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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里列促參院交出軍管法權力
本報訊：總統首席法律顧問茵里列昨天
敦促參議院將宣布軍管法的唯一權力交還給
現任總統。昨天正值是菲國紀念已故前總統
馬科斯實施的軍事統治 50 週年。
在參議院的修憲聽證會上，茵里列表
示，尋求由國會批准宣布軍管不利於國家利
益。
他還提議在允許總統將菲國置於軍事
統治之下的憲法條款中恢復「迫在眉睫的危
險」的字句。

根據1987年憲法，只有在發生叛亂時才
能宣布軍管。它還讓國會決定該宣言是否有
必要。
茵里列說：「（前總統）高莉說過，當
真正發生戰爭時，當我們的士兵和警察被槍
殺時，那是我唯一應該宣布軍管的時候。」
他說：「1935年憲法和1973年憲法所規
定的是，一旦看到並確定國家有被叛亂入侵
或摧毀的危險時，就應該行動起來。利用你
的鐵腕。」

對於茵里列，是時候「廢除」1987年憲
法了。他說，1935年憲法應該作為下一個憲
法的範本，因為它具有「政策的連續性」。
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茵里列提議每2年選
舉8名參議員。
他還聲稱軍管法使菲律濱免於成為共產
主義國家。他說：「我們完全讓整個國家停
頓、宵禁，如果你帶著槍但沒有槍牌，我們
會沒收槍支。」
但參議院少數黨領袖彭敏直（他的同

名父親是軍管法時期的人權受害者之一）表
示，老馬科斯使用軍管法來延長自己的權
力。
彭敏直在談到軍管法能拯救這個國家的
說法時表示：「這不可能是真的。會有其他
人會拯救菲律濱共和國。」
全國人民律師聯盟（NUPL）主席、維
權律師科迷納禮斯也堅稱，軍管法是不必要
的。他還否認該段時期是菲國所謂的「黃金
歲月」，理由是貧困和失業。

法長：將驅逐280博彩員工出境
本報訊：司法部長黎慕惹昨天表示，菲
律濱準備驅逐大約 280 名菲律濱離岸博彩運
營公司（POGO） 的非法僱員。
黎慕惹在接受無綫廣播電台的採訪時
說：「我想，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好驅逐280人
了。我們已經拘留了他們。我們計劃抓更多
人。問題在於規程，因為我們必須對其進行
調整。」
司法部長此前表示，他將與中國駐菲大
使黃溪連就驅逐離岸博彩公司員工的問題會
面。
黎慕惹在給記者的消息中澄清說，他正
在與目前在中國的大使以短信交流。與此同
時，司法部發言人克拉瓦諾表示，黎慕惹將
於週四會見大使。
克拉瓦諾說：「他明天下午將與中國大
使會面，討論被菲娛樂博彩公司吊銷牌照的
網絡博彩公司。」
司法部長表示，有216家之前獲得許可的
網絡博彩公司已停止繳費。他估計大約有4萬

名員工可能非法滯留在菲律濱。
他說：「我們知道他們都在哪裡，我們
知道辦公室在哪裡，我們解決所有問題，只
是時間的問題。」
他補充說，政府不能同時拘留所有僱
員。
他說：「當然，我們不想同時逮捕他
們，因為如果我們不能立即將他們驅逐出
境，這可能會導致人道主義危機。所以我們
要調整所有的行動，這樣合乎邏輯。」
此外，他說，不可能對這些員工提起訴
訟。
他說：「根據我們現在的程序，立案與
遣返是不相容的。因為如果立案了，我們就
不能將他們遣返，因為他們必須經過的法律
程序。」
他補充說：「所以，我們有一個選擇。
要嘛提起訴訟，要嘛立即將其驅逐出境。合
乎邏輯的事情是立即驅逐出境，因為我們不
想將 2萬人關在臨時監獄中。」

副總統莎拉將出席安倍國葬
本報訊：副總統莎拉·杜特地週三表示，
她將於下周前往日本參加被暗殺的前首相安
倍晉三的國葬。
當天早些時候，日本駐菲大使小川和彥
訪問了副總統辦公室，杜特地在臉書上宣佈
了這一消息。
她說，她告訴大使，她將帶去小馬科斯
總統和她的父親、前總統杜特地的弔唁信。
杜特地說：「小川大使對我定於下周訪
問日本，參加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國葬
表示感謝。」
7月8日，安倍在奈良地區被一名槍手槍

殺，當時他正在為執政的自民黨助選。
據報道，謀殺他的嫌疑人憎恨統一教
會，因為他的母親向該教派提供了大量捐
款，並認為安倍與該組織有關聯。
安倍的國葬將於9月27日在東京著名的
武道館舉行。安倍是日本任職時間最長的首
相，也是日本最著名的政治家。美國副總統
卡瑪拉·哈里斯和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艾博年
預計將出席會議。
杜特地指出，日本是菲律濱的最大貿易
夥伴，在上屆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中為
幾個項目提供了資金。

茵里列倡恢復1935年憲法
選出48名參議員
本報訊：總統首席法律顧問茵里列昨天
提議恢復1935年憲法，並因人口增加而選舉
48名參議員。
在參議院修改憲法修訂法典委員會繼續
就尋求修改1987年憲法的議案舉行聽證會期
間，茵里列表示，現行憲法使1935年和1973
年憲法的規定變得複雜。
這位前參議長表示，1935年的憲法「簡
明扼要，易於理解」。
他說：「現在，如果你問我，我們應
該做什麼，我相信有很多事情。首先，我的
建議是我們回到過去，這是我的偏好，我不
約束任何人，改回1935年的憲法，或者至少
如果我們想立即修改它，恢復1973 年的憲
法。」
其次，由於菲國人口不斷增長，茵里列
建議將參議員人數增加一倍，達到48人。
他說：「如果我們現在要改變參議員
的人數，以適應國家不斷擴大的人口數量，
（因為）1935年憲法通過時，我們只有1200
萬人口。現在，我們有1億多人口，如果我們

要增加參議員的數量，我建議把現在的24人
增加一倍到48人。」
他補充說：「在這48人中，16人每兩年
卸任，由人民選舉產生新的和現代化思維的
人加入系統，為剩餘成員的智力或學術能力
做出貢獻。」
他說，1935年憲法規定了24人的數目，
但1987年憲法規定，參議院的一半成員將每
六年選舉一次。
他說：「這很危險的。他們不明白為什
麼根據 1935 年的憲法，他們選出了24人，但
每兩年接受一次人民的授權，這24人中有8人
和16人將一直留任。」
他補充說：「每兩年更換8名參議員的目
的是確保三分之二的參議員在任何特定時間
都必須到位，沒有任何任期中斷。因此，在
發生危險、戰爭、入侵或叛亂，或任何緊急
情況、流行病、疫情的情況下，必須有16名
可以信賴的參議員來維護菲律濱共和國的政
府，不是為了他們自己，而是為了菲律濱人
民，為了他們的安全和保障。」

圖為旅美菲僑昨日在菲駐紐約總領事館外示威，紀念獨裁暴君老馬科斯宣佈軍管五十週
年，並抗議老馬的兒子小馬科斯出席聯合國代表大會。

警方在紅奚禮示解救被綁中國人
本報訊：紅奚禮示市的警察於週一解救
了一名據稱在巴西市遭到同胞綁架的中國公
民。該市的警長庫米加德於週二在一份聲明
中說，這名外國人是一名29歲的男子。
庫米加德說，一名熱心公民於週一晚上
11點左右，向該市的6號警站舉報了此事，據
說一名戴著手銬的男子在位於阿加比道黎羅
沙溜村的亨順街的殼牌加油站。
警察前往該地區，發現了戴著手銬、不
會說英語的中國公民。
通過電子翻譯，這名中國籍男子與警方
進行了溝通，提供了他的姓名和年齡，並講

述了他是如何被綁架的。
庫米加德說：「他稱，在沿著巴西市行
走時，他被一輛白色麵包車上的兩名男性抓
住，並強行拖進車內並運送到紅奚禮示市，
但他設法逃離了綁匪。」
警方隨後叫來翻譯員協助問話。
他補充說：「在翻譯員到來後，（受害
者）陳述了與他之前的陳述不一致的版本。
他還被要求出示護照或任何身份證，但他未
能出示。」
受害人被送往醫院進行體檢。他由6號
警站看管，並將被移交給移民局。

小馬：菲2040成「適度繁榮」國家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昨天（馬尼拉時
間）表達了對菲律濱到2040年將成為「適度
繁榮」的國家的信心。
小馬科斯在第77屆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講
話時表示，儘管新冠疫情和全球經濟動盪帶
來了挑戰，菲律濱仍「有望」在明年達到中
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地位。
他指出了菲國在過去3年中，如何在可
持續發展道路上取得重大進展。
他補充說：「隨著對糧食[安全]、公共
衛生、教育和其他社會服務的穩定投資，我
們預計到 2040 年將成為一個小康國家。我相
信，我們將實現這一願景。」
不過，他表示，菲律濱也需要聯合國的

援助來實現更大的目標。
他說：「沒有一個國家是孤立的。實
現我們的國家雄心需要一個創造條件的全球
環境，使包括我們在內的所有國家都能在和
平中繁榮發展。我們需要聯合國繼續努力。
我們菲律濱決心成為該解決方案的其中一
員。」
同樣，他通過引用菲律濱如何向新冠疫
苗實施計劃（COVAX）捐款，強調了多邊主
義和國際合作如何「發揮作用」。
小馬科斯還指出了菲醫護工作者是如何
站在許多國家的前線遏制新冠病毒的傳播，
他們冒著風險並經常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拯救
他人的生命。

小馬求聯國支持菲入安理會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昨天（馬尼拉時
間星期三）請求聯合國支持菲律濱加入安理
會。
他在聯合國大會第77屆會議上說：
「我國在建設和平和開闢新的合作道路
方面的經驗可以豐富安理會的工作。」
小馬科斯補充說：「為此，我呼籲
所有聯合國會員國為菲律濱在2027年至
2028年任期內擔任安理會成員提供寶貴
支持。」
安理會的首要職責是維護國際和平

與安全。該機構有15名成員，每個成員有一
票。
根據《聯合國憲章》，所有成員國都有
義務遵守安理會的決定。
該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是中國、法
國、俄羅斯、英國和美國。
目前的成員國是阿爾巴尼亞、巴西、
加蓬、加納、印度、愛爾蘭、肯尼亞、墨西
哥、挪威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在2004年1月，菲律濱擔任聯合國安理會
2004-2005年任期的當選成員國之一。

小馬：菲將保持「友好」外交政策
本報訊：在第 77 屆聯合國大會上，
小馬科斯總統在世界首次亮相時表示，菲
律濱將保留其「友好」外交政策。
小馬科斯在聯合國高級別辯論的講話
中重申，爭端只能通過和平方式、理性和
恰當的方式解決，並援引 1982 年《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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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援用了 1982 年的《馬尼拉宣
言》，這是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里程碑式
文書。他說：「通過加強國際法的可預測
性和穩定性，特別是 1982 年《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我們提供了一個例子，說明各
國應如何解決分歧：通過理性和恰當的方
式。」
小馬科斯說，這兩項具有里程碑意義
的聲明為所有國家提供了有用的指導，是
穩定局勢的「重要壓艙物」。
總統說：「這是我們開放的、包容的
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國際法為
指導，以公平和正義原則為依據。菲律濱
將繼續成為所有人的朋友，而不是任何人
的敵人。」
他還呼籲各國堅持聯合國的理念，特
別因為亞洲的「來之不易的和平與穩定」
目前正受到日益加劇的戰略和意識形態緊
張局勢的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