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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博彩犯罪去年增四倍
恢復治安運動促全面禁止

本報訊：菲國警週一在參議院聽證會上

提交的一份報告顯示，自2019年以來，與菲

離岸博彩運營商（POGO）有關的犯罪增加了

四倍。

菲國警調查和偵緝管理主任古律斯少將

向參議院公共秩序和危險藥物委員會提交的

數據顯示，僅在2022年，當局就記錄了40起

與網絡博彩有關的犯罪，至少是2019年大流

行前報告的9起的四倍。

2021年報告的網絡博彩相關事件數量最

多，為42起，而2020年報告了11起。

2017年和2018年，菲國警未記錄任何與

網絡博彩有關的事件。

自2019年以來，在102起與網絡博彩有關

的案件中，至少有35起已經開庭。菲國警的

數據還顯示，到目前為止，只有一起案件被

定罪。

這些事件涉及綁架勒索、綁架和非法拘

留。菲國警高層在參議院聽證會上提出的調

查結果旨在幫助委員會決定是否有必要禁止

博彩運營商。最近的綁架事件據稱與網絡博

彩有關。該委員會由參議員黎拉羅薩擔任主

席，他本人曾是菲國警總監。

一個為綁架勒索受害者辯護的組織在聽

證會上警告當局，允許非法網絡博彩公司繼

續經營將導致犯罪上升。

恢復治安運動主席蔡嘉權說：「與網絡

博彩相關的犯罪可能會顯著增加，甚至呈指

數級增長，因為背後的犯罪集團將因其犯罪

活動缺乏後果而變得更加大膽。」

蔡嘉權補充說，不吊銷被控參與綁架的

網絡博彩的執照「只會向相關罪犯發出一個

信息，即他們可以繼續他們的犯罪活動而不

受懲罰，也不會受到立即的後果。」

在聽證會上，巴西市警察局前局長拜倫·

塔布利亞上校說，他們已經逮捕了三名與參

議員格麗絲·傅去年12月在一次特權演講中描

述的綁架事件有關的中國公民。

傅氏詳細描述了一件事，一名女子被一

份工作邀請所誘惑，然後在甲美地的網絡博

彩宿舍被綁架並勒索贖金。

為了確定綁架事件的幕後主使，塔布利

亞說，他們追蹤了傅氏去年12月提供的視頻

片段中顯示的車輛的主人。

在得知這輛車是租來的之後，警察去了

司機的地址，司機說他們接到了三名中國公

民的綁架命令。

他說：「當我們向司機匯報情況時，巧

合的是，他們收到了一名正在尋找車輛的中

國公民發來的短信。就在那時，我們安排菲

律濱司機與他們見面，因為他們正計劃綁架

一個新的目標。」

巴西市警方還確認了受害者的國籍，她

是馬來西亞人，而不是坡演講中所說的菲律

濱華人。

逮捕這兩名中國公民的警察從他們身上

繳獲了兩支未經許可和註冊的槍支。

在看到這些手槍的照片後，黎拉羅薩詢

問有關部門，這些中國人是如何在不向菲國

警槍支和爆炸物辦公室申報的情況下獲得這

些昂貴的武器的。

塔布利亞說，警方尚未確定涉嫌下令綁

架的三名中國公民是否受雇於擁有宿舍的網

絡博彩公司。

計順市市民昨日在選舉署衛星辦公室內進行選民登記。昨日是選民登記最後一天，選舉
署說不會再延期。

菲公校學生自殺率升
官員指令人擔憂

本報訊：教育部一名官員週二表示，在

新冠大流行的2021年，菲律濱至少有404名公

立學校學生自殺，2147名學生試圖自殺，並

稱這一比例「仍在上升，令人擔憂」。

教育助理部長德克斯特·加爾班在參議院

聽證會上表示，學校自殺率「是我們要調查

的問題」，並強調即使是一起自殺案件也太

多了。

他說，疫情期間從面對面學習到在線學

習的轉變給學生帶來了壓力。

加爾班還告訴委員會，該機構認為，由

於公立學校缺乏輔導員，2021年尋求指導咨

詢的775962名學習者可能被低估了。

他向參議院簡要介紹了公立學校的心理

健康狀況，並強調學校需要更多的心理健康

項目和心理健康專家。

他指出，輔導員與學生人數的推薦比例

是1比250，但現實是1比13394。「很明顯，

有一個空白需要填補。」

參議院基礎教育委員會表示，他們準備

批准教育部提高學校輔導員工資的要求，以

確保菲國的年輕人能夠獲得心理健康項目。

參議員張僑偉已提交了參議院法案《基

礎教育心理健康和福祉促進法案》，該法案

旨在通過將心理健康和福祉計劃制度化，規

定聘用和部署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加強小學

教育中心理健康服務的推廣和提供。

首批二價
新冠疫苗下月抵菲

本報訊：衛生部昨天表示，首批二價新

冠疫苗可能會在 3 月底抵達菲國。

據衛生部主管維吉爾稱，這些疫苗將來

自COVAX，這是聯合國支持的國際疫苗共享

計劃。

二價疫苗是針對奧密克戎變體和原始病

毒的改良疫苗。

她告訴記者：「COVAX已經向我們承

諾。希望到3月底，我們將收到COVAX的疫

苗。」

在昨天的新聞發布會上，維吉爾透露，

一個國家已經確認捐贈針對奧密克戎的疫

苗。

她說：「一個國家已經確認了他們的承

諾，我們只是在敲定交貨日期。」

她補充說，其他國家也提出捐贈二價疫

苗。

衛生部此前表示，它計劃從莫德納和輝

瑞公司採購二價疫苗。

菲將驅逐2日本通緝犯
本報訊：司法部長黎穆惹昨天表示，菲

律濱尋求驅逐被懷疑是在日本從事非法活動

的四名日本國民中的至少兩人，據稱他們是

在日本發生的幾起案件的主謀。

在新聞發布會上，黎穆惹說，其中一名

日本人可能會在今天被驅逐出境，另一人可

能在2月3日星期五被驅逐出境。

他說：「希望我們能在本週末之前驅逐

兩人。但是另外兩人，我們將了解我們在這

些問題上採取行動的速度有多快。因為我們

將審視菲國其他地區不同機構正在審理的案

件。」

他後來承諾立即遣返那些可能被驅逐出

境的人。

黎穆惹說：「但我對每個人的承諾是，

我們將驅逐我們可以立即驅逐出境的人。」

在週一，日本大使館正式要求菲律濱政

府驅逐「四人」。 大使館表示無法提供進一

步的細節，也無法提供嫌疑人的姓名。

據黎穆惹稱，該機構希望在今年2月總統

小馬科斯訪問日本之前完成驅逐程序。

他說：「好吧，我們正在努力解決這個

問題，在總統訪問之前完成這些案件，這樣

當他去日本時就不會成為媒體的焦點，因為

這會分散注意力。」

黎穆惹還表示，「他確信」化名路飛的

日本連環搶劫案的主謀就是在四名日本嫌疑

人當中。

中國罪犯擁高火力武器
 參議員震驚

本報訊：週二，參議員黎拉羅薩和伊赫

斯道對據稱綁架菲律濱人的幾名中國公民持

有大威力手槍和手榴彈感到震驚。

在參議院聽證會上，前巴西市警察局

長塔布利亞報告說，在參議員格麗絲．傅在 

2022年12月的一次特權演講中表示一名婦女

因虛假職位招聘而遭綁架出售後，警方開展

了多項行動。

塔貝尼利亞說，根據外籍嫌犯所租用之

汽車的司機提供的資料，警方逮捕了三名據

稱是涉及綁架案的中國籍人士。

塔貝尼利亞展示了被捕中國籍人士高雲

和張嘉禾（皆音）的照片，以及在行動中繳

獲的槍支照片。

這些槍支似乎沒有牌照也沒有註冊。

主持聽證會的黎拉羅薩注意到這些武器

是昂貴的大功率手槍。

菲國警前總監黎拉羅薩說：「這並非

普通的有組織犯罪。根據嫌犯所用的槍支，

你看看那把Kimber，那是我買過最昂貴的手

槍。我有那款槍。Kimber是很昂貴的，然後

就是那把CZ 75，那是實戰射擊用的槍支。」 

他問：「所以，這個犯罪集團很有錢。

他們用的槍都很昂貴，這些都不在菲國警火

器和爆炸物辦公室的紀錄中。他們是如何買

到這麼好，又不在火器和爆炸物辦公室的紀

錄中的手槍？這是怎麼一回事？走私進來菲

律濱？」

黎拉羅薩補充說，外國人持有無牌手槍

的激增情況是一個安全問題。

與此同時，菲國警調查偵察處的古律示

警官告訴參議院的委員會，其部門將指示巴

西警方要求對繳獲的槍支進行宏觀腐蝕試程

序，以確定手槍的序列號是否曾被篡改。

古律示解釋說：「他們甚至可以確定是

否自製的，因為現在有很多槍匠只是在槍支

上烙上製造商或品牌名稱。」

塔貝尼拉說，除了兩名持有無牌槍支的

中國籍人士外，他們還在後續行動中逮捕了

另一名中國籍人士王烈（音）。

菲國警從王烈那裡找到了一枚手榴彈。

與此同時，參議員伊赫斯道提出了一種

可能性，即中國集團偽裝成網絡博彩公司，

以便進入菲國並綁架受害者。

他說：「我們必須知道。因為如果並非

個別事件，便確實有問題。」

他補充說：「這令人震驚，因為我們認

為，這些犯罪集團很有可能是偽裝成網絡博

彩公司，似乎手法不同了，而且正在從事別

的事，綁架和其他犯罪事件。」

古律示作證說，菲國警在 2017 年至 

2023 年 1 月期間錄得了 892 名嫌犯與網絡博

彩相關案件有關。

892名嫌疑人中，中國人782人、越南人1

人、菲律濱人80人、馬來西亞人5人、韓國人

1人、泰國人2人、印尼人2人，還有19人身份

不明。

截至2023年1月30日，共有103起與網絡

博彩相關事件，其中2021年42起，2022年40

起。參議院公共秩序和危險藥物委員會的聽

證會是由三項決議觸發的，這些決議尋求對

菲國的綁架、擄拐和失踪案件以及參議員傅

氏的特權演講內容進行調查。

涉非法禁錮女傭
2中國僱主被捕

本報訊：南警區警方昨日在沓義市一棟

大樓救出據稱被2名中國人僱主非法禁錮的傭

人。

據GMA新聞網報道，30歲的安娜琳（非

真名）被僱主指控盜竊。

南警區特別行動組的警察在接到安娜琳

報警後，立即前往該棟大樓。

但該大樓一名保安企圖阻止警察、描籠

涯官員和受害人的朋友入內。警方拘捕了改

名保安，並前往救人。這兩名中國僱主同樣

被捕。據安娜琳說，她在僱主家裡工作了近1

年。她說僱主對她不是很好，因此她提出希

望返回家鄉，僱主隨之將她禁錮在房內。她

說僱主也拿走她的手機。

洋蔥價格狂飆比肉貴 農民搶收變現
法新社菲律濱邦加本31日電：菲律濱洋

蔥近來價格飆漲，一個月內翻了2倍多，甚至

超過每日最低工資，罕見的高價讓產地農民

等不及洋蔥完全成熟，就趕著搶收變現。

菲律濱的洋蔥價格近幾個月來持續飆

升，在馬尼拉超市的販售價格來到每公斤800

披索的天價，甚至比雞肉或豬肉還貴。

有些餐廳迫不得已把洋蔥從食材中剔

除，許多飽受14年來最嚴重通膨所苦的菲律

濱家庭早就不吃洋蔥。

菲律濱政府為滿足國內需求，並將洋蔥

批發價壓至200披索以下，已批准進口2.1萬噸

洋蔥，同時也面臨各界要求取締疑似囤貨商

家的呼聲。

然而洋蔥價格依舊居高不下，許多洋蔥

農紛紛提早採收，以趕上這次發財機會。

37歲的洋蔥農紅奚禮示說，「現在發

生的事情前所未見，洋蔥價格第一次飆到這

種水準」。在位於菲律濱北部、有「洋蔥首

都」之稱的邦加本（Bongabon），紅奚禮示

的工人正從土壤中拔起發育未完全的紅、白

球莖。紅奚禮示上月開始採收洋蔥時，每公

斤價格是250披索。但等到他的洋蔥抵達馬尼

拉超市的貨架上時，價格已經翻了2倍多，甚

至超過每日最低工資。

56歲的羅薩說：「我告訴我的家人，我

們聞一聞洋蔥就好了，不要吃。」她走過一

家馬尼拉的超市，看到一個僅有孩童拳頭大

小的洋蔥竟要價80披索。

社群媒體上充斥有關洋蔥的梗圖，這種

樸實蔬菜在貧困的菲律濱儼然已經成為富裕

的象徵。有一名新娘甚至以洋蔥花作為新娘

捧花，取代一般花卉。

菲律濱航空公司機組人員最近從中東飛

往菲律濱時，還嘗試偷渡幾袋洋蔥，在馬尼

拉的機場被抓包。

這並非菲律濱第一次缺乏基本物資引發

價格飆漲，糖、鹽和米過去都曾引發價格之

亂。

農作物歉收、成本高昂、對灌溉和機械

投資不足、缺乏冷藏設備、農場通往市場的

道路不便，以及受到颱風侵襲摧毀農作物，

長期以來影響菲律濱農業。

蟲害爆發，以及自從去年俄羅斯入侵烏

克蘭引發的石油和肥料價格飆漲，都令農民

處境雪上加霜。

儘管菲律濱政府承諾提高國內糧食產

量，但愈來愈成長的人口仍嚴重仰賴進口糧

食，關稅卻又助長了通貨膨脹。

菲律濱總統小馬科斯兼任農業部長，

以徹底改革停滯不前的農業。菲律濱農業人

口逼近四分之一，卻僅貢獻國內生產總值

（GDP）的10%。

根據官方數據，菲律濱每人平均一年吃

掉2.34公斤洋蔥，理論上來說，菲律濱的洋

蔥產量能夠自給自足。

然而，熱帶氣候下怕雨的洋蔥僅能一

年一獲，洋蔥庫存在下次收成前早被消耗殆

盡。而近來新冠防疫措施解禁，民眾恢復慶

祝享受美食的節日，以及闔家團圓的耶誕

節，進一步促使洋蔥需求飆升。

前總統杜特地時期農業部長達爾說，如

果現任政府早在去年8月啟動進口，就可以避

免現在的短缺窘境。

他告訴菲律濱最大廣播電視公司ABS-

CBN，「這就是計劃不周的後果」。

世銀向菲貸款6億美元
助經濟復甦和氣候融資
本報訊：世界銀行向菲律濱提供了一項

新的貸款計劃，以支持國內經濟從疫情中復

甦並提高金融界的韌性。

在昨天的一份聲明中，這家總部位於華

盛頓的銀行向菲國提供 6 億美元的貸款。除

了支持菲律濱經濟從疫情中復甦外，這筆新

的貸款融資旨在支持三個政策改革領域：金

融界的穩定、改善菲律濱人和企業的金融包

容性，以及氣候和災害風險融資。

世界銀行汶萊、馬來西亞、菲律濱和泰

國地區主管迪奧普說：「加強金融界（包括

銀行和保險公司）穩定性的政策行動將幫助

菲律濱家庭、企業和投資者抵禦金融衝擊，

並通過確保及早發現這些金融機構的問題而

不會對經濟造成嚴重後果來增強他們的韌

性。」

菲律濱經濟在疫情開始時受到打擊。

由於杜特地政府實施行動限制以防止病毒傳

播，經濟跌至二戰以來未見的低點。

事實上，世界銀行指出，新的貸款計劃

將有助於菲國巨災保險市場的發展。

這種相對較新的金融工具可以防止公眾

在自然災害襲來時陷入貧困。事實上，巨災

保險產品旨在保護家庭、資產和企業免受自

然災害的影響。

東南亞群島位於太平洋火環帶內，這使

得菲律濱每年都容易遭受許多自然災害。同

樣，發展中國家正處於氣候危機的接收端，

因為它極易受到地球變暖的影響。

迪奧普指出，巨災保險將使中央政府能

夠利用其有限的資源來支持最需要它的社區

和菲律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