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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國人認為生活比去年更糟

圖為一輛汽車昨日駛過掛滿五顏六色雨傘的馬尼拉市三巴樂區克里斯道巴街。當地居民
說，許多人慕名而來，除了觀賞這些雨傘外，還會光顧當地的食肆和跳蚤市場，特別是晚上
尤為熱鬧。

本報訊：社會氣象站（SWS）公布的第

一季度民調結果顯示，大約34%的菲律濱人

認為他們的生活質量比一年前更糟。

在4月19日至27日對1440名成年人進行的

全國性調查還顯示，相比12個月前，32%的

人認為情況變得更好（贏家），而34%的人

認為情況相同（未改變）。

社會氣象站將「失敗者」一詞用於那

些認為自己的生活質量變差的人，「贏家」

用於那些認為自己的生活質量變好的人，而

「未改變」一詞用於那些認為生活質量不變

的人。

社會氣象站表示，由此產生的「淨贏

家」為-2（贏家的百分比減去失敗者的百分

比），這一數值被社會氣象站歸類為「相當

好」的水平。

它補充說：「2022年4月的淨贏家率比

2021年12月的-16普通水平高出了14點，但仍

比疫前的2019年12月的+18非常高水平低20

點。」

民調機構還提到，在2015年之前，淨贏

家的數值普遍為負數，直到2015年才升至正

數，直到從新冠疫情封鎖開始急劇惡化。此

後，它呈回升趨勢，但仍未達到正值範圍。

反貧委花800萬聘「不必要」顧問
本報訊：審計署已發現國家反貧困委員

會給顧問支付800萬披索，審計署認為顧問費

用是不必要。

審計員在其年度審計報告中指出，反貧

困委員會聘用顧問的要求並未符合菲國政府

電子採購系統公布的要求，這違反了《採購

法》及其經修訂的實施細則和條例。

同樣，審計署表示，支付顧問的總支出

超過了該機構的2021年度採購計劃中規定的

總預算，這也不符合採購法及其經修訂的實

施細則和條例的規定，剝奪了政府最優惠的

價格，導致交易付款可疑。

審計署指出：「在顧問服務方面的總

支出超出了該機構在2021年的年度採購計劃

預算總額30萬披索，而該年的支付總額為

8,219,636披索。顧問服務的採購，無論是通

過個人顧問還是顧問公司，都涵蓋在第9184

號共和國法令及其實施細則。因此，在沒有

公開招標的情況下，僱傭上述顧問是不合理

的。」

它補充說：「同樣，採購實體在僱用

他們時獲得最有利價格的要求並沒有得到保

證。」

此外，審計署人員引用了招標委員會

成員的說法，該成員告訴審計署，由於聘用

是通過人力資源和管理單位直接處理的，因

此，沒有個人簽約顧問的採購流程。

這位人力資源和管理單位負責人隨後通

知審計署，聘用顧問的依據是秘書辦公室頒

發的聘用授權。

審計署說：「顧問的聘用不是通過競爭

性招標完成的，具體情況可以核實2021年採

購監測報告。經招標委員會確認後，也沒有

提供任何文件證明這類顧問是根據其他方法

採購的。」

審計署已責成反貧困委員會嚴格遵守採

購法和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特別是在進

行公開招標和其他採購活動方面。

此外，審計員表示，反貧困委員會應嚴

格遵守APP中的諮詢服務預算，確保採購此

類服務的總支出不超過APP中註明的預算。

同一份 審計署報告稱，反貧困委員會在

2021年聘請了13名顧問，其中包括：6名法律

顧問、4名媒體顧問、財務顧問；性別與發展

／原住民顧問；和經濟事務顧問。

審計署表示，僱用不必要的顧問導致額

外支出339萬披索。

針對審計署的調查結果，反貧困委員會

辯稱，列舉的顧問是合法聘用的，他們的聘

用基於信任和信心，以及他們在該機構所需

的技術技能。

反貧困委員會表示：「聘用上述高技術

顧問符合採購法實施細則附件H中替代採購

模式規定的談判採購。」

然而，反貧困委員會承認他們可以做得

更好。

它補充說：「雖然上述採購模式不需要

在菲政府電子採購系統網站上發布採購機會

或空缺廣告，但我們承認反貧困委員會未能

在菲政府電子採購系統網站上發布中標通知

和合同，我們懇請審計組就此問題繼續給予

指導。」

OCTA改口稱大岷仍然低風險
本報訊：OCTA研究員沓密博士糾正了

他之前的聲明，澄清了根據他們的指標，大

岷區的新冠疫情仍屬於低風險。

與他在較早前有關大岷區的疫情已經處

於中等風險的聲明相比，沓密在昨天下午澄

清說，該地區的新冠疫情仍屬於低風險，但

預測這種情況「可能會很快改變。」

專家在推特上稱：「根據我們的指標，

國都區的疫情風險仍然很低。我們不建議提

升防疫警戒級別或封鎖。」

據報，新冠肺炎病例增加，以及新冠病

毒及其變種的威脅揮之不去，跨機構間工作

組已決定了把大岷區的防疫警戒級別維持在

第1級，直到6月30日。

該地區維持第1級防疫警戒狀態得到了獨

立組織OCTA Research的支持，稱他們「預計

不會出現大幅激增」，或類似於1月或2021年

發生的情況。

日本欲向我國提供
裝甲車等軍事技術

本報訊：據共同社援引菲詢問

者日報16日報道，日本向菲律濱的軍

產複合體提出了一項軍事技術支援方

案，包括裝甲車、彈藥和人造衛星

等。據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考慮

到在南海加強軍事活動的中國，計劃

對本月底將上台的馬科斯政府做工

作，力爭加強安保合作。

該報道稱，方案內容為提供可

覆蓋菲律濱北部呂宋島全域的通信系

統，以及三菱重工業公司轉移裝甲車

零部件製造技術。菲律濱國防部16日

承認報道屬實。

兩國政府2016年2月簽署了關於

防衛裝備品和技術轉移的協定，基於

協定締結了防空雷達的出口合同。今

年4月在東京首次召開外長防長磋商

（2+2），發表聯合聲明稱「將通過防

衛裝備品和技術轉移，進一步加強整

個防務關係」。

日本政府也與其他國家締結了同

樣的協定，考慮修改規定防衛裝備品

出口規則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

以及運用指針。

黃溪連大使致辭「漢語橋」菲律濱決賽
勉學漢語知識技能 深研菲中燦爛文明
本報訊：據中國駐菲大使館消息，2022

年6月16日，第二十一屆「漢語橋」世界大學

生中文比賽菲律濱賽區決賽圓滿落幕。本屆

「漢語橋」比賽菲律濱賽區決賽由中國駐菲

律濱大使館主辦、紅奚禮示大學孔子學院承

辦。經過在菲各孔院預賽選拔，共有15名選

手晉級決賽。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次比賽繼續採

取網絡會議形式舉辦，中國駐菲律濱大使黃

溪連、紅奚禮示大學校長約瑟夫‧紅奚禮示

博士、駐菲使館教育參贊熊勝出席比賽並致

辭。

黃溪連大使向入圍決賽的同學表示祝

賀，並對承辦此次活動的紅奚禮示大學孔子

學院及積極組織參與比賽的其他教學機構和

個人表示感謝。他在致辭中表示，中國和菲

律濱作為好鄰居、好夥伴、好朋友，友好交

往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特別是近六年以

來，中菲兩國在各領域合作蓬勃發展、成果

豐碩，相信雙方在教育領域的合作交流將不

斷深化，為兩國各領域務實合作提供更堅實

的人才支撐，也為中菲關係進一步向好發展

營造良好的社會和民意基礎。

黃大使表示，「漢語橋」不僅是各國大

學生學習漢語、瞭解中國之橋，也是促進中

菲兩國合作共贏之橋、推動中菲文明交流互

鑒之橋，他希望各位同學在學習漢語過程中

與時代同行，苦學漢語知識技能、深研中菲

燦爛文明，早日成為中菲友誼與合作的友好

使者，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天下

一家」的更美好世界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國駐菲律濱大使館將一如既往地支持菲律

濱的漢語教學，為菲律濱青少年學習漢語創

造更好條件，支持菲律濱青年學子赴中國留

學，支持推進兩國教育領域交流與合作。

紅奚禮示校長代表紅奚禮示大學對各位

嘉賓和選手表示歡迎，他表示，過去20年，

「漢語橋」作為漢語學習以及世界青年交往

的重要平台，為人文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次比賽不僅僅是對漢語知識的考察，更是

加深對中國瞭解的窗口。面對疫情的挑戰，

更加凸顯了「天下一家」的重要性，中菲要

繼續加強合作，才能共同贏得更美好的未

來。

第二十一屆「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

比賽菲律濱賽區決賽共分為知識問答、主題

演講、才藝展示和自由拉票四個環節，其中

除才藝展示環節以視頻錄製的方式呈現外，

知識問答、主題演講和自由拉票三個環節均

採用線上實時交流的方式進行。知識問答環

節中，選手展現了自身紮實的中文知識、中

國文化、中國國情和中國文藝科教等知識素

養。在主題演講環節，選手們以「天下一

家」為主題，結合自己與漢語結緣的故事，

分享自己對於「天下一家」的獨特理解和感

悟，引發了現場觀眾的共鳴，贏得了熱烈的

掌聲。選手們以視頻錄製的方式同台競技，

展示自己的中華才藝，歐蓓雯同學的《樹高

千丈，葉落歸根》用繪畫的形式展示中國人

「葉落歸根」的傳統思想，在色彩的斑斕之

中，透露出作者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熱愛和堅

持做菲中文化交流使者的堅定決心。米歆同

學的繪畫作品靈感來源於白居易的《琵琶

行》，她十分喜歡詩中的那句「今夜聞君琵

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所以，她希望通

過繪畫將漢字的魅力更直觀地呈現出來。楚

孜悅同學的《念奴嬌·赤壁懷古》用演唱和

朗誦兩種形式，還原赤壁之戰場景，表達出

自己對本詞的理解。白靜冉同學展示了中華

剪紙《虎》，在剪刀、刻刀的配合下，一隻

大老虎躍然紙上，其栩栩如生的視覺形象和

造型樣式，蘊涵了中華文化的底蘊與豐富的

創造力。塗麗婭為大家帶來了黃梅戲《女駙

馬》，表達了自己對中國傳統戲劇的喜愛。

在自由拉票環節，選手們各顯神通，積極為

自己拉票。

熊勝參贊用三個關鍵詞概括了觀看此次

比賽的感受：他認為同學們良好的精神面貌

和充分準備展示出的主流社會漢語教學的成

果令人「高興」；同時各位同學的精彩展示

以及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熱愛和堅持做中菲文

化交流使者的決心，令人非常「感動」；各

個孔子學院在疫情期間做到「停課不停學、

不停教」，紅奚禮示大學孔子學院的老師同

學們為本次比賽付出的辛勤工作以及各位指

導老師和評委們的悉心指導和認真評審都值

得「感謝」。

本次比賽吸引了眾多漢語學習者和中國

文化愛好者在線觀看。經過激烈角逐，來自

紅奚禮示大學孔子學院的塗麗婭（TUAZON, 

ROSELLE ANN）同學拔得頭籌，獲得此次

「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菲律濱賽區

總冠軍，她將有機會代表菲律濱賽區參加全

球總決賽。

國人工作壓力 東南亞最高
本報訊：蓋洛普的一項調查顯示，日常

工作的壓力正在對菲律濱工人造成影響。

昨天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在接受蓋洛

普調查的1000名15歲及以上的菲律濱人中，

有一半人對於是否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都

感到壓力的提問表示「是的」，這是東南亞

裡最高的。

蓋洛普高管克利夫頓說：「工作帶來

的痛苦導致領導者發明了盡可能遠離工作的

新方法。實現『工作與生活平衡』、實施四

天工作周和擴大遠程工作的運動現在無處不

在。」克利夫頓補充說：「但讓員工不滿意

的不僅僅是工作時間、不平衡或位置。正是

工作中發生的事情讓他們很痛苦。」

這家總部位於美國的民意調查公司報告

稱，泰國、柬埔寨、緬甸和越南都是每日壓

力排名靠前的東南亞國家。印尼排名最低，

因為只有20%的受訪者認為承受壓力。

撞人司機自首後
大搖大擺回家
警方解釋「非被通緝重犯」

本報訊：在曼達俞央市撞倒一名保安的

SUV司機於週三向當局自首並首次公開露面

的新聞發布會後沒有被捕。

菲國警察發言人法哈多昨天解釋說，

沒有逮捕令將扶西·安頓紐·仙未申智（Jose 

Antonio Sanvicente）置於警方的拘留之下。

法哈多說：「他不被認為是被通緝的重

犯。」

法哈多補充說，「緊追不捨」原則授

權警方進行無證逮捕，但不適用於仙未申智

案。使用這一原則的提議是由前大理院發言

人戴酈生在推特上提出的。

法哈多說：「緊追不捨原則不適用於本

案，因為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流逝。我們將

不得不遵循法律程序，並且已經提起訴訟。

讓法院決定是否有可能的理由對他發出逮捕

令。」

法哈多還澄清說，仙未申智與任何警察

都沒有關係，是他的父母為了他的安全而打

電話給菲國警要求他自首。

她說：「仙未申智的父母主動聯繫了我

們的負責人，以便他能夠浮出水面，因為強

烈要求他浮出水面。」

菲國警發言人表示，仙未申智不會受到

特殊待遇，因為他們打算申請出境禁令，以

防止他離開菲國，從而逃避當局。

仙未申智和他的父母出現在菲國警和

媒體面前，在克楠美軍營舉行的新聞發布會

上，他向受害者弗洛拉德道歉。

弗洛拉德在6月5日的事件中受了重傷，

他接受了仙未申智的道歉，但堅稱他將對這

名34歲的司機提起訴訟。

陸運署已吊銷了仙未申智的駕駛執照，

司法部發布了針對他的出入境監視令。

海關起獲中國走私胡蘿蔔
本報訊：海關局昨天報告稱，在馬尼拉

國際貨櫃碼頭（MICP）緝獲了價值400萬披

索的從中國走私的胡蘿蔔。

海關情報與調查局（CIIS）—馬尼拉國

際貨櫃碼頭負責人恩西索在一份聲明中表

示，在週二查獲的兩批貨物是托運給Silverpop 

Dry Goods Trading，並被申報包含2600箱饅

頭。

在6月6日抵達菲國的貨物的海關仲介被

確定為巴蘭加弗洛。

他說，週二的行動是在收到有關錯誤申

報農產品進入港口的信息後進行的。

在收到信息後，該小組要求一份由馬尼

拉國際貨櫃碼頭地區稅收主任羅薩禮斯簽署

的特別停止令，以檢查這批貨物，從而發現

了走私的胡蘿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