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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的一个清晨，从化某农庄一员工

宿舍内，正在熟睡的后厨员工全部被

从化警方控制了，原来，这些员工都

参与了一起网络赌博案。 据了解，该

起案件的组织者是一对情侣，赌客则

分布于天河、黄埔、白云、从化等地。

涉赌人员共 41 人，其中 34 人被处以

行政拘留。

动动手指，情侣月入

3

万

阿强和阿芬是一对情侣，居住在

从化街口的一间出租屋内。 他俩无论

去哪里，都要拿手机出来看看，时不

时操作一番，同时还特别留意四周有

没有其他人。 原来，他们在手机里打

理着一盘大“生意”，不停操作、计数、

在线沟通，一个月左右便可获利 3 万

元。

这份“高薪”工作并不复杂，他们

只需通过各种渠道，招揽一帮人加入

一个微信群。 加入这个群后，就不断

有人向他们发微信红包，阿强他们首

先扣留一部分资金，然后再将剩下的

钱转发给其他人。

去年 10 月， 从化警方接到群众

举报， 称有人通过微信组织网络赌

博，并从中牟利。 经调查，民警确定，

涉嫌组织网络赌博的就是阿强和阿

芬。

游戏赌输赢，群主从中“赚差价”

民警来到阿强和阿芬的出租屋

内对嫌疑人进行逮捕时， 两人还在

“工作”，帮赌客结算账目。 据办案民

警介绍， 赌博群里有群主和管理员，

剩下的都是赌客。 作为群主的阿强和

阿芬会在群里发送游戏链接，而群成

员一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进入“房

间”进行赌博。

一间房有 12 个人参与赌博， 都

是以“斗牛” 的形式， 24 局为一场，

最后以积分的多少进行排名。 办案

民警表示， 这些赌客在网络游戏上

开赌厮杀， 赢的得正分， 输的得负

分， 打完之后算总得分， 最后按分

算钱进行结算。 “输的转钱给群主，

然后群主以每一场 15 元或者 25 元

的标准‘抽水’， 再将剩下的返还给

赢家。” 而赌客不用在游戏里进行金

钱交易， 他们只需要参与游戏， 一

场游戏打完， 群主已经帮他们计算

出赢或者输的结果， 这些赌客再经

过群主， 利用微信红包进行结算交

收赌资。

对于赌徒来说，网络赌博操作简

便，且形式隐蔽，因此更易沉迷其中。

对于群主来说， 群成员规模越庞大，

越多人参赌，他们的收益就越多。 所

以，阿强和阿芬不断拉人入群，参与

网络赌博。

41

名涉赌人员落网

办案过程中，民警发现阿芬的手

机内有很多催还款的手机短信，甚至

有银行发来的律师函，催其还钱。 据

嫌疑人阿芬交代， 她平时花销比较

大，没钱用就向银行借钱，或者刷信

用卡消费，不知不觉已欠下银行一大

笔钱，再无力还债。 她和男友阿强商

议后，就做起了组织网络赌博以牟利

的勾当。

摸清这个赌博团伙的人员情况

和落脚点之后，从化警方分别奔赴多

个参赌人员的住处展开收网行动，其

中，在从化某农庄的员工宿舍内控制

了一批后厨员工。 办案民警表示，这

批员工中的一人偶然被阿强拉入了

微信群内，参与了网络赌博。 随后，此

人还聚集了其他同事参与其中。

该案共计 41 名涉赌人员落网。

目前，组织网络赌博的嫌疑人阿强和

阿芬已被从化警方依法刑事拘留，34

名参与网络赌博的人员被处以行政

拘留，另外 5 人因情节轻微，经警方

教育后释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实习生

凌雪敏 通讯员 施桂鸿 陈玉敏）

户籍政

策关系各方面民生利益，广州市公安局

越秀区分局民警戴洁玲从警30年来一

直活跃在一线户籍窗口，是全广东省少

有的户籍专家。 她全身心投入公安户籍

工作中， 是深受群众喜欢的业务能手，

也是同事领导信任的“戴姐”。

帮考生解决户籍问题成功报名高考

越秀区办证大厅户政窗口人多、事

多，工作量巨大，戴洁玲是专职的窗口

值班主任，专门负责处理特殊复杂情况

和为急办群众加号。 30年来，她直接服

务群众超过30万人次。

2017年3月， 从河北省赶来广州的

朱姨和老伴到领导值班室求助。 戴洁玲

了解到，朱姨的外孙女急需户口本报名

高考， 可是朱姨的女儿正在监狱服刑，

母女俩的户口挂靠朋友处，户主不肯借

出户口本。 戴洁玲积极联系社区民警寻

找所在户主做动员工作，并联系所属街

道公共集体户负责人加急协商解决入

户问题，最终及时取到户口卡，让朱姨

的外孙女报名高考。

顺利帮朱姨解决燃眉之急后，戴洁

玲还主动联系到监狱管理所领导，破例

让她们家属见面团聚，让朱姨一家感动

不已。 戴洁玲用无限热情为群众解决实

际困难， 远远超出了窗口的工作范围。

2018年国庆后，朱姨致电报喜，称外孙

女已考上郑州的一所大学，还当上了班

长。 听到这个好消息，戴姐的办公室沸

腾了。

辗转多处让“黑户”恢复身份

2018年4月， 上级转来区民政局的

一份群众求助，要求公安及街道协助花

都区民政局救助站解决无户口人员李

某恢复户口的事情。 由于情况特别复

杂，单位安排戴洁玲负责处理。

戴洁玲查询系统发现，确实有一名

群众李某于1998年失踪注销户口，但系

统内没有相片，派出所和法院方面也找

不到相关证明资料。 于是，戴姐安排民

警到花都区救助站对李某进行询问并

拍照， 了解到李某一直在广州生活，曾

在少管所服刑五年，出来后与养父母闹

矛盾离家出走，2012年在湖北被确诊为

神经萎缩， 治病用光了积蓄后自杀，被

送到当地救助站，2016年辗转回到广州

市花都区救助站求助，现在一直卧床不

起。

戴姐与同事马上循线深挖，找到了

其81岁的养母， 但他们对相片都不确

认，且养母明确表示李某没有尽到赡养

老人的义务，坚决不同意让李某在其户

内恢复户口。 线索一下子断开了，调查

工作进入瓶颈状态。

此时，戴洁玲突然想起，李某在少

管所待过五年， 或许留下了蛛丝马迹。

她联系广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调查当

年档案记录， 发现存有该人的相关信

息，经鉴定确认是同一人，遂为注销户

口20年的李某恢复身份。

编制更新核准户籍数据工作指引

今年春节前是办证高峰期，戴姐与

大厅同事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 除夕当

天，她也早早来到岗位上，尽可能为更

多的群众办好相关手续，让他们能安心

回家过年。

为准确统计掌握全国实有人口数

据，公安部要求及时更新核准多个户籍

人员数据。 戴洁玲接受任务后，马上制

定工作方案，为区内18个派出所编制了

越秀版本的工作指引、处理文书，指导

他们每条线索的核查思路和解决方法。

为加大调查力度，她还主动联系各相关

部门， 收集了大量准确的人员信息，为

开展调查核实提供有力的依据，使越秀

区在几项工作的核实率、 注销率均达

100%，调查核准信息3.6万条，受到市公

安局的通报表扬。

近期， 广州户籍工作改革创新，近

20项业务实行全程网上办理。 计算机专

业毕业的戴姐首先研究学习新的网办

户籍系统，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完善建

议， 使分局户籍网上大厅顺利启动，为

群众快速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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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群拉人赌博，两高薪群主落网

涉赌人员共41人，其中34人被行政拘留

《刑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

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 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罚金。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

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治安管理处罚

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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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提醒大家， 参赌违

法，无论网上线下，十赌都是九输，

代价沉重，请大家远离赌博！

越秀民警戴洁玲是全广东省少有的户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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