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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嚴打世盃賭波 破3.8億大案
網賭熾熱手法隱蔽 警方兩月拘逾58000人

廣東省公安廳治安管理局局長鄭澤暉稱，
每次世界盃期間，廣東地下非法賭波現

象便大幅上升。隨着網絡的普及，這種賭波犯
罪大肆在網絡間擴散。在世界盃舉行前兩個
月，警方已提前介入偵查。

「收網」行動抓42疑犯
警方稱，5月25日，廣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

對一個大型網絡賭波團伙進行「收網」行
動。當天共抓獲42名疑犯，查扣120多個涉
案銀行帳戶，凍結120多萬元涉案資金。經初
步審查，該網絡賭波團伙以謝姓男子為首、

通過「皇冠」等賭波網站組織網絡賭波活
動。其中謝男為股東兼總代理，一級代理有5
人，二級代理有24人，另有30名會員。
初步查明，今年4月1日至5月23日，該團
伙通過賭波網站接受投注達3.8億元人民幣。
廣州市公安局已刑拘32名疑犯。此外，廣東警
方還聯合香港警方，偵破跨境「外圍馬」網絡
賭博團伙案，抓獲包括香港人鄭某泰在內的多
名疑犯。

專案偵辦珠三角賭博
警方表示，網絡賭博技術含量高、活動手法

隱蔽，且容易死灰復燃，造成一個地方網絡賭
博屢禁不絕。為此，廣東省公安廳展開專項行
動，以偵查力量較強的省公安廳相關業務部門
和地市公安局為主，成立工作專班開展專案偵
辦工作。
省公安廳領導小組負責全省專項行動的統籌

協調，同時由治安局、網安總隊分別牽頭成立
私彩賭博案件偵辦組和網絡賭博案件偵辦組，
從粵東粵西和珠三角等地的私彩賭博和網絡賭
博線索中分別確定重點案件，直接組織開展專
案偵辦。
警方表示，目前已進入世界盃比賽周期，廣

東地下賭波抬頭之勢明顯，且以珠三角為甚。
在已經展開的專項行動中，警方共破獲包括賭
波、六合彩等在內的網絡賭博案件28715宗，
抓獲疑犯58154人，其中行政拘留處罰49675
人，刑事拘留6604人、逮捕2798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巴西世界盃激戰正酣，廣東地下賭波也日趨熾熱。廣東省公安廳

稱，警方嚴打包括網絡賭波在內的賭博犯罪。廣州警方近日搗毀一個特大網絡賭波集團，該賭波網站開檔不

足兩個月，其投注額已高達3.8億元。警方稱，網絡賭博技術含量高、活動手法隱蔽，世盃來臨之際，警方

主動摸排線索深入打擊。截至本月13日，全省共偵破1651宗賭博案件，抓獲58154名違法疑犯。

湖南軍械庫爆炸 17官兵殉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位於湖南省衡陽市的
某軍械倉庫17日下午4時45分發生爆炸事故，造成正

在進行彈藥入庫作業的17
名官兵遇難。事故善後及
爆炸原因調查正在進行
中。
另據當地鎮政府一名工

作人員稱，目前當地居民
情緒比較穩定，政府領導
正下鄉疏導群眾情緒，爆
炸未造成當地居民傷亡，
也未影響鎮政府正常工
作。
衡陽市某縣縣委宣傳部

一名負責人稱，爆炸造成的損失正在評估中。據一名當
地人士介紹，軍械庫附近一些村莊民居受到一定影響，
「很多房子玻璃都被震碎了。」 有目擊者稱看到了騰起
的蘑菇雲。一家附近的餐飲店老闆稱，事發時曾聽到一
聲「巨大的、沉悶的」爆炸聲響，隨後便看到騰起煙
霧。

網民冀徹查原因
據了解，軍械裝備是軍隊抵禦外來侵略的專用物資，由

於軍械裝備的特殊社會屬性和技術特徵，軍隊對軍械倉儲
活動製定了嚴格的安全要求。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內地軍
械庫的安全事故在公開報道中極為罕見。
此事發生後，一些網民為逝去的官兵默哀祈福，並希望

相關部門能徹查原因，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

快播2.6億巨額罰單「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備受
社會關注的「快播」侵權案近日在深圳市市場監
督管理局舉行聽證會，該局首次對快播公司2.6億
元的處罰原因進行「曝光」，稱快播多次實施侵
權行為，持續時間長，社會影響大。同時，快播
在受到行政處罰後，拒不改正，繼續侵權，主觀
故意明顯，違法情節嚴重，非法經營額巨大等特
點，依法擬以非法經營額8671.6萬元的3倍罰
款，即2.6億元。
該局政策法規處處長曾堯東表示，快播公司未

經許可，通過網絡向公眾傳播電視劇及綜藝類作
品，非法經營額為8671.6萬元，即在實施侵犯知
識產權行為過程中，製造、儲存、運輸、銷售侵
權產品獲取的價值。
快播是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研發的一款播

放器軟件。快播支持自主研發的准視頻點播技
術，用戶只需通過幾分鐘的緩衝即可直接觀看豐
富的影視節目。

河南替考「槍手」家長老師被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媒體曝光河南
高考有127人被替考事件後，涉及的河南省杞縣
迅速採取行動，目前兩名被替考學生的家長、涉
事監考老師及主考等已被公安機關控制並接受調
查。
報道稱，一位工作人員表示，杞縣教體局十幾

個房間已經被全部佔用，公安人員正在錄口供。
杞縣縣委宣傳部新聞科長臧振峰稱，17日下午

媒體播出相關報道後，杞縣縣委縣政府高度重
視，成立調查處理小組。並根據報道視頻，排查
出被替考考生及監考老師。公安機關通過調查涉
事車牌號，已經查出考生家長，目前這些人員均
在接受調查。
據中新網報道，河南省招生辦回應高考替考事

件，稱2014年該省已查實違規違紀考生165人，
其中替考127人。河南省招辦已向公安部門報
案。

京吸毒人2.5萬「低齡化」嚴重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紫晨 北京

報道）北京市新聞辦昨日召開發佈會通報
2013年禁毒工作情況。北京市公安局黨委
委員、副局長姜良棟表示，北京市吸、販
毒問題處於快速發展階段，截至5月底，

北京市登記在冊的吸毒人員已經達到2.5
萬人，吸毒人員「低齡化」趨勢嚴重，目
前仍無減緩跡象。
姜良棟說，北京市「毒」情形勢嚴峻複
雜，禁毒任務艱巨。近幾年吸毒人員一直
保持10%以上的增長速度。毒品向青少年
群體擴散迅速，2013年新滋生吸毒人員中
35歲以下佔到73.7%。
他同時指出，互聯網加速毒品快速蔓延，

犯罪手段呈現多元化。隨着網絡經濟和物流
規模的爆炸式增長，販毒分子不僅利用物流
基地渠道進行毒品犯罪，同時還利用網絡交
流平台組織吸毒、販毒，通過互聯網組織策
劃、通訊聯絡和指揮毒品犯罪。去年，北京
市破獲郵包販毒案件同比上升63.6%，破獲
利用網絡吸販毒案件86起。
姜良棟最後表示，毒品問題已經成為影

響首都和諧穩定的現實危害。北京市現已
大力開展禁毒預防宣傳教育工作，努力提
升群眾拒毒、識毒、防毒能力和水平。

內地日萬對夫婦離婚 專家：低於歐美
香港文匯報訊 民政部網站前日發

佈2013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
示，去年內地共有1346.9萬對夫婦依
法辦理結婚登記，350萬對夫婦依法辦
理離婚手續，意味着，每天都有近萬
對夫婦離婚。有專家表示，內地離婚
相對數並不高，粗離婚率低於歐美等
國。
公報顯示，內地去年離婚對數比上年

增長12.8%，增長率為三年來最高。其
中，民政部門登記離婚281.5萬對，法
院辦理離婚68.5萬對，比例為4：1。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離婚對數

的增幅已經連續5年「跑贏」結婚對數
的增幅，2009年全國辦理結婚登記的
對數同期增長9.1%，辦理離婚登記的
對數同期增長10.3%；2010年結婚對
數同期增 5.2%，離婚對數卻增長
14.5%，增幅差距拉大；去年結婚對數
同期增幅下降到1.8%，但離婚對數仍

保持12.8%的增長。
此外，結婚年齡也發生變化，體現

晚婚趨勢。統計數據顯示，去年25至
29歲辦理結婚登記佔結婚總人口比重
最多，佔35.2%，但前兩年佔比最多的
均為20至24歲人口。

專家：離婚率上升因基數大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陸傑華表

示，近年內地離婚率可用「平穩上
升」來形容，因為人口基數大，離婚
絕對數也會大，但相對數並不是很
高，粗離婚率低於歐美等發達國家。
陸傑華指出，結婚率降低受各種因

素影響，包括結婚隊列的變化，當前
結婚人群主要是「80後」，且初婚年
齡增大的趨勢明顯，有調查顯示，近
年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地區，初婚年齡
都在趨晚，受遷移流動影響，農村年
齡增大的幅度比城市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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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附近垃
圾箱昨日
中午發生
爆炸，一
名清潔女
工被炸傷雙手，幸無生命危險，警方查明爆炸是
鞭炮火藥所引起，並對事件作進一步調查。
中午12時許，在廣州滘口客運站旁邊的芳村大

道西芳興路口處，這名女清潔工正在清理垃圾
箱，箱內突然發生爆燃，致使其雙手受傷，她隨
後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接到報警後，警方趕抵現場處置，在事發地周
邊劃定警戒範圍，疏導圍觀民眾，搜索附近可疑
物品。經勘查，垃圾箱內爆燃物為一丟棄的內有
鞭炮火藥的物品。
警方隨後在滘口客運站入口處發現兩個遺留的
行李箱，懷疑箱內藏有爆炸物品，遂出動排爆犬
和防爆人員進行拆包。經排爆員檢查，沒有發現
行李箱有可疑之處，之後有民眾前往認領。

嬰兒車卡電梯 滬地鐵十餘人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上海人民
廣場地鐵站昨日發生事故，因一輛嬰兒車卡在扶手
電梯出口，致使乘客逆向奔逃，14名乘摔倒並造成
不同程度擦傷，其中10人送院就診，另有1名傷者
疑似骨折有待進一步檢查。
昨日上午10時許，兩名女性乘客抱着一名2歲幼

童推一部空嬰兒車，在地鐵站乘上一部上行扶手電
梯。當乘至接近頂端時，嬰兒車右前輪卡進自動扶
梯的毛刷固定支架中，隨後嬰兒車直接將自動扶梯
出口堵住，但自動扶梯仍在運行，致使後續乘客相

繼摔倒。
此時有乘客大喊

「 出 事 了 ， 快
逃」，造成其他不
明真相乘客逆向奔
逃，又有多人摔倒
擦傷或被踩傷。正
在附近打掃的車站
工作人員上前立即
按下急停按鈕，巡
警及站長趕到現場
進行處置。

劫車脅人質 魯警擊斃疑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瀋海高

速公路（瀋陽至海口）山東萊西市境內的一服務區
內昨日凌晨發生兇案，一名男子搶劫一輛貨車並捅
傷車主後，將車上兩名兒童劫持為人質。在解救過
程中，男子不聽勸阻並持刀欲傷害人質生命安全。
警方在勸阻無效下，開槍將嫌犯擊斃，成功解救兩
名人質。
據青島新聞網報道，該男子先自駕一輛紅色無牌轎

車，在該服務區發生三車碰撞事故，後劫走一輛黑色
捷達車，逃跑途中又撞上一輛麵包車。下車後發現一

輛黑色貨車，把車主
捅傷，駕車逃跑，而
車內有車主兩名四歲
及六歲的兒女。男子
逃至附近農田下車，
劫持兩名兒童作人
質，警方在與其談判
中將其擊斃。經查，
嫌犯姓閆，是山東即
墨人，33歲，曾因毆
打他人、尋釁滋事多
次被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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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斃疑犯的現場留下大片
血跡。 網上圖片

■北京警方抓捕毒販。 網上圖片

■央視曝光的涉事中學。 視頻截圖

■■警方正在垃圾箱爆警方正在垃圾箱爆
燃現場取證燃現場取證。。 中新社中新社

■湖南衡陽某軍事管理區外的部分圍牆已經倒塌。
中新社

■圖為抓獲的組織網絡賭博的「莊家」。 敖敏輝 攝

■警方繳獲的網絡賭博犯罪
工具。 敖敏輝 攝

■「快播」侵權被罰2.6億巨額賠款。 資料圖片

■■乘客拍下的事發乘客拍下的事發
現場現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