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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岷快將實施統一交通罰單
本報訊：一位官員昨天表示，大岷發展

署「希望」國都區能夠在2023年第一季度實

施統一的交通違規罰單系統。

有關部門在較早前表示，該系統將對20

種常見違規行為的罰款進行標準化，包括無

視交通標誌、闖紅燈和逆流行駛。

大岷發展署交通紀律辦公室執法主任努

涅斯說，促進統一罰單系統的交通法規已獲

得大岷區委員會技術工作組的批准，現在正

等待該地區的市長的批准。

他在眾議院的交通委員會會議中表示：

「我們非常希望，在今年第一季度內，將實

施大岷區交通法規和統一罰單系統，該法規

還旨在將大岷區的17個地方政府連接到陸運

署。」

大岷區委員會在較早前表示，新的罰單

系統將允許違規者通過電子支付渠道支付罰

款。

大岷區委員會負責人、仙範市長薩莫

拉表示，大岷區將其系統與陸運署的系統整

合，允許當局查看駕車者犯下了多少違規行

為，這將作為「扣分」的基礎。

市長在較早前表示，扣滿10分，當局便

可以沒收駕車者的駕照。

內政部重申，只有陸運署及其代理人有

權沒收駕照。它指出，內政部負責人此前就

此事向地方政府部門發布了一份備忘錄。

內政部的伊夫龍律師說：「部長向所

有地方政府單位發出了一份備忘錄，地方政

府單位、他們的交通員無權沒收駕照。我們

還發表了我們的法律意見，根據陸運署的法

規規定，只有陸運署及其代理人可以沒收駕

照。」

他補充說：「地方政府單位......仍然可以

開交通罰單，但至於沒收駕駛執照，只有陸

運署有權這樣做。」

圖為61歲的土耳其裔美國探險家埃魯奇昨日在馬尼拉市王城內騎竹製腳踏車。他是僅靠
著人力方式，徒手划船橫渡大海，徒腳行走翻山越嶺來環走世界各地的世界紀錄保持著。他
一生擁有15個吉尼斯世界紀錄。

外交部：菲漁民有權在亞尤銀礁捕魚
本報訊：外交部昨天告訴中國，根據菲

律濱和國際法，據稱在亞尤銀礁（中國稱仁

愛礁）遭中國海警驅趕走的菲律濱漁民是有

權在該地區捕魚，並「可取走他們應得的東

西」。

據報有菲律濱漁民在仁愛礁遭到騷擾之

後，外交部發布的聲明稱：「仁愛礁是菲律

濱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一部分。菲律濱有

權在該地區行使主權權利和管轄權，而無需

其他國家的任何干預。」漁民遭驅趕事件是

發生在在小馬科斯結束訪華行程之後。

外交部稱：「根據菲律濱和國際法，特

別是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具有約束力

的2016年仲裁裁決，菲律濱漁民可以自由行

使他們的權利，及取走他們應得的東西。」

在週一，小馬科斯告訴電視記者，在仁

愛礁事件後，菲律濱方面使用了溝通機制。

小馬科斯稱：「我們已經立即使用了該

溝通機制，根據該機制，我們甚至可以立即

聯繫中國政府，希望中方能夠提請習主席注

意這個問題。」

他補充說：「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繼續提

出抗議並繼續就此發出普通照會。」

外交部表示，尚未收到軍方和執法機構

關於中國海警在上週強迫菲律濱漁民離開仁

愛礁的正式報告。它補充說，這些報告將作

為對該事件採取外交行動的基礎。

自1999年以來，菲律濱海軍艦艇馬德雷

山脈號一直擱淺在仁愛礁。

仁愛礁距巴拉灣島105.77海浬，屬於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菲律濱200海里

大陸架之內。

外交部稱，「該部門密切關注西菲律濱

海的任何事態發展，特別是在小馬科斯總統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前者訪華期間進行

了會談之後。」

NOW電信料明年推出5G網絡服務
本報訊：在獲得美國政府對5G部署試點

研究的撥款後，NOW Telecom Company Inc.計

劃到2024年在菲國商業推出其獨立的5G移動

和固定無線網絡。

於週二在馬加智市舉行的5G安全聯合

網絡安全工作組會議期間，NOW Telecom董

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維拉德表示，該公司從美

國貿易和發展署獲得了1.18億披索（215萬美

元）的撥款，用於菲律濱5G移動和寬帶發展

試點可行性研究。

維拉德說：「在那之後，美國政府想知

道的是，在全國範圍內部署5G和全國寬帶網

絡究竟需要多少錢。」

根據這項研究，該公司和美國貿易和發

展署將在大岷區的主要商業區建立一個5G試

點網絡，以測試5G用例並收集數據以進行大

規模部署。

維拉德說：「我們將了解表現，一些指

標將表明某些行業，甚至家庭的體驗。」

NOW Telecom負責人表示，一旦試點研

究完成（目標是在2023年第三季度或第四季

度初完成），該公司「將進入下一階段——

融 資 、 股 權 籌 集 ， 以 真 正 實 現 農 村 的 連

接。」

維拉德表示，在試點測試完成後，「我

們現在的計劃是到2024年進行擴展。」

他表示，它將實現商用，並將成為NOW 

Telecom獨立的5G移動和固定無線服務。

NOW Telecom已經聘請總部位於新澤西

州的貝爾實驗室諮詢公司進行這項研究，該

諮詢公司隸屬於諾基亞的研究機構貝爾實驗

室。在1月20日，維拉德和諾基亞貝爾實驗室

管理合夥人斯特凡·威廉在馬尼拉舉行的第10

屆美菲雙邊戰略對話期間簽署了贈款協議。

該贈款資助的項目旨在通過幫助滿足菲

國家庭和工業對高帶寬、可靠和安全數字服

務不斷增長的需求來支持菲律濱的數字化轉

型。

菲娛樂博彩公司自詡 3個月無博彩犯罪活動
本報訊：菲娛樂博彩公司表示，三個多

月來沒有關於離岸博彩行業的犯罪活動的報

告。

在參議員張僑偉最近在參議院聽證會上

稱博彩監管機構似乎未能解決菲離岸博彩公

司的非法活動後，菲娛樂博彩公司昨天發表

了這一言論。

它在一份聲明中說：「三個多月來，沒

有關於網絡博彩行業工人的犯罪活動或與綁

架有關的事件。」它還指出這是跨機構打擊

非法博彩業務的結果。

菲 娛 樂 博 杉 公 司 向 公 眾 保 證 ， 它 一

直在密切關注涉及MOA Cloudzone Corp.和

Brickhartz Technology Inc.的案件，這兩家

公司都涉及網絡博彩公司中國籍工人的刑

事案件。據菲娛樂博彩公司說，針對MOA 

Cloudzone的案件於2022年11月被司法部駁

回，而Brickhartz Technology的案件仍在調查

中。它補充說：「我們正在就此事與菲國警

和其他機構進行協調。菲娛樂博彩公司希望

重申，它不會對這些報告掉以輕心，並將確

保所有博彩持牌人遵守法律。」

菲娛樂博彩公司進一步指出，「它正在

認真調查此事，並將採取必要的行動，包括

在必要時吊銷執照和服務提供商認證。」

參議院稅源委員會主席張僑偉也對政府

與菲娛樂博彩公司的離岸持牌人第三方審計

公司Glocal ComRCI簽訂的價值60億披索的合

同表示震驚，他聲稱該合同「不可信，沒有

能力 ……不符合資格」。

但菲娛樂博彩公司表示，2017年12月授

予的合同經過了適當的招標程序，符合採購

法規定的所有法律要求。

它還指出，自去年9月以來，與Global 

ComRCI的合同一直在審查中。

菲娛樂博彩公司補充說：「我們向參議

員保證，審查將很快完成並在適當的時候發

布。我們一直在與Global ComRCI聯繫，目

前正在評估合同的條款和條件以及公司的表

現。」

小馬否認「後宮干政」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說，第一夫人莉

莎·亞蘭禮沓——馬科斯沒有參與本屆政府的

任命過程。

在接受採訪時，小馬科斯否認第一夫人

參與了政府官員的任命和他的治理。

當被問及第一夫人是否參與了他作為

總統的決策過程，他說：「沒有。她真的沒

有——她真的沒有任何意見。」

他進一步地說：「第一夫人在組織方面

幫助了我，因為她實際上非常擅長組織。組

織哪個辦公室，如何組織辦公室——工作流

程如何進行，文件經過哪裡。她很好——她

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律師，所以，她非常擅長

這一點。」總統表示，他不會與妻子討論政

策，也不會在政治決策中徵求她的意見。

只有在需要專家意見時，他才會在法律

事務上求助於她。

小馬科斯說：「不是政治。不是政治

決定。法律的。哦，是的，法律的，我會問

她。我會問……每當有法律問題的時候，

我不是律師，所以我需要專家意見。她大

部分時間都在我旁邊，所以，我可以求助於

她。」

小馬科斯還澄清說，第一夫人「根本不

來辦公室和我們坐在一起。」

他進一步說：「如果我有什麼要問她

的，通常是定義。給我說明這個的法律定義

是什麼，那個的法律定義是什麼。當他們談

論這個時，他們的意思是什麼？這背後的法

律概念是什麼？通常是那種問題——因為她

是老師。所以，這就是我問她的問題。」

第一夫人於1月初發表聲明否認參與了

總統的任命過程，並警告使用她名字的人可

能無法獲得他們想要的職位。

她明確否認參與任命菲武裝部隊情報處

的軍官。

她說：「我與任命無關。這是我丈夫的

權力。如果我發現有人利用我的名字，我會

告訴我丈夫不要任命你，好嗎？所以，我希

望大家都清楚這一點。」

小馬無意將亞謹諾機場私有化
或外包給私營企業管理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澄清說，沒有計

劃將尼蕊·亞謹諾國際機場私有化。

小馬科斯在接受採訪時強調，政府不能

將機場私有化，私營公司也不能擁有機場，

而機場是菲國的主要門戶。

小馬科斯於週一表示：「我們沒有私有

化的計劃……沒有私有化任何東西的計劃。

相反，我們反其道而行之。」

他補充說：「當交通部長卯智斯沓談

論此事時，我認為他可能是——也許他說錯

了，或者他被誤解了。但是，你不能從一開

始就將機場私有化。他們不能擁有機場。私

人公司不能擁

有機場。」

然而，總

統透露，政府

已邀請一家經

營數個大型機

場的公司來到

菲律濱，「幫

助我們增加馬

尼拉機場的交

通流量。」

他說：「他們說，他們可以。所以，他

們要來了——他們上週來過這裡，查看機場

的運營情況，特別是因為我們在元旦和最近

的不間斷電源系統出現了問題。」

小馬科斯說，菲律濱最多只會有一份

「管理合同」，他希望這份合同來自「在經

營港口和機場方面擁有豐富經驗的私營界集

團」。

小馬科斯說：「來管理機場吧。他們

說，他們在不改變任何東西的情況下，不改

變—沒有新設備，沒有建造新的跑道，他們

可以增加目前的交通流量，他們指的是每小

時35架次起降到每小時最多45架次起降，而

不改變任何東西。」

在昨天的馬拉干鄢宮新聞發布會上，

交通部長卯智斯沓也澄清說，菲國既不會將

機場私有化，也不會把機場資產放棄給私營

界。

卯智斯沓說：「總統的意思是我們不會

將尼蕊亞謹諾國際機場的資產交給私營界，

他的意思是—私營界將通過特許協議來管理

運營機場，就像我們在宿務和克拉克的兩個

機場所做的。」

洛杉磯舞廳槍擊案 1菲僑遇難
本報訊：美國加州洛杉磯蒙特利公園一個舞廳內發生的

大規模槍擊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數已上升至11人，其中一名死者

被確認為菲律濱人。洛杉磯縣驗屍官辦公室確認死者為68歲的

阿維洛。報導稱，阿維洛的朋友證實他是蒙特利公園槍擊案的

死者之一。在上週六晚，72歲的越南裔男子陳有瑾（Huu Can 

Tran，譯音）在洛杉磯郊區蒙特利公園使用半自動手槍橫衝直

撞，殺害了50多歲、60多歲和70多歲的男男女女。

警方說，然後，他開車去了另一個舞蹈室，一名年輕男

子迅速採取行動，奪取其武器，才避免了另一場屠殺。

幾小時後，陳氏在警察找到其白色麵包車後開槍自殺。

據《洛杉磯時報》援引執法部門消息人士的話報導，探

員於週一重點關注陳氏之前與這兩家舞蹈工作室的聯繫，其中

人際關係是一個關鍵的關注領域。

蒙特利公園居民切斯特．洪告訴法新社，他認為有關除

夕派對邀請的家庭糾紛可能是襲擊的根源。

他於上週日表示：「妻子（獲）邀請參加聚會，（但）

丈夫沒有被邀請。而丈夫可能會感到不安和嫉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