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7月初，台州市公安局开发区
分局民警发现，有人在网上抱怨自己在
微信群里输了钱，数额从上千元到上万
元不等。几乎就在同时，腾讯公司也接到
台州网友举报，称有人利用微信红包功能
进行赌博，腾讯公司将线索转给警方。

民警乔装“赌客”，加入其中一个微信
群，发现有人利用微信抢红包赌博：群内的
赌博人员抢红包，抢到金额最小的人发下

一个红包。群规很严格，由群“发包人”代
发红包。“发包人”要抽头红包总金额的
5％到10％。据民警观察，一个红包一般
分4个包发，有的群有二三百人，往往还没
有开始点，红包就被抢光了。

经查，7月初，犯罪嫌疑人杨某伙

同其妻子陈某商量在微信上组织建立
一个微信红包赌博群，群内以抢红包
的方式进行赌博，群主以代包抽头的
方式进行获利。他们找到崔某某、杨
某某进行代包并抽头。7月8日，犯罪
嫌疑人杨某利用自己的微信账号组织

建立起名字为“100／4”的微信红包赌
博群，将一些愿意赌博的人拉入该群，
由犯罪嫌疑人陈某、崔某某、杨某某三
人在群内进行代包抽头，而崔某某则
负责该群内秩序的维护。

为了追求刺激，杨某和崔某某重

新制定群内赌博规则，提升红包金额，
并设立奖励制度，特殊数字如“1234”

“1111”等奖励88.88元—288.88元，并
从抽头的钱中抽出一部分设立“奖池”
作为奖励资金。此外，该团伙还有非
常严密的组织架构，如有陌生人想入
群参与赌局，需缴纳一定数额的押金；
如有群内的赌博人员介绍他人入群，
还需要有介绍人担保。

民警乔装“赌客”发现赌博群

当被问及是否知道这样的红包
群涉嫌违法时，张先生说：“玩这个的
绝大多数人都有正当职业，也不是说
靠抢红包来维生，而且数额又不大，算
不上违法吧。”张先生直言，玩这种类型
的“抢红包”最终肯定是亏的，输多赢少
是常态，然而即使知道这样的道理，还
是会有人不停地往里面砸钱企图回本。

那么，这样的抢红包是不是就算违
法了呢？对于这个问题，上海建玮（杭州）
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侯志会律师表示，在最

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出台的对于赌博的
司法解释中有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移
动通信终端等传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
赌博活动，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或参
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具有其中之一，就
属于“开设赌场”行为。

侯志会告诉记者：“如果有涉及营利
行为的，那基本就可以确定属于赌博；如

果只是朋友之间娱乐性质的发发红包，不
涉及营利的，不能说它是赌博。”

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高
艳东副教授也认为，如果是亲友之间互
发红包，不带有营利性质的，只能算是
赠予，不涉及违法。

警方认为，通过微信红包实施类
似赌博的行为具有犯罪成本低、隐蔽

性强、传播速度快、流动性大、迷惑性
强、影响面广等特点，因此对此类违法
案件取证难度也较大，这就在一定程
度上助长了不法分子的“侥幸心理”。

法学专家表示，对待此类行为，警
方可以要求微信运营商配合调查，虽然
红包交易是点对点进行的，但是只要运
营商提供相关交易清单，就可以取证并

立案。因此，切莫认为“小搞搞”或者
“网上赌”就没法查处。

同时，警方表示，如果是以营利为目
的的抢红包群，就涉嫌赌博。其中，群主
纠集成员进行红包赌博，就涉嫌聚众赌
博、开设赌场，群成员抢红包涉赌的违法
行为也将受到治安处罚。一旦有人在红
包群中使用“作弊器”的，属于非法占有，
达到一定数额也可能涉及诈骗。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方列
（新华社杭州8月10日电）

“抢红包”违法吗？专家：认定赌博关键在于是否营利

张先生是杭州一家投资公司的职
员，前一阵子被业务上的朋友拉进一
个微信“红包群”，群里只有三十来人，
但是每天发红包抢红包都很热闹。群
主还定了一个规矩：由他起头，发一个
300元的“拼手气”红包，如果谁抢到的
红包数额最小，那么就由抢到最小的这
个人再发一个300元的红包，以此类推。

渐渐地，这个红包群由最初的30多

人变成了300多人，群成员也从熟识的朋
友扩展到互不认识的陌生人。除了参与
抢红包人数规模的扩大，红包的数额也变
得越来越大。张先生告诉记者：“我们这
个群还只是小打小闹，大家都是消遣为目
的，但是我听圈子里的人说，有人仅今年

上半年就发了100多万元的红包。”
为了防止有人抢了红包以后不接

着发红包就退群或“失联”，一般人在
一开始进入这样的红包群时就需要缴
纳一笔上千元的保证金或提供专门的
担保人，担保人通常都是群主认识的

朋友。同时，为了突破微信对每个群
采取的“五万元红包上限”的限制，红
包群群主通常会开辟十几甚至数十个
分群，一个群达到了红包发放上限，就
换一个群接着玩。

群主乐此不疲接连开辟新的红

包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主本身可
以通过抽头获利。“每个红包群都有
专门负责‘发包’的人，所有红包都是
由‘发包人’发放，比如你发200元的
红包，必须先打钱给‘发包人’，而‘发
包人’会将金额扣除一定比例滚入所
谓奖池，而奖池金额是不会公示的，
实际上大部分‘奖金’流入了群主自
己的腰包。”张先生说。

群主开数十个红包分群抽头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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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宾商务中心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
统补偿建筑面积批前公示启事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丁村村民委员会开发的“迎宾商务中心”项
目位于龙昆南路延长线东侧。经海口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
查服务中心审查，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486平
方米，现按程序予以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5年8月11日至8月24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46
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二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
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3，联系人：王刚。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8月11日

旭龙国际大厦房地产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海口海

事法院委托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海南

国盟拍卖有限公司联合进行第二次拍卖：位于海口市龙昆北路与龙
华路交接处（东北角）旭龙国际大厦主楼第一至第三层及地下第一
至第二层房产及相应分摊土地使用权（停缓建工程）。参考价4308
万元，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8月27日上午10时；2、拍卖地点：海南物

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3、竞买标的相关事宜咨询及展示时间：公

告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8月25日16时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及办

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8月26日12时止，逾期将

不予办理；5、收取竞买保证金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海

口市龙珠支行；帐号：266262970641。竞买保证金缴款用途处须

注明（2015）琼海法技拍委字第 5号 (如为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6、特别说明：（1）拍卖标的物地下第一、二层积水，且无法清

除，故标的物的评估系依据相关测绘报告及工程施工图纸作出；（2）
拍卖标的物为停缓建工程；（3）买受人承担过户产生的税、费；（4）
相关标的物瑕疵详见海口海事法院《标的物情况说明》。

主拍单位：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大厦12楼
联系电话：(0898)66753060、66753061
协拍单位：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路中机大厦12楼西区

联系电话：(0898)68528518
协拍单位：海南国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6号海外大厦13楼
联系电话：(0898)66765286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60113

联合拍卖公告
（2013）海中法拍委字第32号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市海秀支行与海
南置地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委托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海南银
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对被查封的海南大椰
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97号置盛西苑A栋第一
层 103 房（证号为 HK216186 号）、A 栋第二层 202 房（证号为
HK216178号）、A栋第二层203房（证号为HK216179号），建筑面
积合计3914.73平方米的房产进行联合公开拍卖。整体参考价：
5700万元，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第一层103房产，建筑面积
1704.44平方米，参考价：3528万元，竞买保证金：500万元；第二层
202房产，建筑面积185.79平方米，参考价：187万元，竞买保证金：
50万元；第二层203房产，建筑面积2024.50平方米，参考价：1989万
元，竞买保证金：450万元。

现将第三次公开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8月31日15:30；2、拍卖地点：海口市大同

路36号华能大厦12B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3、竞买标的
相关事宜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8月26日17:00时止；4、
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8月26日17:00前到账为准；5、办
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8月28日17:00止，逾期将
不予办理竞买手续；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
1009454800000149；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04)海中法执字第
187号，（2013）海中法拍委字第32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8、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整体拍卖优先；(2)过户的
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主拍机构：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
华能大厦12B 电话：0898-66776139 13976325853

联拍机构：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
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六层 电话：0898-66736719 18976476929

联拍机构：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路13号
森堡大厦七楼 电话：0898-66531951 13876755188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联合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91号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市海秀支行与
海南置地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两
家公司对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97号置盛西苑Ａ栋第一层101房（铺
面，房产证号：HK216185号，建筑面积382.80平方米）；置盛西苑Ａ
栋第一层10２房（铺面，房产证号：HK216184号，建筑面积302.19
平方米）；置盛西苑Ａ栋第二层２01房（房产证号：HK216175号，建
筑面积328.17平方米）进行公开拍卖。整体参考价：1700万元，竞买
保证金：500万元。第一层101房产，参考价：782万元，竞买保证金：
250万元；第一层102房产，参考价：621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
元；第二层201房产，参考价：298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现将
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8月 31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钟山大厦 A座三楼海南华信拍卖

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大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 8

月 28日17:00时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 8月26日17:00前到账为

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00000149；

5、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91号（如代缴必
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6、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整体拍卖优先；(2)过户
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主拍机构：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66533938 18689521478 传真：66502498
联拍机构：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31982239 15501739802 传真：31982239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

海事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8月26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
第三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海南长江旅业有限公司位于海口市龙昆
北路与龙华路交接处的旭龙国际大厦附楼第二层整层、第九层半层
（自北向南计312m2）的房产及其所分摊的土地使用权。

标的物情况说明：1、本次拍卖采取每套房产独立拍卖，整体拍卖
优先原则；2、该旭龙国际大厦附楼已经竣工，涉案9套房产未办理相
应房产初始登记，故成交后相应的办证事项应以房地产管理部门要
求为准；3、本次拍卖采取净价拍卖，即过户产生的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8月25日17:00
止，于标的物所在地进行展示。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8月25日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须在2015年8月25日17:00前到帐，逾
期将不再受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海
口市龙珠支行；账号:266262970641。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琼海
法技拍委字第4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拍卖单位：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
地 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1419室
联系电话：0898-31981199、13647576776、18689970209
法院监督电话：66160113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标的物名称

旭龙公寓第二层201室

旭龙公寓第二层202室

旭龙公寓第二层203室

旭龙公寓第二层204室

旭龙公寓第二层205室

旭龙公寓第二层206室

旭龙公寓第九层904室

旭龙公寓第九层905室

旭龙公寓第九层906室

建筑面积
（m2）

129.04

66.04

109.78

109.78

94.83

100.2

100.25

94.83

102.2

906.95

参考价
（万元）

39.79

20.37

33.86

33.86

29.24

30.90

32.00

30.27

32.62

282.91

竞买保
证金（万元）

7

7

7

7

7

7

7

7

7

63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于2015年8 月28日上午9：30在本公司拍卖厅现

状公开拍卖：一、位于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一线临海用地20亩土地使

用权及地上4000㎡的建筑物，保证金：500万元。二、定安县换地权

益书，面值573.3万元，参考价：401.31万元（面值7折），保证金：40万

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

特别说明：1、标的一地上房产为闲置酒店房产，适宜于重新报建

各类项目。2、土地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8 月27日17：00前来我公司交纳竞买

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电话：0898-68522193 13976113935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网址：www.ronghepm.com

海南天合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59、60、61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2）龙执字第794-3号、（2013）龙
执字第4296-2号、（2014）龙执字第347-3号《执行裁定书》，经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
确认，由我公司依法公开拍卖:1、三亚市凤凰路泰和花园4幢4-3A房
[商品房预售证号：三房预许字（2010）004号，建筑面积：102.45m2]，
参考价：93.291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2、海口市机场西路边防检
查站内的301、502房（证号：16242号，建筑面积合计：157.73m2），参
考价：83.12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3、海口市大同路11号西湖商
业广场703、715房（证号分别：HK126372号、HK126368号，建筑面
积分别为：39.76m2、34.83m2），参考价分别为：20.87万元、18.2万元，
竞买保证金分别为：10万元、8万元；海口市海德路6号现代花园C幢
1层7号车库（证号：HK080788号，建筑面积：32.9m2），参考价：10.77
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8月28日9:30；
2、拍卖地点：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心D座2103室海南天合

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
3、标的的展示及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8月26日17:00

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5年8月26日17:00前到账为准；
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8月27日17:00止，

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00000149；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59、60、61号（如代

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8、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

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85867 13907681867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招标公告
招标人：东方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代理机构：吉林省恒

一项目管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名称：东方市三家镇探贡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建设规模：7012.95亩，建设内容包括新增耕地为
873.60亩。招标范围：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其他工程等
（详见施工图）。投标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
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投标人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级）注册建造
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水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凡有意参加
投标者，请于2015年 8 月 12 日至2015年8月 18 日 (法定公休
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9：00时至11：30时，下午15:00时
至17:3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东方市政务服务中心招投标窗口持
单位介绍信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发布公告媒介：中国采购与招标
网、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投标监管网、东方市人民政府网站、东方市
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联系人：莫工，电话：0898-68501677

假借“发红包”之名开赌场

全国首例“微信红包”特大赌博案告破
涉案300余人，遍布京、沪、粤、豫、苏、闽等10余省市，涉案赌资超1000万元

日前，浙江台州警方破获全国首例以“微信代发红包”形式进行赌博的特大案件。涉案300余人，遍布北京、上海、广东、河南、江苏、福建等
10余个省市，涉案赌资累计超过1000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在假借抢红包进行网络赌博时，红包群内人数有数十到数百人，红包数额越来越大，有人上半年就发出100多万元红包。
红包群需要介绍人担保、缴纳押金才能加入。群主抽头获利，群内红包扣除一定比例滚入所谓奖池，实际上大部分“奖金”流入群主的腰包。

据新华社南昌8月10日专电（记者沈洋 赖
星）南昌市人民检察院10日发布消息称，“6·7”南
昌高考替考事件中23人涉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
其中2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审查起诉。

南昌市人民检察院介绍，江西南昌“6·7”高
考替考事件发生后，南昌市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
入调查事件背后的渎职贪腐行为，依法对事件所
涉23人分别以涉嫌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玩忽职
守罪、受贿罪和行贿罪立案侦查。

南昌高考替考案追踪

23人涉职务犯罪
21人被移送审查起诉

据新华社南昌8月9日新媒体专电（记者陈
春园）日前，一篇名为《高铁乘务员被“上帝”殴打
毁容，无人问津》的文章在网上引起关注。该文章
称，8月4日长沙南到南昌西G490次高铁上，一
名女列车员被十多名旅客殴打，呼吁社会对服务
行业人员给予更多关爱。

记者从南昌铁路局南昌客运段了解到，当日，
涉事旅客一家共十二名成员乘坐该趟列车赴昌，
因图一家人热闹而转动座椅对面而坐。女列车员
出于安全考虑，上前劝阻旅客不要面对面坐，旅客
却不予以配合。

双方在争执过程中，旅客一家人对列车员进
行了辱骂和殴打，导致列车员身上多处受伤。

南昌铁路公安部门表示，目前铁路公安已重
新启动了调查程序，事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一高铁列车员被旅客群殴
公安部门重新启动调查

山东省农科院天敌与授粉昆虫研发中心科研
人员在查看天敌昆虫丽蚜小蜂的繁育情况。

为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推行绿色防控技术，
山东省农科院于今年5月成立天敌与授粉昆虫研
发中心，在国内率先研发成功7种主要天敌与授
粉昆虫的人工周年繁育技术，并建立5种天敌与
授粉昆虫的工厂化生产线。目前，系列天敌与授
粉昆虫产品已在济南、泰安、聊城、潍坊等地示范
应用3500亩，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工厂化繁育害虫天敌
逐步替代农药使用

新华社杭州8月10日专电（记者陈
晓波、裘立华）男子花费104.8万元购置路
虎越野车后，发现该车竟曾被维修过。8
月10日，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判
决经销商“退一赔三”，共计314.4万元。

2015年3月，原告黄先生花费104.8
万元，在被告温州一汽车销售公司购置一
辆路虎揽胜2995CC越野车，并在4月办
理了车辆登记。6月，黄先生与经销商预
约车辆首次保养。令黄先生感到意外的
是，他在查找与保养相关的资料时，发现了

《领料单》《施工单》等材料。
黄先生随后与经销商交涉。经销商

承认，与黄先生签订购车合同前，已发现
车辆变速箱控制模块中的部件破裂，并

在签订合同后，对模板进行了更换。黄
先生认为，经销商未向其告知上述情况
的行为，系属消费欺诈，遂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经销商更换变速箱

控制模块这一信息会对消费者的行为产
生重要影响，应主动如实告知消费者，经
销商的行为已构成销售欺诈。龙湾区法
院遂一审判决：撤销原、被告双方的汽车

买卖合同，原告退还涉案越野车，被告退
还原告扣除车辆折旧费之后的购车款，
并赔偿原告购车款利息损失，且被告赔
偿原告3倍购车款共计314.4万元。

100余万元越野“新车”竟被维修过
经销商被判赔314.4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