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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乒乓球协
会会员联赛总决赛于 11 月
8 日至 12 日在贵州安顺隆
重举行。四川队的张建清
获得女子单打冠军、四川
女 子 队（五 十 岁 组）的 詹
静、张建清、许青获得团体
亚军、男子队（六十岁组）
的李共鸣、曾明刚、张朴获
得团体季军。面对这样优
异的成绩，张朴向记者表
示：“虽然四川队在全国一

直处于中下游的水平，但
本届比赛是四川业余乒乓
球队参加全国比赛以来取
得的最佳成绩。我们的比
赛成绩极大地振奋了四川
众多的乒乓球爱好者，希
望通过本次比赛能够向社
会传递出一种正能量，激
发起更多群众开展体育运
动的热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
习记者 弯山

据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科主任李和莅介绍，进
入11月份，患呼吸道疾病的
人特别多，每天都有 100 多
人前来就诊，占了总门诊量
的1/3。

今天，成都商报四川名
医邀请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科主任李和莅医生做客
微坐诊，线上一对一为你解

答疑惑，如果你有相关问题
需要咨询，请在 11 月 14 日
（周三）15：00~16：00参加我
们的微坐诊！

想知道更多服务信息
吗？赶紧关注“成都商报四川
名医”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
菜单栏目条的“今日服务”，
根据提示进入相应板块，即
可直通名医服务。 （倪佳）

最近一个多月，成都多家“小家联
行”中介公司因未按时支付房东租金，
导致房东和租客上门解约，同时租客在
与小家联行终止了租赁合同搬出房屋
之后，还需要每月向一家名为“会分期”
的分期服务平台，支付合同内的租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11月13日报道）。
11月12日，小家联行成都分公司向辖区
工商部门递交了一份情况说明，表示将
妥善处理租客的退租问题。而经记者证
实，有租客已经陆续收到了小家联行的
退款，并且与“会分期”平台解除了贷款
关系。

部分租客：
“会分期”合同已经解除

在等待了近10天之后，曾经的小家
联行租客小文（化名）终于拿到了退还
的房租和押金，共计2689元。小文说，在
10月26日就与小家联行签了《租赁合同
提前终止协议书》，协议的另一方为“小
家联行房地产经纪（北京）有限公司成
都分公司”。

记者从一个租客微信群了解到，大
部分租客和小家联行签订了这样的合
同终止协议，小家联行方面表示“押金
办理为15日之内”，早期签订终止协议
的租客，已陆续得到了退款。据了解，所
退的款项，主要包括租客押金和已支付
但未使用的一个月的租金。

在押金和租金退还之后，“会分期”
平台上的贷款合同又将如何解决？11月
12日，“会分期”客服人员在向记者回复
时称，目前已经和小家联行终止合同的
租客，可以致电“会分期”，提供自己的
信息，“会分期”在核实后，将解决租客
与会分期的分期合同。

13 日，记者通过两位租客证实，她
们在当日致电“会分期”之后，平台就将

其贷款合同解除，再次在“会分期”平台
登录之后发现，原本每月的还款明细和
未还款记录已经消失，页面上显示为

“您还没有需要还款的合同”。
“会分期”客服再次向记者表示，租

客与房屋中介公司终止租赁合同之后，
可自行联系“会分期”客服，“会分期”可
根据该租客发起退租申请的记录，将贷
款分期合同解除。

小家联行写情况说明：
承诺不跑路、不失联

在此前的采访中，小家联行成都第
十分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
开销大，成本高，这些房屋总公司准备
不租了。直到目前，记者仍未得到小家
联行方面一个正面的回应。11月12日，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目前小家联行在成
都部分门店已经关门，但仍有一部分门
店还在正常营业。

11月12日，小家联行方面向辖区工商
部门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工作人员在电话
中向记者所念的情况说明内容为：经过慎
重考虑，为确保小家联行房东和租客利益
不受损害，开展部分退房工作，尽最大努力
退还租客未使用的租金和押金，并承诺在
相关部门的指导下不跑路、不失联，稳妥处
理好各项工作，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和小
家联行广大客户公开处理进展，确保小家
联行广大业主和租客的利益不受损害。“说
明”署名为小家联行房地产经纪（北京）有
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如果当初签合同的门店已经关门，
租客可到环球中心的小家联行门店办理
退款。”工商部门工作人员称。随后，记者
通过工商部门与小家联行成都分公司李
姓负责人联系，但对方拒绝接受记者的
采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逯望一 张肇婷 实习生 陈红

据民警介绍，两个网络赌博团伙的组
织者洪某某、伍某某都是90后年轻人，没
有正式职业。在组织网络赌博前，洪某
某、伍某某只是普通参赌人员。后来两人
发现门道，于2017年10月起，两人分别建
微信群，拉人赌博。在过去的一年中，两
组织者曾因“生意”不好而解散了群；也
曾两群合一，以增加人气，没多久又分群
各自为政。

“赌博团伙是个金字塔，‘大老板（组织
者）’在塔尖，第二层是财务、第三层是财务
监工、第四层是负责拉人下水并提成的区域
经理，最底层才是章东一样的参赌人员。”杨
义全告诉记者，赌博群的财务负责在游戏软
件里开房，每个房间可以容8名赌博人员，
系统自动发牌后，1人抢庄做庄家，7人为
闲家，分发5张扑克牌，比点数大小。

“赌局规则是点大者胜点小者。”杨义
全说，赌徒彼此之间不结现金，而是以

“分”为筹码，7个闲家每注至少押20分，每

轮输赢都在1000分以上。
“输钱的将赌资以微信或支付宝等方

式，直接发给值班的财务，再由财务将钱
转给赢钱方。”民警告诉记者，今年 10 月
前，1“分”代表人民币1元；10月后，1“分”
涨成了2元，赌博金额成倍增长。“赌徒每
天输赢上万元很正常，如果运气不好，章
东那10万元，可以在几天内输光。”

民警在调查中发现，无论是洪某某的
赌博群，还是伍某某的赌博群，参赌人员
并不固定。“如果继续赌，则会继续输。”杨
义全说，组织者在赢钱者的金额中每注抽
成5%。

“每输赢1000元，组织者就要抽成50
元。因此如果没有新的赌徒加入，总的赌资
会越来越少，最终全部流入组织者和管理层
的腰包。”警方初步查明，洪某某、伍某某组
织赌博一年来，抽水金额高达400万余元。

龙韬 潘茂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罗敏

交的租金凭空“消失”
房租贷又惹祸？

有租客已收到退款
小家联行承诺不跑路、不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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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乒协会员联赛总决赛
四川队取得佳绩

呼吸道疾病多发
四川名医为你答疑

儿子沉迷网络赌博，输掉谋生汽车
母亲无奈举报挽救，牵出赌博团伙

2名组织者及10余名骨干人员被抓获

“警察同志，我儿子天天抱着手机在网上打牌，不务正业，
我想请你们帮我管管他。”今年5月份，一位焦急的母亲走进宜
宾市珙县巡场镇派出所，向值班民警求助。民警初查后发现，被
母亲举报的章东（化名）24岁，沉溺于网络赌博不能自拔，连平
时跑业务的车都输掉了，还借了3万多元也输得精光。

经过几个月摸排，珙县公安局巡场派出所在“秋风”专项行
动中破获了一起横跨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特大网络赌博案，
涉案金额高达近亿元。11月2日警方收网，2名组织者及10余
名骨干人员被抓获，赌博团伙两名组织者获利近400万元。

章东是土生土长的珙县人，父母都是下
岗工人，家里经济并不宽裕。两年多前，22岁
的章东考取驾照后，准备去开大货车。母亲考
虑再三，觉得大货车司机累，又不安全。“我说
也可以跑小车，但是手头没钱。”章东告诉记
者，母亲拿出积蓄，又借了些钱，凑了7万元，
加上章东自己的积蓄，买了辆丰田家用轿车。

年轻的章东很勤奋，每天天不亮就开始
出车，除去各类开支，日收入500元左右。虽然
辛苦，收入倒也相对稳定，母亲见儿子早出晚
归跑车，也很满意。章东的设想是，以当时的
收入跑几年，应该可以在珙县买套房子，娶妻
生子。

今年年初，章东被一个跑车的朋友拉进
了一个叫“老铁牛牛”的微信群，人生从此改
变。“我们跑车的也有自己的微信群，平时聊
得来的也聊聊天，其中就有人在网上玩‘斗牛
牛’。”章东回忆，刚被拉入群时，他并没有参
与赌博，只是旁观。但拉他的朋友反复给他

“洗脑”，说玩“斗牛牛”确实能挣钱。
到了3月份的一天，章东经不住诱惑，在

朋友的怂恿下第一次进入赌博间，参与赌博。
“当时还是有点谨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玩
的赌注比较小。”章东说，虽然玩得小，但是仅
仅一个小时左右的赌博，让自己赢了两三百
元，尝到了甜头。

“跑车一天，又累又饿才挣四五百元；赌
博一小时，就挣半天的钱。”章东觉得赌博赢
钱既轻松又快捷，慢慢地深陷其中，没心思
再跑车。“赢的时候，想多赢点；输了不服气，
总想捞回来。”珙县巡场派出所副所长杨义
全告诉记者，章东的心态变化就是典型的

“赌徒心理”。
到了5月份，章东已经完全无心跑车，干

脆把车作价 6 万元卖掉，一门心思投入赌博
中，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输两三万元。章东说，
卖车6万元还了1.5万元赌债，剩余的钱很快
就输光了，又向亲友借了3万多元试图翻本，
结果同样血本无归。直到母亲举报，警察找上
门来。“现在后悔惨了，生活安排全被打乱
了。”没车可跑的章东，只得在一家企业做点
杂事，月薪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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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巡场派出所副所长束季麟回忆，大约
在 5 月底，正在值班的他在派出所碰到一位
年近六旬的女士，这位母亲焦急地拦下束季
麟求助：“警察同志，我儿子天天抱着手机
在网上打牌，不务正业，我想请你们帮我管
管他。”

见她神情焦急，束季麟和她聊了起来。她
说自己的独生子章东，是一名跑车的司机，家
里买了部车，让儿子跑生意。但是最近，她发
现儿子整天窝在家里，早晚都抱着手机玩，沉
溺于网络游戏，没心思跑车。“这位女士说她
询问儿子，儿子也不答复，她不知道儿子在干
什么，问急了母子甚至吵了起来。”束季麟说，
更让她感到不安的是，她发现儿子平时停在
楼下的车不见了。

她的陈述，引起了束季麟的警觉：“什么
游戏会让一个24岁的年轻人如此沉迷？”在民
警的建议下，这位母亲很快将儿子章东带到

派出所。通过交谈，束季麟发现章东玩的网络
游戏是“斗牛牛”。束季麟告诉记者，作为一线
民警，他没听说过“斗牛牛”，查看章东的手
机，民警心里一紧：“这是网络赌博。”

章东涉赌很快被警方查明，并进行了治
安处罚。正因为警方的及时介入，挽救了已经
深陷网络赌博不能自拔的章东。经过民警的
教育，章东才突然明白，自己是被赌博团伙

“下套”，无论他多精明勤劳，都不可能成为赌
博的赢家，而最后只可能成为“输家”。“当时
把车卖了，还打算专门参与赌博，挣点轻松
钱，结果两个多月输了近10万元。”章东说。

“母亲以前很支持我，说要跑车，就把积
蓄拿出来，还借钱让我买车，但是我太让她寒
心了。”章东告诉记者，现在母亲仍然无法原
谅他，“我们住在一个屋里，但母亲话都不跟
我说。”章东说，好在自己收手得早，不然恐怕
越陷越深。

查看手机
民警警觉：“这是网络赌博”

后悔惨了
参赌者说：“生活全被打乱”

警方行动
捣毁网络赌博团伙

珙县警方调查发现，章东深陷网络赌
博 3 个月输光 10 万元背后，还有很深的

“水”。通过对章东在赌博过程中来往账目
的梳理，民警发现居住在珙县的章东，“不
是一个人在战斗”。“章东背后是个网络赌
博团伙，有组织者、区域经理、财务人员，章
东只是普通的参与者。”杨义全告诉记者。

警方顺藤摸瓜，发现章东所在的微信
群里，每天都在组织赌博，赌资流水巨大。
赌博团伙组织严密，参与人员众多，社会
危害巨大。巡场派出所立即向珙县公安局
领导报告，并成立了由多个警种组成的专
案组。经专案组3个月的不懈努力，通过海
量的统计分析、抽丝剥茧，认真细致核查，
摸清了该犯罪集团的架构，掌握到了成员
的具体位置。

11月2日，警方决定集中开展抓捕行
动。11月3日下午，一组民警动身前往成都

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旷某某（女，26岁，长宁
县人）、罗某某（男，25岁，珙县人）；一组民警
出发前往宜宾抓获犯罪嫌疑人伍某某（男，
28岁，珙县人）、违法行为人欧某某等4人。

11月4日早上，在珙县驻守的专案民
警动身出发在辖区抓获违法行为人杨某某
等8人、犯罪嫌疑人洪某某（男，25岁，珙县
人）、陈某某（女，23岁，珙县人）。11月4日
中午，民警又掌握了一条身在云南彝良的

“漏网之鱼”张某某，一组民警迅速行动连
夜将成员张某某（女，33岁，珙县人）带回。

经两天的行动和询问得知，洪某某和
伍某某是网络赌博的组织者，其先后代理
了一款名叫“老铁牛牛”的赌博软件，通过
建群的方式将曾经的牌友、熟悉可靠的朋
友拉进群来当赌客。令专案民警震惊的
是，通过该方式聚集起来的赌客竟多达
400余人，初步掌握涉案金额近亿元。

民警揭秘
金字塔式团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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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软件

赌博人员的手机

位于成都荣华南路的一家“小家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