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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羅貝禮道晤退休將領
討論西菲海國安問題

本報訊：在中國向在西菲律濱海的菲補

給船噴射水炮的兩天後，副總統麗妮·羅貝禮

道昨天稱，她與退休的菲律濱將領們進行了

「全面而富有成效的討論」。

羅貝禮道在聲明中稱：「我們非常感謝

這些將軍和受人尊敬的軍事戰略家的專家意

見，因為我們認識到，隨著威脅既存在又在

演變，我們需要一個制度化的、全面的、深

思熟慮的國家安全方法。」

在臉書帖文也顯示了參議員邦義利南

（羅貝禮道的競選夥伴）也出席了會議。

國家安全顧問伊斯帛朗在較早前證實，

中國海警船攔截了並使用高壓水炮攻擊菲補

給船，這些船當時正在為擱淺在仁愛礁上的

西拉馬德禮號上的軍人運送食物。

國家西菲律濱海特遣部隊主席伊斯帛朗

說，水炮攻擊持續了一小時。

羅貝禮道說：「這種對菲律濱人的行為

必須停止。2016年7月仲裁庭裁決了西菲律濱

海屬於我方。」

據外交部說，沒有人在事件中受傷，但

補給船不得不放棄任務。

外交部提出抗議，並「以最強烈的措

辭」譴責中國船隻的行為，根據伊斯帛朗的

說法，這些行為發生在「我們的主權領土

內」。

總統候選人、副總統羅貝禮道說，菲律

濱就其與中國的海洋和領土爭端制定安全政

策和戰略所需的時間「必須是長期的，無論

政府如何更迭，都必須持續實施。」

她說：「國家安全規劃和經濟發展規劃

的一致性是重要的。」她補充，其辦公室致

力於與已退休的資深軍官持續磋商。

她也感謝他們「照顧了菲律濱人」。

參加會議的是前武裝部隊參謀長奧萬將

軍和伊里貝利將軍、前海軍軍官巴馬中將、

前菲武裝部隊副參謀米順中將，前海軍副司

令羅迷爾．裘德．王（音）少將、前菲武裝

部隊內部審計員和發言人杜沓安少將和曼西

塔少將。

副總統羅貝禮道昨日會見退休軍官和國家安全專家，討論仁愛礁事件。

5候選人敘述執政首百日經濟復甦計劃
此外，轆遜還想通過清理農業部內部的

隊伍來消除爭議。 

在羅貝禮道的農業計劃中，她希望將農

業部的預算增加一倍，投資於不同的農業部

門，並使農業設備現代化。

 基礎設施
 在基礎設施方面，莫仁諾說，他將繼續

杜特地政權的「大建特建」計劃，但將重點

解決窮人住房積壓問題。 

巴喬表示，他將加強財政收入，為基礎

設施建設提供資金。他的計劃還包括馬尼拉

的高架公路、地鐵、子彈列車等項目，並將

未獅耶和棉蘭佬納入基礎設施建設。 

與莫仁諾一樣，「大建特建」項目將通

過與私營部門建立夥伴關係、改善稅收和實

行審慎的財政管理來維持。 

轆遜表示，他將致力於基礎設施支出的

完整性，並創建一個包含所有私人基礎設施

項目的地理標記系統。 

羅貝禮道表示，她希望建立有利於新興

產業的基礎設施。 

羅貝禮道批評了政府的大建特建基礎建

設計劃，她說，涉及其中的各政府機構的支

出很低，如果不是預算支出不足。

她引用了預算部的記錄，這些記錄顯示

公造部的支出從未超過60%，交通部的支出

從2017年到2020年最多僅佔其預算的45%。

她說：「重點不是建設更多，而是建設

更好，確保質量得到保證，消除腐敗，我們

建設的基礎設施實際上有助於改善最貧困和

最弱勢者的生活。」

她補充：「我們的政府將優先考慮為

菲律濱人民提供高影響力的可行和戰略性項

目。這意味著改變以汽車為中心的失敗的公

共預算，並轉向更多的快速公交，為運輸工

人提供更好的服務合同，為運輸工人提供公

正的過渡，受保護的自行車道、自行車架、

安全的道路、更好的公交車站，以及滿足我

們長期需求的鐵路。」

她還說，她將優先為科學和技術提供資

金，同時競爭法將得到適當實施，菲競爭委

員會將得到支持。蒙吳說，他將優先繼續大

建特建計劃，以及推動島嶼的連接。

他說：「這些計劃不應該停止。為了

持續大建特建計劃，我們將與私營界合作，

改善和大力推行稅收，並實行審慎的財政管

理。」

此外，吳氏表示，他將支持信息通信技

術部的使命，在他的頭100天裡，為所有人提

供免費、高質量和可靠的互聯網。

他承諾，在全國各地建立1萬至2萬個新

的發射塔。

不滿參院對Pharmally調查
杜特地才決定競選參議員

本報訊：杜特地總統週四表示，他正在

尋求參議院席位，因為他對參議院調查政府

防疫物資交易中所謂異常行為的方式感到不

滿。

杜特地說，雖然參議員可以「打擊」

Pharmally藥物公司，該公司在醫療供應交易

中獲利數十億披索，但議員在調查期間對待

政府官員的方式是「另一回事」。

杜特地在岷多洛省海港項目的落成典禮

上說：「不要對我的官員大喊大叫。有時，

即使你知道疫苗正在機場被運出來，牙未斯

必須快速行動，你還是讓他坐在那裡，和杜

計一起錯過了迎接疫苗。」

他還指責一些議員打斷證人的發言。

他說：「這就是我競選的原因。我會告

訴他們，國會是有規則的，但也有基本的法

律。例如，政府人員被禁止回答問題，最終

將遵循參議員們的理論。」

杜特地堅稱這些交易是合法的，沒有定

價過高。他表示，參議員們「可能希望將」

Pharmally藥物公司高管涉嫌逃稅的問題「分

開處理」。

今年10月，杜特地禁止他的內閣參加

Pharmally藥物公司的調查，參議院領導人在

大理院對這一命令提出了質疑。

莫仁諾承諾為國家而戰
將堅持海牙仲裁裁決

本報訊：馬尼拉市長伊斯戈·莫仁諾週四

重申，如果他在2022年當選總統，他將「無

所畏懼」地為國家領土而戰。

莫仁諾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他將堅持

2016年海牙仲裁庭的裁決，即菲律濱獲勝

後，仲裁庭決定中國的九段線主張，包括西

菲海的很大一部分，沒有歷史和法律依據。

他說：「我們將無所畏懼地為我們的

東西而戰。我們將堅持海牙裁決。但與此同

時，我們無所畏懼，我們將公平對待雙方對

局勢的討論和管理。」

他還說：「我們將忠於我們的農民和漁

民。漁民應該被允許在我們的領海內捕魚。

這將實現：在我們的規則下不受阻礙的，和

平的，和多產的捕魚機會。菲律濱漁民將放

在首位。」他認為，另一有助於國家的項措

施，是加強與其他國家的防禦協議，如菲律

濱和美國之間的共同防禦條約。

他說：「共同防禦條約肯定會得到認

可。條約將得到承認。與美國、越南、中國

和所有其他國家的貿易將繼續下去，因為西

菲律濱海問題與我們的經濟和貿易問題大不

相同。」

他補充道：「我們將把它作為一個機

會，讓我們、讓人民、讓我們的國家獲得勝

利。其中包括與美國的訪問部隊協議。事實

上，我會加強它。」

選署延長小馬DQ案回應期限
本報訊：選舉署第二部門決定，延長前

參議員蒙蒙．小馬科斯陣營對DQ（取消資

格）小馬科斯總統候選人資格一事的回應期

限。選舉署發言人希敏尼斯昨天下午稱，選

舉署批准小馬科斯在週一（11月22日）之前

回應DQ請願。

昨天早上在接受CNN菲律濱的採訪時，

小馬科斯的發言人羅德里藝斯說，小馬科斯

希望選舉署給予7天的延期，以回應11月2日

的請願。該請願旨在DQ其候選人資格，因為

他在擔任北怡羅戈省副省長和省長期間因稅

務案件而被定罪。

羅德里藝斯說：「昨天批准了。我們回

應請願的期限已被延長了。我認為，這是首

宗DQ候選人資格的請願。我們已在昨天獲批

延長回應限。」

在11月2日提出DQ案的華裔律師戴酈生

在較早前指出，根據選舉署的程序規則的第

23條第4（6）節，以及大理院的強調，5天回

應期是「不可延長的」。

小馬科斯面臨著至少2宗要求取消其候選

人資格的請願書，一份是軍管法受害者和維

權人士提出的DQ請願，另一宗是要求宣布他

為滋擾性候選人的請願。

選舉署第二部門已在上週向小馬科斯發

出傳票後，已把第一份請願的初步會議定在

11月26日。

大岷確診率降 專家籲勿自滿
本報訊：OCTA研究團隊週四表示，大

岷區的新冠病例可能會繼續下降，但警告公

眾不要放鬆警惕。

這個獨立專家小組在11月18日的一份報

告中說，11月11日至17日，國家首都地區平

均新增379例感染。

這比之前一周，也就是11月4日至10日的

407指數有所下降。它說，增長率為-7%。

OCTA的專家沓密在推特上發布的數據

顯示，該病毒在國都區的繁殖率為0.5，這是

指一個陽性個體可以感染的人數。

他補充說，國都區的確診率將從11月10

日至16日的3%降至到本周的2%。

他說：「鑒於感染率如此之低，我們預

計國都區的新病例數將繼續下降，到11月底

的目標是在7天內平均新增200例。」

衛 生 部 將 國 都 區 列 為 新 冠 的 「 低 風

險」，整個國家的情況相同。

OCTA研究員雷伊則表示，前景改善不

應成為過度自信的理由。

他說：「我們必須保持警惕，因為新冠

仍在這裡，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現在能做的

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低估病毒，高估我們的成

就，變得自滿。」

轆遜承諾當選後
棄銀行保密權利

本報訊：改革黨總統候選人轆遜昨天表

示，如果他在2022年總統大選中當選，他將

放棄根據《銀行保密法》享有的權利，並敦

促其他政府官員這樣做。

轆遜在菲律濱工商會的第47屆菲律濱商

業會議和博覽會上說，這將「為一個紀律嚴

明、廉潔的官僚機構定下基調」，以幫助恢

復公眾對政府的信任。

他說：「為了向我們的人民保證，領導

以身作則將為我的政府定下了基調，我將簽

署放棄我在銀行保密法之下的權利，鼓勵所

有的內閣成員到老百姓來做同樣的事情。」

他說：「這將在我就職的第一天發生，

而不是在頭100天內。這將表明我們要恢復人

民對政府官員之信任的決心。」

轆遜的政府還將為一個廉潔的政府奠定

基礎。

內長促商場
禁未打疫苗者堂食

本報訊：內政部長亞紐堅稱，購物中心

的警衛應禁止沒有接種疫苗的人進入堂食設

施。在觀察到有些堂食設施沒有要求堂食顧

客遵守強制實施的衛生規程，特別是要求出

示疫苗卡的規定之後，亞紐強調，這是必要

的，以防或至少減少新冠肺炎病例激增的可

能性。

亞紐稱：「在入口處便檢查疫苗卡會較

好。現在，我們將嚴格要求購物中心內的某

些商戶。」

亞紐重申，購物中心的警衛人員應嚴格

檢查顧客的疫苗卡，以確保妥當遵守衛生規

程，以應對未能認真地實施「沒有打疫苗，

不能入內用餐」的規定的失職餐飲場所。

岷膺最商業友好地方政府
本報訊：馬尼拉市政府在昨天獲菲工

商總會評選為2021年最商業友好地方政府單

位。馬尼拉市長莫仁諾稱：「非常感謝你

們，也感謝你們欣賞我們為成為投資者的好

政府而做出的小小努力，讓我們的同胞有機

會謀生。」

他保證，市政府將繼續創造有利於商界

的計劃與項目。

馬尼拉支持商界的項目包括馬尼拉支持

本土運動、建立商業一站式商店和Go Manila

應用程式。

莫仁諾補充：「你可以期望我們將繼續

使我們的城市，這個國家的首都，馬尼拉市

對商業友好。」

莫仁諾說：「我們將以自己的方式，努

力為你們提供廉潔、優質、高效的服務。」

菲工商總會稱，該獎項「表彰通過重

大和持續的創新行動、計劃和政策，成功恢

復和增加了當地的商業運作的地方政府單

位」。馬尼拉最近還獲工商部評為菲國最高

度都市化城市。

總統府否認高官加入莫仁諾陣營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天否認了新冠病毒

檢測特派官迪順加入馬尼拉市長莫仁諾的競

選團隊的說法。

內閣部長諾格拉禮斯在聲明中稱：「有

關迪順據稱加入了一名總統候選人的競選團

隊的消息並非屬實。」

他說，迪順仍然是杜特地總統的內閣的

一名成員，他是總統的新冠疫情應對顧問。

諾格拉禮斯（代理總統發言人）還補

充：「部長迪順專注於政府的疫苗接種工

作，而不是政治競選活動。」

迪順於10月15日辭去了基地轉型及發展

管理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的職務。他仍在參

與政府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

但莫仁諾的首席競選戰略師萬納尤堅

持其較早前的聲明，即迪順是其陣營的一分

子。

他說，目前，這位前基地轉型及發展管

理局局長希望完全其在政府的疫苗接種運動

中的工作。

萬納尤告訴ANC：「這個承諾是沒有退

路的。只是就疫苗接種運動而言，仍有一些

需要完成的工作。他想先完成那項任務。」

作為一個「私人朋友」，他說，他請求迪順

幫助莫仁諾競選總統。

萬納尤說，他們在很多事情上都向迪順

尋求建議，「尤其是在調查、研究設計和焦

點小組討論方面。」

他說：「見過莫仁諾市長而且知道莫仁

諾的的政府計劃，他的支持者，他和我們簽

了約的。」

萬納尤於週三透露迪順加入了其競選團

隊。

他告訴ABS-CBN新聞：「他是副競選經

理和流計研究負責人。」

要求匿名的一名消息人士稱，迪順早於

2021年2月便已經把莫仁諾與潛在的政治支持

者聯繫起來。這名消息人士稱：「甚至在提

交候選人資格證書之前，他就在班班牙省主

持馬尼拉市長的會議。」

消息人士稱，迪順「只是兼差和在幕後

工作」，因為馬拉干鄢的官員不允許他辭去

檢測特派員和國家抗擊新冠肺炎特別工作組

副首席執行者的職務。

新增1297宗確診 活躍病例2.3萬
本報訊：昨天新增1297宗確診新冠肺

炎病例，使全國的累計新冠肺炎病例總數增

至2,821,753例。根據衛生部的疫情報告，活

躍病例現為23,158例，這是自2021年1月21日

（23,532例）以來最低的活躍病例數。

在活躍病例中，58.8%屬輕症病例，4.1%

屬無症狀病例，19.96%屬中度症狀病例，

12.2%屬重症病例，5.2%屬危重病例。

全國再錄得1956名患者康復和305名患者

死亡，累計新冠肺炎康復人數及死亡人數分

別增至2,752,173和46,422人。

衛生部說，在新增的305宗死亡病例中，

有36例發生在2021年11月。衛生部補充，新

增死亡病例中的44%是發生在2021年10月，

35%發生在2021年9月。

衛生部表示，這些新增死亡報告的延誤

是由於「死亡信息的輸入延誤所致」。

衛生部說：「目前正在與流行病學和

監測組協調這一問題，以確保信息是最新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