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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員促查綁殺林文輝匪徒 
是否與網絡博彩罪案有關聯

<上接頭版>
他指出：「正如我們過去所見，網絡

博彩一直是這些犯罪集團進入我國的方式。

我敦促警方再次關注網絡博彩和這一陰暗業

務背後的人。」他說：「我們最擔心的是這

些犯罪集團會將焦點轉移到本地商人身上。

這是繼續努力維護我們社區安全的主要原

因。」就參議員洪智維洛斯而言，她表示她

確信菲國警已經在調查這起可怕的綁架撕票

案與網絡博彩相關的可能性。

洪智維洛斯說：「正如我們的參議院婦

女委員會先前發現的那樣，網絡博彩公司與

許多犯罪活動有關，例如賣淫、逃稅和非法

拘留。事實上，我們的辦公室曾協助一名化

名Ivy的台灣人逃離網絡博彩公司，她曾被非

法拘留和遭到性騷擾等。」

她補充說：「我們的委員會還發現，綁

架是一些網絡博彩人員用來增加收入的方式

之一。」

她還強調說：「如果這一事件被證明與

網絡博彩相關，那只會加強我們長期以來要

禁止網絡博彩的呼籲。」

同樣，洪智維洛斯敦促總統府支持張僑

偉的提議，盡快禁止網絡博彩行業。

她說：「它對國家沒有任何好處，所

以，讓我們擺脫它們吧。」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維惹蕊描也呼籲菲

國警在調查此事時從所有可能的角度進行調

查，以便為受害者的家人討回公道。

維惹蕊描說：「像這樣的事件讓我們的

公民感到恐懼，他們非常關心自己的安全，

也很憂慮。截至2022年9月，菲國警報告了27

起綁架案件，其中15起與網絡博彩相關，11

起屬綁架勒索，1起與賭場相關。」

他又強調：「正因為如此，我們的警察

部隊需要更加警惕和積極主動地防止綁架，

尤其是現在甚至是外國人也開始參與這些犯

罪活動。」

張僑偉確信小馬會取締網絡博彩
本報訊：參議員張僑偉於週日表示相信

小馬科斯總統會支持他的建議，禁止中國人

經營的網絡博彩機構，這些網絡博彩被指是

菲國綁架和其他犯罪活動增加的原因。

據他說，總統支持網絡博彩繼續存在

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自己的經濟團隊希望

關閉它們。領導調查網絡博彩對菲國經濟影

響的參議院稅源委員會主席張僑偉參議員表

示，他將提前向小馬科斯提供該委員會報告

的文本，參議院尚未在全體會議上討論該報

告。張僑偉在接受無綫廣播電台的採訪時

說：「我相信總統會支持我們的建議。」

他指出，財政部和國家經濟發展局都表

示反對網絡博彩業，網絡博彩業在前總統杜

特地執政期間蓬勃發展。

張僑偉說：「首先，經濟官員稱網絡博

彩行業不利於國家形象。 當它們還在這裡

時，我們不會安心。」

他補充說：「菲律濱人被綁架的恐懼將

在他們仍在營業時揮之不去……我們不應該

抓住刀口，因為還有其他不會影響我們國家

的治安秩序的行業。」

上週，張僑偉選擇在參議院發表「主席

報告」，因為 18 名委員會成員中的大多數尚

未簽署該委員會報告。

截至上週五，只有七名參議員簽署了委

員會報告，並建議全面禁止網絡博彩行業。

張僑偉表示，他希望更多的參議員支持

這份報告，因為他已經向他們發送了所有文

件證據，證明網絡博彩給國家帶來的弊大於

利。

這位參議員說，根據財政部和國家經濟

發展局的估計，菲國每年將損失超過 80 億披

索的旅遊收入和投資機會。

張僑偉說：「我們是世界上唯一擁有

網絡博彩的國家……如果這真的是一門好

生意，那麼，所有國家都應該努力吸引他

們。」

在2022 年 9 月，參議長祖比里表示，在

來自中國的網絡博彩從業員遭殺害和綁架等

嚴重罪行登上新聞版面後，他將支持其他參

議員採取行動禁止網絡博彩。

網絡博彩棊是於 2016 年首次出現在菲

國。運營商利用菲國寬鬆的博彩法律，瞄準

中國的客戶，因為中國大陸禁止賭博。

但隨著網絡博彩業的興起，有關綁架、

勒索、賣淫和其他涉及或傷害該行業中國籍

員工的眾案報導也隨之而來。

許多菲律濱人還抱怨網絡博彩業推高了

房產價格以及種族主義事件。

其他批評人士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本人曾於 2019 年要求菲律濱禁止面向中國

公民的網絡博彩業。

祖比里表示，他質疑來自網絡博彩公司

的微薄稅金是否值得。

從2020年的71.8億披索下降至 2021年的

39.1億披索，厘務局從網絡博彩行業徵收到

的稅下降了46%。

恢復治安運動創會主席兼召集人洪玉

華女士表示，一些合法的網絡博彩公司告訴

她，它們「也因為賦予它們的不良象而痛

苦」。

她估計，每家合法的網絡博彩公司都有

「六到七家」次級許可證持有人，中國公民

通過這些公司被人口販運。

菲娛樂博彩公司的2022年9月數據顯示，

菲國有32家網絡博彩公司和127家服務提供商

獲准運營。根據菲國警的數據，僅當月就錄

得了 20 起與網絡博彩相關的綁架事件，超過

了 2021 年全年報告的12起綁架事件。菲娛樂

博彩公司表示，網絡博彩始於 2003 年，但直

到 2016 年才開始監管網絡博彩。

圖為工會成員昨日在內湖省甲南描市示威，呼籲將每日最低工資提高到750披索。

圖為小馬科斯總統和國家住房署署長戴福安昨日在描仁瑞拉市為即將興建的公共住房項
目動土。該項目的目標是直到2028年，每年建造100萬座房屋。

特維斯弟弟促兄長回國自首
本報訊：東黑人省前省長亨利．特維斯

昨天敦促其哥哥，被暫時停職的眾議員特維

斯返回菲律濱，面對對他的指控。

亨利．特維斯告訴記者：「雖然我不能

替他做決定，但我們有自己的看法，我們希

望他真的會決定回家。」

他說其家人也有同樣的看法，並指出他

們都是姓「特維斯的」，因為眾議員特維斯

涉嫌參與謀殺東黑人省長黎加莫而受到

很大影響。

他還對總統小馬科斯的誓言表示有

信心。小馬科斯在此前保證眾議員特維

斯在返回菲律濱後會安全。

亨利．特維斯說：「如果是總統本

人保證他的安全，我認為他已經足夠安

全了。也許要停止這一切，澄清一切，

也許他是時候回家了。」

他補充說：「不管怎樣，他將不得

不面對這一切。他必須回家。」

這位前省長還堅稱，他無意離開菲

國，儘管他所擁有的一家糖廠被突擊搜

查後，司法部也認為他涉及黎加莫謀殺

案。

與此同時，亨利．特維斯拒絕就可

能因在其糖廠查獲的武器和炸藥而對他

提起的指控發表評論。

他說：「當有官方文件說你被指控

某事時才正式回應會比較好。」

他還澄清說，他只是部分擁有這家

糖廠，他只擁有10%的股份。

大岷區和甲美地部份地區
暑季將面臨斷水或低水壓

本 報 訊 ： 大 岷 區 和 甲 美 地 的 部 分 地

區的供水將會中斷，因為岷里拉水務公司

（Maynilad）採取措施保護目前的供水，為

「漫長」的暑季做準備。

岷里拉水務公司昨天宣布，自2023年3

月27日起，馬尼拉、馬拉汶、加洛干、納卯

沓斯、拉斯賓迎斯、巴蘭玉計、馬加智和巴

西的部分地區將出現低水壓或有時斷水的情

況。

岷里拉水務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說：「鑑

於到2023年下半年可能發生聖嬰現象的可能

性增加，斷水是保護我們有限供水的措施之

一。」

岷里拉水務公司補充說：「雖然為西區

提供90%的原水供應的洪葛大壩的水位在3月

中旬仍處於健康水平，但預計未來幾個月流

域不會有足夠的降雨來補充大壩的水量。」

岷里拉水務公司在其公告中還表示，供

水中斷還將影響描科奧、沙溜、諾維禮沓和

甲美地市的部分地區。

水務公司補充說：「這些日常服務中

斷的持續時間取決於我們的處理廠將接收的

實際原水量，以及流域將發生的實際降雨

量。」「我們建議我們的客戶在供應不足的

時期內儲存足夠的水以滿足需求。請將儲存

的水保存在乾淨、有蓋的容器中。」

司法部：特維斯是殺東黑省長主謀
本報訊：司法部長黎穆惹昨天表示，被

停職的眾議員特維斯被認為是殺害東黑人省

長黎加莫的主謀。

在接受採訪時，黎穆惹表示，這起殺人

事件可能有兩到三個主謀，而且「可以聯繫

到他們」。

當被問及調查員是否能接觸到所謂的

主謀時，黎穆惹說：「我認為可以聯繫到他

們。總是有社交媒體。事實上，他們當中的

一個給我發了短信。我上週告訴過你們這件

事。眾議員特維斯給我發了短信。」

他補充說：「我認為他們被認為是——

他們被認為是策劃者，但我還不知道。」

「我必須向檢察官小組了解。但現在，

它的進展就是我們前進的方向。」

在3 月 4 日，省長在東黑人省的家中遭

到襲擊，黎加莫和另外八人喪生，另有幾人

受傷，當時他正在向選區居民分發援助物

資。

上週，黎穆惹表示，身在國外的特維斯

已經通過短信與他取得了聯繫。 他說，在得

知另外四名殺害黎加莫的嫌疑人自首後，他

沒有回覆短信。

當被徵求意見時，特維斯的律師杜巴壽

稱，黎穆惹的聲明「含糊不清」。

杜巴壽在短信中告訴記者：「實際上，

部長黎穆惹沒有說任何新的東西。此外，聲

明本身相當模糊。當有連貫的評論時，我會

發表評論。」

在一次採訪中，杜巴壽說部長的聲明是

「反高潮」。

杜巴壽說：「所以我們並不感到驚訝。

對我們來說，如果他們不能證明有非法活

動，就不要再提出任何非法賭博等指控。」

他補充說：「提訴吧，這樣我們就可以

為自己辯護。因為現在這樣的情況使我們無

法為自己辯護。」

他說，如果官員們還不確定，就不要發

言。

他 說 ： 「 因 為 他 的 聲 明 都 是 『 我 認

為』，『我不確定』，『這是可能的』。 

請完成立案，以便在檢察官辦事處進行審

理。」

杜巴壽表示，他們也對黎穆惹的言論感

到震驚，並表示他希望避免點名特維斯。

杜巴壽說：「所有檢察官的首領都是司

法部長。當他們聽到這樣的間接引用時，他

們可能會下意識地認為他們無法得出與黎加

莫謀殺案無關的結論，因為這會讓秘書陷入

不利的境地。」

小馬冀加洛干至岷市行車時間縮至5分鐘
本報訊：隨著連接路的建設，小馬科斯

總統表示希望加洛干市和馬尼拉市之間的車

程時間可以縮短到5分鐘。

小馬科斯昨天見證了北呂宋高速公路連

接路加洛干—伊斯班迎段的落成典禮。

小馬科斯在演講中表示：「該公路項

目將構成呂宋島高速公路網絡的一個組成部

分，而該高速公路網絡又是菲律濱高標準高

速公路網絡的一個組成部分。一旦完成，這

個連接路將提供另一條替代路線，這將減少

我們駕駛者的車程時間。」

他補充說：「當提到馬尼拉和加洛干之

間的車程時間將是5分鐘時，我們面面相覷。

我們這輩子都沒有經歷過。也許我們的夢想

已經實現了。」

總統表示，該連接路還將有助於加快貨

物從北到南的流動，反之亦然。

小馬科斯說：「這將為物流業帶來極大

的緩解，因為對於那些希望避開大都市主要

道路擁堵的卡車司機來說，他們將有一條替

代路線。」小馬科斯表示，「該項目的正面

影響將加快流動性和交易速度，並將刺激菲

國的經濟生產力。」

他說：「我們的人民看得見並能直接感

受到的具有重大影響的基礎設施改善將可靠

地證明其政府確實有效地、不懈地為他們服

務，並應用我們所謂的整個政府、整個國家

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