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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宜 爽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意天

  赢了！随着主裁判的哨声响起，世

界杯小组赛，日本队以2：1的比分击败了

德国队。看着这个结果，来自上海长宁

的 袁 先 生 激 动 地 跳 了 起 来——— 他 押

对了！

  比赛开始前，袁先生就在社交群和球

友们讨论这场比赛，球友们一致认为，实

力强大的德国队会获得胜利，纷纷下注赌

德国队赢。看到日本队赢的赔率越来越

高，袁先生心想，万一日本队赢了呢？抱着

试试看、小赌怡情的想法，他下注50元赌

日本队赢，将预测的胜负结果和下注金额

发给群主。

  当群主把赢的钱转给他，袁先生突

然特别后悔：我应该押500元或者1000元

的，不应该赌胜负，而是应该赌比分，赌

比分赔率高多了，我当时就预测比分应

该是2：1。

  袁先生告诉《法治日报》记者，他是通

过网络贴吧加入这个社交群的。记者近日

在调查中注意到，在各网络平台中，有不

少人发布赌球相关信息，引诱球迷参与网

络赌球，也有伪装成球迷交流群的社交群

聊，在比赛开始前大搞“地下赌场”。

  所谓网络赌球，即人们拿足球、篮

球、排球等比赛结果、球员以及相关的

事实通过网络进行赌博的行为。每到一

届世界杯，总有一群人禁不住诱惑入了

赌球的坑，有人尚能及时收手，还有人

则越陷越深。

  据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教授韩德

利介绍，网络赌球作为一种新的赌博形

式，更加具有隐蔽性，但本届世界杯开

赛后，网络赌球的信息充斥网络，已经

呈现公开化的趋势，亟须加大打击力

度，净化网络环境。

球迷群里暗藏玄机

网络赌球隐蔽性强

  11月25日，记者在某网络贴吧查阅世

界杯的相关信息时，收到一条陌生信息，

一名网友发来一个“有人吗”的表情，随后

发来一个二维码，上面写着“世界杯交流

中心”。对方称这是世界杯的球迷群，可以

在里面聊球预测比分。

  记者进入该群后，群主发来3张图片，

上面是突尼斯与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的盘

口和赔率，分别有半场球、波胆（指在一场

赛事中，选定胜负比数的投注）和大小球

的赔率。

  原来这是一个赌球群。群成员“小菜

松奈”在群里说，自己昨天买的全赔，今天

准备了500元买突尼斯赢，另一位“jianm”

说，昨天输掉2000元，想看看群友今天怎

么买。

  当群成员们讨论时，群主发来一则群

公告，“群里只限交流经验，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发赔率”。随后记者就收到了群主的

好友申请，申请备注中写着“买球私聊，发

群里容易被封”，通过之后，对方向记者发

来当晚6点场的全场、上半场的独赢赔率

和波胆赔率。

  在群里，有人询问有没有App可以下

注，群主回复称自己就是代买，并表示他

的庄家在国内，价格按照网上盘口收。

  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种赌球形式即

“代为结算”模式，此外还有一种“地下钱

庄”模式。

  “代为结算”的方式比较简单，基本

与普通赌场无异，只是将棋牌变成足

球。这类赌博是平台自己坐庄，构建赌

博平台，招揽层层代理，再由代理们组

建社交群，直接在群里发布参赌信息，

再私聊交易，赌资一般由代理通过各种

渠道汇入庄家账户中，而代理则会从赌

资中抽取一部分“劳务费”。这种交易方

式主要以从中抽水、对赌、诈骗等方式

谋取利益。

  当前，“代为结算”因其低门槛、高回

报、零成本等特点，渐渐在网络赌球中成

为主流模式，球迷们只需要告诉代理买什

么、买多少，剩下的事情统统交给代理

即可。

  “地下钱庄”模式则一般出现在各博

彩网站和App中，由庄家在海外搭建同步

运行的博彩网站，再由国内代理将邀请码

和网站链接发送给用户，用户注册登录

后，将人民币按照汇率兑换成虚拟货币，

再用虚拟货币与庄家交易兑换为筹码，进

行赌球。

  待用户赌完结算时，需要将筹码提

现，庄家将筹码变回虚拟货币打到用户账

户中，再由用户在虚拟货币平台上卖出，

最终兑换为人民币。这种交易方式十分烦

琐，但因其隐蔽性强，许多“大款”赌徒会

选择以这种方式赌球。

赌球App网站繁杂

投注转账一应俱全

  来自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通过“代为

结算”模式进行赌球。在日本对德国这场

比赛前，“2：1，500元钱”，她给对方转账500

元，对方回复“收到”，一次网络赌球就完

成了。

  “世界杯开赛到现在前后赌了4000

元，目前赔了一点。我知道赌球不好，但每

次都觉得能赢钱，忍不住。”王女士说。

  参与一场网络赌球真的这么容易吗？

  在某网络贴吧“世界杯吧”中，有许

多球迷发帖讨论比赛。记者注意到，有

关赌球的内容不在少数，“准备5000元押

澳大利亚赢，有机会吗”“买阿根廷还是

墨西哥赢”？

  在评论区，有网友称自己已经买了某

一队赢，也有网友分析赢球概率。记者注

意到，有些评论是让人看不懂的数字和符

号，经过询问得知，原来，将这些数字符号

连起来，再去掉其中的汉字，就成了赌球

网站的网址。

  记者用浏览器打开网址后发现，这是

一个名为“博一博”的博彩网站，同时还有

下载“博一博”App的弹窗提示。

  该网站中，用户如需参与赌博需要先

注册账户，之后即可选择“博一博体育”

“博一博棋牌”以及“博一博彩票”。然后充

值，点击对应内容，即可下注。

  当记者浏览该网站时，手机贴吧账

号收到私信，一位名叫“降世为王”的用

户询问记者“是不是要台子”？随后发来

了社交账号，说添加好友详谈。记者添

加其为好友后，对方很直接，当即发来

一条网址链接，并告诉记者用手机自带

的浏览器打开，注册完成就能玩，自己

已经用了好几年，充值后有不懂的问客

服就好。

  按照对方提供的链接，记者打开了

名为“欧宝娱乐”的博彩网站，在注册界

面，赫然写着赞助伙伴分别是“尤文图

斯官方区域合作伙伴”和“莱斯特城官

方合作伙伴”。

  该网站的布局和“博一博”相差无几。

在公司介绍一栏，其声称自己是一家境外

公司，拥有欧洲马耳他MGA和菲律宾政

府（PAGCOR）颁发的合法执照，注册于

英属维尔京群岛，是受国际行业协会认可

的合法公司。

  在其充值和提现界面，用户需要统一

使用虚拟货币进行交易，虚拟货币种类为

“USDT”，汇率与美元一致，同时还可以

选择“TRC20”和“ERC20”两种转账协议。

用户的人民币付款渠道有多种选择方式，

均可支付。

  “降世为王”告诉记者，选择这类博彩

网站是因为稳定，虽然过程烦琐，但不会

出现“跑路”的情况。“代为结算”模式虽

然方便，但当赌客重注押爆冷球队的情

况出现时，代理可能会圈钱“跑路”，并且

他们咬死赌博违法，赌客不敢披露，只能

吃哑巴亏。

  记者在某网络贴吧中看到，经常有吧

友分享一张图片，图片上写着诸如“韦博

体 育 ，吧 友 们 都 在 用 的 A p p ，网 址

WB10.VIP，实时直播，投注秒确认，虚拟

币稳定提存秒到账”等内容。这类帖子都

是由一两级的小号发送，多为赌球网站

地址。

  还有人发文“搞个社交群私聊”。记

者在帖子下方评论后，对方立马私信要

求记者互相关注，随后发来一个社交群二

维码。在这个名为“世界杯交流”的社交群

中，群主称自己是代理，要赌球的可以私

聊他，只需要备注买球，群主就会发送实

时赔率。

  记者调查发现，深陷网络赌球者基本

“十赌十输”。有不少参与网络赌球的人在

社交平台晒出赌球截图和聊天记录，从信

心满满到血本无归，还有些人因此负债

累累。

  有人即使赢了同样血本无归。有些球

迷在一些网站或App买了球，殊不知，有

些平台是一场骗局，花了真金白银充值，

赌球也赢了，但是如果想提现，却永远不

会成功，对方会要求球迷继续充值。许多

球迷发现，到头来自己玩的只是一场“数

字游戏”。

网络赌球危害极大

多方协力整治歪风

  “目前网络赌球采取的网站、App、

社交群等形式，具有便捷、隐蔽等特点，

组织者普遍采用传销模式高效运作，且

呈现扩大化、低龄化、线上线下结合等

新特点。”上海凯远律师事务所律师杨

潜说。

  他提出，网络赌博不同于传统的线下

赌博，它依托于互联网技术，而我国数以

亿计的网民中青少年占有很大比例，这无

疑给青少年参与网络赌博提供了便利，而

且青少年本身猎奇心理比较重，自身防范

意识比较弱，很容易陷入网络赌博的

泥潭。

  杨潜指出，网络赌球较传统赌博涉及

面更广、参赌金额更大，当人陷入网络赌

球的漩涡无法脱身且资金出现重大亏空

时，可能会通过不法行为来获取资金，进

而滋生洗钱、盗窃、抢劫、诈骗、杀人等违

法犯罪。同时，网络赌球还严重影响金融

秩序、威胁国家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并

造成大量资金外流，破坏社会治安管理秩

序，危及互联网产业正常发展，影响社会

和谐稳定。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

陈丽天介绍，网络赌球触犯了治安管理处

罚法和刑法。对于这一违法行为，按照治

安管理处罚法规定，视情节分别给予五日

以下或者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同

时还可以单处或者并处罚款。如若构成犯

罪，按照具体行为的不同，以赌博罪或者

开设赌场罪定罪量刑，最高可以判十年有

期徒刑。

  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梳理发现，近年

来，有不少人抱着“玩一玩”的心态参与

赌球，从50元、100元开始，不断加大投注

力度，最终不仅输光了积蓄、赔上了车

子房子，还欠下了高额赌债。有些公职

人员为了还清赌债，不惜利用职务进行

犯罪。

  如何整治网络赌球这一歪风邪气？韩

德利建议，以正面宣传引导为主，宣传赌

博危害性；同时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严惩，

净化网络环境，对于境内外勾结的网络违

法犯罪行为要时刻提高警惕。

  杨潜认为，当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网络赌球涉及国内外，境外设置服务器与

境内发展代理相结合，按照中国法律很难

对国外架设的服务器进行管理；网络赌球

的投注时间极短，侦查取证工作难度很

大。网络赌博犯罪对我国经济安全及社会

稳定危害巨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对其

打击要常抓不懈。

  “公安机关应当主动优化侦查，加

强跨域协作，提高工作效率，推进侦查

机制构造与网络赌博犯罪案件动态发展

特点相适应，从而及时准确打击网络赌

博犯罪，有效控制该类案件的蔓延趋

势。此外，由于网络赌博不受时间以及

地域的限制，一个赌博网站或赌博社交

群，参赌人员可能来自不同的省市，因

此在打击网络赌博犯罪时应突破地域的

限制，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银行、税务

等部门，都应当加强沟通协调，探索跨

区域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而提高打击力

度和办案效率。”杨潜说。

  受访专家呼吁，群众在生活中应该远

离网络赌球，切不可抱着暴富幻想盲目投

注，更不可在非法的赌球平台上参与赌

博，否则经济上可能血本无归，法律上亦

有犯法之嫌，最终得不偿失。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谨扬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一篇题为《莫让赌球毁了年轻

干部》的文章，文中梳理了纪检监察机关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例，

发现因赌球迷失信仰、坠入贪腐深渊的党员干部并不鲜见。铲除赌球等

歪风邪气的生存土壤，加强对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依然任重道远。

  “从一些年轻干部的涉赌经历看，这些年轻干部大多社会阅历不

深，对网络赌球的危害认识不够，他们中一些人刚开始往往不是对赌博

感兴趣，而是喜欢足球喜欢‘玩’，但由于信念不坚定，一步步走向赌博

甚至腐败深渊。”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纪委书记、副院长、廉政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金程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没有紧绷廉政弦

赌球走上贪腐路

  刘勇曾是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亚丁乡纪委副书记，却因赌球而

堕落。

  2018年2月，刘勇通过网友介绍，接触网络赌博。只要有空，他就会

点开赌博网站，沉迷其中。

  世界杯期间，刘勇听说网络赌球赢面大，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

投注，赢了一点小钱后，其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借钱赌球。

  2018年11月，亚丁乡安排刘勇负责惠民资金发放事宜，“资金不足”

的刘勇认为“机会”来了，他利用职务便利，陆续挪用林补资金28万余元

用于网络赌博。随后，刘勇又多次要求其他工作人员将惠民资金存于他

处，方便个人支取。

  2018年12月31日，刘勇将73万元“草补款”转到个人账户，租车逃跑，

途中又输掉20万元。4天后，专案组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将其抓获。

  经查，刘勇挪用、贪污国家专项资金356万余元。2019年1月，刘勇

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同年4月，其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26万元。

  四川省邻水县团县委原副书记倪昭伟也同样因为赌球走向

腐败深渊。

  经查，2016年至2018年，倪昭伟在担任团县委副书记、县旅游

局副局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多次挪用关心下一代

协会基金340余万元用于网络博彩。2018年8月2日，邻水县纪委监委

给予倪昭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从赌球走向腐败是一个演化的过程。首先，赌球具有伪装性、隐蔽

性。对于一些党员干部来说，如果直接去赌场或娱乐场所，他们是比较

警惕的，而且有比较强的防卫心理，但如果是从‘兴趣爱好’开始，从看

球到赌球，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陷入了腐败深渊。其次，赌博已经违纪

违法，心理防线已经打开，加之又缺少赌资，一些党员干部很容易放松

防卫心理，也就开始了腐败之路。”刘金程说。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赌球本身不是腐

败问题，而是不良嗜好，或者说是一种违法行为，但一些年轻党员干部

的思想觉悟、法治观念还比较淡薄，导致走向腐败。世界杯时看球激

动很正常，甚至有些沉迷于其中也可理解，但想从中获利，就会为

腐败打开缺口，这是一种侥幸的心理或者一种激变的心理在起

作用，会让人失去理智。

赌博恶习不能沾

轻受处分重获刑

  从看球到赌球、从球迷变赌徒，然后走向腐败，这些都是爱好惹的

祸，爱好最终衍变成不良嗜好。还有一些干部，干脆把赌博当成了“爱好”。

  2021年8月2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金鑫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八个月。当雄县格达乡人民政府原一级科员金鑫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2013年底，金鑫通过乡镇公务员考试，被分配到当雄县格达乡工作。1991年出生的金鑫，一度

立志干出一番事业，为“90后”增光添彩。刚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金鑫工作踏实认真、积极上进，很

快把格达乡财会工作干得井井有条。

  直到2018年初，他通过朋友介绍，开始接触网络赌博，从此一切都变了。金鑫向办案人员谈及

其腐化蜕变的心路历程，经不住朋友的再三劝说和“挣大钱”的诱惑，其下载了某网络赌博软件，

并经常和朋友交流，渐渐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

  最初，金鑫心里尚存一丝理智和谨慎，只拿出1000元本金参赌，但随着1000元“秒变”10000元，他犹

疑尽去、信心大涨，准备大展拳脚、进一步扩大“投资”，可是之前所有赢的钱一下子就输光了。于是，

他开始接触网络贷款，各种软件都借了个遍，到最后网上再也借不到一分钱，便找民间借贷。

  因借款逾期，金鑫遭遇密集的催款和恐吓，便盯上了单位账户。他利用职务便利，从乡人民政

府对公账户中提取了一笔现金存入其个人银行账户，并将钱转至相关赌博网站用于赌博。

  前几次都有惊无险，后来金鑫就肆无忌惮了。随着“窟窿”越来越大，金鑫挪用公款所带来的

负面效应也外溢开来。因为单位账上拿不出钱，他不仅随意拖欠精准扶贫产业分红资金、驻村工

作队强基惠民资金等多笔惠民惠农款项，还拒不执行格达乡党委关于将相关政府补贴款项兑现

给群众的决定，直至东窗事发。

  “回想这几年，真是悔不当初。希望其他党员干部能以我为戒，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最后告诫大家一定要远离赌博。”金鑫在法庭上忏悔说。

  和金鑫一样没有禁受住金钱诱惑的还有罗红梅。2021年7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凤山

县应急管理局原会计罗红梅到县纪委监委信访室，主动反映自己被诈骗参与赌博并挪用单位公

款的情况。

  2021年2月19日，罗红梅看见有人在朋友圈发招聘兼职广告，称只需要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

轻松赚钱。在对方的指导下，罗红梅下载了一款App并注册成为会员。在客服人员的推荐下，罗红

梅在App上添加了一名“金牌导师”，并在“导师”指导下充值1000元，下注赌博。

  1000元很快就输完了，“导师”和她说，再充值3万元，可以带她回本。在“导师”继续“指导”下，

罗红梅虽然有赢有输，但一直输多赢少，3万元也很快输完了，她继续加大本金……仅一个月时

间，罗红梅赌输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和向父亲、亲朋好友借来的120余万元。

  不知道迷途知返的罗红梅，动起了单位公款的心思。经查，2021年4月至6月，罗红梅挪用公款

共19笔，共计221余万元。其中，120余万元用于赌博，90余万元用于归还借款。

  “很多年轻党员干部还是缺少信仰和力量，没有把握好不良嗜好和爱好之间的界限，党员干

部要在党纪国法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不能突破纪律的红线和制度的界限。”庄德水说。

  刘金程提出，赌博是不良嗜好，既然不良，就应该及时制止它。因为赌球有悖于党的纪律和国

家的法律，如果一些党员干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等待他的只有纪律的惩处和法律的制裁。

  “对于公职人员的网络赌球行为，不仅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规定进行处罚，还要

依照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进行处罚，因为公职人员参与

赌球不仅涉及赌博罪，还可能涉及贪污受贿、渎职、滥用职权等违法犯罪行为，其危害性更大。”河

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教授韩德利说。

树立正确理想信念

培养健康文娱爱好

  党员干部如何才能不沾染不良嗜好？对此，庄德水建议，要让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增强法治观念，培养健康的娱乐文化活动，净化生活圈，这样才能减少各类诱惑。

  “应注重廉洁文化的教育培养，其中包括家风建设、职业伦理和道德等，通过一些正向积极的

方式来引导年轻干部培育健康积极、阳光向上的兴趣爱好，避免他们与不良项目有过多沾染。”刘

金程说，兴趣爱好并没有错，但要注意渠道途径和方式方法，如果把兴趣爱好与自己手中掌握的

权力连接在一起，那就是公器私用，一旦踏破这条红线，不管什么兴趣爱好，都是腐败的开始。

  刘金程介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反复强调，要

把廉洁文化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来抓，之所以把它作

为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战略性的工作，就是希望通过该基础性工程立眼长远，真正将廉洁落到实

处，让年轻干部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

  “预防腐败关键在日常监督，因为一旦违法违纪，不仅会增加相关部门的执纪执法成本，而且

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也比较恶劣，成本和代价都很高。”刘金程说。

  在庄德水看来，在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上应加强党员干部的日常提醒和教育，让党员干

部时时感受到纪律的震慑，同时要多关心党员干部的生活工作状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让党员

干部感受到组织的良苦用心，让廉洁入脑入心，从而使兴趣爱好变成滋养人格的补给品，而不是

让爱好变为嗜好，甚至成为腐败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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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网络赌球“藏匿”社交平台
记者调查网络赌球乱象

  当下，卡塔尔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球迷们开启了足球狂欢的盛宴。与此同时，有关赌球的新闻也不时见诸报端。

之前有传言称，浙江杭州、广东湛江有人因赌球输钱后跳楼身亡，虽然警方及时进行辟谣，但也让很多人意识到了赌球的

严重危害。

  因赌球败光积蓄甚至押车卖房的事儿并不少见。近日，多地政法机关发布信息，揭露赌球的违法性及危害，呼吁大众

拒绝赌球，指出赌球中存在大量骗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还发布了一篇题为《莫让赌球毁了年轻干部》的文章，多起案

例发人深思。

  人们是如何接触到赌球的？为何“十赌十输”？赌球之风又该如何整治？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