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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网络博彩平台
创业青年一年输掉300多万
记者暗访发现，该网络博彩平台发展各级下线进行赌博

民警：招募代理组织人员参赌已构成犯罪，但取证难度较大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明年监督啥内容？请您提建议

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四川省人大常委
会明年监督啥内容？请您提建议。日前，四川省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2018年监督议题的建议。

如果您有建议，从即日起至11月15日18：
00，可通过信函、邮件、传真（电子邮箱：sc-
srd_pangting@163.com； 自 动 传 真 ：
028-86281619；邮寄地址：成都市中南大街1
号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办公室。请在信封
上注明“监督建议”，邮编：610012）等方式提交
建议，也可直接登录四川人大网（http：//
www.scspc.gov.cn）留言。建议的监督形式应
结合监督的内容，在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执法检查、专题询问和工作评议等法定监督形
式中确定。建议内容应载明监督议题名称、监
督形式方法、监督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建议
人姓名、联系方式和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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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多云 14℃~21℃ 南风1~2级
明日 多云间晴 14℃~23℃ 南风1~2级

成都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
联销“排列 3 和排列 5”第
17302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
902；排列5中奖号码：90227。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17130期
开奖结果：9414196。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17302开奖结
果：241。●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7130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31、13、05、23、25、
14，蓝色球号码：02。（备注：以上信息以
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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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三台县各级干部深入贫困
村田间地头、贫困户家中、贫困村项目
建设现场，对标“两不愁”、“三保障”、

“四个好”、贫困户“一超六有”、贫困村
“一低五有”等脱贫目标，全力以赴督查
推进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实情况，强
力推进项目建设；与贫困户拉家常，算
细账，全面核实贫困户2017年家庭经济
收支等情况……这是三台县各级干部
全面打响脱贫攻坚“百日攻坚战”，全力
冲刺2017年目标任务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三台县脱贫百日攻坚会
议召开后，全县上下迅速吹响了脱贫
攻坚“百日攻坚战”号角，为如期完成
今年各项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最终实
现46个贫困村退出、4188户、11216名
贫困人口脱贫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万名干部进农家帮扶到位

“杨大爷，今年家里收成怎么样？”
近日，三台县委宣传部派驻郪江镇银桥
村的第一书记万洋走进贫困户杨任国
家中，一边帮忙摘花生，一边唠家常。

“今年的粮食收得还可以，玉米有
三千多斤，水稻有一千多斤，花生、黄豆

有两三百斤，加上自家养的十几只鸡，
四头猪和三头牛，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杨任国掰起手指头给万洋算起经济账。

“不错，脱贫要先立志。我们还要紧
跟村里的产业发展规划，把贫瘠的田地
套种上红桔，不仅要脱贫，还要致富。”
万洋勉励杨任国一家要继续努力。

据了解，自三台召开脱贫攻坚百
日攻坚会议后，按照县委提出的要求，
全县25名县级领导、46个部门、218家
企业、7186名干部职工全部下沉到一
线，对140个贫困村进行脱贫攻坚全覆
盖督导检查，主动作为大干、苦干、巧
干，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目前，与
140个贫困村、29876户贫困户结对子，
落实帮扶资金545.98万元，提供帮扶
措施8600余条，组织能力培训5783人
次，实现了帮扶全覆盖。同时，扎实开
展了“万名干部进农家”活动，与帮扶
的贫困户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月至少
开展入户活动4次，切实解决联系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提高政策知
晓率和脱贫验收满意度。

整合资金建设项目落实到位

贫困村脱贫致富离不开完善的基
础设施建设。百日攻坚阶段，东塔镇三
湾村的基础设施顺利完工，项目建设
落实情况走在了该县前列。

深入三湾村内部，宽阔的产业道
延伸至该村各组，各山头，通向家家户
户，水利设施随处可见，11户D级危房
改造、基层党组织活动阵地，村民活动
中心、村卫生室全面完工，广播村村响
村村通……村委会将今年脱贫项目张
贴上墙，挂图作战。

“今年，村里的变化非常大，这些
都多亏涉农项目资金帮了大忙，换着
以前，这些项目落户三湾村很难很
慢。”三湾村党支部书记冯金龙说。

今年，三台县整合1.6亿元涉农项
目财政资金，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把
钱花在刀刃上，花在农民最迫切需要
的地方。通过该项措施，三湾村争取到
涉农项目资金344.44万元，利用一事
一议项目、水务项目、扶贫专项资金项
目，完成了一系列贫困村基础设施建
设。其中，三湾村利用申请来的96万元
用于村社水利工程建设：新修了6亩/
口的围堰2口，整治、硬化了3口堰塘近

20亩，新挖1500立方米/口的蓄水池3
口，解决了村里的用水问题。

同时，三湾村利用村通工程、幸福
新村项目，修建了3.5米宽的村社道路
3.4公里，2.5米宽的产业道路2.5公里。
利用幸福美丽新村项目、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项目，实现广播村村响村村通，
村卫生室等全部完工。利用农房建设
项目，完成11户D级危房改造，目前已
经完工入住。

因地制宜培植新产业发展到位

发展产业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之
举。如何进一步发展好长效产业，帮助
群众稳定、持续增收成为党委政府重
点思考的问题。

建平镇芝麻村是省定贫困村，今
年以来，该村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因地制宜发展新产业，以前
的大田农业效益倍增，昔日的荒山荒
坡变成“金山银山”，初步走出了一条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摘穷帽与
斩穷根同步”的脱贫奔康之路。

近日，记者来到建平镇芝麻村“红
星花海”产业园，站在产业园的制高点

五方山上，视野开阔，山上种植了成规
模的万寿菊和榨菜。

建平镇党委书记何永安介绍，2016
年，建平镇党委政府成功引进绵阳昌武
农业公司，在省定贫困村芝麻村种植万
寿菊1250亩、优质榨菜1200亩，间种桃
李700亩，同时，采取“村集体+企业+农
户（贫困户）”的模式，由村集体提供基
础设施，企业负责发展产业，农户以300
元每亩流转土地给企业，企业为农户提
供就业岗位。昌武农业带动该村83户群
众就地就近就业，其中贫困户18户，人
均年收入达1.5万元。

为更好地支持万寿菊产业发展，
三台县县委、县政府提供项目支持，为

芝麻村修建了6.5米宽700米长，4.5米
宽1.5公里长，2.5米宽3.5公里长，3.5米
宽1公里长的产业道，产业道围绕着五
方山绵延开来。

基于万寿菊产业良好的市场前景和
观光价值，目前该村已高标准建成入区道
路和观景平台，正按照“农文林旅”融合发
展的思路编制“红星花海”产业园总体规
划，范围包括芝麻村、栖凤村等两个贫困
村在内的“五村一居”15平方公里。

数据显示，今年1-9月，芝麻村农
民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2000元
以上，全村18户45人可顺利脱贫，“贫
困村”可实现高标准退出。

李桥臻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三台打响脱贫攻坚“百日攻坚”战

一名曾参与多起网络赌
博案件侦办的民警介绍，这
种网络服务器设在境外，通
过招募各级代理在境内组织
人员参与赌博的方式，已构
成了犯罪。

2010年，由公安部、最
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检察院
颁布的《关于办理网络赌博
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意见》中提到，为赌博
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
的，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
的，属于刑法规定的“开设
赌场”行为，而抽头渔利数
额累计达到3万元以上的；
赌资数额累计达到30万元
以上的；参赌人数累计达到
120人以上的；建立赌博网
站后通过提供给他人组织
赌博，违法所得数额在3万
元以上的；参与赌博网站利

润分成，违法所得数额在3
万元以上的；为赌博网站招
募下级代理，由下级代理接
受投注的，属于情节严重。

尽管该博彩平台服务
器在境外，但关于网络赌博
犯罪案件的管辖，我国刑法
规定，“犯罪地”包括赌博网
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
地，赌博网站建立者、管理
者所在地，以及赌博网站代
理人、参赌人实施网络赌博
行为地等。

然而，由于代理人数多，
分布广，隐秘性强，而银行
卡、电话卡全是黑卡，警方取
证难度较大。力哥也曾直言
不讳地说，“一般代理都不
管，管不过来，没有证据，谁
会承认自己代理了。”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记者 王效

11月4日-6日，由四川省林业厅主办的
“首届横断山雪豹保护行动研讨会”在都江堰
召开。来自雪豹保护领域的国内专家、保护组
织及四川雪豹重点分布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
就横断山雪豹保护现状及监测经验进行了深
入交流，横断山区域雪豹及其伴生动物生存现
状的监测与研究，填补了中国雪豹保护研究领
域的空白。会议一致通过《卧龙雪豹宣言》，并
首次公布卧龙雪豹数量不少于26只。

今年10月，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开展了新一轮野外雪豹监测数据的回收工
作，根据整理红外线触发相机拍摄到的雪豹
画面和视频，比对雪豹花纹，判定出仅此次拍
摄便拍到26只雪豹。在研讨会上，专家们一致
认为，按此数据来看，卧龙的雪豹分布密度居
全国首位。《卧龙雪豹宣言》倡议：加强保护区
的有效管理和保护区间的交流合作，严守雪
豹栖息地红线，完善雪豹保护体系；启动横断
山雪豹野外普查，三年内初步摸清区内雪豹
分布与种群现状，开展针对性保护行动，实现
野生种群稳中有升；从保护雪豹做起，促进更
多受威胁物种的调查和保护，维护横断山的
生物多样性。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卧龙雪豹不少于26只
分布密度居全国首位

仅仅一年前仅仅一年前，，2828岁的王鹏岁的王鹏（（化名化名））还还
在成都经营着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在成都经营着一家电子商务公司，，然而然而
因陷入了一个名为因陷入了一个名为““天游娱乐天游娱乐””的网络博的网络博
彩平台彩平台，，让他在一年内输光了让他在一年内输光了300300多万多万
元元，，身负身负2525万元债务万元债务。。近日近日，，成都商报记成都商报记
者假扮赌徒进入该网络博彩平台发现者假扮赌徒进入该网络博彩平台发现，，
这个服务器位于境外的网络博彩平台这个服务器位于境外的网络博彩平台，，
采取类似传销的模式采取类似传销的模式，，发展各级下线进发展各级下线进
行赌博行赌博，，代理人从中获利代理人从中获利，，而所有用于汇而所有用于汇
款的账户都是黑户款的账户都是黑户。。参与过打击网络赌参与过打击网络赌
博的公安人士称博的公安人士称，，由于参与人员分散由于参与人员分散，，取取
证难度大证难度大，，网络赌博案件往往难以侦破网络赌博案件往往难以侦破。。

王鹏展示网络博彩软件

不到30岁，王鹏就经历了别人可能一辈子
都不会经历的大起大落，“我宁愿平平淡淡地
过一辈子，欠债的滋味不好过。”

王鹏喜欢买彩票，去年8月经朋友介绍，他
认识了一位玩网络博彩的人，对方通过QQ给
他发送了一条网络连接，点开后，他第一次接
触到了这个名叫“天游娱乐”的网络博彩平台。

成都商报记者通过王鹏手机上的“天游娱
乐”APP发现，时时彩、急速彩、11选5，参与者只
需给个人账户充值，就可随时购买。为了向成都
商报记者演示，王鹏在向该平台指定的一个银行
账户充了200元钱之后，投注1元钱，点开了“11选
5系列”的“十一运夺金”，根据其中一项“一中一”
的规则，王鹏在1到11中任意选择了一个数字，两
分钟之后开奖，开出的5个数字中，其中一位是他
选中的数字，他立马获得了翻倍的收益。

这种接近于50%的中奖概率，当初让王鹏兴
奋不已，于是从去年8月起，他从买大小到买单
双，开始豪赌之路，下注金额从几百元至数万元。

成都商报记者根据王鹏去年8月份以来的手
机转款记录发现，他共计为三个账户转入488万
元，据他统计，自己总共拿出去了300多万，在赌
博过程中赢了一百多万，也全部赌进去了，因此
出现了488万元的汇款。如今，他已欠下小贷公司
25万元的债务。

钱输光之后，为了生活，原
本赋闲的王鹏妻子，考取教师
资格证，去了资阳安岳县一乡
镇教书。成都商报记者是在安
岳县见到王鹏的。一年前，他还
在成都经营着一家电商公司，
如今他虽然依旧挎了一个皮
包，但仅仅只有老板的样子。

2012年，从专职院校毕业
之后，王鹏做起了煤气销售业
务。一位王鹏身边的朋友向成
都商报记者回忆，那时候做煤
气销售，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
在成都满城铺货，后来王鹏自
己创立了一家电商公司，经过
一年的发展，手下已有20多名
员工。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发现，
王鹏创立的“成都买了么电子
商务公司”，从事服装、鞋帽、箱
包的批发。“一年有上百万的创
收，他一个专科生，却成了很多
名牌大学毕业生的榜样。”王鹏
公司的一名员工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

王鹏说，最开始玩网络博
彩，他赢了几千元，尝到了甜
头，于是开始下更大的注，结果
连本带利全部输了，“然后就进
入了第二个心理阶段，不甘
心。”他说，为了赢回输掉的钱，
他继续往里面投，结果输钱的
速度永远超过赢钱的速度，于
是越输越多。除了自己买，还让
一些人为他代买。

今年上半年，一心想挽回
损失的王鹏卖掉了自己的房
子和车子，继续在该网络博彩
平台下注，并通过小贷公司贷
款，如今欠下了25万元的债
务。“反正多的都输了，再赌一
下也无所谓，说不定这几把就
全部赢回来了。”现在说起当
初的心路历程，王鹏头头是
道，头脑清醒，只可惜让自己
恢复清醒的代价实在太大。

“我再也不碰这个东西
了，就像吸毒，毁了全家。”
面对成都商报记者，王鹏很
后悔。

王鹏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在参与赌博的过程中，他
发现开奖之后自己明明买对
了号码，但系统迟迟不显示
中奖，而是通过刷新，对自己
的号码进行更改，从而使自
己不中奖，平台“将钱吃掉”。
不过，他拿不出确凿的证据。
而成都商报记者通过搜索发
现，也有网友表示遇到过类
似的经历，“天游娱乐平台更
改号单。”

“天游娱乐”平台网站
的简介显示，该在线博彩公
司于2009年成立于菲律宾，
在王鹏赌博期间，一位QQ
名为“天游事务·力哥”的人
与他保持着紧密联系，“是
朋友介绍的，加了QQ后，他
给了我一个账号，我用这个
账号玩博彩，有时候也让他
帮我买。”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了
“力哥”，对方自称是在“天游
娱乐”平台负责市场事宜，可
以给记者一个代理账号，通
过该账号参与博彩；同时，记
者可以在平台代理中心中添
加自己的下级，给自己的下
级注册账号，并设置返点比
例，下级通过该账号参与博
彩，记者可从中获利，称作

“返水”。
对方介绍，一位下级参

与博彩，赢了将获得0.958
的利润，系统会自动根据
记者设置的返点比例，从
这笔利润中划一部分金额
到上一级账户；下级参与
博彩的每一笔流水，上级
都 可 以 从 中 抽 取 1% 的 提
成，因此不管下级是赌赢
了还是赌输了，上级均可
以从中挣一笔。作为代理
来说，最好的挣钱方式就
是大量发展下级。据力哥
称，他的上级是平台老板，
如果记者“玩到日量千万，
我可以把你推荐给老板，
到国外去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在操作
博彩时发现，在账户中充
值，要先将钱汇到平台指定
的银行账户上，等2分钟左
右，平台个人账户上就会出
现自己汇款的金额，可开始
参与博彩。根据王鹏提供的
汇款记录，该平台指定的收
款账户有数十个，并且不定
期更换，力哥在与记者的交
谈中说，“手机卡和收款卡
都是假的，市场上卖黑卡的
很多。”成都商报记者了解
到，“天游娱乐”博彩平台自
上而下基本分为老板、各级
代理和会员等等级，以依靠
代理制“发展下线”这种类
似于传销的方式扩大队伍。贪心：

接触网络博彩平台
越陷越深 一年输掉300多万

后悔：
欠下25万元债务
“我再也不碰这个东西了”

当事博彩平台采取类似传销模式
发展各级下线进行赌博

沉迷网络博彩输掉300多万，王鹏如今很后悔

记者暗访

民警说法
已达到开设赌场量刑标准

但取证难度较大

三台党员志愿者在基层进行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