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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構建更加緊密的中菲新時期夥伴關係
中國駐菲律濱大使 黃溪連

<上接頭版>
他們從未因疫情離棄菲，反而加快與菲

合作的步伐，中方參與的「大建特建」項目

穩中有進。去年前11個月，中國對菲非金融

類直接投資同比增長了263%，多個大型投資

項目還在加緊推進，包括預計分別投資70億

美元和35億美元的中國電信在菲電信三牌項

目和重慶攀華綜合鋼廠項目。在菲中資企業

多措並舉確保員工「零感染」，為菲提供的

就業崗位不降反增。據不完全統計，在菲中

資企業已為菲提供接近10萬個工作崗位，為

數萬個菲家庭撐起安穩生活的保護傘。

這是中菲守望相助戰難救災的一年。

去年初，沓亞火山爆發，數十萬菲民眾流離

失所，讓人十分痛心。中國政府迅速向菲政

府提供了745萬比索援助，用以發放救災物

資和開展災區重建。我第一時間趕赴描東岸

省最大的安置中心慰問災民，送去災民急需

的防塵口罩和生活物資。當地災民團團把我

圍住，帶著無比燦爛的笑容爭相與我握手，

他們樂觀堅毅的精神至今讓我難以忘懷。去

年底，「天鵝」、「環高」等超強颱風接連

襲擊菲，給本已承受抗疫重壓的菲造成重大

損失。中國使館火速協同駐菲領館、中國商

會等，深入菲9個受災省市捐贈總價值2880

萬比索的中國政府救災物資，惠及20餘萬菲

民眾。我本人也趕赴巴蘭玉計市，將大米等

救災物資交到當地災民手中。災難無情人有

情。中國政府和人民將始終堅定地與菲政府

和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戰勝自然災害帶來的

挑戰。

這是中菲攜手維護國際地區和平安寧

的一年。中菲在多邊舞台和國際場合相互支

持，堅定捍衛多邊主義和國際正義，共同維

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以聯合國為

核心的國際體系，支持國際關係進一步走向

民主化，維護自由貿易體系和經濟全球化進

程。在南海問題上，中菲排除外界干擾，堅

持以溝通對話妥善管控分歧，積極探討油氣

共同開發，共同致力於維護南海和平穩定。

去年初，中國海警船首次訪菲，兩國海警人

員互登艦艇參觀並進行了友好交流。中國海

警還將艦上的食品儲備捐贈給沓亞火山災

民，藉以表達對菲民眾的友誼與善意。去年

12月21日，一艘塞拉利昂籍船在南海相關海

域遇險，中方迅速開展了一天一夜的國際搜

救行動，成功救起包括8名菲籍船員在內的10

名遇險船員，並讓他們在中國深圳度過了真

正的「平安夜」，以事實生動詮釋了生命至

上、共護平安的信念。

「 千 磨 萬 擊 還 堅 勁 ， 任 爾 東 西 南 北

風。」中菲攜手走過了不平凡的2020年，共

同經受住了風雨的考驗。2021年是具有劃時

代意義的一年，中國共產黨將迎來百年華

誕，中國將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

點，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

程。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無論災難疫情

如何侵襲，中國將始終堅定不移、真心誠意

地與菲攜手合作，共同構建更加緊密的新時

期夥伴關係，讓中菲友好合作更好更多地造

福兩國人民。我們期待通過王毅國務委員兼

外長此次訪菲，中菲雙方達成政治互信新共

識，出台共同抗擊疫情和經濟復甦新舉措，

開闢務實合作與人文交流新天地，開啟中菲

全面戰略合作關係的新征程。

武六干新機場料2025年啟用
本報訊：位於武六干省的新馬尼拉國際

機場預計將於2025年投入使用。

這是仙棉訖公司總裁兼首席運營官蔡啟

文在Skyway三期正式通車後宣佈的，這是一

條連接南呂宋超速公路和北呂宋超速公路的

18公里收費高架公路。

該仙棉訖公司負責人在一份聲明中說，

新馬尼拉國際機場在武六干的建設工作已經

開始。

在此基礎上，蔡啟文把這個大型機場項

目的開業定在2025年。

去年12月，仙棉訖公司授予荷蘭疏浚

公司Boskalis一份17.3億美元的合同，修復

Bulakan鎮項目場地的土地。

2019年8月，交通部正式授予仙棉訖公司

建造和運營武六干機場項目的合同，該公司

是仙棉訖公司的基礎設施部門。

雙方在9月18日簽署了新馬尼拉國際機場

的特許協議，這是仙棉訖公司收到合同授予

通知的一個月零四天之後。

該項目涉及武六干省2500公頃機場的建

設、運營和維護。該發展項目包括一座客運

大樓，設有機場及地面設施，一條機場收費

公路及四條跑道。機場的設計載客量為每年1

億人次，但可以擴大到2億人次，目標是每小

時容納240架次飛機起降。

該項目將建設一條8.4公里長的收費公

路，與北呂宋超速公路相連。

除了機場，仙棉訖公司還在建設另一個

高速公路項目，旨在連接大岷區的東西部。

他說：「我們將繼續通過巴石河高速公

路(PAREX)項目，連接城市的東西部，進一

步緩解大岷區的擁堵。」

巴石河高速公路項目是一條長19.4公

里、有6車道的高架高速公路，沿巴石河兩岸

修建，將完成南北、東西連接，連接大岷區

的R-10、乙沙和C5，並緩解黎剎、加茵沓和

馬里謹那的擁堵。它將為馬加智、奧智牙斯

和BGC商業區提供更快的備選通道。

蔡啟文說，該項目可以在2023年完成。

蔡啟文否認將從政
本報訊：仙棉訖公司總裁蔡啟文對競選

官職不感興趣，並否認有關他打算從政的傳

言。

他說：「也許因為我們公司努力幫助我

們國家，很多人認為我打算從政。我沒有這

樣的野心。」

該仙棉訖公司總裁在Skyway三期昨日正

式啟用後發表了該聲明。

他說：「我們已經完成的所有項目，以

及我們即將開始的新項目，都是我們十多年

前首次闡述的長期願景的一部分。當時我們

說，我們想成為國家建設的真正夥伴。」

仙棉訖公司在3月中旬長達數月的封鎖期

間加大了捐款力度，也加大了應對和恢復努

力，以遏制新冠肺炎的傳播。

該公司的這種捐贈行為可能引發了外界

的猜測，即其總裁可能正著眼於政治競選。

但蔡啟文堅定地表示，「仙棉訖公司可

以通過投資於加速發展的行業和部門，為我

們的國家做很多事情。」

他說：「我們愛我們的國家，這是我們

唯一擁有的，所以我們都應該盡我們所能去

幫助菲律濱人。」這次疫情使這一承諾更加

堅定和有力。

空姐陳屍客房 
酒店釘牌半年

本報訊：旅遊部昨天下令馬加智城市花

園大酒店停業六個月，並對其處以1萬披索的

罰款，和暫時釘牌。馬加智城市花園大酒店

的一場新年狂歡，導致空服員沓西拉死亡。

在聲明中，旅遊部說，該酒店「被發現

向公眾謊稱，儘管是一家隔離設施，但仍然

接待休閒或宅度假的客人。」

旅遊部說：「根據旅遊部第2020-002-C

行政令，作為隔離設施的酒店都被禁止接納

以休閒為目的的客人。」

但旅遊部表示，酒店有權在旅遊部規章

制度規定的期限內提出申訴。

旅遊部也提醒獲認證作為隔離設施的酒

店不能提供房間和其他設施用於休閒目的。

在1月5日，旅遊部對城市花園大酒店發

布了違規令。

要求酒店管理層在3天內提交書面答覆，

說明其旅遊部認證不應被撤銷。

在1月1日，在參加完元旦派對後，沓西

拉的屍體在酒店的一個乾浴缸中被發現。她

的家人說她在死前曾被性侵。

馬加智市警方表示，沓西拉的死是謀

殺，這促使他們對元旦那天和受害人在一起

的11人提出了強姦和謀殺的臨時指控。

但馬加智市檢察官辦公室把案件交還警

告進行深入調查。

菲女在港驗出變種病毒
密切接觸者也同樣確診

本報訊：在香港確診感染變種新冠病毒

的一名30歲加牙鄢谷省女子的密切接觸者的

新冠病毒檢測結果也呈陽性。

根據昨天的新聞報導，可是，緊密接觸

者對最初在英國發現的更具傳染性的變種新

冠病毒檢測未呈陽性。

衛生部說，在大岷區和加牙鄢的緊密接

觸者的病毒量很低。

上週，香港當局報告，來自菲律濱的一

名旅客的變種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

衛生部後來確認了該名乘客是一位家庭

女傭，她在菲律濱前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為

陰性。

衛生部於週三證實，菲律濱基因組中心

已經在菲國發現了這種變種新冠病毒。

圖為工作人員昨日在計順市Litex-Commonwealth地區的路上刷上單車道的標誌。政府開
闢單車道來確保騎單車的上班族。

變種新冠病毒來襲
衛生部促民眾勿慌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說，在菲律濱

發現了更具傳染性的變種新冠病毒已傳

入後，人們「沒有必要恐慌」。

發言人維吉爾說，衛生部促請民

眾「嚴格遵守」最低衛生標準，以防傳

播。

當局在早前表示，最低衛生規定包

括載口罩、勤洗手和遵守社交距離。

她告訴ANC：「我想提醒大家，

首先關於變種新冠病毒，只要我們遵循

最低的公共衛生標準，其實沒有必要恐

慌。」

她說：「傳播途徑沒有改變。沒

有人說它會導致嚴重的疾病，但如果它

繼續傳播，可能會有更多的人住院治

療。」

菲律濱於週三報告了首例變種新冠

病毒感染病例，確診者是1月7日抵達菲

律濱的一名29歲男性患者，來自迪拜。

她補充，患者的症狀輕微，目前在

計順市的一個設施內接受隔離。他的一

些緊密接觸者都已被確認，並且正在擴

大追蹤其他接觸者。

杜特地及內閣
將最後接種疫苗
本報訊：在其他國家，政府首腦首

先接種疫苗，以向人民保證新冠肺炎疫

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在菲律濱並非

如此。

杜特地總統表示，他願意成為全國

最後一個接種新冠肺炎疫苗的人，讓位

於重點群體和公民，特別是窮人和抗疫

一線人員。

他說：「首先是窮人，那些一無所

有的人。如果它們(疫苗)來了——數以

百萬計的——你可以輪流接種。我們最

後才接種」他指著參議員蒙·吳和國防部

長洛仁薩那說。

他在週三晚上的例行全國講話中

說：「我們只用剩下的。讓他們先接

種。」

他說：「在部署疫苗時，我們的

戰略將考慮優先人口的地理和部門因

素。我們將優先考慮衛生工作者來維護

和保護我們的醫療系統，然後是貧窮的

群體、前線人員和重要的公共和私營部

門工人，包括海外勞工、低收入者和海

員。」

總統發言人羅計表示，總統只是

想確保窮人不會被疫苗接種計劃拋在後

面。

大岷區居民
蜂擁至長灘島度假

本報訊：亞克蘭省馬萊社政府的最

新數據顯示，在假日季節，長灘島的大

部分遊客來自國家首都地區。

據亞克蘭省馬萊社旅遊局記錄，

從12月1日到1月10日，這個世界聞名

的島嶼上共有19,164名遊客，其中約

75.8%(14520名)來自國都區。

這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威脅之下發生

的。

數據顯示，遊客人數從12月23日開

始激增，一直持續到1月2日。

許多明星和名人也被看到在長灘島

慶祝節日。

全國最富城市 
馬加智三連冠

本報訊：根據審計署的一份報告，馬加

智市連續第3年蟬聯全國最富有城市，2019年

總資產為2337.8億披索。

在其最新的地方政府年度財務報告中，

馬加智市的資產從2018年的238.33億披索的總

資產增至29.48億披索。在2017年，菲國這個

主要金融中心的總資產為1965.74億披索。

這份長達406頁的報告顯示，計順市是第

二大最富有的城市，總資產為964.23億披索，

馬尼拉為644.806億披索，巴石為456.39億披

索，宿務市為347.11億披索。

曼道俞央市第一次躋身菲國10大富有城

市之列，以321.58億披索的總資產排名第6。

沓義市以290.65億披索跌至第7，加洛干

市以205.99億披索排名第八，巴西市以197.95

億披索排名第九。

排名第10的另外一個城市是菲律濱總統

杜特地的家鄉沓卯市，總資產為197.84億披

索。

與此同時，宿務省以2039億披索的總資

產成為菲國最富有的省份。

緊隨其後的是描東岸，總資產為207.93

億披索，位居第二；黎剎省，總資產為202.75

億披索，位居第三；納卯黎奧洛省以201億披

索位居第四；武基倫189.94億披索位居第五。

排在前10位的省份還包括：北殊里肴省

（166.84億披索）、西黑人省（159.01億披

索）、禮智省（135.41億披索）、巴拉灣省

（130.36億披索）和怡朗（130.35億披索）。

審計署表示，2019年年度財務報告匯總

了由79個省、144個市和1430個自治市組成的

1653個地方政府單位的財務報表。

審計署表示，地方政府單位的總資產從

2018年的2.092兆攀升至2.548兆。

 菲新政團取名「國會BTS」
防彈少年團粉絲怒批操弄

本報訊：眾議院前議長加耶丹諾宣布，

將與盟友組成新政團「國會BTS」（BTS sa 

Kongreso），引發韓國天團「防彈少年團」

歌迷反彈，要求加耶丹諾停止消費這個人氣

團體。

加耶丹諾此舉，讓「防彈少年團」不

少歌迷在社交媒體用「加耶丹諾停止利用

BTS」（#CayetanoStopUsingBTS）主題標籤表

達不滿。

網友BTS IS 7寫道：「我覺得現在是要

菲律濱粉絲做2022年大選選民登記的時候

了。你看，他們利用BTS（想要）獲得我們

的選票。讓我們證明他們是錯的。我們不容

易上當！我們不允許他們消費我們對BTS的

崇拜。我們抵制這種操弄！」

許多歌迷要求其他網友不要讓話題繼續

擴散。也有粉絲表示，加耶丹諾等人正利用

「防彈少年團」達成政治目的，「我們必須

採取行動」，寫信給經紀公司，阻止政治人

物繼續消費這個團體。

菲詢問者日報報導，加耶丹諾昨日說，

他無意冒犯「防彈少年團」歌迷，但在眾議

院過於聚焦政治議題的當下，新政團名稱

意思是「國會恢復服務」（Back To Service 

Congress）。

他表示，政團成員明天將聚會，傳達

「如今我們需要的是BTS－同舟共濟、勇

敢、服務（Bayanihan, Tapang, Serbisyo）」。

加耶丹諾說，新政團取名「國會BTS」

的反饋不全是負面的。他收到訊息寫道：

「歡迎來到BTS ARMY。」

ARMY是防彈少年團粉絲群的名稱。

新聞網站Rappler報導，「國會BTS」跟

防彈少年團一樣有7名成員，他們都在去年

10月維拉斯戈踢下加耶丹諾接任眾議院議長

後，卸下眾院重要職務。

菲律濱於2019年5月舉行期中選舉後，由

於各方角逐議長寶座，經總統杜特地居中斡

旋，各方同意，加耶丹諾將先擔任15個月議

長，再由維拉斯戈接任剩餘21個月的議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