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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溪連大使接受央視採訪 闡述推菲中關係提檔加速
<上接頭版>

作為外交官，在新的一年，您準備了哪

些舉措來踐行二十大精神，繼續增進中菲雙

方的民間互信呢？

答：近年來，中菲雙方持續推進「一帶

一路」倡議同菲「大建特建」「好建多建」

規劃深度對接，兩國政府間合作項目碩果纍

纍，近40個政府間項目有序推進，目前17個

已經順利完成，給兩國人民帶來了切實的利

益。

去年4月，中國政府援建的岷倫洛——

王城內（B-I）橋竣工通車，菲律濱時任總統

杜特地出席竣工儀式並講話，衷心感謝中國

政府無私援助。B-I橋選址特殊，一側是擁有

約500年歷史的中國城，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

國城，另一側是世界文化遺產西班牙王城。

早在宋代就有中國僑民來到菲律濱，這裡是

他們漂洋過海來到呂宋島的落腳碼頭。可以

說，B-I橋是一座連接歷史、現在與未來的

「民心橋」，現在已成為馬尼拉的新地標和

網紅打卡地。該橋設計獨特，寓意中菲兩國

手牽手、肩並肩，是一衣帶水的好鄰居，風

雨同舟的好夥伴，互幫互助的好朋友。

另一個重要項目是納卯——薩馬爾島大

橋。這是一座連接菲律濱第三大城市納卯市

和島嶼花園薩馬爾島的跨海大橋。該項目是

納卯人民的百年夢想，也是中菲政府間合作

旗艦項目。去年10月，菲律濱政府為該項目

舉行盛大的開工儀式，菲律濱總統馬科斯、

副總統莎拉率眾多軍政要員共同出席儀式，

期待該橋早日竣工，成為惠及兩岸百姓的新

通道，點亮納卯的新地標，見證中菲友誼的

新里程碑。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

通」。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世界各國應弘

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

全人類共同價值，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

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中菲兩國地緣相近、

血緣相親、文緣相通，千百年來早已形成無

法割捨的親情紐帶。習近平主席和馬科斯總

統將人文交流確定為兩國四大重點合作領域

之一，順應了兩國民心民意。前幾天，我們

使館與菲律濱籃球協會在菲律濱職業男子聯

賽委員杯決賽期間共同舉辦「歡樂春節」活

動，來自中國香港地區的灣區翼龍隊對陣菲

律濱老牌勁旅巴朗加國王隊。5.5萬名中菲球

迷現場觀看，創下了菲律濱籃球觀賽記錄。

我本人應邀到現場為兩支隊伍開球，球場上

到處可見中國「歡樂春節」的元素。「友誼

第一，比賽第二」。兩國民眾在喜慶濃郁的

中國年味與緊張刺激的比賽氛圍中共享體育

盛事，增進了彼此情誼。

新的一年，我們將在人文交流與民間友

好方面下足功夫，做大做強中菲相知獎、中

菲馬尼拉論壇、中菲人文之驛等品牌項目，

打造影視、體育、教育、文化、藝術等領域

更多「大人文」增量項目，將人文交流培育

成中菲關係中最強勁的增長點，為兩國人民

搭建起更加寬闊的相知相親的橋樑。

疫情前，2019年來菲中國遊客數量達176

萬人次，是菲第二大外國遊客來源國。隨著

疫情好轉，相信兩國人民不久又可以恢復到

疫前那種密切的交流交往，來菲中國遊客數

量也將恢復並超越之前水平。

習近平主席常說：「朋友越走越近，親

戚越走越親。」我們將繼續多出實招密切人

文交流，不斷夯實中菲友誼民意基礎，讓雙

方民眾更好地相互理解、彼此信任。

二、這一次馬科斯總統訪華，也帶回來

了很多利好消息，譬如菲律濱新鮮榴蓮很快

就可以走上中國老百姓的餐桌。此前您也曾

前往榴蓮園區視察，瞭解那邊的果農狀況。

您也多次前往中菲農技中心視察。咱們幫助

果農致富，推動農業合作，這體現了哪方面

的二十大精神？我們又該如何在二十大精神

的指導下，來繼續推動更多的雙邊務實合作

呢？

答：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將堅持

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

交方針，深化與周邊國家的友好互信和利益

融合。中菲是一衣帶水的近鄰。中方始終把

菲律濱放在周邊外交優先方向，從戰略和全

局高度看待中菲關係。

中國是馬科斯總統出訪的第一個非東盟

國家，馬科斯總統也是今年中方接待的首位

外國領導人。這充分體現了中菲關係的密切

程度，也說明雙方在彼此外交格局中佔有重

要地位。

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農業

是兩國元首確定的四大重點合作領域之一。

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的總方針，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確保

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中方願在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

過程中，和菲律濱分享成功經驗，推進農業

領域合作，共同實現農業現代化和糧食安

全。

20多年前，作為年輕外交官，我有幸

陪時任中國領導人訪菲，見證雙方就中方援

建中菲農技中心達成協議。20多年過去了，

我到任後非常高興地得知，中心建成20多年

來，中方專家來了一茬又一茬，一直在中心

辛勤工作，引進中國的雜交水稻，助力菲提

升糧食產量，使數百萬菲農民從中受益。此

次馬科斯總統訪華期間，中菲雙方簽署了中

心第三期技術合作項目交接證書。榴蓮深受

中國老百姓喜愛，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榴蓮消

費市場，每年需求量近百萬噸，進口量佔全

球比重超過80%。我品嚐過菲律濱榴蓮，質

優味美，名不虛傳。此次訪問，雙方還簽署

了菲律濱鮮食榴蓮輸華檢疫議定書。相信菲

新鮮榴蓮和更多其他優質水果將很快擺上中

國百姓餐桌，菲果農將從中分享到中國帶來

的機遇和利好。

中菲雖然國情不同、體制各異，但追

求發展的目標相似、路徑相通，合作潛力巨

大。近年來中菲經貿合作迅速發展，中國已

連續6年成為菲最大貿易夥伴，並成為菲主

要外資來源國之一。中方願同菲方一道，認

真落實好兩國元首重要共識，推動兩國在農

業、基建、能源、人文及其他領域合作，在

各自現代化進程中交融互促，推動中菲兩國

合作共贏、共同發展。

三、新的一年，對於兩國關係的發展，

您有哪些期待和祝願呢？

答：2023年是中國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

精神的開局之年，將踏上中國式現代化新征

程。菲律濱也將在新政府的帶領下開啟第二

次現代化進程。此次馬科斯總統成功訪華，

兩國元首共同規劃了未來合作藍圖，搭建了

支撐兩國關係的「四梁八柱」，雙方發表了

內容豐富的聯合聲明，簽署了14項雙邊合作

協議。兩國工商界還簽署了近250億美元的

投資計劃和採購意向。這些豐碩成果一旦落

地，將有力促進中菲疫後復甦發展，助力兩

國現代化進程。

新的一年，我們要積極落實兩國元首

重要共識，著力推動訪問成果落地見效，切

實轉化為兩國人民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

到的合作成果。我們歡迎菲律濱成為中國實

現現代化的重要夥伴，共同致力於做互幫互

助的好鄰居、相知相近的好親戚、合作共贏

的好夥伴，推動中菲關係提檔加速、再創新

高。

法德願意加強與菲
印太海上安全合作

本報訊：法國和德國政府已表示願意與

菲律濱合作加強印太地區的海上安全。

在昨天慶祝《愛麗舍條約》期間，法國

大使米歇爾．博科茲和德國大使賴芬斯圖爾

重申了兩國對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承諾。

博科茲說：「我們決定發起法德演習，

包括三方演習，讓我們在該地區的合作夥伴

的武裝部隊參與進來，以表明我們支持該地

區法治的意願和能力。」

法國還表示，它也願意與菲律濱在西菲

律濱海進行聯合巡邏。

她補充說：「我們準備好一起進行聯合

巡邏，所以，這是我們正在考慮的事情，我

們將允許我們的法國海軍在該地區進行更多

部署，並且正在進行這一級別的討論。」

賴芬斯圖爾表示，菲律濱和德國之間在

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一直以各種形式存在。

賴芬斯圖爾說：「在海上安全、勘測海

洋空間以及保護其領土和生物多樣性方面，

德國已開始支持菲海岸警衛隊。」

她補充說：「安全非常全面，不僅僅是

巡邏和合作。」

去年，法國表示願意幫助菲律濱建設潛

艇部隊，作為菲武裝部隊現代化計劃的一部

分。

法國還提出分享其在航空領域的專業知

識，這將有助於菲律濱的防禦態勢。

博科茲解釋說：「培訓、信息交流，我

們的共同利益更多地在於該地區的穩定上。

在菲律濱這裡非常具有戰略意義。」

菲律濱駐美國大使羅麻地斯表示，目前

正在討論菲律濱和美國在西菲律濱海進行聯

合海上巡邏的可能性。

他補充說：「我們正在研究增強我們能

力的所有可能性。聯合巡邏就像來訪部隊協

議，我們有聯合演習。聯合巡邏將成為與美

國達成的協議的一部分。我們會告訴你什麼

時候將進行巡邏，但它已經擺在桌面上。」

羅麻地斯說：「我們正在認真談論此

事。」

圖為市民昨日在馬尼拉市描西戈海灘上享受陽光和美好天氣。

黎拉羅薩倡設「博彩區」遏制犯罪
本報訊：參議員黎拉羅薩週五表示，他

正在考慮讓小馬科斯政府在如何處理菲離岸

博彩運營商（POGO）的問題上放手一搏。

黎拉羅薩是參議院治安和危險藥物委員

會的主席，該委員會聯合調查了網絡博彩對

政府金庫的收入貢獻與社會成本的對比。

黎拉羅薩說：「如果政府想要停止網

絡博彩，沒問題。他們可以隨時停止網絡博

彩。如果想繼續網絡博彩，那麼我們必須嚴

格規範網絡博彩的操作。」

黎拉羅薩的發言似乎與參議院稅源委

員會主席張僑偉的說法形成了鮮明對比，他

此前曾表示，他支持在全國全面禁止網絡博

彩。

黎拉羅薩說，他計劃在下周最後一次聽

證會後確定他對此事的立場，這次聽證會將

集中在與網絡博彩有關的犯罪問題上。

黎拉羅薩說，與網絡博彩有關的犯罪之

所以發生，是因為當局未能保護他們，因為

他們的設施受到限制。

他正在考慮建議的一個步驟是，將網

絡博彩公司安置在一個類似出口加工區的地

方，這樣它們就可以受到政府機構的密切監

控。黎拉羅薩說：「我們有個設立一個網絡

博彩區，這樣可以消除他們所說的，因網絡

博彩犯罪事件引起的社會成本。我們可以將

他們控制在一個區。安全部隊可以監視他

們，也能保護他們，他們就無法進行犯罪。

我們的稅收也能提高。」

週四，張僑偉引用亞洲脈搏的一項調查

說，大多數菲律濱人認為網絡博彩在我國的

存在是「有害的」。

計順市宣佈
唐人街為旅遊簽
市府希冀提振商業繁榮

本報訊：萬那威（Banawe）街及其附近

地區的商業將進一步繁榮，因為它被宣佈為

旅遊區。

這是計順市第一區議員亞泰地的預測，

他稱讚了他面前的市政官員提出了「偉大的

倡議」。

計順市的唐人街包括Manresa、Santo 

Domingo、Lourdes、Dona Josefa、Maharlika、

N.S. Amoranto、Paang Bundok、St. Peter、

Salvacion、San Isidro Labrador、Sta Teresa、

Sienna和Tatalon等萬那威街穿過的地方。

2015年，計順市長喬伊·貝蒙地簽署了第

2453號市律，宣佈計順市的整個唐人街為旅

遊區。

他在週四的一份聲明中說：「我的城

市、我的市長和我的同事們都支持，我也很

支持，堅定地將萬那威地區建立為計順市的

中國城，因為我們相信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和

幾年裡，整個地區和我們的整個城市都將受

益於這一偉大的倡議。」

根據這位新議員的說法，萬那威街及其

鄰近地區的企業和機構多年來為菲律濱人提

供了良好的就業機會-這可能會因旅遊區的宣

佈而得到更多的促進。

萬那威一直以汽車愛好者尋找備用、原

始和稀有汽車零件的天堂而聞名。然而，近

年來，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受歡迎的美味中

國食物的地區。

新支票設計的實施推遲至2024年5月
本報訊：菲律賓清算所公司（PCHC）宣

佈，支票新的設計標準和規範的實施將推遲

至2024年5月1日。

菲律賓清算所公司告訴記者：「推遲實

施是為了讓銀行客戶有更多的時間用完剩餘

的支票或其持有的印刷支票的基本庫存。」

菲律賓清算所公司關於新支票設計標準

的第一份通知包括標準簽發日期格式，即月-

日-年。它還指出日期格式指南顯示在日期行

下方。

此外，發行日期的每個字符都有一個單

獨的方框，披索符號從方框中移出。

還有一個空白框，用於書寫發行日期、

數字金額以及發行人或出票人的簽名。

根據菲律賓清算所公司的說法，這些更

改旨在為支票設置統一的日期書寫格式，以

避免誤解，並通過為銀行提供更好的光學字

符識別功能來增強支票處理能力。

央行28天期TDF利率上升
本 報 訊 ： 週 五 ， 菲 律 賓 中 央 銀 行

（BSP）28天期票據的認購量不足，本周利率

將繼續上漲。

央行發佈的數據顯示，拍賣會期間提

交的投標額僅為1064.95億元，略高於融資額

1900億元的一半。

拍賣委員會只授予了944.45億元。

債務票據的平均利率從上周的6.3464%增

至6.3545%。

央行副行長弗朗西斯科·達基拉在一份聲

明中表示，本周拍賣中接受的收益率「有所

上升。但縮小至6.1500%-6.4250%的範圍。」

他表示：「央行票據拍賣的結果遵循了

市場參與者對客戶融資要求的預期，一些人

重新調整了他們的資產組合。」

他補充道，央行的貨幣操作將繼續以

其對最新流動性狀況和市場發展的評估為指

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