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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長：南海行為準則1-2年內可完成
本報訊：外交部長表示，希望在有爭議

的南中國海就「行為準則」進行的曠日持久

的談判能夠盡快完成。

外 交 部 長 馬 納 洛 昨 天 告 訴 C N N 菲 律

濱：「我沒有水晶球。我的希望是在一兩年

內。」

在11月11日舉行的第25屆東盟—中國領

導人會議上，小馬科斯總統呼籲在成員國

紀念《聯合國海洋法公約》40週年和不具約

束力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簽署20週年之

際，盡早達成南海行為準則。

行為準則旨在維護和平並管理圍繞南海

海洋和領土爭端的緊張局勢。

小馬科斯還表示，繼續維護《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作為海洋所有活動的普遍框架至

關重要。

據馬納洛說，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定

期舉行關於行為準則的會議，但健康危機導

致談判拖延了兩年。

他還表示，必須解決一些技術問題。

他解釋：「為防止任何不可預見的事

件，應採取的活動以及必須採用的程序過程

和定義的許多技術方面。這是一項相當技術

性的運用，因為它將真的是一個準則。」

馬納洛說，由於牽涉11個國家，所有

這些各方都同意制定一個準則也很重要，菲

律濱當局將確保這能解決馬尼拉的關切和利

益。

他指出：「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重要的

是它應該是實質性和有效的，因為我們已經

有一份20多年前通過的南海原則宣言。我們

希望在此基礎上構建準則。」

他說，他預計在創建最終準則之前還要

進行2至3輪談判。

據報導，由10個成員國組成的東盟和中

國已在10月著手起草準則的第二稿。

在今年7月，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馬來西

亞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正在加快

與東盟（包括菲律濱和另外三個聲索國）的

談判，以制定該準則。

圖為國家腎臟移植研究所的急診室週四爆滿，大部分病患是去洗腎的，包括那些患有鈎端螺旋體病和新冠肺炎的。

黎德斯馬任菲康保代總裁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已任命伊曼紐

爾．魯菲諾．黎德斯馬為菲律濱健康保險公

司（PhilHealth）的代理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新聞部長辦事處負責人加拉菲爾說，黎

德斯馬已在昨天宣誓就職。

黎德斯馬也是菲律濱健康保險公司專家

小組和董事會的成員，曾擔任電力行業資產

和負債管理公司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黎拉羅沙倡吸毒非刑事化
本報訊：參議員黎拉羅沙昨天表示，他

希望把吸毒非刑事化，以減輕監獄的負擔，

並將吸毒成癮作為一個健康問題而不是執法

問題來解決。

參議院公共秩序和危險藥物委員會主席

黎拉羅沙最近在參議院小組聽證會上被問及

參議員巴迪惹的建議時發表了上述聲明。

他在接受採訪時說：「我是該法案的起

草人。我真的很希望那樣……」

然而，他澄清說，毒品銷售、製造和販

運不包括在他的法案中。

他說：「只有吸毒者而已戶。銷售、製

造、販運是另一回事。」

身為菲國警總監的黎拉羅沙表示，此舉

將緩解監獄的擁擠狀況，因為吸毒者只會被

戒毒中心接納。

他說：「因此，為了減輕 監獄的負擔，

我才會提出把吸毒非刑事法，因為我們的戒

毒中心尚未完全佔用。」

他指出，戒毒中心的入住率僅為50%，

並補充說，由於沒有戒毒者，蕊描伊絲夏省

的超級藥物濫用治療和康復中心甚至被用作

新冠設施。

他說：「戒毒中心很多空間，只50%

滿。我們位於蕊描伊絲夏的超級戒毒所的

入住率非常低，我們都已把它用作新冠設

施。」

他補充說，他認為吸毒成癮「不僅僅是

一個執法問題，而是一個健康問題。」

黎拉羅沙表示，在執法機構的強烈反對

下，他暫停了有關此事的聽證會。

他說，菲國察、菲緝毒署、危險藥物委

員會和國調局都指出，這可能會向年輕人發

出錯誤信號，即使用毒品是可以的。

他說：「我暫停了聽證會。讓我們再

進行一次聽證會，因為這需要進行徹底的討

論，這樣我們才能提出一個非常好的立法。

不要著急。讓我們徹底討論一下。」

菲亞航否認
敏感數據外洩

菲新社馬尼拉11月24日電：菲律濱亞航

昨天向其乘客保證，雖然其母公司 Capital A

最近遭受勒索軟件攻擊，他們的敏感數據都

沒有受到損害。

多家網站報導稱，亞航據稱成為最近勒

索軟件攻擊的受害者，被威脅曝光超過500萬

條包含乘客和員工信息的在線記錄。

勒索軟件是一種惡意軟件，網絡攻擊者

使用它來阻止受害者訪問數據，或威脅他們

支付贖金以使數據不會被公布。

菲亞航在聲明中說：「在最近一次勒索

軟件攻擊未遂之後，Capital A正在加強其網絡

安全系統。菲律濱亞航照常營業。」

菲亞航的公共事務經理加隆戈伊表示，

Capital A在事發後已聘請了IT專家。

他告訴菲新社：「這些專家將尋找如何

改善網絡安全的解決方案，以及防止此類事

件的發生。」

他補充說，該公司還進行了宣傳活動，

並要求員工更改密碼。

聲明中寫道：「我們向客人保證，密碼

或財務信息等敏感數據沒有受到損害。」

與此同時，國家隱私委員會在昨天發現

沒有跡象表明針對亞航的勒索軟件攻擊事件

涉及了菲律濱數據。

國家隱私委員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亞航於週三通過國家隱私委員會數據洩露通

知管理系統在線平台提交了一份洩漏事件通

知，報告發現日期為11月20日。

國家隱私委員會：「根據初步調查結

果，沒有跡象表明涉及菲律濱數據。」

對亞航的攻擊發生在11月11日至12日，

黑客組織Daixi團隊聲稱對此負責。

據Databreaches.net網站稱，他們收到了兩

份來自Daixi團隊的csv文件，洩露的內容涉及

乘客姓名和員工信息，包括他們的姓名、出

生日期、出生國家、地點、入職日期和其他

敏感信息。

據稱，Daixi團隊的發言人試圖與亞航談

判，以尋求贖金，以換取刪除受影響數據。

亞航「非常詳細地」詢問該組織將如何

刪除他們的數據，但此後拒絕與犯罪集團談

判。

眾議員：
菲美核協議讓菲人成白老鼠

本報訊：眾議院少數黨副領袖卡斯特羅

反對美國和菲律濱就民用核協議進行談判，

稱這對菲律濱人的健康和安全構成威脅。

據ACT教師黨團組織代表稱，菲律濱人

將成為這項被稱為「123協議」的核能合作協

議的「白老鼠」。

該協議是美國副總統哈里斯最近訪問菲

律濱期間宣布的舉措之一，可能導致未來將

美國核反應堆出售給馬尼拉。

卡斯特羅昨天告訴ANC：「美國和菲律

濱同意在菲律濱這裡，對我們所謂的核設備

進行……測試。」

她補充說：「所以，我們在這個實驗

中被當作實驗品。這會影響我們的健康，當

然，還有我們的安全和環境。」

以卡斯特羅為首的愛國派已提交了第582

號眾議院決議，以調查「123協議」。

該派系表示，模塊化或微型反應堆核電

站仍處於試驗階段，只能在美國基地合法製

造。

小馬科斯總統是可再生能源的堅定支持

者，並堅持認為有必要重新考慮在這個災難

多發的國家建設核電站。

不過，在美國向菲律濱出售核設備之

前，兩國必須簽署旨在防止核武器擴散的

「123協議」。

廣西飛納卯
貨運航線開通

中新社南寧11月22日電：11月22日11

時，一架滿載貨物的全貨機從廣西南寧吳圩

國際機場（簡稱南寧機場）起飛，將近4小時

後抵達菲律濱納卯國際機場，標誌著天津貨

運航空有限公司（簡稱天津貨航）南寧至納

卯國際貨運航線正式開通。

納卯是菲律濱第三大城市，是菲律濱重

要的區域經濟中心。據介紹，這是廣西與納

卯之間第一條全貨機航空貨運航線。該航線

計劃每周執飛3班，主要運載貨物為電商產

品、日用品和服裝。

今年9月，天津貨航開通南寧至馬尼拉

國際貨運航線。

本次開通的南寧至納卯國際貨運航線，

是該公司開通的第二條面向菲律濱的航空貨

運航線，為中國和菲律濱之間開闢了快捷的

空中新通道。

廣西與東盟國家陸海相鄰，是中國面向

東盟開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天津貨航稱，

該公司目前在南寧機場有2架駐場貨機，未來

還將繼續加密現有航線，拓展面向東盟的貿

易進出口空中通道，提昇南寧機場貨郵吞吐

量，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廣西民航產業發展有限公司22日提供的

信息顯示，南寧機場國際貨運航線可通往泰

國、越南、新加坡、菲律濱、馬來西亞、印

度尼西亞、孟加拉國、印度8個東盟和南亞國

家。截至11月11日，2022年南寧國際航空貨

郵吞吐量已突破6萬噸。

外交部堅持海軍說法 向中國提出普通照會
菲新社馬尼拉11月24日電：在據稱中國

海警奪走了菲海岸警衛隊從希望島（中國稱

中業島）附近海域打撈起來的一塊碎片後，

外交部以書面形式表示支持菲海軍的說法。

在昨天接受CNN菲律濱採訪時，外交部

長馬納洛表示，已於11月23日向中國發送了

一份普通照會，以「尋求澄清」並正式聽取

他們的說法。

他說：「我們支持海軍中將的聲明。」

他指的是最先報告這一事件的西部司令部司

令、海軍中將卡洛斯。

他補充說：「實際上，我們已經在發給

中國的普通照會中提到了這一點，我們希望

了解到他們的答覆。根據答覆的結果，我們

將不得不考慮該怎麼做。」

馬納洛表示，外交部將密切關注事態發

展，以考慮可能需要採取哪些進一步的外交

行動。

他 表 示 ， 如 果 外 交 部 認 為 回 應 「 不

足」，當局將通過互換普通照會或面對面會

議繼續討論。

普通照會的提交是在小馬科斯總統的指

示下進行的。

週日，埃米溜．利瓦納格海軍基地的一

支隊伍打撈上了一個漂浮物，後來發現是火

箭碎片，事件發生在西菲律濱海的中業島附

近。

卡洛斯於週一表示，中國海警派出了一

艘船，通過切斷連接到埃米溜．利瓦納格海

軍基地的橡皮艇上的拖纜，「強行奪走」了

上述碎片。

中國外交部在一份媒體聲明中強烈否認

了這一報導，稱那是「經過友好協商」後，

菲律濱方面移交了碎片。

受樂觀情緒推動 菲股披索均走高
本報訊：因預期美聯儲將小幅度上調關

鍵利率，推動週四本地股市的上漲，披索的

表現也反映了這一點。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上漲20.19點，

漲幅為0.31%，至6530.51點；而全股指數上漲

6.28點，漲幅為0.18%，至3422.04點。

大多數行業指數也在當天上漲——金融

業指數上漲1.57%；控股公司，上漲0.55%；

服務業，上漲0.38%；採礦和石油業，上漲

0.09%。

另一方面，工業下跌0.54%，房地產業下

跌0.12%。

成交總量下滑至6.6397億股，價值58.9億

元。

共計87只個股上漲，94只下跌，49只收

盤保持不變。

雷吉納資本發展公司銷售主管路易斯·林

寧安表示：「隨著投資者通過最新的聯邦公

開市場委員會（FOMC）會議紀要，會議紀要

顯示美聯儲在未來幾個月的緊縮政策有所放

緩，菲律賓股市持續走高。」

在公佈11月1-2日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

議紀要後，林寧安表示，美國國債收益率下

降，基準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下跌約6個基點，

至約3.696%。

他表示，兩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下滑約

3.4個基點，至4.483%。

鑒于感恩節假期，週四美國金融市場將

沒有交易，而週五的交易將縮短。

同樣，林寧安表示，油價下跌「因為G7

國家認為俄羅斯石油的價格上限高于當前市

場水平，並受到美國汽油庫存高于預期的影

響。」

布倫特原油期貨下跌4%，至每桶84.79美

元，美國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下跌4.3%，至

每桶77.45美元。

與此同時，披索對美元進一步上漲，從

前一天的56.94元升至56.78元。

當天披索開盤于56.88元，好于前一個交

易日的57.25元。

全天披索在56.88元至56.68元之間交易，

平均交易價格為56.79元。

成交額從前一天的6.8785億美元，增至

8.685億美元。

中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裡卡福特

表示，本地貨幣收盤接近兩個月來的最佳水

平，在2022年9月13日收盤于56.77元。

裡卡福特將此歸因于綜合指數的改善、

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的修正、任命委員會對

財政部長本杰明·迪奧諾的確認，以及立法者

對2023年擬議預算的三讀和最後一讀的批准

等。

他預計週五披索對美元匯率將在56.70元

至56.90元之間。

NEDA董事會批准了新項目
並修改五個正在進行的項目

本報訊：國家經濟發展署（NEDA）委

員會在馬科斯政府領導下的第一次會議上批

准了一個新項目，並修改了五個正在進行的

項目。

國家經濟發展署署長阿森尼奧·巴裡薩

坎表示，由費迪南·馬科斯總統主持的國家

經濟發展署董事會批准了漁業和水產資源

局（BFAR）的菲律賓漁業和海岸恢復力

（FishCoRe）項目，該項目耗資114.2億元。

巴裡薩坎表示，，FishCoRe旨在改善

漁 業 資 源 的 管 理 ， 提 高 選 定 漁 業 管 理 區

（FMA）漁業生產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