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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法眼

九鼎装饰：全包精装套餐仅 999 元/㎡
针对此次弄房子家装展，杭州老牌

装修公司九鼎装饰专门推出了 999 元/
㎡的全包精装定制套餐。涵盖了厨房、
卧室、客餐厅、卫生间及阳台等五大空间
的硬装需求。均选用一线大牌主材，套
餐内包含地板、瓷砖、卫浴、木门、油漆
等，实惠的价格却能享受到高品质的保
障。活动当天，更有下单礼、团购礼、主
材免费升级等额外优惠。注意，如此惊
喜的优惠只有活动当天才能享受的到
哦！
麦丰装饰：设计订金翻倍抵现

成立已有 10 年的麦丰装饰，已经拥
有了相当专业的装修团队和成熟的管理
模式。为了在本次家装展惠利各位装修
业主，特意推出了一系列限时优惠政
策 。 免 设 计 费 ；材 料 免 费 升 级 ；定 金

2000 元最高可抵 5000 元；现场签约即
送家电大奖（奖品价值不超过 5000 元）；
签约费用满 10 万元送 5800 元软装代金
券。
良工装饰：签约整装直降 10 万元

成立于 2004 年的良工国际设计是
一家集室内设计、施工为一体的专业装
修装饰工程公司。业务范围已经覆盖至
杭州、上海、南京等多个城市。针对周末
的活动，推出了如下优惠：70㎡户型美
式/现代风格整装套餐，原市场价 29.8 万
元，活动当天仅需 19.8 万元！下单整装
套餐，缴纳 2000 元定金，即可免费获赠
海信 32 寸 Wifi 电视一台，仅限前 50 户；
还有整装客户设计费、管理费、跟单费等
所有服务费全免！
中冠装饰：1000元定金最高抵15000元

同样拥有专业施工团队的中冠装饰

也特意为本次弄房子家装展推出一系列
的优惠。定金 1000 元最高可抵充工程
款 15000 元；开工即送最高 5888 元现金
红包；装修材料免费顶格升级；水电质保
免费升级为 8 年；一次装修终身维护、维
修。现场还会有更多惊喜福利，不要错
过。（具体优惠情况届时详询现场工作人
员）

家居版独家福利，报名读者专享
除了上述大咖装修公司的优惠外，

家居版还将亲自出马，利用媒体力量全
程监督，遇到问题，家居版出面帮你维
权！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预约报名，更
能享受到家居版的独家福利。包含：免
费得 9 套设计方案；5 次装修节点免费上
门验收；2000 元工程补贴款；20 位资深
专家在线免费解答装修疑问；工具箱一
套以及建材优惠券。只有提前报名才能
得到上述优惠哦。

扫描二维码，添加家居版微
信，再送工具箱一套

时间：9 月 16 日—17 日
地点：杭州城北体育公园
报名热线：0571—56078012

电话：0571-56078002 微信“弄房子装修”：nongfangzi家居装潢·专栏主持人：章茵、金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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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让杭城一线装修公司集体大降价？家居版办到了！这个周末，在杭州城北体育公园有场装修大活动。家居版精心筹备数月，召集了在杭州极具知名度的大牌装修公司，像九鼎装饰、中冠
装饰、麦丰装饰等都会来参加，并且都将推出自己压箱底的优惠套餐，保证享受到大实惠！现在报名，免费预约得入场券，更有家居版独家福利相送。活动仅限两天，不要错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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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扮情侣
逼近15楼神秘屋

9 月 9 日深夜，一对情侣模样的小年轻，

手挽手走进位于屏风街的某高层住宅，走进

电梯，按下15楼的按钮。

与此同时，15 楼上的“桌游吧”里，生意

兴隆，不少人熬夜在里面厮杀正酣。

不一会儿，一个叼着烟的男子，跟在一名

熟客后面，晃晃悠悠走进大楼。

“跟着王哥来的吧？进去吧⋯⋯”望风小

弟说了句。

陆陆续续，又有一些熟客往 15 楼的“桌

游吧”走去，当中夹杂着两三张生面孔。

这对情侣和两三张生面孔，正是下城公

安的民警，而这个“桌游吧”，则是一个地下德

州扑克的赌场。

要想进入
须过三道门禁

跟在熟客后面进入赌场内部的便衣民警

四下打量，120 平方米的房间里设了三个包

厢，每个包厢有一张标准德州扑克桌，9 个座

位配上1名荷官，当天三个包厢中，有两个已

经坐下了人开局。

地下赌场的老板锁定！招呼人来赌博的

局头锁定！

“不许动，警察！”潜入赌场内部的民警立

刻控制住老板和局头，在楼梯口守候的四五

对“情侣”以及在一楼待命的50多名民警，共

计70余警力，迅速行动，控制住了现场。

行动中，警方抓获赌博人员 27 人，查获

赌资 10 余万元，其中 10 人涉嫌开设赌场被

刑事拘留，14人参与赌博被行政拘留。

在行动之前，下城警方已经调查取证了

近半个月，掌握了该地下德州扑克赌博团伙

的人员构成。

“地下赌场老板负责提供场地收取费用，

局头负责招呼赌博人员，每局都会抽取桌面

上下注的赌资总额的 5%，一般称之为‘抽

头’，还有专门负责记账、放风、开门的马仔。”

文晖派出所副所长濮志根介绍道。

想要进入地下赌场，得经过三道门禁，分

别是一扇玻璃磁性感应门、一扇移动拉门和

一扇可以反锁的大门。门口还有摄像头，便

于内部人员实时观察门外动静。

这次民警能卧底成功，是由于地下赌场

人员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因此紧跟在熟客后

面的三个便衣民警进入场内，一时间也没有

引起内部人员的怀疑。

上桌四千元起步
参赌人员生活体面

这个地下赌场内很少见到现金，赌博人

员都用网络支付的方式购买筹码。

“要上桌，至少购买四千元的筹码起步。”

濮志根说，“参与赌博的人员几乎都是杭州本

地人，有个体户，也有工作稳定的白领，一般

来说收入都还不错。”

这个地下赌场并不是每天都营业，一般

是有赌局了，便会连开两天两夜，然后便关门

休息几天，等待下一个赌局到来。

生意最好的时候，三张德州扑克桌子爆

满，每天支付给马仔的费用就达一万多元。

本报讯 第二届“大匠至

心”传统工艺振兴杭州（大运

河）论坛暨“竹韵新声”传统

竹制技艺拱墅沙龙，将于 9

月 21 日至 22 日在拱墅区手

工艺活态展示馆召开。

届时，通过专家学者、从

业者的交流互动，以拓宽传

统竹制技艺产品设计开发的

思路，激发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与衍生品从业者不断创新

的意识、思维和能力，提升非

遗竹制技艺类项目的保护利

用与传承发展水平。

在此，钱报记者也给大

家提前剧透下部分参加沙龙

的大咖：

刘氏竹编（四川）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刘嘉峰和东阳

竹编（浙江）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何福礼，将在现场为大

家展示绝活；中国美术学院

副院长、教授杭间，国家非遗

保护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屈盛

瑞 等 专 家 将 担 任 学 术 指

导。

本报记者 华炜

通讯员 汤臻

一大拨竹编大咖
下周要来杭州

本报记者 华炜

见习记者 章然

通讯员 胡学军

杭州闹市区屏风街的一

座高层住宅内，有一间 120

平方米的房间，最初被租下

来是用来开桌游吧的。但这

家“桌游吧”的安保等级实在

是太高了：门口有监控，进门

得过三道门禁，楼底下还有

不少望风的人。

这里面究竟玩的是什么

游 戏 ，需 要 如 此 高 的 防 备

呢？这个谜底，在民警卧底

之后终于被揭开了。

昨天，杭州下城警方通

报了事件始末。

杭州屏风街的这座高层住宅
为啥进房间要过三道门禁
民警扮情侣，揭开地下德州扑克赌场的秘密

27名赌博人员被抓获，查获赌资10余万元

被 抓 获 的 参

赌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