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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欺詐性加密貨幣投資

丹轆博彩公司被端 拘350外僑
<上接頭版>

執法機構表示，此次突擊搜查是基於搜

查、扣押和檢查電腦數據的搜查令，以查明

涉嫌違反菲律濱《證券法》中有關欺詐交易

的規定和《2012 年網絡犯罪預防法》。

它說，該逮捕令是在今年 1 月 31 日由

丹轆地區審判法院第 63 分庭法官奧智斯簽發

的，罪名是涉嫌實施加密貨幣投資騙局。

刑事調查偵察組—第三行政區辦事處

說，逮捕令是在下午 5 點左右對位於安努普

村的機構執行。

該公司稱，該公司的其他三名高管——

余 正 燦 、 黃 志 揚 （ 皆 音 ） 和 塞 爾 瑪 ． 拉

南——仍然在逃。

該行動是與其他警察部門和當地警察共

同進行。

刑 事 調 查 偵 察 組 — 第 三 行 政 區 辦 事

處在其報告中表示：「Hong Sheng Gaming 

Technology Inc. 涉嫌在離岸博彩業務經營許可

或牌照的掩護下進行欺詐性加密貨幣投資詐

騙。」

在2020 年 16 月 16 日，茫萬市議會允許 

Hongsheng Gaming Technology, Inc. 在該鎮建

立和經營「娛樂、休閒和博彩活動業務」，

「條件是在其中進行的博彩活動應符合 僅供

其成員和其社群進行。」

該市議會在其決議中表示，Hongsheng曾

表示，它已在證券交易署註冊，「儘管沒有

向當地立法機構提供其註冊副本」。

Hongsheng是菲娛樂博彩公司批准在菲國

運營的網絡博彩公司之一。

菲娛樂博彩公司在其網站上將Hongsheng

列為截至 2022 年 10 月 6 日被取消運營許可

證的 22 家網絡博彩公司之一。

美國為何要在菲律濱
打造更多軍事基地？

香港中通社記者 關秀英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到訪菲律濱期

間，美菲兩國國防部2日雙雙公布，同

意擴大2014年簽署的《加強防務合作協

議》，菲方將會再開放多4個基地給美軍

使用，此舉令美在菲基的軍事基地總數增

至9個。

雖然美國沒有透露菲方新開放的基地

位置，不過有菲方前官員曾經表示，美國

要求使用鄰近台灣的北部呂宋島基地，以

及面向南海和南沙群島的巴拉望島基地，

是菲最接近台灣的基地。專家表示，美方

的舉動很明顯都是有目的的針對中國，有

助美軍在南海、台海安全局勢掌握主動

權，如果菲方參與攪和中美兩大國之間的

紛爭勢必會殃及池魚。

軍事專家宋忠平2日接受香港中通社

記者訪問時指出，如果這四個基地是在呂

宋島和巴拉望群島，毫無疑問就是針對南

沙群島，針對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利益還有

控制台海安全局勢。他指出，呂宋島針對

的是三巴海峽，就是巴布延、巴士、巴林

塘海峽，美國要建立一個以巴拉望群島為

基地來輻射三巴海峽的一個重要軍事基

地。很明顯，這四個軍事基地都是瞄準了

中國。這裡面要建的軍事基地，不僅是偵

察類的，還有包括偵聽類的，應該也具備

進攻型的軍事力量。

美軍為什麼
要在菲律濱打造那麼多基地？
宋忠平解釋，這也是美國「太平洋

威懾倡議」的做法，就是不要把雞蛋放在

一個籃子裡，要把更多的軍事力量分散部

署。在菲律濱增加更多軍事基地也正正反

映了美國的這個目的。他說：「這不排除

美國未來會在菲律濱部署中程彈道導彈，

包括導彈防禦系統，這需要菲律濱作為美

國的盟友來加以配合，而這些，很顯然也

都是針對中國。」

除了在菲律濱外，美國在日本、韓

國、台灣等地也不斷擴大其軍事影響力，

在中國周邊打造的軍事基地也越來越多。

對於這個趨勢，宋表示，這也是美國國防

授權法裡面所提出來的「太平洋威懾倡

議」，他說：「美國現在就是在踐行倡

議，進行分散部署，一方面要在不同的軍

事基地之間密切協同，另一方面相互之間

分散策應，甚至可以讓各個基地之間形成

相互配合。」

中國應如何應對威脅？
宋忠平指出，如果中美發生軍事衝

突，對於中國人民解放軍來說，反正一個

基地是打，一群基地也是打。這些基地都

會成為被打擊的目標，中國應對的手段也

比較充分。但菲律濱作為美國重要軍事同

盟國，按照美菲共同條約必須參與衝突，

到時勢必會無故受到牽累。

宋忠平認為，菲律濱最好不要在中

美之間選邊站，也不要參與中美之間的糾

紛，畢竟中美兩個大國如果發生了爭執，

菲律濱這些東南亞小國，確實很難自保。

如果選邊站只會讓自己陷入被動的狀態，

菲律濱應該集中精力發展本國經濟，鼓勵

東盟和中國盡快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

把南海變成和平之海、穩定之海，而不是

為虎作倀，更不應該助紂為虐，來幫助美

國對抗中國。他認為，擺在菲律濱面前也

是兩條路：和平與戰爭，建議菲律濱必須

三思而行。

另外，中方在回應美菲就開放軍事基

地一事達成協議等問題時強調，中方一貫

認為國家間的防務安全合作應當有利於地

區和平穩定，不應針對第三方或損害第三

方利益。

美方出於一己私利，抱著零和思維不

斷在本地區加強軍事部署，危害地區和平

穩定，地區國家應當對此保持警惕。

美防長：不尋求在菲永久駐軍
本報訊：在昨天，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透露，美國並不打算在菲律濱建立永久性軍

事基地。

奧斯汀發表上述聲明之前，菲律濱和美

國同意通過在菲律濱開發另外四個「加強防

務合作協定基地」來加快該協議的實施。

奧斯汀在計順市亞銀那洛軍營召開的新

聞發布會上說：「我們今天很高興地宣布總

統小馬科斯已經批准了4個新的加強防務合作

協定地點。 這使加強防務合作協議站點總數

達到9個。我們感謝小馬科斯總統的這一決

定。」

他強調說：「我只是想明確表示，我們

不尋求在菲律濱建立任何永久基地。加強防

務合作協議旨在提供訪問權限，使我們能夠

與這裡的盟友一起增加培訓機會。」

加強防務合作協議是來訪部隊協議的補

充協議，允許美國軍隊輪換進入菲律濱，並

在菲武裝部隊的基地建造和運營設施。

在2014年簽署協議時，兩國政府同意在

班班牙省佛羅里達布蘭卡的塞薩描薩空軍基

地、 蕊描伊絲夏省麥獅獅堡軍事禁區、加牙

淵黎奧洛市的倫比亞機場、 巴拉灣島公主港

的安東留．卯智斯沓空軍基地和宿務的賓尼

托．埃布恩空軍基地建設5個初步站點。

奧斯汀強調：「加強防務合作協議是一

項支持輪換活動的合作協議。 這是我們培訓

的重要支柱，也是加強互操作性的機會。 它

還使我們能夠有效應對人道主義問題以及救

災和其他類型的危機，不僅針對菲律濱，而

且針對周邊地區。」

還沒有透露額外地點的確切位置，儘管

奧斯汀提到這些地點將用於美軍和裝備的部

署，以便他們可以與菲律濱士兵一起作戰和

訓練。目前，約有500名美軍駐紮在菲律濱，

美國計劃在增設地點完成後增加部署。

就國防部長牙未斯而言，他表示，目前

正在與地方政府單位協調以完成這些地點。

雖然安全專家認為建立加強防務合作協

議站點是美國反擊中國在南中國海和西菲律

濱海侵略的措施之一，但奧斯汀提到美國目

前正在 「現代化」其與菲律濱的聯盟，同

時，他特別提出中國對西菲律濱海的「非法

主張」。

他說：「我們討論了兩國為解決菲律濱

周邊海域（包括西菲律濱海）的破壞穩定活

動而採取的行動。我們仍然致力於加強我們

共同抵抗武裝襲擊的能力。」

他說：「這只是我們現代化我們的盟

友之努力的一部分，隨著中國繼續推進其在

西菲律濱海的非法主張，這些努力尤其重

要。」

奧斯汀的聲明得到了牙未斯的贊同，他

指出菲律濱致力於「深化」與美國的雙邊合

作以保護菲國領土。

牙未斯強調：「我們各國都相信可持續

發展與真正的和平應該齊頭並進。」

他補充說：「我們將繼續努力維護一個

穩定、基於規則、開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區。 

我們與夥伴國家一道，強烈反對任何單邊行

動或破壞當前世界秩序的企圖。」

他繼續說：「我們的觀點相同，所有

國家都應該和平解決任何問題，並遵守國際

法，特別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正在馬尼拉訪問的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左）2日會見菲國總統小馬科斯後，菲美兩國
宣布，美軍新增4處菲律賓據點建設權限。圖為奧斯汀與菲國防部長牙未斯（右）雙邊會談後
舉行記者會，說明會談成果。

2月2日，參議院首次中文培訓班開班儀式在參議院舉行，中國駐菲大使黃溪連與學員合
影。	 	 	 	 	 	 	 	 											<中國大使館供圖>

華裔夫婦巴西市遭伏擊亡
本報訊：在昨天凌晨，一對夫妻及他們

男性同伴在巴西市遭兩名身份不明的槍手開

槍擊斃。巴西市警長弗洛利安．黃（音）確

認死者是東岷多洛省的居民菲利普．傑．陳

和莉莉安．陳（音），以及來自描東岸省的

里察．啟明。黃警官說，這起事件發生在凌

晨12點30分左右，地點在BAC I-II Street，靠

近Depot Gate 3, Barangay I90, Zone 20。

黃警官援引目擊者的證詞說，兩名身份

不明的男子走近並向死者開了幾槍，死者當

時坐在一輛車牌號為 BCX-860 的白色本田思

域車內。

黃警官表示，死者身上有多處槍傷，當

場死亡。

他說，在擊斃死者後，嫌犯立即步行逃

往不明方向。

在犯罪現場調查期間，一隊犯罪現場搜

證人員找到了五顆實彈和18顆點45口徑手槍

的子彈。

警方還在死者的車內找到了一把點9毫

米手槍和六發子彈、一袋沙霧、六部手機和

總計 43,020披索 的現金。

死者的遺體被送往維羅尼卡殯儀館，他

們的親屬已被告知此事。

黃警官表示，警方調查人員仍在確定殺

人背後的動機。

參議院首次中文培訓班
黃溪連大使出席開班式

本報訊：中國駐菲大使館消息，2月2

日，菲律濱參議院首次中文培訓班開班儀式

在參議院舉行，中國駐菲律濱大使黃溪連出

席並發表致辭。菲律濱參議院秘書長阿季·雷

納托、人事部主任馬麗婭·卡帕拉斯，駐菲使

館教育參贊熊勝、政治參贊鄭君履，菲律濱

紅奚禮示大學副校長何塞·馬卡帕加爾、孔子

學院中外方院長、中文教師以及參加中文培

訓的參議院官員等50餘人參加了開班儀式。

黃大使指出，中菲是一衣帶水的近鄰，

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通，千百年來

早已形成無法割捨的親情紐帶。上個月初，

馬科斯總統對華進行國事訪問，兩國元首共

同將人文交流確定為雙方四大重點合作領域

之一，順應了兩國民心民意。

黃大使表示，中文是世界上歷史最悠

久、發展水平最高的語言之一，植根於博大

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去年中國大使館歡慶

國慶節期間，莎拉副總統用中文發表祝福致

辭，這個祝福視頻在中菲兩國迅速走紅。莎

拉副總統流利的講話、標準的發音，吸引

了中國數以百萬計民眾的關注和欽佩。相

信通過此次培訓班的學習，各位官員會發

現中文的獨特魅力，在中文聽說讀寫水平

得到進一步提升的同時，會對博大豐富的

中華文化有更深瞭解，為今後的工作、學

習以及共同推進中菲兩國人民的理解和互

信打下堅實的基礎。

菲律濱參議院秘書長阿季·雷納托表

示，此次培訓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因

為在過去，許多菲律濱人並不容易接觸到

中文。現在，在中國駐菲律濱大使館和紅

奚禮示大學孔子學院的不懈努力下，更多

的菲律濱人可以學習和使用中文，這能夠

促進菲律濱人對中國、中國文化和中國人

民的更好理解，加強兩國人民的溝通和聯

繫。作為菲律濱參議院歷史上第一次外語

培訓，希望此次培訓能夠成為菲律濱官員

們瞭解中國語言和文化魅力的一個窗口。

紅奚禮示大學副校長何塞·馬卡帕加

爾表示，上個月馬科斯總統對中國的國事

訪問為菲律濱和中國之間的進一步合作打

開了大門。作為兩國民間交往的橋樑和紐

帶，紅奚禮示大學孔子學院在過去13年中

為菲律濱不同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和官員

提供了免費的中文和中國文化培訓，希望

此次參議院中文培訓班能夠為官員們提供

一個獨特的中國視角，加深對中國語言和

文化的理解，有助於促進兩國人民的相互

理解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