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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恐怖主義影響亞太國家 菲排第二
本報訊：2023年全球恐怖主義指數顯

示，菲律濱是亞太地區第二大最受恐怖主

義影響的國家，得分為 6.328 或屬於中等影

響。

緬甸以 7.977 分位居受恐怖主義影響最

嚴重的國家。 緊隨菲律濱之後的是印尼、泰

國和新西蘭。

在全球範圍內，菲律濱在163個國家／地

區中排名第18位，低於去年創下的第17位，

得分6.786的記錄。

全球恐怖主義指數由經濟與和平研究所

製作，是一份「全面總結了過去十年全球恐

怖主義的主要趨勢和模式」的報告。

「全球恐怖主義指數的分數計算不僅考

慮了五年內的死亡人數，還考慮了恐怖主義

造成的事件、人質和傷害。」

根據2023年的報告，菲律濱錄得了有記

錄以來的最低恐怖主義水平。菲律濱報告了

20起與恐怖主義有關的事件、18人死亡和38

人受傷。

報告稱：「儘管菲律濱仍然是該地區受

影響第二大的國家，但它的恐怖主義程度是

全球恐怖主義指數成立以來的最低水平。」

它補充說：「菲國在2022年發生了 20起

襲擊事件和18人死亡，與前一年相比分別下

降了68%和65%。」

作為受恐怖主義影響最嚴重的國家，緬

甸在2022年報告了755起襲擊事件和415人死

亡，與去年相比，襲擊事件和死亡人數分別

下降了6%和27%。

日本在該地區的全球恐怖主義指數得分

下降幅度最大，這是該國自2019 年以來首次

出現此類結果。

報告稱：「然而，這是因為低基數，日

本唯一的襲擊和死亡事件是2022年7月前首相

安倍晉三遇刺身亡。」

自 2014年以來，印尼在2022年報告的襲

擊事件最少。

僅發生了7起襲擊事件，導致25人死亡，

襲擊事件減少了56%，但與去年相比，死亡

人數增加了1人。

報告稱:「印尼的襲擊事件是最致命的，

平均每次襲擊造成 3.6人死亡，而 2021年每次

襲擊造成1.5人死亡。」

在全球範圍內，阿富汗是受恐怖主義影

響最嚴重的國家，得分為8.822。緊隨其後的

是以下國家：布基納法索得分 8.564；索馬里 

8.463；馬里 8.412；敘利亞 8.161；巴基斯坦 

8.160；伊拉克 8.139；尼日利亞 8.065；緬甸

（緬甸）7.977；

尼日爾 7.616。

伊斯蘭國及其附屬組織是2022年最致命

的恐怖組織，約有 2000人的死亡與他們有

關。

報告稱：「因為該組織而死亡的人數基

本保持不變，自2019年以來每年約有 2000人

死亡，但 2022年的記錄略改善16%。」

除了伊斯蘭國外，「2022年最致命的四

大恐怖組織」還包括東非的青年黨、巴基斯

坦的俾路支解放軍和非洲的俾路支解放軍。

大理院首席大法官格斯文道昨晚在菲華商聯總會第卅三次全菲代表大會上講述了他推動的司法改革工作，並推動使用高科技開庭。他也
指出，華人融入菲主流社會，所帶來的各種中華傳統美德，形成獨特的文化身份，對國家是好事。		 										<本報記者Celia	Ramos攝>

93%成年人經歷
氣候變化影響

本報訊：社會氣象站的一項調查顯示，

在過去三年中，93%的菲律濱成年人親身經

歷了氣候變化的影響。

在2022年12月進行的社會氣象站民意調

查結果顯示，17%的受訪者感受到氣候變化

的「嚴重」影響；52%受到「中度」影響；

24%的人覺得「影響不大」。

與此同時，6%的人表示他們根本沒有受

到任何影響。

儘管如此，88%的人同意仍然可以採取

一些措施來降低氣候風險。

四分之三的菲律濱人，即76%的受訪者

也認為，人們可以嘗試做些事情來阻止或減

緩氣候變化。

23%的人認為氣候變化超出了人類的控

制範圍；而1%的人不確定。

在2021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

委員會的一份報告顯示，全球變暖的「發展

速度比人們擔心的要快，人類幾乎是罪魁禍

首」。

預計到2030年左右，地球表面平均溫度

可能比工業化前高1.5或1.6攝氏度。

社會氣象站的這項民意調查是於2022年

12月10日至12月14日進行，面對面採訪了全

國1200名成年人。

全國百分比的抽樣誤差幅度為±2.8%，大

岷區、呂宋島其他地區、未獅耶和棉蘭佬島

的抽樣誤差幅度分別為 ±5.7%。

公主皇后號沉沒漏油
航運局下令船東停運
本報訊：航運局昨天表示，已對沉沒的

公主皇后號油輪的船東發出停止經營令。

航運局長法比亞表示，對RDC Reield 

Marine Services發出的停止經營令涵蓋取消該

公司的公共事業運營證，這也影響了其剩餘

的三艘船——兩艘油輪和一艘客船。

法比亞在司法部接受採訪時說：「我們

在調查和檢查之前發布了兩項停止令，一項

是為了取消特許經營權或公共事業運營證，

另一項是停止經營。」

法比亞表示，在調查載有90萬升工業燃

油的公主皇后號於2月28日在東岷多洛對開水

域沉沒事件期間，停止經營令將持續有效。

沉船的石油洩漏現在威脅著呂宋島南部的生

態系統和沿海社區。

小馬齋月提倡紀律和謙遜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昨天表示，伊

斯蘭教齋戒月是踐行紀律和謙遜價值觀的時

期。

小馬科斯在致辭中說，他與菲律濱和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群一起歡迎和慶祝齋戒

月。

小馬科斯說：「這個禁食、祈禱和施捨

的季節是體現紀律、虔誠和謙遜價值觀的好

時機。」

他補充說：「在這個神聖的月份裡，天

堂之門是敞開的，這一精神信仰呼籲我們的

兄弟姐妹淨化自己的靈魂，遠離世俗享樂的

危險，並尋求寬恕與和平。」

小馬科斯敦促公眾為那些因飢餓、自然

災害和不利環境而深感痛苦的人祈禱。

他說：「齋戒月期間的儀式和服務提醒

我們，無論信仰如何，我們都有共同的道德

義務，即富有同情心地互相照顧，維護我們

的人格尊嚴，並團結一致。」

他補充說：「作為一個擁有豐富文化多

樣性的國家，讓我們的內心接受這樣一個深

刻的真理：尊重戰勝分歧，理解消除偏見，

愛戰勝一切。」

昨天開始的齋戒月呼籲通過祈禱、禁食

和戒除罪惡行為進行精神反思。

涉售珍稀瀕危鳥類
一對華裔夫婦被捕

本報訊：一對華裔夫婦因販售珍稀瀕危

鳥類而被國調局的行動人員逮捕。

國調局—環境犯罪組確認嫌疑人的身份

為菲·安妮沓·杜萊——柯和偉順·柯|（以上皆

音）。根據一份情報，國調局—環境犯罪組

進行了監視，並確認菲·安妮沓在沒有必要的

許可的情況下出售珍稀鳥類，包括29只瀕臨

滅絕的「金太陽鸚鵡」。與環境部—國都區

辦事處和生物多樣性管理局的核實證實，這

些鳥類被歸類為瀕危物種。

參院取締網絡博彩報告仍缺簽名
本報訊：只有七名參議員簽署了稅源委

員會關於調查網絡博彩業務在菲國的影響的

報告。

據該委員會的主席張僑偉參議員說，他

們不斷地向參議員傳閱該委員會報告。

張僑偉說：「現在，有7個簽名，然後我

們將根據調查結果更新報告內容。因此，我

們可能會出爐一份包含新信息的新委員會報

告。」

委員會報告要提交全體會議，需要10個

參議員簽名。

張僑偉進一步解釋說，還有其他參議員

尚未簽署，因為存在疑問，特別是在就業問

題上，因為網絡博彩業界有將近2萬名菲律濱

人員工。

一些參議員也在考慮，如果禁止網絡博

彩業運營，政府可能會損失稅收。

對於監管網絡博彩業的建議，張僑偉質

疑如何制止與之相關的犯罪。

張僑偉也相信小馬科斯總統將支持禁止

網絡博彩業，因為商人團體發表了反對網絡

博彩業的宣言。

財政部和國家經濟發展署已經表示，外

國投資者因為與網絡博彩業有關的罪案而不

敢投資菲國。

參議員伊赫斯道昨天表示，他沒有簽署

參議院稅源委員會提交的委員會報告是因為

該報告要求「馬上」關閉菲國所有網絡博彩

業務。伊赫斯道解釋說，立即禁止網絡博彩

的運營可能會向熱衷於在菲律濱開展業務的

投資者發出錯誤信息。

他說：「我不支持網絡博彩，但我擔

心取消曾獲國會合法化的行業可能造成的影

響。」

他解釋說，雖然這些網絡博彩業務的經

營被認定為非法，但國會仍通過了對網絡博

彩徵稅的法律，最終認定其經營合法並需納

稅。

伊赫斯道說，他提議逐步淘汰網絡博彩

行業。

他說：「我想要一個兩到三年的淘汰

期。」

稅源委員會主席張僑偉參議員於週三晚

上報告了其關於網絡博彩的「主席報告」，

並建議立即禁止其運營。

在未能獲得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的簽

名後，它成為了主席報告，而不是委員會報

告。簽署該報告的參議員包括參議院多數黨

領袖維惹蕊描、參議院少數黨領袖彭敏直、

洪智維洛斯和格麗絲．傅。

參議員晶貴．伊斯沓拉和艾美．馬科斯

都尚未簽署該報告。

另一方面，參議員黎拉羅沙表示，他向

委員會主席承諾他將簽署該報告。

涉Pharmally公司違規採購案
33名政府官員被監察署停職

本報訊：昨天的新聞引述監察署長馬智

禮斯的話報導，監察署已將33名政府官員停

職六個月，這些官員涉嫌在2020年和2021年

違規採購抗疫用品。

被暫時停職的官員包括副監察長華倫．

雷克斯．梁（音），他曾是預算部—採購處

的採購組主任，涉嫌參與以下採購：

——8000件BGI實時熒光核酸試劑盒，

總計6億披索。

採購訂單（PO）No. PO20-00210-CSE，

日期為2020年4月23日

——日期為2020年4月23日的採購訂單

PO20-00211-CSE，涵蓋價值6.88億披索的2000

套A* Star Fortitude核酸檢測試劑盒

——日期為2020年6月9日的採購訂單號

PO20-00286-CSE，涵蓋41，400件BGI實時熒

光核酸試劑盒，總計約28.7億披索

還有其他預算部—採購處官員以及衛生

部的官員也被暫時停職。

曾在杜特地政府任職的前預算部副部長

勞埃德．克里斯托弗．劉（音）也被暫時停

職，但他早已離開了該機構。

監察署的令狀稱：「在對記錄進行仔細

評估後，本署找到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將被

告列置於預防性停職狀態，等待對本案進行

調查。壓倒性的書面證據表明，被告的犯罪

證據確鑿。」

據監察署說，對這些人提出的指控是

「涉及嚴重不當行為、嚴重玩忽職守、嚴重

不誠實以及行為有損政府最大利益。」

它說：「這些罪行的嚴重性加上他們參

與的嚴重性將有理由將其開除。」

監察法第24條規定，「如果監察署長或

其副手認為有罪證據充分，並且（a）對該官

員或僱員的指控涉及不誠實、壓迫或在履行

職責時有嚴重不當行為或疏忽；（b）這些

指控足以將其辭退；或（c）被告繼續留任可

能會影響針對他的案件，則可在調查期間預

防性地將其職權下的任何受查人員或僱員停

職。」

與此同時，華倫．雷克斯．梁（音）的

陣營對暫時停職提出質疑，聲稱雖然他在採

購當時是採購組主任，但並未參與交易。

新聞報導稱，梁氏的陣營還表示，由於

新冠疫情，菲國的團結互助療癒法生效，因

此，採購並不需要經過招標程序。

梁氏尚未收到暫時停職令狀。其陣營堅

稱他沒有從這筆交易中獲得經濟利益。

在另一份聲明中，預算部—採購處表示

將在指定時限內執行監察署對有關官員的暫

時停職令。

它說：「在目前的領導下，預算部—採

購處將繼續實施和開展重要的採購和行政改

革，同時對違規行為和任何形式的腐敗實行

零容忍。」

在2021年，當時的參議員吳頓作為藍帶

委員會主席，主導了對420億披索新冠抗疫資

金從衛生部轉移到預算部—採購處的調查。

這包括預算部—採購處用於向Pharmally

醫藥公司購買口罩、面罩和個人防護設備的

86億披索。

有關公司與政府進行交易時的實數資本

僅為62.5萬披索。

吳頓的報告建議對幾名政府官員和個人

提起刑事訴訟，其中包括Pharmally的高管。

然而，一些參議員沒有簽署該報告。

參議員洪智維洛斯在去年 6月表示，她

「非常願意」在下一屆國會提交決議，再對

涉及Pharmally的違規交易進行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