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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警方深入调查，掩藏在案件
背后的一个个故事，也逐渐浮出水面，
令人唏嘘。

半年时间，输掉3000余万元！
“90后”黄某原本是一家大型企

业的财务人员，无意中接触到赌博网
站，“开始的时候几百几千元地玩，后
来断断续续输了几万元，就想投注多
一点，哪怕赢个一两把也行。”

最初只是一次赌成百上千元，到
后来一次赌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为
了赌资，黄某就跟着了魔似的，到处借
钱、贷款、刷信用卡。在败光家里的全
部积蓄后，黄某仍不知悔改，盯上了公
司账户。他利用自己作为公司财务人
员的身份，从公司账户盗用3000余万
元，仅半年时间，又输了个精光。

另一名参赌者郝某，本是当地一
家小有名气的美容院女老板。然而，
2019年9月，郝某在朋友李某的鼓动

下，下载了一款名叫“统一”的手机
App。“当时跟我说这是一款理财软件，
可以让我挣钱。”郝某回忆，下载完软件
后，李某便给她介绍了一位“指导员”，
还将她拉进“统一”App的玩家群里。

“起初，她叫我跟着群里的投注信
息投钱，我投了1000元，结果输了。
再充3000元，又打了水漂。”之后，好
友李某与所谓的“指导员”又以“保本”

“赢了你分我，输了算我的”等言语诱
惑，不断鼓动郝某增加投注。郝某也
一直认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一心
想要翻本，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抵押车辆、借高利贷、网贷、向朋友
借钱……郝某通过各种手段，先后筹集
70余万元，结果全部在该App上输光。

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郝某所谓
的“运气”也露出真相。原来，像郝某
这样的赌客在使用该App时，其一切
行为都已经被设计好，每场下注都有

人在后台操控。
据警方介绍，这类网络赌博网站通

常下设运营部、客服部、技术部等部
门，各自扮演拉人、“导师”、操控赌局等
角色。网站先以“充10000送3000”

“注册即送现金”等形式诱导人进行在
线赌博，之后还会以“充值返现”“保本
跟投”等形式持续吸引赌客加大投入。

采访时，黄某悔恨不已：“沾上赌
博以前，我的日子虽然算不上大富大
贵，但也是平平安安。现在回想起来，
生活中还有很多值得去关注和留恋的
东西，比如家人……赌博把我过去的
生活全毁了，我真后悔！”

警方提醒，一定要认清跨境赌博
“十赌十骗”“十赌十输”的骗人本质和
严重危害，不断提高防范意识和能力，
自觉抵制赴境外赌博或网上参赌。

（新华社郑州10月21日电 记者
熊丰 韩朝阳）

400元赌资牵出数十亿元大案
“90后”企业财务员半年输掉3000余万元

因在某境外赌博网站上
非法赌博，“90后”黄某不仅
输光家里积蓄，还盗取公司
账上资金3000余万元并全
部输光。

这只是今年公安机关侦
破的一起跨境网络赌博案件
露出的“冰山一角”。警方侦
查发现，仅2019年 12月至
今年2月，某赌博网站的充
值会员数就高达54900人，
资金流水达80多亿元。

随着警方深入调查，一
百多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案件背后的黑灰产链条也渐
渐清晰。

浮出水面：资金流水达80多亿元

今年3月，河南省周口市公安局
港区分局接到辖区一名市民举报，
称其在某网站上输掉400多元。通
过对该平台深入调查，一个涉案金
额高达数十亿元的跨境网络赌博犯
罪集团逐渐浮出水面。

经侦查，警方发现这是一家将
服务器设在境外的违法网络赌博网
站，赌博门类众多，网站规模较大。
而在背后操纵这些赌博网站的主要

犯罪嫌疑人，也藏身境外。
依靠上下游犯罪产业链，该团

伙设计了各种赌博花样，利用赌客
嗜赌心理，不断垒高投注金额，使其
深陷债务漩涡。

为吸引更多赌客，该赌博网站
还将活跃度较高的参赌人员拉拢为

“网络赌博平台”代理。赌博平台会
根据代理人员所拉下线的投注情
况，返还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三不等

的佣金；投注越多，代理人员从中获
取的佣金越多。

据警方介绍，仅2019年12月至
今年2月，该网站的充值会员数就高
达54900人，资金流水达80多亿元。

收到相关线索后，周口市公安
局迅速成立专案组。经过努力，
基本掌握了该网络赌博平台的组
织架构、运作模式和部分代理的
真实身份。一条涉及非法赌博、

地下钱庄、银行卡倒卖等黑灰产
链条的跨境网络赌博犯罪脉络渐
渐清晰。

3 月 27 日，公安机关组成 12
个抓捕小组，连夜奔赴广东、湖
南、江苏、浙江等 15 个省份，对犯
罪嫌疑人实施集中抓捕，抓获犯
罪嫌疑人 45 人，依法冻结涉案银
行卡 976 张，扣押、冻结涉案资金
2000 余万元。

转移赌资：高价收购银行卡四件套

在对涉案人员进行抓捕的同时，
专案组民警从研判涉案银行卡的资金
流和信息流入手，对调取的1500余张
银行卡内近3个月的银行流水进行梳
理，初步查清了资金流向。

其中，何某军贩卡团伙受雇于赌
博平台，在国内以每套每月1000元的
价格，大肆收购银行卡四件套（包括银

行卡、U盾、手机卡、身份证复印件）。
赌博网站给其每套卡每月3500元。
他们将银行卡绑定在手机上，通过
ATM机取现，再以将现金交给指定
人员或网上银行转账等方式，帮赌博
网站转移赌资。2019年7月以来，该
团伙共收购银行卡四件套600多套，
获利500余万元。

据负责执行抓捕任务的港区分
局案件侦办大队大队长陈伟介绍，通

过前期研判，警方锁定了福建省晋江
市的蔡某。蔡某是本案重要犯罪嫌
疑人，仅1月份就有1.7亿元违法资
金转移至其银行卡中。专案组民警
快速出动实施抓捕，当场缴获大量银
行卡、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查获大
量证据。

今年8月8日，该案被公安部列
为督办案件。在公安部及河南省公安
厅的统一部署指导下，专案组聚焦重

点线索，强化精准打击，围绕信息流和
资金流追踪溯源。

截至9月21日，共抓获各类违法
犯罪嫌疑人123人，其中代理人员34
人，赌徒26人，涉嫌贩卡、洗钱人员61
人，提供网络技术服务人员2人。该案
还捣毁地下钱庄3个；扣押涉案财物
人民币616.2万元、港币60万元，没收
赌资人民币430.2万元；冻结银行卡
1890张，冻结银行卡资金1.23亿元。

输光背后：每场下注都有人在后台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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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新华社福州10月21日电（记者张华迎）21
日15时09分，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全
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号机组首次达到
临界状态，标志着机组正式进入带功率运行状态，
向建成投产迈出了重要一步。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核电站核反应堆临界类似常规火电厂锅炉的
点火过程，也如同心脏起搏。临界后，作为反应堆
的“心脏”——堆芯将开始持续“跳动”，反应堆处
于带核平衡运作状态。

经国家核安全局批准，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
督站核查释放，福清核电5号机组开始反应堆达
临界操作。通过稀释一回路硼浓度和提升控制棒
操作，反应堆首次达到临界状态。机组临界过程
中，福清核电及各参建单位严格按照技术规程操
作，全过程平稳有序，系统运行参数正常。

“华龙一号”是我国完全具备自主产权的三代
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清核电5号机组于
2015年 5月开工建设，并于今年9月顺利完成
177组燃料组件装载。

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
全球首堆首次达到临界状态

9月1日拍摄的“华龙一号”全球首堆所在地
福清核电一景（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10月21日下午，“义新欧”中欧班列从铁路
义乌西站发车。

当日，2020年第1000列“义新欧”中欧班列
从义乌西站发车，驶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新华社发（龚献明 摄）

“义新欧”2020年第1000列
中欧班列发车

婴幼儿用奶瓶和奶嘴
有了强制性国家标准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记者赵文君）记
者21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婴幼儿用奶瓶和奶
嘴有了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首次明确了使用
安全技术要求，规定了产品或产品销售包装上应
标注的购买信息、材质标识、使用说明、安全警示
内容，填补了使用安全方面标准的空白。

市场监管总局21日发布20项国家标准，涉
及婴幼儿用品、纺织产品、鞋类产品等民生领域。

纺织产品标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有毒有害
物质限制要求，通过检测残留在产品上受控物质
残留量，反向控制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使用，对
于引导绿色染料和助剂研发、绿色生产工艺升级
和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纺织品抗真
菌性能测定等3项检测方法标准，有助于识别产
品抗菌功能真实性，降低有毒有害物质影响。鞋
类产品领域的3项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可满
足人们“穿的舒适”的需求，有利于持续提升我
国鞋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能在行驶中“变形”
时速400公里跨国动车组

在长春下线

10月21日，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拍摄的时速400公里跨国互联互通高速动
车组。

当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时速400公里跨国互
联互通高速动车组，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下线。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四大铁路轨距标准，普通
列车在采用不同轨距的国家间运行时，需要更换
列车转向架，费时费力。而时速400公里跨国互
联互通高速动车组装有变轨距转向架，在行进中
就能实现变轨运行。这一“变形”功能，极大提高
了铁路跨国联运效率。 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疫情突如其来，对交通、餐
饮、旅游、文体等行业影响较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生
活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国
务院第七次大督查督查组实地了
解到，生活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
成果已在多地显现。

在曾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湖
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充
分发挥人才优势，大力发展在线
教育服务产业。截至目前，武汉
光谷已集聚在线教育服务企业
11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2万人，
在线教育服务产业发展迅猛；上
海市涌现一批电商零售创新业
态，逐步形成养老、家政、餐饮、
维修等全领域电商服务体系。
上海全市社区智慧微菜场超过
2000 家，自动售菜终端延伸社
区生鲜销售“触角”；河南省消费
新模式蓬勃发展，今年1月至 8
月，该省网络零售额达 2759 亿
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
20%……

“受疫情影响，很多外贸活动
推迟或取消。为开拓国内外市
场，抢抓市场订单，我们筹建了

‘龙江云展会’平台。”黑龙江省商
务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自9月16
日平台正式启动运营以来，中英
文注册企业共计460家，上线产
品达到2000余款。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
复苏走在全球前列，坚定不移扩
大内需，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
力和动能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新华社哈尔滨10月21日电）

被督查地区
直达资金用得怎么样？

新增1万亿元财政赤字，同时
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以下
统称直达资金）直达市县基层，是
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督查
组对浙江、青海、陕西、湖南等地
开展督查发现，部分直达资金下
达后，在拨付使用过程中还存在
资金支出缓慢、项目开工滞后、虚
报资金支出进度、资金安排使用
不合规、预留抗疫特别国债机动
资金未安排等问题，影响了内需
拉动和惠企利民的效果，资金支
出使用效益仍需提高。

例如，第十三督查组发现，截
至今年10月16日，中央向青海省
已下达直达资金的支出进度为
53%，青海省财政厅下达西宁市
的直达资金支出进度为47.3%，甚
至一些项目还未支出资金；第十
督查组发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
区违反直达资金要根据预算安
排、支付主体等确定直达资金支
付方式，点对点将资金支付到最
终收款人的规定，将生态环境治
理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关资
金直接划转到长沙市市级财政专
户，存在“体内循环”现象。

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督查组
建议，一要加快推进项目直达资金
支付进度，对于建设进度较慢、预
计年内难以完成支出的项目，及时
调整资金分配方案，用于符合条件
的项目；二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安
排使用直达资金的指导，从源头上
做好规范；三要综合运用日常监
管、重点监控、现场核查等多种手
段，加强对基层资金使用和管理
监管，及时纠正发现的问题。

被督查地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推进顺利吗？

近日，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督查
组对河北、黑龙江、上海、广东等省
（市）部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进
行督查调研发现，部分改造项目存在
改造前征求居民意见不充分、改造工
程推进慢、不保障工程质量、改造资
金筹集压力大、改后群众不满意等问
题。

例如，第二督查组发现，河北省
石家庄市桥西区滨河街 10 号院小
区改造时没有规划建设污水管道、
小区楼梯间土建工程缺少破损楼梯

修复内容，居民意见大；第三督查组
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52个
改造项目发现，其中原计划 5 月开
工的 15 个项目直至 9 月底仍未开
工、原计划9月底竣工的8个项目至
今仍在施工。对督查查实的问题，
石家庄市住建部门当场表示，将根
据居民需求及时调整优化施工方
案，加快工作进度，争取在今年供暖
季前完成改造；哈尔滨市道外区住
建部门迅速表示，将加强对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的过程管理，结合当地

气候特点合理安排工程计划，把落
下的进度追回来。

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督查组建
议，在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中，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政策，强化
改造项目的全周期精细化管理，深
化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
理能力。一要强化项目改造前沟通
和信息公开，保障居民知情权、参与
权；二要强化项目改造中的监督管
理，确保工程质量；三要强化改造后
的效果评议，畅通意见反馈渠道。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充分激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把新冠
肺炎疫情造成损失和外部环境影响降到最低的必然选择，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的长期任务。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期间，各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对扩大
内需专题开展重点督查，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重大政策全面有效实施。

通堵点通堵点 强活力强活力 深挖潜深挖潜
——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聚焦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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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督查地区生活服务业
线上线下融合
有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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