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杯足球赛接近尾声。据公安部消息，世界杯开赛以来，各地侦破赌球刑事案件300余起、打
掉赌球团伙100多个，涉案金额逾10亿元。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当前赌球行为更加隐蔽，赌客输掉几百万元的不在少数，组织赌球的
团伙有的7天就牟利数百万元。赌球团伙如何利用境外赌博网站在境内组织赌球？赌球盈利模式有
何门道？记者为您起底世界杯赌球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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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就停，一走就非法生产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
西沟门移民新村木器加工厂，一张封条
字迹清晰，时间是“二〇一八年六月二
日”，也就是督察组“回头看”进驻4天
前。而另一张封条被撕开，时间是“二
〇一七年元月六日”，也就是第一轮环
保督察不到半年后。这一新一旧两张
封条都是“和林格尔县环境保护局封”。

督察发现，这家工厂在第一轮中
央环保督察后，已被当地环保局查
封。然而，督察组前脚一走，企业又恢
复非法生产，现在环保督察“回头看”，
又被“查封”了。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有关负
责人表示，这次“回头看”将一些地方
虚假整改的花招一一曝光，动真碰硬，
将有助于地方将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和
督察整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不少办案民警表示，世界杯期
间赌球猖獗，为逃避打击，赌球团伙
行为更加隐蔽，公安机关获得线索
及调查取证难度较大。

记者“潜伏”的一个微信群规
定，禁止群成员发言，只能看到群主
发布盘口，所有交易私下进行。福
州赌客翁先生称，微信聊天中涉及
下注金额等“敏感信息”，双方会使
用心照不宣的暗语，或直接打电话
投注，避免留下蛛丝马迹。

赌局的资金流动也更为隐蔽。
“在侦破的案件中，为避免在资金流
动上留下痕迹，有赌客与代理选择
现金交割的形式。移动支付便捷
后，很多赌资以移动支付方式进行
结算。”田永峰说。

记者调查发现，第三方支付平
台的漏洞被不法分子利用。有赌客
告诉记者，自己使用支付宝在“亚博
体育”平台充值时发现，收款方最开
始是昵称为“＊燕子”的个人账户，
后来又变为四川的一个“圆雪小吃
店”。代理商解释称，支付宝一天收
款有限制，平台需要很多账户中转

资金，不然很多人无法充值。
福州市一位民警说，网络赌球

证据主要为电子证据，容易被篡改、
破坏，有的团伙反侦查意识强，定期
删除赌球网站会员数、网络赌博投
注额、下注报表统计、利润分配等信
息，收集和固定证据的难度较大。

“网络赌球仅仅依靠公安机关
打击、刑事制裁手段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对网络服务商、运营商、第三方
支付平台等相关各方加强监督和审
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刑法研究所
副所长彭新林表示。

多地公安机关表示，将与有关
部门一起继续保持对网络赌球违法
犯罪的高压态势，同时强化对可能
成为赌球活动链条的第三方支付平
台和网络服务商、网站租赁服务商
等的监管，坚决打击赌球行为。办
案民警同时提醒，赌球属于违法犯
罪活动，赌球中，庄家根据参赌人员
投注的比例调整控制赔率，最终少
数赢钱，多数赔钱，庄家获取差价稳
赚不赔。（新华社福州7月12日电
记者王成 鲁畅 方列）

一边拼凑材料欺骗督察组，一边当“甩手掌柜”未清淤截污……

揭秘环保虚假整改的
一边下大力气拼凑材料，欺骗督察组称河流“清澈见底、鱼类成群”，一边当“甩手掌柜”，未清淤、未截污，河道黑臭依旧；一边上报称“三无”

养鸡场已自行拆除，一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养鸡场增养上万只鸡……
近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进驻工作结束，部分地方和企业虚假整改的“花招”也暴露出来。

心存侥幸，整改工作按兵不动

部分企业环保意识缺乏，为了经
济利益，在整改面前摆出一个“拖”字
诀。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泰美镇，
督察组检查一家环保“三无”养鸡场
时，发现现场污水横流、废水坑水流缓
慢、发黑发臭，蚊蚋成群，令人作呕。
原来，这家养鸡场不但拖了两年未拆，
反而增养了上万只鸡。

走进宁夏灵武市再生资源循环经
济示范区，废旧汽车拆解露天作业，工
作人员的衣服布满污渍已看不清颜
色，成片成片的油污渗入土壤中。园
区在2016年就被中央环保督察组查
出侵占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
区1293亩，可两年来，园区未见任何
清退土地和污染整治迹象。

灵武市有关负责人表示，曾“寄希
望于自然保护区重新勘界，将产业园
区调出保护区”。

不查问题，反赖举报不实

6月 7日，督察组进驻广西开展
“回头看”，此后不久就接到群众举报
称北海市北海诚德镍业有限公司200
万吨冶炼废渣堆填铁山港，占用海滩
面积超400亩，严重污染环境。

督察组发现，这家公司已不是首
次被举报，在2016年首轮中央环保督
察期间也因环境污染问题被群众举
报。但此次北海市核查后回复督察
组：该公司手续齐全，各项污染物排放
达标，群众举报不实。

群众举报真的不实吗？督察组
现场检查结果与北海市核查结果截
然不同：群众投诉情况属实，该公司
大量强碱性冶炼废渣堆填侵占滩涂
约600亩。铁山港约1400亩区域满
目疮痍、一片狼藉，环境状况触目惊
心，群众反映的问题不仅未整改，反
而愈演愈烈。

百般抵赖，拒不承认

根据举报线索，中央第五环保督
察组近日对广东惠州博罗县龙溪镇小
蓬岗村宏兴码头附近的志鸿堆放场和
志鸿石头破碎场无证经营、粉尘污染
严重情况进行突击检查。

督察组到达现场，一个占地约2
万平方米的堆放场令人“大开眼界”：
大量的陶瓷生产原料白石、青石露天
摆放，没有任何遮盖。下过雨后的堆
放场道路泥泞、脏水淤积。现场仅有
的一名管理人员声称“这里已经停产
好几个月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督察人员走进
一个简易厂房，厂内碎石、小斗车随意
摆放，没有任何粉尘收集处理设施，灰
尘落满厚厚一地。督察人员上前摸了
摸碎石机的电机，“烫的！”当督察人员
再一次追问是否真的停产时，这名管
理人员默不作声。

输掉几百万元的不在少数 组织赌球的团伙7天牟利数百万元

起底世界杯赌球内幕

日前，北京警方经缜密侦查打
掉一特大网络赌球犯罪团伙，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46名。据初步统
计，自本届世界杯开赛至7月5日
八强赛结束，该团伙涉赌资金流水
高达3.2亿余元。

浙江杭州市公安机关近日同步
在浙江杭州、绍兴、嘉兴、桐庐和广东
东莞等地，抓捕一批赌球团伙，已刑
拘48人、上网追逃1人、治安拘留34
人，冻结扣押涉案金额754万余元。
台州温岭市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网络
赌球案，涉案金额达400余万元。

记者发现，为“一夜暴富”，赌客
们下注疯狂，也输得很惨。据了解，
杭州查获的案件中，参赌人员近期每
日下注金额近200万元，其中1名绍
兴籍赌客每场下注金额达百万元。
北京查获的案件中，赌客下注金额最
低为500元，不设上限。被抓获的参
赌人员中，在世界杯期间输掉几百万
元的不在少数。其中一名女性参赌
人员曾有自己生意和良好收入来源，

却因赌球离婚、变卖房产。
这些赌球团伙多利用境外赌博

网站在境内组织赌球。北京市公安
局治安总队五支队支队长田永峰介
绍，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为一境外赌
博网站在中国的总代理，由其发展
起三级代理作为“小庄家”，再由代
理发展赌客，“代理发展的下线是身
边的朋友、有赌博前科的、有一定的
经济实力和活动能力的人员。”

义乌警方查获的一起案件中，
张某等人从境外赌博网站代理了一
个300万元的世界杯赌球盘口，并
在义乌大量发展下线进行投注。杭
州警方介绍，以边某为首的团伙也
是从境外上家获得赌盘后，组织、联
系参赌人员在杭州多处棋牌室或者
KTV包厢内，进行看球、押注活动。

记者调查发现，还有些赌客自
己利用海外关系，远程下注赌球。
福州市民卓先生请远在丹麦的朋友
代买当地的彩票，世界杯至今，他几
乎场场参赌，已经输掉10余万元。

记者发现，不管赛事输赢，赌球
团伙是最大的“赢家”。多位办案民
警告诉记者，赌球团伙盈利模式各
有门道，主要有“杀成”“抽水”“反
水”等，有的是平台及各级代理商按
比例分配赌客所输的赌资，有的逐
级抽取下线向上线交纳的赌资。但

“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有人参赌，
团伙就有钱赚。

据记者调查，为牟取暴利，不少
代理商在微博、贴吧等网络社区充
当“掮客”，吸引赌客“入伙”。记者
在网络上搜索“世界杯赌球”等关键
词，出现多个词条显示“俄罗斯世界
杯赌球APP”，随机点开一个网页，
看到名为“世界杯交流群”的微信二
维码。记者添加好友后发现，这只
是赌球平台“彩宝宝”的一个代理
商。记者按照代理商发来的网址下
载APP，输入给定的邀请码注册成
为新用户，代理商很快发来“首充
100元送 5元、首充 1000元送 48
元”等优惠吸引记者充值。

在取得代理商信任后，记者被
拉入名为“备战世界杯交流圈”的微
信群，之后群内立即有人添加记者

的微信，强力推荐绰号为“六哥”的
“赌球大神”。经询问，“六哥”是另
一赌球平台“九州”的代理商。短短
一天时间里，就有三位“九州”代理
商与记者加为微信好友，并分别发
来各自的邀请码请记者“入伙”。

“亚博体育”平台一位代理商称，
代理商拉的赌客越多，赌客充值金额
越高，其收入就越高。“拉来的每个用
户充值到1000元才有提成，每1000
元可以提成300元。”这名代理商说，

“如果你给我拉来10个客户注册充
值，我给你发500元现金红包；要是
能介绍10个充值1000元以上的客
户，我立马给你1000元佣金。”

田永峰介绍，查获的案件中，总
代理逐步发展一级代理、二级代理
和会员进行网络赌球。各级代理获
得的赌客下线投注额算作业绩，此
后从中进行抽水，境外赌博网站返
还总代理的抽水比例为5％，再由
总代理交割给其他代理。

在福建晋江市公安局近日破获
的一起世界杯赌球案件中，赌球团
伙7天内接受投注金额达3000余
万元，从中牟利数百万元。

靠表面功夫，玩“临时达标”

澜水河、海仔大排坑、龙沥大排
坑和黄坑河是纳入广东省清远市黑
臭水体整治的河流。当地政府上报
材料称，四条河流水质监测均达到要
求，有关满意度的公众评议结果为
96%，还形象地描述河流“清澈见底、
鱼类成群”。

然而，当督察组来到海仔大排坑
“回头看”时，附近小区居民纷纷诉苦，
说这条河远没达到“不黑不臭”的标
准。记者采访时，附近五洲世纪城小
区多名居民抱怨，住在十楼以上都能
闻到臭味，经常不敢开窗。“一督察，整
治工程立马动起来了。功夫下在平时
该有多好。”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大妈捏
着鼻子，快速走过河边，不愿驻足。

原来，当地为了“临时达标”，既没
有截污也没有清淤，而是采取了应急
方式——水系连通，也就是调水稀释。

诚信建设万里行

多地打掉赌球团伙
有人因赌球离婚、变卖房产

赌客投1000元代理提成300元
有团伙7天牟利数百万元 赌球行为更加隐蔽

需多方合作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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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五大花招

7月13日，三峡大坝开启泄洪深孔下泄上游
来水，腾出库容。

当日，长江委水文局发布最新汛情，长江
2018年第2号洪水已在长江上游形成。预计14
日2时三峡水库入库洪峰流量将达61000立方
米每秒左右，为今年以来最大入库洪峰。

新华社发（郑家裕 摄）

三峡水库迎
今年以来最大洪峰

在美国特斯拉公司中国总部展示的电动
汽车。

记者日前从全球知名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企
业——美国特斯拉公司中国总部获悉，作为特斯
拉在美国本土以外第一个科技创新中心，去年10
月在北京注册的特斯拉（北京）新能源研发有限公
司即特斯拉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将分批建设并拓
展业务领域。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特斯拉北京科技创新中心
将分批建设并拓展业务领域

四川江安县一工业园区
发生重大爆燃事故
已造成19人死亡，12人受伤

据新华社成都7月13日电（记者杨迪 张海
磊）据四川省安全监管局消息，7月12日晚18时
30分左右，宜宾市江安县阳春工业园区内的宜宾
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爆燃事故。截至目
前，事故已造成19人死亡，12人受伤。现场明火
已扑灭，搜救工作已结束。12名受伤人员均无生
命危险。

记者从13日傍晚举行的四川江安县政府
“7·12”爆燃事故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涉事企业存
在违法施工建设的问题，两次被相关部门处罚，在
安全设施设计评价和消防手续不齐备的情况进入
调试生产阶段。目前，四川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
查组，事故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

受贿1.1亿余元

云南“双百院长”
王天朝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据新华社昆明7月13日电 （记者王研 字
强）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13日对被称为

“双百院长”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
受贿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
王天朝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

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王
天朝利用其担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的职务便利，为昆明仁贤房地产有限公司、昆
明鑫海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医院工程
建设、药品和医疗设备采购、人事任免等方面提供
帮助，收受上述公司和个人贿赂的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11632.22万元及美元8万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普洱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上述判决。此前，云南省纪
委曾就王天朝案通报，提及王天朝受贿100套住
房、100个车位，“双百院长”之称由此而来。

副驾驶吸电子烟导致误操作

民航局：“安全隐患零容忍”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齐中熙）国

航CA106航班日前发生一起不安全事件，民航局
航空安全办公室副巡视员乔以滨13日表示，初步
调查系副驾驶因吸电子烟导致的误操作。目前详
细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民航局对该事件
给予高度重视，相关负责人表示“安全隐患零容
忍”，将根据调查结论，依法依规严厉查处。

乔以滨在民航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2018年 7月 10日，国航B737／5851号机执行
CA106香港至大连航班，机组在广州管制区域，
误把空调组件关闭，导致座舱高度警告，机组按应
急释压程序处理，释放客舱氧气面罩。在下降到
3000米高度后，机组发现问题，重新接通空调组
件，增压恢复正常，继续飞往大连安全落地。初步
调查系副驾驶因吸电子烟，为防止烟味扩散到客
舱，在没有通知机长的情况下，准备关闭客舱再循
环风扇，但却误关了相邻的空调组件开关，导致客
舱引气不足，增压告警。

国际大牌？
月瘦20斤？
——代餐食品乱象调查

对于热衷保持苗条身材的人来
说，代餐食品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名
词，除了常见的代餐粉，还有诸如酵素
饮料、代餐奶昔等形式。这些食品在
线上售卖时，往往极力宣传神奇的减
肥效果，号称可以完全替代食物食用，
不少还声称是国际大牌、价格不菲。

然而记者调查却发现，五花八门的
代餐食品中，有的“假冒大牌”，有的连
热量表等基本信息都没有，质量堪忧。

代餐食品成“她经济”新宠

如今，代餐食品俨然成了“她经
济”新宠。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代
餐粉”，带有该关键词的相关商品数量
庞大，有100多页。某电商平台上的
数据显示，代餐粉主要有以下几类：
杂粮五谷类的代餐冲饮、需热水冲泡
的速食汤类（如某品牌的菌汤等）、果
蔬粉、膳食纤维粉、代餐奶昔等。这
些产品大多宣称自己“低卡、营养全
面、有饱腹感”，以此达到减肥的目
的。一些代餐食品广告词“露骨”地
说明，可以“7天瘦5斤”“月瘦20斤”

“30天小蛮腰”等。

存在的问题五花八门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倍受追捧的
代餐食品却问题多多：

——资质存疑，“国际大牌”作坊
制造。据悉，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
于去年11月破获一起保健品制假售
假案，制假者在地下作坊仿冒某国际
知名代餐奶昔，成本仅几十元的奶昔
以数百元的价格售出。

——夸张宣传，一个疗程就能瘦
10—20斤。记者询问了在朋友圈销
售某品牌代餐食品的一名代理。该
代理称这个产品包括胶原蛋白酵素、
玻尿酸奶昔、果蔬粥等，一个疗程6
周，产品定价3564元，“好好配合，一
个疗程会瘦10－20斤”。记者却发
现，该品包装上连基本的热量数据表
都没有。

——代理乱象，线上培训就可进
行销售。上述品牌代理同时声称，该
品牌目前北京地区的销售团队有近
500人，购买价值5000元的商品即可
成为三级代理，可八折拿货；5万元即
为二级代理，能六五折拿货。而一次
性投资40万元就能成为她这样的一
级代理。

应加强监管规范宣传标准

关于代餐食品是否有效，中国农
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
授朱毅说，代餐只是一个辅助手段，最
主要的还是结合运动改善饮食方式。

朱毅认为，目前对于代餐食品
的监管尚处于空白，需要出台具体
的生产标准，对于网上铺天盖地的
减肥宣传也应加强监管，规范产品
宣传的标准。

（据新华社上海7月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