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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料月底公告正副總統當選人
本報訊：國會可能在6月前宣佈新總統

和副總統，國會領導人說，檢票「甚至不到5

天」。

參議長蘇道週一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參眾兩院計劃於5月24日開始檢票，最早將於

5月27日宣佈兩位新領導人。

國會將於5月23日復會。

蘇道說：「23號我們會復會。我們可

能要在那一天開始工作。事實上，那是我們

唯一能夠正式宣佈七位新參議員當選人的時

間，那天還有其他重要的事情需要三讀和我

們會試著完成。那是上午10點。」

蘇道補充說，他和眾議長維拉斯戈同意

在5月24日上午召集國會全國檢票委員會。

蘇 道 正 在 競 選 副 總 統 ， 但 早 些 時 候

他說，他在檢票方面的作用只是「象徵性

的」。

與此同時，維拉斯戈指出，今年選舉的

自動化性質將使檢票速度更快。

維拉斯戈說：「我認為這不會花很長時

間，如果你看看過去的檢票，它是手工完成

的。這一次，它將是電腦化的，所以你不會

再看到白板，手動計數。」

他補充說：「只要點一下電腦，我們就

會有LED屏幕在那裡閃爍，自動添加或自動

計數。」

當被問及國會是否能在6月前宣佈國家下

兩位最高官員時，蘇道說：「肯定能。」

他補充說：「23日那個星期。」

蘇道繼續說：「這是可能的，如果我們

24或25日開始。第三天是26日或27日，看起

來有希望能在27日宣佈，最遲是28日。」

圖為計順市教師村的籃球場內，一些選民和選舉署工作人員談話。該投票站的計票機故
障，導致選民無法投票。

選後若出現混亂局面 
菲國警準備應對

本報訊：菲國警總監達瑙昨天表示，菲

國警已準備好應對選舉日後在候選人支持者

之間可能出現的混亂局面。

在新聞發布會上，達瑙補充說，自開始

規劃2022年選舉以來，菲國警為選舉後的可

能混亂局面做好了更多準備。

他說：「我們有一個應急計劃，以防

發生混亂。實際上，我們在這方面準備得更

多，尤其是在投票之後，因為可能會出現混

亂。我們不會允許這種狀況。」

達瑙指出，候選人的支持者可能會表達

他們對選舉的不滿。然而，他說，如果支持

者開始妨礙交通和破壞財產等狀況，他們將

被逮捕。

他說，菲國警將對煽動暴力的支持者嚴

正執法。

截至昨天，菲國警表示，已確認菲國在

2022年選舉期間發生了16起與選舉有關的暴

力事件。

2總統候選人插隊投票
本報訊：所有10名總統候選人都在昨天

中午之前投票，其中一名候選人排隊投票，

另外2名則是插隊投票。

在票站開放的一小時後，參議員轆遜和

前總統發言人阿貝拉都在甲美地投票。

在早上7點左右，前參議員小馬科斯抵達

位於北伊羅戈省巴塔克的一所小學投票。

他與其姐姐艾琳和兒子桑德羅一起，桑

德羅正在尋求取代法里迎斯擔任北伊羅戈省

第一選區的代表。

支持者熱切地等待他完成投票，然後大

聲高呼「BBM！」在他離開票站之後，前往

巴塔克教堂。

其母親，前第一夫人伊美黛．馬科斯後

來抵達票站。

在上午10點前，副總統羅貝禮道抵達南

甘馬仁省的一所小學。

自從她將居住地從家鄉那牙市轉移到附

近的馬加勞的加蘭岡以來，這是她第一次在

那裡投票。她排隊等候，所以，她花了將近

兩個小時才完成整個過程。

與此同時，馬尼拉市長莫仁諾和參議員

巴喬都避開了各自票站的人龍。

在上午11點20分，莫仁諾到達了位於敦

洛區的一所小學。他在票站外等了數分鐘，

然後迅速越過短的人龍，並立即就座。

巴喬越過了票站外的選民人龍，並被允

許在中午之前直接前往空置的椅子上填寫選

票。

勞工領袖黎虞斯曼、前國防部長銀薩禮

斯、醫生兼經濟學家文地馬尤和孟貢達道也

在中午12點前投票。

選署將賄選投訴提交檢察署
本報訊：一名專員昨天表示，選舉署成

立的負責調查買賣票案件的工作組已將幾起

賄選投訴提交給國家檢察署。選舉署專員費

洛利諾是選舉署反賄選工作組的負責人，他

表示，警方已接到指示，對被發現賄選者採

取行動。費洛利諾表示，選舉署已通過其臉

書頁面收到有關賄選的投訴。

工作組沒有熱線電話，投訴是通過選舉

署的社交媒體頁面進行。

她鼓勵公眾提交有關所謂賄選事件的照

片和視頻。

選署將淘汰老舊計票機
本報訊：選舉署計劃在2022年5月選舉結

束後淘汰翻新的計票機，原因是一些選區的

計票機出現故障。選舉署專員馬龍·加斯計賀

在週一的新聞發佈會上說：「我認為這是我

們的計票機的最後一次運作。2025年的選舉

中，我們將不再使用它們。即使2025年給我

們的預算很少，我們也會堅持在接下來的選

舉中不使用這些計票機。」

他補充說：「計票機已經達到了極限。

即使在審計署的規定下，機器也有壽命。它

們應該在5年後被淘汰，但這些已經接近9年

了。」當天早些時候，約有1800台計票機出

現故障。大多數都有卡紙，選票被拒，掃瞄

儀有故障。然而，選舉署說，這些問題已經

在現場得到解決。

選舉署花費了大約10億披索來翻新部

件和升級計票機軟件，使機器「像新的一

樣」，而不是最初計劃以120億披索購買新機

器。但選舉署表示，它正著眼於從2025年開

始購買新的計票機。

在5月9日的投票之前，超過106000個計

票機進行了最後的準確性測試。

加斯計賀說：「翻新過程中沒有立即注

意到這些問題；他們是在測試準確性期間和

選舉日期間出現的。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

我們的機器，雖然很難說，已經很舊了。」

杜特地：卸任後續為民服務
本報訊：杜特地總統已投票給其心目中

的繼任者——菲律濱第17任總統。新任總統

將於2022年6月30日接任為菲國領導人。

在昨天下午4點30分，杜特地抵達納卯市

的一所中學。

根據馬拉干鄢廣播電台的報導，從他拿

著選票坐到椅子上，到右手食指沾上不脫色

墨水，總統花了大約13分鐘投票。

投票結束後，杜特地抽空向等待他的人

們表示感謝，感謝他們在過去6年的支持。

他說：「我不會辭去總統職務。我只是

想讓你們，納卯人，聽到我由衷的感謝。」

他補充說：「是你們開啟了我前往馬拉

干鄢的『旅程』。」

即使他從6月30日中午開始不再是政府工

作人員，杜特地表示他將繼續為人民服務。

他說：「我只會留在納卯，所以，即使

作為平民，無論我能為你們做什麼，正如我

第一次當選市長時告訴你們的那樣，我，杜

特地，將繼續為你們服務。」

與此同時，杜特地總統沒有忘記為他的

孩子們爭取支持，他們都在競選民選職位。

他的長子保羅正在競選連任納卯市第一

立法選區的代表。他的女兒莎拉是該市的現

任市長，正在競逐副總統。與此同時，他的

小兒子西描斯智安，該市現任副市長，尋求

接替其姐姐擔任市長。

杜特地總統說：「我的子女參選。如果

你們認為他們有很好地管理著這座城市，那

麼，我請求你們的幫助。」

他 補 充 說 ： 「 我 也 感 謝 你 們 幫 助 他

們。」

新增1124宗確診 
活躍病例4106

本報訊：5月2日至5月8日，衛生部共記

錄了1124例新冠病例，其中14例為重症或危

重症。

據衛生部1日公佈的週報，這比前一周(4

月25日至5月1日)的總確診病例(1399例)減少

了20%，平均每天161例，低於前一周(平均

200例)。

與此同時，在同一時期又有42人被證實

死亡——其中只有一人發生在5月份，其餘都

是前幾個月的積壓。

衛生部的報告還顯示，醫療保健利用率

從上周的16.3%下降到15.4%。然而，ICU病床

的使用率從16.1%上升到16.8%。

衛生部還報告說，目前繼續患有嚴重和

危急症狀的總人數為611人，仍然低於上周的

723人。

在疫苗接種進展方面，在過去一周又有

526334人接種疫苗後，目前完全接種疫苗的

人數為68437798人(目標人口的76.04%)。

在同期有223222人接受了加強針後，接

受加強針的人數為13454867人。

與此同時，根據衛生部網站上的新冠跟

蹤報告，截至5月8日，總病例為3687018例，

活躍病例為4106例，康復為3622573例，死亡

60439例。

5月9日大選「總體和平」
本報訊：軍方和警方認為星期一舉行的

全國和地方選舉是「良好的」和「總體上和

平的」，儘管有報導說與選舉有關的暴力和

事件造成人員傷亡。

菲武裝部隊的數據顯示，自5月8日選舉

前夕以來，發生了15起與選舉有關的槍擊、

爆炸、投擲手榴彈等暴力事件。

菲武裝部隊發言人拉蒙·扎加拉上校說，

暴力事件導致4人死亡。

他說：「對這15起暴力事件，我們都

能做出反應。不幸的是有人傷亡……總的來

說，就我們的人民能夠投票和選舉進程的連

續性而言，安全形勢是好的。」

他說：「儘管發生了15起選舉暴力事

件，但這仍然是一個很低的數字，我們希望

這個數字能一直保持在低水平。」

菲國警說，他們已經證實了16起與選舉

有關的事件。扎加拉隨後澄清說，目前尚不

清楚菲武裝部隊和菲國警是否有不同的事件

記錄，因為軍方只記錄「暴力」事件。

警將艾倫·諾布勒扎在同一場新聞發佈

會上說：「我們可以說，這些只是發生在南

蘭佬省和馬銀蘭佬省的孤立事件。有些地方

發生了槍擊事件和騷擾事件，呂宋島也有一

些。」他說：「如果我們把這次選舉和以前

的選舉相比，這個數字仍然要低一些。菲國

警可以說，現在正在進行的選舉總體上是和

平的。」

星期一上午，馬銀蘭佬省布盧安鎮的一

個描籠涯巡邏隊的三名成員在一個投票站附

近發生槍擊事件後被打死。

在南蘭佬，當地候選人的支持者在馬拉

邦鎮一個投票中心開槍，造成3人死亡，2人

受傷。

莎拉誓效忠小馬科斯
本報訊：副總統候選人莎拉．杜特地—

加彪昨天表示，如果她和團結團隊的其他候

選人、總統候選人領跑者小馬科斯在5月9日

的選舉中獲勝，她將成為一名支持和忠誠的

副總統。

她昨天早上在納卯市的一所中學投完

票後告訴記者：「如果他獲勝，我將成為支

持和忠於小馬的副總統。如果獲勝的總統不

是夥伴或盟友，我仍將繼續為我們的國家工

作。」

她在較早前曾表示希望在小馬科斯內閣

中擔任國防部長，並補充說，如果她沒有獲

得內閣職位，她已經安排了建設和平及保護

兒童活動。

她和小馬科斯在選舉前的民調中一直保

持著巨大的領先優勢，這些數字讓他們相信

勝利就在眼前。

在採訪中，杜特地—加彪感謝其父親杜

特地總統積極為她競選，但指出她和小馬科

斯並沒有積極尋求他的支持。

總統在較早前表示，除了他的女兒，他

不支持任何候選人。

她說：「我們還沒有與杜特地總統談過

政治問題。是的，我們感謝杜特地總統的到

處為我的競選拉票。」

她還否認了其父親和小馬科斯之間存在

裂痕。她說：「當然沒有，我們都可以選擇

我們的候選人，尤其是我們的總統。支持或

不支持任何人是他的權利。」

當被問及是否曾請求其父親支持小馬科

斯時，她說：「不。我們並沒有為了尋求支

持而接近杜特地總統。」

小馬陣營指選舉舞弊 麗妮律師斥抹黑宣傳
本報訊：小馬科斯—杜特地陣營昨天聲

稱，在本來投給總統候選人小馬科斯的選票

中，有一部分算屬於副總統麗妮·羅貝禮道。

小馬科斯—莎拉聯合團隊的新聞稿稱，

南伊羅戈省納瓦干的謹納萊淵描籠涯的拉加

超投票給了小馬科斯，但據稱他所投的選票

被算作投給羅貝禮道。

該陣營說：「在提交給選舉檢查員委員

會並且選票投進計票機後，但其投票收據上

卻顯示選票投給了羅貝禮道。」

它補充：「這促使他在正式提出投訴之

前，向選舉檢查員委員會報告了該情況。」

然而，選舉署專員加西亞表示，沒有證

據證明這一說法。

加西亞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在南伊

羅戈省納瓦干，據說有人投票給了一位特定

的候選人，但據稱他的收據卻顯示了投給另

一位候選人。到目前為止，沒有證據證明這

一點。」

加西亞敦促公眾不要在沒有具體證據的

情況下立即相信這些指控。

他補充：「讓我們不要立即相信這些說

法。投票仍在進行中。我們的同胞，請繼續

投票，繼續投票給你們喜歡的候選人……不

要相信你的投票與收據信息不符的說法。」

加西亞說，這起所謂的事件只報告給

了警方，並立即在社交媒體上傳播開來。他

說，這甚至沒有包括在票站的紀錄中。

他說：「這太不公平了，尤其是對辛勤

工作的選舉委員會成員來說。」

與此同時，加凌牙省的選民布利斯和巴

烏特也提出投訴，聲稱他們都投票給了小馬

科斯，但他們的選票也被計算作是羅貝禮道

的。

小馬科斯的發言人羅德里藝斯說，他們

已建議前參議員的支持者保持警惕，並立即

向當局報告此類事件。

他說：「我們注意到這些投訴，但我

們相信，選舉署已準備好應對任何可能發生

的情況，尤其是防止某些團體企圖顛覆這一

至關重要且創造歷史的政治活動的真正結

果。」

羅貝禮道陣營駁斥了有關上述北呂宋地

區的小馬科斯的選票被計作羅貝禮道之選票

的說法。

馬加仁沓在記者會上說：「這可能只是

一種抹黑宣傳，或者選民犯了錯誤，或者這

個人真的投票給了副總統麗妮。畢竟，這些

地區的選民聲稱並沒有北方鐵票的人。」

他指的是羅貝禮道的支持者，他們每次

在副總統競選期間高呼Awan Ti Solid North，

由於羅貝禮道在2016年副總統競選中輸給了

小馬科斯，因此，她對在他們所在地區的競

選感到緊張。

他補充說：「這些聲稱小馬科斯的票

都計給羅貝禮道的說法都只是未經證實的指

責。沒有證據。選民投票的最佳證據就是選

票。數以千計的大理院裁決可以證明這一

點。如果有任何問題關於選民投票，最好的

證據就是選票。」

他隨後表示，如果選民錯誤地塗了羅貝

禮道的名字而不是小馬科斯，羅貝禮道甚至

是選舉署都不能因此而受到指責。

他指出：「只有選民知道他或她投票給

了誰。我們不認為計票機的編程方式會使對

小馬科斯的選票算作羅貝禮道的。」

與此同時，馬加仁沓表示，有關計票機

故障的報導目前還不是令人擔憂的事。

他說：「我們沒有收到可能損害選舉公

正性的報告，例如搶奪選票箱、可能導致選

舉失敗的恐怖主義行為。」

然而，他表示，選舉署應該和盤托出對

故障的計票機做了些什麼。

他補充說：「我們應該詢問選舉署目前

做了什麼，以及修復了多少台計票機。」

最後，馬加仁沓表示，羅貝禮道的陣營

信任選舉進程。

他補充說：「讓我們相信我們的選舉

制度。我們非常有信心，我們將有一個和平

有序的選舉，為大家的安全祈禱。我們拒絕

相信選舉署或我們的政治對手會訴諸於做壞

事。」

描絲蘭發生3起搶奪選票事件
本報訊：在描絲蘭省的選舉署昨天上午

報告了南部省份發生的3起搶奪選票事件，其

中一起成功。

描絲蘭的選舉署省級選舉監督員朱利律

師證實，在上午10點左右，一群男子成功地

從智布智布中央學校的008CDE票站搶走了一

些選票。朱利尚未透露有多少選票從該票站

被盜。

安全部隊阻止了另一個試圖搶奪其他選

票的團體。但朱利說，選票在騷亂中被一瓶

不脫色墨水浸濕後被毀。

他補充說，在第三起搶奪選票事件中，

軍人更鳴槍示警。嫌犯在逃跑前將選票扔進

了泥裡。朱利說，將向選舉署全體成員提出

建議，選舉署將決定是否宣布智布智布的選

舉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