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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收入不平等國家 菲列15名
本報訊：世界銀行在2022年的一項研究

中發現，在63個國家中，菲律濱在收入不平

等方面排名第15位。

世界銀行在週四發布的一份報告中表

示：「菲律濱的收入和消費差距繼續高於鄰

國。2018年收入基尼係數為42.3%，菲律濱

在63個有收入不平等數據的國家中排名第15

位。」

基尼係數是一種統計指標，用於表示一

個國家或社會群體中收入不平等的情況。

報告還表示：「在可獲得2014-19年數據

的東亞太平洋地區國家中，只有泰國的收入

不平等程度高於菲律濱。」

根據這項研究，1%的菲律濱收入者佔國

民收入的17%，而底層50%的人則才佔國民收

入的14%。它進一步列舉，雖然貧困率在1985

年和2018年間下降了三分之二——分別從

49.2%下降到16.7%——但收入不平等在2012

年才開始下降。

世界銀行的報告將「機會不平等、無法

接受高等教育和技能匱乏，加上大學教育回

報不平等、社會性別規範和兒童保護以及空

間差距」作為維持很高的收入不平等率的因

素。

11月23日，中國駐菲律濱使館在馬尼拉亞耶拉博物館舉辦「中國文化：博物館之夜」活
動。圖為黃溪連大使參觀亞耶拉博物館展品。	 	 	 	<本報記者Celia	Ramos攝>

中國駐佬沃領事館館長領事任發強到任訪問碧瑤市期間看望和慰問了僑胞和留學生。

中使館舉辦「中國文化：博物館之夜」活動
本報訊：據中國駐菲大使館消息，2022

年11月23日，中國駐菲律濱使館在馬尼拉亞

耶拉博物館舉辦「中國文化：博物館之夜」

活動。黃溪連大使、菲信息和通訊技術部長

黃延光、旅遊部長加西亞、國家文化藝術委

員會主席埃斯卡蘭特、國家旅遊推廣署首席

運營官諾格雷斯、國家公園發展委員會主任

洛倫薩納、亞耶拉博物館主任古斯蒂洛以及

中菲有關部門嘉賓、文化界人士等百餘人應

邀出席了活動。黃溪連大使及有關嘉賓致

辭，使館周志勇公參、楊國良公參、王玉磊

公參、李薇參贊等參加了有關活動。

黃大使在致辭中表示，文明交流互鑒

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

動力。中菲兩國人民很早就開始了文明交流

互鑒。歷史上，從中國南方地區通往呂宋島

的海上絲綢之路，助推陶瓷、絲綢、茶葉、

繪畫等來到菲律濱和世界各國，記錄著我們

交往交流、互通有無的文明對話。在不同時

期踏浪而來、定居在此的華人華僑為菲律濱

民族獨立和經濟社會發展作出重要貢獻，成

為菲律濱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展現中華文

化、拉緊兩國文化紐帶的友好使者。如今，

兩國在經貿、文化、教育、民間交往等領域

合作，有力推動兩國關係發展，促進兩國人

民相知相親，兩國文化也在相互及同各國文

化的交流互鑒中發展壯大。

黃大使表示，在兩國元首戰略指引下，

中菲關係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雙方確立了

農業、基建、能源、人文四個重點領域，

推動構建兩國好鄰居、好親戚、好夥伴的

「三好關係」，開創兩國關係新的「黃金時

代」。前不久，習近平主席與馬科斯總統在

曼谷成功會晤。習主席強調，雙方要多出實

招密切人文交流，夯實中菲友誼民意基礎。

這為我們下一步深化兩國文化交流互鑒指明

了方向。

黃大使表示，上個月，中國共產黨第

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中國邁上了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將

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

協調的現代化。前進道路上，中國將繼續推

動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

界。

菲旅遊部長加西亞表示，菲中友好交往

歷史賡續千年，中國美食、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文化遺產等深入菲社會各領域。隨著菲

中友好關係不斷發展，我們願繼續推動菲中

旅遊合作，讓兩國人民在交往中深化友誼與

相互理解。

菲國家文化藝術委員會主席埃斯卡蘭特

表示，祝賀中國駐菲使館舉辦「中國文化：

博物館之夜」活動，這是菲中文化合作的又

一成果，體現了菲中兩國悠久交往歷史與深

厚友誼。菲中擁有緊密文化聯繫，在菲華人

華僑為菲民族獨立作出積極貢獻，也是我們

瞭解中國文化的重要窗口。我們願在相互尊

重、團結一致的基礎上，深化菲中文化交流

與合作，促進兩國民心相通。

亞耶拉集團董事長佐貝爾表示，博物館

是展示不同國家、不同人群文化聯繫與交流

的重要場所，感謝中國駐菲使館在亞耶拉博

物館舉辦本次活動。從古時的海上商貿活動

與交往，到近現代兩國各領域交流與合作，

中菲兩國千年友好往來在本次活動與展覽中

得以充分體現。

本次活動上舉行了中菲陶瓷特展、中

菲文藝演出、美麗中國旅遊圖片展、中華美

食展示等環節。中菲陶瓷展覽精選了在菲律

濱群島出土出水的陶瓷品近兩百件，其中大

部分是來自中國的陶瓷製品，表明菲作為海

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中國陶瓷大量深入

到了菲各階層民間生活。展品包含不同樣

式、不同時期燒製，兼具審美與實用價值的

中國陶瓷器皿，其高超製作技藝和厚重歷史

意義得到了廣泛讚譽，為新時期中菲人文交

流增添一抹歷史底色。從經典的單色釉到素

雅的青色花紋陶瓷，一件件陶瓷展品古色古

香、美不勝收，引得嘉賓們駐足連連、縱情

欣賞。大家察釉色、賞花紋、看造型、品工

藝，紛紛讚歎本次展覽品類豐富精美，反映

了陶瓷在中國與菲律濱及各國交往歷史中的

獨特作用，承載了深厚歷史底蘊和鮮明文化

氣質。

文藝演出環節，來自僑中民樂團、馬

尼拉交響樂團的藝術家們演奏了中菲民樂經

典曲目《花好月圓》《茉莉花》《馬車》

（Kalesa）等，嘉賓們在婉轉悠揚的旋律中

品味著美美與共、互通相長的中菲藝術與音

樂。演員們的精湛技藝得到在場觀眾讚許連

連、掌聲不斷。

本 報 訊 ： 1 1 月 2 0 - 2 1

日，中國駐佬沃領事館館長

領事任發強到任訪問碧瑤市

期間看望和慰問了僑胞和留

學生。

受到碧瑤菲華社區執行

委員會會長伍東榮、碧瑤愛

國中學理事長張海潮等僑領

和碧瑤中國留學生會主席王

泰玉和王豐等留學生代表的

歡迎。

任館長同僑領們舉行

了座談，高度評價碧瑤僑社

繼承和發揚愛國愛鄉優良

傳統，堅定維護祖國統一

大業，多年來為促進中菲友

好、增進地方交流和人民間

相互瞭解與友誼所做積極貢

獻，表示領事館將繼續積極

支持碧瑤僑社，切實維護僑

胞合法權益。

伍東榮會長、張海潮理事長等熱烈

歡迎任館長到任與來訪，表示碧瑤市各僑

團將繼續支持領事館工作，為促進中菲友

好和當地經濟發展做出努力。

訪問期間，任館長應邀參觀了碧瑤

中菲友誼園、碧瑤愛國中學、碧瑤博物館

等文化教育場所，就辦好華文學校和弘揚

中華文化同校董會和僑領們交換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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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對希望島事件「非常關切」
本報訊：菲律濱駐美羅麻地斯昨天表

示，美國對周末在希望島（中國稱中業島）

附近發生的菲律濱和中國人員之間的對峙表

示「非常關切」。

接受無綫廣播電台的採訪時，羅麻地

斯被問及在菲海軍基地埃米溜．利瓦納格

（NSEL）與中國海警隊於週日在中業島發生

了對峙後，菲律濱與美國政府之間的協調。

中方在週日的事件中「強行」從菲律濱軍隊

手中奪走了一個不明漂浮物。

羅麻地斯說：「嗯，因為發生了那件

事，他們當然非常擔心。」

他補充說：「但總統指示要仔細調查，

海軍證實確實是中方船隻幹的。」

外交部在昨天較早前表示，在事發後，

菲律濱已向中國發出普通照會。

總統小馬科斯在較早前表示，普通照會

將確定為什麼中國當局對中業島事件的說法

與菲律濱當局的說法不同。

中國大使館否認中國海警人員強行取回

物件，聲稱這是經過了「友好協商」。

羅麻地斯重申，美國副總統哈里斯最

近對菲律濱的訪問顯示了菲律濱和美國之間

「非常強大」的聯盟。

哈里斯隨後申明其國家在安全領域對菲

律濱的支持，包括當菲律濱的軍隊在南海受

襲時便會觸發兩國之間的互防條約。

羅麻地斯說：「菲律濱人的耐心很長。

但當那一天會到來時，我希望那一天不會到

來，當我們將有一個沸點......希望這樣的情況

能夠和平解決。」他繼續說：「我們不是在

找麻煩。是他們在惹我們。」

菲律賓將取消電動車進口關稅
　新華社電：菲律賓經濟規劃部門主管官員
24日說，一個跨部門工作組當天擬定未來五
年對進口純電動車及零部件實施「零關稅」
政策的行政令文本，交由總統批准，以期在
國際燃料價格高漲背景下刺激本國電動車消
費增長。
　　菲國家經濟與發展局局長阿塞尼奧·巴利
薩坎在新聞發佈會上說，總統費迪南德·羅慕
爾德茲·馬科斯擔任這個工作組的組長，將頒
佈一道行政令，把各類進口電動車輛及零部
件未來五年關稅削減為零，涉及小汽車、大
客車、卡車、摩托車、電動自行車等。現行
關稅稅率為5%至30%不等。混合動力車輛的
關稅將維持不變。
　　巴利薩坎說：「這道行政令旨在鼓勵消
費者考慮購買電動車輛，通過降低對進口燃

料的依賴提升能源安全，並推動本國電動車
產業生態系統的成長。」
　　據路透社報道，菲律賓市場上，消費者
購買一輛電動車需要花費2.1萬至4.9萬美元，
而普通燃油車售價一般在1.9萬至2.6萬美元
間。
　　政府數據顯示，菲律賓已登記汽車有500
多萬輛，其中僅有大約9000輛為電動車，大
部分為乘用車。
       另據美國國際貿易署數據，在菲律賓行
駛的電動車中，僅1%為私家車，且多數屬於
最富有階層。
　　菲律賓汽車市場高度依賴進口燃料。這
個東南亞國家的能源生產行業也依靠從國外
進口石油和煤炭，因而容易受國際能源價格
波動影響。

菲律濱皇家航空包機
聖誕後飛台北—長灘

本報訊：菲律濱皇家航空昨日宣布，12

月26日起包機飛航台北至長灘島，與以往從

台灣到長灘島不同的是，飛機會降落在離長

灘島更近的卡提克蘭機場，省去更多陸路交

通時間。

菲律濱皇家航空今天下午在台北舉行記

者會，宣布12月26日起開始運營從台北到卡

提克蘭（Caticlan）的直飛航班，航程約2小時

45分鐘，旅客可快速到就在機場附近的菲律

濱頂級海灘的長灘島。

菲律濱皇家航空將以包機方式營運台北

至長灘島航線，根據目前公布的班表，12月

26日至明年1月15日，飛航6班，明年1月19日

至2月8日，逢春節及寒假期間，每天都有1航

班，明年2月9日至3月25日，每週三、五、日

飛航。

金遠東旅行社為菲律濱皇家航空在台灣

的總代理，金遠東說，長灘島是未獅耶群島

最好的旅遊勝地之一，擁有綿長的粉狀白色

沙灘，常被稱為白沙灘，還有清澈湛藍的海

水、令人驚嘆的日落等等。島上還為所有年

齡層的旅客提供冒險和活動。

菲律濱皇家航空說，從桃園國際機場直

飛卡提克蘭機場，旅客前往長灘島更便利，

之前到長灘島的的國際航班都降落在卡利波

（Kalibo）機場，遊客得花大約2個小時的陸

路移動才能到達卡提克蘭港口再搭船，卡提

克蘭機場距長灘島只有5分鐘的車程，台北往

返長灘島航班開航後，可為旅客省去不少陸

路交通時間。

菲律濱皇家航空成立於2002年8月22日，

是一家包機公司。

目前擁有2架各180座位的A320及2架各

150座位的A319飛機。

古島警匪槍戰 6死4傷
本報訊：在11月23日星期三，在古達描

島省M'lang鎮，劫匪與警方發生槍戰，造成6

人死亡，另有4人受傷。

菲國警昨天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在古達

描島省的警察追捕據稱試圖逃離搶劫現場的

12名嫌疑人時，雙方發生了槍戰。

當局說，4名嫌疑人、一名警察和一名

平民在衝突中喪生，兩名警察和兩名平民受

傷。菲國警援引Soccsksargen地區警察局的報

告稱，M'lang鎮警局的阿米罕和據報發生搶劫

的餐館—麵包店的顧客虞米勞被槍殺。兩名

嫌疑人，他們後來也被警察擊倒。

據菲國警稱，另外兩名嫌疑人在杜貢描

籠涯的義托村與警方交戰時死亡。

在槍戰中喪生的嫌疑劫匪身上繳獲了四

把手槍。菲國警還指出，警員拉貝索禮斯、

巡邏員奈拉以及平民達薩和巴特努眉在槍戰

中受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