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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黃溪連大使分別與菲律賓華僑善舉總會、菲華新聯公會和菲律賓漳州總商會
代表座談。

黃溪連大使會見
善舉總會、新聯公會和漳州總商會代表

本報訊；11月15日，黃溪連大使分別與

菲律賓華僑善舉總會、菲華新聯公會和菲律

賓漳州總商會代表座談。善舉總會董事長盧

祖蔭、永遠名譽董事長李凱旋、名譽董事長

吳榮祥，新聯公會會長溫奕明、蔣曉瑋、柯

志超、永遠名譽會長蔡友鐵、名譽會長趙啟

平、吳榮德、林金山，漳州總商會會長羅劍

峰及三家社團其他領導，使館參贊兼總領事

王悅等參加。

黃大使首先聽取了善舉總會面向華文學

校華語教師群體推出的一攬子福利政策以及

盧祖蔭董事長本人捐資支持華文教育的新計

劃，對有關義舉善行表示高度讚賞。黃大使

指出，海外華文教育是「留根工程」和「希

望工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隨著中國

與世界的融合不斷加深,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步

伐不斷加快,華文教育事業做大做強是大勢

所趨。使館多年來高舉支持華教的旗幟，通

過多種方式支持華校發展，多方倡議熱心人

士奉獻愛心，推動形成華社「眾人拾柴火焰

高」的良好局面。今後我們將繼續把支持幫

助華文教育作為工作重點，推動國內加大華

校師資培訓、優秀教師選派力度，為華文教

育和華文學校發展提供更大助力。

黃大使表示，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

代表大會確立了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

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進一步彰顯

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在中國共產黨

的領導下，中國秉持世界情懷，弘揚全人類

共同價值，與各國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我們的主張和方案牢牢佔據了國際道義

的制高點，與個別國家狹隘自私、一心拆牆

脫鉤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受到國際社會的

廣泛讚譽。

黃大使指出，中菲建交47年來，兩國關

係雖曾歷經困難波折，但始終能堅持友好合

作的大方向，保持良好發展勢頭，這離不開

菲華社會的鼎力支持。

各社團秉持深摯的家國情懷，積極助推

中菲各領域友好合作，同時對外明確發出中

菲友好需由雙方共同呵護的響亮聲音，促進

主流社會支持對華合作的共識不斷凝聚。你

們為中菲友好所做的貢獻值得永遠銘記，你

們的優良傳統應該代代傳承。希望各社團繼

續發揮自身優勢，加強與使館配合，推動中

菲各領域特別是人文領域合作，促進兩國人

民之間的相互瞭解，為中菲友誼行穩致遠保

駕護航。

三家社團熱烈祝賀中共二十大勝利召

開，感謝使館長期以來的指導和幫助，表示

將繼續秉持創會宗旨，傳承優良作風，旗幟

鮮明支持中菲友好合作，為深化中菲傳統友

誼、促進兩國各領域合作作出更大貢獻。

週三凌晨3點 2華人在計順市跳車受傷
連同車上5人疑似被綁架

本報訊：在昨天凌晨，兩名中國人在計

順市塔沓倫描籠涯的亞蘭禮沓街與計順大街

交界，從一輛行駛中的車輛跳下後受傷。

在星期三凌晨3點15分，該描籠涯的監控

器捕捉到兩名男子從車窗和汽車的中間部分

跳下的畫面。

塔沓倫描籠涯的公共安全官和急救人

員立即趕到現場救援，對受傷的華人進行救

治。傷者的身份已被確認為29 歲的劉慶安和

29歲的毛子（皆音）。

除了兩名跳車的傷者外，車內的另外7名

中國人也跳車逃走，他們被確認為 25 歲的杜

青青、32 歲的郭彥德、33 歲的杜偉斌、34歲

的夏方宇、 21歲的林海勇、33歲的姚慧琳和

35歲的韓武東（皆音）。

據趕到現場的奧智斯說，巡邏的描籠涯

警衛和描籠涯治安秩序單位觀察到這些人跳

車。

這有可能是可疑的菲籍司機因該2人跳

車而折返，使車上的其他乘客有機會下車逃

走。奧智斯補充說，司機提到他們來自班班

牙，但沒有提到他們要去哪裡。據 描籠涯官

員稱，這些中國人是在為菲律濱離岸博彩公

司工作。

菲國警無法與中國人交談，因為他們不

會說菲語或英語。

據警方稱，被截獲的中國人已被移交給

反綁架組，以瞭解情況。

聯合國特別報告員
來菲調查人權狀況

本報訊：人權委員會呼籲政府邀請更多

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到菲律濱獨立調查菲國的

人權狀況。

人權委員會在特別報告員辛格哈特于 11

月來訪之前發表了這一聲明。辛格哈特關注

的是買賣兒童和對兒童進行性剝削的問題，

包括兒童賣淫、兒童色情和其他兒童性虐待

材料。

計劃在明年來菲訪問的還有言論和意見

自由問題特別報告員艾琳．汗。

人權委員會稱：「我們呼籲國家政府承

認特別程序任務負責人的能力，向他們發出

長期邀請，邀請他們訪問菲國並對實地的人

權狀況進行獨立評估。」

人權委員會指出，事實證明，特別報告

員行事正直，始終遵守人權原則和標準。

人權委員會說：「他們在國際層面的地

位使他們能夠以全新的、不帶偏見的眼光看

待國家的情況。」

在訪問結束後，特別報告員將向政府提

出調查結果、結論和建議。

人權委員會還表示將積極參與報告員的

訪問，並根據他們目前從全國各地收集到的

信息提供意見。

四離岸博彩華人員工
鬧事和持有毒品遭逮

本報訊：在11月16日星期三凌晨，巴西

市警察情報科的成員逮捕了4名製造麻煩和持

有毒品的中國公民。

市警察局局長塔貝尼拉確認嫌犯為40歲

的麥江偉、32歲的李鵬、41歲的劉飛、和29

歲的鄧磊。他們均是菲律濱離岸博彩公司的

工作人員。

塔貝尼拉說，嫌疑人于凌晨2點45分左右

在巴西市的陸斯達洛馬加巴牙大道被捕。

市警察局局長表示，在嫌疑人落網前，

情報科的成員接到有關搶劫事件的信息後，

對該地點進行了監視。

塔貝尼拉說，警方發現4名中國人在爭吵

鬧事。

當警察試圖安撫嫌疑人時，他們發現了

兩包沙霧。嫌疑人立即被帶到警察拘留所。

市警察局局長說，嫌疑人被指控尋畔滋

事和持有毒品。

馬科斯:
菲接近實現大米價格 降至每公斤20元願望
本報訊：總統小馬科斯昨天表示，菲律

濱政府即將實現將大米價格降至每公斤20披

索的願望。

這是因為小馬科斯在全國範圍內啟動了

聖誕精神項目，該項目旨在為菲國本地的農

業生產者提供市場，同時讓公眾能夠獲得負

擔得起的高質量產品。

小馬科斯說，要實現降低大米價格的目

標，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小馬科斯表示：「如果我們從國糧署獲

取大米，如果我們從緩衝庫存中獲取，國糧

署將無法盈利。您可以看到大米的價格是25

披索。我們接近實現大米價格為每公斤20披

索的夢想。但讓我們慢慢來，還有一些事情

需要做。」

他補充說：「在發生很多事情，我們無

能為力，因為大宗商品價格飛漲是我們無法

控制的外力所造成的。」

他的競選承諾是將大米價格降至每公斤

20披索。小馬科斯說，這種願望取決于修復

價值鏈，或生產銷售給消費者的產品或服務

所涉及的一系列階段，每個階段都會增加產

品或服務的價值。

眾議員薩西達曾表示，雖然這並非不可

能，但將米價降低到20披索將以菲國其他部

門為代價。

國調局探員救出離岸博彩員工

本報訊：在能源部修訂了2008年可再

生能源實施細則和條例的其中一節後，外

國投資者或公司現在可以在菲國從事可再

生能源的資源勘探、開發和利用。。

能源部在昨天的一份聲明中表示，能

源部長洛蒂惹于2022年11月15日簽署了第

2022-11-0034號部門通函。

該通函規定了對第2009-05-0008號部

門通函第19條或執行第9513號共和國法或

2008年再生能源法的規則和條例進行修

訂。

能源部表示，該修正案源于司法部于

2022年9月29日發佈的意見。

它說，憲法對勘探、開發和利用自然

資源的外資所有權限制只包括那些容易被

佔用的自然資源，因此，不包括太陽能、

風能、海洋或潮汐能。

因此，需要修改2008年再生能源法的

實施細則和條例，以符合司法部的意見。

洛蒂惹說「隨著能源部從本地和外國

投資者獲得可再生能源開發，特別是海上

風電潛力的巨大利益，國家現在可以直接

進行可再生能源資源的勘探、開發、生產

和利用，或它可以與菲律濱和／或外國公

民或菲律濱和／或外資公司或協會簽訂可

再生能源服務或運營合同。」

具體而言，可再生能源法的實施細則

和條例第6條第19款 (B) 項規定，「自然資

源的勘探、開發、生產和利用應在國家的

全面控制和監督下」。

本報訊：一名馬來西亞人和其他為菲

律濱離岸博彩公司工作的人在據稱遭受虐待

後，在巴西市獲國調局的工作人員解救。

根據GMA在昨天的報導，救援行動是在

午夜前在威廉斯街與F.B.哈里遜街交界進行

的。

國調局行動人員截停了幾輛麵包車，並

要求司機下車和將雙手靠在牆上。一些司機

被發現攜帶槍支。

被確認為 布蘭登．羅（音）的馬來西亞

華人是救援目標。馬來西亞大使館在較早前

就羅氏的情況聯繫了當局。

羅氏說：「這是一個騙局。」他指的是

其網絡博彩僱主。

據稱，如果工人不聽從僱主的指示，就

會遭到毆打。

羅氏說，他很感恩自己能夠獲救。

網絡博彩員工被帶到國調局辦公室，

讓他們提供口供。然而，由于調查仍在進行

中，國調局尚未點名涉案的網絡博彩公司。

能源部: 外國人已被准許 從事再生能源業

國家灌溉署負責人吳世杰
員工投訴是「抹黑宣傳」

本報訊：在昨天，國家灌溉署負責人吳

世杰聲稱，該機構員工的投訴導致他被停職

是「抹黑宣傳」的一部分。

在新聞發佈會上，吳世杰稱其同事的指

控「誇大、誤導和存在惡意」。

他 說 ： 「 這 是 一 場 針 對 我 的 抹 黑 運

動。」

他說：「指控是錯誤的，報復別人對

我來說是很有誤導性的。你們知道這裡大部

分員工都升職了嗎？怎麼可能是報復性的

呢？」

在該機構的工作人員就涉嫌嚴重不當行

為、損害服務最佳利益的行為和壓迫提出投

訴後，監察署把吳世杰的暫時停職6個月。

據監察署說，當國家灌溉署的律師認為

該署的最高級別官員是未薩亞，而且他應該

留任灌溉署署長時，吳世杰很不高興。

據稱，吳世杰還要求灌溉署成員把代

理署長中的「代理」一詞刪除。據稱，這導

致吳世杰通過阻止員工旅行來對員工進行報

復。

據稱，他還侮辱了一些員工，毫無根據

地調動了他們，並揚言不再續約一些修好他

家空調但無法立即完成工作的工人。

工人的抱怨
國家灌溉署的立案秘書長雷文多表示，

她對吳世杰修改其職稱表示擔憂，這使其成

為（用他的話來說）「正式的署長」。

雷文多在接受ANC的採訪時說：「我

說，這可能是個問題，因為你的委任文件指

的是另外一回事。」

她補充說：「只有總統本人才能修改委

任，並從所述任命中刪除『代理』一詞。」

 雷文多說，委員會成員無視了她的建

議，而是投票修改了吳世杰的任命。但她

說，吳世杰在他們會面後，似乎對她「很生

氣」，並「開始發佈旨在騷擾我的命令」。

她說：「他把我的清潔工帶走了，他開

始關掉我辦公室的電源，然後他命令在下午5

點開始把我的辦公室上鎖和關門。在國家灌

溉署，我們是實施彈性上班時間。」

她還聲稱，吳世杰制定了一項政策，即

所有進出其辦公室的文件都必須先經過他。

她說，吳世杰還把幾位經理置于「浮動

狀態」。

 吳世杰反駁
吳世杰說，對他提出指控的其中2名員

工正面臨貪污案，據說他們想報復他。

他回憶了一個例子，據稱雷文多試圖隱

藏有關未完成灌溉項目的文件。為了防止這

種情況再次發生，吳世杰說，他決定將，雷

文多調到他的辦公室，以便他們可以密切合

作。

吳世杰說：「她不合作。她試圖讓事情

顯得是我對她很粗魯。我所做的就是為了保

護我們的文件。」 

然而，雷文多說：「我沒有收到一分

錢，也沒有收到任何不符合我工作職責的好

處。」

 在新聞發佈會上，吳世杰說，他被稱為

「代理」署長是沒有問題的。

他說：「當我剛開始擔任新署長時，這

位雷文多強調我是代理署長。那麼，人們會

怎麼想？「他只是一個代理署長，他很快就

會換掉。」這很痛苦。這讓一個人的士氣很

低落。」 

但吳世杰承認，他在週日聘請了總務部

的員工來修理他家中的空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