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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羅育政黨料成眾院多數黨
本報訊：力量黨主席兼候任副總統莎

拉·杜特地週一表示，力量黨正試圖成為眾議

院的多數黨。杜特地說，她不知道有多少政

客試圖加入該黨，但指出她的聲明是基於眾

議院多數黨領袖和力量黨總裁羅麻禮示的行

動。

杜特地在新聞發佈會上說：「我理解這

是多數黨領袖羅麻禮示的目標。這是他在眾

議院的目標。」

杜特地表示，她還沒有與力量黨永遠名

譽主席亞羅育討論此事。她說：「我們仍在

就黨內的工作徵求亞羅育總統的意見。」

除了力量黨，杜特地還主持了一個地區

性政黨「變革聯盟」，該政黨在2019年中期

選舉中推出了自己的參議員候選人。

如果力量黨在7月的第19屆國會開幕式上

贏得眾議院多數席位，這將是罕見的新當選

總統不是多數黨成員的情況。

候任總統小馬科斯在菲聯邦黨領導下執

政。

圖為馬尼拉市政府為慶祝馬尼拉日，昨日在亞洛西洛斯森林公園舉行人才招聘會，吸引許多市民前往搵工。該為期一日的招聘會提供了
1.5萬個職位空缺。

候任釐務局長義列莫將查
網紅和專業人士生活方式

本報訊：候任釐務局長莉莉亞·義列莫正

考慮對社交媒體上的網紅和專業人士進行生

活方式檢查，因為政府試圖在不斷膨脹的債

務中籌集資金。

義列莫敦促專業人士和有影響力的人註

冊、開具收據並繳納適當的稅款。

她說：「很多公民被視為擁有奢侈的生

活方式，但如果你將其與他們繳納的稅相比

較，你就會問：你為什麼有這麼多房產？它

們甚至還被展出。」

她說，她將利用自己作為統計學家和IT

專業人員的經驗，以及她在菲央行的工作經

驗，進一步改善稅收。

這位新任釐務局長表示，她不僅希望啟

動數字轉型，還希望在通常被認為是政府中

最腐敗的部門之一的釐務局進行道德轉型。

義列莫還計劃繼續在釐務局的行列中檢

查生活方式。

隨著國家債務在4月份達到12.76兆披索

的歷史高點，釐務局面臨著增加稅收的巨大

任務。

但義列莫也表示，如果稅收能夠得到改

善，就沒有必要增加新的稅收。

她補充說，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之一是

通過數字化和擴大釐務局的在線服務。這也

將減少納稅人和釐務局僱員之間的交易。

教育部擬新學年度
展開混合教學模式
本報訊：除了在即將到來的新學年全面

實施面授教學外，教育部昨天表示，它還在

考慮為學習者開展遠程學習的設置。

教育部副部長馬拉魯安在簡報會中說：

「我們在遠程學習模式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和創新。所以，我們會保留一些部份。」

他解釋：「我們目前正在起草下一學年

的總體指導方針。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學習恢

復和對新常態的連續性，其中一個組成部分

是我們的學習方式。」

他補充說：「範圍將包含在指南中。換

句話說，有多少天是面授的，有多少天將允

許遠程學習作為混合學習的組合，我們需要

仔細研究這一點。」

他表示，由於8月份才重新開放，仍有機

會向候任副總統、即將上任的教育部部長莎

拉．杜特地提交這些建議，供她審閱並達成

共識。

同時，對於面授課堂，他表示，所有

學校都已準備好重新開放，但屆時仍將取決

於其所在地區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警戒級

別。

馬拉魯安說：「根據衛生部給我們的

最新指引，在第1級和第2級是允許面授課堂

的。在第1級防疫警戒下，下一學年將放寬身

體距離要求。」

他補充說，超過80%的公立學校已經符

合教育部的「準備要求」，包括建立洗手設

施和適當的通風等。

國防部兩大優先目標
保護主權和尊重人權
本報訊：即將上任的國防部長星期一承

諾，將優先考慮保護國家主權和尊重人權等

問題。

即將上任的國防部長弗斯珍諾說：「我

們將盡最大努力，使國防部的所有項目集中

於保護和捍衛國家主權，尊重人權和國際人

道主義法，解決內部衝突的根源，並確保執

行『不交出任何一平方英吋的領土』的總統

命令。」

他在一份聲明中說：「作為國防部的

負責人，我將不斷與通過國家建設、經濟復

甦，以及最重要的是國家團結，使菲律濱更

強大、更好的願景保持一致。」

這名前菲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強調，「國

家安全是人類安全的同義詞。」

弗斯珍諾指出，儘管國防部將繼續保護

菲國的領土，但它也將繼續與該地區的鄰國

接觸。

弗斯珍諾說，他領導下的國防部將與

其他國家機構保持良好的「合作和磋商關

係」。

他說，該部門將應對其他主要關切和

安全挑戰，如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恐怖主

義、支持執法部門解決犯罪和非法毒品問

題，以及網絡安全。

他說：「我們將繼續支持與摩伊和摩解

達成的和平協議。」

他補充說，將繼續開展結束當地共產主

義武裝衝突的運動。

弗斯珍諾誓言要繼續國防部在菲武裝部

隊現代化方面的勢頭，並提高他們的能力。

這位退休將軍說：「我們現在處於裝甲

部隊現代化的第三個階段，即在加強領土或

外部防禦能力方面建立更可靠和可信的裝甲

部隊。」

韓國公司投資7.56億元木薯項目

本報訊：即將離任的參議院少數

黨領袖狄倫週一說，在候任總統小馬科

斯的領導下，對弱勢群體的援助必須繼

續下去。

他說：「政府將不得不優先考慮

預算開支。因此，至少在未來幾年內，

最重要的問題將得到最優先的處理。援

助是必要的，因為它將在困難時期幫助

人們。」

但他補充說，在分發援助物資的

過程中，政府應該向公眾披露國家的真

實情況。

狄倫說，政府必須優先考慮教育

和衛生等「必需品」。

馬科斯政府應該利用其政治資本

進行改革，以鞏固財政狀況。告訴大家

真相，因為今年的預算真的很緊張。我

希望我們不要因為不公平而粉飾我們的

問題。他們最好對菲律濱人民坦誠，確切地

說出他們將面臨什麼。」

他補充說：「馬科斯政府不應該粉飾問

題。這些問題不是他們造成的，而是由現任

政府、對流行病的管理不善和入侵烏克蘭造

成的。所以我的建議是告訴人們真相。」

這名參議員說，透明度是必要的，因

為未來三年，由於杜特地政府的「巨額借

款」，這個國家將面臨困難。

狄倫說，由於杜特地政府的「管理不

善」，最近的政府貸款未能真正幫助受疫情

影響的行業。

他說：「在這裡，我真的指責衛生部長

杜計和本屆政府對新冠大流行的管理不當。

我們現在的情況是，該國的債務已經增長到

大約12.64兆披索。因此，服務領域的財政空

間受到我們支付外債利息的限制和影響。」

另一個問題是國家的資金需求，這是

因為國家有義務遵守最高法院的曼達納斯裁

決，該裁決要求國家政府有義務將適當的稅

收份額分配給地方政府單位。

不過，他說，不應該暫停償還債務，因

為這只會惡化國家的財政狀況。

狄倫說：「延期償還債務？這必須得到

債權人的同意。」

建築供應零售商
對商業前景持樂觀態度

本報訊：在當選總統費迪南德·邦邦·馬科

斯的新政府領導下，隨著疫情的緩解，裝修

和建築活動不斷增加，一家家居裝修和建築

供應零售商--WilconDepot公司對其前景持樂

觀態度。WilconDepot公司高級執行副總裁兼

首席運營官羅斯瑪麗·王在週一的虛擬新聞發

佈會上表示，建築業「現在真的非常活躍和

活躍」，預計這一趨勢將在即將上任的馬科

斯政府期間持續下去。

她說：「許多建設活動已經恢復。我

們看到了很多活動，尤其是機構甚至私人建

築，因此我們確實看到需求激增。」

王氏說，在過去的幾年裡，建築活動受

到大流行病的影響。

她補充說：「希望它會繼續下去，未

來幾個月不會再有中斷，這樣我們就能以高

調結束今年。而且我們已經看到經濟是如何

復甦的（甚至是零售業），家庭裝修更是如

此。在過去的幾年裡，這非常有彈性，因為

我們也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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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馬家拖欠2030億稅務
候任釐務局長將遵法院命令
本報訊：釐務局長莉莉亞·義列莫週二保

證，釐務局將遵守法院對馬科斯家族2030億

披索未清償稅款的裁決。

義列莫澄清說，關於未支付的遺產稅的

下一步行動取決於法院的管轄權，而不是釐

務局或財政部。

她說：「這是由法院決定的，而不是釐

務局或財政部。現在你問我如果法院已經讓

我去收錢怎麼辦？我來看看是怎麼說的。然

後我們會服從法庭。我們只是在等待。」

釐務局此前表示，已於2021年12月致信

前第一家庭，要求他們履行納稅義務。

而即將上任的財政部長陸諾則呼應了義

列莫的言論，稱他將把決定權留給法庭。

他說：「已經過去40年或35年了……我

認為把負擔放在我身上是不公平的。如果它

應該被徵收，就應該被徵收。所以，我們將

讓法院來決定。」

馬科斯週末任命義列莫擔任這一職務。

她目前是菲央行的助理總裁。

作為一名長期的公務員，她被選為釐

務局的負責人，此前她在該機構工作了近40

年，並因其在信息技術領域的專長。

義列莫向公眾保證，小馬科斯政府不會

開徵新稅。

她說：「陸諾總裁早些時候說我們不會

引入新稅，因為我們剛剛有了一項新稅。提

高稅收效率才是關鍵。」

政府2018年拯救9萬童工
本報訊：自勞工部於2018年開始對童工

做資料搜集以來，至少有9萬名兒童從有害工

作中獲救。

勞工部長貝洛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該

倡議旨在建立一個數據庫，「作為提供適

當服務和干預措施的基礎，以使兒童脫離童

工。」

在2018年，勞工部發布了關於童工資料

搜集的指引，以有效地使他們遠離最惡劣形

式的童工勞動和剝削。此後，該機構收集了

全國40多萬名童工的主要人口信息。

根據指引，童工是指18歲以下兒童從事

任何使他們受到任何形式的剝削的工作或經

濟活動。

它還指出，剝削對兒童的健康和安全或

身體、心理或心理發育均有害。

勞工部援引菲統計局的數據稱，約有

597,000名兒童仍在從事童工，其中大部分在

農業界。

與此同時，勞工部報告稱，在新冠疫情

期間，兒童在線性虐待和性剝削案件增幅達

到264%。

根據勞工研究所的一項調查，這種「驚

人」的增長速度可歸因於菲律濱的廉價且易

於獲取的互聯網套餐。

勞工研究所研究員杜馬拉沃在一次峰會

上表示：「廉價負的互聯網連接也有促使貧

困家庭參與這項賺錢計劃。」

研究指出，菲國兒童在線性虐待和性剝

削氾濫的其他原因可能是由於健全的匯款基

礎設施、英語水平高和普遍貧困。

為了幫助解決菲國的貧困問題，勞工部

表示，它為那些被確認為童工的家庭提供了

一系列社會改善計劃。

勞工部—特別關注工人局局長帛里達—

特拉維利亞說：「通過資料搜集數據庫，勞

工部可以識別並提供適當的干預措施，解救

從事童工的兒童。其中包括為童工的父母提

供生計援助計劃，條件是他們將停止讓他們

的孩子從事危險工作。」

勞工部的天使樹計劃、學生就業特別計

劃和強化勞動監察計劃也是該機構幫助解決

菲國童工問題的一些計劃。

勞工部的資料搜集與菲律濱2017-2022年

發展計劃一致，該計劃旨在將童工案件減少

30%。

本報訊：投資委員會(BOI)週一報道稱，

菲律賓大象(DAESANG)集團正在菲律賓投資

7.5624億元，該項目將使當地木薯種植者受

益。大象集團正在東米薩米斯的塔戈洛安谷

(Tagoloan)建立一個木薯澱粉製造工廠，該工

廠將于2023年1月開始運營。它將僱用約492

名工人。該設施預計每年可生產33,000噸木薯

澱粉和4,446噸木薯渣。

投資委員會表示：「大象集團的項目將

使菲律賓的木薯澱粉產能增加9％，從370000

噸增加到403000噸。」木薯粉是木薯根的提

取物。木薯澱粉和變性澱粉用作食品和飲料

工業的原料。這也是一種用于不同工業應用

的新興材料，例如常用于可生物降解塑料薄

膜、瓶子和醫療器械的聚乳酸。

木薯澱粉殘渣是木薯澱粉加工的副產

品，可作為動物飼料。

由于製造廠每天需要500噸新鮮木薯，

大象集團將其項目選址在該國第二大木薯產

區，即棉蘭老島北部。這為當地木薯種植者

提供了滿足大象集團需求的機會。

工商部部長兼投資委員會主席拉蒙·羅帛

示表示，新項目「在我國農業部門現代化方

面取得了長足進步」。

羅帛示說，大象集團在菲律賓的投資是

馬尼拉和首爾之間更緊密經濟聯繫的產物，

因為兩國政府正在努力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

定（FTA）。他補充說：「這是一個突破性

的項目，因為它反映了菲律賓和韓國之間加

強的經濟夥伴關係，因為我們正在敲定自由

貿易協定。因此，我們董事會投資部邀請更

多的韓國公司在菲律賓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