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持严打态势
2019年 12月 27日， 某国企会

计白某（化名）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公安局阿尔善分局投案自首称，从
2019年 11月 16日至 12月 24日期
间，其利用职务之便，曾先后多次将
单位账户上的 1524 万余元公款用
于网络赌博，并全部输光。

经初查发现， 白某参与赌博的
“满堂彩” 网站 IP地址位于境外，分
析定性该案为典型的跨境网络开设
赌场赌博案， 背后是一个组织严密
的网络犯罪团伙。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相关办案人
员介绍，经过调取、梳理赌博网站资
金流水发现， 该网站相关财务账户
有周期、 有规律地给彭某某等人的
银行卡转账， 金额从几千元到几万
元不等。 彭某某等人并非赌客，且从
未向赌博网站充入赌资。

这种周期性、 规律性的转账行
为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重视。 通过深
入摸排调查， 办案人员发现彭某某
为厦门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人。
该公司从 2018 年初至今， 一直为
“满堂彩”等赌博网站提供境外服务
器租赁服务， 并负责赌博网站服务
器前期安全漏洞查补及后期使用中
的日常维护。“明知他人实施赌博犯

罪活动，而为其提供计算机网络、通
信等直接帮助的， 以赌博罪的共犯
论处。 ”办案民警说。

经过缜密部署， 办案人员将该
公司 4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经
审讯， 办案人员得知该犯罪团伙通
过深圳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某网络有限公司租用了 180 台境外
服务器，为赌博网站提供技术服务。
办案人员顺藤摸瓜， 一举打掉这两
家公司，迫使境外 30 余家赌博网站
无法运营、赌客无法登录。截至目前，
该案 37 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其
中抓获境外回国犯罪嫌疑人 17 名，
扣押涉案财物 2730 余万元人民币，
冻结涉案资金上亿元。

“一年多来，全国公安机关整合
各警种力量， 依法从严从快对跨境
赌博犯罪集中攻坚， 取得了明显成
效。 接下来，全国公安机关将继续保
持严打高压态势， 会同有关部门加
强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决遏制跨
境赌博犯罪乱象。 ”公安部有关负责
人说，“广大群众要认清跨境赌博骗
人本质和严重危害， 自觉抵制赴境
外或在网上参赌， 积极举报跨境赌
博涉案线索信息， 不断提高防范意
识和能力。 ” （据新华社）12 2

为不断提升对跨境赌博问题的治理能力，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严厉打击、有效管控、打防并举、综合施策，成功打掉境外多个特大赌博集团在我
国境内的招赌吸赌网络、非法资金通道和网络技术平台，截至去年底共破获各类跨境赌博案件 3500 余起。

近年来，跨境赌博犯罪活动危害日益突出，给人民群众造成巨额经济损失。 2020 年，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严厉打击、有效管控、打防并举、综合施
策，接连破获一批重大跨境赌博案件，成功打掉境外多个特大赌博集团在我国境内的招赌吸赌网络、非法资金通道和网络技术平台，有效遏制了
跨境赌博违法犯罪高发势头。

全国公安机关严查招赌吸赌网络、非法资金通道和网络技术平台

重拳出击 遏制跨境赌博乱象

诱导在线赌博
去年 2 月，深圳市光明区警方破

获了一起入室抢劫案。犯罪嫌疑人李
某被捕后，曝出案件背后一起重大跨
境赌博犯罪活动。

李某向警方交代，2019 年，他无
意间下载了一款线上网络游戏，由此
便身陷一场赌博骗局。 警方侦查发
现，这是一款由境外赌博网站“武神
娱乐”设计的直播游戏，玩家稍不小
心便会被美女主播诱导，点击进入赌
博程序， 并通过内置的不同游戏环
节，盲目冲动地购买游戏币，进行在
线赌博。

办理该案的民警介绍：“这不是
一款单纯的网络游戏，属于典型的骗
局，后台工作人员通过控制赌博输赢
的大小和赔率， 对赌客进行操控，使
他们血本无归。”“我确定赢的钱可以
提现后，就不断进行下注，有时一次
压好几万元， 而赌完一局只用 30
秒。”就这样，李某在短短不到半年的
时间里，一共输掉了 40 余万元。

因无力偿还高额债务， 李某于

是萌生了犯罪的想法。 据办案民警
介绍，网络赌博危害性极大，不仅
是对参赌本人带来危害，还会诱发
其他犯罪。

深圳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这起跨境网络赌博违法犯罪活动
中，不法分子利用近年比较流行的游
戏直播形式，通过美女主播进行违法
赌博游戏的推广，大大增强了网络赌
博的隐蔽性及监管难度。

为消除该案带来的危害和隐患，
深圳警方按照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
集中打击工作部署， 分别在福建、云
南、江苏、上海、安徽、浙江、湖南、黑
龙江、四川、广东等十余省份出动近
百名警力展开收网行动。 截至目
前，共抓获以“夏某”为首的犯罪集
团涉案人员 30 余人，冻结账户上万
个、冻结资金上亿元，缴获赃款 200
余万元。 通过对该赌博团伙的财
务、技术、推广及关联公司等进行深
度挖掘，实现全链条打击，彻底摧毁
该犯罪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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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通道”隐蔽
“一家开发‘××赚’手机应用程序

的公司，通过发展‘码商’上传个人支
付二维码、银行卡信息等，为赌博网
站提供非法支付结算服务，从中抽取
服务费……”

2020 年 2 月， 湖南常德津市公
安局接到群众举报后，随即成立专案
组开展侦查。很快，一个“第四方支付
平台”逐渐浮出水面，该平台为网络
赌博、色情网站、网络私彩等违法犯
罪活动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

据介绍，“第四方支付平台”是指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未取得人民银
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情况下，
利用银行、第三方支付等合法支付机
构，搭建非法资金通道，为网络违法
犯罪活动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的
网络支付平台。

该类平台通常打着为用户提供
在线支付综合解决方案的幌子，为一

些黑灰产业提供“黑金通道”，非法进
行资金流转， 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秩
序，危害支付安全。

“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反侦查
意识强，采取各种手段规避监管。 ”办
案人员介绍，涉案人员第三方支付账
号及银行账户往往夹杂着大量正常
交易，难以甄别，警方不易掌握其非
法交易的真实情况。 此外，由于运营
主体公司、服务器以及主要操控者都
在境外，侦查和抓捕工作更加困难。

该案专案组调动各警种合成作
战， 最终成功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
35 名，扣押、冻结涉案资金 5000 余
万元， 扣押手机 300 余台、 银行卡
200 余张，打掉非法“第四方支付平
台”窝点 8 个，有力地铲除了网络赌
博、色情网站、网络私彩等违法犯罪
活动的生存土壤， 维护了社会金融
秩序。

本公司（唐艾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在 2021 年 1 月 11 日于微
信公众号“郑州唐河商会” 发布的
《李时珍中药材交易中心郑州运营
中心隆重开业》文章中，涉及李时珍
中药材交易中心的内容有误。 鉴于
该消息对李时珍中药材交易中心造
成的不良影响，本公司（唐艾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 特向李时珍中药
材交易中心致歉。 特此声明！

唐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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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境外，侦查和抓捕工作更加困难。

该案专案组调动各警种合成作
战， 最终成功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
35 名，扣押、冻结涉案资金 5000 余
万元， 扣押手机 300 余台、 银行卡
200 余张，打掉非法“第四方支付平
台”窝点 8 个，有力地铲除了网络赌
博、色情网站、网络私彩等违法犯罪
活动的生存土壤， 维护了社会金融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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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蚂蚁搬家保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