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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美軍事合作
不得不考慮中國份量

本報訊：據俄通社消息，美國軍方在離

開其亞洲最大軍事基地後30年，或重返蘇比

克灣。蘇比克自由港行政首腦羅倫·保利諾在

接受共同社採訪時這樣預測。

上週四，該地區舉行了自由港建港30

年、以及美國從這座被其占94年港口離開的

慶典活動。當日，蘇比克機場還舉辦了民用

飛機和菲律濱空軍直升機展覽。目前，這座

機場正在轉型，變成該國空域監控設施。羅

倫·保利諾認為，根據美菲國防擴大合作協

議，如果蘇比克機場不成為軍事設施，那將

是令人「驚詫」的事情。同時，這位菲律濱

官員指出，當地大多數居民對美國有好感，

因為此前他們曾長時間與美國軍人共處。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所東南亞、澳大利

亞和大洋洲研究中心專家阿爾焦姆·加林在接

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菲律濱民眾對美

國重啟軍事存在的看法不盡相同。

他說：「30年中，情況已經發生巨變，

因此，美國軍人在菲律濱站住腳並非易事，

尤其考慮到他們與中國的經濟聯繫。和中國

發展經濟，有助於本地區很多國家解決自己

的問題，使其變得更加富足。菲律濱也是一

樣的。對菲律濱人來說，中國的經濟支持，

要比當地美國軍人的援助收穫更多。此外，

和菲律濱當地居民的相互協作，也可能出現

障礙。從美國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訪問馬尼

拉期間的民眾抗議就可看出，現在和美國在

菲律濱設置軍事基地時不那麼一樣了。」

菲律濱人手拿「哈里斯是帝國主義分

子」以及副總統和小馬科斯總統的宣傳橫

幅，以表示對美國副總統訪問的抗議。他們

高喊反對美國在菲律濱和本地區軍事存在的

口號，認為這是在挑釁。參加抗議活動的人

權衛士和青年積極分子在演講時表示，哈里

斯提出的日程不會促進菲律濱的和平與發

展。西南交通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錢亞

旭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認為，抗議軍事

存在，很難阻礙美國和菲律濱重返蘇比克灣

的談判。

錢亞旭說：「至於美國重返蘇比克灣

的可能性，我認為其中肯定會有交涉的過

程，畢竟小馬科斯背後還有親美利益集團。

這也是東盟國家內部的複雜性所在，不同的

利益集團之間會有政治博弈。當然，中國也

有釋放一定的信號，比如在不久前的珠海航

展上，我們展示了自己的軍事實力。所以美

國在進行戰略權衡時也是要考慮到中國的態

度。」

錢亞旭還預測，東盟對美國在菲律濱的

可能軍事存在將做出謹慎反應。

專家指出：「美軍若是30年後再度重返

蘇比克灣，無疑會加大南海局勢的複雜性，

讓和平之海變成砲艦之海。毫無疑問，美國

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遏制中國在該地區的發

展。但是菲律濱是否會選擇站在美國一方，

也是一個問號。菲律濱是東盟成員國，然而

直到奧巴馬戰略東移之前，東盟都不是美國

戰略的重心。雖然近年來隨著中美博弈的激

烈程度提升，美國看似更加重視東盟的戰略

地位，但沒有改變以美國為中心干預南海問

題的境況。美國看似給予東盟很多利好，但

本質上並不尊重東盟。在這種情況下，東盟

國家不會完全選邊站美國，尤其是中國韌性

非常強，沒有被美國徹底打壓。一些騎牆小

國更多的是保持戰略搖擺，即軍事安全依賴

美國，而經濟又離不開中國。我們可以看

到，美國在東盟經濟發展中的地位逐漸被中

國取代，在亞洲崛起的過程中，東盟也更希

望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貢獻者，成為地區和

平穩定的積極推動者，將南海建成合作之

海。」

從菲律濱總統小馬科斯的聲明可以看

出，他有意在中美之間搞平衡。同時，美國

副總統的訪問，是在考驗菲律濱領導人的實

用主義。華盛頓向馬尼拉提出了五點建設軍

事設施和設置軍事裝備的建議。菲律濱南部

的軍事設施，或指向台灣，而在北部的軍事

設施，或指向南海。

專家阿爾焦姆·加林認為，這表明，美國

在利用菲律濱領土，準備和中國長期對抗。

他說：「美國重新啟動蘇比克灣軍事基

地，折射的趨勢是，美國和其盟友試圖利用

軍事存在與中國對抗。也就是說，重啟上世

紀的海軍基地並將之用於和中國對抗。不排

除，美國將選擇菲律濱部署中程導彈。他們

計劃在未來6年時間裡，在中國周邊建起導彈

之弧，從沖繩島經台灣到菲律濱，同樣是為

了對抗中國。此外，還可監督本地區的武器

和解決經濟問題，尤其在此危機時代。華盛

頓正在本地區擴大自己的軍事存在。」

明年1月初，菲律濱總統將訪問中國。訪

問本身是重大事件，對本地區未來的力量對

比價值巨大。與此同時，美國在本地區提高

軍事活動頻次，讓大家興趣大增，看中方將

向菲律濱客人提出怎樣的建議。

一名菲共新人民軍成員責任在怡朗省伊描拉斯社與軍方交火時被殺。

85%菲人肯定小馬政府政策
本報訊：當被問及菲律濱是否根據小馬

科斯政府的政策和計劃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時，85%的菲律濱成年人表示「是」。

根據OCTA研究組在10月23日至27日進

行的最新大眾反應調查，當被問及這個問題

時，只有6%的人說「不」。

百分之九的人表示不知道或拒絕回答。

OCTA稱：「在未獅耶，91%的成年菲律

濱人認為，菲國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它補充說：「與此同時，只有70%的國

都區成年菲律濱人認為菲國正朝著正確的方

向前進。」

該調查在全國進行。在國都區、呂宋島

其他地區、未獅耶和棉蘭佬島訪問了1200名

「18歲及以上」成年人。

警聖誕期間
將部署6000警力

本報訊：菲國警昨天表示，隨著聖誕節

和元旦假期的臨近，預計將有更多人聚集的

地方部署約6000名以面向遊客的人員。

菲國警發言人法哈多說：「期待我們的

6000多名受過旅遊培訓的警察早日到場，讓

我們的同胞和他們的親人感到安全，享受假

期。」

她在電視轉播的公開簡報中說，警方還

將在交通樞紐和主要幹道設立援助台，並在

購物中心、市場和集市上部署更多警力。

法哈多補充說：「我們的警察不能在12

月15日之前休假，以確保我們有足夠的人員

來監控人多的區域。」

菲國警還提醒公眾在聖誕節購物熱潮期

間要警惕假鈔。

法哈多說：「真鈔略為粗糙，印有浮

雕，逆光舉起，可見其隱藏的防偽特徵。」

公眾應立即將假幣上繳銀行或對發放假

披索鈔票的人或機構提訴。

她說：「不要用它來支付或找零。如果

你被發現使用假鈔，你可能會被捕入獄或面

臨罰款。」

超市協會：
聖誕節期間基本商品
價格上漲高達13%

本報訊：菲律賓綜合超市協會（PASA）

週一表示，在聖誕節期間的過去幾周裡，基

本商品的價格上漲了2%至13%。
菲律賓綜合超市協會總裁史蒂文·蔡表

示：「某些商品的價格上漲幅度約為2%至
13%，最高達13%。」

蔡氏表示，大部分漲價商品都與糖有
關，比如即食飲料、巧克力、果凍和花生
醬等。他補充說，已有20多家製造商要求漲
價，其中包括非必需品。

他說：「假設製造商有50到100種產
品，他們只想提高20種產品的價格。他們正
在逐步推遲漲價，因為他們不想失去市場份
額。」

對於平安夜商品，蔡氏表示，買家可以
選擇更便宜的商品。

進口水果雞尾酒的價格上漲了13%。但
本地雞尾酒的價格變化不大。

工商部（DTI）最近發佈了一份價格指
南，供消費者和零售商在聖誕節期間及時購
買平安夜產品。

在平安夜商品a價格指南中的223個庫存
單位（SKU）或產品目錄中，195個商品漲
價，兩個降價，其餘8個價格維持不變。

在195件漲價商品中，94件漲價超過
10%，51件漲價在6%至10%，50件漲價1%至

5%。

菲股上漲逾1% 
 披索匯率橫盤整理
本報訊：在近期公佈積極的經濟數據

後，週一本地股市收盤上漲，而披索對美元

匯率橫盤整理。

基準綜合指數截至收盤時上漲74.53點，

漲幅為1.13%，至6681.47點。

而 全 股 指 數 上 漲 2 8 . 7 3 點 ， 漲 幅 為

0.83%，至3481.17點。

大多數部門指數也在白天上漲，即：

採礦和石油業，上漲4.21%；服務業，上漲

3.14%。

控股公司，上漲1.31%；工業，上漲

0.44%；金融業，上漲0.27%。

只有房地產業指數在下跌0.58%後，當天

收於負值。

交易總量達到7.2987億股，價值86.8億

元。

共計112只個股上漲，77只下跌，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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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經濟數據仍令人鼓舞，市

場繼續測試之前的阻力，菲律賓股市收盤上

漲。」

首先，正如本月早些時候美聯儲會議紀

要所暗示的那樣，美聯儲政策利率的上調幅

度預計會更小。

林寧安還提到，布倫特原油的全球油價

下跌1.61%，至每桶83.97美元。

西德克薩斯中質油（WTI）下跌1.7%，

至每桶76.62美元。

與此同時，本地貨幣對美元從上週五的

56.67元，橫盤收於56.64元。

當天披索開盤於56.80元，全天在56.90元

至56.64元之間交易，平均交易價格為56.796

元。

成交額從前一個交易日的8.49億美元下

降至8.069億美元。

中華銀行（RCBC）首席經濟學家邁克

爾·裡卡福特將披索的表現部分歸因於國際市

場石油期貨的下跌，部分原因是中國繼續實

施與疫情相關的限制措施。

他 表 示 ， 聖 誕 節 前 海 外 菲 律 賓 工 人

（OFW）匯款的季節性激增也支持了本地貨

幣。

影響當天外匯交易的其他因素包括本地

股市的上升和美元的修正。

裡卡福特預測週二披索對美元匯率將在

56.55元至56.75元之間交易。

Pag IBIG基金的住房貸款支付額增長30% 
達到576億元

本報訊：住房發展共同基金(Pag-IBIG)高

級官員週一宣佈，受過去10個月住房貸款回

款強勁的推動，Pag IBIG基金10月份的貸款表

現率攀升至89.96%，超過該機構的年終目標

196個基點。

從1月到10月，住房貸款支付額為575.8

億元，比去年同期的442.7億元增加了30%，

即133.1億元。

該機構在1月至10月期間收取的住房貸款

金額創下歷史新高。

Pag-IBIG董事會成員、兼人類住區和城

市發展部部長何塞·裡扎利諾·阿庫扎（Jose 

Rizalino Acuzar）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

們很高興地報告，今年迄今為止，我們收到

的住房貸款金額是我們歷史上最高的。這是

一個好消息，因為它反映了我們的借款人從

疫情造成的財務困難中持續復甦。我們強大

的收款能力是保持我們財務可持續性的關

鍵，因為我們收到的款項將用於我們的住

房。因此，更多的成員可以從Pag IBIG基金獲

得負擔得起的住房貸款。這是我們響應費迪

南德·馬科斯總統呼籲在未來六年內解決我國

住房積壓問題的方式之一。」

Pag IBIG基金首席執行官瑪麗琳·阿科斯

塔（Marilene Acosta）表示，憑借其創紀錄的

高收入，該機構的績效貸款比率（PLR）早

於預期，超過了年底目標。

截至10月，Pag IBIG基金的績效貸款比

率為89.96%，超過了其88%的年末目標，同

時比2021年9月的數字增加了1028個基點，當

時該機構的績效貸款比率在疫情影響下降至

79.68%。

阿科斯塔說：「我們感謝我們的成員在

履行其Pag IBIG住房貸款的付款義務方面所做

的努力。這表明他們越來越感激他們的按時

付款使我們能夠繼續為希望獲得自己住房貸

款的其他成員提供貸款。」

他補充說：「而且，隨著我們從疫情中

繼續復甦，我們將繼續努力保持我們的收款

強勁和績效貸款比率高水平。這將使我們不

僅能夠滿足會員的貸款需求，而且能夠在市

場上升的趨勢下保持低利率。這些都是我們

Lingkod Pag IBIG承諾的一部分，為每個菲律

賓人提供可獲得和負擔得起的住房貸款。

抗疫需要耐心、細心，更要有愛心
　　新華社北京11月28日電　　「因為疫
情，今年讀高三的兒子只能在家上網課，
但是兒子卻總是沉迷于打遊戲，勸也不
聽，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了。」一位寧
夏中衛市的母親無奈之下撥打了當地的心
理諮詢熱線。很快有專業人員和她對接並
給孩子進行了輔導，現在孩子的學習狀態
好多了，母親也沒那麼焦慮了。
　　心理諮詢師提供電話服務，是中衛市
針對抗疫中出現的情緒問題，主動作為開
闢的新服務領域之一。寧夏共開通了500
多條心理諮詢服務熱線，幫助各類人群緩
解不良情緒，化解心理危機，在及時有效
疏導情緒和減輕疫情期間群眾心理壓力方
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疫情中，和那位打電話的母親求助
的情況類似，有些人在上網課、遠程辦
公、小區封控、足不出戶等境遇中遇到了
新問題。在和疫情的遭遇戰中，人們難免
有心理壓力。對有困難的群眾要提供耐心

的引導、細心的服務，以及有愛心的關
懷，鞏固抗疫中的心理防線，最大程度保
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疫情對社會生產生活產生一些衝擊，
面對疫情複雜變化，各地各部門要更加耐
心紓解群眾的情緒。抗疫鬥爭具有複雜
性、艱巨性、反覆性，需要傾聽群眾心
聲，耐心解決群眾問題，積極主動及時回
應社會關切。比如疫情嚴重地區更加注重
保障生活物資供應充足，物流配送暢通，
人們就多些安穩；加強信息發佈，溝通交
流順暢，群眾就少些緊張。
　　心理疏導要細心解決老百姓在疫情防
控中遇到的具體問題。把工作做細做實、
設身處地體會不同群體的冷暖安危和差異
化訴求，會讓心理疏導起到更好效果。比
如不少地方幫助核酸檢測陽性人員及其密
切接觸者減輕心理壓力，有利于盡快康
復；對老幼病殘孕等特殊群體，加大關心
與幫助力度；對日夜堅守奮戰一線的防疫

人員，做好保障，盡力解決後顧之憂。
　　做好心理疏導，有效化解不良情緒，
還要在工作中有更多的愛心。從近三年的
抗疫實踐中，各方也逐漸總結出一些有助
于群眾減輕心理焦慮的人性化、便利化的
服務。
比如專門為隔離觀察人員或黃碼人員提供
診療服務的「黃碼醫院」、多地多部門設
立投訴平台和熱線電話及時推動解決群眾
的急難愁盼、開通「在線心理援助+心理
輔導熱線」等。做好這些保障工作，能將
真情和暖意切實傳遞到每一個人，讓群眾
感覺到貼心方便，進而安心。
　　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強調，抓實
抓細疫情防控各項工作，做好思想引導和
心理疏導。凝心方能聚力。抗疫中的心理
疏導跟得上、做到位，克服麻痺思想、厭
戰情緒、僥倖心理、鬆勁心態，我們一定
能夠盡快打贏抗疫的大仗硬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