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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地：下台前殺3-5個毒梟
本報訊：杜特地總統的任期僅剩一個多

月，他說，他的政府打擊毒品的戰爭還有一

個目標：殺死毒梟。

他向警察發出殺死毒梟的行軍令，甚至

挑戰罪犯與當局交火。

他昨天在預錄的講話中表示：「在我下

台之前，我要你們殺了三五個毒梟，我要他

們死，不要活著。我要毒梟在警察到達的時

候打架，我勸你們要拼，我會告訴他們，我

在政府的同事，我們必須冒險，我們必須與

他們作戰鬥。」

將在6月30日下台的杜特地表示，他願意

為因開展禁毒行動和在此過程中造成嫌疑人

死亡而面臨指控的警察提供法律幫助。

他說，如果他們被誣告，他會保護他

們，並告訴警察和軍隊要勇敢地進行禁毒

戰。

他說：「如果你們遇到這種情況，在你

們工作的時候不要害怕。如果你們找不到律

師，我會在法庭上代表你們。」

菲律濱緝毒署在4月下旬的數據顯示，

自2016年杜特地總統上任以來，至少有6,241

人在政府的打擊毒品行動中喪生。

記錄顯示，在2016年7月1日至2022年3月 

31 日，開展的233,356次緝毒行動中，逮捕了

336,796名嫌疑人。

在被捕的毒犯嫌疑人中，14,888人被視

為高價值目標。

在2020年，國際刑事法院在2020年找到

了依據，認為杜特地政府在流血的禁毒戰中

犯下了反人類罪。但馬拉干鄢表示：「不會

配合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

計順市府工作人員昨日將選舉海報搬上垃圾車。選舉已經結束，各地政府開始清理候選
人遺留下來的競選垃圾。

菲新總統外交政策：友華色彩鮮明，安全議題或對美讓步
代帆

2022年5月9日，菲律濱舉行新一屆總

統、副總統大選，正如選前民調所預測的

那樣，菲律濱前總統馬科斯的獨子小馬科

斯，擊敗現任副總統、反對派旗手羅佈雷

多，以及前世界拳王帕奎奧等重量級對

手，毫無懸念地當選為菲律濱新一任總

統，並且也是菲律濱36年以來第一個在大選

中以絕對多數選票當選的總統。自上個世

紀90年代馬科斯家族重返菲律濱政壇以來，

一直對前總統老馬科斯在80年代被趕下台耿

耿於懷，老馬科斯的夫人伊梅爾達更在1992

和1998年兩次競選總統，雖以失敗告終，

但問鼎馬拉卡南宮的野心一直不曾磨滅。

此次小馬科斯成功當選，實現其家族的夙

願，成功上演了一出「王子復仇記」，也

成為菲律濱歷史上第三次出現兩代總統的

有趣現象，前兩者分別是阿羅約總統及其

父親馬卡帕加爾，以及總統阿基諾夫人及

其子阿基諾三世。

中菲建交於1975年，馬科斯家族可

以說是現代中菲友誼的締造者，因為這些

歷史淵源，馬科斯家族與中國官方一直維

持密切的互動。2021年10月19日，中國駐

菲律濱大使黃溪連與小馬科斯共同為中國

大使館新設的「中菲高層交往照片牆」揭

幕儀式剪綵時，小馬科斯表示，馬科斯家

族願一如既往支持菲中友好合作，增進兩

國民眾的相互瞭解與感情，助力菲中關係

行穩致遠。菲律濱總統作為三軍統帥，是

外交政策的掌舵人。因此誰當選菲律濱總

統，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未來六年菲律濱

對外政策的走向。正如六年前杜特地力挽

狂瀾，扭轉中菲關係頹勢。如果是反對派

羅佈雷多當選總統，中菲關係極有可能後

退，因為羅佈雷多在南海問題上的核心立

場是強烈堅持2016年所謂的「南海仲裁」，

以及與外部大國聯盟對抗中國。但小馬科

斯的對華對美政策，則與羅佈雷多存在較

大差異。

整體政策以經濟發展為導向，
中菲合作前景可期
第一，小馬科斯毫不掩飾他對華友好

的立場。在南海問題上，小馬科斯認為雖

然中菲在南海問題上一直存在衝突，但也

主張南海問題不是菲中關係的全部，更不

能把所謂「南海仲裁」結果作為開展對話

的前提條件，他認為由於中國選擇不參與

訴訟程序，因此仲裁無效，而仲裁的實際

效果只是讓菲中分歧擴大，讓雙方立場更

加強硬。小馬科斯也多次表示若中菲南海

問題局勢升級，將不會尋求美國幫助，而

是更傾向謀求東盟成員國、聯合國等多邊

形式和外交手段解決，並堅持繼續與中國

進行雙邊會談。

除了政治和安全領域，小馬科斯時代

的中菲關係在經濟領域也同樣存在廣泛的

合作空間。在菲律濱政治體系中，競選綱

領、競選口號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競選階

段。在菲律濱大選中，候選人的政治綱領

當然會對選民產生一定的作用，但是選民

在投票選擇時，更多考慮的是候選人本身

的因素。不過，競選綱領、競選口號仍然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候選人執政後的立

場和政策取向。自3月以來，小馬科斯團隊

加強了競選綱領的針對性，透露了不少其

未來在經濟領域的執政藍圖，也為中菲在

經濟領域的合作提供了廣泛想像空間。

比如在資源利用開發問題上，小馬科

斯1月19日表示，他將大力發展可再生能

源，以解決電力成本過高的問題，他認為

「走向綠色」是解決高昂電力成本的最有

效方法之一。3月13日，小馬科斯再次提倡

菲律濱應大力發展除核能以外的可再生能

源，例如水電、風能和太陽能等，他認為

向民眾提供充足、可靠和可負擔的電力是

他的使命。4月6日，小馬科斯又繼續表示，

他在當選總統後將推動政策改革和加強監

管，以增加菲律濱成為世界上主要海上風

力發電生產國的潛力，他認為菲律濱獨特

的地形非常適合建造海上風電場，通過開

發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可以降低菲律濱

的電力成本，這將有效吸引更多外國投

資，以保持菲律濱在疫情後的全球經濟競

爭力。

在民生和基礎設施建設問題上，小馬

科斯3月2日表示將恢復連接大馬尼拉和比

科爾（Bicol）之間的火車路線，修復近500

公里的火車路線是延續杜特地總統「大建

特建」計劃的一種努力，他願意與大公司

進行談判，通過建立公私事業合作夥伴關

係（PPP）為該項目提供資金，確保順利完

工。

4月19日，小馬科斯表示，他將推動菲

律濱郵政公司現代化，以滿足中小微企業

使用電子商務平台的需求，把菲律濱郵政

公司發展為電商平台，可以鼓勵中小微企

業轉向數字化商業模式，以擴大該國的電

子商務市場。

可 見 ， 小 馬 科 斯 的 整 體 政 策 取 向 依

然是經濟發展導向。勝選後的小馬科斯

將面臨一個被新冠疫情嚴重摧殘的社會和

經濟，要獲得政權合法性，回應大眾對他

的期望，小馬科斯必須在經濟上振興菲律

濱，而安全議題不大可能成為小馬科斯政

府的優先選項，他可能會傾向於維持現

狀。而在經濟領域，如振興旅遊業、繼續

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勞務出口為菲律

濱提供穩定外匯來源、發展農業經濟、能

源保障和供給等等，都極有可能是小馬科

斯的施政重點。在這些領域，中國和中國

企業仍然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過 去 六 年 裡 ， 杜 特 地 政 府 的 「 大 建

特建」基礎設施計劃與中國「一帶一路」

項目完美對接，取得了重要進展。小馬科

斯也曾經表示會繼續延續並升級「大建特

建」這一計劃，並且間接透露出菲律濱的

未來管理者們對於國家基建離不開中國已

經形成共識，他表示非常願意同中國發展

經貿往來，強調與中國進行強有力經濟合

作的價值。

對美關係仍是重點，
菲美關係短期內或強化
第二，對美關係依然小馬科斯政府的

重點，並且菲美關係在短期之內甚至可能

會得到強化。美國是菲律濱的傳統盟友，

美國在菲律濱的影響廣泛而又深遠。美國

在菲律濱經營百年，可能在菲律濱的各個

領域都存在美國方面的代理人。這是菲律

濱政治家必須面臨的一個殘酷的現實。過

於挑戰美國的利益，可能會危及其統治。

小 馬 科 斯 多 次 表 示 ， 菲 律 濱 正 處 於

一種微妙的關係之中，既能與美國維持特

殊關係，又能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所以

任命一位熟知兩國國情的外交部長十分重

要。

3月16日，小馬科斯稱菲律濱需要成

為所有人的朋友，政府應當以國家利益作

為行事準則，他強調如果中美同時「打噴

嚏」，菲律濱將「從地圖上消失」，所以

在處理地緣政治問題時必須要謹慎。

在 與 美 國 的 軍 事 合 作 方 面 ， 小 馬 科

斯多次表明他不會終止菲美《共同防禦條

約》和《訪問部隊協議》，可見他非常清

楚菲美之間長久以來形成的特殊關係對菲

律濱的特殊意義。不管他本人的真實意圖

如何，小馬不會輕易拿他的政治前途做賭

注，再說他可能還不具備杜特地總統那樣

的政治魄力。

當然，發展菲中關係並不必然以犧牲

菲美關係為代價。儘管中美兩國在地區的

博弈存在加劇傾向，作為地區小國，一種

平衡的政策可能更有利於維護其利益。筆

者在2022年5月初在菲律濱進行了一項大規

模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1070名受訪者

中，50.2%的受訪者認為菲律濱應該奉行獨

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實現潛在利益最大

化，另有33.2%的受訪者認為菲律濱應該奉

行大國平衡政策，明確表示支持選邊站的

受訪者只有16.6%。

此外，在小馬科斯執政初期，由於其

執政基礎薄弱，對軍方的掌控也較弱，他

可能不得不在一些安全議題上對美國做出

讓步。畢竟，如果美國指使菲律濱軍方在

南海議題或者其他安全議題上製造麻煩，

也夠小馬科斯喝一壺的。

（代帆，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
僑華人研究院副院長，菲律濱研究中心主
任）

PPCRV輸入計票報表100%匹配
本報訊：選舉監督機構「教區負責任投

票委員會」(PPCRV)迄今已輸入16,820份選舉

計票報表，與電子傳送的選舉結果百分之百

相符。

PPCRV發言人黎拉古律斯說，計票報表

是人工輸入的，並由數百名志願者通過比對

選舉署透明服務器的電子結果來驗證。

黎拉古律斯在聖托馬斯大學400週年館的

新聞發佈會上說：「現在，我們對16820張選

票進行了輸入，並將它們與來自同一台服務

器的電子傳輸結果進行了對比，結果是100%

匹配的。」

他進一步解釋說，經過編碼的選舉報告

是「傳送前選舉報告」，指的是計票機在將

結果以電子方式傳送到選舉署透明服務器之

前打印的報告。

截至週三晚間，PPCRV共收到23420份

選舉計票報表（或超過107000份總數量中的

21.73%）。

黎拉古律斯說，更多的志願者預計將

於週五抵達。PPCRV將在位於聖托馬斯大學 

400週年館的指揮中心運行到5月20日。

總統府組織政府過渡委員會
本報訊：馬拉干鄢說，4個機構是將負

責權力移交給下一屆政府的委員會的一分子

分。

在昨天上午播出的內閣會議錄影中，文

官長迷迪亞地亞宣布，外交部長陸辛、財政

部長杜明藝斯、預算部負責人坎達和國家經

濟發展局部長蔡榮富都將是總統過渡委員會

的成員。

該機構的主席迷迪亞地亞說：「由於

我們仍然沒有宣布當選者，因此，目前需要

暫緩正式的對話。但我們需要開始準備。畢

竟，我們還有更多工作要做。」

創建總統過渡委員會的第47號行政令

稱，該委員會應作為行政部門的總體和中央

協調委員會。

它還應監督政府的過渡活動，並確保服

務的連續性和效率。

小馬科斯以3100萬票的巨大優勢領先近

乎完整的非官方投票統計，而票數第二名的

副總統羅貝禮道得票1480萬。

小馬不反對任人唯親
本報訊：票數領先的總統競選人小馬科

斯的發言人昨天表示，小馬科斯並不反對任

命一位符合條件的親屬進入其內閣。

根據律師羅德里藝斯的說法，這位前參

議員將尊重「憲法規定的禁令」和「公務員

法」。他告訴ANC：「如果他們有資格並且

法律沒有禁止，那麼，僅僅因為他們是遠房

親戚就取消能提供良好服務的人是不對的」

他說：「只要他不違反任何法律，只要

這個人、遠親或親戚有能力，我看不出他或

她有什麼理由不被給予職位。如果他們真的

能勝任他們的工作，我們會錯過他們可以提

供的服務。」

他說：「如果他們仍然可以以其他身份

提供服務，他絕對會考慮。」

他的發言人說，小馬科斯將繼續杜特地

的「大建特建」，並將數字基礎設施納入其

藍圖中。

他說：「他將擁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

治理、他是自己的人。當選總統小馬科斯將

繼續杜特地的所有良好計劃，特別是『大建

特建』。」

羅德里藝斯還承認，小馬科斯的內閣中

會有「政治任命者」。

他說：「他已經說過會有政治任命。」

羅德里藝斯說，與此同時，票數領先的

副總統候選人莎拉．杜特地—加彪有資格領

導教育部，因為她是一名律師。

教師尊嚴聯盟表示，如果下一任教育部

長有公共教育背景，他們會更喜歡。但它補

充說，它願意與杜特地—加彪合作。

羅德里藝斯說：「她有資格嗎？肯定

的。她是一名律師。她有3100萬菲律濱人投

票支持她。她享有當選總統小馬科斯的信任

和信心。讓我們給她一個機會，讓她能夠幹

練地運行教育部。」

計順市府拒發許可證

麗妮感恩晚會改到亞典耀大學內
本報訊：副總統羅貝禮道和參議員邦義

利蘭將在今天，在計順市的馬尼拉亞典耀大

學舉行的感謝活動中會見他們的支持者。

羅貝禮道的發言人虞爹禮斯表示，他們

將在亞典耀舉辦「我們就是那束光：感謝之

情」，而不是原本計劃的計順紀念圈。

他在推特上宣布：「明天，2022年5月13

日，星期五，下午5點，我們的感謝聚會的地

點將會改變。」虞爹禮斯說：「聚會將在馬

尼拉亞典耀大學校園舉行。」

在計順市地方政府拒絕為所謂的場地頒

發許可證後，組織者才把感謝麗妮—基戈支

持者活動的場地轉移。

計順市政府在一份公告中表示，由於可

能導致交通擁擠，計順紀念圈「不是理想的

聚會場地」。

它解釋說：「如果在工作日沒有事先安

排好的人群控制計劃，大量人群的存在將導

致嚴重的交通擁堵、無數滯留的通勤者，並

對整體公共安全構成重大風險。」

在計順市公共秩序和安全部與活動組織

者進行「廣泛對話」之後，許可證被取消。

虞爹禮斯說：「雖然我們對此感到難

過，但我們尊重地方政府的決定。」

黎虞斯曼：不會承認馬—莎政權
本報訊：勞工領袖黎虞斯曼週四表示，

他不會承認即將上任的馬科斯——杜特地政

府，並將從執政的第一天起成為其最激烈的

批評者之一。

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黎虞斯曼聲稱，

選舉署「未能」確保選舉的廉潔、誠實和公

平，因為獲勝的是氏族。

他說：「我不會承認蒙蒙·馬科斯擔任總

統，莎拉·杜特地擔任副總統。我將反對他們

的治理和政策，我永遠不會幻想菲律濱人的

生活將會改變。」

黎虞斯曼說，他將繼續推動他在競選期

間提出的計劃，並補充說，他不期望馬科斯

和杜特地的領導會發生任何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