副主任施超权代表主持。

劳工部长Bello与商总诸领导
举行视频会议探讨复工课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5月21日（星期四）下午三时，与劳工部长
Silvestre Bello III举行视频会议，双方就本国劳工在复工后的有关劳资等课题
， 进 行 亲 切 交 流 和 深 入 探 讨 。 同 时 应 邀 出 席 的 还 有 劳 工 部 副 部 长Benjo
Santos Benavidez。视频会议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
首先由林理事长向Bello部长报告本会在这段抗疫期间所从事的各种社会
福利工作，特别是由本会、菲华各界联合会和菲律滨中国商会三个成员单位
率领的华社救灾基金全心全意投入支援抗疫工作，诸如向各公私立医院捐赠
各种医疗物资，以及通过各描笼涯官员，向各地受影响的基层民众提供大米
等基本食品，同时也向其介绍本会以及本会所从事的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本会诸领导亦向Bello部长反映大家所关注的劳工复工后的相关劳资课题
。
Bello部长表示，劳工部在一份咨询报告中“强烈鼓励”可以复工的企业让
员工在家办公或远程办公，其次是采取灵活工作安排。他说，劳工部的地区
办事处也将向所有雇主和承包商或分包商提供适当的协助，以促进他们遵守
政府早先发布的“工作场所新冠病毒预防和控制准则”。
Bello部长说，根据第17号劳工公告，灵活工作安排包括 :
1. 将雇员转移到同一雇主的另一家分支机构或办公室;
2. 将雇员转移到同一雇主的同机构/办公室或另一机构/办公室的其他职
位;
3. 减少正常工作日或工作时间，例如每週工作四天;
4. 轮班工作，一部分员工前两週工作，另一半后两週工作;
5. 保持企业部分部门持续运作，但其他部门暂时关闭;
6. 为不关闭企业可采取的其他工作计划。
他说，有关公告还建议雇主与工人协调并商定针对工资/薪金利的调整，
并将其与集体谈判协议（CBA）结合，前提是工资/薪金利的调整不得超过两
个月或集体谈判协议规定的期限。该公告声称，如果不可避免地要终止雇佣
关系，那么因正当理由而被解雇的工人的薪酬及福利，应遵循现行法律规定
进行发放。
Bello部长同时表示，复工雇员的新冠病毒检测不是强制性的，但如果雇
主仍坚持对其员工进行测试，该费用必须由雇主承担。他还提醒雇主，应确
保复工员工的卫生安全，公司应提供清水及肥皂、消毒酒精、免洗洗手液等
相关消毒用品，并发放口罩等其他必要的防护设备。

本会诸领导分别就各自的一些疑问，向Bello部长和Benjo 副部长进行提
问，均獲两位一一解答。然后两位正副部长与本会诸领导就一系列相关课题
，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
Bello部长对各有关课题的详细讲解，以及分享丰富经验。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李永年大使、董尚真、
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黄祯潭博士、庄前进，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
理事长叶芳枫、蔡荣卫、施伟廉、陈俊礼、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博士、
许学禹、王连侨、黄奇昭、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兼稽
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各位董事暨各委员会主任包括地区董事等。

MMDA主席与商总诸领导视频会议
探讨解封后交通和运输等课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5月26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与大马尼拉
发展署（MMDA）主席Danilo Lim将军举行视频会议，双方就本国在解封后
的有关交通和运输等课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
大马尼拉发展署交通事务负责人Edison“Bong”Nebrija上校 。视频会议由本
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
首先由林理事长向Danilo Lim将军报告本会在这段抗疫期间所从事的各
种社会福利工作，特别是由本会、菲华各界联合会和菲律滨中国商会三个成
员单位率领的华社救灾基金全心全意投入支援抗疫工作，诸如向各公私立医
院捐赠各种医疗物资，以及通过各描笼涯官员，向各地受影响的基层民众提
供大米等基本食品，同时也向其介绍本会以及本会所从事的各项社会服务工
作。
本会诸领导亦向Danilo Lim将军反映，大家都非常关心若是解封后，大
岷区主要公交车集尼客车和大巴未能恢复运作，而LRT和MRT的乘客人数又
有所限制的话，届时工人上下班的通勤将成为一大问题。
Danilo LIM将军首先感谢本会和菲华社会在本国面对疫情期间，给予大
马尼拉发展署、各政府机构，以及本国人民的所有帮助和支持。Danilo Lim
将军表示，现在让大家等待新发传染病管理跨机构工作组（IATF）就有关6
月1日起的社区隔离方式作出宣布。IATF目前尚在研讨是否将向公交车实施
开放。在社区隔离的实施方式方面，地方政府单位首长扮演着主要角色，因
为是由他们来鉴定各描笼涯是处于高、低或零风险状态。他们可向IATF报告
他们各自管辖范围中那些处于高风险状态的描笼涯，以让后者来宣布有关地
区将予以全面封锁，以抑制病毒的传播。
Danilo Lim将军说，随着工商各行各业的逐渐恢复运营，我们必须在经
济活动与公众健康卫生之间采取平衡。在MECQ的状态下，巴士不允许在大
岷区与外省之间来回行驶。运输部正在为那些有意愿回乡的的人安排运输工

具，但他们必须要有医生签发的清单和证明书。运输部同时也在为因社区隔
离而未能回国的旅客安排航班。
Danilo Lim将军指出，社区隔离起了很大的效应，上星期，新冠肺炎的
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均有所下降。他说，群众聚集仍然不被允许。学校要推
迟到8月24日或以后才能开学。此外，MMDA也鼓励大众以脚踏车代步，这
也有益于我们的健康。EDSA最外面的一条行车道已暂时划做脚踏车行车道
，而大岷区大部分市社也已经有设定脚踏车行车道。他说，至于电动脚踏车
暨骑车者的执照问题，则应该向陆地运输办事处（LTO）咨询。
Danilo Lim将军表示，MMDA和运输部正规划把EDSA两条最里面的行
车道划做巴士车道，沿途有15个车站，同时也有MRT车站和架高人行道。它
将 是 一 条 来 往Monumento 与MOA之 间 的 行 车 道 。 倘 若 促 成 的 话 ， 那 么
EDSA将需要装置25000条防撞栏杆，以确保巴士乘客的安全。而一旦公交车
恢复运作，大岷区96条巴士线路当中，只有29条将获允许通行。戴口罩、消
毒和社交安全距离等在街上的严格健康卫生准则仍须遵守。巴士站内将设置
保持距离的识别标志。
MRT重新开放后，仅将提供10%到15%的载客量。巴士将全天部署，以
补充不足的地方。持有快速通行证的载货车因为是运载必需品，所以不会被
禁 止 通 行 。 沿EDSA一 带 的 检 查 站 已 经 解 除 ， 但 是 菲 国 警 公 路 巡 逻 队 和
MMDA均随时对路上的汽车进行流动巡逻式的检查，驾驶者和乘坐者倘若身
上没有出门许可证，将因违规而被罚款。企业公司若是租车接送员工，必须
向陆地运输特许暨管制署（LTFRB）申请许可证。Danilo Lim将军说，私家
车规定只能有一名司机和后座一名乘坐者。前线人员则可以前座一名司机和
一名乘坐者，后座两名乘坐者。摩托车除骑车者以外，不能载人。三轮车规
定只能有车夫和车厢里一名乘客。
Danilo Lim将军表示，有人投诉三轮车收取过高车资，他将在与大岷区
各市社首长开会时，探讨这个问题。他说，公造道路方案，特别是“大建特
建”项目已准备恢复运作。其它地方政府单位，特别是外省地区，有关人士
必须获得IATF的远行授权，或者持有医生签发的证明，方可进入他们的管辖
范围。
按照内政暨地方政府部（DILG）的规定，大岷区范围内检查站只要求
查看公司身份证。员工若被要求提供其他证件，可以向有关方面出示DILG
的备忘录。
Danilo将军最后表示，商总同仁若有任何需要，MMDA很乐意提供协助
。
本 会 诸 领 导 分 别 就 各 自 的 一 些 疑 问 ， 向Danilo Lim将 军 和
Edisin“Bong”Nebrija上校进行提问，均獲两位一一解答。然后两位长官与本
会诸领导就一系列相关课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
Danilo Lim将军对各有关课题的详细讲解，以及分享丰富经验。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李永年大使、董尚真、

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黄祯潭博士、庄前进，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
理事长叶芳枫、蔡荣卫、施伟廉、陈俊礼、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博士、
许学禹、王连侨、黄奇昭、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兼稽
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各位董事暨各委员会主任包括地区董事等。

Bong Go参议员、文官长和NHA总经理
就回乡方案等与商总诸领导举行视频会议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5月27日（星期三）下午三时，与Bong Go
参议员、文官长Salvador Medialdea和国家房屋署（NHA）总经理Marcelino
Escalada等三位长官举行视频会议，双方就本国在抗疫封城暨加强社区隔离
解除后，如何复苏国家经济，以及回乡方案等促进民生课题，进行亲切交流
和深入探讨。视频会议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
林育庆理事长首先代表本会全体出席领导，向三位长官表示热烈欢迎。
林理事长也向三位长官报告本会在这段抗疫期间所从事的各种社会福利工作
，特别是由本会、菲华各界联合会和菲律滨中国商会三个成员单位率领的华
社救灾基金全心全意投入支援抗疫工作，诸如向各公私立医院捐赠各种医疗
物资，以及通过各描笼涯官员，向各地受影响的基层民众提供大米等基本食
品。
此外，本会亦鼓励各地区会员商会在各自地区倡捐和募捐，协力配合政
府机构抗击当地疫情，得到热烈响应，成绩斐然，深获各当地社会的好评。
本会诸领导亦向三位长官反映，大家都非常关切解封后政府将采取一些什么
有效措施，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复苏。
Bong Go参议员首先对商总暨诸会员单位一直以来向纳卯以及全国各地
所提供的各方面援助表示肯定。他并呼吁菲华社会通过举报腐败官员，继续
支持杜特地总统的反贪腐运动。他说，不要害怕，让我们彼此互相帮助。政
府将聆听他的人民，而且不会放下他们不管。请放心，政府将会竭尽全力来
终止这个危机。
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政府在健康卫生和经济之间作出了平衡。政府的
财务援助方案计有CARES方案和CAMP方案，前者旨在援助本国那些因新冠
疫情而受到经济冲击的微型和小型企业; 后者是劳工部的一项安全保障方案
，以缓解那些因新冠疫情而减少收入的工人的困境。包括一次性的五千披索
财务援助，以及促进就业。此外还有小型企业工资补助（SBWS），这项由财
政部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向小型企业的受影响雇员提供工资补助，以协助缓
解他们在社区隔离中所受的冲击。根据SBWS措施，政府将透过SSS每月（
根据各地区的最低工资）向每一位符合条件的雇员，提供五千到八千披索的
工资补助。这项工资补助将提供两个月。
在经济复苏方面，政府除了透过严格的健康卫生标准来保护工人以外，
也将重启并加快他的“大建特建”方案，以促进经济。政府亦将雇用追踪感染

者人员，向那些因为疫情失去工作的人提供就业。政府同时还将透过通过综
合税务改革方案（CTRP）的第二一篮子方案，吸引外国投资者迁来本国，
其中包括由财政部提供的税务或非税务优惠。参议院正在探讨CREATE议案
，该项议案的内容是自今年七月起将公司税下降至25%。
Bong Go参议员同时也是“回乡方案”（Balik Probinsya Program）的倡
议者之一。該方案的宗旨是缓解大岷区的人口，并给予回乡受益者在乡下能
有一个新的开始。虽然前些政府的“回乡方案”并未能取得成功，但是他相信
杜特地总统这一次真的有政治意志想要执行这项方案。许多人是被大岷区的
购物商场、学校、娱乐场所等吸引到这里来，然而，最近一次律师会考的前
十名优秀生当中，有高达八个人是来自外省，充分显示乡下的教育体系并不
逊于大岷区。
“回乡，新希望方案”（Balik Probinsya, Bagong Pag--asa Program) 的申
请是出自自愿的，这项方案是为那些愿意为了自己的益处而回去乡下住的人
而设。如果他们将在那里工作或重新创业的话，社会福利暨发展部（DSWD
）将为受益者规划。
Bong Go参 议 员 已 就 国 家 房 屋 暨 发 展 法 案 （National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Act），提出一项参议院议案。那是一项25年的房屋规划。
文官长Salvador Medialdea在讲话中，感谢商总和菲华社会在本国面对
新冠疫情当中，向政府和本国人民提供一切的帮助和支援。他说，“回乡，
新希望方案”是在疫情高峰期的时候，继“Bayanihan To Heal As One Act”之
后提出的另一项方案。这是杜特地总统想帮助那些失去工作的人返回各自的
乡下。
在第114号行政令执行僅一个星期，五辆大巴士运载着回乡受益者返回
外省。从五月六日到廿七日，共有六万五千人提出申请。申请人可以通过
https://balikprobinsya.ph/在线申请，或者向各自描笼涯的Balik Probinsya中
心申请。合格者需要呈交由LGU签发的医疗清单。
“回乡，新希望方案”必须制度化。为保证政府执行这项方案，将会设立
一个回乡新希望理事会，分别由文官长担任主席、国家经济发展署署长担任
副主席，成员包括内政暨地方政府部部长、社会福利部部长、农业部部长、
土改部部长等内阁部长和其他有关官员。秘书处应以国家房屋署总经理为首
。
国家房屋署总经理Marcelino Escalada说，他将与杜特地总统和文官长
Medialdea探讨有关土改部转化清单进程的问题，因为有关进程时间太长，
造成外省地区建造工厂被拖延。各地方政府单位已经有一条有关综合土地使
用规划（CLUPs）的法律。
社会融资公司（SHFC）、国家房屋抵押融资公司（NHMFC）、爱心房
屋基金（PAG-IBIG Fund）和国家房屋署等住宅机构将帮助干预相关房屋事
项。土改部、农业部和环境暨地方政府部已承诺给予“回乡，新希望方案”土
地，作为政府房屋用途。大部分将来自私营开发商通过PAG-IBIG Fund的融
资方案提供。

在杜特地政府执政期间，“回乡，新希望方案”预订的受益者目标为大岷
区一千二百八十万人口的一成。到六月第二个星期，将会有更多批受益者迁
往外省。
根据Escalada总经理透露，回乡新希望理事会正在制订第114号行政令的
相关规章和准则。
本会诸领导分别就各自的一些疑问，向三位长官进行提问，他们一一解
答。然后三位长官与本会诸领导就有关经济复苏和回乡方案等促进民生课题
，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三
位长官对各有关课题的详细讲解，以及分享他们的经验。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李永年大使、董尚真、
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黄祯潭博士、庄前进、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
理事长叶芳枫、蔡荣卫、施伟廉、陈俊礼、林荣辉、施施梓云、施东方博士
、许学禹、王连侨、黄奇昭、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兼
稽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各位董事暨各委员会主任包括地区理事，
以及诸位共同主任和常务理事等。

Imee Marcos参议员与商总诸领导视频会议
探讨解封后经济复苏等相关课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5月28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与国会参议
院议员Imee Marcos举行视频会议，双方就本国在解封后的经济复苏相关课
题，进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视频会议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
首先由本会副理事长林荣辉代表致欢迎词，並为大家介绍Marcos参议员
。本会诸领导亦向Imee Marcos参议员反映，大家都非常关心若是解封后，
本国经济复苏以及各行各业重回正轨的相关问题。
Imee Marcos参议员首先感谢本会和菲华社会在本国面对疫情期间，给
予前线医护人员和菲律滨民众的所有帮助和支持。Imee Marcos参议员表示
，参议院会期将于六月第一个星期休会，所以要赶紧通过若干议案，包括
“Bayanihan法”社会改良一篮子方案的延长部分。最好是还能通过“公司复苏
暨企业税务激励”（CREATE）议案，该议案建议将公司税率削减5%，同时
也争取相关经济复苏刺激法案的进展。由她担任主席的参议院经济事务委员
会正在与由Sonny Angara参议员担任主席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一起为该项刺
激法案而努力。
对大岷区更多工商企业将于6月1日起恢复运营，Imee Marcos参议员表
示她理解届时的运输问题，并认为有必要让各种公交车局部恢复运作，同时
也有必要处理车资昂贵的问题。
Marcos参议员表示她已提出第1414号参议院议案，以响应和处理疫情期
间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为处理由疫情引起的失业问题，她也建议政府采纳“

以工代赈”措施，以使能够雇用更多人，以及向遭受疫情严重冲击企业提供
补助，以保住就业。
菲律滨也须像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更积极争取机会，邀请外国投资者
，特别是那些想迁出中国的投资者。食品暨药物署就医治新冠肺炎药物，包
括传统中药连花清瘟胶囊所采取的措施之步伐相当缓慢，卫生部下属有一个
传统药物办事处，但是并没有什么运作。现在是时候考虑一下传统中药，毕
竟这种药在武汉的疫情期间起到过作用。
复审我们的渔捞作业的相关法律也很重要，但问题是我们有签署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却很少在跟别国的相关争议中取得妥协。我们国内的渔业也是
相当落后，这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领域。
我们也有必要复审制止走私农产品的相关法律，同时也应向外籍托运商
开发本地船运业，以降低货运成本。
本会诸领导分别就各自的一些疑问，向Marcos参议员进行提问，后者一
一解答。然后Marcos参议员与本会诸领导就一系列相关课题，进行亲切交流
和深入探讨。
最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参
议员IMEE MARCOS 对各有关课题的详细讲解，以及分享丰富经验。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李永年大使、董尚真、
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黄祯潭博士、庄前进，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
理事长叶芳枫、蔡荣卫、施伟廉、陈俊礼、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博士、
许学禹、王连侨、黄奇昭、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兼稽
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各位董事暨各委员会主任包括地区董事，以
及诸位共同主任和常务理事等。

国防部长Lorenzana与商总诸领导
举行视频会议探讨解封后各项课题
菲华商联总会讯 : 本会领导于5月29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与国防部长
Delfin Lorenzana举行视频会议，双方就本国首都地区解封后的有关課题等进
行亲切交流和深入探讨。视频会议由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主持。
首先由林理事长向Lorenzana部长报告本会在这段抗疫期间所从事的各
种社会福利工作，特别是由本会、菲华各界联合会和菲律滨中国商会三个成
员单位率领的华社救灾基金全心全意投入支援抗疫工作，诸如向各公私立医
院捐赠各种医疗物资，以及通过各描笼涯官员，向各地受影响的基层民众提
供大米等基本食品，同时也向其介绍本会以及本会所从事的各项社会服务工
作。
本会诸领导亦向Lorenzana部长反映大家所关注的解封后各项相关课题
。
Lorenzana部长首先感谢本会和华社在疫情期间，对政府的全力支持，

使他们能够促使国家顺利过度到新常态社会。他说，在过去，国家每逢遭遇
天灾人祸，商总一定会伸出援手，这次的新冠疫情也不例外。
Lorenzana部长表示，政府盼望能跟各界别合作，以及全国人民能够严
守法纪。同时也期待整个商界，包括商总为经济的复苏尽一份力。让我们逐
步重启我们的业务。他说，延长封锁对大家都非常不利。
Lorenzana部长指出，正当各行各业都在面对新挑战，以及定立新的体
系以采纳有关健康卫生规定的时候，商总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这个新体系
将保证工人和职工的安全。新冠病毒对我们的国家构成多样化的问题，也对
政府和各界别特别是商界，形成艰巨挑战。这个起初只是健康卫生方面的问
题，目前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上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经济。
以Lorenzana部长为首的新发传染病管理跨机构工作组（IATF）启动整
个政府，使每一个政府机构均被动员，包括菲三军部队和菲国警部队、保健
专业人士和社会工作者。
国家对疫情的应对政策是追踪、测试、治疗。截至5月23日，全国各地
已经有超过40间持有牌照实验室，进行测试工作。还有大约200间正处于获
鉴定的各不同阶段。基于国家经济受到疫情的冲击，杜特地政府一直在生命
或生计之间作选择，他最后选择了生命，因为没有生命何来生计。与此同时
，政府也启动了社会改良方案，向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提供保护。
因为这个疫情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海外菲劳失去工作，截至
5月第三个星期，有逾三万名海外菲劳回国，另外四万名海外菲劳预期将于6
月底回来。劳工部估计，这些海外菲劳如果未能在近期内恢复工作，将会有
三十二万人回国。届时，这些失业人士将寄望于本地企业。
国都区（NCR）即将过度到GCQ，基本服务行业将逐渐复业，交通运
输也将逐渐开放，经济亦将重新启动。届时将会严格实施有关健康卫生准则
，如戴口罩、社交安全距离、固定进行消毒以及经常洗手。公交车如巴士、
计程车和预约车将获允许重新开启。有关准则将于5月30日公布。
鉴于预期中的运输系统不充足，Lorenzana部长呼吁雇主能向雇员提供
上下班的通勤。雇主同时也可以透过让职工在家工作或者是其他比较弹性的
工作安排，以解决他们的搭车难的问题，以及避免外出时感染到病毒。在
GCQ之下，大众集合或聚会仍不获允许，电影院和音乐会也被严禁，有关宗
教聚会，IATF仍然在审议有关提案。
公私营建筑行业在严格措施下获允许运营。酒店将会有限度经营，而且
是专门接待本已预订好或者是长期预订的客户，以及那些进行隔离以等待测
试结果的海外菲劳。
年长者可以外出买药、买菜或者前往银行，不过一定要戴口罩，以及遵
守社区安全距离的规则，但是不能够到商场和公园。卫生部将在今后三到四
个月内，雇用五到十万名负责追踪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追踪无症状的病例。
旅游业将向本地游客开放。旅游部长Puyat正在提议在大马尼拉以外的安全
地区开放旅游点。隔离状态预期将在八月到十月之间解除。
本会诸领导分别就各自的一些疑问，向Lorenzana部长进行提问，后者

一一解答。然后Lorenzana部长与本会诸领导就一系列相关课题，进行亲切
交流和深入探讨。
最后本会理事长林育庆博士代表本会全体参加视频会议的领导，感谢
Lorenzana部长对各有关课题的详细讲解，以及分享丰富经验。
本会出席领导有理事长林育庆博士，名誉理事长李永年大使、董尚真、
卢武敏少将、蔡聪妙博士、黄祯潭博士、庄前进，执行副理事长黄美丽，副
理事长叶芳枫、蔡荣卫、施伟廉、陈俊礼、林荣辉、施梓云、施东方博士、
许学禹、王连侨、黄奇昭、戴亚明、吴启发，董事兼司库许自友，董事兼稽
核陈章成，秘书长颜长江博士和各位董事暨各委员会主任包括地区董事，以
及诸位共同主任和常务理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