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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赌输10多万，牌运这么差？
透视眼镜看底牌，
原是中了套
春节玩牌小心了，赌资100块就要被处罚
□2018

□

在扑克牌上做手脚，再利用一种特 设下赌局诈骗多人，累计涉案金额十几
殊的眼镜，就能达到“透视”功能，对手 万元。近日，宝应警方就抓获了这样一
的底牌一览无余。这样的“出老千”手 群诈骗嫌疑人。
法，在不少有关赌博的电影中出现过。 新春佳节即将到来，警方提醒广大
而在现实生活中，竟也有这样一群人， 市民，与亲朋好友团聚的时刻，应多选择
利用这种“出老千”的办法，分工协作， 健康的方式，远离赌博，以免害人害己。

一场赌局输了十几万
警方介入才发现有猫腻

阿福（化名）家住宝应，平日里喜欢 阿福越想懊恼，在父母的一再追问下将
打扑克牌。一个月前，一个叫阿民（化 赌博输钱的事情和盘托出。几个小时就
名）的男子找到阿福，称他手头有个“场 损失了十几万，阿福的父母心疼不已。思
子”，可以玩“炸金花”，已约了好几个 前想后，两人报了警。
人，问他有没有兴趣玩两把，阿福欣然
接到报警后，宝应望直港派出所、
同意。1月15日，阿福应邀来到宝应一 宝应刑警迅速展开侦查，很快便将当天
酒店的某房间内。此时，房间里已有了 参与赌博的阿民、朱某等人抓获归案。
好几个人。见阿福来，几人兴致勃勃地 在调查过程中，民警发现，阿福的“屡战
拿出了牌，开始赌博。
屡败”并非“牌运差”，而是必然的。原
当天，阿福的运气似乎特别差，可以 来，当天的赌局，其实都是诈骗分子设
说是“屡战屡败”，几个小时下来，已输掉 下的“圈套”。在赌博过程中，他们采取
了十几万。本想通过赌博“捞一把”，没想 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出老千”。赌博所使
到输成这样，阿福懊恼不已。当时他手中 用的道具，其实是“透视牌”，参赌者只
没有这么多钱，但对方却并不愿意放过 要戴上一种特制的眼镜，就可以将对手
他，而是找来了一个“水哥”，让他当场借 的底牌看得一清二楚！随后，嫌疑人再
钱。经讨价还价，阿福最终打了三张借条 通过传递暗号的方式，就可以很轻松地
共计12万元，这才得以脱身。回到家后， 对受害人实施诈骗。

袁亮 绘

“冤大头”，再配合他们打牌，就能在事
后得到丰厚的利益。阿民听后，十分心
动，当即找来了阿福，这才有了接下来
发生的事。据悉，这样的事情已不是第
一次发生，不久前，该诈骗团伙就曾利

用相同的手法，诈骗另外一名受害人7
万多元，后经讨价还价，最终该受害人
支付了1.5万元赌资。目前，涉嫌诈骗的
10名嫌疑人已悉数落网，此案还在进
一步审理中。

什么情况算是赌博？
超过100元就可治安处罚

共和国刑法 》 第三百零三条规定 ： 参与
赌博赌资较大的 ， 处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 ； 情节严重的 ， 处 10 日
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 ， 并处 5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 。
对于 “赌资较大 ”的标准 ，公安部没
有统一规定 ，各地都有各自的规定 。 就
江苏而言，参与赌博活动，个人赌资或者
人均赌资200元以上、 不满1000元的，可
处500元以下罚款 ；参与 “聚众赌博 ”“计
算机网络赌博 ”“ 赌博机赌博 ”“ 赌场赌

新春佳节即将到来 ， 一些市民在
参加好友聚会时 ， 喜欢玩扑克牌或是
打麻将放松一下 ， 这样的娱乐也无可
厚非 。 很多人心中有这样的疑问 ：什么
经审讯，朱某等人对自己利用特制 某等人联系阿民，称他们有一个“发财” 样的情况算是 “ 娱乐 ”， 什么样的情况
赌博道具，对受害人进行诈骗的犯罪事 的路子，利用道具就可以在赌桌上立于 会触犯法律呢 ？
实供认不讳。据悉，案发前一天晚上，朱 不败之地。只要阿民能帮忙找来一个
对此 ， 警方介绍 ， 根据 《 中华人民

利用特制道具“出老千”
10名嫌疑人悉数落网

延伸阅读

记者 赵雅琼

利用“出老千”的方法实施诈
骗，这样的案件已不止一起。几个
月前，江都警方就曾破获一起类似
案件。江都男子柳某两次去小赌场
赌博均“财运不佳”，累计欠下60万
赌债。债主隔三岔差五上门催债，
家人不堪其扰，柳某只好报了警。
而警方的调查，让他目瞪口呆：原
来，输了这么多钱，并非“运气差”，
而是中了“朋友”毕某设下的圈套。
所谓的“小赌场”，其实是诈骗嫌疑
人专门为柳某“量身定制”的，其他
的赌徒，则是毕某高价雇来的“出
老千”高手。
警方透露，利用赌局“出老千”
的方式诈骗的案件时有发生，受害
人在被骗后，往往因为害怕而选择
私下处理，甚至不愿意配合警方调
查，白白蒙受损失。对此，警方提醒
广大市民，一旦发现被骗，应及时向
公安机关报警，寻求警方的帮助。

博”“‘六合彩’ 以及其他私彩方式赌博”
这5种特定的赌博形式，则个人赌资或者
人均赌资100元以上、不满500元的，即可
处以500元以下罚款 。 个人赌资或人均
赌资满1000元，可处5日以下拘留。
此外 ， 不以营利为目的 ， 亲属之间
进行的带有财物输赢的打麻将 、 玩扑
克等活动 ，不以赌博论处 。 但这并不意
味着亲友之间的娱乐就可以肆无忌
惮 。 对此 ，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 ， 赌博害
人害己 ，应主动远离赌博 ，洁身自好 。

省“263在行动”公布暗访情况

昨天，省“263在行动”公布扬州暗
访情况。根据曝光内容，扬州开发区城
郊接合部的吴楼、汪家附近隐匿多个证
照不全的小作坊，存在多重隐患；此外，
根据全市“263”办最新公布信息，江都
区一家钢铁加工企业环保意识淡薄，
“散乱污”等问题突出，此外在江都乡镇
仍存在垃圾露天焚烧现象。

开发区多家小作坊存多重隐患
江都等地发现垃圾露天焚烧

暗访一

小作坊没有一点环保意识

根据全省“263”在行动公布，根据
群众举报线索，暗访人员来到施桥镇
吴楼村一家五金机械加工厂。暗访人
员在现场发现，这里其实就是从事表
面处理的一个小作坊。现场环境恶劣，
暗访时查到垃圾露天焚烧
没有任何废气处理装置，直接使用大
量的木柴作为加热热源，燃烧产生的 经营者也无法提供相关环评审批报告。 品经营许可证。
烟气十分刺鼻，空气中弥漫着大量的
同样在施桥镇，一家气体有限公司
暗访二
烟雾和粉尘。
的作坊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在一间仅有 发现多起垃圾焚烧恶劣情况
暗访人员发现，这间小作坊的地面 10平方左右的小仓库内，竟然混合堆放
被严重腐蚀，通过pH试纸进行现场测 了上百个不同样的液化气钢瓶，外观颜
此外，暗访工作人员在施桥镇境内
试，发现地上大面积满溢的废水呈强碱 色有绿色、蓝色和黄白色，室外还有两 发现多起垃圾焚烧的恶劣现象，开发区
性。作坊的地面没有任何防渗漏措施， 个液氨钢瓶。企业现场也不能提供危化 乡镇的垃圾收集体系依然不够完善。
体彩新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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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优势
全托封闭管理
强化艺考文化课学习

关于 2018 年春节休市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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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48亿元大关。当期全国仅中出1注一等奖，单注
奖金1000万元，落户上海松江区，中奖彩票是一
张112元的“8+2”复式票，单票总奖金达1010万
多元。
同期二等奖中出42注，每注奖金25.09万多元，
其中12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5.05万多
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达到40.14万多元；同
大乐透奖池48.65亿元
期三等奖中出5
0注，每注奖金6802元，其中193注
今晚迎来春节前最后一期开奖 采用追加投注，9每注多得奖金4
081元，追加后二等
2月12日，体彩大乐透第18019期开奖号码为 奖单注总奖金达到10883元。今晚将迎来春节前大
10、11、19、21、28+05、12，开奖后，体彩大乐透奖 乐透最后一期开奖，2元单倍投注最高可中1000万
张瑜
池再较上期大幅上涨至48.65亿多元，连续两期超 元，3元追加最高可中1600万元。
根据 《 体育总局彩票中心关于 2018 年春节休
市的通知 》（体彩字 〔2018〕25号 ）要求 ，2018年春节
休市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15 日 0:00 至 2 月 21 日 24:00。
在此期间 ， 除即开型彩票外 ， 停止全国其他各类
彩票游戏的销售 、开奖和兑奖 。 祝广大彩民春节
快乐 ，狗年大吉大利 ，万事如意!

来大成，免费为艺考生评估文化课！
师资优势
教研优势
资深高三艺考文化课辅导教师
大成教材7.0版
七年专注艺考文化课辅导 教学内功可提升文化课效率

不仅如此，根据市“263”在行动最
暗访三
近一次暗访，我市江都区也存在垃圾焚
江都一钢企环保意识淡薄
烧现象。“大桥镇迎山村附近，远远发现
暗访小组根据群众举报，来到江都区
一块荒地上冒出浓浓的黑烟，走近一看
上百平方米的垃圾正在燃烧。”暗访人 一家钢铁企业，发现企业生产车间里只有
员介绍，现场有一股浓烈呛鼻的焦臭 几名工人在作业。暗访人员在车间外空地
味，垃圾堆的旁边还有上千平方米的建 上发现一个露天煤炭堆场，没有采取任何
筑渣土。“垃圾收集处置体系不健全，露 遮挡和覆盖，附近的地面也是漆黑一片，
可以看出煤炭长期堆放在这里。
天焚烧垃圾。”暗访人员记录道。
在煤炭堆场附近，暗访人员发现一
对此，市“263”办公室表示，环境安
全隐患和垃圾治理问题是“263”专项行 个发黑的水塘和大面积类似淤泥一样
动中的两项重要工作。而扬州市“263” 的残渣。该企业的生产车间烟尘散佚严
专项行动办公室多次曝光江都区露天 重，车间外的空地露天混杂堆放着大量
焚烧垃圾、垃圾下河等问题，并要求江 切削边角料和回收来的废旧钢铁。“露
都完善垃圾收集体系，推进垃圾治理工 天堆放易扬尘物料、内部环境管理薄
作。此次暗访结果，开发区和江都区都 弱。”暗访人员当时指出该企业的问题。
据悉，对于年前最后一次暗访两地
应加大力度，采取积极措施，迅速消除
存在的各种隐患苗头，切实解决垃圾焚 的现场和结果，扬州市“263”专项行动
烧这一困扰城镇面貌改观的顽疾。 办公室还将持续跟踪。 记者 薛舒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