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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通訊案吹哨人洛薩達判囚定讞
本報訊：大理院昨天裁定修改起訴國家

寬帶網絡——中興通訊（NBN-ZTE）交易吹

哨人羅洛弗．俊．洛薩達的貪污案，因為洛

薩達根據一項國有企業計劃，將公共土地租

賃權授予了其兄弟。

在長達17頁的裁決中，大理院駁回了洛

薩達和其兄弟扶西．奧蘭多．洛薩達的請願

書，並判處他們最低6年零一個月的監禁和最

高10年零一天的監禁。

在2007年，監察署指控洛薩達根據菲律

濱林業公司（Philforest）的Lupang Hinirang 計

劃，將超過6.599公頃的公共土地授予其兄弟

是不公正的行為並提供不正當利益。

俊．洛薩達當時是Philforest的總裁。

在2016年8月，廉政法院認定這對兄弟犯

有貪污罪。大理院表示：「儘管不符合申請

和拍賣要求，但羅洛弗還是發布了一份對奧

蘭多有利的租賃權利授予通知，這有點不合

理、不合理的偏袒。」

它補充稱：「即使奧蘭多沒有通過規定

的程序，奧蘭多還是獲發該通知，這一事實

足以證明對他有利。」

此外，大理院表示同意廉政法院的裁

決，即這對兄弟之間存在密謀行為。

它稱：「最後，請願者的了解指控的性

質和原因的憲法權利並沒有受到侵犯。」

洛薩達是涉及前總統亞羅育的數億國家

寬帶網絡——中興通訊交易的吹哨人。

美國駐菲大使館昨日宣布瑪麗凱·卡爾森為新任駐菲大使。卡爾森目前擔任美國駐阿根
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使館的副館長，她在當地宣誓就任。

新增209宗確診 
活躍病例增至2422人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錄得了新增209宗新

冠肺炎病例，使菲國的累計新冠肺炎病例總

數達到3,689,865例。

根據衛生部的最新數據，活躍感染人數

從週四的2323人增加到2422人。

衛生部報告說，最近兩週的病例最多的

地區是國都區，有989例，其次是第IV-A行政

區有355例，第三行政區有272例。

更多的患者戰勝了新冠肺炎，使累計新

冠肺炎康復者總數達到3,626,988人。

與此同時，新的死亡人數使菲國的累計

新冠肺炎死亡人數達到60,455人。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5月25日星期三，菲

律濱的床位佔用率為17.5%。

共5388張床位被佔用，空置25342張。

截至5月26日星期四，至少有19,662人接

受了檢測，322家檢測實驗室提交了數據。

近200萬劑新冠疫苗
下月底過期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表示，近200萬劑新

冠疫苗將在6月底過期，該機構正在尋求更換

即將到期的疫苗。

衛生部副部長加莫沓赫說：「如果在6月

底之前不使用，大約200萬劑疫苗將過期。」

加莫沓赫表示，衛生部已經提交了3400

萬劑疫苗的需求預測，以替代過期或接近過

期的科興、阿斯利康和輝瑞疫苗。

據 他 說 ， 新 冠 疫 苗 全 球 獲 取 機 制

（COVAX）正在考慮更換政府和私營公司採

購的即將到期的新冠疫苗。

菲律濱有超過6910萬人已完全接種了新

冠疫苗。政府的目標是在杜特地總統於6月30

日卸任之前為7700萬人全面接種疫苗。

加莫沓赫說，衛生部正在舉行微觀規劃

會議，以改善疫苗接種率仍然較低的地區的

新冠疫苗接種工作。

若加入小馬內閣
杜特地不犯法

本報訊：馬拉干鄢昨天表示，如果杜

特地總統希望加入其繼任總統小馬科斯的內

閣，他不會面臨任何法律障礙。

小馬科斯於週四表示，他對讓杜特地擔

任禁毒特派官的想法「肯定持開放態度」。

副代理總統發言人阿布蘭說：「一位前

總統在行政部門擔任行政職務是沒有法律障

礙的。實際上他可以競選公職，只是不能再

競選總統。」

他在新聞發布會中說：「杜特地總統是

否接受，這取決於他……這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總統本人表示必須繼續打擊毒品。」

但阿布蘭也指出，6月30日卸任的杜特地

總統此前曾表示，他「期待」從公職退休。

小馬科斯於週四表示，他在5月9日選舉

前曾會見了杜特地「幾次」，後者建議他繼

續打擊毒品。

他補充說：「他堅持的一件事是繼續我

發起的禁毒組織......你可以改變它，但不要放

棄它，因為我們的年輕人將是可憐的。他們

的生命將被摧毀。」

央行令銀行封鎖電子鬥雞賬戶
本報訊：菲央行昨天表示，銀行應在30

天內封鎖電子鬥雞賬戶和電子貨幣錢包之間

的鏈接，包括電子鬥雞商家的賬戶。

菲央行行長陸諾昨天下令銀行、證券、

金融和保險集團去通知在電子鬥雞賬戶中還

有餘額的客戶在30天內將賬戶內的資金轉回

他們的電子錢包。

他說，受菲央行監管的金融機構只應與

獲授權的博彩和在線博彩機構有業務往來。

在本月初，杜特地總統下令立即停止電

子鬥雞活動，稱其每月產生的數億稅收抵不

了該活動造成的社會損害。

自去年以來，仍有34名與電子鬥雞有關

的人失踪。正在調查的8起案件中有兩起已被

起訴。

杜特地尚未確認出席
女兒副總統就職典禮

本報訊：杜特地總統的女兒莎拉將於6月

19日宣誓就任菲國第15任副總統，但馬拉干
鄢尚未確認他是否會出席。

副代理總統發言人阿布蘭昨天在總統府
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必須等待我的同
事（總統通信部）副部長黎耶斯和助理部長
洛育拉的宣布，總統是否能夠參加即將上任
的副總統的就職典禮。」

莎拉將在納卯市舉行就職典禮，她是即
將卸任的市長。這將在候任總統小馬科斯就
職前幾天舉行。小馬科斯是她在5月9日選舉
中的競選搭檔。

馬科禮沓和卡洛斯
仍未安排內閣職位

本報訊：候任總統小馬科斯星期四說，

他正在與副眾議長馬科禮沓和菲國立大學退

休教授卡洛斯就任命什麼職位進行磋商。

小馬科斯在新聞發佈會上說，他仍然在

等待這兩人就他們願意在政府中擔任什麼角

色的回應。

他說：「我總是問他們，你覺得你在哪

裡最有用。所有人，包括馬科禮沓，我問了

他同樣的問題。我在等他的答覆。」

小馬補充說，馬科禮沓的「法律實力」

在政府中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馬科禮沓是SAGIP黨團的眾議員，曾在

2022年大選中以馬科斯的名義競選參議員，

但在選舉前調查中表現不佳，中途退出了競

選。

至於著名的政治學教授卡洛斯，馬科斯

說，她可以通過自己在外交政策和國際政治

方面的知識來幫助他的政府。

馬科斯說：「當然啦，我們一直在和她

商量。同樣的問題，你覺得你在哪裡能幫上

最大的忙？我們再次等待這個答案。」

莎拉尋求與麗妮會面
將引入納卯創業項目
本報訊：候任副總統的莎拉·杜特地希望

在6月30日上任後將她在納卯市的創業項目帶

到副總統辦公室。

即將離任的納卯市長表示，在她的領導

下，副總統辦公室將專注於菲人民的經濟福

祉和教育。

莎拉還將在候任總統小馬科斯的領導下

接管教育部。

莎拉說：「我們的計劃是把我們在納卯

市非常成功的創業項目Mag Negosyo Ta Day，

帶到副總統的辦公室。」

莎拉說，她的團隊將與副總統麗妮·羅貝

禮道的辦公室協調過渡事宜。

莎拉說：「我們將於今天或明天公佈一

封由我簽署的致副總統麗妮·羅貝禮道的信，

要求進行首次會晤。」

莎拉呼籲所有菲人幫助即將上任的政

府。

「至於我在教育部的角色，我們將討論

過渡過程，以及杜特地總統在基礎教育方面

的前進方式。然後，我們將與馬科斯總統的

政府就中期計劃進行磋商。」

小馬願委杜特地為禁毒沙皇
本報訊：候任總統小馬科斯昨天表示，

如果他的前任總統杜特地總統加入其政府並

成為禁毒沙皇，這將不是問題。

小馬科斯談到杜特地作為禁毒沙皇加入

其政府之可能性時說：「如果他願意。」他

已經任命總統的女兒、候任副總統莎拉．杜

特地—加彪為下一任教育部長。

當被問及這是否是一項長期有效的提議

時，候任總統澄清說，他和即將卸任的總統

尚未討論此事。

他說：「不，他沒有，我們還沒有談

過。但我對任何能夠在政府提供幫助的人持

開放態度。即使他還是市長時，我們是老朋

友。」

「所以，我敢肯定，如果他想參與，他

會告訴我的，我當然願意接受。」

但杜特地已經在選舉前的一次談話中要

求小馬科斯繼續其禁毒戰。

他說：「我們在選舉前談到了一些計劃

的連貫性。這對他來說非常重要。不過，他

的首要任務是禁毒問題。」

衛生部憂猴痘入侵
正在準備隔離設施

本報訊：衛生部表示，由於人們越來越

擔心猴痘，它現正在準備隔離設施。

衛生部昨天表示：「衛生部實地實施和

協調小組和統一醫院指揮中心正在具體指定

隔離設施。」它補充說：「現在的首要任務

是確保符合要求。一旦收到信息，我們將向

公眾公布。」衛生部援引其指引表示，如果

衛生部的警戒系統的1號和2號門被啟動，熱

帶醫學研究所將作為「疑似、可能和確診猴

痘病例的主要隔離設施。」

衛生部表示，1號門是指「對來自其他

高風險國家和地區的所有旅客實施嚴格的邊

境管制」，而2號門是指「在入境口岸進行篩

查、檢測和隔離」。

衛生部說：「為其他國際入境點提供服

務的區域隔離設施／醫院應由衛生部實地實

施和協調小組和統一醫院指揮中心指定。」

此外，政府醫院還必須準備隔離設施，

以管理潛在的猴痘病例。

衛生部說：「所有政府醫院都應為隔離

和治療設施準備一個區域，以防3號和4號門

被啟動。」 

麗妮撰文紀念林炳智64歲冥誕
本報訊：副總統麗妮·羅貝禮道給她的已

故丈夫、前內政部長林炳智寫了一段簡短而

有意義的問候，昨日是他64歲冥誕。

她寫道：「緬懷一位偉大的丈夫和父

親，他的非凡之處在於他的平凡。」

如果不是10年前的空難奪走了林炳智的

生命，他現在已經64歲了。

她說：「他的生命雖然短暫，但卻是

有目的的。這是我們每一天都在努力過的生

活。」

「我們行」運動發起了一場虛擬彌撒來

紀念林炳智的一生。

副總統和她的女兒們還在美國時，就在

網上參加了這次彌撒。

在最後的祝福之前，她有機會說了幾句

話。

羅貝禮道說：「炳智離開我們10年了，

他的遺風將繼續存在，不僅存在於我們的生

活中，也存在於他感動過的許多人的生活

中。」

羅貝禮道還說，她很高興很快就能回

國。

她說：「我們很快就要回家了。我們很

高興再次見到大家。」

副總統將於7月1日成立她的非政府組織

「改善生活」（Angat Buhay），這是她成為

普通公民的第一天。

羅貝禮道在2022年的總統競選中排名第

二，此前他曾擔任副總統6年。在她任內，

她建立了許多民生項目，包括在羅貝禮道離

職後將正式成立的非政府組織的「改善生

活」。

過去幾周，她在美國參加了小女兒在紐

約大學的畢業典禮。

專家：小馬當選是赦免非原諒
本報訊：一位分析人士週四表示，候

任總統小馬科斯在2022年選舉中獲勝，可以

被菲律濱人民視為「某種形式的赦免」，但

「還不是完全原諒」。

拉剎大學華裔政治學教授扶溜·鄭漢祺

說：「也許，我得說，這可以看作是一種

赦免。你可能會得到赦免，但不一定會得到

原諒，因為無論你犯了什麼罪，你都沒有承

認。」在5月9日的選舉中，這位已故獨裁者

的兒子、與他同名的人獲得了至少31,629,783

張選票，週三宣佈成為菲律濱第17任總統。

36年前，他的父親因腐敗和侵犯人權的

指控而被趕下台。從1986年開始，馬科斯家

族面臨著一系列案件，包括那些涉及他們非

法獲得的財富的案件，其中一個案件裁定女

族長伊美黛有罪。

1972年至1981年，前總統費迪南德·馬科

斯實施軍管，受害者們也繼續要求正義。

在5月9日選舉期間，馬科斯家族的2,030

億披索遺產稅負擔也增加了，而64歲的小馬

科斯本人也因1995年的稅收定罪而在選舉署

面臨取消資格的訴訟。

他和家人為實施軍管進行了辯護，並淡

化了那段時間人權侵犯受害者提出的問題。

他說，關於他家人的不義之財和所謂的

遺產稅，涉及「很多假新聞」，儘管法院和

相關政府機構已經證實了這些。

2013年，伊美黛達在接受共同社採訪時

表示，她希望另一個馬科斯成為菲國總統。

儘管她和丈夫不斷被指控掠奪國家財富、侵

犯人權，但她堅稱自己的家人是無辜的。

候任總統的姐姐、參議員艾米·馬科斯

週三告訴記者：「1986年後，我們經歷了很

多。我們面臨著如此多的指控和侮辱。」

艾米說，隨著蒙蒙（小馬的別名）成功

當選總統，他們的家人「非常非常感激」能

有「第二次機會」。

她說：「菲律濱人民給了小馬科斯一

份慷慨的禮物。只有少數人有機會挽回自己

的名譽。3100萬菲律濱人把他們的希望和抱

負寄托在他的政府身上，所以他必須做好

事。」

鄭漢祺說，「政治階層已經接受了」即

將上任的政府的合法性，即將離任的副總統

麗妮·羅貝禮道選擇不挑戰選舉結果。

他說：「我認為政治階層已經接受了新

一屆政府的合法性。考慮到自乙沙革命36年

後，馬科斯家族通過選舉成功地證明了自己

的清白，這本身就是一個歷史性的壯舉。」

「這不僅僅是壓倒性的勝利。根據歷史

學家馬諾洛·計順的說法，自1935年的萬雷·計

順和1952年的南文·麥獅獅以來，這是我們選

舉歷史上第三高的授權。」

鄭漢祺說，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一種

「政客捲土重來」的趨勢。

他說：「政治權力得以恢復。當然，這

是通過民主程序完成的。」

計 順 週 三 表 示 ， 在 菲 律 濱 的 政 治 文

化中，「選舉是對一個面臨爭議的人的赦

免。」

選舉署下月準備年底描籠涯選舉
本報訊：選舉署專員喬治·加西亞週四表

示，儘管有推遲選舉的呼聲，但選舉署將於

下月開始安排2022年12月的描籠涯和青年議

會選舉。

他說：「今年6月，我們肯定會開始為

描籠涯選舉和青年議會選舉做準備。我們不

能假定國會不會繼續進行選舉。我們還得準

備。如果在9月份突然通過，而我們沒有任何

準備，對我們來說將是困難的。」

他是在眾議院多數黨領袖費迪南德·馬丁·

羅麻禮斯發表聲明後發表上述言論的。羅麻

禮斯表示，如果推遲今年的議會選舉，將會

節省80多億披索的開支。

羅麻禮斯建議，這數十億披索的資金可

以用於新冠肺炎應對和經濟刺激，特別是向

那些遭受大流行的人提供援助。

加西亞早些時候回應了這一觀點，稱投

票機構將聽從國會在這一問題上的決定。

他說，為2022年描籠涯和青年議會選舉

劃撥的86億披索沒有發生變化。

他還說：「直到今天，我可以誠實地告

訴你，86億披索仍然完好無損。我們還沒有

預算和管理部門發佈的數據。」

加西亞還指出，選民登記將於7月重新

開放，以便那些希望登記或重新登記的人登

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