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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 ”的
司法理念，与县扶贫办联合下发《岳阳县
人民检察院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
的实施办法》。共摸排贫困户司法救助线
索 27 起，已救助 14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 8 户 ，涉及家庭成员 26 人 ，共发放
救助金 31 万元 ， 救助规模位居全市前
列。主动化解了一批涉检信访，对被害人
家属给予司法救助，做到案结事了，妥善
化解了社会矛盾。

“老黄牛”彰显不平凡
老同志退职不退岗。 目前两名退线

专职委员仍在一线办案， 并积极承担对
年轻干警的“传帮带”工作。

特别是彭庆文，2017 年在他 55 岁从
原反贪局教导员岗位上消超退线， 挑起
精准扶贫工作重担。 “才下火线，又上前
线”，彭庆文连续 3 年担任县检察院驻黄
沙街镇和谐村工作队队长、 和谐村第一
支部书记， 夜以继日操劳， 带病坚持工
作。

三年时间，他克服艰苦条件，把自己
满腔热血和全部智慧都投入到了扶贫工
作中， 帮助贫困村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
的出行、用水、居住等难题 ，自掏腰包为
贫困户购置轮椅，为 80 多岁的孤寡老人

挑粪整理菜园，为 12 名贫困学生争取资
金助学。 今年 5 月，他罹患肝胆管癌，病
倒在工作岗位上。弥留之际，他最放心不
下的还是部分贫困户的问题没有解决。

彭庆文从检 22 年，他经手的案件无
一差错，屡获嘉奖。 扶贫期间，连续两年
被评为全县先进工作队，56 户贫困户除
兜底户外全部摘帽。

基层条件艰苦、工作任务繁重，是什
么支撑一个人， 不管在哪个岗位都恪尽
职守、始终如一呢？彭庆文留下的扶贫日
记就是答案。

“2017 年 7 月 27 日 我在检察院
工作这么多年，五十多岁了来扶贫，我的
想法是在能力范围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 ”

“2018 年 6 月 2 日 扶贫工作关键
在于用心， 要把党的温暖送到老百姓的
心坎上。 ”

“2018 年 8 月 22 日 我们把和谐
村建设得怎么样， 和谐村的后人会记得
的。 ”

“功劳成绩不提 ，还是在这里 ，如果
问题不提， 老百姓永远对我们的工作不
买账。 ”

在彭庆文的精神感召下， 县检察院
又安排两名 80 后驻村扶贫，以更高标准
抓好抓实和谐村各项扶贫任务， 确保年
底圆满收官。

“细伢子”逐梦检察行
“本科以上学历占比 85%，员额检察

官平均年龄 46.4 岁，检察官助理平均年
龄 34.3 岁。 ”钟沁说，这是一支充满生机
活力的队伍，年富力强。

该院充分发挥检察文化的浸润 、引
领作用，通过党总支 、青工委 、工会等团
体，发动青年干警开展志愿者活动，积极
投身文明创建工作。 结合巴陵地域文化
特色，在全院开展院训 、检察精神征集、
评选活动，确立“厚德修身、崇法求真”院
训和“求索、忧乐 、骆驼 、荷花 ”四种代表
本地文化特色的巴陵检察精神， 提升检
察干警职业认同和尊荣感， 提升队伍凝
聚力和向心力，成功创建“省级文明标兵
单位”。

同时，扎实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开
展“追寻红色足迹”“孝廉家风传承”等集
体活动， 打造多媒体党建活动室和电子
有声党建阅览室，以党建带队伍，以党建
促业务， 成功创建 “省级基层党建示范
点”。

该院还积极搭建成长平台， 继续与
湖南理工学院打造联合人才培养基地 ，
多次开展“巴陵检察课堂”、公诉论坛、青
年讲坛活动，邀请专家学者授课，组织干
警前往长沙县、 醴陵市等先进基层院学
习， 促进理论学习和业务实践的双向互

动，有效激发干警干事创业热情。
近年来， 该院有 3 件案件被最高人

民检察院评为精品案件 ，5 篇论文在全
省诉讼法学年会、 全省检察官青年论坛
等平台获奖， 全院涌现出了一批全省优
秀青年卫士、全省优秀公诉人，全市最美
检察官、业务能手 、全县道德模范、文明
家庭等先进典型 ，2 名干警入选省院人
才库。

□检察长感言

为建设幸福美丽富饶
岳阳县贡献检察力量
岳阳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钟沁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荣誉意味着新
的起点，在以后工作中，我们将用行动和
成绩擦亮奖牌，不负全县人民的嘱托，不
负全院干警的努力， 不负上级部门的关
爱。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以全国先进院的觉
悟和担当，树立争创“全国模范基层检察
院”“全国文明单位”工作目标，为决胜脱
贫攻坚，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幸
福美丽富饶岳阳县，贡献检察力量。

赌博群人数过千 参赌者遍布全国
10 月 29 日，经办此案的株洲市公安

局芦淞分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吴亚谨介
绍，30 多岁的株洲市民李先生平日做点
小生意，有赌博习惯,今年 5 月被赌友拉
进了一个网络赌博群。

群里 24 小时都在玩一种抢红包的
赌博游戏，玩法是由玩家先发一个红包，
一个红包里面又有九个小红包， 总金额
从 100 元至 1800 元不等。

红包发出以后， 玩家需在 0 至 9 之
间选定几个数字， 然后庄家会瞬间将这
些红包抢走，因为是随机红包，所以这 9
个红包的尾数都不一样。

如果庄家所抢的红包尾数有玩家选
择的那几个数字，那么庄家就要赔钱，中
的数字越多赔率就越高。 如果 9 个数字
全中，赔率将达到 480 倍，玩家投 100 块
钱可以瞬间变成 48000 元。

最开始，李先生赢了几千元钱，在尝
到甜头后加大投入，却屡赌屡输。 到 7 月
底， 他将准备装修婚房的三四十万元悉
数输光。 李先生选择了报警。

接警后，芦淞警方立刻成立专案组。
卧底到该群的民警也感到震撼： 群里每
天群里 24 小时都有人在参赌，来往资金
非常大，其中有人 5 分钟不到就输了 20
余万元。

“1.8 万元的红包，机器人只要 0.1 秒
就能抢完。 ”吴亚谨说，庄家使用软件机
器人抢红包，群内的参赌人员，有部分人
也使用软件参赌，每月收费 200 元。

群里不仅有专业的中介、借贷人员，
还有专业的打红包机器人、护群号，都是
设计好的程序， 只要有输钱的参赌人员
在群里大吵大闹，就会被软件自动踢出群。

赌徒创建 获利过百万
“有人今天来赌完又退出，明天又进

群了。 ”吴亚谨说，群内流动性特别大，参
赌人员遍布全国 ，各种职业 、学历 、年龄
的群体都有。 本省也有数十个参赌人员。

随着深入调查， 一个横跨两省的网
络赌博团伙以及陕西西安、 福建三明两
个窝点浮出水面。

团伙头目， 李某和朱某是一对来自
西安的 80 后赌徒。 李某原先在河北唐山
一家工厂上班， 朱某则是一个苹果批发
商。 两人都是在玩红包彩输钱后，发现了
这条“发家致富”之路，“输了钱就说明庄
家赚钱。 ”

今年 3 月， 两人联系上了福建三明
的庄家 ，成立 “工作室 ”，开始进行 “合
作”。 他们以 8000 元/月的工资， 请了 6
名工作人员，负责维护“工作室”，两人的
女友管账，“合作模式一般是福建做庄家
出钱，另一方拉人进群赌博”。

来自福建的张某和王某都是 90 后，

平日没有正式职业。他们出资购置电脑、
手机， 聘请了 6 名工作人员， 也成立了
“工作室”。

两个 “工作室”分工明确，公司化运
作。西安“工作室”相当于赌场经营者，负
责找中介拉人进群 、踢人 、维护秩序 ，三
明“工作室 ”则充当庄家 ，负责操作群内
的软件设赌局，给机器人下指令等，如果
有漏包，还要主动赔付，“抢完红包后，他
们需要手动点一下程序，进行赔付”。

2 个“工作室 ”24 小时都有人 ，每天
早晚七点到八点是换班对账时间，“三明
‘工作室’一天两场赌局 ，每场工作人员
发 400 元-450 元的工资。 ”

实际上， 该群设定的赌博规则对庄
家有利，无论玩家怎样押注，庄家赢的概
率都在 60%以上，赔率越高、参赌人员越
多、赌博时间越长，庄家胜算就越大。

即便如此，3 个 500 人的赌博群仍是
满群 。 群里每天资金流水达到 1000 余
万，朱某、李某两人分一部分给中介后 ，
盈利标准为流水千分之一到千分之四 。
半年间，两人敛财数百万。

面对巨额的财富， 两人开始享受生
活：除了买房 ，两人均购置了奔驰 ，还有
LV、浪琴手表等奢侈品。 iPhone11、华为
保时捷等最新款手机被他们作为工作手
机使用，“1 万 5 的华为折叠手机都买了
4 台。 ”

在掌握了该团伙基本情况后，10 月
初，芦淞警方奔赴福建、陕西，抓获朱某、
李某等犯罪嫌疑人 23 名。 目前，因涉嫌
开设赌场罪，23 人已被刑事拘留。

网上“抢红包”抢出亿元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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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陈思

在一种抢红包的新型赌局中输了钱，一对赌徒却看到了商机：他们原样“复制”了 3 个赌博群，利用专业软件运营赌局。
仅半年时间，3 个 500 人的赌博群资金流水超过 11 亿元，这对赌徒获利数百万，过上了购置 LV 和奔驰、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 10 月初警方破获这起

部督网络赌博案。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探案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