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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世界杯，感觉身边不
少朋友参与赌球了，时不时总能听
到投注亏了多少。”采访中，有市
民告诉记者，这一届世界杯的赌
球之风比上一届严重多了，连许
多平时压根不关注足球的人也来
凑热闹。同时，最近一段时间，
关于世界杯赌球的垃圾短信也瞬
间多了起来，很多网络聊天群也成
为赌球的聚集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
是多方面的。首先，很多人对于
赌球这一行为没有清晰的认识，
误以为这只是正常的竞猜娱乐活
动。所以，很多平时并不好赌的

人，时逢世界杯也会买几把感受
一下气氛。加之原来的线上世界
杯购彩平台被叫停，部分赌球活
动转移至社交平台。

其次，与高度发达的社交及移
动支付平台有一定关系。2014 年
世界杯时，将微信运用于赌博的
情况相对较少，因为微信红包在
那一年才出世。“不法分子也在与
时俱进，最近几年利用微信红包
进行赌博的花样在日益增多。可
以说，发达的社交以及移动支付
平台，从某一方面为网络赌球提供
了便利。”海曙一位民警说。

（王晓峰）

社交平台也成“主战场”
2018 年 世 界 杯 与 往 届 相 比 ，

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是赌球之风盛极
一时。这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盛
宴，同样点燃了数以万计的赌徒的
激情，网络平台、微信、QQ 群上涌
现出了无数“竞猜”、讨论赛事、推荐
赔率的群。我周围有相当多的人参
与了，连平时从不染指“赌”字的
一位朋友，也投注了一些。尽管这
些人大多抱玩玩的心态或“小赌怡
情”的想法，但终究踩在了法律红
线上，只是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至于今年世界杯赛赌球伤身的
事也有不少。上网看新闻，推荐条目
里就有一些是赌球闹出的悲剧。有人

把北京五环一套房子赌掉了，有人走
上了阳台，还有一名青年疑因赌球欠
债跳楼身亡……这些人，最初也是球
迷，“小玩玩”后最终变成了赌徒。

十赌九输，这是一个铁律。你
赌一次有可能小赢，但你赌很多次
大概率就是输。今天本报报道的参
与者亏钱、网络赌球黑幕和民警的
提醒，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
以，你赌球输钱，完全是自己的脑
子问题，和他人无关。

小赌也许可以怡情，但凡事要
适可而止，球迷切勿沉溺于非法赌
球。不要让本属于球迷的狂欢，变
成自己赌球的悲剧！ （李国民）

别从球迷变成赌徒

世界杯是广大球迷的狂欢盛
宴，也是一些不法分子借机聚赌敛
财的时机。日前，余姚市公安局凤
山派出所就接连破获了两起网络赌
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和黄
某。这两人利用境外赌博网站进行
赌球。目前，张某、黄某因涉嫌开
设赌场罪被刑拘。

据悉，今年 32 岁的张某家境
优渥，是一个“富二代”，同时也
是一名球迷。每次遇到大型足球赛
事，他都会和朋友熬夜看球。看球
还不够，张某还喜欢赌球小玩几
把。今年 6 月上旬，世界杯开赛，
张某恰好认识了一个叫“阿才”的
搞网络赌球的澳门人。经“阿才”
牵线，张某不仅自己玩起了网络
赌球，而且还拿到了境外赌博网
站“皇冠网”的账号，该账号能
够新建账号给下级代理人或赌客
使用。就这样，张某的不少朋友
也加入了网络赌球。每次球赛开
始前，赌客先报出各自的竞猜比
分，并在网站里下注。赌注从几
百元到几万元不等。之后，这些
赌资统一通过张某的代理账号进
行“开盘”。每吸引一个赌客投
注，张某可以从中获得下注金额的

1.2%作为返利。球赛结束后，所有
参赌者根据比分结果和赔率，通过
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方式进
行结算。

一个月时间，张某吸引 10 余
人参与网络赌球，吸纳赌资 17 万
余元，从中获利 4000 余元。与此
同时，因境外网站信号不稳定，张
某有时会找朋友黄某在他的境外网
站代理账号内投注。

7 月 3 日晚上，根据得到的线
索，凤山派出所民警先后将张某与
黄某抓获归案。“网络赌球这东
西，可想而知，十赌九输。我们审
讯 了 参 与 网 络 赌 球 的 10 余 名 赌
客，他们中很少有赢钱的。其中一
名赌客投注了 10 万余元，最后输
了2万余元。”民警说。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可谓网
络赌球犯罪的高发期。7 月 5 日，
北京警方就一举打掉了一个特大网
络赌球犯罪团伙，抓获违法犯罪嫌
疑人 46 名；杭州警方近日抓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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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余元。

或许你不觉得这是赌博；或许你以为是“小赌怡情”，寻求一点刺激。
今年世界杯足球赛，网络赌球之风盛行——

“小玩玩”，其实你已踩在法律红线上

世界杯网络赌球之风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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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足球赛已经落幕，其间球迷们是看得

如痴如醉，而“吃瓜”群众或为刺激，或为求利，也趁

机掺和了一脚——网络赌球。正因关注度极高，这一届

世界杯赌球之风盛行。

对于网络赌球，很多人以为玩玩而已，也有的觉得

“小赌怡情”，属于娱乐性质，没什么大不了的，殊不知

这是犯法的。一旦参赌，你的钱包就被别人盯上了，落

入庄家的圈套，轻则损失钱财，重则被套住人生，再现

了“大赌伤身”这么一说。

针对世界杯期间赌球活动多发
情况，各级公安机关发起了打击行
动。公安部近日对外通报：世界杯
开赛以来，全国各地侦破赌球刑事
案件 300 余起、打掉赌球团伙 100
多个，涉案金额逾10亿元。

尽管成绩斐然，但不得不说的
是，现在的犯罪团伙很狡猾。境外
赌博公司对“代理”的控制十分严
格，他们几乎每天更换网站、变换网
址。在对“代理”人员的控制上，赌博
公司也表现得很“谨慎”，如果代
理人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网页进
行活动，网页就会自动显示异常，
原先的用户名和密码都会失效。

而国内的微信群赌球，“群
规”也很严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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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聊天中涉及下注金
额等“敏感信息”时会特别谨慎，
要么使用暗语，要么直接打电话投
注，资金往来通过第三方支付平
台，尽可能不留下证据。

“打击网络赌球，需要各行各业
的支持，单靠一家效果有限。”一位
民警说，首先要让市民了解“娱乐”
与“赌博”的区别，从根源上减少网
络赌球的客源。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如“参赌人员”彼此相熟，且赌博金
额不大，应当认定为娱乐行为。带

有少量彩头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
乐活动，不以赌博行为查处。而一
般的赌博行为，也是以治安管理处
罚为主。但若明知他人实施赌博犯
罪活动，而为其提供资金、计算机
网络、通信、费用结算等直接帮助
的，以赌博罪的共犯论处。简单来
说，体育竞猜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
的，或者是以少量金钱猜输赢的一
种娱乐模式；而赌博是以非法营利
为目的，赌博罪的构成要件中对金
额、方式、人数都有要求。也就是
说，你投注金额“猜输赢”，性质
上已经踩在了法律红线上。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还规
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
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
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
以下罚款。需注意，如果赌球达到
了一定的数额，并且达到一定规模
的话，可能会涉嫌赌博罪。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
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
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
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属于刑法
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开设赌场”。

组织或参与赌球均属违法

网络赌球，普通人会以为自己
是在娱乐，因为一直有“小赌怡
情”这么一说。但事实上，在有心
人眼里，参赌者就是韭菜，收割一
波又一波。想靠网络赌球赢大钱，
那真心是想多了，毕竟“十赌九
诈”这个词语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比如最为常见的通过境外赌博
网站下注的地下赌球，其服务器往
往是在国外，有些本身就是国际大
博彩公司的网站，在国内分几级代
理商销售彩票，总代理之下会在每
个城市再设代理商，代理商通过抽
水抽成盈利。地下赌球的赔率比正
规彩票的高很多，也因此吸引着赌
徒们“前赴后继”地跳进这个旋涡。

庄家又是怎么“愚弄”赌客的
呢？他们制订规则，只要两边的下
注是大致平衡的，就成功了。当两
边下注不太平衡时，庄家就会调整

“水位”或赔率。同时，庄家为了
保持风险控制，会实时监控胜平负
的各项下单数据，根据交易量实时
调整赔率，保证他们始终盈利或者
把损失降到最低。所以，这个选项
的投注量增加，赔率就会下降。此
外，庄家还会相互间投注，最终达

到平衡。
“赌客是玩不过赌博网站的。

庄家设置的每一个盘口，制定的每
一个赔率，都建立在赌博集团超强
的资讯能力、庞大的精算师和数学
家团队的缜密分析之上，让小部分
人赢，大部分人输，确保自己‘稳
赚不赔’。”民警说，还有比这更恶
劣的，那就是操作比赛结果。踢得
好不如演得好，这方面的新闻报道
一点也不少。毕竟，没有最终的控
制力，庄家是不敢开地下赌球的。
当然，一个永远赢的庄家是留不住
赌客的，所以时不时放出“鱼饵”
是一种策略。

除了境外赌博网站外，如今国
内的网络赌球“套路”更多。不法
分子以网站、微信、App等为平台
开设赌场，并且以免费注册、充值
优惠、巨大赔率等方式吸引网民投
注。其牟利方式除了操作赔率外，
还会使用诈骗手段，最常见的就是
你中了“大奖”，庄家却拉黑了
你，或者直接跑路了。我市就有不
少市民吃了这类哑巴亏。

市民王先生是一名资深球迷，
自世界杯开赛以来场场不落。为了

网络赌球黑幕多赢钱难

评 说

增加看球的刺激，他通过朋友加了
一个微信公众号。朋友说，这个微
信公众号可以参与线上赌球，是参
照境外的盘口，赔率很高。前几
次，王先生很小心，下注金额只是
50元、100元，并且赢了不少，几
场比赛下来赚了近2000元。

尝到甜头的王先生开始尝试起
高赔率的下注方式 （即押比分），
下注的金额也逐渐增加。然而，押
比分毕竟难度大，王先生在接下来
的 5 场比赛中“全军覆没”，连本

带利给了庄家。已陷进去的王先生
不甘心，继续押比分，并且下注金
额越来越高，期待中一场就可以

“收手”了。在英格兰对巴拿马比
赛中，王先生真押中了 61 的比
分。按照 1300的赔率，王先生下
注 3000 元 ， 可 获 得 90 万 元 。 结
果，庄家将他拉黑并跑路了。王先
生觉得自己被骗，赶紧向公安机关
报警，却被告知网络赌球本身就是
违法的。这下，王先生可谓是竹篮
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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