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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妮促選民憑良心投票
本報訊：副總統麗妮·羅貝禮道星期三敦

促選民根據自己的良心而不是地方官員的影

響來選擇領導人。

羅貝禮道在利保洛市對支持者說，選

民在5月9日投票時必須用他們的「心和頭

腦」。

她說：「我們不要僅僅因為政府官員這

麼說就投票。我知道你們很多人會追隨你們

的官員。但是，讓我們更多地瞭解候選人的

信念和他們的過往記錄。我們不要被假新聞

愚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進行挨家挨戶的宣

傳，這樣我們就可以用真相來取代謊言。」

當地組織者說，羅貝禮道在北三寶顏的

集會吸引了4.5萬多人。

該省的地方官員也出面支持她，羅貝禮

道獲得了利保洛市長和眾議員的支持。

羅貝禮道在對他們的支持表示感謝的同

時，也提到了參加集會的大量年輕選民，她

回憶起了1986年乙沙人民力量革命期間的大

學生活。根據選前調查，羅貝禮道落後於領

先者前參議員小馬科斯，他的家族在30多年

前的非暴力抗議中被趕下台。

她說：「在我們那個時代，情況也是這

樣。是我們年輕人，有勇氣走上街頭與獨裁

鬥爭。我以為人民力量革命之後一切都會好

起來的。但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即使我們的

國家被虐待了很長時間，我們現在再次為它

而戰。」羅貝禮道還要求她的支持者支持她

的競選夥伴、參議員基戈·邦義利南競選副總

統，以及她的參議員團隊成員。

北三寶顏是羅貝禮道的最後一站之一，

競選活動將於5月7日結束。

圖為Akbayan黨團的成員昨日在計順市進行挨家挨戶競選時，打扮成選美佳麗與市民互
動。

5月5日，在密杉彌斯大學體育館舉行的荷杉彌示市人民集會上，熱情的支持者揮舞著粉
紅色的氣球，舉著手工製作的標語，歡迎總統候選人、副總統麗妮·羅貝禮道。

最早5月15日公佈
新當選參議員

本報訊：選舉署專員加西亞昨天表示，

可能會在5月15日至16日宣布新當選的參議

員。

加西亞在一個論壇期間說：「參議員

們，根據我們的經驗，自2010年電腦化選舉

以來，通常在5月15日至5月16日左右，我們

已經可以宣布新當選的參議員了。」

據選舉署官員稱，對於地方民選職位，

選舉署最早可能在5月9日選舉日當晚至5月10

日宣布當選者。

加西亞說：「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第

一，在5月9日晚上，我們將能夠宣布我們的

新當選市長、副市長和市議會成員，至少在

較小的城市。」

他補充說：「城市可能需要到5月10日凌

晨。省長、副省長、省議會可能在5月10日上

午或最晚到5月10日中午。所以，這就是我們

最快宣布當選省長的日子。」

他又說：「也可以在隔天（也就是5月10

日）宣布新當選的眾議員。」

加西亞指出，對於菲國的兩大民選職

位，將由國會宣布新當選的正副總統。

然而，加西亞表示，部分和非官方的快

速計票可能在選舉日的兩到三天後顯示出正

副總統的獲勝者。

加西亞說：「對於正副總統，這兩個民

選職位將由國會共同計算正副總統的選舉結

果，國會將於5月23日復會，正式計算正副總

統的選舉結果。」

他陠充說：「當然，即使在此之前，甚

至在投票後的兩三天後，已經有部分和非官

方的結果來自公民組織和媒體，因為他們可

以訪問我們的透明伺服器。」

菲健保下月起提高保費供款
本報訊：菲健康保險公司於週三表示，

從6月開始，將向其成員收取更高的供款，結

束其早些時候在疫情期間授予的一年半的緩

期。

保費供款的增加意味著會員的工資將大

幅減少，而僱主也必須承擔一部分。

從3%保費供款率，供款率將提升為職員

的工資的4%，僱主承擔一半。例如，每月收

入1萬披索的工人將不得不支付200披索，僱

主承擔另外200披索，總共400披索。

對於每月收入8萬披索的人，每月保費供

款可能高達4800披索。

菲健康保險公司官員表示，保費供款的

提升是由《全民醫療保健法》規定的，該法

旨在通過補貼、衛生部的一部分預算以及對

香煙和酒精的稅收徵收來覆蓋最貧窮的菲律

濱人。

菲健康保險公司企業事務副總裁於週三

在線上記者會中告訴記者：「經過澄清，我

們現在必須重新執行法律，並按照法律規定

調整2022年的保費供款率。所以，是的，這

是法律規定的，對此有具體規定。」

法律規定每年將保費供款率增加半個百

分點。但去年，馬拉干鄢和國會曾要求該機

構暫時擱置提升供款率的計劃，因為菲國當

時在努力遏制一場肆虐的疫情，而當時還沒

有疫苗。該機構負責人已於2021年1月同意推

遲提升供款率，直到國會對《全民醫療保健

法》進行修訂。

由於修改該法案的工作沒有取得進展，

菲健康保險公司在大選前一週宣布了提升供

款率，而且，新的國會將於7月接任。

菲健康保險公司表示，這4%具有追溯

性，因此，應該從今年1月開始收取。

美國若捲入俄烏戰爭
料不會在菲部署軍隊
本報訊：即使杜特地總統提出當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的戰事「蔓延」到亞洲時，美國

可在菲部署他們的部和武器。

國防部昨天表示，但這是「不太可能

的」。

國防部長洛仁薩那說，萬一美國「捲入

戰爭」總統批准使用菲國在班班牙省克拉克

的設施。

但鑑於菲國與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地理位

置，這種情況是牽強的，他補充說，與菲律

濱相比，韓國和土耳其在衝突中的戰略距離

更近。

洛仁薩那在記者會中說：「即使總統為

他們提供設施，我們也是最後的選擇。他們

不太可能將部隊和裝備部署在這裡。」

他補充說：「我告訴了他，『總統先

生，這發生的可能性很小，因為我們距離很

遠。如果美國真的需要將設備放置在某個

地方去開戰並應援烏克蘭，還有更近的國

家。』」

在3月初，菲駐美國大使羅麻地斯表示，

杜特地「準備好提供」美國可能需要的任何

設施，「不受任何限制」。

美國是菲律濱唯一的國防盟友。互防條

約將兩國聯繫在一起，雙方有義務在遭到對

方外來侵略時互相幫助。

去年是兩國慶祝建交75週年。

菲國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稱那裡沒

有必要發生不必要的流血事件。

防長：

水炮事件非故意 
中國大使已道歉
本報訊：國防部長洛仁薩那昨天表示，

中國大使已就中國海警在西菲律濱海向菲律

濱船隻發射高壓水炮一事道歉。

在記者會上，洛仁薩那表示，所謂的中

國海軍水炮攻擊是無意的。

他說：「現在西菲律濱海的局勢平靜、

穩定，沒有發生任何麻煩，除了我們的補給

船被水炮擊中。」

他補充說：「中國大使和我已經談過這

件事，他道歉，說這不是故意的。所以，現

在我們的補給任務仍在繼續。」

在去年11月18日，外交部長陸辛表示，

兩艘菲律濱補給船在前往仁愛礁進行補給任

務途中，遭到中國海警船的水炮襲擊。

陸辛說，他已向中國駐菲律濱大使黃溪

連和菲國駐北京大使轉達了菲律濱「對這一

事件的憤怒、譴責和抗議」的「最強烈的措

辭」。

他補充說：「我提醒中國，菲美互防條

約涵蓋了公共船隻。」

杜特地總統譴責中國船隻的行為，稱其

令人憎惡。

杜特地說：「我們痛恨最近在仁愛礁發

生的事件，並對其他類似的事態發展表示嚴

重關切。」

他補充說：「這不能很好地說明我們國

家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的伙伴關係。」

選署保證
選舉絕不會失敗

本報訊：在距離下週一的大選僅剩4天

前，傳出計票機故障之際，選舉署昨天向選

民保證，選舉失敗「不是一種選擇」。

在總統候選人小馬科斯的發言人羅德

里藝斯要求回應有關計票機左右崩潰的問題

後，專員加斯計賀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選舉署掌控著這次選舉」。

 加斯計賀告訴記者：「我們不會有機器

的問題。許多維修中心……我們在2019年的

選舉中遇到了更多有故障的計票機。」

加斯計賀報告說，截至昨天，在接受最

終測試和密封的70,924台計票機中，只有355

因各種問題送返維修中心。

他說：「鑑於7萬台機器接受最終測試和

密封中，這個故障數量被認為是一個很小的

數字。我可以向任何人保證，計票機不會出

現問題。」

相比之下，加斯計賀表示，僅在測試和

密封的第一天，2019年就有大約500台計票機

被報告故障。

選舉署尚未對35,250台計票機進行測試

和密封。今年的選舉有106,704個選區。

加斯計賀說，選舉署有「應急程序」，

以防選區內的計票機突然故障。

他說：「選舉仍將繼續。有選票，我們

可以借機器……當我們有可供使用的替補計

票機時，這就是我們將會使用的。」

達瑙出任菲國警代總監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天表示，杜特地總

統已指定達瑙擔任菲國警的新代理總監。

達瑙將接替即將在5月9日選舉前夕退休

的即將離任的菲國警總監卡洛斯。

總統府代發言人安達納爾在聲明中說：

「我們相信達瑙將軍將繼續努力將菲國警轉

變為一個更有活力和更專業的組織，履行其

服務和保護我們人民的使命。」

內政部長亞紐表示，鑑於全國大選，達

瑙的新角色將是「關鍵和及時的」，他的第

一個命令將涉及部署警員以維持治安。

亞紐說：「作為國家和地方選舉國家安

全特別工作組的指揮官，達瑙從第一天起就

參與了選舉的規劃和安全準備工作，因此，

他非常適合確保安全與和平的選舉。」

他說，菲國警領導層的變化不會影響其

選舉準備工作，因為這些準備工作自去年以

來就已經到位。

小馬民調仍領先 麗妮升3%
本報訊：根據獨立監測組織OCTA研究

組在上月底進行的最新民調，總統候選人小

馬科斯在總統競選中保持領先。

在4月22日至25日進行的民調的結果顯

示，小馬科斯在2400名受訪者的支持率為

58%，這一民調的誤差幅度為±2%。

最新結果表明，小馬科斯在4月2日至6日

的57%支持率相比，小馬科斯的支持率略有

上升。

小馬科斯在未獅耶地區的支持率最高，

為62%；其次是在呂宋其他地區，為59%；在

棉蘭佬島的支持率為56%；國都區為46%。

緊隨其後的是羅貝禮道，在全國範圍內

的受訪者中有25%的支持率，比上一次民調

的22%增加了3%。

緊隨小馬科斯和羅貝禮道之後的是馬尼

拉市長莫仁諾，支持率為8%（原為 9%）、

參議員巴喬為5%（原為7%）和參議員轆遜為 

2%（原為4%）。

緊隨其後的是芒銀沓道，支持率為1%；

前國防部長銀薩禮斯和勞工領袖黎虞斯曼的

支持率各為0.2%。

根據OCTA的說法，受訪者被提問：如

果今天舉行選舉，你可能會投票給哪一位總

統候選人？

在社會經濟階層方面，ABC階層有53%

的受訪者選擇了小馬科斯，D階層有60%，E

階層有54%。

緊隨其後的是羅貝禮道，32%的ABC

階層受訪者選擇了她，D階層23%，E階層

28%。

大約0.4%的受訪者沒有明確的答案。這

包括0.1%的人表示他們仍然不知道該給誰投

票，0.04%的人表示他們沒有人選，而0.3%的

人拒絕回答。

在副總統候選人中，納卯市長莎拉．杜

特地仍然是民調的領先者。

民調結果顯示，莎拉．杜特地在菲國的

支持率為56%，比4月2日至6日民調的 57%略

有下降。

她在棉蘭佬島地區的支持率最高，為

82%，其次是在未獅耶，為61%；呂宋其他地

區，49%；國都區，48%。

緊隨其後的是參議長蘇道，支持率為

22%（上一次民調為23%），參議員邦義利蘭

為16%（之前是12%）。

緊隨其後的是許偉利醫生，支持率為

4%（原為 7%）、眾議長亞典薩為1%（原為

0.7%）、洛帛斯為0.1%（原為0.1%）、貝洛

教授為0.03%（原為0.1%）和 西拉彪為0.001%

（之前為0%）。

在參議員候選人中，廣播員杜弗仍然是

人民的首選，支持率為63%，其次是前公造

部長馬克．維惹，支持率為55%；眾議員禮

牙沓，支持率為51%。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祖比里以49%的得票

率位居第四。緊隨其後的是殊殊銀省長、

前參議員伊斯古地洛（46%）和演員巴迪惹

（44%）。

眾議員加耶沓諾的支持率為40%，參議

員張僑偉支持率為39%，參議員維惹蕊描為

36%，前參議員晶貴．伊斯沓拉33%。

前參議員伊赫斯道、參議員洪智維洛斯

和前副總統敏乃以31%的支持率排名第9至14

位。

選署促國際觀察員
維護菲選舉公正性

本報訊：選舉署昨天向國際選舉觀察員

舉行簡報會，敦促他們維護即將於5月9日舉

行的選舉的公正性。

選舉署長邦加潤彥告訴選舉觀察員要遵

守該署的規定和指引。

邦加潤彥說：「只有在保護我們的選舉

署人員和財產，以及秘密資料所必需的條件

下，你才能不受阻礙地了解選舉進程。」

他補充說：「我們要求我們的監督員通

過遵守我們的指引來維護選舉的完整性。」

他還表示相信，選舉觀察員將在整個選

舉過程中保持「公正和客觀」。

國際選舉觀察員能夠在簡報會中體驗投

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