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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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球团伙多利用境外赌博
网站，通过代理商在境内组织赌球，组织
架构严密，盈利模式各有门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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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地打掉赌球团伙多地打掉赌球团伙
有人因赌球离婚有人因赌球离婚、、变卖房产变卖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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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阿根廷对克罗地亚单场比赛就
输掉两万余元。

赌客投赌客投10001000元代理提成元代理提成300300元元
有团伙有团伙77天牟利数百万元天牟利数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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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潜
伏”的群里，有的代理商一天加数百个微
信好友介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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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球行为更加隐蔽赌球行为更加隐蔽
需多方合作加强监管需多方合作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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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记者
王成 鲁畅 方列

(新华社福州7月12日电) 新华社华盛顿7月11日电（记者 高攀）美国国
会参议院11日通过一项非约束性的动议，呼吁限制
美国总统基于国家安全征收关税的权力。

参议院当天以 88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
果通过这项动议，指示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在协商
2019财年与能源和水利发展相关的拨款法案最终
文本时加入一项条款，允许国会在美国政府基于

《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条款征收关税时发挥
作用。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科克当天在声明
中说，上述动议表明参议院广泛支持国会在涉及国
家安全的关税决策中发挥合适作用。他相信，随着
美国经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开始感受到不连贯贸
易政策的破坏性影响，会有更多人支持他此前提出
的限制总统征收关税权力的立法。

科克和多名参议员曾于 6月初提出一项议案，
要求美国总统根据“232条款”限制进口时，必须先
向国会提交相关限制进口方案，然后由国会在60天
内讨论和投票表决。科克表示，他将继续推动美国
国会就这项立法举行约束性的投票。

分析人士指出，上述非约束性动议的象征意义
更大，表明多数参议员支持国会在征收和管理关税
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但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决策并
无实质性限制。

此前特朗普政府曾根据“232条款”、以国家安
全为由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并对进口汽车及
零配件启动“232调查”，遭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
会的广泛反对。美国270多家全国性和地方性商业
组织近期也发表联名信，支持国会通过立法限制总
统基于国家安全征收关税的权力。

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 11日电（记者 周珺 帅
蓉）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11日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北约29国领导人在当天的北约峰会上就成员
国责任分担、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加强北约威慑和防
御达成一致。

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领导人认为成员国之间
没有公平分担责任，各国同意在国防预算、军事实力
建设和对北约行动贡献三方面作努力。

他表示，今年，将有8个北约国家达到军费开支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大部分成员国计
划在2024年前军费达标。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上提议将北约成员
国军费的GDP占比提升至4%，斯托尔滕贝格说，2%
指标是北约成员国已达成的承诺，各国需要从这个
目标做起。

斯托尔滕贝格说，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不稳定对
北约安全产生影响。应伊拉克政府要求，北约将在
伊拉克开展新训练任务，这项非战斗性质的行动由
加拿大牵头。北约还决定在反恐方面增加对约旦和
突尼斯的支持。

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成员国领导人批准一项
名为“四个30”的战备倡议，即在2020年前确保北约
拥有能在30天或更短时间内部署30个机械化营、30
个空军中队和 30艘作战舰艇的能力。各国领导人
还决定更新北约的指挥架构，同意增加1200名军事
指挥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在美国和德国增设司令部。

此外，北约将组建一个应对混合战争威胁的支
持团队，北约专家将在网络防御、舆论战和能源安全
等领域向成员国提供支持。北约领导人还同意建立
网络运营中心，作为加强军事指挥架构的一部分，并
增强成员国的网络防御能力。

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领导人同意，在马其顿和
希腊就更改国名问题完成所有程序后，将邀请前者
开始加入北约的谈判。

北约峰会于 7 月 11 日至 12 日在布鲁塞尔举
行。

新华社武汉7月12日电（记者 徐海
波 伍欣）位于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回龙
镇白羊山下的林家大湾村，群山环抱，风
景秀丽。革命烈士林育南的故居就坐落
于此。

林家大湾村党支部书记徐少华介
绍，作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林育
南故居每年都有近 10万人慕名前来参
观。林家大湾村也因此被评定为湖北省
旅游名村。

林育南曾孙女林敏在林育南故居担
任讲解员十余年，她说，讲述先辈事迹是
对他们最好的纪念，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发扬传承革命精神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本色的具体行动体现，只有这样才能让
烈士的鲜血不白流。

林育南，1898年 12月出生于湖北黄
冈，早年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1917
年10月参加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1919
年参加五四运动，被选为武汉学生联合会
负责人。1920年9月考入北京医学专科学
校。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 5月起，林育南任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共武汉执

行委员会委员、武汉工团联合会秘书主
任。他先后参与领导、组织了 1922年 9
月的粤汉铁路工人罢工、1923年 2月京
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五卅运动上
海工人大罢工、1927年汉口工人收回英
租界等重大斗争。

1923年6月，林育南赴广州出席中共
三大，8月到南京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二大，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团中央秘书、
组织部长，并兼任《中国青年》主编。1925
年 1月起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
员，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和组织工
作。1925年7月起任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
处秘书长。1926年9月起任中共湖北区委
宣传部部长。1927年1月，他参与主持召
开湖北省总工会一大，任大会秘书长，被选
为湖北省总工会宣传主任。1927年4月至
5月，他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被选
为候补中央委员，1927年6月任全国总工

会执委会委员兼秘书长、宣传部部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育南在湖

北转入地下斗争，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
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代书
记。1927年底赴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
书记。1929年 11月在上海参与筹备第
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他继续被选为全国
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任编辑委员会负责
人、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1930年起林
育南任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央准
备委员会秘书长。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同何孟雄、
李求实等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
捕。在狱中，林育南经受住了敌人的严
刑拷打，宁死不屈，对党忠诚，同敌人进
行坚决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
场和崇高品格。1931年2月7日，林育南
与何孟雄等 24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在
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时年33岁。

据新华社上海7月12日电（记者 贾远
琨）记者从中国商飞公司获悉，12日14时
57分，C919大型客机 102架机从上海浦东
机场起飞，历经1小时46分的飞行，平稳降
落在山东东营胜利机场，顺利完成首次空
中远距离转场飞行。

这意味着C919大型客机项目进入密
集研发试飞新阶段，正式开启多地同步试
飞模式，未来将接受各种复杂气象条件的
严酷考验和系列高风险试飞科目的挑战。

此次转场东营试飞基地的102架机主
要承担动力装置、电源系统、环控系统等地
面试验验证和试飞科目。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叶昊
鸣）记者 12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财
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向福建、浙江、江
西3省紧急下拨中央财政自然灾害生活
补助资金1.8亿元，主要用于“玛莉亚”台

风和暴雨洪涝灾害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
置、过渡期生活救助、倒损民房恢复重建
等群众生活保障需要，支持灾区政府做
好抗灾救灾各项工作。

据了解，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此

前针对江西省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和福
建、浙江两省台风“玛莉亚”灾害，已先后
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工
作组赶往灾区，查看灾情，全力指导和协
助地方开展应急救灾各项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胡喆 张侨）纳
税人借助手机“拍一拍”“扫一扫”就可以把相关证
明、证件传递到税务局来完成申报缴税；“新办纳税
人登记”10分钟一次性自助办结17项业务，告别“两
头跑”……记者12日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旗下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新版电子税务
局系统已正式发布，系统全面支持国地税业务，实现
全税种一网申报。

航天信息总经理於亮介绍，新版航天信息电子
税务局系统涵盖了8大类涉税业务、9项延伸涉税服
务、135个服务事项、772项细分涉税事项，基本覆盖
了实体办税服务厅所有业务。纳税人可以在电子税
务局办理税务登记、申报缴税、发票申领、发票代开
等所有涉税业务，纳税申报系统实现了十表合一，减
少了企业90%以上的申报表填写工作量。

据了解，作为国家金税工程重点项目的主要承
担者，航天信息近年来还协助各级税务机关在全国
建设了近百个不同规模的自助办税厅，投放自助终
端过万台。以税务代理为例，过去要办完登记信息
确认、税种登记、财务制度备案、一般纳税人资格登
记等新办纳税人事项，不仅要走多个流程、填很多次
表，还要银行、税务局来回跑，至少需要一天时间。
现在，通过“新办纳税人登记终端”为其提供的量身
定制“零门槛”服务，一次性自助办结 17项业务，10
分钟就搞定。

网上自助办税、身份证异地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注册……航天信息董事长时旸告诉记者，经过多年
来航天技术发展和航天系统工程能力的积累，航天
信息正不断为通过技术进步为优化社会管理赋能，
很多自助设备提供以后，使政府的服务由过去的工
作日 8小时延伸到 7×24小时，实实在在为“让信息
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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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杯赌球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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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军轰—6K轰炸机进行飞行训练，备战国际军事比赛（7月12日摄）。
记者12日从中国空军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8”媒体吹风会上获悉，空军将派出轰—6Ｋ轰炸机、歼－10Ａ歼击

机、歼轰－7Ａ歼击轰炸机和伊尔－76、运－9运输机等五型战机和一支空降兵分队，赴俄罗斯参加即将开幕的“国际军
事比赛—2018”。其中，轰—6Ｋ轰炸机和运－9运输机均是首次出国参赛。 新华社 发（杨盼 摄）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王希）国
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12日表示，中
央企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在做认真研判、
积极应对，一方面做好风险防范，另一方面还
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合作。“总的来说，不管风
吹雨打，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根本。”

他是在 12日的国新办记者会上回答
相关提问时作上述表示的。

彭华岗说，美方行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
主义。当今世界，各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产
业链、价值链，彼此之间相互依存、兴衰相
伴。如果固守“零和博弈”的过时思维，任性
挑起贸易战，不仅损害当事双方的利益，也伤
及全球产业链上的各方利益，不会有赢家。

他表示，从企业的角度说，我们希望有
明确的、确定的贸易规则，而不应该由任何
单方随意调整；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公平的
贸易环境，而不是一个阻碍世界经济复苏、
增加更多不确定性的贸易环境；希望有稳
定的、积极的市场预期，而不是损人不利
己、没有任何赢家的任性妄为。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下拨1.8亿元支援闽浙赣应对台风和洪涝灾害

新版电子税务局系统发布
可实现全税种一网申报

北约峰会聚焦责任分担、
反恐和军事建设议题

美参议院通过动议呼吁
限制总统征收关税权力

国务院国资委：

央企将认真研判、积极
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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