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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智維洛斯揭3糖商
哄抬價格獲70億暴利

本報訊：參議員洪智維洛斯昨天透露，

三個大糖進口商通過以「駭人聽聞」的價

格出售大糖，可能獲得至少70億披索的「暴

利」。

洪 智 維 洛 斯 提 到 的 三 個 進 口 商 是 A l l 

Asian Countertrade、Sucden Philippines Inc.和

Edison Lee Marketing Corporation。這三個商家

均由 All Asian公司領導。

洪智維洛斯在記者會上說：「根據我的

消息來源，All Asian最初的批發價為每公斤85

披索。為什麼這個價格如此駭人聽聞？」

她指出：「實際上，您可以在泰國以每

公斤25披索的價格大批購買精製糖。如果是

一家很明智的進口商，你會知道，如果以61

披索的價格出售，你便已經獲得了可觀的利

潤，以業界的61披索標準批發價計算，扣除

倉儲、關稅、運輸等開支，便有8披索的利

潤。」

根據All Asian的85披索要價，洪智維洛

斯表示，每公斤有24披索的「超級利潤」。

她解釋說，如果乘以分配給他們的44萬

公噸糖，這三個商家將賺取105億披索。如果

他們在「超級利潤」之基礎上再加上每公斤8

披索的標準利潤，金額甚至可能更高，達到

140 億披索。

她說：「以 85 披索的價格出售簡直離

譜。這就像贏得超級樂透50次，即使沒有投

注。」

然而，她表示，這三個商家同意以低於

80披索的價格出售大糖。

儘管如此，如果大糖以每公斤77披索的

價格出售，商家將至少獲得70億披索。

眾院委會通過離婚法
<上接頭版>

但是，如果雙方同意和解，離婚申請將

在訴訟期間隨時被駁回。

同樣，即使在簽發絕對離婚令後，如果

雙方決定和解，離婚令也可以無效。

至於那些將被判犯有共謀獲得離婚判決

書或配偶一方強迫另一方申請離婚的人，將

被處以五年監禁和巨額罰款。

新冠確診增19% 
衛生部派定心丸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緩解了對菲國的新

冠病例激增的擔憂。

菲律濱從3月13日至19日錄得了1171例新

冠病例，比前一週增加了19%。

7週內或自2023年1月23日至29日那一週

以來每週病例數最多的一次，當時錄得的新

冠病例為1203例。

衛生部負責人維吉爾在一份新聞稿中

說：「根據我們的監察，我們觀察到了，是

的，病例確實增加了，但情況可控。我們的

重症和危重症病例仍保持在最低水平。」

她補充說：「在我看來和衛生部的建議

下，我們不應該害怕。 我們不應該擔心。」

維吉爾反而敦促公眾接種疫苗並正確佩

戴口罩。

衛生部報告了 368 例重症和危重症新冠

病例，佔新冠患者入院總數的10.3%。

這比前一週高出5%，比前一週的351例

多了17例。

至少有 272 個或 13.3% 的新冠患者重症

監護室床位被佔用。非重症監護床位利用率

為17%。

在過去一週中，衛生部還核實了另外63

起與新冠相關的死亡事件。

3月13日至19日這一週的死亡人數比前一

週錄得的58人死亡增加了 9%或5人。

圖為海底遙控器發現的公主皇后號沉船。

海底遙控器發現
公主皇后號沉船

本報訊：菲海岸警衛隊昨天表示，一艘

海底遙控器發現了三週前在東岷多洛省沉沒

的公主皇后號，該油輪將有毒石油洩漏到海

中。

菲海岸警衛隊在一份聲明中說：「確切

位置距東岷多洛Naujan（鎮）Balingawan岬7.7

海浬。」

東岷多洛省長杜洛爾在新聞發布會上展

示了油輪的照片和視頻。

菲海岸警衛隊將在幾天內發布一份關於

沉船狀態的詳細報告，以制定下一步行動以

遏制洩漏。

 在2月28日沈沒時，公主皇后號載有80

萬升工業用油，導致東岷多洛島和鄰近省份

發生大面積漏油事件。

這艘命運多舛的油輪在從馬尼拉西北部

的描沓安省駛往菲律濱中部的怡朗省時，遭

遇發動機故障沉沒。

總統通訊辦事處表示，漏油事件影響了

近3.3萬戶家庭。

衛生部主管維吉爾說，至少有191人因此

生病。

她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居民出現了呼

吸道症狀。其他人則出現頭暈、胃痛、皮膚

瘙癢或皮膚病症狀。」

氣象局：
聖嬰現象下半年才出現

本報訊：菲氣象局昨天表示，聖嬰現象

（El Niño）是一種以降雨量低於正常水平為

特徵的天氣現象，可能會在 2023 年下半年出

現。

菲氣象局助理氣象服務主管帛禮斯表

示，聖嬰現象可能會在7月開始，將在8月或9

月感受到其影響。

帛禮斯在簡報會中表示：「我們預計它

會在7月左右開始，但我們的預測是我們將在

今年年底經歷聖嬰現象的影響。這並不一定

意味著我們會在7月缺水。」

他補充說：「會有一點滯後效應，然後

可能到8月和9月，我們將開始經歷低於正常

的降雨量。即使聖嬰現象季節從7月開始，仍

有一些地方可能會經歷接近正常或高於正常

的降雨。」

帛禮斯說，在聖嬰現象期間，由於降雨

減少，水庫水位可能會下降。

他說：「我們的預測是，在3月、4月和

5月的中性月份，大壩的水位將繼續下降，除

非我們有颱風將大量雨水注入水庫中。」

他指出，供水減少可能反過來影響農業

和發電部門。

帛禮斯補充說：「因為帶來降雨的天

氣系統會更少，我們會經歷高溫，白天的高

溫。」

他說：「我們正在與各個政府機構，甚

至私營部門進行協調，以便我們為即將到來

的聖嬰現象做好準備。」

涉殺東黑省長 
再4嫌犯自首

本報訊：司法部昨天表示，另外四名涉

嫌殺害東黑人省長黎加莫的嫌疑人已向當局

自首。

司法部長黎穆惹說，這4名嫌疑人都是

前軍人，他們通過菲武裝部隊自首。

他說：「通過軍方，因為他們都是前

軍人，他們已經被拘留，但明天將移交給我

們……我們希望他們今晚就能在馬尼拉，明

天早上將移交給我們。」

黎穆惹補充說：「他們安排自己的自

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是現役，一名士

兵，有一名現役軍人幫助我們確保他們的自

首。」

當局仍在尋找另外兩到三名參與殺害黎

加莫的嫌疑人，但所謂的襲擊小組的大多數

成員已經被他們拘留。

與此同時，黎穆惹還透露，他收到了眾

議員特維斯的短信，要求與他對話。

他說：「我昨天收到了一條短信，但

我不想在沒有其他人在場的情況下跟某人說

話，我不希望我的話被扭曲，所以，如果我

和他談話，那將是在其他人面前。」

他補充說：「他想和我說話，但我仍然

沒有回答，因為我們仍在忙於做我們正在做

的事情。我不想让它分散我对我首先要做的

事情的注意力。」

一名嫌疑人在較早前將特維斯與黎加莫

案聯繫起來。

這位尚未從國外回來的眾議員說，他的

家人與暗殺黎加莫無關。

眾院最後通牒已過
特維斯仍然未現身

本報訊：東黑人省第三區眾議員特維

斯的律師週二表示，儘管特維斯接到了24小

時的最後通牒，但他仍未能親自出席眾議院

道德與特權委員會就他繼續缺勤舉行的聽證

會。

特維斯的律師費迪南德·道巴秀重申，特

維斯仍然沒有出席週二的聽證會，原因是他

的生命受到威脅。

道巴秀還呼籲委員會給特維斯一個機

會，以虛擬方式解釋他的立場，並抨擊委員

會拒絕讓他通過視頻會議參加聽證會。

他說：「他們為什麼要把親自出席這個

條件變得不可能？他們知道特維斯正面臨嚴

重危險。」並補充說，他的當事人據稱被剝

奪了正當訴訟程序的權利。

他補充道：「作為一名信譽良好的眾議

員，他應該得到無罪推定。他的聲音應該被

聽到。因為他的生命和安全受到了威脅，他

們不應該根據他的不露面來判斷他是否應該

受到制裁。」

一名婦女3月20日帶著她的寵物貓去計順市接受免費狂犬病疫苗接種，以紀念全國狂犬
病宣傳月。	 	 	 	 	 	 	 	 	 		<新華社>

菲美國防部長「譴責」中國
在西菲海「灰色地帶」活動
本報訊：美國和菲律濱國防部長於週一

晚間「譴責」中國在西菲律濱海的「灰色地

帶」活動。

在電話交談中，國防部長奧斯汀和國防

部部長牙未斯說，這些行動「干擾了菲律濱

當地社區的生計，以及其他主權聲索國的權

利，這些國家尋求根據2016年仲裁庭的裁決

在南海合法作業。」

兩位官員對中國「集結40多艘船隻」表

示擔憂，其中包括本月在西菲律濱海中業島

12海浬領海內的一艘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艦

艇。

國防部的聲明稱：「上個月，中國海

警隊向一艘在仁愛礁附近合法作業的菲律濱

船隻照射了軍用激光，導致一些船員短暫失

明。」

專家將灰色地帶活動定義為低於構成侵

略門檻的行動，以防止一個國家自衛。

分析人士表示，在西菲律濱海，灰色地

帶戰術可能包括中國海警隊援引北京根據其

對西菲律濱海的所謂歷史主張的「權利」，

以及在菲國200海浬專屬經濟區海域部署海上

民兵和漁船。

在2 月，外交部長馬納洛在一次國際安

全會議上證實，菲律濱在其專屬經濟區內經

歷過「每天都會發生騷擾事件」。

奧斯汀在電話中保證華盛頓特區與馬尼

拉的「堅定的聯盟承諾」，並重申互防條約

適用於菲武裝部隊、飛機和公共船隻，包括

「南中國海任何地方」的海岸警衛隊船隻。

兩位官員還討論了在南海開展聯合海上

活動的計劃，並同意在即將舉行的外交和國

防部長對話中檢視「美菲全面海上合作」。

菲律濱駐美國大使羅麻地斯表示，此次

對話被稱為2+2會議，定於「4 月中旬的某個

時候」舉行。

奧斯汀和牙未斯還期待美國和菲武裝部

隊之間即將進行的軍事演習動，包括在4月份

的「2023年肩並肩軍演」，這將是聯合軍事

演習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將有超過1.7萬名士

兵參加。

除了菲美防務關係外，奧斯汀和牙未

斯還討論了美國即將提供的支持，以遏制和

減輕因東岷多洛海岸漏油事件造成的生態破

壞。奧斯汀還就前東黑人省長黎加莫和另外

八人最近被謀殺而向牙未斯表示哀悼。

菲14%學齡兒童超重

衛生部警告肥胖成「流行病」
本報訊：衛生部週二對我國肥胖「流行

病」發出了警告：肥胖會增加患非傳染性疾

病的風險。

衛生部負責人維吉爾在新聞發佈會上

說：「肥胖是流行病。」

她說，根據最新的調查，菲學齡兒童中

有十分之一（14%）超重。

維吉爾說，與此同時，大約13%的菲青

少年被認為肥胖，也就是十分之一的菲青少

年。

她補充說，同一項調查還顯示，十分之

三的哺乳期母親和十分之四的成年人超重。

維吉爾說，不健康的飲食習慣和缺乏規

律的體育鍛煉是導致肥胖問題的因素之一。

但她指出，肥胖是一個多方面的問題，

需要採取多部門和全面的戰略來有效和可持

續地預防和管理。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在菲律濱，

非傳染性疾病導致的死亡人數約佔死亡人數

的70%。聯合國衛生機構表示，2019年，約有

511748名菲律濱人死於非傳染性疾病。

眾院批准婦女保留娘家姓氏
本報訊：眾議院週二通過了一項法案，

允許已婚女性保留娘家姓氏。

眾議院4605號法案尋求修改菲新民法

典第370條，該法案得到277名眾議員全數通

過。

眾議長馬丁·羅麻禮斯在一份新聞稿中

說：「儘管我們的民法典目前允許三種身份

識別方式，但我們認為這項法案是一個相關

且及時的舉措，以證明眾議院致力於促進法

律面前男女平等的承諾。」

「我們的法律規定，已婚婦女有選擇而

不是義務使用丈夫的姓氏，這是不夠的。重

要的是，我們要使她們可以決定保留娘家姓

和姓氏，」他補充說。

根據目前版本的第370條，已婚婦女有

三種選擇，即使用婚前的名和姓，再加上丈

夫的姓；使用她婚前的名和她丈夫的姓；或

者使用她丈夫的全名，然後在前面加上一個

詞，表明她是他的妻子，比如「某某太太」

修正案提出了第四個選項，即保留娘家

的名和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