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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杜特地無意延長任期
對腐敗程度感失望 杜特地欲辭職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天說，杜特地總統

並沒有興趣延長自己的任期，同時指出修改

憲法是推遲2022年大選的唯一途徑。

總統發言人羅計在新聞發布會中說：

「總統對延長任期不感興趣，他將此事留給

菲律濱人民，由主權人民決定是否要修改憲

法，推遲選舉。」

羅計之前拒絕了推遲選舉的建議，並表

示菲律濱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如何在新冠肺

炎疫情的情況下進行選舉。

羅計說：「除非修改憲法，否則這永遠

不會是馬拉干鄢的選擇。」

他補充：「在新常態下，在新形勢下，

唯一會改變的似乎是競選拉票的方式，但選

舉將會順利進行。」

另外，杜特地總統昨晚表示，由於對猖

獗的腐敗感到失望，他曾經提出辭職。

他昨晚在預先錄製的電視講話中說：

「我不知道要不要告訴你們這件事，我提出

辭職，因為我厭倦了。」

杜特地說，自從2016年加入政府，擔任

檢察官、市長和總統以來，他已經看到腐敗

無法被阻止。

他補充說：「這個腐敗沒完沒了，真的

很難制止。」

他補充說：「就算展開調查或呼籲政府

改革，到現在仍然每天在發生。你能阻止它

嗎？沒辦法的。」

杜特地稱，土地登記管理局是「在各省

都臭名昭著」的機構之一。

他說，當他在納卯市擔任檢察官時，他

處理過幾起針對該機構的官員的案件。

構建安全、開放、有序的數字世界
中國駐菲大使 黃溪連

本報訊：9月25日，中國駐菲大使黃

溪連在菲主流英文報紙《馬尼拉時報》和

《菲律濱星報》發表題為《構建安全、開

放、有序的數字世界》的署名英文文章。

譯文如下：

2020年9月8日上午，中國國務委員兼

外長王毅在「抓住數字機遇，共謀合作發

展」國際研討會高級別會議上發表題為

《堅守多邊主義 倡導公平正義 攜手合作共

贏》的主旨講話，並提出「全球數據安全

倡議」。

該倡議主要有以下八個重點：

一是客觀理性看待數據安全，致力於

維護全球供應鏈開放、安全和穩定；

二是反對利用信息技術破壞他國關鍵

基礎設施或竊取重要數據；

三是採取措施防範和制止侵害個人信

息的行為，不得濫用信息技術對他國進行

大規模監控，或非法採集他國公民個人信

息；

四是要求企業尊重當地法律，不得強

制要求本國企業將境外產生、獲取的數據

存儲在本國境內；

五是尊重他國主權、司法管轄權和對

數據的管理權，不得直接向企業或個人調

取位於他國的數據；

六是應通過司法協助等渠道解決執法

跨境數據調取需求；

七是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供應企業不

應在產品和服務中設置後門，非法獲取用

戶數據；

八是信息技術企業不得利用用戶對產

品依賴，謀取不正當利益。

該倡議積極響應聯合國和國際社會

正廣泛討論的發展數字經濟、建立數字規

則，呼籲對數據安全採取全面客觀的態

度，對於恢復全球數字產業的信心至關重

要。

中國的倡議開放透明，呼籲各國攜手

打造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全球數據安全規

則，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

有序的網絡空間，促進數字經濟健康發

展，為人類社會進步作出貢獻。

舉例來說，如各國政府在加密等網絡

安全問題上開展合作，對涉及數據隱私的

法律從嚴把關，可以更好地保護各國數據

安全，同時避免對跨國公司的政治歧視。

更好的規則是為了更好的發展，避免

一些在數字空間佔據優勢的國家對其他國

家實施打壓，或迫使其選邊站隊。

中國呼籲全球討論數據安全，但不會

制定具體遊戲規則。只有那些真正反映全

球各國意願的規則才會被各國接受和長期

實施。

據統計，當前全球移動互聯網用戶已

達35億，數字經濟佔全球GDP的15%以上，

在中國佔GDP的三分之一。然而，我們面

臨的現實是各國關於數字產業的立法法規

不盡相同。

當前，信息技術革命日新月異，數字

經濟蓬勃發展，公平可靠的信息和通信技

術制度對於確保社會經濟進步、實現可持

續發展目標至關重要。伴隨地緣政治風險

不斷上升，目前數據安全正受到越來越多

的監管審查，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只
有數據安全得到保障，全球數字化的快速
發展才能得以實現。

中國的數字安全倡議受到國際社會的
廣泛重視。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倡議直面
問題，回應了國際社會的共同關切，對各
方共同關心的重大數據安全問題提出了解
決方案。擔任中國—東盟關係協調國的菲
律濱外長洛欽代表東盟表示，中國提出的
「全球數據安全倡議」反映了各國共同關
切，東盟各國高度重視。信息安全對包括
東盟國家在內的各國未來發展至關重要，
東盟願同中方加強全球數字治理和網絡安
全合作。

2020年是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
年。中國將進一步深化與東盟在5G、物聯
網、人工智能、數字製造等區域性跨境電
商合作，逐步擴大中國與東盟的利益匯合
點，為區域產業鏈帶來更多紅利。

中國還將積極參與包括聯合國、二十
國集團、金磚國家、東盟地區論壇在內的
數據安全多邊討論，為全球數字治理貢獻
中國智慧。中方願與所有立場相同或相近
的國家一道，推動這一進程不斷向前發
展，攜手推進全球數字治理，構建數字世

界命運共同體。

作為傳統的一部分，民眾分別在11月1日和2日前往墓園祭拜已故親人的墳墓時，送上祈
禱、鮮花和點燃蠟燭。圖為一對姐弟週日前往計順市諾描利齊斯公墓為已故父親掃墓。由於
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大岷區的墓地和骨灰龕場將於10月29日至11月4日關閉。

本報訊：司法部指控國調

局官員約書亞．卡皮拉爾和他

的兄弟、移民官員克里斯托弗

涉嫌在調查移民局的賄賂案件

期間，勒索他人，為他們洗脫

罪名。

國家高級副檢察官法杜倫

說，針對國調局法律援助部門

負責人卡皮拉爾和他的兄弟的

指控，已於上週五向馬尼拉法

庭提出了訴訟案。

檢控官黎爾牙道指控卡皮

拉爾兄弟勒索及違反反腐敗法

或第3019號共和國法令。兩項指

控的建議保釋金分別為10萬披

索和9萬披索。

約書亞是國調局的一名官

員和律師，他還面臨違反了第

6713號共和國的規定，或公職人員和僱員行

為準則和道德標準。

具體來說，他被指控「在憲法或法律允

許的情況下，從事私人執業」。

法杜倫說，這項罪名的建議保釋金為3

萬披索。

國調局的探員上週拘捕了該兩人。《菲

星報》報導，這對兄弟收受了涉及「奶糖」

（保關）計劃的其中一名移民局官員的賄

金。

賄賂的目的是為了撤銷被告的案件或減

弱控告他們的訴訟案。所謂的「奶糖」計劃

是指移民局人官員向中國公民收取費用，以

提供入境便利。

在9月初，國調局就「奶糖」計劃控告

19名移民局人員貪污。

新增3073宗病例 
累計達307288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報告新增逾3000宗

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因此，菲國的累計新冠

肺炎病例總數在昨天增至307,288例。

衛生部昨天錄得了3073宗新增新冠肺炎

感染病例。

新通報的病例大多數來自疫情中心大岷

區（1158例）。其次是甲美地（225例）、內

湖（203例）、黎剎（173例）和描東岸（168

例）。

研究菲國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者發

現，菲國的病例數字在減少，其包括國都

區。

但他們警告，過早放寬大岷區的隔離措

施將導致病例在聖誕佳節時呈「指數級」上

升的情況。

政府將在本週內宣布新的隔離分類等

級。

衛生部副部長維吉爾昨天在新聞發布會

上說：「不論是什麼等級的社區隔離，我們

都不能在此刻自滿。我們仍需要警惕。」

與此同時，再有163人康復，這使累計

的新冠肺炎康復者增至252,665人。

但再有37人死於新冠肺炎，大多數來自

西未獅耶，這使累計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增至

5381人。

正在接受治療或隔離的現存病例數字為

49,242例。

武運即將對外開放
本報訊：繼碧瑤市和長灘島之後，馬拉

干鄢表示，武運省（Bohol）有可能是下一個

重新對外開放的旅遊勝地。

總統發言人羅計昨天在新聞發布會中

說：「據我所知，武運省有可能在10月內重

新開放，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從10月1日開始，長灘島局部對遊客開

放，遊客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必須是陰性。

碧瑤市也將在下個月歡迎遊客，但只接

受來自北怡羅戈、南怡羅戈、拉允隆和蜂牙

絲蘭省的遊客。

隨著旅遊景點的重新開放，羅計說，這

證明只要遵守最低的衛生標準，讓菲律濱人

重返工作崗位是可能的。

他說：「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平衡現實，

即旅遊界的工作人員需要工作，而我們可以

通過照顧我們的健康來做到這一點。」

武運省長黃嚴輝在較早前說，該省的目

標是在今年最後一個季度前迎接本地和外國

遊客。

杜特地斥電信公司服務一團糟
本報訊：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際，學

生們上網課時遇到種種困難，杜特地總統斥

責電信公司服務一團糟。

杜特地是針對公立學校定於10月5日開

學的發表上述言論的。

杜特地說：「我不知道該怎麼做，但我

只是呼籲電信公司，你們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嗎？在你們為公眾提供這種服務之後，還有

生活嗎？」

他補充說：「如果我能一言定江山，菲

律濱的問題早就解決了。」

杜特地承認，「有時候這些電信公司

的擴充計劃被地方政府的諸多要求拖慢了腳

步。」

他補充說：「接下來我們會嚴肅討論此

事。國家面對這個問題已經很久了。跟這些

電信公司談話真的讓我很惱火，因為大部分

是這裡沒服務，那裡也沒服務。」

馬拉干鄢較早已經下令地方政府要在3

天內處理電信公司申請的許可證。

政府堅持工作場所
強制戴面罩合理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天說，在工作場所

強制戴面罩是合理的，因為它增加了對員工

預防新冠病毒的保護。

當被要求就商界請求解除辦公室和工廠

職員戴面罩的規定時，總統發言人羅計作出

此回應。羅計說：「科學已證明了戴面罩有

助防止新冠肺炎的傳播。」

他補充：「考慮到面罩的價格已經降

低，這已不是新發傳染病管理跨機構工作組

的不合理規定。」商界組織也對必須為每200

名員工設有隔離室的要求提出了質疑，質問

政府為什麼要把責任「轉嫁」給私營界。

但羅計說，遏制病毒傳播是政府和私營

企業的「共同責任」。

他說：「在責任方面，應對新冠肺炎疫

情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我們不能說，僱主沒

有責任，因為他們是工作場所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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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副總統對中國可能干涉內政擔憂

總統府：民眾夠聰明 能辨信息真偽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天釋除了副總統羅

貝禮道對中國可能干涉菲國內政的擔憂，馬

拉干鄢稱，菲律濱人足夠聰明，能夠辨別網

上的信息。

當被要求就此事發表意見時，總統發言

人羅計：「我一直是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市

場的堅定擁護者。菲律濱人很聰明。我們不

會相信在臉書上看到的一切。」

羅貝禮道對於被追踪到在中國的一些臉

書帳號可能影響菲律濱事務表示擔憂。

她在其週播無綫廣播電台節目期間說：

「中國要對我們的國內事務做什麼？我們需

要害怕。為什麼？你們對我們的選舉有什麼

興趣？」

臉書關閉了在中國的假賬號和頁面，

這些賬號和頁面曾支持杜特地總統以及其女

兒納卯市長莎拉．杜特地—加彪參加2022年

的選舉。在之前的採訪時，羅計說，總統支

持者的網頁被刪除了，那些可能會轉移到其

他的平台。羅計說：「這是臉書的特權，他

們是該業務的所有者。政府的支持者將轉移

至另一種媒介，這是杜特地總統的支持者一

直在說的。他們正在尋找其他傳播信息的場

所。」

副眾議長透露為何維拉斯戈「眾叛親離」
本報訊：副眾議長費蘭地斯昨天控訴眾

議員維拉斯戈的陣營「背叛」。

在接受採訪時，費蘭地斯稱，儘管杜特

地總統促成了任期共享協議，維拉斯戈的陣

營曾兩度企圖推翻加耶丹諾。

費蘭地斯說：「似乎是一種背叛。眾議

長加耶丹諾將遵守任期共享協議，但不幸的

是，推翻他的企圖發生過兩次。記住，發生

了一次後，又再發生了一次。」

回 想 一 下 ， 今 年 2 月 ， 加 耶 丹 諾 曾 聲

稱，維拉斯戈向眾議院的成員承諾提供主席

職位和預算分配，他還表示，他收到了關於

有人「企圖」推翻其眾議長之位的「經核

實」的信息。

維拉斯戈否認了推翻加耶丹諾的計劃，

他說，他將遵守任期共享協議。

眾議長之爭的問題在公造部預算聽證會

期間再度出現，當時，東黑人省眾議員特維

斯質疑各國會選區之間的資金分配，尤其是

加耶丹諾的沓義市和副眾議長維惹弗地的南

甘馬仁省獲分配的資金。

特維斯屬於民主菲人力量黨（維拉斯戈

所屬的政黨），而維惹弗地是眾所周知的加

耶丹諾盟友。

儘管特維斯否認他提出的預算問題與眾

議長之爭無關，但最近關於2021年國家預算

提案的爭論還是讓很多人質疑這是否與加耶

丹諾和維拉斯戈之間的任期共享協議有關。

費蘭地斯聲稱，維拉斯戈的陣營是想讓

加耶丹諾在杜特地眼中看起來很糟糕。

費蘭地斯說：「這件事的難處是，那是

預算聽證會上。這是應對疫情的預算，你是

試圖搞砸它。當然，這會有一個問題。即使

是總統不再信任我們了，因為，他想盡快通

過預算案，讓我們的選民能夠享受到這些服

務。」

他補充：「但是，這些團體想要讓領

導層，尤其是眾議長，在總統眼中顯得很糟

糕。在第一次，眾議長可以原諒。但再一

次，那是令人驚訝。」

記者聯絡維拉斯戈，要求就此發表評

論，但截止截稿時間，尚未收到回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