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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員亞描禮斯任民力黨總裁
彭敏直派系抗議斥「篡位」

本 報 訊 ： 前 執 政 黨 民 主 菲 人 力 量 黨

（PDP-Laban）的一個派系昨天選出眾議員

亞描禮斯為其新任總裁，接替前能源部長古

西，後者因「為鞏固政黨而退讓」。」 

在巴西市舉行的全國大會上，當選為由

前總統杜特地擔任主席的民主菲人力量黨的

派系的總裁後，亞描禮斯發誓將走訪全國，

並加強他們的隊伍。 他說：「我將盡一切努

力維護我們黨的力量和實力，不僅是為了我

們，也是為了我們國家的下一代。」 

該政黨還正式選舉參議員巴迪惹為其執

行副總裁，而眾議員奧利描禮斯當選為大岷

區副總裁，參議員杜仁珍諾當選為呂宋島副

總裁，宿務市長拉瑪當選為未獅耶副總裁，

以及參議員黎拉羅沙為棉蘭佬島副總裁。 

前內閣部長馬智描格留任秘書長，而眾

議院副議長銀薩禮斯當選為財政，參議員克

裡斯托弗．吳（音）留任審計員。 

杜特地派系的民主菲人力量黨舉行的

全國大會並不是沒有受到參議員彭敏直的反

持。彭敏直的派系譴責這次大會，他們認為

是為了對抗已故獨裁者馬科斯而成立的政黨

的「篡位者」。 

彭敏直派系的執行董事文薩亞克在推特

上說：「我們發誓要與篡位者作戰，以保護

我們擁有40年歷史的政黨。建黨40年，克服

了無數挑戰，與眾多壓迫者作鬥爭。我們堅

定不移地為我們黨的原則而戰，無論我們走

到哪裡。」 

選舉署在5月裁定，合法的民主菲人力量

黨是由杜特地擔任主席的派系，但這仍在選

舉署提出上訴。

週四，馬尼拉碼頭區描西戈場地的Gasangan大街上，孩子們在玩中國跳繩。中國跳繩是
菲律濱最受歡迎的兒童遊戲之一，尤其是在小學的女孩中。

馬科斯希望利用亞行貸款
推動國家進步和包容未來
中新社馬尼拉9月29日電：菲律濱總統馬

科斯29日表示，其政府將有效利用亞洲開發

銀行（ADB）（簡稱亞行）貸款，推動菲律

濱實現「進步的」和「包容的」未來，造福

菲律濱人。

當天，馬科斯應邀出席在馬尼拉乙沙香

格里拉酒店舉行的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55

屆年會。他在演講時感謝亞行，稱其為「一

個可靠的機構，向成員提供貸款、技術援助

和股權投資，以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

「是菲律濱實現發展目標的堅定夥伴」。

馬科斯代表菲律濱人民，感謝亞行為減

輕新冠疫情影響所採取的舉措，如作為首批

提供援助的機構之一，贈款300萬美元為菲一

線衛生工作者購買醫療用品。

允許菲律濱進入緩解新冠疫情造成的嚴

重經濟危機的「新冠疫情積極響應和支出支

持計劃」等。

馬科斯說，他還高興地注意到，菲律濱

和亞行有著「相同的願景」，即建設一個更

加光明和更具彈性的未來。「通過亞行的援

助，我們將得以推進基礎設施、社會改革、

政府和社區發展等領域的項目，朝著一個更

有彈性、更有包容性、對我們人民的需求更

敏感、對氣候變化和它帶來的危機更有認識

的美好明天起航。」

經歷了兩年多的線上會議，今年，亞投

行理事會第55屆年會首次有線下環節，討論

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種問

題，「為亞行的行政、財務和業務方向提供

指導」。

當天是該年會的第四天，集中討論亞洲

的能源轉型，以及新冠疫情復甦時期實現可

持續綠色增長的途徑。

馬科斯表示，在此我們將再次建立起夥

伴關係，「朝著新冠疫情大流行後全球經濟

新的方向前進。」

據亞投行官方網站消息，本次年會於

27日宣佈，亞行計劃通過一項綜合性支持方

案，在2022年至2025年期間至少提供140億美

元資金，用於緩解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日益惡

化的糧食危機，並通過加強糧食系統抵禦氣

候變化影響和生物多樣喪失的能力，改善糧

食的長期安全性。

日本正準備接待小馬國訪
本報訊：在昨天，副總統莎拉．杜特地

參加完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國葬後，從東

京返回到菲律濱時透露，日本政府正在為小

馬科斯總統的國事訪問做準備。 

杜特地是作為菲律濱的特使出席了在

東京日本武道館舉行的安倍晉三國葬。約有

6000名賓客於週二（9月27日）參加了此次葬

禮。 

她會晤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後者向她

介紹了日本目前正為小馬科斯的國事訪問所

做的準備工作。杜特地沒有透露總統對東京

進行國事訪問的日期，這將是他作為總統的

第三次正式訪問。 

她在前參議員仙爹戈逝世六週年紀念的

場外接受採訪時說：「討論日本小馬科斯總

統訪日的事，據瞭解，他們正在為小馬科斯

總統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做準備。」

總統在較早前訪問了鄰國新加坡和印

尼，以標誌菲國在新冠疫情之後接受外國投

資的開放態度。 

在週三從東京返回菲國的杜特地分享

說，她也為日本對菲律濱的持續援助感謝岸

田。 

她在菲律濱說：「我們在那裡談到，首

先，我們感謝日本對菲律濱的所有幫助，特

別是近年來他們對我們政府的建設項目的支

持。」 

副總統指的是前總統杜特地的旗艦基礎

設施發展計劃——大建特建——日本曾支持

該計劃。

小馬美國行吸金近40億
本報訊：馬拉干鄢透露，小馬科斯總統

上週對紐約市的工作訪問可能會為多個行業

帶來近40億美元的投資。 

來自馬拉干鄢的投資數據顯示，在總

統訪問期間獲得的商業協議和承諾估計投資

價值為39億美元，潛在的就業機會為112,285

個。 

這些投資將在不同的行業，例如信息技

術和業務流程管理、數據中心和製造業。 

然而，馬拉干鄢表示，這些估計並未反

映總統和工商部在紐約會晤的幾家公司的未

來投資的全部潛力。 

它說，一些公司表示有興趣考慮在菲國

進行新的或進一步的投資，但他們的計劃尚

未確定。 

在9月28日，在班班牙省克拉克自由港的

克拉克國際機場新航站樓的盛大開幕式上，

小馬科斯重申菲律濱對商業開放，政府準備

加倍努力與潛在投資者建立牢固的夥伴關

係。 

他在活動中說：「這個設施本質上是一

個非常強烈的信號，是的，我們確實對商業

開放。」

他說，菲律濱是一個很好的投資目的

地，可能是東南亞最具活力的經濟體。 

他說，其政府瞭解潛在投資者的要求和

需求，並將盡一切努力建立強大的合作夥伴

關係。 

小馬科斯同樣指出，週三的開幕是公共

和私營部門合作取得積極成果的一個完美例

子，因為這兩個部門都通過牢固的夥伴關係

利用其資產。 

他補充說，隨著菲國努力成為亞洲的物

流中心，新開設的設施也至關重要。

副總統辦公室擬購買椰子宮
莎拉希望未來副總統有永久辦公室

本 報 訊 ： 副 總 統 莎 拉 ． 杜 特 地 昨 天

表示，副總統辦公室正在與公務員保險署

（GSIS）就可能購買椰子宮進行談判。 

有參議員問杜特地，她是否計劃為她和

未來的副總統準備一個「永久場所」。 

杜特地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審議副總統

辦事處的預算案時說：「我們正在研究一處

房產，那就是椰子宮。但公務員保險署尚未

提供金額。」 

根據他們提出的2023年23億披索預算

案，為可能的新辦公室分配了1000萬披索。 

據杜特地說，這1000萬披索將用作他們

最終購買房產的首付。副總統辦事處計劃在

未來幾年，為後續付款尋求額外預算。 

杜特地同時表示，她的辦公室也在與公

務員保險署就椰子宮以外的其他房產進行談

判。 

位於巴西市的椰子宮是前副總統敏乃的

官邸。他的繼任者羅貝禮道在任職期間選擇

租用較便宜的計順市禮賓府。 

在2016年，椰子宮的月租金為50萬披

索。 杜特地在較早前表示，為副總統辦事處

找一個永久場所是她在任期內的首要任務之

一。 

參議院委員會在昨天下午批准了副總統

辦事處的預算案。

議員指博彩所面臨問題
說是職場挖人而非綁架

本報訊：眾議員薩塞達表示，職場挖

人而非綁架才是真正發生的事情，並引發

有關菲離岸博彩行業（POGO）的爭議。 

薩塞達在最近的一個新聞論壇會中

說：「他們在談論什麼犯罪行為？發生

的只是，來自網絡博彩的工人正在被偷

獵。」 這位眾議院稅源委員會主席指的是

紅奚禮示市約200名網絡博彩工人被帶到

巴石市的事件。 

薩塞達解釋：「中國已停止部署會

說普通話的工人。所以，獵頭或招聘人員

偷獵他們，但有人告密了。當然，因為

網絡博彩工作人員知道他們被禁止在中國

境內外賭博......他們會說，『我是被綁架

的』。」 

薩 塞 達 問 ： 「 這 是 人 口 販 賣 ……

『嘿，你們，讓我們跳槽到那裡，那邊的

日薪是2000披索，這裡只有1500披索。』

於是他們去了。但其中一個跑去告密了。

你們在哪裡看到有200人被綁架的？」 

薩 塞 達 說 ， 離 岸 博 彩 公 司 的 不 良

聲譽是因為沒有受到菲娛樂和博彩公司

（Pagcor）制裁的非法離岸博彩公司的以

下連鎖問題而造成的：非法務工的外籍人

士和不道德的招聘人員。 他說，解決辦法

是加強對網絡博彩相關規定的執行，把網

絡博彩安排在特定區域，這

樣在網絡博彩特定區域之外

的任何網絡博彩操作都自動

被認為是非法的。 

薩塞達強調：「把他們

圈起來，執行法律。把他們

安置在某一個地方。如果你

在網絡博彩地區之外，你就

是非法的。這意味著便是自

動被認為在做違法的事情。

如果你在網絡博彩區（例如

經濟區）外經營網絡博彩」

醫院協會：

新冠確診比報告多
本報訊：菲私立醫院協會（PHAPI）負

責人昨天表示，新冠檢測呈陽性的人數可能

是報告人數的兩倍。 

菲私立醫院協會主席格拉諾醫生說，

這是因為使用了抗原檢測試劑盒進行自我檢

測，而衛生部發佈的官方報告中並未包含這

些檢測結果。 

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病例可能是我們

現在看到的數據的兩倍。例如，如果有3.8

萬個活躍病例，實際數字更大。這是因為有

些人正在使用抗原進行自我檢測，但沒有報

告。只有那些去認可的實驗室和醫院做的檢

測才會被通報。」 

因此，德格拉諾建議公眾對病毒保持警

惕，並再次呼籲他們即使在戶外也要繼續戴

口罩。 

他說：「讓我們想想我們有責任保護自

己，還有我們的家人和朋友，這樣我們就不

會傳染他們，也不會再次感染新冠病毒。」 

衛生部於週三新增了1500宗新冠肺炎病

例，使活躍病例總數從週二的 38,315例降至

27,553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