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ptember 25 2020 Friday  Page8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二○二○年九月廿五日（星期五） 商報
要聞

大廈出售
BAMBANG YAKAL

4層樓
JONJON.09178337779

87337767

左圖為黃溪連大使（左）向林育慶（右）贈送《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右圖為黃溪連大使（左）向楊華鴻（右）贈送贈送使館製
作的《留住歷史，留住記憶——圖說中菲攜手抗疫中的感人故事》畫冊。		 	 	 	 	 			<中國駐菲大使館供圖>

美機結束偵察南海 疑降菲空軍基地
本報訊：據「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

官方微博發佈的消息，9月23日，美海軍一架

P-8A反潛巡邏機結束對南海偵察後，疑似降

落至菲律濱克拉克空軍基地。

克拉克空軍基地由美國陸軍于1903年

修建，最初命名為斯托森堡，是美國進軍亞

洲地區最大的營地，美軍將作戰和後勤保障

力量大量囤積于此，基地的規模不斷擴大。

1919年，其正式更名為克拉克基地，成為美

國陸軍航空兵中型轟炸機主要駐紮點，到20

世紀30年代該地部署有美駐菲半數以上轟炸

機。

二戰期間，美調遣大量戰機進駐該基

地以籌備對日作戰，但因情報使用不當，

在珍珠港遇襲9小時後，克拉克基地也遭到

日空中力量的毀滅性打擊。日軍佔領該樞紐

要地後，迅速將其作為空中力量作戰中心，

以此為據點出動戰機參加了二戰最大規模海

戰——禮智灣戰役。依托本土和克拉克連接

成的鏈狀基地群，日海、空兵力肆虐橫行。

直至1945年1月，美軍重新奪取克拉克，在此

建立美陸軍和空軍在太平洋戰區的指控分中

心。

地緣優勢和戰爭經歷使美方十分重視

對該基地的開發運用。冷戰時期，該地成為

美主要空軍基地，越南戰爭中作為物流中轉

地成為美軍「大本營」。蘇聯解體後，美在

菲駐軍重要性下降，加之菲國內反美情緒上

升，美藉口彬納杜霧火山爆發威脅到駐軍安

全，于1991年11月撤離該基地。但根據美菲

協議，美軍仍可飛越克拉克等基地上空，並

在緊急狀態下可申請臨時使用機場設施。

有分析認為，克拉克基地見證了美空軍

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建設發展和戰略收縮，從

戰場布勢中軍事行動的支點，到戰略威懾島

鏈計劃中的一環，再到整體兵力收縮後靈活

戰術的選擇，美對該基地的運用體現出其在

該地區軍事策略的調整和企圖。

2016年，美菲再次簽署協議，菲向美開

放克拉克等5個軍事基地。美隨即調派駐韓國

烏山和日本沖繩的A-10、HH-60以及MV-22等

型機前往克拉克基地進行訓練和「軍事文化

交流」，並宣佈加快機場設施建設。力量部

署方面，美海軍P-8A反潛巡邏機已常態部署

該基地，海軍陸戰隊EA-18G電子戰飛機也實

現階段性駐防。菲媒稱，機場的機庫、跑道

條件已允許B-52H戰略轟炸機、F-22A隱形戰

鬥機和大型無人機的停駐。

武六干一周千宗
新增確診病例

本報訊：官員說，武六干省一周內至少

出現1000宗新冠肺炎病例，截至週四(9月24

日)，該省記錄在案的病例已達5171例。

大多數病例來自仙扶西黎文地市。該市

迄今已有1,214名新冠肺炎患者。但其中968例

是治癒者。

該省其餘3947例新冠肺炎病例列在其他

城鎮。在這些病例中，共有1846例是活躍病

例。但從省衛生辦公室的記錄顯示，從疾病

中治癒的患者已經達到3077人，死亡人數為

96人

武六干醫療中心的產科病房已經停止接

收病人，因為一些住院婦女檢測出病毒呈陽

性。受感染的母親及其嬰兒被轉移到其他治

療和隔離設施。

菲不排除在聯大提決議
促華遵守南海仲裁裁決

本報訊：馬拉干鄢不排除在聯合國大會

上提出一項決議，要求北京遵守2016年的歷

史性裁決，該裁決拒絕中國對南中國海的主

權主張。

總統發言人羅計昨天在新聞發佈會期

間說：「正如我此前所說的，任何事情都是

有可能的，但總統府並沒有下令採取這一步

驟。」這與總統府和外交部在去年採取的立

場明顯不同。

在2019年的聯合國大會上，由于擔心傷

害中國，馬拉干鄢斷然拒絕了在這個備受矚

目的會議上主張海牙裁決的提議。

總統的前發言人巴尼洛說：「這可能只

會對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繼續進行的外交和友

好會談產生不利影響。」

巴尼洛還稱，確認海牙裁決是「徒勞的

做法」，因為聯合國沒有機制或國際警察執
行該仲裁裁決。

外交部長陸辛也曾對這一想法不屑一
顧，稱菲律濱肯定會在聯合國大會上輸掉任
何的數字遊戲，因為許多成員國都欠中國的
人情。

儘管杜特地于週三的聯合國大會發表首
次的演講中，並沒有呼籲一項決議，但他堅
定主張海牙的仲裁裁決，以及宣佈菲律濱將
「拒絕」所有破壞該裁決的企圖，這種態度
可能為提出這樣一項決議奠定基礎。

但羅計淡化了杜特地總統在聯合國大會
上的演講的影響，他說，他澄清海牙的裁決
並不是什麼新鮮事。

羅計昨天說：「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強烈
的信息。這是重述一項舊的現行政策。自競
選以來，他便表示不會放棄我們任何一寸領
土。因此，他只是堅持我們在國際海洋法法
庭上取得的勝利。」

雖然菲律濱外交官在國際論壇和官方交
流中確實提到了海牙裁決，但杜特地本人在
聯合國大會這樣的多邊平台上，從未如此明

確和強烈地提及仲裁裁決。

黃溪連大使與華社僑領
共迎中國國慶中秋佳節

本報訊：據中國大使館消息，9月23日，

黃溪連大使邀請菲華商聯總會理事長林育慶

博士、菲華各界聯合會主席楊華鴻和菲律

濱中國商會會長洪及祥作客使館，共迎即將

到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1週年和中秋佳

節，並就中菲抗疫合作等議題進行交流。

黃大使表示，很高興邀請三位僑領來使

館作客，共同慶祝中國國慶和中秋佳節。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三大華社團

體帶領各僑團組織，發揮自身資源優勢和動

員能力，積極支援祖（籍）國抗疫，並在使

館支持下成立華社救災基金抗疫委員會，為

紓解旅菲同胞困難、穩定華社民心發揮了重

要作用。菲廣大華僑華人顧全大局，為支持

中國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貢獻，值得高度讚

賞。希望三個社團繼續發揮引領作用，與其

他僑團一道，凝聚華社力量，為中菲兩國的

長期友好合作添磚加瓦。

使館將全力支持華社工作，服務好在

菲同胞，同大家一道共克時艱，盡早戰勝疫

情。

三位華社負責人熱烈祝賀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71週年，感謝黃大使邀請來館共迎佳

節，表示將繼續積極配合使館，響應大使有

關號召，用好華社救災基金會及抗疫委，維

護好在菲中國同胞的健康和安全利益，為菲

早日戰勝疫情和促進中菲友好合作發揮應有

作用。

會後，黃溪連大使向三位華社僑領贈送

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並重點介

紹了主要內容。

檀勍生公參向三位華社僑領贈送了使館

製作的《留住歷史，留住記憶——圖說中菲

攜手抗疫中的感人故事》畫冊。

使館羅剛參贊兼總領事、謝永輝參贊參

加活動。

總統府：中國佔島礁不代表擁有主權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天主張，中國在有

爭議的南中國海的任何軍事存在都「永遠不

會成熟」成為該領土的有效所有權。

總統發言人羅計解釋，仲裁法庭已經在

菲國與中國領土爭端中，作出了有利于菲國

的仲裁裁決。

據羅計說，仲裁裁決拒絕了中國對該領

土採取的九段線主張。

該裁決已成為國際法的一部分，這是無

法抹掉的。

他在新聞發佈會期間說：「勝利已經存

在，我們不能忽視它。不管任何人怎樣說他

們不會承認這項裁決，事實是，根據國際法

院憲章第38條，這是一項習慣規範存在的證

據。這是無法抹去的。」

他說：「總統說，他們對該群島的任何

實際軍事佔領都永遠不會成熟為有效的法律

所有權，該群島已被法庭裁定為我國專屬經

濟區的一部分。」

關于中國海警船出現在中國專屬經濟區

附近，羅計承認，菲國承認航行自由。他指

出，中國船隻在南海的航行並不違法。

杜特地總統首次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

講話，提到菲律濱在南海爭端中取得了法律

的勝利。總統表示，仲裁裁決現在是國際法

的一部分，政府將拒絕任何破壞該裁決的企

圖。

他說，常設仲裁法庭于2016年的仲裁裁

決是「不能妥協的，也不可能被卸任的政府

稀釋、貶損或放棄。」

他補充，仲裁法庭的裁決表明，「理智

戰勝了魯莽，法律戰勝了混亂，友好戰勝了

野心」。

總參謀長促通過南海行為準則
本報訊：菲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牙

拜中將矢言支持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在

有爭議的南海問題上制定行為準則，

旨在遏制主權聲索國之間的敵對行

為。

牙拜在第17屆東盟國防部隊首長

會議上說：「菲律濱支持達成有效、

實質性的南海行為準則，這將是東盟

和中國為維護南海和平、安全與穩定

留下的重要和永久遺產。」

他說：「我有信心，我們將加強

安全關係，建立一個團結一致、反應

迅速的東盟。畢竟，在應對共同的地

區安全挑戰和維護地區穩定方面，我

們有著共同的承諾和共同的責任。」

2018年8月，東盟和中國就「南海

行為準則」達成單一草案，並于2018

年11月達成協議，雙方將從2019年起

在三年內完成該草案。

牙拜還呼籲，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間，要團結互信。「面對新冠肺炎的

影響帶來的持續危機，東盟現在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團結。不僅是東盟

國家，世界各地的國家都在努力抗擊

這一流行病，我們的軍隊也接到我們

各自政府的召喚，去執行大量的輔助

任務。」

文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

來西亞、緬甸、新加坡、泰國國防首

長出席了會議。

怡朗市處於MECQ兩週
 本 報 訊 ： 馬 拉 干 鄢 宮 週 四 晚 上

宣佈，從9月25日星期五開始，怡朗市

將 處 于 為 期 兩 周 的 改 良 加 強 社 區 隔 離

（MECQ）。

總統發言人羅計說，怡朗市在10月9

日之前都將處于改良加強社區隔離狀態。

怡朗市長特裡納斯早些時候說，由

于新冠肺炎病例激增，他正在考慮將該市

置于改良加強社區隔離。

截至週四，怡朗市共發現32例確診。

新增2180宗確診 
累計達296755例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報告菲國新增

2180宗新冠肺炎感染病例，這使菲國的累

計新冠肺炎病例總數增至296,755例。這是

菲國連續第3天的新增感染病例少于3000

例。

大岷區仍然是新增感染病例最多的

地區，802例；其次是內湖，292例；描東

岸省，152例；甲美地省，144例；西黑人

省，87例。

與此同時，昨天再有580多名患者康

復，這使累計康復人數增至231,928人。

另外，再新增36人死于新冠肺炎，這

使累計的死亡人數增至5127人。

正在接受治療或隔離的現存病例為

59,700例，其中86.6%屬於輕症病例，9.2%

為無症狀病例，1.3%為重症病例，2.9%為

菲海員困海上近2年 求政府協助回國
本報訊：移工國際稱，在海上被困1年零9個月後，海洋之星86號上的11名菲

船員懇求政府立即將他們接回國。

在昨天的聲明中，該組織說，海員的合同已在2019年到期，但據稱他們被

迫在非人條件的情況下，在船內工作。

該組織的主席康習商說：「多月來，他們被迫喝海水，吃得也不夠，但當

他們的船停靠在中國東山港時，他們感到了某

種安慰。」

可是，康習商補充，海員們擔心這只是暫

時的，該艘船將會再度啟航。

她說：「我們要求立刻把在中國東山的11

名受困海員送回菲國，以及控告其僱主使海員

遭受可怕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