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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維斯公司院子挖出爆炸物品
本報訊：在前東黑人省省長普萊德·亨利·

特維斯領導的一家公司的院子裡，發現了疑

似簡易爆炸裝置和彈藥。

在週日早上的GTV新聞直播報道中，

刑事調查和偵查組表示，一名自稱是埋藏這

些物品的人之一的線人向當局報告了這些物

品。

鑒於這一事態發展，刑事調查和偵查組

表示，特維斯將面臨非法持有槍支的投訴。

刑事調查和偵查組週五開始對據稱屬於

普萊德·亨利·特維斯的一個大院執行搜查令，

原因是該大院違反了綜合槍支和彈藥管理

法。刑事調查和偵查組週六報告說，警方在

同一處院落逮捕了三人，繳獲了一批槍支和

數千發子彈。

亨利·特維斯是被停職的東黑人省眾議員

小阿諾福·特維斯的兄弟，後者是2019年該省

發生的幾起殺人案件的被告。

特維斯兄弟還涉嫌謀殺黑人省省長黎加

莫。

在前東黑人省省長普萊德·亨利·特維斯領導的一家公司的院子裡，發現了疑似簡易爆炸裝置和彈藥。

掃除菲中南海油氣合作法律障礙
丁鐸

自馬科斯今年6月就任菲律濱總統以來，

菲律濱新政府的南海政策走向一直很受關

注。客觀來講，在大國之間維持平衡，特別

是在強化菲美同盟和深化菲中各領域合作之

間維持平衡，是菲律濱當下從自身國家利益

出發做出的現實選擇。目前來看，馬科斯政

府在南海問題上表現出了相對謹慎。在不久

前第77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期間，馬科

斯還表示，菲律濱有意重啟同中國的南海油

氣資源共同開發談判。

過去三個多月，馬科斯多次強調南海問

題不是菲中關係的主流，不應因此限制和妨

礙雙方合作。南海有關爭議在短期內難以解

決，共同開發作為當前依據國際法做出的功

能性臨時安排，仍是中菲妥善處理南海問題

的共同努力方向。當然也要看到，菲方在表

達重啟南海資源共同開發談判意願的同時，

還提及「不能違反菲律濱國內法」，這就涉

及共同開發的法律適用問題，也是中菲以往

就共同開發進行談判磋商時一塊「難啃的硬

骨頭」。

雖然法律適用問題與主權權益的行使存

在關聯從而具有一定政治敏感性，但在中菲

已經達成的諒解備忘錄關於「不影響雙方主

權和海洋權利主張、不影響雙方關於海洋法

諸問題的立場」這一規定的基本前提下，中

菲可以「技術化」方式處理法律適用問題，

逐步掃清談判磋商中的「攔路虎」。

無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還是其他習

慣國際法，都沒有就共同開發的法律適用設

立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體制度和明

確規則，《公約》僅規定爭端當事國在海洋

劃界爭議解決前應盡一切努力作出實際性的

臨時安排，並在此期間不危害或阻礙劃界協

定的達成。事實上，國際法上和國際實踐中

並不存在共同開發適用何國法律的統一標準

和固定方式。因此，在不影響雙方主權權益

主張的前提下，中菲圍繞在共同開發區域內

適用各自國內法仍有協商一致空間。

放眼國際實踐，共同開發的法律適用問

題可以通過一定方式予以技術性處理，比如

設立共同管理機構制定統一規則，在共同開

發區內實施分區管理，或依據油氣活動、稅

收、海關等不同事項分門別類做出規定等。

有關國家一般傾向於當事國在共同開發區適

用各自法律，這方面可供中菲參考借鑒的案

例較多。在「法國與西班牙的共同開發案」

中，雙方在共同開發區「分別行使主權權

利」，把本國法律適用於共同開發區中各自

控制的部分水域；在「冰島與挪威關於揚馬

延島共同開發案」中，雙方在共同開發區各

自適用本國有關控制石油勘探開發活動、安

全措施和環境保護的立法、政策及法規；在

「塞內加爾與幾內亞比紹共同開發案」中，

兩國在共同開發區內針對不同活動適用不同

國家法律：有關石油資源的調查、勘探、開

發活動適用塞內加爾法律；漁業資源調查、

開發及研究活動則適用幾內亞比紹法律。

對於共同開發涉及的法人和自然人徵

稅問題，則可考慮通過「政府對等授權、法

律區別適用」思路來處理。原則上，中菲均

有權對共同開發區域內進行的油氣資源勘探

開發適用本國稅法，但為避免雙重徵稅，可

對等授權在共同開發區域作業的法人和自然

人只需向所屬國或國籍國納稅；共同開發如

涉及第三國法人和自然人，則同時向中菲兩

國納稅，但只需分別就應納稅的一半進行納

稅，或中菲雙方各自向該法人或自然人返還

一半稅款。這種做法在現有國際實踐中也有

案例可供參考借鑒。

南海問題的本質是有關當事國間的領土

主權和海洋劃界爭議，這一點清楚無疑，但

近年來隨著地區和國際形勢變化，這一問題

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地緣競爭、大國博弈和地

區安全色彩，美國等域外國家又將所謂「航

行自由」因素注入其中，進一步加劇了問題

的複雜程度。南海是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共同

家園，南海的和平穩定歸根結底要靠沿岸國

來共同維護，海上合作的積極勢頭要靠沿岸

國來共同維持。在任何一片爭議海域實現資

源的共同開發都絕非易事，中菲南海油氣合

作也許不會是一片坦途，但雙方若能本著真

誠意願，排除外部干擾，弘揚寶貴經驗，借

鑒有益實踐，就完全有可能推動油氣合作取

得實質性突破，並對其他涉海合作領域產生

更大示範和帶動效應。

（作者是中國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與政
策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菲中繼續尋找
海上合作機會

本報訊：隨著菲律濱和中國上週結

束雙邊磋商機制，兩國矢言儘管西菲律

濱海存在問題，但仍將繼續尋找海上合作

的機會，並承諾在這樣做的同時遵守國際

法。

負責雙邊關係和東盟事務的外交部

副部長拉薩洛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孫衛

東主持了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第七次會

議。

拉薩洛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菲律濱

「期待有一天新聞不再報導菲中海上事

件，而是關注互利互惠的努力。」

馬尼拉和北京上週五探討了包括海

事培訓、菲律濱人員能力建設、互訪等在

內的機會。 兩國還同意安排一次由其他

機構參與的單獨會議，以落實現有的雙邊

合作機制。

幾週前，有報導稱中國船隻湧入菲

律濱領土內，中國海警用軍用級激光瞄準

了在仁愛礁附近執行補給任務的菲律濱船

隻。

菲 律 濱 對 最 近 發 生 的 事 件 表 示 失

望，特別是因為這些事件發生在小馬科斯

總統 1 月份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幾週後。

美聯社上週的一篇報導指出，菲律

濱外交官計劃在會議期間針對中國「入

侵」西菲律濱海提出新的外交抗議。

兩國此前一致認為，雙邊關係不僅

限於海上問題。 然而，菲律濱在第七屆

雙邊磋商機制期間也強調，這些問題「仍

然是菲律濱人民嚴重關切的問題」。

拉薩洛在上週五說：「我們大多數

國家的領導人都同意，海上問題應該通過

外交和對話來解決，而不是通過脅迫和恐

嚇來解決。」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表示，中國願在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南海各方行為

宣言》等國際法的指導下與菲律濱合作，

確保和平 和該地區的穩定。

在上週六的一份聲明中，外交部表

示，兩國重申了他們對2016年南海仲裁裁

決的立場。常設仲裁法院認定中國的九段

線主張無效，因為它已經超出其領土範

圍，並認定中國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規定的部分義務。

週五，外交官們還「強調他們決心

最終確定一項有效和實質性的[南海]行為

準則。」然而，外交部此前也表示，該文

件距離結論「還很遠」。

內湖逾百學生入院 
教育部調查

本報訊：週六，衛生部卡拉巴松分

部表示，將對上週四在內湖省加武肴市一

所學校發生的意外消防演習進行調查，該

演習導致100多名學生病倒。

衛生部卡拉巴松在一份聲明中說，

地區流行病學和監測單位正在與市和省對

應部門協調正在進行的病例調查。

有關住院學生的更多細節也在收集

中。

週五，城市災害風險減少和管理辦

公室表示，消防演習影響了104名學生，

其中一些人在活動期間因飢餓和脫水而昏

倒。

統計署：
漁民和農民仍最貧窮

本報訊：菲統計署報告稱，就2021年的

貧困發生率而言，漁民、農民、兒童和居住

在農村地區的個人仍然是最貧窮的群體。

根據統計署最近發佈的報告，2021年

漁民的貧困發生率最高，為30.6%，其次是

農民，為30%，兒童為26.4%，農村居民為

25.7%。

統計署表示：「與其他基本行業相比，

這些行業的個人收入低於官方貧困線的比例

最高。」

統計署指出，這些也是2015年和2018年

貧困發生率最高的部門。

報 告 還 指 出 ， 貧 困 發 生 率 「 顯 著 增

加」，其中漁民的貧困發生率最高，增加了

4.4%，其次是兒童，增加了2.5%，15歲及以

上殘疾人增加了2.5%，居住在城市地區的個

人增加了2.3%。

另一方面，從2018年到2021年，唯一出

現改善的基礎部門是農民，貧困發生率減少

了- 1.6%。

漁民組織Pamalakaya在週日的一份聲明

中表示，他們對統計署的報告並不感到驚

訝，強調了全國漁業社區面臨的「殘酷現

實」。

Pamalakaya說：「我們並不感到驚訝，

因為這是全國各地漁業社區的殘酷現實。這

些數據實際上證實了漁業部門的長期貧困，

即使政府也無法掩蓋這一點。」

它補充說：「這是對我們國家最大的諷

刺和侮辱之一，我們以農業和群島而聞名，

但這兩個本該製造大部分資源的部門卻是最

貧窮的。」

英國致力於在海上安全
與菲律濱「加強合作」

本報訊：英國駐菲律濱大使勞拉．博菲

斯昨天表示，英國致力於在海上安全方面與

菲律濱「加強合作」。

博菲斯在沓義市舉行的英國文化節的

間隙對記者說，兩國已經進行了海上安全對

話，「以便我們從法律角度和培訓角度，從

問題角度，甚至從環境角度，評估我們在海

事領域所做的一切，投資於良好的海洋管

理」。

她說：「海洋利益是英國和菲律濱之間

的共同利益。我們都是海洋國家。我們非常

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

她說：「對於英國和菲律濱來說，尊重

國際海洋法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真的非

常重要，所以，這次對話是一個機會。」

她補充說：「這是一個加強合作的場

景。 我們將繼續與菲律濱在海上安全領域開

展更多工作。」

隨著中國繼續在馬尼拉專屬經濟區內的

海域進行軍事化和活動，菲律濱和英國在本

週初呼籲印太地區保持穩定和安全。

與此同時，博菲斯表示，英國尚未加入

許多其他國家的行列，這些國家已經前來幫

助菲律濱政府清理東岷多洛海岸的油污。

大使說，英國有一個「龐大的環境計劃

和一個龐大的氣候變化計劃」。

她說：「它的關注不是石油洩漏，而是

我們在適應、沿海資源管理和沿海社區生計

支持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

她說：「所以，我們的角度略有不同，

但無疑涵蓋了良好的海洋治理以及海洋和沿

海環境管理的相同領域。」

她說，馬尼拉尚未尋求倫敦的援助以加

快清理溢油的工作，但如果他們願意，英國

政府將很樂意就他們的重點事項與菲律濱進

行接觸」。

巴格描水庫用水需求量很高 大岷區甲美地多地供水中斷
本報訊：岷里拉水務公司解釋說，由

於對巴格描水庫的用水需求量很高，大岷區

和甲美地多個地區的供水服務中斷或水壓很

低。

根據昨天的新聞報導，受影響的地區包

括加洛干、馬尼拉、馬拉汶、馬加智、計順

市、巴蘭至計市和巴西市的部分地區。

受影響的甲美地地區是描科奧、伊穆

斯、諾沃禮塔、羅薩溜和加威特。

服務中斷從昨天上午 10 點開始，在晚上 

10 點恢復。 

岷里拉水務公司說：「我們的主要水庫

的水位下降速度比預期的要快，因為取水量

大，這可能是由於夏季炎熱，消耗了更多的

水。」該公司補充說：「我們發布了緊急通

知，以避免如果水庫的水被完全耗盡，服務

中斷的時間更長。在此期間，部署了流動水

車以增加供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