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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博彩5%特許經營稅判違憲
本報訊：大理院已宣布互助復甦法中的

一項條款和幾份稅務通告對菲離岸博彩公司

（POGO）的總投注額或營業額徵收5%的特

許經營稅是違憲的。

在長達42頁的判決中，大理院宣布互助

復甦法第11(f)和(g)條違憲，稱這些違反了憲

法的「一個主題，一個標題規則」。

第11節提到基於網絡博彩公司獲得的總

投注額或營業額徵收5%的特許經營稅。法律

規定，兩年後或確定新冠肺炎疫情已得到控

制後，將繼續收取這項稅款。

大理院說：「徵收新稅，偽裝成一長串

現有稅之一，不能被視為新冠疫情臨時緩解

措施的組成部分。互助復甦法第11(f)條和(g)

條都是違反憲法的，因為它對網絡博彩持牌

人徵收新稅。」

因此，大理院也宣佈為執行互助復甦法

第11條而頒布的RR No. 30-2020和RMC No. 64-

2020無效，因為沒有法律依據。

它還宣布第102-2017號稅務備忘錄通函

和第78-2018號稅務備忘錄通函無效，「如果

它們對網絡博彩持牌人徵收特許經營稅、所

得稅和其他適用稅款。」

據大理院說，第11590號共和國法或對菲

離岸博彩業務徵稅的法律不具追溯力。

它說：「總而言之，在第11590號共和

國法令重新制定之前，沒有有效的法律對網

絡博彩徵稅，包括海外網絡博彩持牌人。然

而，本院認為強調第11590號共和國法不具追

溯力是恰當的。」它補充說：「因此，在第

11590號共和國法頒布和生效前，網絡博彩，

包括海外網絡博彩持牌人等請願方不應承擔

納稅責任。」該裁決是於2021年12月7日頒

布，但僅在2022年9月21日才發布。

參議員昨天再次呼籲對菲國的離岸博彩

業進行審查。

在大理院裁定按互助復甦法對其菲離岸

博彩公司（Pogo）的總投注額徵收5%的特許

經營稅違憲後，參議員就菲律濱離岸博彩行

業發表了單獨的聲明。

參議員們表示，他們歡迎大理院的裁

決。但他們也認為這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因

為第11590號共和國法或對菲離岸博彩業務徵

稅的法案已經通過成為法律。

參議長祖比里說：「我們……再次呼籲

政府認真審視我們的網絡博彩政策。鑑於最

近一連串的綁架案件和其他既定的負面社會

成本，我們必須對允許網絡博彩公司在我國

運營的利弊進行深入審查。」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維惹蕊描與祖比里持

相同觀點。

維惹蕊描說：「我們仍然需要重新審視

我們對網絡博彩的政策。問題仍然存在：政

府從網絡博彩公司獲得的收入是否超過了網

絡博彩造成的社會成本？隨著涉及網絡博彩

公司的犯罪活動不斷增加，我們提交了第225

號參議院決議，正是為了調查此事。」

對於反對派參議員洪智維洛斯來說，大

理院的裁決消除了網絡博彩公司在菲國存在

的最後一個原因。

她說：「大理院有效地消除了網絡博彩

公司之存在的最後一個理由——對我們國庫

的收入貢獻。從輔助服務中獲得的收入是值

得商榷的，房地產收益也被菲律濱住房市場

的負面影響所抵消，我看不出還有什麼理由

不應該禁止網絡博彩進入我們的國家。」

至於財政委員會主席、參議員洪雅拉，

關於網絡博彩的稅收條款已經第11590號共和

國法修訂。

他說：「互助復甦法中的網絡博彩稅

規定已經被隨後的網絡博彩稅法修訂，即第

11590號共和國法。因此，在這方面，該裁決

已經沒有實際意義。」

在發生一系列與網絡博彩相關的綁架事

件之後，關於菲國離岸博彩業務的討論重新

浮出水面。

週五，一名騎山地車的人在天橋樓梯的坡道上輕鬆推著他的山地車前往計順市的計順紀念圈。當地政府已經在城市的人行橋和戶外樓梯
上安裝了自行車坡道，因為它認識到自行車是一種替代交通方式。

涉執行無接觸逮捕合約 岷現任和前任市長被控
本報訊：馬尼拉市長拉古那和馬尼拉前

市長莫仁諾，因市政府執行無接觸逮捕政策

（NCAP），而被提出刑事和行政控訴，包括

搶劫、貪污和腐敗。

市長拉古那和莫仁諾還被指控違反數據

隱私法、公職人員道德行為準則、壓迫和濫

用權力、違反正當程序和過度處罰條款，以

及違反政府採購改革法。

在週四，律師羅帛斯向監察員提出了這

些控訴。

市政府於2020年通過第8676號城市條

例，以實施了無接觸逮捕政策。

當時，莫仁諾仍是馬尼拉市長，拉古那

當時是副市長。

羅帛斯說：「值得重申的是，在這種情

況下，無接觸逮捕政策是由私營部門通過公

私合作夥伴關係實施的，在本案中，是市長

拉古那和QPAX Traffic Systems Inc.。」

他強調，條例中沒有提及，甚至暗示市

政府和徵收單位如何平分罰款。

羅帛斯在控訴中說：「此外，也沒有

提到設立一項特別基金用來收集交通違規罰

款。」

他說，基於技術的無接觸逮捕政策的

目的是避免「執法人員掠奪和勒索交通違規

者，以緩解馬尼拉的交通，並減輕當地政府

過去執行交通規則和法規的負擔。」

然而，羅帛斯辯稱，「使用法律力量」

只能由國家進行，私人實體（在本案中為

QPAX Traffic Systems Inc.）不能行使警察權力

或執法。

羅帛斯辯稱：「國家擁有三項權力，一

項是警察權力。不能委託私人實體行使警察

權力。」

他在控訴中補充說：「此外，因執法而

產生的罰款必須直接進入政府的金庫，不能

分割或以百分比形式給予私人實體。國家收

到的錢必須是完整的，對於這些錢的處置受

許多其他法律的約束。」

羅帛斯是馬尼拉前市長希米連諾．羅帛

斯的長子，他說，QPAX Traffic Systems Inc.

不是政府的一部分，因此，不能作為執法機

構、單位、局、團體或工具來逮捕和懲罰交

通違規者。

他指出，在馬尼拉市建立無接觸逮捕

政策的市條例「明顯違憲」，因為它違反了

《憲法》和《數據隱私法》下的各種權利法

律。

此外，羅帛斯說，違法性甚至可以通過

與私人實體的「合同和交易」證明，執法實

際上是由上述私人實體實施的。

他指出：「更糟糕的是，如果一部分

罰款將通過百分比安排直接歸私營實體所

有。」

大理院於8月下令暫停在包括馬尼拉市

在內的國都區的主要城市實施無接觸逮捕政

策。

超颱卡丁致12死91萬人受災
香港中通社9月30日電：9月30日，菲國

家減災委發佈消息稱，颱風「卡丁」導致的

死亡人數已經上升至12人，另有6人失蹤，受

災人數上升至91萬人。

菲國家減災委的數據顯示，該國範圍內

共有5.6萬多座房屋受損，農業方面的損失超

過30億披索。9月25日，今年第16號颱風「卡

丁」在菲律濱計順省布爾德奧斯市登陸，登

陸強度為超強颱風級別。

菲社會經濟規劃部長巴利薩干9月27日

在推特上稱，雖然颱風給菲律濱造成的損失

「看起來相當大」，但不會影響今年6.5%至

7.5%的增長目標。

菲律濱位於西太平洋颱風帶，平均每年

遭受20場颱風或熱帶風暴侵襲。今年4月，熱

帶風暴「鯰魚」在菲律濱登陸並引發洪水和

山體滑坡等災害，導致167人死亡。

橫掃菲律濱北部後，颱風「卡丁」登陸

越南中部。據聯合早報網報道，越南中央水

文氣象預報中心通報，「卡丁」在當地時間

星期三凌晨4時左右登陸峴港和廣南之間的沿

海地區，最高風速達每小時117公里。峴港是

越南第三大城市，風暴來勢洶洶，高樓建築

出現晃動。

越南國防部動員大約4萬軍人和20萬民

兵，並派出裝甲車和船隻救災。當地媒體引

述越南電力集團一名主管的話說，至少55萬

戶家庭失去電力供應。

當局沒有接獲有人在風災中喪命的報

告，但廣治省有四人受傷。另據通報，有三

所房屋倒塌，超過150所房子屋頂被掀翻，

500多棵樹被吹倒。

每年6月至11月越南雨季期間，經常會有

暴風雨，而受災最嚴重的往往是中部沿海省

份。越南去年有139人死於天災，主要為暴風

雨引發的洪水和山體滑坡。

地球電信阻止含網站鏈接短信
本報訊：由於濫發和詐騙短信的激增，

地球電信公司（Globe Telecom）暫時阻擋了

包含網站鏈接的短信。

地球電信公司首席信息安全官安頓．文

尼法壽昨天表示，與之前的做法相比，這是

一項更嚴格的措施，此前的做法是阻擋被電

信公司認為的惡意鏈接。

他在一份聲明中說：「這一次，我們是

阻擋了實際的短息。如果短信有任何類型的

鏈接，我們都將不會發送。這是保護我們的

用戶所必需的。」

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正在對包含用戶姓

名的詐騙和垃圾短信的傳播進行調查。

地球電信公司在較早前表示，它已經阻

擋了7.84億條垃圾和詐騙短信、14,058張芯卡

以及垃圾短信中的610個域名或URL。另一方

面，PLDT／Smart表示，到目前為止，它已經

阻擋了超過110億條短信和20萬個發送垃圾短

信的手機號碼。

要求所有用戶註冊其芯卡的法案將被轉

交給小馬科斯總統簽名。

BPI與羅賓遜銀行合併
本報訊：菲島銀行（BPI）昨天正式宣布

計劃與吳奕輝家族的羅賓遜銀行（Robinsons 

Bank Corp.）「合併」。

菲島銀行告訴菲證交署，菲島銀行、

羅賓遜銀行、羅賓遜零售控股公司和JG巔

峰資本服務公司的董事會批准了菲島銀行和

羅賓遜銀行之間的協議的執行，「菲島銀行

將成為存續實體，但須經股東和監管部門批

准。」

該銀行表示，合併完成後，羅賓遜銀行

的股東將共同持有菲島銀行約6%的流通股

本。

菲島銀行表示，雙方預計交易將在2023

年底之前完成。

菲島銀行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扶西．特奧

多羅．林高戈表示：「我們對此次交易感到

興奮，並相信此次合併體現了菲島銀行通過

與吳奕輝集團合作擴大客戶群、加速增長，

並最終增加股東價值的戰略努力。」

他補充：「我們共同致力於保持優質的

銀行服務，並提供更多一流的創新產品，以

擴大客戶群。我們渴望通過在吳奕輝集團龐

大的生態系統中的各種合作機會，進一步加

強與吳奕輝的集團的聯繫。」

截至2022年6月，羅賓遜銀行目前擁有

189家分行和分支機構，354台自動櫃員機，

總資產為1759億披索。

吳奕輝集團還擁有GOTyme的數字銀行

牌照，預計今年將全面投入運營。

與此同時，根據菲央行的數據，截至

2022年3月，按資產計，菲島銀行是菲國第四

大銀行。

教育部查學校傳疫報告
本報訊：教育部昨天表示，在11月2日全

面實施面授課堂教學之前，已收到學生和學

校工作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的報告。

但教育部發言人潘俊仁律師說，該機構

還沒有「準確」的新冠肺炎數據可以透露。

他告訴記者：「我們確實正在收到新冠

肺炎病例的報告，或我們的學生、教師或非

教學人員的檢測呈陽性的病例報告。」

他補充說：「但是，至於確切數字，

我們目前無法提供準確數字，因為我們需要

與地方政府單位，也許甚至與衛生部驗證數

據。」

潘俊仁向公眾保證，教育部正在密切

監視學校的情況，並要求他們實施感染控制

策略，以避免新冠肺炎病例激增，因為在像

學校的封閉空間的聚集造成感染是意料中的

事。

迄今為止，全國約4.7萬所公立學校中有

90%正在實施混合學習模式，這是面授課程

和遠程學習（如模組和在線課程）的結合。

潘俊仁重申了將混合學習制度化，以解

決課堂短缺問題的計劃，並減輕教師的行政

任務，使他們能夠更加專注於教學。

今年料還有6至9個颱風來襲
本報訊：菲氣象局昨天表示，在超級颱

風卡丁襲擊呂宋島後，預計今年還將有多達9

個熱帶氣旋。

菲氣象局長馬拉諾表示，10月可能會形

成2到4個氣旋，11月可能會形成2或3個，12

月可能會形成2個。

他在一次簡報會中說：「所以，今年可

能還會有6到9個氣旋。」 

當局必須為今年最後一個季度的風暴做

好準備，因為這些風暴通常會襲擊陸地並穿

過呂宋島中部或南部、未獅耶群島和棉蘭佬

島北部。 

在週日，超強颱風卡丁（國際名稱：奧

鹿）帶來大雨和狂風，導致樹木倒塌、電力

中斷，低窪社區被淹。 

它後來在穿越山脈、椰子種植園和稻田

時減弱為颱風。 

菲氣象局的馬拉諾表示，2020年和2021

年各有4個超級颱風。

馬拉諾說，今年有3個超強颱風進入菲

律濱地區，其中亨利和喬西兩個沒有登陸菲

國。 

他說：「如果我們看一下，強颱風的數

量增加了。」 

據菲氣象局稱，超級颱風的最大持續風

速至少為每小時185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