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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署承認執政黨古西派系
巴喬誓上訴到大理院

本報訊：選舉署承認以能源部長古西為

首的民主菲人力量黨派係是該政黨的合法派

系。

根據昨天公佈的一份決議副本，選舉署

的特別第二部門的投票結果為2比1，專員加

斯計賀投了唯一的票。

專員茵丁和布萊是另外2票。

長達11頁的裁決承認了2021年7月17日舉

行的民主菲人力量黨全國大會的有效性，該

議會推翻了參議員巴喬並任命古西為新黨主

席，同時任命了新官員。

它補充說，這次會是「正式組成的全國

大會」，因為在活動前30天發出了適當的通

知，大會期間的出席率為78%，超過了法定

人數的40%，該黨主席杜特地總統主持該次

大會。

該部門承認，全國大會在2021年5月31日

的一次會議上召集了大會，並且所有委員會

決議均由其成員通過和批准。

它還不同意巴喬陣營的立場，即應宣布

5月31日的會議無效，並指出，儘管杜特地沒

有親自出席。

但會議「是恰當召集的，議程也是在與

總統協調下確定的」。

但加斯計喬在他的反對意見中表示，全

國委員會會議和議會，以及它們各自的決議

被認為是無效的，因為它們的執行違反了民

主菲人力量黨的憲章。

屬於另一派系的民主菲人力量黨聯合創

始人彭敏直的兒子參議員高科．彭敏直在一

份聲明中表示，他們將在收到決定後的5天內

提出重新審議的請求。

彭敏直說：「只認識一個政黨，即民主

菲人力量黨，並已加入民主菲人力量黨40 年

的我們現在將因為5年前才加入政黨的古西和

他的一群人，而與我們的政黨分開。誰是黨

外人和陌生人？」

他補充說：「我們甚至不想成為叛徒，

因為我們已經在民主菲人力量黨40年了，我

們不想換黨，是選舉署將迫使我們違背我們

的意願和黨的規則跳槽到另一方？」

總統候選人、參議員巴喬星期五說，他

領導的民主菲人力量黨派系將向大理院提出

上訴，抗議選舉署承認古西派為合法派系的

決定。

他說，這不會影響他的候選人資格，因

為他的提名證書來自外省優先(Promdi)。

在2021年9月7日，古西向選舉署請求宣

布巴喬及其盟友為該黨的「非法人員」。但

彭敏直表示，該請求「存在致命缺陷」，因

為它是沒有得到任何授權地代表一個政黨提

交該請願。

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古西派沒有自己

的總統候選人。在他們的候選人、參議員黎

拉羅沙退出競選後，杜特地拒絕為任何人背

書。

然而，該派系支持黨主席的女兒、納卯

市長莎拉．杜特地的副總統競選。它最終還

支持了已故獨裁者的兒子小馬科斯的總統競

選。

5月6日，位於馬加智綠帶商圈，一家藝術品商店新開張。迄今，菲律濱已有超過6300萬
人接種疫苗，接種率超過76%，日均新增病例低於200，全菲保持疫情「低風險狀態」，經濟
恢復迅速，新店頻頻開張。	 	 	 	 	 	 	 		<中新社>

敦洛醫院附近昨日發生大火，火勢達到二級，醫院內的病患立即被轉移到文尼法壽全科
醫院。圖為一名護士抱著一名新生兒協助轉移。

週一投票率料達85%
本報訊：5月6日，負責任選舉教區牧區

委員會（PPCRV）表示，他們預計5月9日大

選的投票率會很高。

PPCRV全國主任西拉諾博士在新聞發佈

會上說：「我非常積極和樂觀，所以我認為

我們將達到85%的選民增長。」

PPCRV是今年選舉署認可的民間選舉監

督機構之一。

與此同時，西拉諾說，委員會將繼續與

選舉署合作，以確保選舉的公正、廉潔和安

全。他說：「我們正在做一些事情，幫助我

們不同投票中心的點票機和設備到達。在選

舉日，我們也有一個選民援助台來指導我們

的選民。」

西拉諾還解釋說，他們將在選舉期間監

督至少106174個選區。他補充說，全國各地

還有特別的投票站和大約3.7萬個投票中心。

此外，除了各種與選舉有關的違規行

為外，西拉諾補充說，他們將監測公眾遵守

最低公共衛生標準的情況，包括但不限於佩

戴口罩和保持適當距離，以避免感染再次出

現。

巴喬承諾當選總統後
招5名億萬富豪投資
本報訊：總統候選人、參議員巴喬週五

保證說，如果他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獲勝，

至少會有五名外國億萬富豪前來投資。

巴喬說，這將是他創造就業機會來振興

國家經濟的努力的一部分。

他在接受選舉署的採訪時說：「如果我

成為總統，至少有5個來自其他國家的億萬富

豪會來這裡投資。」

他還表示，為了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將

縮短企業申請的審批程序。

他表示，他將通過實現一到兩步的業務

應用程序流程來實現這一點。

他說：「政府將幫助他們起步。」

選舉若出現問題 
應急計劃已到位

本報訊：選舉署專員加西亞昨天表示，

應急計劃已經到位，以處理選舉日遇到的常

見問題。在簡報會上，加西亞說，一些被指

定為選舉署成員的教師不會在投票日當天報

到。他說：「我們已經立即更換了選舉署成

員。我們有關於如何更換他們的指引。」

選舉日的另一個常見問題是延遲交付投

票用具。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加西亞說，選

舉署已經發布了一項決議，要求儘早將這些

物品運送到相關地區。

他說：「有時，選舉用品的交付由於各

種原因而延誤。」

加西亞補充說，安全問題是選舉期間的

常見挑戰之一，包括候選人陣營或恐怖組織

實施的暴力和恐怖主義。

他說：「我們繼續監測全國各地，特別

是安全問題，如暴力和恐怖主義，一些候選

人或其他團體可能試圖在選舉日散播恐懼。

我們不會允許的。」

俄烏戰爭若成世界大戰
杜特地警告菲或被襲擊

本報訊：杜特地總統警告說，如果俄烏

衝突持續，並導致世界大戰，菲國可能遭到

襲擊。

考慮到美國在菲國的軍事存在，杜特地

表示，如果俄羅斯總統普京拒絕接受在與烏

克蘭的戰爭中可能失敗的情況，菲律濱可能

會受到攻擊，從克拉克和蘇比克的美國基地

開始。

總統在接受SMNI的採訪時說：「現在，

我只是預測台灣會是第一個目標，但他們不

會完全攻擊它。他們只會包圍或隔離它。問

題是菲律濱。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都會

受到攻擊，因為美國就在這裡。」

杜特地說，他不想聽起來像「危言聳

聽」，但他「始終關注現實」。他補充說，

他知道普京有「自殺傾向」。

總統還認為，一旦俄羅斯向美國發射核

武器，美國就會自衛。

他說：「如果中國加入，就會出現混

亂。這是一場世界大戰。」中國目前與俄羅

斯建立了半軍事聯盟。

華仁迎斯斥馬家
騷擾競選集會

本報訊：北伊羅戈省長候選人魯道夫·

「魯迪」·華仁迎斯週五表示，他和他的支持

者正面臨著來自省警察的騷擾，並聲稱這一

舉動可能是馬科斯批准的。

他在一場虛擬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這

種情況在幾個月前就已經發生了，大概是1月

份開始。每次我們舉行集會，警察會在我們

集會的地方設立檢查站。散會後，他們會把

出席者叫去問話。」

華仁迎斯說，在其他競選集會上也設置

了檢查站，這讓他提醒競選對手、現任省長

馬修斯·馬科斯——曼諾督。

華仁迎斯說：「曼諾督承諾『我會做點

什麼』，結果事態升級。」

這位省長候選人聲稱，在他的競選總部

旁邊設立了另一個檢查站，就在他的房子旁

邊。

他說：「它變得非常有規律。每次我們

有集會，檢查站都會出現。」

華仁迎斯還聲稱，警方向他的四名支持

者出示了由拉允隆省描汪社法院簽發的搜查

令。另外6人還收到了手榴彈和帶血的T恤的

死亡威脅。

他表示：「這些都報告給了警方，但

警察局長置之不理，讓這件事變得微不足

道。」當被問及他認為誰是罪魁禍首時，華

仁迎斯回答說，可能是總統候選人小馬科

斯，也可能是現任省長曼諾督的母親參議員

艾米·馬科斯。

副總統候選人
沓密轉向支持麗妮

本報訊：副總統候選人沓密支持副總統

麗妮·羅貝禮道的總統選舉。

沓密在選舉署和菲廣播協會舉辦的論

壇會期間說：「就我的競選夥伴文地馬尤

醫生，我明確支持，但讓我們幫助羅貝禮

道。」除了羅貝禮道，沓密還支持參議長蘇

道，後者將在5月9日的選舉中競選副總統。

他說：「我直接支持他們，讓我們幫助

羅貝禮道和蘇道。」

沓密在較早前表示，參議員轆遜的競選

夥伴蘇道是「這項工作的最佳人選」，他指

的是副總統職位。

沓密在選舉署—菲廣播協會的論壇上表

示，除了體現基督的價值觀外，羅貝禮道是

有機會擊敗前參議員小馬科斯。小馬科斯是

各種選前總統候選人民調的領跑者。

沓密說：「如果羅貝禮道是能夠擊敗他

們的人，那麼，讓我們幫助她。」

雖然他沒有立即就沓密支持羅貝禮道和

蘇道作出反應，但文地馬尤敦促選民不要根

據受歡迎程度投票給候選人。

他說：「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正常的時

期，一個關鍵時期，我們仍然疫情之中。我

們不要僅僅因為他或她在社交媒體上很受歡

迎就選擇某人。」

杜特地改口稱小馬無不義之財
本報訊：在聲稱已故獨裁者之子小馬

科斯是「軟弱的領導人」的數月後，杜特地

總統稱總統候選人小馬科斯過著「簡單的生

活」，其家族的不義之財並沒有真正得到證

實。

杜特地說，他記得小馬科斯以前以候選

人的身份參與以前的競選活動，尤其是在他

還是參議員的時候。

在昨天播放的預錄訪問中，杜特地表

示：「他競選參議員時，他會搭我的順風

車……我們都在奇怪他當時沒錢嗎……真的

沒錢。他過著簡樸的生活。」

他補充說：「那些被盜的錢，到現在都

沒找到。信不信由你們。這沒關係。馬科斯

是有留下一些錢，但全部已被充公，包括在

瑞士的那些。」

杜特地說：「肯定不會將數百億交給他

管理。他當時年紀還小，當然他們繼承了這

些遺產，但過程非常繁瑣。」然而，當他的

父親、獨裁者老馬科斯被趕下台時，小馬科

斯已經29歲了。

杜特地最近的聲明與他在11月所說的相

去甚遠，當時他稱小馬科斯為「被寵壞和軟

弱」的領導人。「我不相信他的話。」

與杜特地的說法相反，總統好政府委

員會——一個負責追查馬科斯家族掠奪的機

構——已經從馬科斯家族估計的100億美元不

義之財中追回了超過1700億披索。

馬科斯家族一再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女族長伊美黛在地區法院被判犯有多項貪污

罪，但在大理院的大部分上訴中獲勝。前第

一家庭的成員都沒有被監禁。

但菲律濱大理院在2003年、2012年和

2017年裁定馬科斯及其家人犯有大規模詐騙

罪。

在2003年7月15日，法院裁定，截至2002

年1月31日，馬科斯在瑞士銀行賬戶存款總額

超過6.58億美元，歸菲國政府沒收。

法院稱，菲國政府證明了存款總額與

馬科斯作為公職人員的薪水「明顯不成比

例」。

在2012年4月25日的一項法院裁決中，馬

科斯家族還被勒令向菲國政府償還超過300萬

美元。在2017年1月18日，法院還維持了廉政

法庭的一項判決，該判決沒收馬科斯家族的

「馬拉干鄢系列」珠寶。

根據ABS-CBN調查和研究小組收集的數

據，小馬科斯在2015年資產負債報表中申報

的淨資產為2.11億披索，這是ABS-CBN新聞

在小馬科斯於2016年成為普通公民之前獲得

的資產負債報表。

他的資產包括位於內湖、孟訖、北怡

羅戈、沓義市和曼達俞央市，截至2015年12

月，所有這些資產都超過6660萬披索。

然而，位於馬加智市亞耶拉大道的一

個公寓單位，他將其列為「個人財產」下的

「投資」，其價值為7800萬披索—比他列出

的所有不動產的總價值高出1100萬披索。

麗妮勉支持者「保持信念」
本報訊：「保持信念。」這就是有抱負

的總統候選人、副總統麗妮·羅貝禮道安撫她

的支持者的方式，她的支持者開始對即將到

來的選舉感到焦慮。

羅貝禮道昨天在接受突擊採訪時說：

「保持信念，保持信念，因為我不是唯一一

個在努力的人，他們也很努力。我不是唯

一一個做了所有事情的人，他們也做了。」

副總統說，只要他們以正確的方式盡力

而為，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她補充：「我們的人生教訓是，只要

我們以正確的方式全力以赴，我們就會竭盡

全力去做每一件事。我們不會做別人做的壞

事，上帝會審判我們。」

在選舉日的3天前，這位總統候選人說，

她並不焦慮，相反，她仍然充滿信心。

她說，這種信心植根於她在競選活動中

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她在菲國所到之處的人

們的強烈支持。

羅貝禮道說：「我並不著急，因為我什

麼都做了，我認為我是最勤奮的。」

她說，她從她的支持者那裡獲得了信

心，因為他們總是大量出現，為她為期三個

月的全國競選造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