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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溪連大使促華社融入回饋菲社會
同抹黑中國破壞菲中友好行徑鬥爭

<上接頭版>
希望在菲華僑華人繼續積極融入和回饋

菲社會，促進中菲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講

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正能量，立場堅定地

同各種抹黑中國形象、破壞中菲友好的行徑

作鬥爭，讓中菲友好的旗幟始終高高飄揚。

此系黃大使到任以來首次出席國慶招

待會並同廣大在菲同胞在雲端會面。在疫情

下能夠在雲端聚首共慶祖國生日，大家的喜

悅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林育慶、楊華鴻、

洪及祥等僑領紛紛表示，新中國成立以來，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個繁榮昌盛、日

新月異的泱泱大國不斷向世界呈現出中國精

彩。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以習

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

國人民眾志成城、戮力同心，打響了疫情防

控的人民戰爭，以令國際社會驚歎的效率取

得疫情防控重大戰略成果。菲中情誼綿延

千年，建交45年以來，兩國友誼開啟了新紀

元。近年來在兩國領導人的戰略引領下，各

領域合作進一步拓展，給兩國人民帶來切實

福祉，兩國關係進入新的「黃金時代」。今

年以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廣大旅菲僑胞

克服重重困難，紛紛自發組織捐款捐物，展

現出菲華社會高度的凝聚力和手足情深的大

愛精神。同時，在中國大使館的統籌指導

下，迅速組成華社抗疫委員會，統籌協調各

種資源積極自助自救，消除了同胞的恐慌情

緒，有效緩解了僑胞的實際困難。在菲華人

華僑將利用自身優勢，強化兩國人民的交往

和相互理解，積極推動菲經濟發展，促進菲

中友誼進一步向好發展，並將為推動祖國和

平統一奉獻力量，促進中華民族早日實現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 招待會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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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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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現場還舉行了旅菲校友聯主辦的

「慶祝菲中建交45週年徵文比賽」徵文比賽

頒獎典禮，旅菲校友聯主席許澤恭發表致

辭，使館參贊兼總領事羅剛宣讀獲獎作品名

單。

招待會上，由中國駐菲大使館主辦、

菲律濱中國留學生聯合會承辦的「同一片

海——慶祝中菲建交45週年菲律濱中國留學

生國慶中秋書畫展」舉行了啟動儀式。黃溪

連大使和菲華社團負責人等共同見證，使館

謝永輝參贊主持儀式並介紹了部分入圍作

品。活動過程中，全場頻頻響起熱烈掌聲，

現場洋溢著喜慶熱烈祥和的氣氛。活動結束

時，黃大使攜駐菲大使館全體館員祝福所有

在菲同胞國慶中秋雙節快樂，將招待會氣氛

推向高潮。

傳承友誼 攜手前行
中國駐菲大使黃溪連
<上接頭版>

70多年來從未主動挑起戰爭，亦從未侵

佔過別國一寸土地。中國已成為聯合國會費

與維和攤款第二大出資國，累計派出維和軍

事人員近4萬人，十餘名中國軍人犧牲在維和

一線。中國為世界重大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

的和平解決、為維護世界和地區的安全穩定

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堅持合作共贏，為世界發展增添強

勁動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有8億民眾擺

脫了貧困。中國的減貧事業對全球減貧貢獻

率超過70%。中國還向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

累計提供近4000億人民幣援助、派遣60多萬

人，共同落實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和2030年

可持續發展議程。中國連續十餘年對世界經

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成為130多個國家和

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同138個國家簽署共建

「一帶一路」合作文件，與合作夥伴國家貨

物貿易總額累計超過7.8萬億美元，直接投資

超過1100億美元。中國與世界各國共享發展

機遇，助力南北平衡發展。

中國堅持公平正義，為國際秩序提供穩

定因素。「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中國

加入幾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間國際組織和500多

項國際公約，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

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面對

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流，中國堅定奉行多

邊主義，以實際行動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

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普惠包容方向發展。提出

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倡導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

開放包容和清潔美麗的世界，為處理國家間

關係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貢獻中國智慧和方

案。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當今世界,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

空前加深。中國始終張開雙臂歡迎包括菲律

濱在內的世界各國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

「便車」，共謀發展，共享繁榮。當前，中

國已成為菲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一大進口來

源國和第三大出口市場。中菲雙邊貿易額

連年增長，2019年達609.5億美元，同比增長

9.5％。菲熱帶水果走進中國千家萬戶的餐

桌，僅去年一年菲對華出口香蕉就達6億美

元，為菲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收入和好處。

中菲兩國不僅是互惠合作的天然夥伴，

更是在災難面前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的親密

朋友。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共同挑戰，兩國政

府和人民始終並肩戰鬥、相互支持。在今年

年初中國疫情最困難的時期，菲政府和社會

各界向中方提供了寶貴的抗疫援助和支持，

中方銘記在心。菲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中

方投桃報李，向菲提供數百萬件抗疫醫療物

資，派遣經驗豐富的醫療專家組來菲支援，

毫無保留地與菲分享付出巨大代價獲取的抗

疫經驗。疫情期間，一趟趟「友誼航班」穿

梭兩國，為菲帶來急需的抗疫物資，為菲抗

疫提供強有力的物資保障；一個個「友誼

包」分赴各地，為數萬名受疫情影響的菲民

眾送去急缺的生活用品，傳遞中國人民對菲

人民的深情厚誼。中菲攜手抗疫在兩國關係

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書寫了新時期

夥伴關係的華麗篇章。

中菲關係的光明局面來之不易，凝聚

著習近平主席和杜特爾特總統的戰略共識和

堅強指引，以及兩國各界人士的巨大心血與

努力，值得雙方倍加珍惜。雖然兩國在南海

問題上立場不同，但分歧只是兩國間千年友

誼的小插曲，合作才是中菲關係的主旋律。

因為南海分歧而否定甚至阻撓雙邊總體關

係，無異於因小失大。當前，國際地區形勢

演變複雜深刻，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探底。中

菲兩國政府應緊扣民眾期待，不斷凝聚抗疫

共識，合力促進經濟復甦，共同維護地區和

平。

雙方應堅定深化抗疫夥伴關係。當前抗

疫的關鍵是疫苗的研發、生產和分配。

中國將認真落實習近平主席承諾，疫苗

研發成功後優先考慮菲需求，早日讓菲民眾

用上可負擔的疫苗。中方也願與菲加快推進

人員往來「快捷通道」和貨物流通「綠色通

道」，助力復工復產和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

通。

雙方應堅定深化發展夥伴關係。中方將

繼續深化「一帶一路」倡議和「大建特建」

計劃對接，拓寬兩國務實合作領域，讓中菲

兩國人民切實享受中菲合作成果。中方將繼

續依托超大市場潛力和內需優勢擴大對菲合

作，為菲「後疫情時期」經濟復甦提供強勁

助力。

雙方應堅定深化和平夥伴關係。「遠親

不如近鄰」，中菲是搬不走的鄰居。地區生

變生亂，只有利於某些域外國家攫取其政治

私利；而動盪的苦果，卻要由地區國家自行

承擔。現實中，西亞北非有許多沉痛而鮮活

的案例，不能不令人警醒。中方願與菲方一

道，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為兩國保持良

好發展勢頭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關山萬千重，山高人為峰」。當今世

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每個國家都面

臨挑戰與抉擇：如何順應歷史的潮流，站在

歷史正確的一邊。只有認清形勢發展、保持

戰略定力、堅定拚搏決心和意志，才能不在

變局中迷失方向，才能在危機中育新機、於

變局中開新局。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走和

平發展道路，維護好中國人民和平生活和發

展權利，讓每個中國人民都沐浴幸福生活的

燦爛陽光。

中國也將繼續以自身發展促進地區和世

界和平發展，與包括菲在內的世界各國深化

合作、共迎挑戰，攜手創造團結友愛的人類

命運共同體。

總統外交助理：

杜特地聯國提南海仲裁
讓聯繫大門變得更寬大

本報訊：馬拉干鄢的一名官員昨天說，

杜特地總統上週在聯合國大會上就南海爭端

發表的言論，為「更廣泛」接觸利益相關者

打開了大門。

杜特地總統於9月23日向聯合國大會宣

布，常駐仲裁法院在2016年作出的裁決是不

容妥協的，政府也不能淡化、削弱及棄置該

裁決。

他還拒絕了破壞這一裁決的企圖，並歡

迎愈來愈多的國家支持菲律濱的法律勝利。

總統禮儀官兼總統外交事務助理莫赫在

接受採訪時表示：「總統發出的信號是，聯

繫的大門（正在）變得更寬大，不僅是與中

國，還與南中國海的其他利益相關者。」

當被問及總統會否在明年的聯合國再次

提起仲裁裁決時，莫赫表示：「這將再取決

於情況。看看吧。」

在總統的演講後，中國駐菲大使黃溪連

堅稱，中國不承認該仲裁裁決。

黃溪連補充說，杜特地和中國國主席習

近平已同意擱置海上爭端，通過雙邊磋商管

控局勢，以及加強對話和合作，以便「兩國

關係的良好勢頭作為前進的目標能夠得到良

好維護和加強。」

在回應時，莫赫說，菲國的立場一直不

變，即南海問題並非雙邊關係的全部。

他說：「僅僅因為你不同意，並不意味

著你不能與像中國這樣的利益相關者重新聯

繫。」

杜特地總統發言人羅計也在上週發表相

同的聲明，他表示，菲國將繼續與中國在各

種事項進行接觸，例如貿易和投資。

本報訊：菲律濱希望，無論

誰在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中

獲勝，菲國和美國之間都能加強

貿易關係。

當被要求發表意見時，工商

部長羅帛斯在短信中表示：「我

們不干預他們的內部事務。我們

只希望菲美貿易和投資關係能進

一步加強。」

財政部長杜明藝和代社會經

濟規劃部長蔡榮富尚未回應評論

要求。對於菲律濱美國商會的高

級顧問約翰．福布斯來說，在未

來4年，無論誰入主白宮，都將

在更大範圍內決定美國和菲律濱

雙邊關係的走向。

他在短信中說：「考慮到

美國和菲律濱之間廣泛的雙邊關

係，無論哪一個成為美國總統，

都能夠對亞洲和菲律濱的經濟產

生影響。」

他補充：「美國目前針對疫

情、增長、貿易和數字等領域的政策可能會

改變。讓我們看看辯論吧。」

美國最近向菲律濱提供了大約100億披索

的貸款，用於在疫情期間支持促進經濟增長

的項目，以及提高政府交易的透明度。在貿

易方面，美國是菲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之一，

截至6月份，美國佔菲國進口的8%，出口的

14.1%。但是，美國對菲律濱的支持很大一部

分是通過國防協定流向軍方，在其壓倒性的

民族主義政策下，杜特地總統起初威脅要廢

除該國防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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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遊客赴長灘島
無需警方出行許可
本報訊：從10月1日開始，計劃前往

長灘島旅遊的國內遊客不再需要獲得菲

國警的出行許可。

當被問及在前往長灘島時，本地航

空公司會要求什麼文件時，旅遊部長布

悅作出此澄清。

旅遊部長布悅說，旅行前至少48到

72小時的實時逆轉錄聚合酶鏈反應檢測結

果為陰性的報告就足夠了。

訪 客 也 會 被 要 求 在 辦 理 登 機 手 續

前，填妥在線健康申報表和確認住宿預

訂。

旅遊部西未獅耶辦事處也建議遊客

保留遊客二維碼，這種二維碼是為獲取

長灘島上各種服務而開發的。

新增2426宗確診 
總數增至311694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報告新增2426

宗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因此，菲國的累

計新冠肺炎病例總數增至311,694例。

大多數的新增病例來自大岷區，887

例；其次是甲美地省，201例；黎剎省，

147例；西黑人省，115例；描東岸省，99

例。

與此同時，再有585名患者康復，這

使菲國的累計康復人數增至253,488例。

另外，再有58人死於新冠肺炎，這

使菲國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增至5504人。

其它52,702例是正在接受治療或隔離

的現存病例，其中86.4%屬於輕症病例；

9%為無症狀病例；1.4%為重症病例；

3.2%為危重病例。

截至9月29日，全國的新冠肺炎重症

監護病床佔用率為49%，呼吸機的使用率

為23%。

911緊急熱線恢復運作
本 報 訊 ： 內 政 部 昨 天 說 ， 在 國 家

呼叫中心的幾位感染新冠肺炎人員康復

後，菲國的緊急熱線911已恢復全面運

作。

內政部長亞紐在聲明中說：「我們

很高興宣布，我們的911熱線已恢復正

常運作。感謝你們的理解和祈禱，我們

在國家呼叫中心的人員已解決了這一問

題。」

在8月，在5名緊急呼叫中心人員被

檢測出對病毒呈陽性後，內政部宣布臨

時關閉國家呼叫中心。

這促使該機構將911熱線改為8個地

方呼叫中心。

政府促制定新政策監管臉書
本報訊：政府要求制定新政策來監管臉

書，以「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此前，據

稱臉書涉及審查親政府帖子。

據總統發言人羅計說，菲律濱並不是唯

一一個尋求對臉書進行改革的國家，因為就

連臉書的共同創始人扎克伯格也意識到有必

要對這家社交媒體巨頭進行監管。

羅計於週二在新聞發布會期間說：「臉

書最初是用來聯繫朋友和親戚的，但現在它

被用於政治。」

他補充：「臉書在改變。我們需要新的

政策來平衡臉書的競爭環境。」

當被問及對臉書的監管是否需要立法

時，羅計說：「可能，但你們也看到，甚至

是臉書也承認可能需要監管。」

杜特地總統最近對臉書喊話，因為臉

書刪除了支持政府利益（例如打擊共產黨叛

亂）的幾個帳號。杜特地於週一晚發表的電

視講話期間自問，他為何應該允許臉書繼續

在菲國運營。

他說：「臉書，你們要知道，叛亂是關

於推翻政府的事。」他問：「如果你們無法

幫助我們，那麼，允許你們繼續運營的意義

是什麼？」在質疑臉書在菲國的目的後，杜

特地總統說，他想與臉書對話。

他說：「如果你們無法幫助我保護政府

的利益，那麼，我們來談談。我們可能找到

解決辦法，也可能找不到。如果我們不能，

那我很抱歉。」

上週，臉書關閉了一些在中國和菲律

濱的虛假賬號，據稱這些帳號涉及「造假行

為」。

軍匪蘇祿激戰 印尼人質喪命
本報訊：一份遲來的軍方報告稱昨晚

稱，9月29日早上，在蘇祿省巴帝古社的一個

偏遠村莊，一名印尼人質和一名阿布沙耶夫

組織的槍手在政府軍和恐怖分子的激烈交火

中被擊斃。

該份來自蘇祿省的報告說，星期二上

午，當第45步兵營與阿布沙耶夫之間爆發衝

突時，阿布沙耶夫副領袖馬占·薩希煥，又名

阿布·邁克也在場。恐怖分子挾持了五名印尼

人質，他們都是漁民。

據報道，五名印尼人中的一名在政府軍

和武裝人員的交火中被擊中。

在同樣的遭遇中，一名阿布沙耶夫戰士

也被殺，這場遭遇持續了將近一小時，直到

阿布沙耶夫帶著他們剩下的四名人質向不同

的方向逃竄。

報告確認被殺的印尼漁民名叫拉·巴亞，

32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