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炫富到涉赌，她为何堕入犯罪深渊？
———郭美美涉嫌赌博犯罪被刑拘的背后

!

本报记者 王治国

!在里面的这段时间"回想自

己这几年所做的事情" 我非常后

悔#出去以后"我不会再去赌博$

炫富或者去做一些违法或违背道

德的事情"会踏踏实实做人#%

在北京市某看守所内"犯罪

嫌疑人郭美美 !女 "

!"

岁 "湖南

省益阳市人#如是说道"并流下

了悔恨的泪水#

郭美美"这名因!红会%事件

而一夜成!名%的网络!炫富女%"

近日再次陷入舆论漩涡中心"但

这次的事态远比她当年突然走

红更为严重&

#

月
$

日" 北京警

方打掉一个在世界杯期间组织

赌球的犯罪团伙"抓获团伙成员

%

名#该团伙在境外赌博网站开

户"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下注"

进行赌球违法犯罪活动#郭美美

是其中参赌人员#

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媒体

和广大网民的连日热议#案件背

后有无更多内幕'郭美美的真实

身份是什么'她的巨大!能量%从

何而来 ' ((为进一步查清案

情"北京警方联手广东 $湖南等

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随着侦

查的深入" 诸多谜团一一揭开)

与此同时"如何借此契机还原事

件真相$ 廓清社会风气和价值

观"更值得人们深思#

租房开设赌局 !抽水"

非法牟利数十万元

来自北京警方的最新消息

显示"

#

月
&'

日"郭美美等人因

涉嫌赌博罪被北京市公安局东

城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大量证

据面前"郭美美供认了在世界杯

足球赛期间参加赌球以及组织

赌博的违法犯罪事实"并进一步

供认了长期参与赌博活动$为牟

取暴利开设赌局的犯罪事实#

警方查明 " 郭美美嗜赌成

性"先后
()

余次往返澳门$香港

及周边国家赌博#

!)&!

年底"郭

美美在澳门赌场认识了一名职

业德州扑克赌徒康某某!中文译

名"外籍$"很快发展为情人关系

并在北京同居#

!)&"

年
!

月"郭

美美与康某某策划在北京开设

赌场" 由其生活助理吕某某出

面"在朝阳区北京公馆西塔楼以

月租
&!$

万元的价格租下一套房

屋用于设赌#随后"郭美美及康

某某购置了赌桌$筹码$

*+,

机#

!第一次组牌局时" 他的外

籍男朋友跟一个中国合伙人开

了一场" 郭美美只赚了
#

万多#

她觉得少"说*还是女人当家"下

次我自己组牌局+#%吕某某说#

此后"郭美美每次都是自己

聘请专业发牌手"找专人负责赌

资结算"并打电话或发微信邀请

!朋友% 上门赌博" 她本人抽取

"-

至
.-

的返点作为!水钱%#

警方初步核实"郭美美开设

赌局的每场赌资金额都在百万

元以上"她个人通过!抽水%非法

牟利数十万元#

北京赌徒朱某就是郭美美的

!朋友%之一#尽管此前仅有一面之

缘" 郭美美却如同老熟人一样"热

情地邀请朱某参加她组织的牌局#

!她从晚上
%

点多一直到夜

里
&

点多"不停打电话邀请我以

牌会友"说两人再见见面#她还

说这边有许多朋友" 都是有实

力$有名望的人#%朱某供述#

在郭美美的力邀下" 朱某在

凌晨
&

点多找到了这个赌局#虽然

朱某一再说没带钱也没带卡"郭美

美仍然主动为他提供了筹码"仅两

个多小时"朱某输掉了
')

万元#

!我说不玩了" 大家就都停

下来"都不玩了#我说改天给你

钱"她说不行"现在就要给钱"那

个外国人%康某某$把我的包夺

过去"往地上一倒"包里的东西

都倒出来了"气势汹汹的#郭美

美也是恶狠狠的"拿起电话感觉

要从外面叫人"好像是社会人#%

朱某至今心有余悸#

当天"朱某被郭美美等人控

制到天亮# #下转第二版$

理清责任 敢于担当 重在行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学习贯彻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综述

!

本报记者 郭洪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

检察院党组认真学习贯彻党中

央决策部署"切实履行抓好检察

机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政治责任#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上对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两个责任%作出全面部

署$王岐山书记对检察机关落实

!两个责任%作出重要指示后"最

高检党组高度重视"采取一系列

措施" 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不

断深化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

自身反腐力度不断加大"检察队

伍建设得到显著加强#

时时放在心上%牢牢扛

在肩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

提出"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 党委负主体责任 " 纪委

负监督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对

此进行了系统阐述# 王岐山书

记多次召开座谈会" 对 !两个

责任% 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提出明确要求#

最高检党组及时传达学习

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

不断统一全体检察人员的思想

认识# 特别是
"

月初王岐山书

记听取检察机关落实 !两个责

任% 情况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

后" 院党组在前期学习基础上"

采取多种形式" 集中进行传达

学习#

"

月
#"

日" 最高检党组召

开专题会议" 在京院领导 $ 检

委会专职委员逐一发言 " 交流

学习体会和贯彻打算# 党组结

合检察实际" 研究了贯彻落实

!两个责任% 的具体措施#

"

月
$%

日" 最高检向全国

检察机关发出通知" 对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和王岐山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 !两

个责任% 作出部署#

"

月
&'

日" 最高检召开各

内设机构$ 直属事业单位党政

主要负责人会议 # 党组书记 $

检察长曹建明和中央纪委驻最

高检纪检组组长莫文秀分别就

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进行

集体谈话#

"

月
&$

日" 最高检召开检

察机关贯彻落实 !两个责任 %

座谈会" 组织部分省级检察院

纪检组长$ 分州市检察院检察

长" 集中研讨如何细化和落实

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

从
(

月
&'

日起" ,检察日

报- 开辟专栏" 邀请各级检察

长围绕落实 !两个责任 % 撰写

心得体会" 目前已刊登
$)

位省

级院检察长学习文章# 曹建明

同志在 ,人民日报 - 发表了

,认真履行主体责任" 建设过硬

检察队伍- 的理论文章 " 鲜明

提出落实主体责任根本在敢于

担当$ 前提是理清责任$ 关键

看务实行动$ 重点是领导带头

等重要观点#

通过几个月的学习研讨 "

广大检察人员尤其是各级领导

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的严峻复杂形势有了更清

醒的认识" 对抓好检察机关党

风廉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有了

更清醒的把握#

党组负总责%层层有任务

最高检党组认为 "!两个责

任%在一些地方难以落实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内容不清" 责任不

明#党组把明确和细化责任作为

落实!两个责任%的关键来抓"在

对检察机关特别是最高检机关

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情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按照可

操作$可衔接$可量化$可追责的

标准"对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进

行具体化#

*

月
$+

日" 最高检党组经

过反复征求各方意见"正式印发

了,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关

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的实施意见-!下称 &意见'#"从

%

个方面提出了
)'

条具体要

求"明确和细化了党组主体责任

的目标任务$具体内容$履责要

求"形成了责任分解$检查监督$

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

比如",意见-强调了党组对

党风廉政建设要负总责"明确提

出最高检党组担负全面领导本

院和全国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体责任#

,意见- 还细化了党组书记

的第一责任" 明确提出党组书

记是本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负责领

导$ 组织最高检机关和检察系

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 组织 $

督促院党组学习贯彻中央关于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大决策

部署" 监督其他领导干部廉政

勤政$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分管

责任等#

,意见- 还细化了班子成员

的分管责任" 明确提出班子成

员和检委会专职委员根据工作

分工" 承担职责范围内的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责

任" 对党组负责" 领导并监督

分管部门落实院党组党风廉政

建设总体部署" 督促分管部门

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严格遵守廉

洁自律规定" 对发现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并监督纠

正#

同时 " ,意见 - 还细化了

部门负责人的 !一岗双责%$ 相

关职能部门的协同责任等#

目前"中央纪委驻最高检纪

检组和最高检监察局正在研究

制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

任的实施意见"修改完善后即印

发执行#最高检机关党委制定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关于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实

施方案-已印发执行#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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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豪华培训中心背后的腐败
!

邱 时

近日" 媒体曝光了一批党政机关豪华培训中心 (扎堆) 风景

名胜区的乱象" 引发公众强烈反响*

这些藏身风景名胜区的培训中心大多存在奢华消费+ 资源严

重浪费的问题" 有关部门对此不可忽视" 应将此视为反腐败的重

要线索" 严查背后隐藏的腐败问题*

一是要倒查这些豪华培训中心在建设过程中有没有更深层次

的腐败* 比如" 这些豪华培训中心在项目申请时是否有违规超标

行为, 主管领导在工程建设中有没有拿回扣, 项目审批部门有没

有违规审批或渎职行为,

二是要严查到豪华培训中心进行奢华消费的 -消费者.* 据

媒体报道" 这些培训中心里设有日收费超万元的 -总统套房)"

餐桌上除海参鲍鱼外" 还可以炖狼肉" 奢华程度可见一斑* 而这

些奢华的服务" 都优先服务于中心所属系统和单位的领导* 享受

这样奢华服务的领导 " 即使没有

违法犯罪的问题 " 至少也存在作

风方面的问题 * 对此 " 有关部门

不妨查一查 " 说不定就有意外收

获*

编辑 郑 智 张灿灿 校对 郝涛涛 杨金辉

云南昭通鲁甸发生6.5级地震

云南检察机关
迅速投入抗震救灾

本报昆明
!

月
"

日电 #通讯员赵安金 张玉林 胡际才$

+

月

,

日
$(

时
,'

分 " 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 %北纬
&*-$

度 " 东经
$',!,

度$ 发生
(!"

级地震" 震源深度
$&

公里# 地震给鲁甸县$ 巧家县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地震发生后" 云南省检察机关第一

时间投入抗震救灾" 转移受灾群众" 维护灾区社会秩序#

地震发生后" 云南省检察院检察长王田海电话指示市$ 县检察

院积极行动起来" 迅速投入抗震救灾# 昭通市检察院检察长刘远清

立即对基层院检察长提出要求& 速查检察人员及家属是否安全) 房

屋是否受损) 维护地方社会治安" 主动和地方党委$ 政府联系" 服

从统一救灾指挥) 速派检察人员奔赴灾区" 查看灾情" 参与抗震救

灾#

灾情发生后" 鲁甸县检察院检察长陈鸣梅立即赶到县检察院进

行安排部署" 带领
&'

多人奔赴鲁甸县震中龙头山镇# 在交通中断无

路可行的情况下" 陈鸣梅带领一个组
$'

多名同志徒步两个多小时后

到达龙头山镇# 一名检察官接到了被埋在邮政所倒塌房子下的幸存

者打出的电话" 陈鸣梅立即协调武警消防官兵前往救援# 一部分检

察官从损毁的房舍中将桌椅集中在空地上" 用于
$'

多个伤员暂时休

息# 另一个组的
$'

多名检察官赶往火德红镇开展救助行动# 该院驻

新农村工作队员尹传" 地震发生时正在火德红镇李家山村" 他及时

和村干部一起将
$''

多名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同一时刻" 巧家县检察院成立了以该院检察长石安军为组长的

抗震救灾应急领导小组" 指挥协调全院抗震救灾工作) 安排
"

名干

警参与全县抗震救灾督查工作) 组织
$'

名干警迅速赶往巧家县受灾

严重的包谷垴乡参与抢险救灾) 安排全院其他干警在单位随时待命)

组织人员对本单位房屋受损情况进行核查) 并对家处灾区的干警及

家属进行了安抚#

据初步统计" 截至
,

日
&'

时
)"

分" 地震已造成
$"'

多人死亡"

$,''

多人受伤#

新疆通报莎车严重暴力
恐怖袭击案件情况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

月
"

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日下午召

开党委常委 .扩大/ 会议" 通报莎车县
*

月
&+

日严重暴力恐怖袭击

案件情况" 对做好当前全疆稳定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通报了莎车县
*

月
&+

日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情况# 经过

公安机关全力侦查"

*

月
&+

日发生在莎车县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已

基本查清# 这是一起境内与境外恐怖组织相互勾连" 有组织$ 有预

谋$ 计划周密$ 性质恶劣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案件造成无辜

群众
,*

人死亡 %其中汉族
,"

人+ 维吾尔族
&

人$"

$,

人受伤"

,$

辆

车被打砸" 其中
(

辆被烧# 处置过程中" 击毙暴徒
"%

人" 抓捕涉案

人员
&$"

人" 缴获 !圣战% 旗帜以及大刀$ 斧头等作案工具#

现查明"

&'$,

年以来" 努尔买买提 %真名努拉买提/萨吾提" 莎

车县艾力西湖镇人$ 与境外 !东伊运% 组织勾连" 组织人员收听收

看暴恐音视频" 宣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 逐步形成了以其为

头目的暴恐团伙#

今年斋月以来" 该团伙选择偏僻地点" 以吃斋饭为名多次聚集"

通过非法 !台比力克% 活动" 煽动拉拢人员" 制定犯罪计划" 准备

作案工具#

&+

日凌晨" 该团伙成员蒙面手持刀斧袭击艾力西湖镇政

府$ 派出所" 被我维稳力量击退# 暴徒还在巴楚0莎车公路上设置

多处路障 " 分别在
$'

个地点拦截打砸焚烧过往车辆" 杀害无辜群

众" 持刀斧威逼群众参加暴恐活动# 途经此地的墩巴克乡乡长吾拉

木江1托呼提和乡纪委书记阿不都艾尼1吐尔地严厉斥责暴徒行径"

惨遭杀害#

案件发生后" 党中央高度重视" 中央领导同志作出批示# 自治

区党委$ 政府第一时间对案件处置作出部署" 相关部门全力救治伤

员" 各维稳力量迅速行动$ 果断处置$ 英勇顽强$ 不怕牺牲" 最大

限度减少了伤亡损失#

征求“辣味”监督
!

本报记者 郭清君

通讯员 戴小巍 高家洲

!县检察院这几年工作扎实$

成绩突出((% 湖北省五峰县人大代表易远东话音未落" 该县检察

院检察长王会甫就插话说& !我们这次来" 不说成绩" 主要想听工

作上的不足" 想听大家对检察机关的批评意见" 最好是带 *辣味+

的#%

听到检察长这样说" 易远东顿了顿" 说& !这还真有# 我们村

有一个 *小混混+" 经常寻衅滋事" 村民不得安宁" 检察机关能不

能督促公安机关进行查处' 采石采矿破坏生态环境" 村民意见很

大" 检察机关能不能督促行政执法机关严格执法'% 王会甫认真记

下了每一个问题" 并一一解答#

在傅家堰乡人大代表座谈会上 " 张泽双代表开门见山地说 &

!县检察院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做得不够" 我们好多年见不到一次检

察干警# 近年来" 我们村每年都有土地整治$ 修路改水等较大资

金项目" 希望检察院增强为农服务意识" 强化监督职能" 多联系

群众" 多调查了解民意" 加大涉农惠农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查处力

度#%

据悉" 在此次历时一周的集中走访活动中" 五峰县检察院的两

个走访小组共走访人大代表
$&(

名" 收集代表意见建议
),

条" 现

场解答代表问题和咨询
"(

件次# 该院党组将专题研究收集到的代

表意见建议" 并将其纳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范畴" 认

真整改落实#

检察官
“赶集”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检察院日前组织检察干警到三里镇集市街头开展法律咨

询宣传活动*活动当天正值圩日"不少前来赶集的群众向检察干警咨询法律问题*据

统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

余份"提供法律咨询
,'

余人次*

本报记者邓铁军 通讯员何雅君摄

!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6.5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当前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努
力减少人员伤亡，妥善做好群众安置工作。有关方面要抓紧了解灾情，组织群众避险，全力投入抗震救灾。要加强余震监测预报，密切防范次
生灾害发生。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