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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输掉20多万元！ 揭网络棋牌游戏幕后“局中局”

新华社电 鼓励有条件的幼
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幼儿，
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办 “托儿所”
……沈阳市近日出台《促进3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
案》，推进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
服务供给体系建设， 加强家庭婴
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指导。

方案提出， 用人单位应采取
设置育婴室、哺乳室，按照规定灵
活安排工作时间等积极措施，满

足职工照护婴幼儿需求。机场、车
站、商场、医院等公共场所普遍建
立母婴室， 为家庭照护婴幼儿提
供方便。 鼓励在社区开设托育点
和亲子园， 提倡以社区为基础、
家庭互助式为辅的婴幼儿照护服
务形式。

同时，支持引导机关、企事业
单位、 社会组织及个人以多种方
式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 鼓励社
会力量举办婴幼儿照护服务机

构，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
临时托等多样化的婴幼儿照护服
务。 积极推进托育和幼儿教育相
衔接的托幼服务一体化工作，鼓
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
收2-3岁幼儿。 鼓励商务楼宇内
的用人单位， 以单独或联合相关
单位共同举办的方式， 在工作场
所或就近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
儿照护， 有条件的可向附近居民
开放。

新华社电 天文专家介绍，
10月14日天宇将上演 “金星合
月 ” 和 “火星冲日 ” 两大天
象， 如果天气晴好， 我国公众
当日晨将先赏 “星月童话 ”，
夜晚再赏 “超亮” 火星。

在行星合月中， “金星合
月” 是最具观赏性的。 天文教
育专家、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赵之珩介绍， 14日晨， 如果天
气晴好， 早起出行的人们可以
在东方低空， 用肉眼清晰地看
到一弯细小的月牙出现在亮如
明珠的金星旁边， 这两个非常
明亮的天体近距离相依相伴，
交相辉映， 成为天边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

14日这天 ， 火星将迎来
“冲日”。 当火星绕日公转运行
到与太阳视黄经相差180度时，
即为 “冲日”。 此时， 火星与
地球、 太阳几乎成一条直线，

地球正好处在火星与太阳之
间。 “冲日” 前后是观测火星
的较佳时机。

赵之珩表示 ， 本次 “冲
日” 接近 “大冲 （当地球在远
日点附近而火星在近日点前后
发生 ‘冲日’ 时）”， 观赏效果
非常好。“当天， 日落后火星就
会升起，几乎整夜可见，亮度可
达到-2.6等， 比当晚的木星（-
2.3等 ）还要明亮 ，可谓光彩夺
目。如果使用天文望远镜观测，
还可以看到火星表面的许多细
节。”赵之珩说。

观赏“超亮”的火星不限于
14日当晚， 整个10月都是观测
它的好时机。“只要天气晴好，
天黑后， 我国感兴趣的公众面
向东方天空就会看到， 火星就
像一块红色宝石镶嵌在天幕之
上 ， 熠熠生辉 ， 美艳无比 。”
赵之珩提示说。

新华社电 青岛市卫健委12
日凌晨通报， 青岛市已制定并启
动全员核酸检测方案， 社区检测
正加快推进， 3天内对市南、 市
北、 李沧、 崂山、 城阳5区检测
全覆盖， 5天内对全市检测全覆

盖， 检测结果将及时发布。
据青岛市卫健委通报， 青岛

在此次疫情中发现确诊病例6例、
无症状感染者6例， 均与青岛市
胸科医院高度关联。

目前， 青岛市已启动应急响

应机制， 在国家、 山东省专家组
指导下， 开展疫情研判、 流调、
重点人群排查等工作。

图为青岛市民在青岛市市南
区五四广场附近一检测点排队进
行免费核酸检测。

沈阳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办“托儿所”

14日将上演“金星合月”和“火星冲日”

福建一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
年轻人林某， 在一个名为 “众娱
平台 ” 的APP中参与棋牌赌博 ，
短短一年内输掉20多万元。

警方发现， 2019年至2020年
5月间， 犯罪嫌疑人许某、 俞某
利用 “众娱平台” 的房间功能开
设赌博群， 数百人参与赌博， 涉
及赌资达1000多万元。

“新华视点” 记者调查了解
到，一些看似普通的“打麻将”“炸
金花”等网络棋牌游戏，被犯罪分
子利用来组织跨境网络赌博，已
形成一条包括开发设计、 运营维
护、代理推广等环节的黑色产业链。

后台庄家操纵令赌
客十赌九输

记者在应用商店输入 “麻
将” “扑克” 等关键词， 出现数
百个相关的棋牌应用。 其中一款
游戏提供了 “大厅模式” 和 “亲
友同玩” 功能， 前者可免费随机
进入陌生玩家房间， 后者需付费
邀请亲友加入， 支付1个钻石 （1
元钱） 即可玩4局麻将。

“此类游戏的大部分玩家都
是瞄准了 ‘亲友同玩’ 功能， 通
过微信群发赌资赢钱。” 一位玩
家表示。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棋牌类

网络赌博主要有两种运营模式，
一是 “房卡” 模式， 二是 “充值
提现” 模式。

“房卡” 模式较为隐蔽， 如
实体赌场一样， 经营者提供赌博
场所， 收取一定费用， 参赌人员
自行 “组队” 玩棋牌。

另一类是“充值提现”类棋牌
赌博。 玩家要先向赌博APP、网站
等平台充值，换取一定筹码，然后
通过平台提现获得收益。

福建警方表示， 在当前侦破
的网络赌博案件中 ， “充值提
现” 类棋牌赌博为数不少。

福州公安机关今年6月破获
一起公安部督办网络赌博案件。
犯罪团伙设立大型赌博网站， 提
供棋牌、 赛马、 彩票等数十种赌
博项目。 “赌客在线参与棋牌赌
博， 却不知道实际上是与后台庄
家在赌。 赌客开始会尝到一点甜
头， 但随着投入不断加大， 庄家
会操刀 ‘杀猪’ ———或让赌客无
法提现盈利 ， 或让他们输光筹
码。” 办案民警说。

犯罪团伙投入百万
元开发赌博网站，窝点和
运营多在境外

警方根据当前破获的棋牌类
网络赌博案发现， 犯罪团伙在开

发设计、 运营维护、 代理推广、
资 金 通 道 等 各 个 环 节 均 分 工
明确。

从开发数万元的棋牌赌博
APP到上百万元的大型综合赌博
网站， 网上都可找到专业团队 ，
明码标价提供服务。 记者在淘宝
上联系多位APP开发商， 对方均
表示可代为开发赌博APP。

“棋牌游戏的开发并不难。”
一位业内人士称， 现在市面上开
发的棋牌类游戏大概有几百款，
开发成本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
等， 制作时间一般在1至3个月。

据福州公安机关介绍， 一般
而言， 一个普通的棋牌类APP开
发费用约为3万元至5万元， 只需
几台电脑、请几个员工运维即可。

一些规模大、 技术等级高的
平台开发价格更高。 福州公安机
关今年破获的那起公安部督办网
络赌博案件， 犯罪团伙架设的赌
博网站安全防护等级高， 可同时
供上万人在线赌博， 提供数十种
赌博项目， 网站的开发费用在百
万元以上。

据多地公安民警介绍， 为逃
避打击， 网络赌博团伙通常将窝
点和运营设在境外， 租用境外服
务器招募境内代理商进行推广，
网站维护、 操控赌博结果等均在
境外完成。

记者调查发现 ， 棋牌赌博
APP、 网站的推广主要有两种
方式。

一是利用传统应用商店下
载。 为了绕开多数应用商店的审
核机制 ， 一些赌博APP开发出
“套壳上架 ” 模式 ， 即APP下载
打开后显示游戏已下架或已更
新， 同时弹出网页引导用户进入
新的下载页面， 找到赌博APP。

二是以高额抽成为诱饵招聘
代理商 ， 通过 “社交引流 ” 推
广。 记者在网站、 贴吧、QQ群等
发现大量此类广告。 一位网站运
营者介绍：“现在主要通过朋友圈
和微信群来推广， 一个微信号一
天发两次朋友圈和两个微信群，
每个微信群300人至500人， 一个
微信一天能保底引流8个客户。”

公安“断链”行动持
续开展，通信、网信等部
门已加强巡查

2019年以来， 公安部联动多
部委开展为期3年的打击整治跨
境网络赌博犯罪 “断链” 专项行
动。 据公安部通报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各地公安机关侦破
跨境赌博案件257起， 抓获犯罪
嫌疑人11500余名 ， 摧毁涉赌平
台368个、 技术团队148个， 打掉

支付平台和地下钱庄187个， 查
明涉案资金2290余亿元。

业内人士介绍， 通信、 网信
等部门已加大巡查力度， 通过技
术手段识别 、 发现 、 封堵赌博
APP和网站 。 “及时封堵并不
难 ， 关键是要形成整治合力 。”
多地公安民警表示。

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局治安
巡特警支队行动大队副大队长陈
泷建议， 相关部门和软件商店应
尽快建设APP安全监测平台， 对
APP权限信息、 行为信息、 内容
违规信息等进行监测， 自动发现
其中包含的恶意行为和违规内容
并输出监测报告。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
大伟建议， 许多赌博APP利用兑
换积分、 充值等方式实现资金
收 付 ， 资 金 流 通 常 披 着 合 法
外衣 ， 应加强对相关网络平台
的监管。

“线上赌客更容易头脑发
热， 赌到后面下注时， 金额数字
后多一两个零都没什么感觉了。”
泉州安溪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
队长肖瑞东说。 公安部门提醒网
民， 因网络赌博输到倾家荡产甚
至挪用公款走向犯罪的案例屡见
不鲜 ， 公众要警惕 、 远离各类
“花式” 赌博诱惑。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天津市食品安
全检测技术研究院日前在天津
发布 《冷冻饮品抽检监测情况
分析》 称， 截至9月30日， 冷
冻饮品监督抽检结果显示微生
物污染、 质量指标、 标签和食
品添加剂使用问题是冷冻饮品
检测中的主要不合格因素。

天津市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研究院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冷
冻饮品抽检监测牵头单位， 该
研究院冷冻饮品抽检负责人曹
东丽说， “在检验中我们发现
微生物不合格问题突 出 ， 不
合格原因一是冷冻饮品生产
环境湿度较大 ， 生产设备消
毒不彻底 ， 易造成微生物滋
生和繁殖； 二是主要销售季温
湿度较高， 微生物容易滋生和

繁殖。”
曹东丽表示， 冷冻饮品的

微生物不合格问题主要在于单
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和大肠
菌群， 其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
特氏菌连续几年均有检出。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
布的关于2020年上半年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情况分析显示， 冷
冻食品样品抽检数量 3933批
次， 不合格样品数量99批次，
样品不合格率2.52%， 不合格
率同比增加0.15%。

研究院建议冷冻饮品贸易
商应注意生产环节卫生状况，
降低微生物污染可能， 加强对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的监
控， 以及注意网购环节产品质
量问题。

购买冷冻饮品须注意微生物污染

青岛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