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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美軍演將在小馬家鄉舉行
本報訊：下一次「肩並肩」軍事演習將

於4月24日至27日在北伊羅戈省舉行，預計至

少有1.6萬名美國和菲律濱軍人參加。

作為第38屆肩並肩軍事演習，這將是自

2020年新冠疫情開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也是在小馬科斯總統家鄉省舉行的首次大型

軍事演習。

菲武裝部隊的執行代理人和演習的負責

人洛吉科上校說：「這次特別演習的重點是

測試菲武裝部隊根據其現代化計劃所獲得的

能力，旨在為菲國提供可靠的防禦態勢。」

洛吉科於週一在省委員會的一次演講中

補充說，演習將涉及陸軍、海軍和空軍部隊

以及特種作戰部隊。

他說，位於布戈斯社的博吉多岬角也是

第4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所在地，將成為演習的

「主要地點」和「作戰區域」。他補充說，

將在薩拉特鎮的聖華金村建立一個由美國資

助的健康中心，同時在該省的遺跡博吉多角

燈塔為「尊貴的遊客」安排一場活動。

在2020年，軍事演習因疫情而取消後，

肩並肩軍事演習活動於2021年恢復，但規模

有限。全面演習於去年回歸，另一個北部省

份加牙淵共接待了兩國共8900名軍事人員。

圖為一名工作人員昨日在計順市農業部的農業發展中心整理雞蛋。這裡的中型雞蛋一個
賣8至9披索。

小馬冀國會盡快通過RCEP協定
本報訊：總統小馬科斯希望國會盡快

通過菲國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同時，他感謝立法者迅速推進其

它的重點議案。

總統通訊辦公室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RCEP是「總統府根據總統的指示推動的協定

之一」。

菲律賓尚未批准加入RCEP，此前，菲

律濱議員推遲了對這一問題的決定。該一夥

伴關係是東盟10個成員國以及澳大利亞、中

國、日本、韓國和新西蘭之間的自由貿易協

定。

自由貿易協定還將允許更多來自其他國

家的農產品以零關稅進入菲律濱。

小 馬 科 斯 去 年 表 示 ， 應 該 重 新 審 查

RCEP，以確保它不會削弱本地農民和農業部

門的競爭力。

他說：「唯一的絆腳石是，如果你處於

競爭地位，那麼交易一切都很好。我不知道

我們的農業是否足夠強大，足以應對開放市

場所帶來的競爭。」

與此同時，總統府表示，總統在其第一

次國情咨文中提出的19項優先立法法案中，

有10項已獲得眾議院通過並已轉交參議院。

其中包括：

——4號稅收方案：被動收入和金融中介

稅法案（PIFITA）

——政府金融機關為恢復景氣，統一支

援困難企業（GUIDE）法案

——3號稅收方案：不動產估價和評估改

革法案（第6558號眾議院法案）

——《互聯網交易法》、《電子商務

法》和寬免土改受益者未付分期貸款和利息

與此同時，以下是小馬科斯認為緊急的

法案，以及眾議院通過的立法行政發展諮詢

委員會（LEDAC）優先考慮的其他措施，但

目前仍有待參議院審議：

——新護照法

——禮智生態區

——廢物處理技術

——為軍人和警人員提供免費法律援助

——東未獅耶發展署

——經修訂的國家學徒計劃和描籠涯衛

生工作者大憲章。

描籠涯10月選舉
選署擬在商場投票

本報訊：選舉署正在考慮一項提案，允

許在即將於10月舉行的描籠涯和青年議會選

舉在商場內進行投票。

選舉署專員加西亞表示，到目前為止，

商場經營者似乎很樂意接受這個想法。

他在接受無綫廣播電台的採訪時說：

「商場繼續非常熱情地接受我們的想法，因

為他們目前也為我們的衛星註冊和隨處註冊

項目提供了空間。」

「也許我們可以在描籠涯和青年議會選

舉中嘗試在商場進行投票，讓我們在大岷區

選擇一些商場，讓我們的同胞可以在商場裡

投票。」

他解釋說：「與此同時，我們提供更多

的空間和更多的安全性。」

加西亞說，只有購物中心附近的描籠涯

居民才能根據綜合選舉法在那裡投票。

加西亞說，購物中心投票預計不會使選

舉署花費更多。

他指出，購物中心可能願意免費提供投

票空間，以換取選舉帶來的客流量。

他說：「無論如何，我們的同胞都肯定

會，至少，在投票前往購買飲料。有些人甚

至會在投票後去逛街。」

這位資深選舉律師表示，購物中心是更

舒適的投票場所。

他還表示，購物中心對於選舉來說更安

全。

國家監獄30獄卒
涉電子錢包腐敗

本報訊：本週三，懲戒局代局長加沓邦

表示，懲戒局的多名工作人員目前正在接受

調查，原因是他們可能參與了國家監獄內部

的電子錢包腐敗行動。

「我們正在調查大約30名人員，」他告

訴記者，並指出有關獄卒已被預防性停職。

1月23日，加沓邦和司法部長黎慕惹透

露，據報告，懲戒局獄卒通過一個流行的電

子錢包應用程序參與腐敗。

據加沓邦說，當局已經從涉嫌實施該計

劃的懲戒局獄卒手中沒收了30多萬披索。

考慮到囚犯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食物和

藥品補貼，加沓邦說，囚犯可以通過獄卒的

手機錢包從親屬那裡得到錢。

然而，一些囚犯抱怨說，一些新比利密

獄卒從發給他們的每1000披索中抽取100披索

服務費。

除了預防性停職外，加沓邦表示，他們

現在將通過應用程序，向囚犯發送每1000披

索的費用，設置為30披索費用，以解決這個

問題。

他說：「有關此事的調查正在進行中，

我們將對在監獄內從事非法活動的獄卒提出

適當指控。」

6座小飛機失蹤 
民航署全面搜救

本報訊：在週二，一架塞斯納206型飛

機未能抵達伊沙迷拉省馬科那康機場的預定

目的地，菲民航署目前正在進行「全面」搜

救。

高瓦淵控制塔於週二下午3點17分左右向

菲律濱民航署總部通報了這一事件，這架飛

機被確定為RPC1174。

菲律濱民航署發言人阿布洛紐昨天在發

布聲明時稱：「RPC1174於下午2點15分從高

瓦淵機場起飛，它與空中交通管制員的最後

一次聯繫是在下午2點19分，當時它在納義利

安大橋附近。」

「它預計在下午2點45分到達馬科那

康。」

這架小型飛機本應總共飛行30分鐘，但

仍未得到聯繫。

在下午3點15分，高瓦淵控制塔發起了一

次通信搜索。但仍然沒有回應。搜救於下午4

點開始。阿布洛紐說：「由於通信搜索沒有

結果，警報級別在下午4點 12分提高到遇險

階段，這促使展開全面搜救，目前仍在進行

中。」

根據菲民航署說，遇險階段是一種狀

況，遇險階段可以合理確定飛機及其乘員受

到嚴重和迫在眉睫的危險威脅，並需要立即

援助。

在接受無綫廣播電台的採訪時，卡馬

托伊透露，事發時，她的一些親屬也在飛機

上，包括她的兄弟和她的兩個孩子。

她非常激動地說：「我姐夫的父親去

世了。他是馬科那康人。孩子們和他一起去

了，因為他們和老爹很親近。」

她說：「這就是此行的目的，因為葬禮

是在26日，他們此行是為了在最後的時刻見

到老爹。」

卡馬托伊說，她的一個孩子甚至在失踪

的飛機上直播，定期向她更新他們的下落。

34%國人指生活質量改善
本報訊：社會氣象站在2022年第四季度

進行的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34%的成年菲

律濱人表示他們的生活質量在過去12個月內

有所改善，26%的人表示變得更糟，39%的人

表示沒有改變。

該調查於2022年12月10日至14日進行，

結果在昨天發布。該調查對全國1200名成年

人進行了面對面訪問。

社會氣象站以「贏家」一詞來表示那

些認為自己的生活質量有所改善的人，「輸

家」來表示那些認為自己的生活質量惡化的

人，而「未改變」的人則表示那些認為生活

質量保持不變的人。

最新數據轉化為淨贏家得分為 +8（樂

觀主義者的百分比減去悲觀主義者的百分

比），這被社會氣象站歸類為「很高」的水

平。

社會氣象站指出：「2022年12月的淨贏

家得分高於2022年1 月的零分和2022年6月及

2022年4月的 -2。但是，它仍比2019年12月疫

情前的+18少了10分。」

社會氣象站解釋說，2022年10月至2022

年12月期間，全國淨贏家得分上升了8分，這

是由於所有地區的增長，尤其是棉蘭佬島。

與 2022年10月相比，大岷區的淨贏家上

升了9個百分點，從+9上升到+18。

這在呂宋島其他地區上升了兩個百分

點，從+8上升到+10；在未獅耶是從-13上升

至-4，上升了9個百分點分；在棉蘭佬，從-11

上升到+10，上升了21個百分點。

農業部：
進口大蒜比本地蒜便宜

本報訊：農業部週三表示，現在市場上

進口大蒜的售價比本地收穫的大蒜便宜。

農業部在一份聲明中說：「根據最近的

市場監測，更多的大蒜使用者更喜歡每公斤

80披索的進口大蒜，而不是每公斤300披索的

當地生產的大蒜。」

根據菲律濱地方檢察官對大岷區13個主

要菜市場的最新價格監測，進口大蒜的零售

價格在100披索到130披索之間。價格表沒有

說明當地大蒜的零售價格。

農業部說：「巨大的價格赤字迫使買家

購買來自其他大蒜生產國的品種。」

該機構稱，北伊羅戈和南伊羅戈是大

蒜產量最高的地區，大蒜種植面積合計為

1315.70公頃。

農業部保證說：「到4月份，總共將有

3947噸大蒜供應給消費者，這些大蒜來自伊

羅戈地區的22個大蒜生產城鎮。」

農 業 部 表 示 ， 2 0 2 1 年 全 國 共 收 穫 了

5,890.14公噸大蒜，但總需求達到了139,509公

噸。

2022年8月，農業部告訴眾議院，它正在

努力促進當地大蒜產量，特別是在北伊羅戈

和南伊羅戈。

2022年菲律賓農業產出
連續第三年負增長

本報訊：週三公佈的政府數據顯示，

2022年，菲律賓農業產量連續第三年保持負

增長，四個季度中有三個季度產量下降。

菲律賓統計管理局（PSA）的數據顯

示，由於農作物和漁業的減少，今年第四季

度農業和漁業生產價值下降了1.0%。

第四季度，農作物產量下降了1.0%，其

中最大的下降是玉米產量，下降了6.9%，芒

果下降了5.8%，苦瓜下降了4.7%，稻米下降

了2.5%，卡曼橘下降了2.5%。

與此同時，漁業產量下降了6.6%，大

眼金槍魚（tambakol/bariles）下降了43.7%，

泥蟹（al imango）下降了37.0%，滑口魚

（sapsap）下降了34.3%，竹莢魚（talakitok）

下降了34%，石斑魚（lapu- lapu）下降了

26.3%，虎蝦（sugpo）下降了14.6%，鰹魚

（gulyasan）下降了14.4%。

牲畜產量增加了2.5%，因為生豬和奶製

品產量抵消了今年最後三個月牛、焦糖和山

羊產量的下降。

與此同時，家禽產量增長1.8%，鴨蛋和

鴨蛋產量均增長4.3%，雞肉產量增長2.3%，

雞蛋產量增長0.2%。

2022年，農業和漁業的全年產值下降了

0.1%，這是繼2021年下降1.7%和2020年下降

1.2%之後的連續第三年萎縮。

2022年，農作物產量下降1.0%，漁業下

降6.6%，而牲畜產量增長2.5%，家禽產量增

長1.8%。統計管理局早些時候報告，2022年

12月的食品通脹率為10.2%，蔬菜、塊莖、芭

蕉、烹飪香蕉和豆類的通脹率創下了十年來

的新高，為32.4%。

財政部（DOF）去年10月表示，預計

2022年最後一個季度通貨膨脹率將繼續上

升，原因是該季度幾個颱風襲擊我國造成的

破壞。

馬哈里卡投資基金容易涉腐敗和洗錢
本報訊：亞洲諮詢集團創始主席兼首席

稅務顧問阿培亞昨日表示，馬哈里卡投資基

金目前的狀況很容易涉腐敗和洗錢。

馬哈里卡投資基金的資金最初應該來自

養老基金，但在公眾的強烈反對下被取消。

然後，它被修改為來自金融機構的收益，如

菲央行、土地銀行和菲發展基金。

據稱，它是「重新設計」的，以放棄菲

央行和其他公司，並從國企的股息中獲得資

金，而小馬總統否決了這一建議。

他說：「說實話，我相信除了那些想洗

黑錢的人，沒有其他人有興趣在這裡投資。

事實是，目前還不清楚，對於那些想要利用

我們賺錢並逃脫懲罰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機

會。這正是馬哈利卡所提供的。」

他補充道：「不清楚，這太令人困惑

了，有很多豁免，你到底在吸引誰？你實際

上是在吸引那些想利用它的人。」

經濟經理們表示，該基金將由各自領域

的專家管理。然而，獨立經濟學家指出，主

權財富基金的成功取決於不存在腐敗。他們

說，馬來西亞國家主權基金的財務醜聞就是

一個例子。

「我們的政府機構存在透明度和問責

制問題，」阿培亞說，他引用了全球研究報

告，稱菲國在全球腐敗指數方面處於落後者

之列。

阿培亞還對亞眉眾議員薩西沓提出的首

次公開募股提議發表了看法。一旦上市，任

何人都可以投資。

小馬科斯說，他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

界經濟論壇上推介了馬哈利卡投資基金。

但阿培亞表示，主權財富基金應該使用

政府資金，而不是外國投資者。他說，如果

外國投資者因為擁有更大的基金而賺更多的

錢，那麼這就違背了創建基金的目的。

他說，菲律濱顯然有預算赤字，而不

是盈餘，而且債務不斷膨脹，超過13萬億披

索。

這項法律還規定了向貧困家庭發放紅

利，阿培亞說，不應該通過這項規定。

他說：「那項規定不應該成為法律，

你如何撥出根本不存在的金錢？我們甚至不

確定這是否能盈利。為什麼你們已經分配了

呢？」他還說：「我敦促公眾、媒體和每一

個熱愛這個國家的人確保這項法律、這項提

議最初不會成為法律。它可能有一些良好的

意圖，但需要徹底的審查和辯論。」

彭敏直促查菲娛樂博彩公司
與第三方審計員60億元合同

本報訊：參議院少數黨領袖彭敏直正

在尋求對國家博彩公司官員可能犯下的腐敗

和其他違規行為進行獨立調查，這些官員涉

嫌與第三方審計員簽訂了據稱「異常」的合

同。彭敏直通過他於週二提交的參議院第443

號決議，呼籲參議院藍帶委員會進行調查。

在該決議中，彭敏直引用了參議員張

僑偉在週二參議院稅源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披

露的Global ComRCI的「有問題資歷和可信

度」。菲娛樂博彩公司委託Global ComRCI檢

查菲離岸博彩運營商的收益。

彭敏直在其決議中表示：「根據參議員

張僑偉的說法，菲娛樂博彩公司未能審查第

三方審計機構Global ComRCI的資格和能力，

它在2017年獲授予了一份價值60億披索的10 

年合同。」

作為稅法委員會主席，張僑偉在一系列

與網絡博彩相關的非法活動之後，主導了對

網絡博彩的調查。

該決議進一步指出張僑偉披露Globa l 

ComRCI「沒有辦公室，缺乏資本，沒有納

稅，沒有在厘務局和證券交易署註冊，並且

沒有遵守菲娛樂博彩公司的投標文件中規定

的職權範圍的其他要求。」

彭敏直還引用了張僑偉的評論，即菲娛

樂博彩公司在與上述第三方審計機構簽訂價

值數十億披索的合同時可能被騙了。他在決

議中稱：「從上述內容可以明顯看出，第三

方審計師Global comci在法律上、技術上和財

務上都不具備根據我們的採購規則和條例所

要求的擔任菲娛樂博彩公司顧問的能力，並

且從一開始就不應該授予該合作，因為不符

合資格。」

彭敏直說，即使是審計委員會也發現

Global ComRCI在2020年對菲娛樂博彩公司的

審計過程中存在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