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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候選人敘述執政首百日經濟復甦計劃
本報訊：5位總統候選人昨日公開了在
2022年若贏得選舉，執政百日計劃、經濟恢
復計劃、幫助重要領域的構想等。
在第47屆菲律濱商業大會和博覽會上，
五位候選人被問及如果贏得明年的選舉，他
們執政首個100天的計劃是什麼。已故獨裁者
馬科斯的兒子蒙國家菲國的衛生系統，以應
對疫情，並補充說，他還將為可能爆發的疫
情做好準備。
首100天
莫仁諾政府還將在挑選內閣成員時實行
精英制。
他還說，他將減少石油和電力的稅收。
對於參議員曼尼·巴喬來說，他的目標是
加強經濟，創造可持續的就業機會，改善醫
療服務，並創造更好的稅收。
這位參議員說：「菲律濱人不應該從年
度預算中負債。政府應該有收入。」
與此同時，參議員蒙·吳表示，他的首要
任務是找出1000萬赤貧之人，為他們提供援
助和生計，並為他們提供無息貸款。
吳氏說，此外，他將尋求一條「快速和
包容性經濟增長」的道路。
他說：「我們必須在有效管理疫情和預
防感染的同時實現財政穩定。」
他還說，簽署法律，尋求建立移民工人
和海外菲律濱部以及災害恢復部也將是當務

之急。
這位參議員還說，如果他贏得總統選
舉，將關懷中心（Malasakit Center）的規模擴
大一倍。
他還承諾將會簽署成立「抗災部」和
「移工和菲外勞部」的議案，這兩項議案已
經在第18屆國會待決。
他說：「我想強調，在我的政府中，你
可以期待在政府打擊腐敗、犯罪和毒品方面
採取同樣強硬的立場。這對於創造一個人人
都感到安全、有利於商業發展的環境至關重
要。」
參議員轆遜說，他將優先考慮衛生和經
濟領域的復甦，為全面實施全民醫療法案、
免費疫苗、免費檢測和治療提供資金。
副總統麗妮·羅貝禮道表示，在上任100
天內，她的首要任務是控制疫情，減輕其對
人民生活的影響。
她說，她正在考慮增加對衛生工作者的
支持，增強衛生系統的能力，並讓所有人都
能獲得新冠檢測。
她還將分配價值2160億披索的現金援
助，幫助家庭遏制飢餓，滿足他們的其他需
求。
此外，她說，她的政府將在3個月內加快
實施全民醫保法。
她說：「我們將在頭3個月集中精力讓每

個菲律濱人加入全民醫保系統，從而加速普
及衛生保健。在人們報名的同時，我們將開
始與地方衛生服務提供者合作，提供衛生服
務。」
她說：「所有這些只有在我們重建對我
們機構的信任時才能實現，而這正是我們將
要做的。我們將整頓國內秩序，恢復人們對
菲律濱政府的信心。」
幫助微型和中小型企業
在幫助受到衛生危機嚴重打擊的微型和
中小型企業時，莫仁諾提議與政府金融機構
合作，儲存未來的收入，因為曼達納斯裁決
（Mandanas Ruling）向中小微企業提供零利
率的金融援助。
曼達納斯裁決明確規定，地方政府的稅
收分配必須基於所有國家稅收進行計算，而
不僅僅是根據國家稅收。
如果巴喬獲勝，他將尋求向中小微企業
提供無息貸款。
蒙吳說，他將在全國範圍內增加營商中
心（Negosyo center）的數量，並繼續更新和
進步資金。
他還尋求降低中小微企業的借貸成本。
轆遜對中小微企業的計劃將集中在財政
刺激方案，暫停驅逐和止贖，從國有金融機
構的低利率貸款項目，以及員工留任激勵。

他還敦促開展一場以採購本地產品和服
務為重點的運動，理由是預算部採購處偏袒
中國承包商的做法不應再次發生。
羅貝禮道表示，她將撥出1,000億披索的
刺激方案，用於受健康危機嚴重影響的中小
微企業。
她還尋求提高中小微企業的信貸可得
性，降低貸款利率，延長寬限期。
農業、漁業
為了解決農業和漁業部門的困境，莫仁
諾說，他將提議建立一個漁業和水產資源部
門。
他說，他還希望實現農業現代化，採用
技術，並通過冷鏈提供足夠的收穫後設施。
巴喬說，菲律濱必須出口更多的食品商
品，而不是進口。
蒙吳說，他的目標是繼續建設農業支持
系統，譬如從農場到市場的道路。
他還著眼於加強免費灌溉法。
吳氏又說，他將遵循杜特地總統的戰
略，例如開放更多的經濟活動、支持旅遊
業、農業和漁業等各個行業的複甦計劃。
對轆遜來說，他尋求提供涉及基本農業
成分的技術支持援助。 他還希望完成灌溉系
統的積壓工作，並將區域食品終端制度化，
以改善當地的生產和物流。
<下轉第2版>

轆遜蘇道促用防禦條約
請美國出兵保護菲律濱
本報訊：參議員轆遜和參議長蘇道週
四表示，最近中國海岸警衛隊和菲補給艦在
西菲律濱海發生的事件是一個「非常壞的預
兆」，需要政府做出更強烈的回應。
作為總統候選人，轆遜強調了與「軍事
強國」結盟的必要性。
他的競選夥伴蘇道補充說，菲律濱在與
中國的領土爭端中，是時候援引與美國的共
同防禦條約了。
鑒於菲律濱的軍事能力，轆遜認識到菲
律濱不可能戰勝中國。
這位參議院國防委員會主席在接受在
線記者採訪時表示：「因此，我正在與參議
長討論權力平衡，我們需要建立一個聯盟，
這樣我們就不會被視為一個容易被擊敗的
人。」
轆遜補充說：「我們被趕走了，在我們
自己的領土上被水炮轟走。這是一個非常壞

的預兆，所以我們必須糾正它。」
外交部長陸辛早些時候透露，去年11
月16日，中國海警船「封鎖並用水炮襲擊」
了菲律濱在西菲海仁愛礁執行補給任務的船
隻。
雖然沒有人在事故中受傷，但陸辛說，
菲律濱船隻不得不中止補給任務。
與此同時，蘇道認為菲律濱可以通過援
引與美國的共同防禦條約來對抗中國。
他在同一次採訪中說：「無論是否有人
受傷，這都不是一種含蓄的威脅，但也許我
們確實是時候強調共同防禦條約是我們的武
器了。」
蘇道說，根據共同防禦條約，「任何形
式的侵略」都將迫使美國出面保護菲律濱。
這位參議院領導人說：「雖然這聽起來
像是一個含蓄的威脅，但我們的政府應該立
即調查，讓我們看看中國的反應。」

軍管受害者和激進份子昨日前往沓義市英雄墓園，抗議已故獨裁者馬科斯下葬五週年。
他們也要求選舉署撤銷馬科斯的兒子、總統候選人小馬科斯的競選資格。

國安顧問：45艘中國船現身希望島
軍方將繼續向仁愛礁士兵提供補給
本報訊：國家安全顧問伊斯帛倫週四表
示，上周在菲律濱控制的希望島（中國稱中
業島）發現了45艘中國海上民兵船隻，這是
今年以來數量最多的一次。
伊斯帛倫說，他主持的西菲律濱海國家
任務小組在週二的會議上向他報告了這一情
況。
伊斯帛倫說：「這是今年的記錄，他們
非常積極。」
伊斯帛倫說，在該地區發現的中國船隻
的平均數量低於20艘。
「他們中的一些人留在那裡，他們沒有
離開。這個數字可能會下降。但上周，這個
數字達到了45，太多了。」
當被問及政府是否正在考慮提出外交抗
議時，伊斯帛倫說，外交部「每天」都在這

樣做。
他說：「外交部每天都提出抗議，因
為我們談論的是希望島。希望島及其軍事
化。」
伊斯帛倫表示，軍方將繼續向駐紮在西
菲律濱海仁愛礁的西拉馬德列號上的菲士兵
提供補給。
他對記者說：「我們將繼續補給，我們
不需要徵求任何人的許可，因為那是在我們
的領土內。」
外交部長陸辛週四說，兩艘前往仁愛礁
執行補給任務的船隻被中國海岸警衛隊船隻
「攔住和用水炮襲擊」。
陸辛說，他已向中國駐菲大使黃溪連和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轉達了菲律濱對這一事件
的「憤怒、譴責和抗議」。

Udenna總裁否認黃書賢是杜特地密友
前眾議員描牙星日前替代市議員巴貝納競選馬尼拉市長。

轆遜：反對派團結之路已死
本報訊：參議員轆遜昨天在一個論
壇會上稱，他與反對派其他總統候選人
之間的任何統一談判都是不可能的了。
在馬尼扶輪社的小組成員提問到他
和副總統羅貝禮道是否還有可能為2022
年全國大選組隊時，轆遜解釋，副總統
拒絕了他的統一候選人陣容的提議。
據轆遜說，她本來期望羅貝禮道會
考慮其提議，而不是立刻拒絕。
他說：「因為當我向她獻議時，
至少我是期望會聽到她說，好的，我會
諮詢我的顧問，讓我們先考慮此事。但
她立刻拒絕了，因此，這已經完了，因
為，她拒絕了。」
轆遜曾建議反對派提交各自的候選
人資格證書，並承諾支持獲勝機會最大
的候選人。羅貝禮道拒絕了該提議，因
為據說這是在愚弄選民，讓他們認為他
們最終會競選總統。
轆遜說，這一拒絕意味著關於他們
團結一致的討論的結束。
他說：「所以，我很驚訝為什麼她
完全拒絕了這個提議，連說一句，『好
的，讓我們進一步討論，讓我們諮詢顧
問，讓我們看看它能走多遠』的話都沒
有。」媒體尋求羅貝禮道和副總統辦事
處回應有關轆遜的說法，但他們並沒有
回覆。

本報訊：Udenna公司總裁伊斯加倫那週
四在面對商界人士和媒體回應對該公司及其
高管的指控時情緒激動，尤其是有關納卯市
華商黃書賢。
伊斯加倫說：「你知道菲律濱人，有
時候，當他們在媒體上聽到一些負面的東
西 …… 『 空 穴 來 風 』 的 說 法 ， 這 真 的 不 公
平。」
Udenna的這名官員還否認了黃書賢是
總統的密友的指控。Udenna曾是杜特地總統
2016年競選活動的最大贊助人之一。
自從杜特地掌權以來，黃書賢的商業帝
國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使他一躍成為菲國最
富有的人。黃書賢帝國的飛速發展引發了他
受到國家優待的指責。
最近，黃書賢與中國電信合作建立了中
國第三大電信DITO，對菲長途電話公司和地
球電信發起了直接挑戰。
最近的一項收購是馬南巴耶天然氣田項
目，該項目目前正受到參議院的調查。
在購買了雪佛龍和殼牌的股份後，
Udenna通過其子公司收購了馬南巴耶90%的
股份。這引發了私人政黨的抱怨和參議院的
調查。
然而Udenna堅稱這筆交易是合法的，是
光明正大的。
伊斯加倫那說，黃書賢不否認與總統和
前納卯市長有密切關係。
但伊斯加倫那說，黃書賢「沒有政治
傾向」，證據是他2016年加入了參議員格麗
絲·傅的陣營，但這位納卯市大亨還是僱傭了
他。
他說：「如果黃書賢真的是一個政治人

物，問問你自己……黃書賢知道我對杜特地
政府持批評態度，恕我直言，你認為他會考
慮我加入這個組織嗎？一個必須在Udenna集
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
他補充說：「如果他是一個政治人
物，他為什麼要考慮讓我加入，但他還是考
慮了，因為黃書賢也是一個敬業的專業人
士。」
但黃書賢的帝國在過去5年裡是如何爆
炸式增長的呢？伊斯加倫那說，這是因為這
位商人對杜特地總統的絕對信任。
「他說，『我瞭解市長，我知道他的誠
意，我內心相信經濟在未來6年將會改善。
現在是我們應該冒險探索其他業務的時候
了。』」
這位Udenna官員補充說，如果黃書賢從
政府那裡得到了特別優惠，該公司將獲得公
私合作協議。
他補充道：「如果黃書賢確實能得到政
府的青睞，你不認為獲得公私合作協議的批
准很容易嗎？這肯定會為集團帶來更多的現
金流。我們從未得到批准。」
伊斯加倫那稱，與其他企業集團一樣，
黃書賢的公司也要接受政府的審查，有時甚
至比其他公司的審查更嚴格。
他指出，DITO的技術審計規定，如果
電信公司不履行其承諾，其許可證可以被吊
銷。
他說，地球電信和菲長途電話公司從未
接受過類似的技術審計。
伊斯加倫那說，與其他大公司一樣，
Udenna也因為疫情而面臨財務問題。對馬南
巴耶協議的指控等爭議加劇了這一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