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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馬敦促國際合作
應對氣候變化危機

本報訊：隨著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風險繼

續增加，小馬科斯總統昨天表示，他的政府

將通過與國際社會合作來應對危機。

小馬科斯在就職演說中表示：「我們將

期待我們的合作夥伴和朋友幫助菲律濱，儘

管菲國的碳足跡非常小，但風險最高。」

他補充說：「首先，拯救受害者然後

幫助他們恢復並繼續減少氣候變化的有害影

響。」

菲律濱是最容易受到強烈氣旋、洪水和

海平面上升等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之一。

小馬科斯說：「富裕國家談得很多，但

在（氣候變化）方面做得比沒有那麼富裕的

國家國家少得多，但因氣候變化和缺乏適應

而遭受更多的死亡和破壞。」

菲律濱氣候現實項目經理卡斯特羅告訴

菲星報，該組織希望小馬科斯將發達國家的

責任帶到氣候脆弱國家的氣候變化談判中。

卡斯特羅敦促小馬科斯要求富裕國家

兌現承諾，每年籌集1000億美元用於氣候融

資，並確保菲律濱在關於為發展中國家建立

損失和損害融資機制的COP27氣候談判中擁

有發言權。小馬科斯受邀參加今年11月在埃

及舉行的COP27。

在其第一次國家自主貢獻中，菲律濱承

諾到2030年將其農業、廢物、工業、交通和

能源部門的碳排放削減75%。然而，這一承

諾的大部分取決於外國資金和援助。

小馬科斯還強調，菲律濱必須在解決塑

料污染方面發揮作用。菲律濱是海洋塑料危

機的最大貢獻者之一。

「我們不會推卸責任，我們會清理乾

淨。」

小馬科斯在其演說中提到，有「經過嘗

試和證明的緩解方法」，同時，他再次稱讚

北怡羅戈的風電場，並聲稱是他建造的。不

是他建的。該風電場是亞耶拉擁有的北方風

電開發公司的一個項目。

隨著天然氣和柴油價格繼續上漲，他還

暗示將開採石油和天然氣。

小馬科斯說：「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個

充斥著石油的自由世界可以保證供應，否則

我們將找到一條出路。我們離已經開發的石

油和天然氣儲備不遠。」

菲律濱正在擴大基礎設施的發展，以支

持液化天然氣的進口，以應對巴拉灣省馬南

巴耶深水天然氣田的枯竭。但是像能源、生

態和發展中心這樣的組織警告說，這阻礙了

向更清潔、更便宜的可再生能源的過渡。

卡斯特羅說：「然而，我們對他在化石

燃料問題上的立場感到遺憾，他沒有提到可

再生能源在解決我們的能源問題上的關鍵作

用，特別是可靠性、可負擔性和安全性。」

她補充說：「在這一點上，必須追求清

潔能源轉型，因為它具有良好的經濟意義。

減緩氣候變化的因素只是一個共同利益。」

已故獨裁者馬科斯軍管時期的受害者和倖存者，昨日在計順市英雄紀念碑集會，抗議小
馬科斯就任總統。

小馬承諾做好這份工
誇已故父親「功績」

本報訊：總統小馬科斯在他作為菲國元

首的首次講話中表示，他已經為未來的任務

做好了準備，承諾要「完成」，沒有任何藉

口。

小馬科斯在就職演說中表示，他不會輕

視自己作為公務員的新角色，但他需要大家

的幫助。

小馬科斯說：「你們選了我做你們的僕

人，讓變革惠及所有人。我完全理解你們放

在我肩上的責任的重力。我不會掉以輕心，

但我已經為這項任務做好了準備。」

他補充說：「我需要你們的幫助。我

想有依靠。但請放心，但請放心，我並不認

為成功取決於所需的廣泛合作。我會完成

的。」

小馬科斯說：「當我對團結的呼籲開

始引起你們的共鳴時，它之所以這樣做，是

因為它回應了你們的渴望，反映了你們的情

緒，表達了你們對家庭、國家和更美好未來

的希望。」

他進一步說：「這就是它在菲律濱民主

歷史中，實現最大的選舉授權時引起了反響

和放大的原因。通過你們的投票，你們拒絕

了分裂政治。」

小馬科斯還向他的父親致意，他說，其

父親的領導幫助塑造了一個國家。

新上任的總統在沒有提及其父親之名地

說：「我看到一個男人，他看到了自獨立以

來，在這片具有最偉大潛力取得成就的人民

的土地上所實現的成就，但他們卻很貧窮。

但他做到了。」

他補充說：「有時，我們需要支持，

有時不需要。他的兒子也會這樣嗎？你們不

會從我這裡得到任何藉口。」他的聽眾，包

括他自己的母親—前第一夫人伊美黛鼓掌喝

彩。小馬科斯的25分鐘演講大部分是用英語

發表的，但也有少量菲律濱語。在他用菲律

濱話發表講話時，他提到每個菲律濱人的夢

想也是他的夢想。

小馬科斯說：「我聽了你們的話，這

就是我所聽到的。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土地和

平。你們和你們的孩子希望在一個更安全、

更繁榮的國家裡過上更好的生活。」

他補充說：「所有這一切都是一場辛勤

工作、熱情和奉獻的比賽。你們的夢想是我

的夢想。」這一句引起了人群的歡呼。

他補充說：「你們希望我們的國家成

功，你們的希望就是我的希望。」

在競選期間，小馬科斯和他的競選夥

伴、副總統莎拉·杜特地以團結為政綱開展了

競選活動，聲稱這是菲律濱人從疫情中恢復

所必須做的第一步。

小馬科斯，現在是總統，再次作出此呼

籲。

小馬科斯說：「我們來這裡是為了修復

一座分裂的房子，讓它變得完整，並以互助

精神的方式再次站穩腳跟，表達我們作為菲

律濱人的天性。」

他補充說：「我們將尋求而不是蔑視對

話；尊重地聽取相反的意見；對來自深思熟

慮和不留情面的判斷所提出的建議持開放態

度。」

據小馬科斯說，「來自外部的解決方案

使我們分裂了。」

他說：「他們總是以我們為代價。永遠

不要忘記，我們是菲律濱人，一個國家，一

個共和國——不可分割。」

小馬科斯演講的後半部分深入探討了他

對不同部門的計劃，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和

農業。

回顧一下，小馬科斯在較早前宣布他將

臨時擔任農業部部長。

據小馬科斯說，這樣的舉動將顯示政府

的重點事項。

小馬科斯說：「被忽視的農業迫切需要

人們關注。糧食自給自足是每屆政府的主要

承諾。沒有一個承諾是兌現的。舊方式和新

方式都存在固有缺陷。」

小馬科斯同樣指出了菲國能源供應和教

育部門的問題。

他說：「我們在學校教的東西，使用的

材料，必須重新教授。我不是在談論歷史，

而是在談論基礎知識、科學、提高理論能力

和傳授職業技能，以德國作為例子。」

在衛生界，小馬科斯保證，菲國「不會

因應對下一次疫情而措手不及、裝備不足和

人手不足」。

小馬科斯說：「對新冠疫情的應對存

在缺陷。我們會修復。公開，公共衛生中沒

有更多的秘密。請記住，我是根據經驗說話

的。我是最早感染新冠肺炎的人之一。這不

是在公園裡散步。」

儘管這些聲明，新總統尚未任命衛生部

長。

菲終止南海汽油勘探
不影響小馬對華合作

本報訊：據俄通社報道，菲律濱外長週

四表示，在總統杜特地的指示下，菲律濱已

終止與中國的南海油氣開發合作協商。中國

專家在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表示，

杜特地希望借此做出政治表態，回應外界對

其對華「讓步主權」的指責。對於新上任的

新總統小馬科斯而言，這個決定不會對其以

菲律濱的國家利益為準則、務實地發展對華

合作產生太大影響。

菲律濱外交部長陸辛6月23日在一份聲明

中說：「我花了三年時間努力達成協議，以

促進在西菲律濱海的石油和天然氣的勘探和

開發。三年過去了，我們沒有實現我們的目

標——開發對菲律濱至關重要的石油和天然

氣資源。但不以主權為代價，甚至連一點點

都沒有。」

2018 年11月，馬尼拉和北京簽署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菲律濱共和國政府關於

油氣開發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下稱《備忘

錄》），為未來在西菲律濱海聯合油氣勘探

的談判奠定了框架。《備忘錄》稱，雙方將

設立政府間聯合指導委員會和企業間工作

組。委員會負責談判、達成合作安排及其適

用的海域，並決定需建立的工作組數量及具

體位置。工作組負責談判、達成適用於相關

工作區塊的企業間技術和商業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杜特地政府宣佈這一決

定是在菲律濱新舊政府即將更迭之時。小馬

科斯是菲律濱前總統馬科斯之子，他在今年

5月以獲得約60%的選票壓倒性優勢贏得了菲

律濱總統職位，將在6月30日宣誓就職。

中國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廣西民族

大學中國——東盟海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葛

紅亮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表示，可以看

出，杜特地政府不希望這份中菲備忘錄對下

屆政府形成約束和捆綁，與此同時，這也是

一個政治表態。

葛紅亮說：「陸辛表達得很清楚，在

中菲雙方磋商的過程中，杜特地政府並沒有

犧牲菲律濱的任何一點國家主權，而杜特

地在過去6年期間一直被指責為了跟中國發

展合作，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國做出怎麼樣的

讓步，陸辛的表態是對外界的說法作出了回

應。」

葛紅亮進一步表示，菲律濱結束與中

國在南海油氣聯合勘探上的談判說明特別是

在涉及領土、主權等敏感議題上的共同開發

面臨諸多難題，很難通過一份備忘錄和政府

間的談判就取得實質進展。不過，中菲之間

過往的溝通仍對下一任政府開展對華合作有

一定意義。他說：「現任政府的這個決定為

即將上任的小馬科斯新政府將來在南海議題

上跟中國的合作奠定了基調。首先，從菲律

濱國內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哪一屆菲律濱政

府，任何一點犧牲主權的行為都不是其選

項。其次，在中菲合作的過程中，雙方就海

上議題進行溝通、合作並不是沒有可能。

2018年以來，中菲雙方已經在做一些工作，

只是沒有取得實際的成果。接下來，如果小

馬科斯政府仍然願意本著共同開發的目標跟

中國繼續討論相關問題，這個渠道仍然還是

會發揮很大的作用。」

今年5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菲律濱

當選總統馬科斯通電話。習近平強調，你親

身參與、見證了中菲關係發展歷程，是中菲

友好的建設者、支持者、推動者。我們要傳

承好中菲友誼，不忘初心，把握大勢，寫好

新時期中菲友好的大文章，把中菲友好合作

「一張藍圖繪到底」，推動兩國關係走向更

加美好的未來。而馬科斯表示，菲律濱人民

視中國為最重要的夥伴之一。菲律濱新政府

將把菲中關係作為外交政策重點方向，願同

中方加強各層級交往，深化和密切經貿、基

礎設施、能源、文化、教育等各領域合作。

我對菲中關係未來更好、更強勁發展充滿期

待，願同中方一道，不斷為菲中關係發展注

入新的強勁動力。

葛紅亮研究員表示，小馬科斯是一位非

常瞭解中國的菲律濱總統，也是中國人民的

老朋友。不過，「知華」不等於「親華」，

在擔任總統期間，他的任何決定都會是以最

大化菲律濱的國家利益作為準則。杜特地政

府做出終止中菲南海油氣開發協商的決定對

接下來新政府發展對華關係影響不大，務實

將是接下來中菲合作非常重要的特徵。

葛紅亮說：「杜特地本人對美國有較

多情緒，在他執政期間，菲律濱發展跟中國

的合作相對而言占比較重。而小馬科斯可能

比較沒有這些情緒的包袱，因此，接下來菲

律濱有可能較為全面地發展跟其他國家的合

作，包括跟美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

歐盟進行合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曾在小馬科斯

勝選後表示，中菲是一衣帶水的鄰居、風雨

同舟的夥伴。近年來，在雙方共同努力下，

中菲關係不斷鞏固提升，為兩國人民帶來福

祉，為地區和平穩定作出貢獻。當前，中菲

兩國都處在關鍵發展階段，雙邊關係面臨重

要機遇和廣闊前景。中方高度重視中菲關

係，願同菲方一道，堅持睦鄰友好，堅持攜

手發展，深入推進兩國全面戰略合作關係，

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

杜特地卸任後逛商場
促民眾支持小馬政府

本報訊：前總統杜特地昨天呼籲菲律濱

人民支持新成立的小馬科斯政府。

杜特地在前總統通訊部長安達納拍攝的

視頻中說：「讓我們全力支持新政府……讓

我們幫助他們。」

杜特地的任期在昨天中午結束，他也稱

讚其內閣是最好的內閣之一。

他說：「我是政府的學生。我在政府工

作了這麼久。我組建了有史以來最好的內閣

之一。」

杜特地補充說：「這是事實。我精心挑

選了他們。」

與此同時，無綫廣播電台的報導稱，

杜特地最後一次以總統的身份離開馬拉干鄢

後，有人看到杜特地在馬加智市的一家購物

中心購物和吃午飯。

報導稱，杜特地由總統保安團的成員陪

同。杜特地在昨天返回其家鄉納卯市。

海關截獲中國走私白洋蔥
菲新社馬尼拉6月30日電：海關局昨天報

告稱，在馬尼拉國際貨櫃碼頭緝獲了價值600

萬披索的錯誤申報新鮮白洋蔥。

海關局長藝禮洛表示，當局於週二緝獲

來自中國的3個40尺白洋葱貨櫃。

托運給Silverpop Dry Goods Trading的貨物

最初被申報為來自中國的饅頭。

藝禮洛曾對試圖玷污該機構及其官員聲

譽的行為表示反對。

他說，這次行動是海關局努力工作和犧

牲的證明。

他在聲明中說：「我們對我們所做的

工作充滿信心，尤其是在阻止農產品走私方

面。我們非常嚴肅對待此事。這就是我們對

有關本局在遏止農產品走私方面表現不佳的

指控表示反對的原因。」

在獲悉存在走私農產品後，馬尼拉國際

貨櫃碼頭的海關情報和調查局立即要求發布

警報令／報關前管制令。

馬尼拉國際貨櫃碼頭地區稅收員羅沙禮

斯於6月28日發出了警報令／報關前管制令和

扣押及扣留令。

對於違反進口法律法規的行為，預計將

提起走私訴案和其他適當的法律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