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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仁諾向小馬認輸 
籲支持下一任政府

本報訊：馬尼拉市市長、民主行動黨總

統候選人莫仁諾昨天正式承認失敗，並向前

參議員、競選領先者小馬科斯認輸。

他在其臉書網頁直播記者會時說：「如

果怨恨和惡毒繼續存在，下一屆政府將不會

成功……我們需要團結起來，支持人民選擇

的下一個政府。」他還表示：「菲律濱人贏

了。讓我們感謝上帝，我們向世界展示了我

們國家的民主仍然存在。讓我們尊重我們同

胞的投票——窮人、中產階級、富人——他

們人人都有一票。我們的票也是他們的票，

很平等的。」在他的競選期間，莫仁諾首先

對小馬科斯發起了進攻，在媒體和選舉署組

織的公開辯論中提到了後者未支付的2030億

披索遺產稅。其陣營甚至表示，如果小馬科

斯贏得總統職位，數十億美元的稅收將「永

遠失去」。他還承諾，如果當選，他將把這

筆錢用作受新冠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家庭的援

助。他在3月接受採訪時曾表示：「非常尊重

小馬科斯。但請付錢。你沒有為遺產付出過

努力，你只是繼承了它。」

但這次，莫仁諾唱了不同的調子，他敦

促其支持者「給新領導層一個讓國家擁有和

平的機會」。他敦促其支持者不要捲入任何

混亂之中時說：「讓我們承認每個菲律濱人

都有選擇領導人的權利。讓我們支持政府，

並遵守它的法律和計劃，因為這是我們的國

家。」

裝載參議員和黨團名單檢票證書的首批投票箱，昨日抵達菲國際會議中心，準備由國家
檢票委員會進行檢票。

邦義利蘭拒絕認輸
指許多問題未解答

本報訊：參議員邦義利蘭沒有從副總

統競選中退讓，他說，很多問題仍未得到解

答，而一些票站的投票程序尚未完成。

在一份聲明中，邦義利蘭說，他是與羅

貝禮道同在，儘管小馬科斯在選舉署透明伺

服器的部分和非官方統計中的選票數字像脫

韁之馬狂奔，但羅貝禮道尚未放棄與領先者

小馬科斯的鬥爭。

邦義利蘭在昨天早上說：「我們同意副

總統麗妮的說法。點算還沒有結束。在一些

票站，選舉還沒有結束。有一些關於這個過

程的問題尚未得到解答。」

他補充說：「我們還沒有結束。明天，

當我們醒來，以及在未來的早晨，我們的農

民和漁民仍在苦苦掙扎。我們的水手仍然不

能在我們自己的海洋中捕魚。中國仍將把他

們趕走。」

據邦義利蘭說，他將繼續他和羅貝禮道

發起的運動——一場以志願服務為中心的運

動，旨在倡導民主和善政。

他補充說：「戰鬥還沒有結束。明天我

們將攜帶武器投入戰鬥：我們已經喚醒了無

與倫比的運動。讓我們繼續開展志願服務、

互助精神和團契的運動。」

「讓我們繼續我們已經開始提升農民、

漁民和所有邊緣人的生活和生計的工作。今

天和未來的日子裡，我們將需要更多為我們

的菲律濱同胞喚醒激進的愛。」

在港菲傭冀新總統
關注海外勞工權益

香港中通社5月10日電：菲律濱總統選舉

結束，聯邦黨候選人費迪南德·羅穆亞爾德斯·

馬科斯贏得總統選舉，他是前總統馬科斯之

子；在香港的菲律濱傭工期望，新總統能為

國家帶來改變，能關注海外勞工權益。

香 港 作 為 菲 律 濱 輸 出 外 傭 第 二 大 的

地區，大約有二十萬在香港工作的菲律濱

人，她們大部分是以外籍家庭傭工的身份到

港。「星期日哪裡最多菲律濱人？皇后像廣

場！」這個「冷笑話」相信不少港人耳熟能

詳；因為每逢周日及公眾假期，都有大量外

籍家庭傭工在中環皇后像廣場等公眾地方聚

集。

為此，香港特區政府設立海外家庭傭工

中心供不同族裔的外籍家庭傭工在休假時聚

集及舉行活動。而香港拜仁里恒信託協會是

由一群在港的菲律濱商人組成的機構。

因此，拜仁里恒信託協會亦成為了菲

律濱海外選民的唯一投票站；與上屆選舉相

若，海外票站提早一個月接受投票。這段時

間，不少在港菲人前往為心儀候選人拉票，

他們身穿不同顏色的衣服，代表所支持的候

選人；她們拉起選舉海報、派傳單和喊口

號。現場人山人海，需要警察到場維持秩

序，以及提醒選民需要遵守限聚令，維持社

交距離。

菲律濱駐港總領館表示，4月10日至5月9

日中午，有超過5.8萬名菲律濱僑民投票，為

歷屆最多。

人在他鄉亦不忘參與投票選總統。在港

工作逾10年的菲律濱傭工莊珊娜告訴香港中

通社記者，她對於小馬科斯的勝出感到十分

開心，因為當中有她的一票。「希望小馬科

斯上台後可以更加關注海外傭工的權益。」

「每次都會提醒她做好防護工作，不要

輕易脫下口罩，進門前要做好消毒工作。」

莊珊娜的僱主黃太太說，莊珊娜這一個月為

了支持小馬可斯，假期都會去投票站參與助

選團。由於家中還有小孩，時刻都不能掉以

輕心。

曾在新加坡工作過數年的菲律濱傭工

Jane認為，香港的投票氣氛比新加坡的熱

烈。她說，在菲律濱家人全靠自己和女兒在

香港賺錢寄回家，她的兒子在菲律濱大學畢

業後也難以找到一份足夠負擔生活開支的工

作。「希望新總統可以令菲律濱變得更好，

讓生活變得更好，以及關注外勞的權益。」

作為外勞輸出大國，於海外工作的菲律

濱人佔了菲律濱人口一成，香港的菲律濱勞

工們這一票有多重要？

2016年菲律濱總統選舉的候選人格麗

絲·傅因到訪香港，並與在港的菲律濱人進行

交流和發表演說。2019年，菲律濱中期選舉

中，副總統麗妮·羅貝禮道來港造勢爭取菲律

濱勞工支持。

計票結果快 
選署歸功籌備工作

本報訊：與之前的選舉相比，選舉署的

選舉籌備工作使2022年大選能更快地傳遞選

區級的選舉結果。

擔任選舉署指導委員會主席的加斯計賀

專員發布了一個曲線圖，顯示截至週一晚上

11點，已收到超過8萬次傳輸。

他說：「更多的是因為準備工作。」

加西亞補充說：「這是因為改進和升

級了設備和系統，以防止出現2019年的情

況。」

然而，由於機器遇到技術問題，一些地

區在週二才恢復計票程序。

據加斯計賀說，選舉署的準備工作如

下：

1. 增強傳輸合同中的職權範圍，其中包

括媒體伺服器，以防止7小時故障

2.　在預邏輯準確度測試（pre logical 

accuracy test）期間，我們包括了所有計票機

的傳輸測試，這是我們在上一次選舉中沒有

做的。

3. 對106,174台計票機進行壓力測試，同

時發送虛擬測試數據

4. 數據中心的提前採購和升級

5.　修復計票機的傳輸usb端口

6. 　ICE認證傳輸中的所有過程

7. 　現場測試和模擬選舉時，我們使用

實際數據中心來測試其連通性

在2019 年，一個7小時的故障破壞了結

果的傳輸。

在自動選舉系統下，選區級的結果在投

票結束時由計票機傳輸給計票委員會、認可

的政黨和觀察員，以及選舉署中央伺服器和

透明伺服器，媒體利用傳輸到透明伺服器的

計票結果進行數據匯總。

在週一晚上，選舉署代理發言人勞迪昂

戈預計大多數地方職位會在今天宣布結果，

因為收到了關於投票程序在晚上7點過去仍在

繼續，因為還有選民在選舉結束前排隊等候

投票的報告。

勞迪昂戈保證選票的準確性。

他說：「我們保證準確性。更好的傳輸

設施、更好的程序、更好的SD卡質量，以及

訓練有素的選舉工作人員和技術人員。」

監督組織：
選舉結果無異常

本報訊：一家選舉監督機構昨日開始核

對選舉報告的有效性，目前尚未發現任何差

異。

負責任投票教區委員會(PPCRV)迄今已

收到106,000份投票結果的印刷副本，並已將

其中2689份輸入電腦。

PPCRV發言人黎拉古律斯在新聞發佈會

上告訴記者：「現在還沒有。一旦發生這種

(情況)，我們當然會讓媒體知道。」

早些時候，該選舉監督機構宣佈，當志

願者輸入第四份選舉結果報表時，出現了所

謂的「差異」，他對此作出了澄清。

他說：「只是出現不匹配。若發生這種

情況，我們會再次輸入，看會不會匹配，這

是唯一一次將它輸入系統，因為核實它非常

重要，來看他們是否脗合，再來比對電子傳

輸的數據。」

PPCRV是選舉署認可的民間機構，它對

投票結果的打印副本進行手工輸入，以驗證

它們是否與透明服務器的電子結果相匹配。

選署今開始
隨機人工審核選票

本報訊：選舉署將從今天開始對涉及750

多個票站群的選票進行隨機人工審核。

選舉署專員費洛利諾在新聞發布會中

說：「隨機人工審核選票將決定並增強我們

對選舉制度的信心。機器計數準確，機器計

數反映在選票中。」

她補充說：「因此，在進行隨機人工審

核之後，我確信並且相信我們可以再次證明

我們的機器的準確性，以及我們的選舉系統

是可靠的。」

菲律濱統計局隨機選擇了757個票站群進

行人工審核。

據誠實選舉法律組織的政策顧問格雷多

律師表示，人工審核將在馬尼拉市的鑽石酒

店進行，直到6月21日。

格雷多表示，一些公立學校的教師和註

選署保證調查選舉舞弊指控
本報訊：選舉署昨天表示，很難從社交

媒體的指控中推斷出選舉舞弊，同時，它還

向公眾保證，它將在選舉法庭面對任何不正

常的指控。

沒有正式的舞弊指控，但包括大學生在

內的數百名抗議者昨天較早前包圍了位於馬

尼拉市王城內的選舉署總部，聲稱小馬科斯

在選舉中的明顯勝利是因為舞弊的結果。

選舉署發言人勞迪昂戈在新聞發布會

中說：「選舉署已準備好通過適當的場合，

面對這些指控。自從我們處理了人手選舉和

2010年第一次自動化選舉以來，我們就已經

做好了準備。」

他說：「我們願意並做好準備。如果我

們收到大理院、總統選舉法庭或參議院和眾

議院的傳票，選舉署將服從。」

他還敦促公眾將他們的指控提交給適當

的機構，以便解決這些問題。

選舉署專員加斯計賀同時表示，社交媒

體上的帖子指出，在部分統計中，小馬科斯

對羅貝禮道的領先優勢一直保持在47%。這

樣的帖文並不是舞弊的證據。

他在同一場新聞發布會中說：「很難證

明這個百分比與舞弊有關。首先，我們的系

統通過了認證。我們有本地源代碼審查。你

怎麼可能插入這樣的百分比，讓候選人贏或

輸？」他說，可以根據每個省的選舉結果來

檢查統計數字。

馬尼拉亞典耀大學和拉剎大學的學生組

織以及菲國立大學董事會的唯一學生代表分

別呼籲罷課，聲稱「在小馬科斯總統任期內

不上課」。

黎拉薩大學的學生組織表示：「鑑於

最近有關選舉舞弊的消息以及小馬科斯—杜

特地陣營即將宣布勝利，學生會要求繼續停

課，直到真相得到確認。」

日本祝賀小馬獲勝 盼與菲發展新關係
本報訊：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

在10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就菲律濱總統

大選中小馬科斯篤定當選一事稱，「期盼進

一步加強與菲律濱這一地區重要戰略夥伴的

關係。我們將努力與下一任總統建立密切關

係」。

選署：無任何地區選舉失敗
本報訊：選舉署昨天表示，儘管有報導

稱選舉日發生暴力事件和計票機（計票機）

故障，但選舉署沒有宣布菲國任何地區的選

舉失敗。

選舉署專員加西亞說，他們還沒有收到

任何要求宣布選舉失敗的請願書，特別是在

菲律濱南部，那裡的幾個城鎮在週一報告了

暴力和騷亂事件。

加西亞說：「目前，我們沒有收到任何

要求宣布某些地區選舉失敗的請願書。我們

還沒有收到任何地區的公民和候選人的任何

報告。」

他補充說：「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宣

布全國任何地區的選舉失敗。」

他說，如果一個地區要求宣布選舉失

敗，理由應該要合理。

他說：「我們正在等待，我們將看看選

舉失敗的聲明是否合理。」

當局在週一報告了在南蘭佬省幾個鎮發

生了與選舉有關的事件並導致6人死亡，而 

杜描蘭社的14個村因政治競爭和一些候選人

質疑描籠涯群，而要求宣布選舉失敗。

與此同時，馬拉威市的一些投票站報告

有停電的情況，而選舉觀察員也遲到，使選

舉推遲了。

描絲蘭的選舉署錄得了3 起搶選票的事

件，其中1 起成功。目前還不清楚有多少選

票被盜。

儘管報導了這些事件，加西亞表示，軍

方和警方「完全掌控整個國家的局勢」。

全國多個票站的計票機也出現了問題，

導致了人龍，數百人因不希望自己的選票未

能被清點而拒絕離開，並且留在教室等候。

加西亞說，只有大約1800到1900台計票

機出現故障，並指出人龍可能是由於防疫規

程造成的。

6艘近6億美元！

現代重工獲菲近海巡邏艦項目
本報綜合外電報道：5月5日，菲國防部

長洛仁薩那宣佈，菲海軍技術工作組已經將

現代重工選定為6艘近海巡邏艦項目的建造企

業。據悉，這一項目的合同總金額高達7200

億韓元（約合5.8億美元）。

洛仁薩那表示：「現代重工是為菲海

軍建造2艘2600噸級護衛艦和2艘3100噸級導

彈護衛艦的船廠，所以我們繼續將近海巡邏

艦項目委託給他們。新型近海巡邏艦擁有與

護衛艦相似的系統，如果需要維護和修理的

話，韓國船企也具有很大的便利性，基於這

一考量，菲海軍選擇了現代重工。」

據悉，菲海軍的6艘近海巡邏艦項目受

到了包括韓國、法國、瑞典、日本、土耳

其、印度以及澳大利亞的造船廠的關注。特

別是澳大利亞軍艦製造商奧斯塔爾（Austal）

被認為是近海巡邏艦建造領域的引領者，

Austal已從菲Aboitiz集團收購了宿霧船廠，所

以如果由Austal負責建造這批近海巡邏艦，有

望為菲律濱人創造工作崗位。不過，考慮到

新型艦船系統維護和修理的便利性，菲海軍

最終還是選擇了現代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