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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款今天到手，明天就送上赌桌”
办案检察官建议多管齐下!遏制农村地区开设赌场案高发态势

"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李 莉 蒋春富

近年来! 随着城镇化建设加速及

重点工程项目的推进!农村地区大批土

地"房屋被征用!失地农民获得了数十

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的拆迁补偿款#因

拆迁暴富后!一部分失地农民迷失了方

向!动用$拆迁款%参与赌博!与此同时!

农村地区开设赌场案件高发#

!"#!

年

至今年上半年!江苏省扬中市检察院共

受理开设赌场案
!!

件
$%

人!其中发生

在农村地区的多达
#&

件
%"

人!约占案

件总数的
%!'%(

! 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治安事件#

短短一周%

&'

万元拆迁

补偿款全输掉了

张某是扬中市开发区某村的一名

普通农民!家中四口人!平时耕种家中

的一亩三分地! 偶尔也去本村一家小

企业打临工!日子过得平淡无奇#

!)*!

年底!张某所在村的
*)

多户人家被纳

入
!+$

省道复线工程项目拆迁范围!

他的平静生活也从此被打破# 市政府

向拆迁农户提供了优惠的补偿政策!

张某家先后拿到征地补偿款
,$

万元#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张某

兴奋了好几天# 他辞掉企业的临工!

过起衣食无忧的生活#听朋友说镇里

有好多地下赌场!很多人拿到拆迁补

偿款后都去赌博!利滚利能赢得更多

钱!张某心动了#

!)*+

年
-

月!他约了

另外两个拆迁户!一起到镇上一地下

赌场碰运气#

镇上这家地下赌场由陈某等人

开设#

+)

多岁的陈某是无业人员!曾

因赌博多次被行政拘留# 多次参赌的

经历让陈某了解到! 庄家不论牌局输

赢!总按参赌额的
,(

至
$(

抽头渔利!

参赌者并不算赢家! 真正的赢家是庄

家#于是!从
!)*+

年初!陈某叫上袁某

等人!采取打游击的方式!在农户家中

或废弃厂区开设地下赌场! 吸引了众

多赌徒! 特别是获得征地补偿款的失

地农民纷纷前来参赌#仅
!)*+

年
!

月

的两场赌局! 涉案赌资就高达
*,)

余

万元!陈某等人获利近
*)

万元#

张某运气也不错 ! 他第一次参

赌!仅仅一个小时就净赚
+)))

多元#

自此!他成了地下赌场的常客#但是

过了几天!他的运气急转直下!赢的

钱全输了不说! 还倒贴
$

万多元#眼

见钱进了别人的口袋! 张某急红了

眼!非但没有醒悟!反而一次次加大

赌资试图$翻本%#短短一周时间!张

某就在陈某的地下赌场内输光了
,$

万元拆迁补偿款! 还欠下数万元赌

债#

!)*+

年
,

月!根据群众举报!公安

机关捣毁了陈某的地下赌场# 日前!

陈某等人因开设赌场罪被扬中市检

察院提起公诉#

参赌人数和涉案金额

&双增长'

近年来!像张某这样因拆迁骤富

并沉迷赌博的不在少数!像陈某这样

开设地下赌场吸引失地农民动用征

地补偿款参赌的更不是个案 # 据统

计!

!)*!

年至今年上半年! 扬中市检

察院就办理了农村地区开设赌场案

*&

件
%)

人#据办案人员介绍!这些案

件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参赌人数和涉案金额!双增长"#

!)*+

年以来!扬中农村地区失地农民

利用征地补偿款参与赌博的!占该市

赌博总人数的半数以上'大量因征地

拆迁骤富的闲散农村人员!失去土地

后无所事事! 为寻求刺激而沉迷赌

博!甚至出现了$补偿款今天到手!明

天就送上赌桌%的情况'因使用征地

补偿款参赌!有些农民参赌资金达到

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失地农民为牟利而开设赌场现

象突出#开设赌场人员从最初的由外

地赌博集团渗入!发展到本地村民自

行组织开设'在
%)

名涉案人员中!失

地农民
*%

人! 许多村民多次在自己

或朋友家中!提供麻将"牌等赌具供

他人赌博!并从中抽头渔利!每天非

法获利上万元'

反侦查意识较强#嫌疑人往往选

择位置偏僻的空置房"乡镇厂房作为

赌博场所!而且很多赌场为躲避手机

定位!事先收掉参赌人员手机!并利

用专门车辆运输参赌人员'他们还在

赌场周围设置卡哨! 由专人放风'此

外!很多赌博分子为维护整体不法利

益!往往密切配合!互相隐瞒!形成反

侦查联盟'

复赌案件时有发生# 许多人被处

罚后又重操旧业'

!)*!

年以来!扬中市

检察院共办理
,

件重复开设赌场案'

&不就是赌博吗 %怎么

还要判刑()

办案检察官分析!当前农村地区

开设赌场案件之所以高发!首先是这

些参赌人员普遍存在 $侥幸暴富%的

投机思想' 一些村民因拆迁实现了

$一夜骤富%! 失去了勤劳致富的动

力!渐渐迷失了自我!手中有钱却不

懂正确投资理财!而是将目光投向了

赌博!希望能利滚利"财滚财!不料却

在赌场上一输再输!愈陷愈深'

其次是法制意识淡漠! 对赌博危

害性认识不足' 相当一部分群众存在

$小赌怡情%"赌博违禁不违法等错误认

识!对赌博行为缺乏羞耻感'在办案中!

很多犯罪嫌疑人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

$不就是赌博吗!怎么还要判刑(%$我自

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三是基层组织作用乏力' 许多村

级基层组织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不重

视! 认为赌博活动是群众性娱乐活动

而听之任之!导致农村赌博盛行'部分

村组织对掌握的情况不及时" 不积极

上报!缺乏监管主动性和积极性!一定

程度上助长了赌博活动的蔓延'

最后是对开设赌场犯罪的打击力

度不够'根据刑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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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实践

中! 审判机关对开设赌场犯罪往往判

决轻刑化' 如在扬中市法院已经作出

判决的
&+

名涉案人员中!被宣告缓刑

的
,!

人!约占
$!',(

'对犯罪分子处罚

偏轻!起不到惩戒+震慑作用!使其认

为赌博被抓只要交了罚金便可了事!

进而在交完罚金后又重操旧业'

多管齐下% 遏制农村地

区开设赌场犯罪

办案检察官表示!要遏制当前农

村地区开设赌场犯罪高发的趋势!亟

须政府部门"政法机关和基层组织认

真履职"加强协作'

一是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引导

群众自觉抵制赌博'各政法机关要积

极协作!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法下乡%

活动!让基层群众充分认识到赌博违

法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检察机关应发

挥自身职能优势! 充分利用报纸"广

播 "电视等媒体 !以案说法 !加强宣

传!扩大办案效果!增强群众法治观

念!自觉抵制赌博'

二是要加大农村文化投入!引导

群众正确投资理财'要更加重视农村

地区文化事业建设!倡导有利于身心

健康的休闲娱乐方式!防止农民$骤

富%之后出现迷失自我的现象!自觉

远离赌博犯罪'同时!积极改善农村

金融服务环境!推出适合农村实际情

况的成熟金融产品!引导征地拆迁农

民正确投资理财'

三是要发挥基层组织作用! 构建

社会防控治理体系' 公安派出所应会

同基层组织切实加强对开设赌场犯罪

的易发场所的管理!及时掌握情况!发

现苗头后坚决制止和打击! 对于为开

设赌场提供保护和通风报信者坚决予

以有力处罚'充分利用村委会"村民小

组开展治安联防! 发动群众大胆检举

揭发一切形式的赌博违法犯罪活动'

四是要切实加大打击力度 ! 构

建打击赌博立体网络' 坚持边打击

边整治! 建立警民联防网络 ! 通过

明察暗访深挖隐藏在民居" 厂房内

的地下赌场' 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无

业人员" 有赌博前科等人群的管理'

司法机关在监管过程中! 对因赌博

犯罪适用缓刑者应强化监管 ! 避免

其再犯' 要完善公" 检" 法协同配

合机制! 对抽头渔利金额大 " 组织

参赌人数多" 影响恶劣的犯罪分子!

应严格追究刑事责任! 实行快侦快

捕快诉快判! 有效震慑赌博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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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洪

从!一把手"到普通干部都从水利工程

中 !渔利"$

*,$

人涉案$ 收缴违纪违法款

%&))

余万元#新华社
!+

日的报道%

*,$

名

!蛀虫"啃噬$!水中腐败"如此汹涌&'$将触

目惊心的江西省九江市水利系统腐败窝案

展现在人们面前#不只是九江$仅仅今年$

贵州省水利厅原厅长黎平( 江西省水利厅

原副厅长文林先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

受组织调查) 江西抚州检察机关查办水利

系统窝案
!*

件
!-

人) 贵州省黔东南州查

办水利系统窝案涉及
,

县
++

人**水利

系统腐败问题频发$颠覆了人们对!清水衙

门"的固有印象#

!水中腐败"为何如此汹涌+元凶无疑

是当事官员#报道说$该窝案的!主角"九江

市水利局原党委书记( 局长裴木春带头腐

败,沉迷打牌赌博$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

关系) 伙同副局长以及局财务人员共同贪

污) 欣然接受多名副职及中层干部的行贿

或介绍行贿) 通过多名副职帮助报销应由

其个人支付的旅游费用(医药费用等#在贪

婪的欲望驱使下$在潜规则的挟持下$这些

官员将人民的利益抛在脑后$ 更不惜将人

民赋予的权力变成捞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上演着一幕幕寻租逐利的丑剧# 他们不但

亵渎了权力$ 还极大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

象和威信$对于这样的官员必须严肃查处$

决不能手软#

但是$ 仅仅严肃查处涉嫌腐败的官员

还远远不够$毕竟治标不治本#前腐后继$

必然有制度漏洞存在# 就拿江西这个案子

来说$水利工程招投标!浑浊"不堪$就是因

为!水建公司"的存在$使得水利工程项目

实际上一直!体内循环$内部操纵"#这样的

!浑水"$ 不仅给不法企业以攫取不法利益

的空间$更为负有领导(监管职责的官员和

干部疏于履职甚至主动寻租提供了掩护$

腐败滋生在所难免#

这里有 !水建公司 "$那里有 !土建公

司"$在工程承建等领域多了类似这样的环

节$又没有完善的约束监督机制$就等于在

权力和利益之间制造了一个 !腐败中介"#

环节越多越容易出问题$ 这是一个多么浅

显的道理&不知道这样的制度设计$当初是

如何评估(通过的+在其他领域中$还有多

少类似的制度+

有权必有责$用权必受监督#官员该为

自己的腐败行为承担责任$那谁来为制度漏洞负责$谁来监督

制度本身+因为$如果没人负责没人监督$制度的完善将只是

一句空话#

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保证权力

正确行使$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用制度管权管

事管人# 随着反腐进入深

水区 $ 不仅权力要受监

督 $ 制度本身也要受监

督$而且对制度的监督应

该更具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