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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遭網絡攻擊 2.2萬會員資料外洩
受影響者收到大量垃圾招牌短訊

本報訊：國家隱私署週三表示，數萬人

受到了最近針對S&R會員購物中心的網絡攻

擊的影響。

隱私署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它於2021年

11月15日下午4時47分收到S&R關於網絡攻擊

可能導致其成員個人數據洩露的初步通知。

隱私署表示，該公司是在2021年11月14

日發現該漏洞的。

隱私署表示，S&R於2021年11月24日提

交了補充報告，確認勒索軟件攻擊影響2.2萬

名會員。

隱私署援引該公司的報告稱，S&R成員

的出生日期、聯繫電話和性別等個人信息被

洩露。

隱私署表示:「根據S&R的披露和其數據

保護官員的確認，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信息不

屬於洩露的個人數據。」

早些時候，S&R表示，它成為了網絡攻

擊的目標，但它的「團隊立即果斷地實施了

我們的網絡安全協議，使我們能夠恢復系統

運行。」

該公司還表示，「有限的會員聯繫信息

可能已被洩露」，但其會員的財務信息是安

全的，因為「這些數據因監管要求被加密保

護」。

儘管如此，隱私署還是指示S&R從第三

方網絡安全公司提供一份關於該事件的技術

報告。

該機構還提醒該公司，它有義務全面披

露和個別通知受影響的會員。

對S&R的網絡攻擊，導致受影響的會員

收到大量垃圾短信。

這些短信都是高薪招募一些可疑的工作

崗位。

隱私署在調查中發現，大量垃圾短信的

背後是一個有組織的全球性犯罪集團。

衛生部長杜計（右二）、疫苗特派員牙未斯（左二）和澳洲駐菲大使史蒂文·羅賓遜
（中）昨日在巴西市尼蕊亞謹諾三號航站樓迎接澳洲捐贈的70萬劑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莫仁諾願與中國勘探石油
指經濟增長與海上爭端不同

本報訊：民主行動黨的總統候選人莫仁

諾昨天為他與中國簽署合資協議的意願進行

了辯護。他說，經濟增長與西菲律濱海爭端

「截然不同」。

莫仁諾在較早前說，他願意與北京簽署

聯合石油勘探合同，儘管中國在西菲律濱海

的入侵和欺凌行為。

他在無綫廣播電台上表示：「如果我們

能在那裡獲得石油並把它帶回家，這難道不

會造福我們的同胞嗎？」

莫仁諾強調，菲律濱最好從中國在爭議

地區的活動中獲益，而不是讓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壟斷菲律濱周圍石油豐富海域的資源。

他說：「只要他們承認我們是合作夥

伴，承認我們對這片土地的權力，我們就會

讓它對我們有利。這應該是總統的工作。」

莎拉藥檢呈陰性
本報訊：副總統候選人、納卯市長莎

拉．杜特地—加彪昨天表示，她的藥檢結果

呈陰性。此前，其父親杜特地聲稱，一名

2022年總統大選的候選人吸食可卡因。

莎拉說，她接受藥檢是應競選夥伴蒙

蒙．小馬科斯的要求，「作為有抱負的公職

人員，為了尋求菲律濱同胞的信任，支持透

明度的呼籲。」

莎拉的陣營公佈的藥檢結果顯示，她的

幾項藥檢結果都呈陰性。

總統於上週說，據稱來自富裕家庭的

「軟弱領袖」吸食可卡因。他沒有說明是哪

一位總統候選人，也沒有提出任何的證據。

小馬科斯於週二說，他接受了藥檢，並

向當局提交了陰性結果報告。

他和莎拉本週承諾繼續並為其父親的禁

毒戰「加油」。

莎拉說，從他們的陰性檢測結果來看，

他們的陣營反對毒品的立場是「統一和明確

的」，並推動「採取有效的預防、康復和執

法措施」。

但她表示，儘管緝毒行動很重要，但

「其他令人矚目的問題繼續挑戰著我們國家

為人民提供長期安全和保障的能力。」

她說：「因此，在這個選舉季，我們重

點關注那些尋求領導我們國家的人的實質性

資格是至關重要的。」

她說，應該考慮候選人處理危機的能

力，在行政、立法和行政工作的經驗、對安

全和發展記錄、以工作保障和生計平台的接

觸。

六成菲青年通過
社媒參與政治活動

本報訊：一個青年倡導組織援引他們與

社會氣象站合作進行的一項調查稱，超過一

半的菲青年在社交媒體上參與政治活動，尤

其是在臉書和推特上。

YouthLedPH的奧佩禮援引該調查說，多

達60%的人喜歡或分享政治類帖子，54%的人

特意搜尋政治話題，而49%的人利用他們在

網上看到的內容與他人討論。

與此同時，33%的菲青年有關注政治

家、政治評論員或任何與政治有關的社交媒

體帳戶，27%的人對某些政治問題發表自己

的評論/想法。

調查對象是全國17個地區和32個重點城

市的4900名年輕人，誤差為正負1.4%。

副總統疫苗項目
將包括加強針

本報訊：副總統麗妮·羅貝禮道週三表

示，她的辦公室準備協助地方政府打新冠疫

苗加強針。

羅貝禮道訪問了副總統辦公室疫苗快車

項目，這是一項與當地政府、私人夥伴和志

願醫療人員合作的舉措，地點在武六干省馬

洛洛斯市的一個購物中心。

武六干省長彬蘭洛和馬洛洛斯市長牙查

連陪同副總統前往視察。

副總統辦公室的疫苗快車項目使用地方

政府的疫苗分配，但通過私營公司提供後勤

支持。

這位總統候選人說：「我們提供的幫助

包括第一劑，直到加強針。現在我們正在給

病人注射第一劑疫苗，只要我們還能提供幫

助，我們將繼續做下去。」

副總統感謝疫苗快車項目的常規醫療夥

伴，包括支持她競選總統的志願者醫生。

羅貝禮道說：「我們感謝志願醫生，因

為他們是疫苗快車的幕後推手。」

新增了890確診 
今年最低

本報訊：衛生部的數據顯示，昨天

錄得今年以來最少的單日活躍病例數字，

並宣布昨天新增了890例確診病例。

根據衛生部的報告，其中17,864例或

0.6%為活躍病例。

上一次活躍病例數量低於1.8萬是在

2020年6月11日，當時為17754例。

與此同時，根據研究組的數據，這

是繼11月16日報告的841例新感染病例之

後，今年新增病例數字第二低的一天。報

告說，這是過去9天裡新增確診數字第三

次少於1000例。

再有200名患者死亡，累計新冠肺炎

死亡人數增至47,682人。

另外，再有1710名患者康復，累計新

冠肺炎康復人數增至2,763,114人。

根據32,254人在11月22日的檢測結

果，菲國的陽性率為2.5%。這是連續第

12天的陽性率低於世界衛生組織的5%門

檻。

大岷區和全國的重症監護病床使用

率分別冇29%和31%。

病例的減少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菲

國廣泛的疫苗接種覆蓋率。

莫仁諾指若當選總統
將歡迎ICC來菲調查

本報訊：如果馬尼拉市長莫仁諾在

明年選舉中當選總統，菲律濱將歡迎國際

刑事法院（ICC）在菲律濱進行調查。

莫仁諾昨天在接受無綫廣播電台的

採訪時說：「我們不會隱瞞任何事情。他

們可以來這裡。他們可以調查。」

他說：「如果有人被證明有罪，我

們將依法追究他們的責任。」

國際刑事法院在6月授權對杜特地總

統禁毒戰的反人類罪行展開調查。

國際刑事法院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調查將涵蓋在2011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

期間涉嫌「在所謂的禁毒戰的背景下」犯

下的罪行。

與此同時，馬拉干鄢一直堅稱，國

際刑事法院沒有調查杜特地政府禁毒戰的

管轄權。

莫仁諾還表示，他願意讓菲國再次

成為國際刑事法院的一員，只要這是對公

眾有利的。

他指出：「如果我加入協議，包括

國際刑事法院的協議，我們首先要問它會

給菲律濱人或菲律濱帶來什麼好處？」

他還對菲國在西菲海事件上缺乏國

際社會的支持表示失望。

參院長指中國霸凌
 力推劃定菲海域

本報訊：參議長蘇道昨天提交了一

份海域法案，表明其對西菲律濱海的所有

權。

蘇道表示，希望參議院和眾議院能

夠在明年1月初通過該法案，趕在2022年5

月全國大選的競選季開始之前。

他說，改革黨和總統候選人參議員

轆遜（參議院國防安全委員會主席）也是

其法案的共同發起人。

參議長表示可希望杜特地總統將確

認該法案緊急的法案，以便國會兩院採取

迅速行動，因為他們也在聖誕節休假前忙

於通過擬議的 2022年5萬披索億國家預算

法案。

在接受採訪期間，蘇道說，他將與

眾議長維拉斯戈就該法案進行溝通，該法

案也是由愛國人民聯盟黨的一名眾議員發

起的。蘇道是該政黨的主席。

蘇道說，他將與參議員轆遜和參議

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彭敏直談判，讓他

們的委員會接受他的法案。

他說，他的法案在面對中國在南海

日益軍事化的情況下很重要。

蘇道附和了轆遜在南海的「力量平

衡」立場，菲律濱可能會重新審視70年的

互防條約。

他說，他的法案強調了菲國對這些

海域的權利和主權的保護。

蘇道說，他認為中國海警隊的「欺

凌」策略在中國高層領導中是眾所周知

的。

他說，其海洋區域法相當於中國的

九段線政策。

轆遜：菲中貿易不應受紛爭影響
本報訊：改革黨主席和總統候選人轆遜

說，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關係不會受到影響，

即使他追求「力量平衡」，以捍衛我國在西

菲律濱海的領土完整。

參議院國防和安全委員會主席轆遜在本

周對自由群島希望島（中國稱中業島）進行

歷史性訪問後，在一系列媒體採訪中明確表

示了這一點。

他說，菲律濱在對西菲海專屬經濟區行

使主權權利的同時，保持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非常重要。

他說：「在經濟方面，我們應該保持

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但當涉及到西菲律濱海

時，正如我所說，我們應該捍衛我們的主權

和主權權利。」

轆遜說，如果他在2022年贏得總統選

舉，他期待與中國發展一種互利的關係，但

不能讓中國在菲律濱的領海上欺負菲律濱人

為代價。

在西菲海地區緊張局勢不斷加劇之際，

轆遜最近敦促菲律濱政府援引並更新已有70

年歷史的菲美共同防禦條約，稱修改其措辭

反映當今環境是「恰當的時機」。

除此之外，轆遜還提到，美國政府還希

望改善與菲律濱於2014年簽署的加強防禦合

作協議(EDCA)，以增加其保護領海的資金。

這位總統候選人認為，這些進展是令人

鼓舞的跡象，特別是其他盟國，如澳洲、加

拿大、日本，甚至其他歐盟成員國都支持西

菲海的航行自由。

轆遜認為，在處理西菲海問題時，創造

「力量平衡」一直是他的立場，因為在貿易

關係上，不僅是中國和菲律濱，其他國家也

有自己的國家利益需要保護。

他說：「我不是說我們是親美的，我也

不是說我們是反華的，但我們都知道外交政

策總是基於國家利益，對不對？我們的國家

利益是什麼？很明顯，就西菲律濱海而言，

我們的國家利益是在200海浬內行使我們的主

權權利。」

他還說：「至少有10%到12%的全球貿易

也通過西菲海，因此，對我們的西方盟友和

其他國家來說，維護該地區的航行自由是很

重要的。」

莫仁諾無悔曾當「男艷星」
本報訊：馬尼拉市長莫仁諾昨天表示，

他「從因為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性感明星身

份而感到羞恥」，即使現在他正在競選總

統。

莫仁諾曾是一名垃圾收集員，也曾做過

三輪車夫，他在參加了在首都的一場葬禮後

被招募進入娛樂圈，在80年代和90年代成為

了青春偶像劇，並主演了幾部色情電影。

他在接受無綫廣播電台的採訪時說：

「這是我從未隱瞞過的事情，即使是現在，

我也從未感到羞恥。」

他說：「我甚至告訴我的孩子，當演員

是一份體面的職業。它支撐了我們相當長一

段時間。」

在今年8 月，杜特地總統公開羞辱了一

名未具名的大岷區市長，原因是他過去僅穿

內褲拍照，他稱這樣的人不適合領導。

雖然總統沒有提到名字，但莫仁諾首都

地區內，唯一一位在80、90年代成為青春偶

像劇和性感明星的市長。

莫仁諾說：「我不是一個機器人，所

以，當被嘲笑的時候，還是會覺得刺痛，但

在最後，我必須面對。」

他說：「有人在你的管理或治理中找

不到任何問題的時候，就會攻擊你的個人生

活。」

莫仁諾說，他已在1998年離開娛樂圈，

當時，他首次參選，並取得了馬尼拉市議會

的一個席位。

最終，他獲得了馬尼拉市大學的公共管

理文憑，並在菲國立大學、哈佛大學肯尼迪

學院和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報讀了非學位課

程。在2019年，莫仁諾當選為馬尼拉市長。

此前，他擔任了市議員和副市長約20年。

力量黨正式接納小馬莎拉為候選人
菲新社馬尼拉11月24日電：力量黨昨天

宣布，正式接納前參議員蒙蒙．小馬科斯為

其為總統候選人，並確認納卯市長莎拉．杜

特地為2022年大選的副總統候選人。

在力量黨的執行委員會線上會議期間，

該黨通過了第09號決議，確認提名杜特地為

力量黨的正式副總統候選人，以及第10號決

議，正式接納小馬科斯為杜特地的總統競選

夥伴，他是菲聯邦黨的總統候選人。

第一份決議稱：「特此決定，市長莎

拉．齊默爾曼．杜特地將作為力量黨在2022

年5月9日全國和地方選舉的正式候選人和副

總統候選人。」決議稱，政黨給予莎拉權力

選擇自己的總統競選夥伴。

它補充：「特此決議，總統候選人參議

員蒙蒙．小馬科斯獲一致通過為力量黨的總

統候選人，和力量黨副總統候選人莎拉．杜

特地—加彪的競選夥伴。」

在同一會議上，力量黨還通過了授權眾

議院多數黨領袖、民主黨主席羅麻地斯與其

他政黨簽訂聯盟協議的決議案。

力量黨指出，在新冠肺炎的影響下，國

家團結對於推動國家經濟復甦非常重要。

力量黨強調與不同政治團體建立聯盟的

重要性，以加強政黨的政治資源和資產，以

提高力量黨候選人的獲勝機會。

被提名總統候選人 蒙吳仍處「震驚狀態」
本報訊：參議員蒙·吳說，在被「偉大

血統聯盟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後，他仍然

處於「震驚狀態」。吳氏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說：「我的頭腦、心靈和身體都抗拒它。我

仍處於震驚之中，處境非常艱難。」

吳氏說，他在一個多月就已經下定決心

要競選副總統，但在杜特地總統最後一刻決

定讓他擔任總統候選人時，他同意了。

他說：「這是黨和杜特地總統的決定，

選個人競選總統好過無人競選。」

然而，他堅持他已經準備好服務，即使

他在等待神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