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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RENT
3 BEDROOMS

3 TOILET & BATH
1 MAIDS QUARTER
1 PARKING SLOT

Near Jose Abad Santos

 8400.2065 / 0925.8588807
Marlyn Austria

Contact :

3 BEDROOMS /3 TOILET & BATH
1 MAIDS QUARTER 
 1 PARKING SLOT

1 Dining Room / 1 Living Room

1 MAIDS QUARTER/ 1 PARKING SLOT
1 DINING ROOM / 1 LIVING ROOM

WITH BALCONY

小馬科斯表示菲中無領土糾紛
願竭盡所能與華解決海洋問題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宣稱菲律濱對西

菲律濱海擁有主權，他說，菲律濱和中國沒

有「領土衝突」，但只有中國聲稱對菲律濱

的部分領土擁有主權。

小馬科斯在接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時

說：「菲律濱的立場是，我們與中國沒有領

土衝突。只有中國在聲稱擁有屬於菲律濱的

領土。」陸克文昨天上午（菲律濱時間）在

紐約主持了總統與亞洲協會的會議。

他說：「這是我們採取的立場，我們

與美國合作夥伴一起推動這一立場。我們還

向中方的朋友明確表示，這就是我們的看

法。」

總統說，菲律濱西部領土主張重疊的

問題已成為「我們人民內心深處的一個問

題」，並指出「我們的漁民不被允許在他們

過去三四十代人都在捕魚的地方繼續他們的

生計。」

小馬科斯說：「我們面臨的外交和領土

挑戰，我想指出的是，外交政策首次成為菲

律濱全國大選中一個與人民有關的問題。」

本報訊：總統小馬科斯于週五表示，只

要可行，願意探討與中國處理西菲律濱海／

南中國海領土和海洋問題的所有選擇。

小馬科斯堅持他的立場，他不會允許任

何「將菲律濱任何一平方英吋的領土放棄」

給任何外國勢力的進程。

他補充說，菲國外交政策背後的主要原

則是「和平與國家利益」。

總統說：「我更喜歡任何可行的方法。

讓我們嘗試一切，我們必須嘗試一切。」

小馬科斯補充說：「只要管用，就一

定管用。但有時我們並沒有預料到機會會出

現。所以，我們必須嘗試所有方法來知道哪

些方法有效。」

小馬科斯在較早前在亞洲協會發表講話

時表示，菲律濱與中國沒有領土爭端——中

國聲稱擁有菲律濱在南海的領土。

小馬科斯寄望于菲律濱與美國的關係來

維持爭議水域的和平與秩序。

他說：「我們知道，我們可以指望美國

維護基于法律的國際秩序、航行和飛行自由

以及海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開發。」

他又說：「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期待

美國促進和平、安全與繁榮。」

他還表示，菲國與美國的關係對西菲律

濱海問題至關重要。

小馬科斯還表示，他將繼續與有關各方

合作，以和平方式解決。

他說：「我們將繼續與中國和其他聲索

國合作，以期通過外交和對話解決涉及西菲

律濱海的問題。」

小馬科斯:
菲律濱正同俄羅斯  討論購買燃料事宜

本報訊：菲律濱總統小馬科斯于週五在

接受採訪時表示，菲律濱正在與俄羅斯就購

買燃料和其他主要商品進行談判，他表示，

在烏克蘭戰爭中，國家利益勝過政治考慮。

小馬科斯告訴彭博電視台：「現在，

也許我們需要接觸俄羅斯，也許他們可以放

鬆，並為我們提供燃料。」他補充說，菲律

濱「接近」與俄羅斯和其他國家達成協議。

當被問及美國牽頭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的制裁時，小馬科斯承認「它的政治方面一

直很棘手「，但「國家利益是第一位的」。

「我們需要找到那些新的燃料來源。但

這不僅適用于燃料，還適用于飼料、肥料和

其他對我們至關重要的投入，」馬科斯說。

菲律濱經濟受到俄羅斯和烏克蘭衝突的

重創，導致菲國通貨膨脹率飆升，菲國主要

依賴進口。

菲央行一直在通過提高利率來解決通脹

問題，今年迄今已上漲225個基點至4.25%。

小馬科斯尋求與俄羅斯達成燃料協議可

能會招致西方國家的譴責，尤其是菲律濱最

古老的條約盟友美國，美國一直站在孤立莫

斯科的最前沿。

他的言論也與菲律濱譴責俄羅斯入侵的

官方立場形成鮮明對比。

據GMA新聞報導，在3月1日的一次偶

然採訪中，小馬科斯表示，他認為「沒有必

要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採取立場」。他補

充說：「我們沒有參與……除了我們的國

民。」

同一天，菲律濱在聯合國大會上加入了

一項譴責俄羅斯入侵的決議。

小馬科斯很快在通過其團隊發佈的一份

聲明中改變了態度，他呼籲保持清醒及和平

解決武裝衝突。

小馬科斯在3月4日的一份聲明中說：

「我支持無條件地遵守人權，並熱切希望不

再有針對平民社區和平民機構受到襲擊。」

教育部將密切監視
校內新冠病毒傳播

本報訊：教育部昨天表示，它會繼續密

切關注新冠病毒在全國學校的面授課程中的

可能傳播情況。

教育部發言人潘俊仁律師說，自8月復課

以來，他們預計學生或教師會在學校感染。

潘俊仁在給 ABS-CBN新聞的一份聲明中

表示：「隨著學生和教師在教室裡聚集，就

像在辦公室和其他場所一樣，預計會傳播新

冠病毒。重要的是，我們不會出現病例激增

而導致重症監護病房爆滿的情形。」

他說：「因此，教育部正在監測情況和

學校在實施和遵守最低公共衛生標準方面的

情況。」該機構尚未公佈在全國各地的學校

監測到的新冠肺炎病例的數據。

新冠肺炎的傳播已經導致北怡羅戈省老

沃市的一所學校停課一週。

Gabu National High School的兩名學生和

三名教師的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

上週日，一名8年級學生因登革熱住院，

但也被發現與5年級的兄弟一起感染了新冠。

據該市的接觸者追蹤小組稱，這對兄弟

姐妹尚未接種疫苗。

對于那些在學校檢測呈陰性的人，週一

將恢復上課。

衛生部此前表示，如果確認新冠病例，

學校的運營無需停止。

雖然尚未評論教育部總部是否已收到此

病例的消息，但潘俊仁表示，該機構的地區

辦事處一直在監控其管轄範圍內的學校。

他補充說，教育部繼續鼓勵學生、教師

和非教學人員接種疫苗，以保護他們免受新

冠的侵害。

社會氣象站:
杜特地+81淨滿意度結束任期

本報訊：根據社會氣象站的數據，前總

統杜特地以創紀錄的+81淨滿意度結束了其任

期。社會氣象站在其網站上發佈的一份報告

中表示，其在6月26日至29日（杜特地政府執

政的最後幾天）進行的調查發現，「88%的

成年菲律濱人對表現感到滿意，5%表示不清

楚，7%不滿意杜特地總統。」

該民調機構表示：「與2022年4月相比，

對杜特地總統的總體滿意度從78%上升了10

個百分點，表示不清楚的受訪者從9%下降了

4個百分點，總體不滿意度從13%下降了

6個百分點。」它補充說：「由此產生

的淨滿意度為+81（滿意百分比減去不

滿意百分比），被社會氣象站歸類為極

好。」它表示，6月份的民調結果比2022

年4月非常好的+65高出16個百分點，並

創下了超過2020年11月+79的歷史新高。

社會氣象站表示，從2022年4月到

2022年6月，杜特地的總體淨滿意度提高

了16個百分點，「是由于所有領域的增

長」。特別是，這位總統在大岷區的淨

滿意度從「非常好」上升到「極好」，

從+63上升了22個百分點，創下了+85的

歷史新高，超過了2020年11月的前記錄

+76。社會氣象站表示，在呂宋其他地

區，杜特地的淨滿意度也從「非常好」

提高到「極好」，從+60提高了15個百分

點，達到了新的紀錄高點+75，超過了

2020年11月+73的紀錄。

支持患病的小孩。 從週六開始，7歲癌症患者 Rycka Melencia 和其他患有疾病和殘
疾的兒童的藝術品將在計順市的 Barangay Kamuning 大廳出售。 該由 Samahan ng PWD ng 
Barangay Kamuning sa Quezon City 組織的項目收益，將用于支持兒童的治療和治療課程。

小馬科斯亦將調查禁毒戰中背後政治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昨天表示，其政

府還將調查禁毒戰中的政治方面，尤其是其

背後的犯罪集團，因為他的目標是改變菲國

禁毒運動的視角。

小馬科斯在紐約曼哈頓的亞洲協會論壇

上發表講話時承認，菲國的禁毒計劃意義重

大，稱菲律濱有近450萬吸毒者。

小馬科斯在接受採訪時說：「當我上

任時，瞭解到無法停止禁毒戰。問題仍然存

在。我們能做的就是審視上屆政府的經驗並

從中吸取教訓。」

他補充說：「菲律濱有近450萬實際吸毒

者，以及對社會，犯罪，販毒集團等的腐蝕

作用，甚至整個販毒集團及其網絡的政治化

都是我們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小馬科斯在此前的講話中強調，其禁毒

戰將側重于戒毒康復，他對禁毒戰的做法提

出了三點：摸底和預防、治療和執法。

他說，當局的執法要著眼于從年輕人做

起的方法，「讓我們調整重點，讓我們也關

注預防。」

他說：「對于執法，我對一個每週賣大

麻賺100美元的孩子不感興趣，我不希望你去

追捕他。」

與此一致，他說，必須密切調查菲國的

毒品供應鏈，以便他們能夠找到問題的根本

原因。

他補充說：「我我要你去抓那些人，如

果我們抓到他們，如果我們消滅他們或者把

他們關進監獄。不管是什麼，我們都要做出

實際的改變，這樣一來，毒品的供應，分銷

系統，進口系統，大部分毒品都來自國外，

這就會產生實際的影響，阻止毒品的流入，

這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他說，這些想法是精心設計的，因為菲

國可以從其前任總統杜特地的流血禁毒戰中

學到很多東西。

在9月13日播出的錄音採訪中，總統表示

已經成立了一個工作組來制定新政府的禁毒

政策。

菲律濱緝毒署（PDEA）的數據顯示，自

2016年7月以來，至少有6000人在打擊毒品行

動中喪生。

然而，根據ABS-CBN調查和研究小組的

研究，過去6年共報告了7009例與毒藥有關的

死亡。

小馬科斯政府最終目標 確保無菲律濱人再挨餓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于週五表示，他

的政府經濟議程的最終目標是確保沒有菲律

濱人再挨餓。

臨時負責農業部的小馬科斯在接受澳大

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的簡短採訪時表示，雖然

消除飢餓看起來似乎是一個簡單的目標，但

「它需要公共部門的大量努力和思考。」

小馬科斯說：「嗯，簡單地說，有人問

我，我們希望達到的絕對最終結果是什麼，

這對我來說很簡單：不再有一個飢餓的菲律

濱人。」

他指出了他們與私營界合作實現政府目

標的重要性。到目前為止，菲國正在解決所

謂的食糖短缺和基本商品價格上漲的問題。

但他表示，提高農業生產力和精簡官僚

機構將確保更有效的政府服務，並補充說，

這將是其政府確保經濟轉型的戰略之一。

小馬科斯說：「我們希望利用政府所能

做的一切，最大限度地發揮我們所能促進的

發展的效果，造福那些前來幫助我們的人、

我們的夥伴、我們的投資者，當然也造福菲

律濱普通民眾。」

他還指出需要找到新的解決方案，並

說，「一切照舊根本沒有立足之地，因為根

本不是一切照舊。」

「疫情基本上改變了一切。我們以不同

的方式生活，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以不同的

方式學習，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社交。」

小馬科斯說：「我們不想趕上。我們想

超越這一點。我們沒有興趣回到疫情前的水

平。」

他說：「我們感興趣的是進一步繁榮，

並以這樣的方式定位菲律濱，使我們能夠充

分利用新經濟和新興產業。」

小馬科斯在9月20日的聯合國大會上也表

達了同樣的看法，他尋求世界領導人支持投

資在菲國的農業生產和糧食安全。

在正式宣誓就任菲律濱第17任總統之

前，糧食安全一直是小馬科斯的主要承諾之

一。

小馬科斯在6月的就職演說中表示，糧食

安全將是其政府「重點」。

小馬科斯不會干預針對Rappler及其執行官案件
本報訊：總統小馬科斯昨天表示，他不

會干預針對Rappler及其首席執行官、諾貝爾

和平獎獲得者雷薩的案件。

當被問及他對這位記者的看法，以及她

在問題上的強硬立場是否可能是對她和這家

成立10年的新聞公司提起的一些案件的原因

之一時，小馬科斯發表了上述評論。

他說：「雷薩和Rappler真正發生的事情

是，它被確定為一家外國企業。這在我們的

規則和法律中是不允許的。」

「而她現在的案件是，這與她的政治傾

向無關。發生的事情是有人對她提起了網絡

誹謗訴訟，這就是她現在面臨的情況。這就

是雷薩的案件。」

雷薩一直是小馬科斯的前任總統杜特

地以及他在2016年發起的禁毒戰的直言不諱

批評者，這引發了媒體倡導者所說的對她

和Rappler的一系列刑事指控、調查和在線攻

擊。

新聞機構的信息顯示，Rappler被指控逃

稅和網絡誹謗。截至今年6月28日，雷薩和其

公司正在對抗至少7起法庭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