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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里列支持修憲 稱菲應擁有核武
本報訊：總統的首席法律顧問、前參議

長茵里列支持參議員巴迪惹提出的放寬 1987

年憲法的經濟條款的提議。

99歲的茵里列應巴迪惹的邀請出席了參

議院修憲和法典修訂委員會的聽證會，該委

員會就修改1987年憲法經濟條款的提案進行

了聽證會。

委員會主席巴迪惹說，他邀請了被認為

是「法律名人」的茵里列。

他說:「這將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議和討

論，前參議長將與委員會分享他的個人經

驗、知識和智慧。」

就茵里列而言，他說，巴迪惹的方向是

「正確的」。

他說：「我讀了一些你想做的草案和提

案……如果我在這個議院，我會101%支持

你，因為這些是讓這個國家進步和現代化必

須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茵里列的立場與巴迪惹外的參議員的立

場形成鮮明對比，後者表示修憲很難在參議

院獲得通過。

茵里列認同憲法中的「限制性」經濟條

款正在阻礙國家的發展。

他說：「首先，經濟條款已經過時，我

們沒有資本發展這個國家，以改善絕大多數

人的生活。只有放寬憲法中的限制性經濟條

款，我們才能發展這個國家。」

他補充說：「這些修改沒有任何隱密或

不尋常的地方。」

這位前參議院領導人還就修憲的模式向

國會提出了警告。

他警告：「現在，我知道眾議院已經通

過了以修憲大會來完成你正在做的工作的提

議。」

他說：「我也會警告他們，警告你，以

修憲大會，而不是修憲大會議會來進行，將

對這個國家的人民造成傷害。」

在同一次聽證會上，茵里列表示，菲國

現在必須廢除核武器禁令，並指責「高莉政

府」造成了憲法中「最不受歡迎的條款」。

憲法第二條第8款禁止在菲律濱存在核武

器，指出「菲律濱根據國家利益，採取並奉

行在其領土上沒有核武器的政策」。

他說：「我們現在必須取消高莉政府對

這個國家及其人民施加的限制，即不得在菲

國擁有任何核武器。我個人認為，這是憲法

中最嚴重和最不受歡迎的條款。」

他說：「在當今的現代世界，一個小國

如果擁有核武器就可以保護自己免受超級大

國的侵害......如果我們負擔得起，我們也應

該擁有核武器，這樣我們的人民就不會被踐

踏，更不用說成為其他國家的狗或奴隸。」

圖為菲陸軍特種部隊昨日在沓義市文尼法壽堡參加菲陸軍建軍126週年。

中使館參加內湖省豐收節
考察並向華支紀念碑獻花

<上接頭版>
緬懷「華支」與菲律濱人民患難與共、

守望相助、英勇作戰，為推動戰爭勝利、解

放內湖省作出的重要貢獻和巨大犧牲。

代表團還考察調研了位於內湖省的國際

水稻研究所、菲律濱國立大學洛斯萬紐斯分

校、百勝灘瀑布等科技、教育、旅遊和文化

機構情況，向各方瞭解其參與中菲雙邊合作

有關情況。期間，李薇參贊會見內湖省省長

赫爾南德斯，省長夫人、國會議員赫爾南德

斯以及內湖省有關地方市長等官員，與菲方

就中菲人文交流合作進行了探討，並向其重

點宣介了我國兩會精神。

三申五令仍拒回國 
 眾院罰特維斯停職60天

<上接8版>
埃斯巴禮斯稱：「倫理和特權委員會特

此提交委員會報告，說明本次調查的結果，

該調查涉及眾議員特維斯個人前往美國的旅

行，旅行授權已過期，並且繼續違抗眾議院

命令返回菲國並履行其作為眾議院議員的職

責，這些行為構成影響眾議院的尊嚴、完整

性和聲譽的擾亂秩序行為。」

他補充說：「在經過徹底審議和遵守我

們的程序之後，倫理和特權委員會特此向眾

議院建議，對行為不檢點的眾議員特維斯處

以60天停職處罰。」

隨後，眾議院進行了投票，其中292票贊

成通過委員會報告。反對票為零，棄權票為

零。

根據眾議院的規定，對眾議員的停職處

罰將在全體會議三分之二投票通過後生效。

遙控潛水器發現
沉沒油輪有裂痕

本報訊：一名地方官員昨天表示，進行

尋找沉沒的油輪公主皇后號之任務的日本遙

控潛水器的發現該沉輪表面有裂縫，沉沒的

油輪導致東岷多洛發生大規模的漏油事件。

東岷多洛省長古律示說：「圖片顯示船

上有裂縫，油就是從裂縫溢出，已經救不回

來了。」

然而，古律示指出，試圖查看沉輪的

內部或在水下修理它已經需要不同類型的合

同。

她說：「他們的合同內容只是看船。所

以我們還有一個問題：看沉輪的油箱裡還有

多少油。昨天就是這樣向我解釋的。我問他

們為什麼沒有包括在合同裡，他們說這是他

們要求的唯一一件事。」

她指出，菲海岸警衛隊及其當地人員繼

續努力控制漏油情況。

她還表示，她已經與農業部官員討論了

受石油洩漏影響的漁民的替代生計來源。

在2月28日，公主皇后號在波濤洶湧的

大海中沉沒時，油輪上載有80萬升工業燃料

油。

成千上萬名漁民被命令留在岸上，直到

他們可以安全捕魚，游泳也被禁止。

漁業水產資源局為1.9萬名受岷多洛漏油

事件影響的漁民提供新技能和生計

省政府表示，東岷多洛有數十人在石油

被沖上海岸後生病。

環境部此前表示，超過2500公頃的珊瑚

礁、紅樹林和海藻可能會受到洩漏事件的影

響。

議員提出允許女僱員
每月2天帶薪月經假
本報訊：眾議院已經提交了一項法案，

該法案旨在向私營和公共部門的女性僱員提

供每月兩天的帶薪月經假。

婦女黨團組織的布洛薩斯眾議員根據眾

議院第7758號法案提出了這項提案，該法案

將月經假定義為授予女性僱員的福利，允許

她因經前或月經緊張而每月最多兩天不用上

班的福利，但仍可獲得這兩天的工資。

它涵蓋所有女性僱員，孕婦和絕經期婦

女除外，無論她們的就業性質或地位如何。

該法案規定，月經假是不可累積的，並

且嚴格來說不可兌換成現金。

此外，該法案規定，帶薪月經假不應被

解釋為減少目前現有的產假福利，無論這些

福利是否根據勞資談判協議或現行法律授予

的。

小馬和莎拉分別獲77%和83%支持率
本報訊：總統小馬科斯在RP-Mission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 Inc.（RPMD）於2月25

日至3月8日進行的「國都區的國民聲音」民

調中獲得77%和83%的支持率和信任度。

兼任教育部長的副總統莎拉．杜特地獲

得了75%的支持率和 81%的信任度。

與2022年12月的國都區民意調查相比，

小馬科斯的績效評分上升了+4個百分點，副

總統杜特地的評分上升了+5個百分點。

RPMD對國都區進行的獨立非委託調查

顯示，計順市長貝文地在國都區的所有地方

首長中的績效評分最高，為94%。

憑藉91%的績效得分，馬拉汶市長桑多

瓦爾、加洛干市長拉比丹和納卯沓斯市長

忠戈在統計學上並列第二。巴西市長加力斯

托—魯比安諾和曼達俞央市長亞曲洛斯則以

90%的積效分並列第三。

巴石市長蘇道和馬加智市長敏乃以87%

分並列第四。馬里謹那市長趙多洛和拉斯賓

迎斯市長亞義拉以85分並列第五。

文珍俞巴市長巴拉順（83%）、沓義

市長加耶沓諾（80%）、馬尼拉市長拉古納

（80%）、描仁瑞拉市長張僑利（78%）、巴

蘭玉計市長奧利描禮斯（78%）、仙範市長

薩莫拉（75%）和巴地洛斯市長本西（72%）

分別排名第六至第十。

根據表現評估得分，眾議員托比．忠戈

（納卯沓斯，92.5%）、眾議員維惹（拉斯賓

迎斯，92%）和眾議員馬拉比丹（加洛干，

92.1%）在統計學上並列第一。

在眾議員工作績效評估中，眾議員里洛

（計順市，88.7%）、眾議員畢拉（計順市，

88.5%）和眾議員銀薩禮斯（曼達俞央市，

88.3%）並列第二。

在工作績效得分中並列第三的有計順市

的眾議員布馬仁（86.6%）、加洛干市的眾

議員亞西斯智奧（86.4%）和眾議員描加斯

（86.2%）。

馬里謹那市眾議員金莫（84.4%）、巴西

市眾議員托尼．卡利克斯托（84.3%）和巴石

市眾議員羅慕洛（84.1%）並列第四。

巴蘭玉計市眾議員譚文丁（82.7%）、馬

拉汶市眾議員轆遜—諾厄（82.5%）和計順市

眾議員阿台德（82.4%）並列第五。

國都區調查是全國民意調查「RPMD的

國民聲音」的一部分，該民意調查於2023年

2月25日至3月8日在每個地區的每個城市進

行，共有1萬名成人受訪者參與。

調查受訪者是年齡是18至70歲的登記選

民和大岷區居民。抽樣誤差為 ±1%，置信水

平為 95%。

受訪者是隨機選擇的，每個城市的受訪

者人數是根據官方投票人口數據按比例分配

的。

穆斯林齋月今日開始
總統府聲明並非假日
本報訊：總統通訊辦事處昨天表示，儘

管齋戒月的開始，但3月23日（星期四）不會

放假。

總統通訊部長加拉菲爾告訴記者，只有

4月20日——或齋月結束——才會被視為假

日。

伊斯蘭月曆的第九個月，齋戒月是穆斯

林最神聖的時期之一。

在30天的時間裡，全世界的穆斯林將從

黎明到日落嚴格遵守每日禁食的規定。

在此期間，信徒們戒除食物、飲料和其

他身體需求。齋戒月也是自律、精神反思和

慈善行為的時期。

菲繼續與歐盟
就西菲海問題接觸

本報訊：菲律濱繼續與歐盟就南海和西

菲律濱海事務進行接觸。

在週一（3月13日），外交部負責亞洲和

太平洋事務的助理部長茵帛惹在馬尼拉會見

了歐盟印太事務特使蒂貝爾斯。

據外交部稱，兩位外交官就該地區最近

的事態發展交換了看法。

外交部補充說，他們還討論了印太地區

的安全、海事和經濟問題。

茵帛惹說：「菲律濱與印太地區的所有

主要國家發展密切的雙邊關係。菲律濱總統

訪問印尼、新加坡、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

中國和日本展示了我們的外交戰略方針。」

在3月15日，菲律濱還尋求與未加入歐盟

的歐洲國家挪威開展海上合作，兩國外交官

就俄烏戰爭、西菲律濱海等國際和地區問題

交換了意見。

歐盟駐菲律濱大使盧克貝隆於週三稱讚

菲律濱政府建立了IORIS國家治理。

IORIS或印太地區資料共享是一個安全

和中立的平台，用於國家和區域多機構的基

於網絡的海事協調和信息共享工具。

貝隆稱這次活動具有「歷史意義」，他

在講話中說，IORIS 對這個國家很重要，因

為它「擁有豐富的航海歷史和傳統，它的未

來與大海息息相關」。

他說：「菲律濱是第一個接受IORIS並

在過去幾年接受特定課程的東南亞國家，因

為菲律濱海事當局明白合作是關鍵，可以讓

你更強大地應對海上安全挑戰。」

乘客坐電車過X光
筆記本電腦被壓壞
本報訊：大岷電車3號線（MRT-3）管理

層向一名乘客道歉，她的筆記本電腦在通過

其中一個車站的X光掃瞄儀時損壞了，但對

她的說法的某些方面提出了異議。

「大岷電車3號線已經聯繫了科倫布雷

斯女士，為這起不幸的事件以及值班人員未

能對她表現出更多同情的方式道歉。MRT-3

管理層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大岷電車3號線

的政策是，員工在任何時候都要對所有乘客

給予最大的禮貌和寬容。」

乘客亞蘭娜·科倫布雷斯在推特上說，在

過車站X光時，一名同車乘客不小心把自己

的東西放在她的筆記本電腦旁邊，她的筆記

本電腦被擠壓損壞。她還提到，車站警衛拒

絕提供幫助，對她的處境表現出漠不關心。

但大岷電車3號線管理層報告稱，在分

析了監控錄像後，科倫布雷斯把筆記本電腦

豎著放，這與她在社交媒體上說筆記本電腦

平放的說法形成了鮮明對比。它還指出，她

的物品和另一名乘客的物品之間有「足夠的

空間」。

大岷電車3號線管理層說：「此外，大

岷電車3號線的X光機操作員在顯示器上顯

示堵塞時立即停止X光機，以防止進一步堆

積。就在那時，科倫布雷斯女士才得以取回

她的包。」

此外，大岷電車3號線車站還張貼了告

示，說明電車線路對電子產品的政策，提醒

乘客管理方不對任何損失或損壞負責。

大岷電車3號線管理層表示，將採取措

施改善員工對此類事件的管理。

該公司表示：「大岷電車3號線的安全

供應商已經接到指示，為所有鐵路安全人員

開展一系列客戶服務培訓。」

大岷電車3號也呼籲公眾注意自己的隨

身物品。

該公司表示：「大岷電車3號線呼籲公

眾在大岷電車3號線內隨時注意自己的行李，

以防止任何損失或損壞。」

ICC允許「禁毒戰」受害者
回應菲政府提出撤案請求

本報訊：國際刑事法院（ICC）上訴分

庭允許「禁毒戰」的受害者和受害者團體參

加並發表意見。國際刑事法院上訴分庭正在

審判菲律濱政府提出的請求，菲國政府要求

推翻預審分庭重啟恢復對禁毒戰的調查之決

定。在一份日期為3月21日，長達11頁的決定

中，國際刑事法院上訴分庭指示受害者參與

和賠償科「收集並向上訴分庭轉交任何感興

趣的受害者和受害者團體的陳述，並在2023

年5月22日之前準備並提交一份報告。」

它補充：「受害人公共法律顧問辦事處

可以在2023年4月18日之前就菲律濱關於受害

人一般利益的上訴摘要提交不超過40頁的書

面意見。」

上訴分庭表示，在解決菲律濱政府的上

訴時，它認為將「禁毒戰」的受害者包括在

內是適當的。

馬尼拉通過總檢察官辦公室提出的上

訴，要求國際刑事法院上訴分庭撤銷其預審

分庭授予其檢察官的授權，重啟對杜特地政

府「禁毒戰」的調查。

在其上訴中，菲律濱還要求在其請求得

到解決之前暫停調查，並要求上訴分庭裁定

國際刑事法院的檢察官無權恢復調查。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卡里姆汗已經要求

國際刑事法院上訴分庭駁回馬尼拉的請求。

他辯稱，菲律濱政府「沒有提供任何論據來

證實其暫停調查的請求，也沒有表明執行該

決定會造成不可逆轉的情況，或者很難糾正

的情況，或者可能會破壞上訴的目的。」

菲澳就PPP項目開展技術合作
本報訊：隨著馬科斯政府在基礎設施項

目中積極利用公私合作（PPP）模式，澳大利

亞政府將提供其在PPP計劃下推出基礎設施項

目的技術專長。

澳 大 利 亞 駐 菲 律 賓 大 使 劉 海 京 ( H a e 

Kyong Yu)週三在其住所接受記者採訪時表

示，大使館將於3月24日啟動基礎設施夥伴關

係（P4I）。

劉海京說：「基礎設施是菲律賓關注的

一個大領域，我知道馬科斯總統已經宣佈，

他希望在可能的情況下更多地利用PPP項目。

因此，我們正在與菲律賓政府密切合作，與

他們分享澳大利亞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P4I是澳大利亞政府的一項舉措，彙集了

來自公共和私營部門以及學術界的專家，幫

助菲律賓政府機構在PPP模式下的項目準備階

段參與基礎設施開發。

劉海京提到：「我們可以在所有項目準

備階段幫助他們。如何對潛在項目進行實際

的成本效益分析，然後如何為可能的採購、

招標過程等準備文件。」

她說，除了PPP中心，P4I還旨在與其他

機構密切合作，包括交通部、能源部、財政

部和國家經濟發展署（NEDA）等。

劉海京補充說，澳大利亞政府將通過P4I

與政府密切合作，以滿足其多樣化的基礎設

施要求，包括道路、交通、能源和公共投資

管理。

劉海京大使表示，許多澳大利亞公司參

與了菲律賓的基礎設施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