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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青少年認為生活質量將改善
本報訊：根據昨天公佈的2021年全國青

年調查結果，有76%的15至30歲菲青少年認為

他們的「生活質量將得到改善」，該調查由

青年民主領袖組織 (YouthLed) 和社會氣象站

共同進行。

這高於1996年4月46%的淨樂觀率。

與此同時，18%的人表示他們的生活將

保持不變，4%的人表示他們的生活會惡化。

67%的人表示他們身體健康，高於2019

年6月成年人（18歲及以上）的63%。

最重要的願望和人生目標包括在經濟上

幫助父母和兄弟姐妹（38%）、生活獨立於

父母（11%）、獲得大學學位（9%）、創業

（8%）、從事有意義的工作（ 7%），以及

有一份能賺很多錢的工作（6%）。

教育部助理部長加萬表示，調查結果將

幫助該機構制定政策，進而幫助年輕人實現

他們的願望。他說：「我們現在非常幸運— 

自成立以來第一次—教育部現在終於有一個

辦事處，一個執行委員會成員辦公室，專注

於青年事務和特殊問題。主要是真正研究年

輕人的發展、形成和經歷，因為他們已經成

為社會的一部分。」

他補充說：「有必要更好地了解他們

（青年）如何交談，我們如何與他們交流，

我們如何能夠將所有這些來自政府、私營部

門、民間社會的複雜想法轉化為他們易於消

化的內容。」該調查於2021年3月14日至29日

進行，有4900名菲律濱青年參與。

13%的受訪者來自大岷區，44%來自呂宋

其他地區（大岷區以外的呂宋地區），19%

來自未獅耶，24%來自棉蘭佬島。

圖為新比利畢監獄內無人認領的死亡囚犯被監獄·當局用薄棺葬在監獄內。

小馬祝賀大馬
新任總理安瓦爾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昨天對馬來西亞

新任總理安瓦爾的勝利表示歡迎，並尋求加

強馬尼拉和吉隆坡之間的聯繫。

小馬科斯早些時候稱安瓦爾是他的「好

朋友」，他在電話中說，安瓦爾的獲勝將

「使馬來西亞和菲律濱更加親密，因為我們

將與彼此保持聯繫。」

他指出，兩個鄰國之間加強關係非常重

要，因為它們面臨著類似的挑戰，例如通貨

膨脹和農產品問題。

小馬科斯說：「我只是想——馬上——

成為第一個祝賀你的人之一，因為我非常高

興聽到這個消息。聽到這個消息我很高興，

我想親自馬上祝賀你。」

他補充說：「我看到你的關於經濟將是

首要任務的聲明。我發現自己也是同樣的立

場。所以，我們可以—我認為馬來西亞和菲

律濱可以互相幫助。」

馬來西亞反對黨領袖安瓦爾感謝菲律濱

領導人的賀電，並表示兩國「在雙邊、區域

和多邊論壇上一直享有強有力的合作」。

他還尋求菲國在貿易和投資方面的合

作。

75歲的安瓦爾被馬來西亞國王任命為總

理。此前，由於選舉無果而導致的政治僵局

持續了數天。

安瓦爾在學生時代曾是一名激進的青

年活動家，他談到了他對菲律濱革命英雄黎

剎的欽佩，稱他是「真正的亞洲文藝復興

者」。

菲將取消
電動車進口關稅
新華社北京11月25日電：菲律濱經濟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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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干在新聞發佈會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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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利薩干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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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濱市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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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濱已登記汽車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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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菲律濱行駛的電動車中，僅1%為私家車，

且多數屬於最富有階層。

菲律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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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倡將希望島
開發成旅遊勝地

本報訊：這是一個大膽的想法：將西菲

律濱海的一個有爭議的地區——據報導被中

國船隻包圍——變成菲律濱自己的休閒釣魚

旅遊勝地。

這正是眾議員約翰尼．彭敏直提交的第

6228號眾議院法案的目的。

該法案旨在宣布和開發佔地37.2公頃的

希望島（中國稱中業島）——菲律濱在有爭

議的南沙群島東北部佔據的最大陸地——作

為休閒釣魚旅遊勝地。

約翰尼．彭敏直說：「我們的法案的最

終目的是為中業島的發展鋪平道路，因為其

他聲稱擁有南沙群島全部或部分領土的國家

也在增加他們所佔據的島嶼、珊瑚礁和淺灘

上的存在。」

根據第6228號眾議院法案，中業島將

「通過吸引外國和本地遊客，特別是喜歡休

閒釣魚，包括捕撈—放生型釣魚客，以發展

成為一個繁榮的社區」。

該法案還尋求「為小漁民提供來自旅遊

相關活動的補充收入來源，例如向度假者出

租他們的船隻和服務，包括可能希望在中業

島及其周邊地區進行休閒釣魚、鍛煉或比賽

的遊客」。

日捐菲衛生部30億披索援助
包括X光機 核磁共振機 CT掃描儀等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表示，菲律濱從日

本獲得了價值30億披索的援助，包括捐款和

官方發展援助項目。

據衛生部負責人維吉爾稱，這些捐贈包

括便攜式X光機、核磁共振機和CT掃描儀等

醫療設備。

日本還提供冷藏車、廂式貨車和救護

車。

她在昨天新聞發布會時說：「所有這些

都將被分發到最需要的地區。」

維吉爾透露，日本還建造和翻新了一些

衛生中心。

例如在加洛干市的衛生中心。

她補充說，日本還幫助制定了菲國基於

社區的康復機制。

維吉爾說：「日本政府在我們目前面臨

的這種困難情況下一直在支持我們，我們對

此非常感激。」

日本昨天在菲律濱肺中心舉行的一項計

劃中向衛生部移交了一些醫療和冷鏈設備。

維吉爾在一份聲明中說：「這些設備是

我們急需的，以加強我們為應對新冠肺炎所

做的持續努力。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進

一步擴大我們的活動，以覆蓋更多易感染人

群，為我們結束全球新冠疫情的共同目標做

出貢獻。」

她補充說：「確實，日本的這種團結

姿態反映了我們建立全球社會的共同精神，

並使我們更接近打贏新冠疫情之戰的共同願

望。」

菲日將首度聯合防空訓練
日方出動F-15戰機「助興 」

本報綜合外電報道，日本航空自衛隊將

於11月27日到12月11日在菲國克拉克空軍基

地首度舉行聯合防空訓練。日方將出動2架

F-15戰機及約60名航空總隊隊員參與訓練。

美國副總統哈里斯22日剛結束對菲律濱

的3天訪問，馬尼拉當局就先後宣布將與美國

盟邦日本、澳洲強化安全防務交流。除了將

與日方舉行聯合防空訓練，還與澳洲討論如

何強化外交與防務合作。

日本駐菲大使館發布聲明表示，日本航

空自衛隊和菲律濱空軍此次交流目的是促進

相互了解及國防合作與交流。

日本大使館表示，日本航空自衛隊將出

動2架F-15戰機。聯合訓練地點涵蓋克拉克空

軍基地、空軍基地所在的邦邦牙省及周邊空

域。菲詢問者日報報道，這是菲日兩國首度

舉行聯合防空訓練。雙方過去的演習重點為

人道援助和救災演練。

菲空軍司令干拉斯說，這次訓練將聚焦

於「整合空中防衛系統」。

菲空軍表示，雙方將在通訊電子、土

木工程、飛機維護、醫療事務、基地防禦安

全、氣象、空中交通管制、戰場管理等領域

交流。菲日外交及國防部長4月召開「2加2會

談」後，菲國軍方和日方近幾個月國防合作

逐步升級。這是菲日兩國首度舉行「2加2會

談」。

菲 律 濱 代 理 國 防 部 長 弗 斯 蒂 諾  1 4 日

說，菲日兩國正協商簽署「訪問部隊協議」

（VFA）。若雙方簽署這項協定，菲律濱和

日本將可進行大規模演習。

另據菲國防部，菲國及澳洲外交和國防

高層官員昨日召開第6屆菲律濱——澳洲戰略

對話。

菲國防部表示，菲澳兩國討論如何強化

外交和國防合作，尤其在海上安全及打擊跨

國犯罪方面。雙方重申海上合作的重要性，

包括進行海事對話、聯合演習、培訓和後勤

支援等。

警法外處決捏造證據 菲律濱法院罕見定罪
本報綜合報道：2017年8月時，一

名19歲青年Carl Angelo Arnaiz和14歲的

Reynaldo De Guzman被通報失蹤，幾天

後，兩人被發現身亡。之後兩名菲律濱

警官佩雷斯和阿奎利塔因此被控犯下謀

殺和實施酷刑的罪名，以及為Arnaiz和De 

Guzman的死亡捏造證據。隨後，佩v雷斯

和阿奎利塔也被菲律濱國家警察開除。

法院在23日公開的判決書中，罕見判

處一名涉嫌在2017年、前總統杜特地時期

進行掃毒行動「毒品戰爭」（drug war）

時，對受害者實施酷刑並捏造證據的警察

佩雷斯（Jefrey Perez）兩項無期徒刑。

《Rappler》以及《詢問者報》報導，

2017年8月時，一名19歲青年Carl Angelo 

Arnaiz和14歲的Reynaldo De Guzman被通報

失蹤，幾天後，兩人被發現身亡。大馬尼

拉城都會區加洛坎市（Caloocan）警察佩

雷斯和阿奎利塔（Rocky Arquilita）因此

被控犯下謀殺和實施酷刑的罪名，以及為

Arnaiz和De Guzman的死亡捏造證據。隨

後，佩雷斯和阿奎利塔也被菲律濱國家警

察開除。

不過，阿奎利塔已於2019年4月死于

肝炎，當時仍在其受審期間；佩雷斯則在

此次判決中，被處兩項無期徒刑、取消其

公職資格，以及需對兩名被害者繳納罰

款。

《美聯社》指出，菲律濱馬尼拉城

市加洛坎（Caloocan）主審法官Rodrigo 

Pascua在一份11月10日做出的判決中指

出，「（警察）捏造證據是為了將Arnaiz

描述為一名罪犯。而他的死是警察合法行

動導致的結果。」

加洛坎法院表示，佩雷斯對受害者

處以酷刑，並在Arnaiz身上放置裝有大麻

葉和甲基安非他命的塑膠袋和一把左輪手

槍，以捏造證據。一份警方報告也指稱，

Arnaiz是死于槍殺，De Guzman的屍體則被

發現有刀傷。

報導指出，2017年，一名17歲少年桑

托斯（Kian delos Santos）在毒品戰爭行動

中因被警方殺害而受到矚目；2018年時，

加洛坎的法官因而判處三名警察無期徒

刑。這是首次對參與毒品戰爭的執法人員

定罪。

《美聯社》報導，在杜特地實施「毒

品戰爭」期間，有超過6200人于警察行動

中喪生。不過，菲律濱警方否認其殺害行

為是在處決受害者，並辯稱是因為毒品嫌

疑人頑抗拒捕，警察當局才採取自衛行

動。

菲律濱國際特赦組織也在臉書上表

示，「我們並不滿意。（這起判決）微不

足道⋯⋯必須追究那些鼓動警方實施酷

刑、殺害和偽造證據的人的責任，而不僅

僅是判處低級別的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