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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描洛斯將出任內政部長
本報訊：被推定當選總統的小馬科斯的

陣營昨天宣布，其競選經理、前大岷發展署

長亞描洛斯將領導內政部。

在新聞發布會上，小馬科斯發言人羅德

里藝斯還告訴記者，UniTeam的過渡團隊將由

他本人、亞描洛斯、前眾議員轆達迷奧和乃

沓．洪彬以及南古達描島省長沓馬尤組成。

羅德里藝斯說：「這這些是我現在可以

隨意透露的名字，但這是我們過渡團隊的新

成員。」發言人補充說：「對於過渡團隊，

我還想宣布主席亞描洛斯已被提名領導內政

部，他已接受領導內政部的挑戰。」

羅德里藝斯還否認了社交媒體上流傳的

小馬科斯內閣任命名單背後的任何真相。

他說：「到目前為止，我們宣布的兩個

名字，那就是教育部由當選副總統的莎拉．

杜特地領導，而剛才我宣布亞描洛負責內政

部。」他告訴媒體，任命內閣成員需要時

間。他還重申了即將上任的小馬科斯政府對

未來內閣成員的要求。羅德里藝斯說：「除

了有能力和有資格，我昨天說的當然是那些

熱愛國家的人，那些承認菲律濱共和國國旗

的人，那些尊重憲法的人，從未呼籲並將不

會呼籲推翻政府的人。」

落實全球安全倡議 共築和平安寧家園
黃溪連大使

當前，世界正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

時期。世紀疫情和百年變局交織共振，多

邊主義同單邊主義激烈博弈，全球治理體

系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深刻調整，國際和平

安全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挑戰。在這一

背景下，習近平主席從全人類前途命運出

發，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

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議，明確回答了「世

界需要什麼樣的安全理念、各國怎樣實現

共同安全」的時代課題，為破解人類安全

困境提供了重要理念指引。

全球安全倡議強調人類是不可分割

的安全共同體，其核心要義可概括為「六

個堅持」：一是堅持共同、綜合、合作、

可持續的安全觀，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和安

全；二是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

不干涉別國內政，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

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三是堅持遵守聯

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摒棄冷戰思維，反

對單邊主義，不搞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

四是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秉持安

全不可分割原則，構建均衡、有效、可持

續的安全架構，反對把本國安全建立在他

國不安全的基礎之上；五是堅持通過對

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

爭端，支持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努

力，不能搞雙重標準，反對濫用單邊制裁

和「長臂管轄」；六是堅持統籌維護傳統

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共同應對地區爭

端和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生

物安全等全球性問題。上述「六個堅持」

既展現頂層設計的宏觀思維，又包含解決

實際問題的微觀視角，完全契合國際社會

求和平、謀合作、促發展的共同心聲。

中國人講求「知行合一」。中國不僅

是全球安全倡議的提出者，更是積極的踐

行者和建設者。長期以來，作為負責任大

國，中國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

贏的旗幟，全力維護全球和平與安全。一

個國家的歷史文化是其道路選擇的源頭活

水，正是因為曾飽經戰亂、飽受屈辱，中

國才格外珍視和平穩定，堅定奉行獨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我們堅持和平發展，為人類安寧

注入正能量。中國人自古就信奉「協和萬

邦」等和平思想，文化裡沒有欺負人的基

因，並把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寫入憲法。

中國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新中

國成立70多年來從未主動挑起戰爭，亦從

未侵佔過別國一寸土地。無論發展到什麼

程度，中國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謀求

勢力範圍。

——我們勇於擔當責任，為國際秩序

提供穩定力。中國是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

上簽字的創始會員國，堅定維護以聯合國

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

際秩序，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積極應對

各種非傳統安全挑戰，向國際社會提供超

過21億劑疫苗，宣佈「雙碳」目標，為彌

合「免疫鴻溝」、應對氣候變化作出中國

貢獻。

——我們推進公平正義，為全球治理

帶來新理念。從在聯合國等國際舞台上堅

持為發展中國家仗義執言，到堅決頂住單

邊主義、霸凌行徑逆流，我們堅持國家不

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反對強加

於人、反對干涉內政、反對以強凌弱。我

們堅持國際關係應實現民主化，提出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弘揚全人類共同

價值。

習近平主席指出，「天下並不太平，

和平需要保衛。」亞洲是中菲兩國的共同

家園，和平是我們最大的共同利益，也是

兩國人民最大的共同期盼。過去幾十年，

亞洲地區總體保持穩定，經濟持續快速增

長，成就了「亞洲奇跡」，這與亞洲國家

堅持對話溝通的行事之道密不可分。但部

分域外大國逆潮流而動，企圖將地區國家

拉入地緣爭鬥的深淵，使亞洲面臨兩種截

然不同的選擇：共建開放包容、合作共贏

的大家庭，亦或是奉行冷戰思維、搞陣營

對抗的小圈子。

俄烏衝突的啟示可謂尤為深刻。擺在

我們面前的事實和選項已經很清楚，重走

衝突對抗之路只會使生靈塗炭、使國家蒙

難、使幸福蒙塵。中國給出的答案是，地

區和平穩定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哪

個國家的施捨，而是地區國家共同努力的

成果。亞洲地區不應成為大國博弈的「競

技場」。亞洲國家應用對話合作取代零和

博弈，用開放包容取代封閉排他，用交流

互鑒取代唯我獨尊，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中。共同堅決反對借「印太」戰略分

裂地區、製造「新冷戰」，反對借軍事同

盟拼湊「亞太版北約」。

鞏固東盟在地區架構中的中心地位，

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精神」，

維護兼顧各方訴求、包容各方利益的區域

秩序，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亞洲安全之

路，將亞洲打造為世界和平穩定錨、增長

動力源、合作新高地。

菲律濱諺語說：「團結則生，分裂則

死。」「Bayanihan」所倡導的團結互助精

神是亞洲溝通協作文化的生動寫照。面對

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我們應該加強團結

而不是製造隔閡、推進合作而不是挑起衝

突。正是本著這種精神，習近平主席在去

年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全

球發展倡議，現在又提出全球安全倡議，

從發展和安全兩個維度，為世界指明了正

確的發展方向。中方願同包括菲律濱在內

的國際社會一道，攜手同心、行而不輟，

就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深入交

流，相互啟發，凝聚全球合力，推進倡議

落地，共築繁榮發展、和平安寧的地球家

園。

27日，美國總統喬·拜登（中）在華盛頓白宮南草坪與出席美國——東盟特別峰會的各
國領導人合影留念。在這幅圖中（從左到右）；東盟秘書長拿督林玉輝、越南總理范明政、
泰國總理巴育、柬埔寨首相洪森、汶萊蘇丹博爾基亞、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新加坡總理
李顯龍、老撾總理潘坎、馬來西亞總理拿督斯里薩布里以及菲律濱外交部長陸辛。

黎利馬前司機達揚 否認接收任何毒錢
本報訊：參議員黎利馬的前司機兼保鑣

達揚是她剩下的兩起涉毒案件之一的共同被

告，他在法庭上作證說，他從未為這位被拘

留超過5 年的前司法部長接收過任何毒錢。

達揚和黎利馬昨天早上在當局的押送下

分別抵達文珍俞巴地區審判法庭第204號分

庭。

這是達揚第一次為自己辯護作證。他的

律師蘇惹諾告訴記者，在審訊期間，她的當

事人確認了其司法宣誓書——否認在2012年

從當時的懲教局負責人拉戈斯那裡獲得1000

萬披索。這筆錢據說是黎利馬在新比利密監

獄的毒品買賣活動中的份額。

在這份長達23頁的文件中，達揚說，

在進行所謂的移交時，他甚至不在黎利馬位

於巴蘭玉計的住所——因為那天是他的休息

日，他在蜂牙絲蘭的家中。他補充說，該小

區的保安很嚴密，這與拉戈斯在較早前聲稱

警衛允許他未經檢查就進入小區的說法相

反。

拉戈斯在4月30日的另一份宣誓書中撤回

了他的證詞。他說，他被前司法部長亞義禮

強迫牽連黎利馬，但亞義禮否認了這一點。

但達揚也提出了類似的說法。他說，在

他的案件中，是已故的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

席烏馬利要求他編造故事，特別是他從所謂

的毒梟伊斯賓諾薩那裡得到了錢。伊斯賓諾

薩在4月28日也撤回了他之前牽連黎利馬的

證詞，稱警方「脅迫、施壓、恐嚇和嚴重威

脅」。

達在宣誓書中說：「當時出於困惑和巨

大壓力，我告訴他們，只要他們想讓我說什

麼就寫什麼，我會在國會作證。」

蘇惹安諾說，達揚在那段時間裡「沒有

得到他自己選擇的律師的幫助，也沒有得到

有能力的律師的幫助」。

與此同時，利馬的律師皮奧羅承認，無

法證實達揚對已故立法者的指控。

反對派聯盟促選署 調查選舉舞弊指控
本 報 訊 ： 反 對 派 「 國 家 團 結 聯 盟 」

（1Sambayan）呼籲選舉署調查影響最近結束

的2022年全國和地方選舉的涉嫌違規行為，

並確保類似問題不會在未來的選舉中重演。

國家團結聯盟昨天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我們呼籲選舉署調查這些違規行為並起訴

責任人，以便人們了解真相，並且確保這些

違規行為在將來不會重演。」

根據該組織的說法，就在他們發出呼籲

之際，他們的審核顯示，他們的選區級別成

員獲得的選舉結果與來自選舉署的選舉結果

相符。該組織說：「國家團結聯盟已經審核

了選舉署非正式快速統計報告的選舉結果。

審核表明，這些選舉結果與國家團結聯盟在

選區收集的部分選舉結果相匹配。我們收集

的部分選舉結果帶有選舉署發布的系統哈希

碼。」

在週一的選舉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儘

管選舉署最初宣佈在投票時間開始期間沒有

遇到任何問題。

有報導稱計票機出現故障或過熱，同時

SD存儲卡損壞。還提出了賄選的指控，而菲

國的幾個地區，特別是摩洛國自治區，受到

暴力的困擾。

示威者斥選署「閃電式選舉舞弊」
本報訊：「戰鬥還在繼續，菲律濱人民

的戰鬥還在繼續！」在昨天，數千名抗議者

在巴西市的菲文化中心表達了他們對2022年

選舉的不滿，呼籲選舉署對所謂的選舉舞弊

負責。

抗議者本應前往菲國際會議中心，但他

們被菲國警的內亂管理特遣隊阻止。

抗議者手持標語牌和橫幅，面對

防暴警察，並在上午10點30分左右進

行一場「黑色星期五」計劃，因為他

們拒絕了正副總統競選組合小馬科斯

和莎拉．杜特地—加彪即將取得的勝

利。小馬科斯和莎拉在選舉署的部分

和官方統計中都處於領先地位。

在集會中發言的人中有落選的參

議員候選人和人權律師科敏納禮斯，

他質疑第一天的選票傳輸速度極快，

但選舉署將其歸因於選舉署的「良好

準備」。

科敏納禮斯說：「所發生的是閃

電戰，這是第一天收到的最快和最大

的數字傳輸。我記得我們等了好幾天

才知道美國總統競選人拜登和特朗普之間誰

當選。好吧，我們的選舉署比他們好得多。

我們只等了一天。」

他還指出，數百至數千台計票機在選舉

日發生故障，影響了數百萬選民。

除此之外，他聲稱自動選舉是「不透明

的」。科敏納禮斯說，根據菲律濱憲法，公

眾的選舉權有兩個基本要素：不記名投票和

公開計票。他說：「但是，在一個自動化系

統中，公開投票以秘密計票。」

他列舉了計票機出現故障的地區的幾種

情況，選民不得不留下選票，而選舉檢查員

委員會將負責投送選票。

科敏納禮斯還呼應了參加集會的抗議團

體的呼聲，他們譴責買票、虛假信息、扣紅

帽子、不負責任地使用公共資金和網軍。

科敏納禮斯說：「小馬科斯和杜特地問

我們：選舉結束了，你們有什麼問題？」

他問：「也許我們應該問問小馬科斯和

杜特地，你們沒有發現任何問題嗎？你們為

什麼要問我們的問題是什麼？我們在這裡列

出的事項，你們不認為這些是問題嗎？」

菲大斥國安顧問拋紅帽子
本報訊：菲國立大學昨天為參加抗

議活動的學生辯護，這些學生是在2022年

5月9日的選舉被指存在違規行為而參與抗

議活動。

菲國立大學的校長顧問委員會在一

份聲明中表示，國家安全顧問伊斯帛朗關

於罷課將成為新民軍進行招募的危險途徑

的評論是「毫無根據和偏執的」，並播下

了「他們聲稱要阻止的不和諧」。

它說：「此類言論惡意歪曲合法形

式的抗議活動，將其視為『恐怖主義招募

的溫床』，侵犯公民自由，並粗心地危及

我們的學生行使憲法保護的民主自由。

結束地方共產主義武裝衝突國家特別

工作組副主席伊斯帛朗在較早前在部分和

非正式的2022年選舉統計數據公佈時警告

不要罷課。他說：「你們必須考慮學生的

未來。為什麼要鼓勵他們走出去？他們在

你們的大學學習。」

但伊斯帛朗錯誤地聲稱大學「鼓勵」

罷課，而這些罷課是由學生團體自己發起

的。菲國立大學委員會表示將繼續捍衛其

學術空間，並補充說，它將「大力」保護

其學生免被扣紅帽子、騷擾和恐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