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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境外控制赌博网络

这个赌博金字塔的!塔尖"是

香港人谭志伟和谭志满兄弟#兄

弟俩从最初的租借他人赌厅发展

到后来设立跨国赌博网络# 旗下

先后有
!"""

多员工为其工作过$

公安机关侦破此案后# 谭志伟和

谭志满等
#"

多个网络高级管理

人员受到指控$

经审查查明 #

$%%%

年以来 #

被告人谭志伟 %谭志满 %谭新初

长期跟随谭雄 &另案处理 '在与

中国毗邻的缅甸迈扎央%木瓜坝

等地开设!新东方"赌场$ 采用现

场赌博%网络电话投注和网络直

接投注等方式#吸引大量中国公

民参与赌博$

&"

个管理者在这个

宠大的赌博网络里# 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保证着赌博网络的正

常运转$

网站获利超两亿

新东方赌场在互联网上开设

了多个赌博网站进行网络赌博#

并秘密将网站服务器托管于广

州%东莞等地$ 其中一个网站#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间#注

册用户就达
*$%(

个# 参赌资金

('+()

亿余元#网站拥有者获利人

民币超过
&

亿元$

据悉# 新东方赌场除形式上

的地点在缅甸境内以外# 其余的

诸如赌客和赌场工作人员的来

源%网络线路的秘密租借%车队的

设立%赌客的接送%银行资金的接

转%网络服务器的托管与藏匿等#

使赌场得以存在% 运转的所有条

件均发生在中国境内$

公诉机关指控谭志伟% 谭志

满等
&"

名被告人违反国家规定#

非法开设赌场# 严重妨害了社会

管理秩序# 其行为应当以开设赌

场罪追究刑事责任$

多媒体现场质证

据了解#此案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最大的网络赌博案#其涉案

金额之大 %参赌人数之多 %区域

之广%技术含量之高%影响之大#

都创了全国赌博案之最$ 云南省

公安厅直属分局受理此案后高

度重视 #经过艰辛努力 #成功侦

破此案$ 昆明市检察院在提起公

诉时#严把法律关%证据关#并派

出
,

位实力较强的公诉人出庭

支持公诉$

由于被告人数众多# 案情十

分复杂# 此案光卷宗就有
)"

多

册$ 为准确%高效质证#公诉人将

利用多媒体质证的形式进行现场

证据展示$ 案件的审理将持续两

天左右$ &据!昆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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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公众满意指标

公众满意

度! 结案均衡

度! 案件平均

审理天数 !裁

判文书评分 !

法院全员人均

结案数""

!!

个 指

标#涵盖公正!

效率! 效果三

大块# 将成为

全 国
!"""

多

个法院审判质

量 的 新 $ 标

尺%&

最高人民

法院启动建立

全国统一的案

件质量评估体

系#通过
!!

个

科学量化的指

标# 给每个法

院 的 审 判 打

$质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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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犯受贿和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 安徽省卫生

厅原副厅长尚军被判处有

期徒刑
$"

年&但湖北一媒

体因刊发有关尚军 $以色

谋权%的新闻#被诉侵犯了

尚军名誉权# 合肥市蜀山

区法院
*

月下旬一审判令

该媒体书面向尚军赔礼道

歉# 同时赔偿尚精神损失

'

万元&

阅读提示一篇报道全国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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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

曾先后担任过阜阳市中

级法院院长%阜阳市副市

长 %市委副书记 %省卫生

厅副厅长的尚军因涉嫌

受贿罪#被检察机关依法

刑事拘留$ 因为尚军身份

的特殊性#其案件的审理

受到了不小的关注#不少

媒体纷纷推出有关尚军

的报道$

同年
(

月#湖北一媒

体刊出 (傍上两个 !副

省"# 为何保不住她的亨

通仕途)一文$ 该文讲述*

一个利欲熏心的女人#凭

借几分姿色#傍上了两位

副省级高官#竟然官至副

厅级#祸乱一方$ 这个发

生在阜阳的真实故事#既

匪夷所思# 又令人切齿$

最近#随着那两名高官后

台的落马#这个!狐狸精"

鬼蜮伎俩被暴露在光天

化日之下$

紧接着 #文章以 !丢

掉自尊 +傍 ,领导 #一心

一意向上爬 "- !权欲熏

心不知足 # 以色为本攀

高官 " 等加粗醒目的标

题 # 对尚军进行了全面

的报道$

文章刊出后 # 全国

乃至国外众多媒体先后

以 !女高官的桃色新闻 "

等为标题 #进行转载 %转

播$

桃色新闻引发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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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安徽省安庆

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尚

军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

万

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财产
%(

万余元#遂以受贿罪和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罪#判其有期徒刑

$"

年$但判决书中并无尚军以

色谋权的内容 # 也无尚军在

!审查期间交代自己与他人的

特殊关系"的内容$

有了这份判决# 尚军以侵

犯自己名誉权为由# 将刊发此

文的湖北该媒体起诉到了法

院# 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

万元$ 在起诉书中#尚军称#

该文采取捏造事实% 混淆是非

的手段#以所谓!以色谋权"为

主线# 对其进行恶意诽谤和人

身攻击#侮辱了她的人格#在社

会上给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

响$ 直至今日# 她时常精神恍

惚#无地自容#真想一死了之$

湖北该媒体的报道不仅给其身

心健康造成巨大的伤害# 同时

也伤害了她的家人和亲友$

罪犯名誉也受保护

法院审理后认为#(傍上两

个!副省"#为何保不住她的亨

通仕途) 一文虚构% 捏造尚军

!以色谋权"等事实#同时用!狐

狸精"%!鬼蜮"等带有侮辱性的

言语诋毁尚军名誉# 湖北该媒

体在刊发此文时# 应负责审查

核实#但其不予审查核实#便传

播% 刊发不利于尚军名誉的虚

假事实# 且被其他媒体广泛转

载%转摘#严重侵犯了尚军的名

誉权# 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

审理此案的法官告诉记

者#其实#本案审理的更深层次

意义是对犯罪分子权利的保护

问题$ 他说*!虽然尚军因犯受

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受

到了法律的追究# 但她作为公

民的名誉权仍受法律的保护$ "

&据!安徽法制报"'

'

月
$$

日#全国最大的

网络赌博案在昆明市中级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据悉#

此案涉案金额之大!参赌人

数之多 !区域之广 !技术含

量之高 !影响之大 #都创了

建国以来赌博案之最&

/0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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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获利超
!

亿元

制度出台

&""(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开展案

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
-

试行
.

)#启动建立

全国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
-

以下简称评估

体系
.

#通过
!!

个科学量化的指标#给每个法院

的审判打!质量分"$ 最新进展是#北京%上海%湖

南%四川等
//

个法院成立指导小组#展开试点-

!全国法院统计信息数据库"也正加快构建$

在追求公正的道路上#法院加快了脚步$诚

如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的要求*!树立正确政绩

观#建立科学的司法工作考评体系#强化责任意

识#建立科学的奖励和惩戒制度$ "

!从以往的+内部眼光,到如今的+内外兼

顾,#评估体系将更贴近公众感受$ "最高人民法

院承担该项工作的研究室负责人表示$

确定指标

按照最初设计#评估体系的指标只有公正%

效率两大块$

&00,

年#最高人民法院对
!&

个高

级法院%

'0

多个中级法院调研后# 就指标设计

作出重大调整...增加效果指标$

如今# 三个二级指标各有权重* 公正占

,*1

#效率占
!01

#效果占
&*1

-下设的三级指标

也由
&)

个增至
!!

个$

有关人员表示#建立科学%完善的评估体

系#将实现!五个有利于"*有利于客观%公正%科

学评价审判工作- 有利于形成科学的审判工作

管理机制#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有利于

人民法院自觉接受人大%社会的监督-有利于规

范司法行为#提高审判人员素质#增强审判人员

工作责任心#提高审判质量-有利于促进法院审

判工作良性循环$

!!

个指标今年将试点
!$

个$ 两个重要指

标...公众满意度和裁判文书评分# 目前正在

抓紧调研$ 评估体系中#公众满意度占
&+*1

-裁

判文书评分占
'+)*1

$

公众满意度指标最引人注目#也较难设计$

有关人员表示#该指标系综合指标#拟由一系列

小指标如审判结果公正度% 法官审案能力等组

成-准备采用无记名问卷调查#由当事人%律师%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与$

有关专家表示#多年来法院都是自我评价#

与公众评价形成!反差"$ 公众满意度指标的加

入# 将使指标体系更真实地反映法院的社会形

象#拉近内外评价的差距$

存在争议

采访中# 记者发现对是否设结案率% 发改

率%上诉率等指标#存在争议$

评估体系中#结案率的权重很低#还专门增

设了与之抗衡的指标...结案均衡度# 使法院

可以更有效%更均衡地审理案件$

在对百家法院的调查中#上诉率和发改案#

同样受到质疑$ 发改率的初衷#是让一审法官更

慎重%更公正地判案$没想到#身为律师的刘东华

对此直摇头...囿于发改率的!硬杠杠"#一审

有错二审难纠$ 改判意味着一审法官办错案#二

审法官就使劲调解$刘东华的观点是*!对一审法

官#我们应当有宽容度#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 "

调解率的设置# 在最高法院审委会讨论决

定时#也存在争议...会否导致!久调不决"/

有关人员表示#一个指标#很难影响综合评

估的结果$ 只有依法均衡% 科学地提高审判质

量#才能拿高分$

联网运作

采访中#大家最担心!水分数字"或!不实

数字"$为保障数据的准确性#最高法院计划采

取多种方式提取指标$ 目前#法院正在加快以

案件信息为核心的统计改革$所有案件信息均

将进入 !全国法院统计信息数据库"# 联网运

作
2

以实现对每年近千万案件的全程动态跟

踪#提高案件审判质量$

为了保障评估真实%准确#最高法院将及

时举办培训班#对中级以上法院进行!一竿子

插到底"的统计培训$

目前# 评估体系的软件程序即将制作完

毕#交由试点法院运行$ &据!人民日报"'

资料配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