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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掃黃是真掃。」東莞一酒店經
理告訴記者，東莞的色情行業存在二十
餘年，經歷了無數次的「掃蕩」，但此
前掃黃行動有時反助推了產業發展。
在這位從業多年的經理看來，這次拉

網式持續3個月的掃黃行動，將令東莞
色情服務業迎來「毀滅性的打擊」。經
理直言不諱地說，「是否捲土重來？老
闆及公安內部人員會作權衡，肯定會觀
望一段時間。」
在這位經理看來，收取保護費也有一

套「流程」。他介紹，每個月酒店所在
轄區內的派出所都會讓人來收取保護
費，少則一兩萬，多則十幾、二十萬。
「至於派出所的上級主管官員，酒店一
般是直接給予乾股，讓他們拿分紅。」
他直言，如果一家桑拿店不幸被查，要
不就是老闆沒有給夠公安保護費，要不
就是背後的保護傘出了狀況。」

警員若不收錢難混下去
另一份熟悉內情的人士表示，在公安

系統的保護下，東莞的色情行業已然進
入「ISO標準」。他透露，倘若不懂行
規的人設下「仙人跳」強迫女孩從事賣
淫，或者在色情產所出現鬥毆現象，無
需有人報警，自然有警方上門幫這個行
業剷除「毒瘤」。此外，若有客人在掃
黃行動中不幸被抓，夜店老闆將第一時
間出錢將其保釋，保釋不了的每天支付
200元作為「精神補貼」。「有的派出
所警員開始不想收錢，但上司在收錢，
如果他不收錢，在東莞就別想混下去
了。」他說。

「在桑拿做服務員熱情勤快、
會簡單外語能力是不夠

的，最重要是醒目，緊急情況識應
變。」在桑拿部工作5年，阿成對裡面
的各類服務了如指掌，「顧客是來找
樂子的，如果膽戰心驚的，怎麼玩好
啊？」
五年前，阿成初來東莞，在流水線

上做過一段時間注塑工，後經老鄉介
紹，跳槽到酒店桑拿中心做了一名服
務員。在他看來，和流水線靠體力吃
飯不同，桑拿部服務員必須學會察言
觀色，「保證客人和『技師』在遇到
『緊急情況』時安全撤離是基本的能
力。」

保護費沒交夠會被「犧牲」
阿成坦言「莞式服務」為保顧客安

全放心設有多重保護，細節都做得
「滴水不漏」。「在東莞掃黃如果不
提前通知，肯定是一抓一個準。」桑
拿中心的色情業務會外包給一個掛牌
「文化傳播」之類正當註冊的公司，
「這類公司都很有『門路』，
一般都與當地派出所的警員
非常熟悉，即使警察穿便
衣都能被他們一眼認
出。」
為預防電話監控，警察和

外包公司掮客、「媽咪」都有
暗語，這些暗語一般三四個月就會更
換，只有內部人才知道。此外，皮條
客和「媽咪」差不多兩個月就要換一
部手機。掃黃行動前夕，一般保護費
交足的外包公司皮條客和「媽咪」都
會及時收到暗語短信和電話。「每次
掃黃的時候，警方總是要『犧牲』一
部分人，被抓的一般是通風報信的系
統出了問題。保護費沒交夠、得罪了
人或者『後台』不夠硬的就收不到通
知了。」

外包公司須「贖回」嫖客
為了防止外人誤入內部場所，酒店

涉黃的房間都會設在相對隱蔽的樓
層，並有外包公司專門的工作人員在
樓層盯梢，酒店內部有便捷通道直接
通向其他安全的房間或外面。警方從
外部調用警力能否查到這些機關？阿
成笑着說，娛樂場所都有內部警示系
統，警察一踏進酒店，保安就會按下
崗亭內的特定按鈕，房間的紅燈就會
亮起，3分鐘內所有小姐會從酒店內部
的安全通道撤離，同時，服務員會迅
速銷毀「現場證據」，在警察進來前
迅速恢復正當生意。
此外，阿成深諳「行規」。「警方

每次掃黃之後，外包公司都必須負責
把被警方抓捕的嫖客『贖回來』。」
阿成坦言，如果外包公司不把被抓的
嫖客撈回來，那這家外包公司在東莞
幾乎無法立足，酒店和桑拿中心在東
莞業內也會留下不好的「名聲」，贖
一個嫖客的價錢從 3,000-5,000 元不
等，視警方掃黃的力度而定，「這一
次嘛，不知道還能不能回來。」阿成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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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東警方高調及連續多日的雷霆掃黃下，東莞酒店

業「風聲鶴唳」，一片蕭瑟。經記者再三電話聯

繫，不久前還在東莞石碣一家酒店

桑拿中心工作過的阿成（化名）

來到他指定的東城一家隱秘的咖啡

廳，向記者繪聲繪色地描述了酒店林林總總的暗道機關。「這些

機關都是為了躲避檢查。」據他透露，每次掃黃的時候，警察會

以暗語預先通知皮條客和「媽咪」；而娛樂場所均設有內部警示

系統，警察一踏進酒店，房間的紅燈就會亮起，3分鐘內所有小

姐會從安全通道撤離；同時，服務員會迅速銷毀「現場證據」，

在警察進來前迅速恢復正當生意。

■本報記者 王添翼、李薇、敖敏輝、何花 東莞報道

隨着掃黃行動的
逐步深入，涉黃場
所背後的保護傘問
題引起工作組和紀
檢部門的注意。廣
東省政法委昨日證
實，已派出包括紀
檢力量在內工作組
赴東莞督導掃黃，
並進行責任追究。

設5專案組
追捕經營者
此次掃黃行動除

了公安部和廣東政
法部門派出力量，
東莞當局也組建高
規格工作組。根據
此前召開的東莞市
委常委會議，東莞

成立以市委書記徐建華為組
長、市長袁寶成、市委副書記

姚康為副組長的市「掃黃」專項行動
工作小組，組織專門力量對「涉黃」
違法犯罪行為進行督導整治。市委一
把手任掃黃組組長，這在東莞還是第
一次。

東莞市警方已成立5個專案組，分赴
涉案的5個鎮街，抓緊追捕5個鎮街相
關涉案場所組織者、經營者到案。在
其他鎮區，由當地警方組織清查力
量，從10日起先後開展掃黃行動。
此次東莞空前規模的掃黃行動，並

不止於清查涉黃場所。記者了解到，
目前，省一級政法部門已經組建紀檢
專責小組，對涉黃場所當地的保護傘
問題進行徹查和追責。

官員涉黃一律免職嚴處
除了對公安執法人員有嚴格的紀律

要求，東莞市紀委也對黨政部門出台
禁令，嚴禁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
領導幹部充當保護傘，為涉黃人員說
情開脫，包庇、縱容涉黃人員或為涉
黃人員提供庇護場所，為專項整治設
置障礙。此外，東莞將實行「兩個一
律」政策，各級領導幹部守土有責，
凡是查處不力，再被舉報仍有涉黃活
動並查實的，屬地鎮（街道）黨委書
記、公安分局長、派出所長、村（社
區）書記一律先免職再按規定從嚴處
理。凡黨員幹部參與經營涉黃場所、
充當涉黃場所「保護傘」的，一律先
免職再按規定從嚴處理。

每場「風暴」終有趨於平靜之時，
而對於色情行業應是長期治理。

觀察人士向本報表示，
色情業在東莞的
「 蓬 勃 發
展」，顯然與
有關部門的包
庇縱容密切相

關。「老鴇」背後
的「老虎」，不僅是色

情行業的保護傘，更是中
國黨政機關中的腐敗毒瘤。
「凡是黃賭毒比較猖獗的地
方，也恰恰是政府官員貪污腐敗
比較嚴重的地方。反腐倡廉和掃黃
打黑實際上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掃黃為反腐提供主要線索
廣東省政府參事王則楚向本報記者

表示，東莞存在較為嚴重的色情服務
行業，幾乎是公開的事實，官方不可
能不知情。其長盛不衰，有各種複雜
的原因，但發展壯大並逐漸形成規模
和特色，最重要的原因和基礎是當地
政府對這個行業的寬容甚至是縱容。
王則楚認為，地方官員往往與色情

行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通過職務
便利，他們作為與不作為之間，都有
利可圖」。他認為，應徹底清除保護
傘，包括政法系統和當地黨政機關涉黃

的官員。「這不僅僅是東莞當地政府的
責任，更高層面的宣教和監管也不能鬆
懈。」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喬新生

此前亦提出，掃黃不僅能夠淨化社會治
安秩序，更主要的是能夠順藤摸瓜為反
腐倡廉提供主要線索。

助挽回民眾對公權力信任
曾經參與了北京掃除「天上人間」行

動的警務專家向本報記者表示，前些年
東莞掃黃攻克難度較弱的低端場所查得
多，而這次的行動直指關係網絡龐雜、
自我保護能力強的大型酒店，高層決心
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該警務專家坦言，色情行業的屢禁不

止，觸及了社會公平這一底線話題。此
次雷霆之擊，有助於恢復民眾對黨政公
權力的信任、對公安機關和法律嚴肅性
的尊重。

有一位在廣東多處經營桑拿中心的知
情人士透露，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廣
東的色情業或許僅需要向當地政法系統
「拜碼頭」，但近十多年來，保護傘的
層面已經上移至各級黨政機關官員。

政法人員僅屬「傘面」
正如央視特約評論員文章所言，如

果沒有得到更高級別的默認或是允許
的話，整個東莞公安系統不可能對於
賣淫嫖娼行為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
這位接近政府官員的知情人士將色情
產業的保護傘做了剖析：包括地方派
出所、公安局在內的政法系統人員充
其量只是「傘面」，而支撐保護傘的
「傘骨」、「傘柄」則握在更高級別
的黨政官員手中。
「這種情況不只在東莞，很多地市

也同樣存在。」他向記者表示，以前
那些涉及違法內容的生意，首先是要
和公安系統搞好關係，但隨着地方經
濟的興起，越來越高層級的黨政官員
也開始伸手色情行業，多方利益交
織，形成了一張巨大的保護傘。
這位知情人舉例，越來越多經營娛樂

場所的老闆傾向於越過公安系統直接向
上級領導尋求庇護。「曾有不知深淺的
公安人員擅自對娛樂場所進行查處，第

二天就丟了飯碗。」他說，「因為他們
觸碰了更高層面的利益。」

部分官員直接索要「乾股」
一位在廣東投資酒店業的港商也印證

了這一說法。他告訴記者，上世紀八、
九十年代，黑道勢力向東莞滲透，首先
要去政法系統「拜碼頭」，得到默許後
就可放手經營。但近些年來，經營娛樂
場所要拜的碼頭逐漸增多，最好有越多
層級的黨政官員越好。他將此形容為
「懷抱棵大才能屹立不倒」。
這位港商同時表示，有部分
官員胃口越來越大，會直接索
要娛樂場所的「乾股」，隨
後「他們就會像愛護自己家
財產一樣愛護這些生意。」他
說，「這幾乎是半公開的秘
密，當地老百姓甚至都能對一
些酒店的幕後老闆如數家珍。」

保護傘上移至各級黨政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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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順藤深挖 剷除腐敗

央視曝光的十餘家東莞涉黃娛樂場所是此次
掃黃行動重點打擊的對象。截至12日中午，11
家問題涉黃場所共有144名涉案人員被警方控
制，目前仍有51人在逃。在全省範圍內展開的
掃黃行動，共抓獲涉黃違法嫌疑人員920名，
刑拘121人。
據悉，10日，廣東省公安廳決定開展為期3
個月的掃黃專項行動。當日晚開始，各地警方
迅速行動，展開大規模的清查執法活動。在廣
州，該市副市長、公安局長謝小丹親自帶隊，
清查800餘間娛樂場所，抓獲涉黃違法人員98
名。在被認為涉黃問題較為嚴重的惠州，當地
派出2,000名警員，清查娛樂場所。
記者從廣東省公安廳獲悉，截至12日 13
時，全省公安機關共清查各類娛樂服務場所
18,372間次，其中歌舞娛樂場所3,592間次，桑
拿按摩場所4,201間次。共查處涉黃場所187
間，抓獲涉黃違法嫌疑人員920人，刑拘121
人、行政拘留364人，停業整頓歌舞娛樂場所
38間，桑拿按摩場所156間。

掃黃3日 抓獲920人

色情場所
月交保護費最高達最高達2020萬萬

■■東莞警方查獲當地一間酒店涉東莞警方查獲當地一間酒店涉
黃黃，，將相關人員逮捕將相關人員逮捕。。 路透社路透社

■■東莞夜店一片荒涼東莞夜店一片荒涼。。 記者李薇記者李薇 攝攝

■■許多足療洗浴中心許多足療洗浴中心，，與警務中心與警務中心
近在咫尺近在咫尺。。 記者王添翼記者王添翼 攝攝

■■許多洗浴水療中心隱藏在大型酒許多洗浴水療中心隱藏在大型酒
店內店內。。 記者王添翼記者王添翼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