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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断

汤阴警方历时半年，通
过精心研判，缜密侦查，成功打
掉一个利用境外赌博网站，在国内
发展会员、下线参与网络赌博活动的犯
罪团伙。该团伙成员 10 人，参赌人员 100
余人，涉案金额达 2000 余万元。目前，已抓获
的 8 名犯罪嫌疑人中，王某、曹某、王某某
等 6 人分别被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判处
有期徒刑，李某等 2 人已进入审判
阶段。汤阴警方正在对漏网之
鱼李某某、
闻某进行抓捕。

专案组民警没有气馁，在理清 10 名团伙成员
及其发展的 100 余名参赌人员名单的基础上，一
场庞大的取证调查工作全面展开。
民警采取主动上门和电话联系的方式，与所
有参赌人员一一见面，制作笔录，形成了支撑案
件的有力证言证词。与此同时，专案组通过对该
团伙成员赌博场所、资金往来以及活动轨迹进行
监控追踪，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犯罪事实，
明确了犯罪嫌疑人的确切身份。
经查，该赌博团伙自 2015 年以来，依托境外
赌博网站从事非法赌博活动，随着参赌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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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线索
牵出大案

网络赌博黑手

时间追溯到 2018 年 9 月 22 日，汤
阴警方接到一起上级交办的案件。群
众举报称，以该县郝某、李某、刘某等为首，
操纵、经营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团伙为所欲为，不可一世，希望公安机关铲
除毒瘤，严打违法犯罪分子。上级要求汤
阴县公安机关以事实为依据，综合运用侦
查措施，尽快办结。
接到线索后，汤阴警方当即成立了以
县政府党组成员，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乔江为组长的专案组，对涉案犯罪嫌疑人
展开秘密调查。警方发现，该赌博场所实
际是一个由国内人员与境外赌场合作，通
过网络连接境外赌博现场，在线投注的违
法赌博网站。经进一步调查，专案组了解
到，这家名为“新龙腾国际”的赌博网站总
部在缅甸，该县的赌博网站由本县的李某、
郝某等 10 人操纵。他们通过熟人发展下
线，以滚雪球的方式逐步发展壮大，参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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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回侦查 柳暗花明
逐步增多，
“ 生意”越来越红火。他们通过网络
与境外服务器连接后，可以直接看到赌博现场
画面，参赌人员进入到庄家开设的名为龙虎、百
家乐的赌局后，可以在若干个房间和赌台之间
进行选择投注，下注金额在 10 元至 50000 元不
等。
在查清了该赌博团伙的犯罪事实后，2018
年 10 月 17 日，专案组兵分三路，在汤阴县文化
宫、汤屯路及韩庄镇将李某、郝某、王某三人抓
获，随后其他 5 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到案。至此，
这起利用境外网络赌博的大案告破。

赌博成瘾 害人害己

十赌九输，不赌为赢。案件破获后
民警并没有成功后的喜悦，更多的是对
这起案件的思考。
2014 年，李某通过他人介绍
开始接触网络赌博，他发现网
络赌博利润巨大。同年 9
月，李某与朋友郝某、王
某与境外赌场取得联
系，并亲自前往考
察，获得该赌博
员 达
网站代理权
100 余人，
后，
他们在
分 散 在 安
汤阴范
阳、汤阴两地。
参赌人员在李某、
郝某家中进行网上
赌博，或利用分配的账
号，
在自己家进行投注。
这起网络赌博大案迅速
引起了汤阴警方的高度重视，汤
阴警方抽调精兵强将，力争在最短
的时间内侦破此案，打击违法犯罪分
子的嚣张气焰。

围内开设赌局，
进行网络赌博活动，
李某等人
以千分之九的比例获得境外赌博网站返点。
2015 年以来，该团伙涉案交易资金高达 2000
余万元，
初步统计，
非法获利 300 余万元。
在李某等人
“发财”
的同时，
他们的熟人、
朋友和发展的下线中，不少人倾家荡产。小
强与该团伙的王某系同村人，两人关系较
好。2015 年，小强经王某介绍开始参与网络
赌博，一发不可收拾，先后把两座房子卖掉，
还把租来的 3 辆汽车作为抵押，最终，不仅
300 万元赌资打了水漂，
租来的 3 辆汽车也无
法如期归还，
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网络赌博之所以吸引人，不仅仅在于金
钱利益，
“兴趣”在其中也占了很大比重。办
案民警介绍，这起境外赌博案件中的团伙成
员本身就嗜赌成性，他们发展的 100 余名参
赌人员中，大多数有赌博的恶习，这种不良
习惯被犯罪分子加以引诱利用后，其结果
便可想而知。

按图索骥 一波三折

涉案人员众多、赌博场所相对隐蔽、赌
资交易频繁，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
战。专案组经过研判，决定从“确定身份、
信息追踪、资金查证”三个方面入手，对案
件展开全面侦查。
随着侦查的不断深入，案件的脉络逐
渐清晰，李某等 10 名团伙成员逐一浮出水
面。他们用于赌博的银行账号存在大量资
金交易记录。通过对交易记录的进一步分
析，警方锁定了 9 个云南户籍注册的银行账
户，这 9 个账户分别在江苏、天津两地注册，
极有可能为李某等人的上线。警方决定，
利用银行账户一查到底，
挖出所有上线。

偃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拟吊销企业听证公告
偃师市华旗实业有限公司等 384 户企业：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偃师市华旗实业有限公司等 384 户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无正当理由长期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长
期停业的行为一案，已经本局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
理由、
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调查，
偃师市华旗实业有限公司等384户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
六个月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两年），且未办理注销手续，依据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67条、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36条、
《企业
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30条、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36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 71 条之规定，
本局拟对上述 384 户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
二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
暂行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上述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权进
行陈述、
申辩，
并可要求举行听证。
你（单位）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未行使
陈述、申辩权，未要求举行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联系电
话：
0379-67717186
详细企业名单请登录偃师市人民政府官网，市场监督管
理 局 政 务 公 开 栏 目 查 看（网 址 ：http://www.yanshi.gov.cn/
News_2.php?id=26746&name：
）。
2019 年 10 月 10 日

为查证事实，专案组兵
分两路，
南下江苏、
北上天津，
进行追踪调查。在当地警方的
配合下，专案组对涉案 9 个账户
的交易信息全部核查完毕，
迅速固
定了证据。然而，
当民警深入云南
山区，
找到注册银行账户的
“嫌疑人”
时，
却被告知，
他们从未走出过山区半
步，
更别说有什么银行账户了。
经查，9 个账户均为犯罪嫌疑人利
用虚假信息注册，警方顺藤摸瓜，扩大战
果的期待落了空，连日来长途奔波、加班
加点所作的努力瞬间化为泡影。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与
河南汇尚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债 权 转 让 联 合 公 告 、通 知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现请如下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
行与 河南汇尚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达成的 自即日起，依照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向
债权转让协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汇尚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及担
郑州分行将对如下清单中所列借款合同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河南汇尚 保责任。
受 让 人：河南汇尚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
联系电话：
0371-63201997
现特此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程全红

借据号
13016201600123901

保证人名称

原贷款行

董曦雯、王青霞、牛鲁珉、程导、陈玲、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刘红军、郑州奇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特此公告、
通知。
原贷款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2019 年 9 月 20 日

受让人：
河南汇尚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20 日

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

通

知

刘洋、杨海涛等以下 67 人，因无理由长期旷工，
根据《劳动合同法》及《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员工奖惩暂行规定》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第七款规
定，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耿村煤矿决定与刘
洋、杨海涛等以下 67 人解除劳动合同，通过登报公
示向你们送达。请上述 67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到耿村煤矿办理离职手续，逾期视为自动解
除劳动关系。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耿村煤矿
2019 年 10 月 10 日
附：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耿村煤矿拟解
除劳动合同人员名单：
（第三批）
刘洋、杨海涛、裴跃跃、董毅、董自良、王魁、梅甜甜、
王小芮、年华勇、李丹、张建鹏、滕帅兵、于庆、杜辉、
张要祖、
王毅、
徐敏、
董淑芳、
关雪奎、
程晓龙、王银强、
董春、李隆基、王鹏、冯少江、肖勇、王国利、高龙、
王健、宋冲、董新伟、陈祥龙、白志程、李建峰、杨方、
贾伟敏、宁洁、闫苗苗、买建光、赵斐、朱少营、吴巍、
申赵云、赵亮、李小四、张得光、王萌萌、马琳、王斌、
石景洋、周春雷、王丹、杨红强、李林坡、毛钟超、
张勇、孙亚平、马艳峰、董群朋、吕伟峰、常恒乐、
孙方方、吉鹏涛、安超军、齐群伟、张智渊、王铁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