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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甲美地省描戈沃社亞銀那洛高速公路上售賣的五彩繽紛聖誕燈飾。菲律濱人早在9
月份就開始準備過聖誕節，購買聖誕燈飾來裝飾住家。

難敵中國嚴打 博彩公司開始撤離我國
本報訊：財政部長杜明藝斯昨天說，由

於中國嚴打，菲離岸博彩運營商行業的中國

工人「開始取消」他們在首都租賃的房產。

財政部長說，他是從馬加智市的一位業

主那裡得到了這個消息。

杜明藝斯在參議院進行的財政部預算聽

證會期間說：「因為業績不好，菲離岸博彩

運營商行業和服務供應商客戶都開始取消他

們的租賃合同。」

他 說 ： 「 中 國 政 府 正 在 打 擊 資 金 轉

移……並取消了為菲離岸博彩運營商行業服

務的人員的護照。」

杜明藝斯沒有說明被取消的租賃合同是

否涉及商業空間、住宅單位或兩者皆者。

在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狄倫詢問今年菲國

政府預計能從在線賭博運營商那裡獲業多少

後，提出了這個問題。

杜明藝斯說，由於財政部仍在進行「盡

職調查」，並對新冠肺炎和中國近期事態發

展對菲離岸博彩運營商行業的影響進行「評

估」，他無法立即作出估計。

早些時候，參議員們將菲離岸博彩運營

商的特許經營費從佔淨獎金的5%修改為總投

注額的5%。

此前有大量報導稱，中國在線博彩運營

商一直迴避繳納適當的菲國稅款。

據財政部說，在2019年，菲律濱向菲離

岸博彩運營商及其服務提供商徵收了約64.2

億披索的稅收。

菲國的房地產行業也受益於菲離岸博彩

運營商，因為成千上萬的中國籍工作人員在

不同的城市尋找公寓。

但在腐敗、賣淫、毒品、綁架和人口販

運等各種犯罪與菲離岸博彩運營商及其工作

人員有關之後，參議員們一直在推動對該行

業實施更嚴格的監管。

臉書刪逾百撐杜特地假帳號
操縱者被追踪到中國福建省

本報訊：社交媒體巨頭臉書關閉了100多

個虛假的臉書帳號和頁面，其中有支持杜特

地總統和其女兒納卯市長莎拉．杜特地—加

彪可能的2022年總統競選組合。

臉書的安全政策主管納撒尼爾•格萊謝

爾於週二晚表示，這些虛假帳號被追踪到是

中國福建省的個人帳戶。

據格萊謝爾說，這些頁面和帳號採用了

「協同性造假行為」，以中文、英語和菲律

濱語3種語言發布有關全球新聞、西菲律濱海

和美國海軍行動的消息。

其他內容包括批評新聞網站Rappler和其

他有關菲外勞的問題，眾所周知，大多數菲

外勞都很支持杜特地。

格萊謝爾在記者會中透露：「他們把

大部分活動集中在東南亞。他們以中文、菲

律濱語和英語發帖，帖文關於國際新聞和時

事，包括中國對南中國海的興趣、香港、支

持杜特地總統的內容和莎拉．杜特地可能

在2022年參選總統、批評Rappler、與菲外勞

有關的問題、稱讚中國，有一些是批評中

國。」

他補充：「我們認為這是來自中國福建

省的個人所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們

刪除這些帖子，我們會與我們的同行和研究

人員共享相關信息。」

這是臉書追踪到的兩個網絡中的第一

個，另一個是與執法部門，特別是菲武裝部

隊和菲國警有聯繫的國內群體。

格萊謝爾還說，臉書的獨立調查，以及

他們主動揭發此類行動，導致發現這個組織

存在於中國。

格萊謝爾於2019年3月還披露了200多個

臉書帳號，屬於2016年總統大選中，杜特地

的社交媒體策略師尼克．牙文納達管理的一

個網絡。

在此之前，牙文納達還為當時的總統蕊

蕊．亞謹諾的陣營和廣播界巨頭ABS-CBN工

作。

莎拉．杜特地—加彪被傳言稱，她將

為了2022年大選而成為執政黨的一分子。在

他們於2019年的參議員選舉中派出了參選人

後，便出現了可能與羅貝禮道決戰的傳言。

格萊謝爾說，關於該報告的更多細節將

在稍後公佈，並附有來自中國網絡的帖文樣

本。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格萊謝爾說：所

有的帳號都表現出了「協同性造假行為」，

並都採用了欺騙手段。

他解釋：「正如你們所知道的，集中使

用虛假帳號是我們判斷是否存在協同性造假

行為的必要條件，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是他們

唯一的欺騙行為。」

他補充：「所以，我們經常看到這些組

織使用的網頁並沒有完全披露其幕後的人。

這些帳號的不僅僅是假的，它們還利用這些

帳號推廣他們的帖文。」

杜特地敦促敵對國家
緩和緊張局勢防核戰

菲新社馬尼拉9月23日電：杜特地總統昨

天說，敵對國家需要緩和緊張局勢，以防止

未來發生核武戰。

在聯合國大會上首次發表演講中，杜特

地總統呼籲在南海和其它衝突地區有利益的

國家緩和撕裂人們的緊張局勢。

他說：「加劇緊張局勢對誰都沒有好

處。新的爆發點加劇了恐懼，以及往往會使

人們分裂。當大象打架時，被踩扁的是草

地。」

杜特地總統感嘆，在新冠肺炎疫情之際

需要穩定和信心的時候，地緣政治緊張關係

卻「不斷加劇」。

他說：「因此，我呼籲南海、朝鮮半

島、中東和非洲的各利益相關方：如果我們

還不能成為朋友，那麼看在上帝的份上，讓

我們不要太恨對方。我曾經聽人這麼說過，

我對自己也這麼說，我完全同意。」

他還警告，如果發生核武戰，便會造成

嚴重的後果。

他說：「鑑於競爭國的規模與軍事實

力，我們只能想象，如果『文字戰』惡化為

一場真正的核武和導彈戰，將給人的生命和

財產造成可怕的損失，並對此感到驚駭。」

與此同時，杜特地總統宣布，他已要求

參議院批准聯合國禁核武條約。

他說：「我已要求菲律濱參議院批准禁

止核武器條約。重要的是，我們是率先簽署

條約的國家之一。」

他說，「沒有任何抱負或野心」能合理

解釋使用造成濫殺濫傷和徹底毁滅的核武器

的行為。他說：「沒有理由為核戰爭可能造

成的死亡，不顧後果地使用可能造成大規模

毀滅的化學和生物武器找藉口。」

杜特地總統說，武器置人們「於死亡風

險」，尤其如果它們落入恐佈分子的手中。

他還呼籲所有成員國完全實施核不擴散

條約和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公約。

在2017年，122個聯合國成員國（包括菲

律濱）通過了上述條約。目前已有45個國家

已批准了條約。

菲願接受羅興亞難民
本 報 訊 ： 杜 特 地 總 統 昨 天

在聯合國大會發表首次演講期間

說，菲國願意接收難民或被迫流

離 失 所 的 人 ， 其 中 包 括 羅 興 亞

人。

他 說 ： 「 我 已 經 說 過 很 多

次了，菲律濱的大門一直是敞開

的，對所有尋求安全的人都是敞

開的，比如羅興亞人。」

他補充：「面對全世界不斷

加劇的難民危機，讓我們共同努

力，結束迫使人們逃離家園的衝

突和狀況。」

羅興亞人是居住在緬甸西部

的穆斯林人，他們被迫離開自己

的國家。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網站公佈

的數據，全世界大約有7950萬人被

迫逃離家園。其中有近2600萬人是

難民，其中大約一半年齡在18歲

以下。

該機構還說：「還有數百萬

名無國籍的人，他們被剝奪了國

籍，無法獲得教育、保健、就業

和行動自由等基本權利。」

杜特地總統在演講時也呼籲

相互了解和容忍。

儘管杜特地聯大提南海仲裁結果

DITO公司深信中國電信不會撤資
本 報 訊 ： 第 三 家 電 信 公 司 D I T O 

Telecommunity Corp.相信，在杜特地總統援引

2016年菲律濱在南海仲裁案中勝訴後，中國

合作夥伴不會撤出他們的投資。

DITO首席行政管理官沓馬諾昨天說：

「如果你們知道我們和外國合作夥伴為這個

項目付出了多少努力、時間和資源，你根本

不會想到他們會退出。」

沓馬諾說：「這是他們第一次進軍另一

個國家，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項

目。」

DITO的前身是Mislatel財團，由納卯商人

黃書賢的Udenna Corporation（35%）、Udenna

的子公司Chelsea Logistics Holdings Inc.和中國

國有企業中國電信公司（40%）組成。

DITO為其5年計劃投資了2570億披索，

以實現其承諾的55兆網速和84%人口覆蓋

率。

沓馬諾說，單在今年，該公司將花費

1500億披索用於兌現其第一年承諾，也就是

網速最低為27 兆和37.03%人口覆蓋率。

DITO透露，截至9月13日，為了在2021

年1月實現37%人口覆蓋率和27兆網速的目

標，該公司已經建造了859座發射塔，這是超

過總數1300座發射塔的一半。

此前，杜特地首次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

的講話中表示，菲國拒絕任何破壞海牙常設

仲裁法院於2016年7月作出的仲裁裁決的企

圖。

沓馬諾說：「菲律濱與中國建立了超過

45年的外交關係。這是我們與中國建立外交

關係的第45年，也是我們與中國建立經濟關

係和歷史關係的第45年。」

他補充：「政治是一回事，但我認為這

裡的共同利益是商業和國家建設。我不認為

我們的合作夥伴會因為南中國海或西菲律濱

海的爭端而退出。」

他重申，DITO是一家菲律濱人所有的公

司，儘管其股東中有中國人。由於該公司與

菲律濱軍方的合作協議，有人擔心該公司可

能從事間諜活動。

沓馬諾說，該公司有一項由信息和通

信技術部及國家安全顧問批准的網絡安全計

劃。

新增2833宗確診 總數近30萬
本報訊：衛生部報告昨天再新增2,833宗

新冠肺炎感染病例，這使菲國的累計新冠肺

炎病例總數在昨天增至294,591例。

大多數新增病例仍然來自大岷區，1222

例；其次是甲美地，228例；西黑人省，206

例；描東岸省，143例；武六干省，141例。

與此同時，再有765人康復，這使菲國的

累計康復人數增至231,373人。

另外，再有44人死於新冠肺炎，這使菲

國的累計死亡人數增至5091人。

在接受治療或隔離的現存病例為58,127

例。

其中86.5%屬於輕症病例；9.2%為無症狀

病例；1.3%為重症病例；3%為危重病例。

33名員工確診 怡朗市政廳封3天
本報訊：怡朗市政廳33名員工確診，從

週三開始封鎖3天。

怡朗市長傑裡·特納斯說，被診斷出感染

COVID-19的員工都來自該市財務辦公室。

特納斯說：「我們決定測試每個人的安

全性。」

大規模檢測還將確保，只有通過新冠肺

炎檢測的員工才能在下周重返工作崗位。

市長也在週三接受拭子檢測。

怡朗市正處於改良版一般社區隔離。但

新冠肺炎病例在過去幾天繼續增加。

目前共有13個描籠涯處於完全封鎖狀

態。

他說：「兩天前，我們有大約62名確

診者，而昨天，我們大約有37名，病例還在

繼續增加。我們只是想確保在這次全面封鎖

後，傳播會停止。」

當地政府還將對13個描籠涯確診者的密

切接觸者進行接觸追蹤。

他說：「希望本週末之前所有的結果都

能出來。」

與此同時，特納斯說，他們繼續接受歸

國菲勞和滯留人員，只要他們接受檢測和隔

離。

加耶丹諾若留任至年底
杜特地總統表示可理解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日說，如果眾議

長加耶丹諾留任到12月，以防止2021年預算

提案的通過被推遲，杜特地總統是可以「理

解」的。

儘管加耶丹諾和馬仁俞計眾議員維拉斯

戈達成了任期共享協議，但總統發言人羅計

表示，如果為了保證預算案在年底前獲得通

過，那麼前者留任將是合理的。

他在一次採訪中說：「總統也在同一場

合告訴我，如果需要加耶丹諾那裡工作到12

月來處理預算問題，他是可以理解的。」

羅計表示，希望眾議院領導人的爭吵不

會破壞擬議的預算，其中包括應對新冠肺炎

疫情所需的2.5兆披索的刺激方案。

他說：「哦，如果要內訌，我希望是在

預算之後。」

根據羅計的說法，預算的及時通過是

「沒有商量餘地的」。

他說：「現在總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

不願意就預算應該在12月前通過這一事實進

行談判。」

根據杜特地促成的任期分享協議，加

耶丹諾將擔任前15個月的眾議長，或到2020

年10月，維拉斯戈將接任眾議長一職，並擔

任剩下的21個月，或到2022年第18屆國會結

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