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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治安運動支持禁博彩
指網絡博彩有損菲中兩國聲譽

本 報 訊 ： 一 個 華 裔 團 體 附 和 一 些 參

議員的觀點，支持禁止菲離岸博彩運營商

（POGO），因為據報一系列的罪案牽連了該

行業的僱員（主要是中國公民）。

恢復治安運動主席蔡嘉權表示：「隨著

與網絡博彩相關的暴力犯罪的驚人增長，以

及從該行業徵收到的稅款減少，現在是重新

評估禁令這一行業的時候了。」

數百名菲律濱華人社區成員和菲國警參

加了此次活動。

據財政部長陸諾說，從2020年的71.8億

披索，厘務局從網絡博彩及其服務提供商收

取的稅款下降了46%，至2021年的39.1億披

索。今年的預計稅收為320億披索，儘管迄今

為止只收到30億披索。

蔡嘉權指出，在2019年8月，時任總統杜

特地對北京進行國事訪問期間，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本人曾要求禁止在菲律濱開設為中

國公民提供服務的網絡賭博公司，例如離岸

博彩公司，稱在中國賭博，除了在澳門，是

違法的。然而，杜特地沒有對這一要求採取

行動，理由是網絡博彩公司帶來了數十億披

索的收入。

蔡嘉權說：「如果我們必須權衡網絡

博彩給我們國家帶來的社會弊病與他們產生

的收入，我們應該選擇國家安全。如果這種

情況持續下去，它不僅會侵蝕菲律濱的好名

聲，還會侵蝕中國的好名聲。」

恢復治安運動創始主席兼首席召集人洪

玉華女士表示，一些合法的網絡博彩公司告

訴她，他們「也因為不良形象而受苦」。

但對於每家合法的離岸博彩公司，她估

計有「六到七」個非法的分許可證持有人，

中國公民便是受到這些分許可證持有人販

賣。

菲娛樂博彩公司於週二的數據顯示，菲

國有32家網絡博彩公司和127家服務提供商獲

准運營。

據菲國警反綁架組行動副主任迪拉格

稱，僅今年9月就錄得了17起與網絡博彩相

關的綁架事件，超過了2021年全年報告的12

起。

迪拉格說，警方調查受到「受害者和

證人不合作」以及使用數字貨幣支付贖金的

阻礙，這使得追查和識別嫌疑人變得更加困

難。

儘管中國大陸人一直是網絡博彩公司的

綁架目標，但洪玉華要求菲華裔同胞，特別

是受害者和證人，與當局合作破案。

她說：「我們不希望綁架成為一種完美

的犯罪，沒有人報案，沒有人合作，每個人

都只支付贖金，使綁架像過去一樣，成為一

項非常有利可圖的業務。」

洪玉華補充說：「這個問題不僅是華社

的問題。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需要全國

性的解決方案。」

對於參議員張僑偉來說，中國應該盡自

己的一份力量，不允許有犯罪記錄的公民前

往菲律濱為網絡博彩工作。

他於週日接受電台採訪時說：「我們的

邊境管制非常薄弱。這就是為什麼外國罪犯

可以很容易地進入我們的國家。」

他補充說：「中國應該與我們溝通並幫

助我們……一方面，他們可以幫助我們提供

情報。如果那些離開他們國家的人有犯罪記

錄，他們不應該讓他們進入我們的國家。」

張僑偉援引移民局的報告說，最近綁架

網絡博彩工人和涉及其他相關罪行的許多人

可能是以前在自己的國家參與過類似罪行的

中國公民。

據他介紹，移民局人員還發現一些中國

遊客試圖通過使用虛假身份和地址來避開他

們。

他說：「我們應該改善與中國的情報共

享……不僅是為了網絡博彩公司，也是為了

保護本地旅遊業。」

他說：「如果那些來自中國的人是通緝

犯，我們很難在這裡找到他們。他們只是來

來去去，我們不知道他們在中國是否有犯罪

記錄。」

砥礪前行深化合作——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週年
中國駐佬沃領事館代館長領事孫衛東

2022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3週年國慶日。73年來，中國各項事業發展

取得巨大成就、中菲合作取得豐碩成果。借

此機會，我代表中國駐佬沃領事館向領區華

僑華人、中資企業人員、留學生等致以節日

的問候和美好的祝願。

中國發展取得新成就
2022年，在國際形勢複雜多變，人類社

會面臨前挑戰有增無減。中國在中國共產黨

的堅強領導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的科學指引下，立足新發展階段，貫

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

高質量發展，現代化建設取得新的成就。　

中國經濟穩中有進。2021年經濟總量達

114.4萬億元（約合17.7萬億美元），佔世界

經濟比重超過18%。

今年上半年，中國克服全球經濟不景

氣和疫情反覆等多重困難，國內生產總值

（GDP）同比增長2.5%，進出口貿易繼續保

持高速增長，前8個月增長9.5%。這充分證

明，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必將繼續保

持平穩增長。

人民生活水平持續提高。城鎮新增就

業年均1300萬人以上，九年義務教育鞏固

率達到95.4%，基本醫療保險覆蓋96.3%的人

口。　

成功舉辦了冬季奧運會和冬殘奧會，

贏得了國際社會高度評價和普遍讚譽。

中國航天事業實現新發展，現化高鐵

路網進一步完善，建成第五代移動通信基站

超過185.4萬個，佔全球總數超過60%。

共建「一帶一路」取得新進展。中歐

班列累計開行超5萬列，中老鐵路建成通

車，雅萬高鐵紮實推進，惠及民生並為全球

經濟注入新動能。

堅決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世界

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17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表達了對一個

中國原則的有力支持。

金秋十月，中國共產黨將召開第二十

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新一屆領導集體，為

中國今後五年的發展描繪新的藍圖。二十大

一定是一個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成功大

會！

中菲合作再上新台階
近年來，中菲關係持續向好，雙方堅

持睦鄰友好，攜手共同發展，各合作成果豐

碩。過去6年，中菲雙邊貿易額翻了一番，

中國連續6年成為菲律濱最大貿易夥伴，並

成為菲律濱主要外資來源地。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菲律濱「大

建特建」計劃深入對接，迄已開展近40個合

作項目，涵蓋抗疫、救災、公路橋樑、農業

合作等多個領域，惠及民生。

今年是中菲建交47週年。中方願與菲

方共同努力，認真落實習近平主席和馬科斯

總統的通話共識，聚焦基礎設施、農業、教

育、能源等領域合作，進一步發展好鄰居、

好親戚、好夥伴的「三好關係」，共同開創

中菲關係新的「黃金時代」。

中國與北呂宋地區互利合作取得新進

展

過去一年，在中國駐菲律濱大使館指

導和領區各界人士支持下，中國駐佬沃領事

館積極推動中國地方省市同北呂宋各省市的

友好交流與互利合作，努力服務領區中國公

民、中資企業和留學生，積極參與7.0級地

震抗震救災和災後重建，為促進菲北部地區

經濟恢復盡力。

領館同領區有關省市政府合作，開展

了多個以改善民生為目的小型捐助項目，取

得良好效果。中國駐菲使館組織駐菲中資企

業來北伊省同省政府和當地商界舉行了對口

合作會談，中國山東省農業科學院和馬科斯

國立大學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北伊省中國

園成功揭幕，與北伊省共植中菲友誼林，碧

瑤中國園觀景亭成功落成，成為中菲友好的

新象徵。

展望未來，中國發展前景光明，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一定能夠實現。

展望未來，中菲合作潛力巨大，中菲

關係新「黃金時代」定會取得更大成果！

中國駐佬沃領館願同領區僑胞、中資

機構、留學生和各界友人繼續為此攜手努

力！

祝願中華人民共和國繁榮昌盛！

祝願中菲友好合作取得新成就！

週一，大岷區發展署的工作人員在馬尼拉灣人工沙灘收集被沖上岸的垃圾和碎片。在超
級颱風卡丁週日帶來的暴雨中，這些垃圾和其他廢物最終落在了岸邊。

眾院三讀通過簡易納稅法
本報訊：眾議院已通過了旨在使納稅

過程更輕鬆的法案的第三讀和最後一讀。該

法案將通過賦予納稅人繳納稅款，以及向任

何授權銀行或辦公室提交納稅申報表的靈活

性。

在昨天的全體會議上，240名眾議員投

票贊成通過第4125號眾議院法案，或尋求修

改第8424號共和國法或1997年國家厘務法的

第21、22、51、56、58、77、81、90、91、

103、106、108、109、110、112、113、114、

115、116、128、200、236、237、245和248

節，同時增添兩節條款的合併法案。

在場的眾議員中沒有人棄權或投反對

票。

上述法案於8月17日在眾議員薩西達領導

的稅源委員會的通過，第8424號共和國法第

51節將被修訂，允許納稅人「向任何授權銀

行、稅務局官員、收款代理人或該人在菲律

濱合法居住地或主要營業地所在城市或直轄

市的正式授權財務官提交納稅申報表。」

目前，納稅人只能在其註冊地區提交個

人申報表。

薩西達也是該法案的主要提案人之一。

與此同時，1997年國家厘務法第236條將

被修訂。

要求厘務局專員確保非居住在菲律濱的

納稅人可以使用登記設施。

將增添的新條款將概述納稅人的權利，

明確規定納稅人無需支付超過規定的金額，

並將被告知易於理解的信息。

小馬確認明年預算為緊急法案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已確認需要緊急

通過的總撥款法案。該法案是2023年5.268兆

披索的國家支出計劃。

眾議長羅麻地斯於9月16日發出的信函，

呼籲立即通過頒布第4488號眾議院法案。

小馬科斯說，需要迅速通過「以解決

在本財政年度結束後維持政府持續運作的需

要，加強努力更有效地應對新冠疫情，並支

持實現國家經濟復甦的舉措」。

總統的「緊急」認證允許在同一天進行

法案的第二讀和第三讀。

在8月，預算部向眾議院提交了2023年的

國家預算法案。

預算法案目前正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審

議。

羅麻地斯表示，眾議院正在考慮在10月

1日或之前通過總撥款法的第三讀和最後一

讀。參議院也開始了委員會層面的預算聽證

會。

根據預算部明年的預算案，對教育、基

礎設施、衛生、社會福利和農業的撥款有兩

位數的增長。

前糖監署長藐視法庭罪成
判監禁15天罰款3萬皮素

本報訊：糖監署前任署長因不顧法院發

布的初步禁令，發布了一份允許進口食糖的

備忘錄而間接被控藐視法庭。

塞拉菲加昨天在東黑人省希馬眉蘭市地

區審判法院第55號法庭判處15天監禁，並處

以3萬披索的罰款。

法官於2022年3月2日發布了初步禁令，

指示糖監署、其代理人和代表或代表其行事

的人停止執行2021-2022年系列第3號糖令所包

含的食糖進口計劃。

法官說，塞拉菲加於2022年5月4日發布

了糖監署備忘錄通函第11號，2021-2022系

列，允許在呂宋島、未獅耶群島和棉蘭佬島

進口20萬噸糖，但第6區除外。

法官說：「塞拉菲卡在發布第11號備忘

錄時，故意無視並明顯違反了初步禁令。」

眾院通過
免費大學入學考試法

本報訊：眾議院以252票贊成的投票結

果，通過了第5001號眾議院法案的第三讀和

最後一讀。

該法案要求有資格的學生免費參加大學

入學考試。

根據眾議院高等教育和技術教育委員會

準備的情況說明書，該法案要求所有本科層

次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免除貧困高中畢業生

和排名前10%的高中畢業生的大學入學考試

費用。

它還授權高等教育署譴責任何違反該法

律關於授予豁免的第4節條款的私立高等教育

機構的管理人員或職員和其他相關人士，並

對一犯再犯的高等教育機構實施紀律處分。

情況說明書稱，該法案旨在使私立高等

教育機構的優質高等教育機會民主化。它還

力求確保貧困的、有資格的高中畢業生和高

中畢業生獲得足夠的幫助，並有平等的機會

接受大學教育。

眾議院將把該法案提交參議院。

油價今日降1元
本報訊：隨著石油公司宣布再次下調柴油和煤油降

價，本週石油產品的零售價將連續第四週下調。

在一份公告中，Seaoil Philippines Inc.表示，它將把每升

汽油的價格降低1.65披索，每升柴油價格降1.25披索，每升

煤油價格降低1.35披索。Cleanfuel和Petro Gazz將實施相同的
價格調整，但不包括他們沒有供應的煤油。調整將在今天

上午6點＝生效，但Cleanfuel的價格調整在今天凌晨12:01便

開始實施。能源部提供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8月23

日，每升汽油淨升18.15披索、每升柴油淨升31.70披索、每

升煤油淨升27.10披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