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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09

我国首次公告外逃人员藏匿线索 22人遭曝光
具体到街道 就是为了“打草惊蛇”！

2017年4月28日
星期五

27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
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
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
曝光了22名外逃人员目前在海外
可能藏匿的具体地址。这是我国首
次以公告的形式集中发布针对外
逃人员的藏匿线索。

首次明确公布“千人底数”

4月17日，“百名红通人员”第
75号李世乔被成功从加拿大劝返
回国投案自首。这是2015年4月集
中曝光的“百名红通人员”中到案
的第40名外逃人员。

公告以中英文形式向海内外
通报了22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
犯罪的外逃人员在海外目前可能
藏匿的具体地址。2015年4月，国际
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
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也引起国
际社会的重大关注。

“这是我国最高的反腐败追逃
统筹协调部门首次以公告形式发
布针对外逃人员的藏匿线索。”中
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
长高波表示，这22名外逃人员均是
尚未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公告
的发布正好在追逃数量达四成的
时间节点，具有重大震慑作用。

“公告的发布将让这些外逃分
子成为‘惊弓之鸟’，彻底打消他们
的侥幸心理，同时立下国内追逃相
关部门工作的‘军令状’，设定了时
间表和任务书。”高波说。

公告同时指出，追逃追赃任务
依然繁重。截至2017年3月31日，尚
有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外
逃出境国家工作人员365人，失踪
不知去向的国家工作人员581人，

共计946人。
“365人为已经确认出逃并有出

境记录，581人我们目前并未掌握是
否离境，但失踪了。”中央追逃办有
关负责人指出，这是我国首次明确
公布外逃国家工作人员的“底数”，
也是今后追逃工作的重要依据。

居住在美国的最多，为10名

根据群众举报梳理的线索，公告
对22名外逃人员目前的藏身之地进
行了曝光。公告显示，这些人员目前
可能居住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英
国、澳大利亚、圣基茨和尼维斯等6个
国家。其中可能居住在美国的最多，
为10名。其次为加拿大5名、新西兰4
名。外逃时间最早的为1998年。

记者注意到，公告不仅曝光了这
些外逃人员出逃前的身份职务、所涉
嫌的犯罪行为、外逃时间、前往国家、
外逃时所持证照号码等信息，还特别
用英文曝光了他们可能藏匿的具体
地址，包括所在的街道、社区等。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王文华说，公告的发布将引起国
际上的关注和影响，对外逃人员形
成强大的“收网”震慑。公布具体地
址会不会“打草惊蛇”？王文华说：

“公告发布的目的就是为了‘打草
惊蛇’，给其压力，使之惶惶不可终
日，加大追逃的力度。”

此外，公告指出：“我们也敦促
个别国家不要为获得经济利益，不
顾当事人涉嫌腐败犯罪的性质，通
过投资移民计划滥发护照签证，已
经发放的应尽快吊销。”公告还呼
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提
供在逃人员线索，积极举报新逃人
员，并通报了举报网址。 据新华社

1.肖建明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
事长。涉嫌受贿罪。
2012年12月21日外逃至美国。
目前可能居住地：31Ave，San Ma-
teo，San Francisco，California，USA。

2.蒋雷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
行业分会原会长。涉嫌贪污罪。
2007年4月11日外逃至新西兰。
目前可能居住地：Stevenson Way，Cock-
le Bay，Auckland，New Zealand。

3.刘勖
北京市通州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中心原工作人员。涉嫌贪污罪。
2013年7月29日外逃至美国。
目 前 可 能 居 住 地 ：Waumsley
Way，Sugar Land，Texas，USA。

4.刘湘建
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
原科长。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
2004年10月31日外逃至英国。
目 前 可 能 居 住 地 ：NearStratford
Station，London，UK。

5.陈兴铭
中国电力公司战略研究与规划部
原主任。涉嫌挪用公款罪。
2002年6月5日外逃至新西兰。
目前可能居住地：Compass Point
Way， 2012 Half Moon Bay，
Auckland，New Zealand。

6.刘常凯
北京梨园驾校原校长。涉嫌诈骗罪。
1999年10月外逃至美国。
目前可能居住地：47th Ave，Bay-
side，New York，USA。

7.肖斌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信用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涉嫌职务侵占罪。
2011年1月21日外逃至加拿大。
目前可能居住地：Ackroyd Road，Rich-
mond，British Columbia，Canada。

8.李文革
昆明市盘龙区国税局工会原副主
席。涉嫌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
2013年8月29日外逃至加拿大。
目前可能居住地：Barnard Drive，Rich-
mond，British Columbia，Canada。

9.王黎明
中国银行海南分行原行长。涉嫌徇

私舞弊罪。
2000年6月9日外逃至美国。
目前可能居住地：Voltaire Drive，
Riverside， Los Angles， Califor-
nia，USA。

10.宣秀英
南方证券公司广州分公司珠海景
莲营业部原主任。涉嫌挪用公款
罪、隐瞒境外存款罪。
2002年8月18日外逃至新西兰。
目前可能居住地：the Esplanade，
Eastern Beach， Auckland， New
Zealand。

11.吉东升
河南证券有限公司郑州纬五路
第二营业部原经理。涉嫌挪用公
款罪。
2002年12月21日外逃至澳大利亚。
目 前 可 能 居 住 地 ：Ethel Street，
Burwood，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12.程慕阳
香港佳达利投资有限公司原董事
长、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
原经理。涉嫌贪污罪、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
2000年8月8日外逃至新西兰，后转
往加拿大。
目 前 可 能 居 住 地 ：Oak Ridge
Community，Vancouver，Canada。

13.贺业军
河北唐山豪门集团原总裁。涉嫌挪
用公款罪。
1999年5月23日外逃至美国。
目前可能居住地：NE 38th Ave，
Aventura，Florida，USA。

14.黄红（又名黄利）
河北唐山豪门集团驻北京办事处
原会计。涉嫌挪用公款罪。
1998年5月16日外逃至美国。
目前可能居住地：NE 38th Ave，
Aventura，Florida，USA。

15.虞泰年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处原处
长。涉嫌贪污罪。
目 前 可 能 居 住 地 ：Tawa Road，
Auckland，New Zealand。

16.邱耿敏
浙江昌大进出口有限公司原经理。
涉嫌合同诈骗、抽逃出资罪。
2010年2月9日外逃至美国。
目前可能居住地：Columbia Ave，
New York，NY，USA。

17.周建华
浙江省乐清市城东街道蛎灰窑村原
党支部书记、建桥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原法定代表人。涉嫌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
2013年11月6日外逃至美国。
目前可能居住地：ELM St，San
Mateo， San Francisco， Califor-
nia，USA。

18.刘慎湘
上海山东齐鲁实业总公司原总经
理。涉嫌贪污罪。
2000年12月外逃至美国。
目 前 可 能 居 住 地 ：161 Street，
Flushing，New York，USA。

19.王清伟
轻骑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原财务人
员。涉嫌信用证诈骗罪。
2005年4月21日外逃至加拿大。
目 前 可 能 居 住 地 ：Hope River
Rd，Chilliwack， British Colum-
bia，Canada。

20.徐雪伟
江阴市升昌科技有限公司、江阴市
翔达化纤有限公司、江阴市康须王
纺织化纤有限公司、江阴市皓晟贸
易有限公司四个公司原实际控制
人。涉嫌骗取贷款、合同诈骗罪。
2012年11月21日外逃至美国。
目 前 可 能 居 住 地 ： Lansdowne
Place，Rowland Heights，Califor-
nia，USA。

21.贺俭
秦皇岛港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原董事长。涉嫌贪污、挪用
公款罪。
2010年9月27日外逃至加拿大。
目前可能居住地：Dover Rd。Na-
naimo，British Columbia，Canada。

22.任标
江苏大罗能源物资有限公司、江苏
华罗贸易有限公司、江阴市展鹏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江阴丰达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江阴丰达科技有限公
司等单位原实际控制人。涉嫌骗取
贷款、伪造金融票证罪。
2014年1月23日非法出境，辗转外
逃至圣基茨和尼维斯。
目 前 可 能 居 住 地 ：
B3， Blosom， Silver
Reef Community，
Frigate Bay Dis-
trict， Saint Kitts
and Nevis。据新华社

以原18个集团军为基础
调整组建13个集团军

杨宇军说，中央军委决
定，以原18个集团军为基础，
调整组建13个集团军，番号分
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
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
一、八十二和八十三集团军。

杨宇军表示，调整组建
新的集团军，是对陆军机动
作战部队的整体性重塑，是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
迈出的关键一步，对于推动
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
能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坚决反对“萨德”入韩
开展实战化针对性演习

杨宇军说，当前，半岛局
势复杂敏感，中方从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做
了大量劝和促谈的建设性工
作。“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国
部署，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与
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军队将继续开展
实战化针对性演习训练，以
及新型武器装备作战检验，
坚决保卫国家安全和地区和
平稳定。”杨宇军说。

新航母命名为“皮皮虾号”？
我军舰艇命名有相应规定

记者：有媒体称，随着中
国第二艘航母下水，中国一
共需要6艘航母。请问根据中
国军方的计划，共打算建造
多少艘航母？第二个问题也
是与之相关的，为了支持航
母在全球范围的作战行动，
中国需要在全球建设军事基
地。请问中方是否准备或者
有什么计划在全球建设军事
基地，来支持航母作战行动？

杨宇军：关于航母今后
发展的问题，中方有关部门
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统筹规划航母发展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航母基地
建设的问题。航母主要陆上
保障设施，包括航母驻泊港
口、舰载机驻屯机场和训练
保障设施等，是航母部队日
常活动的主要依托。关于相
关陆上保障设施的建设，将
根据任务需要统筹规划。

至于你刚才提到，因为
有了航母就要在全球建立多
少个海军基地，我觉得你想
得太多了。

记者：我们在网络上看
到，很多网友对刚下水的这
艘新航母名称有一些投票，
在投票过程中，有人给这艘
航母取名“台湾号”，有人取
名“山东号”。请问这艘航母
的名称确定了没有？第二个
问题，有专家提到这艘新航
母的下水改变了台海局势。
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突破第
一岛链绕行台湾时，在台湾
引起很大关注。请问今后航
母训练绕行台湾会是例行训
练吗？第三个问题，第三艘航
母在建的进度怎么样？

杨宇军：关于第一个问
题，您提到网上有些人对航
母的名称做了一个投票，我
感到这应该是网友自发的行
为。因为我注意到，还有人把
这艘航母命名为“皮皮虾
号”，也有不少人投了赞成
票。我军对于海军舰艇的命
名有相应规定，通常会在舰
艇交接入列的时候公布。

关于第二个问题，航母
的训练海域是根据形势任务
的需要而确定的。

关于第三个问题，刚才
我已经讲了，中方有关部门
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统筹规划航母的发展问题。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国
防部网站

男扮女装
获赞“姑娘你真勇敢”

两个假发、两副眼镜、一条捆绑
带、一个口罩和一个偷拍记录仪，这
是冯黎明随身携带的部分装备。

为了方便跟踪和不让惯偷辨认
出来，他变换过很多形象，老头、残疾
人、知识分子，包括男扮女装。

冯黎明的妻子项璐钰常常害怕
丈夫在街上被人当作“变态”，一有时
间她就会亲自为丈夫打扮、化妆，让
他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儿”。

“模仿女性走路，不能在人群中
说话”，冯黎明告诉记者，有时来不
及换成男装，进了男厕所，马上就会
引来异样的眼神。

有一次，男扮女装的冯黎明跟踪
小偷上了公交车，小偷行窃后，冯黎明
一个箭步冲上去，两下就将小偷控制
在地，车厢里的乘客纷纷鼓掌称赞，

“姑娘你真勇敢”。随后，冯黎明卸掉假
发，押着小偷下车，乘客目瞪口呆。

市民认识他
大部分小偷也认识他

在太原市，不仅很多市民认识冯
黎明，大部分小偷也认识他。冯黎明
说，“我如果不装扮，很多小偷见着我
就跑了。”

中学时代，冯黎明最大的梦想
就是拥有一辆自行车，在他的反复

请求下，家里终于给他买了一辆能
“变速”的山地车。可是刚买不久，自
行车就在校门口被偷了。此后，他立
志要抓小偷。

1998年，冯黎明入伍当武警。2006
年，他考上了山西省警官职业学院。

从当兵服役开始，冯黎明就再也
没离开过他唯一的“业余爱好”，服役
期间，他先后两次因抓扒手获得“太
原市见义勇为三等奖”荣誉称号。

2006年考上警校后，为了让更多
人加入反扒，冯黎明成立了山西省警
官职业学院反扒队，他被推荐为队长。

这是太原市第一个民间反扒队，
也是全国第一个由在校学生组成的
反扒队。在其影响下，太原市出现了
一大批反扒志愿者。后来，冯黎明和
几个志愿者又建立了太原市民间反
扒队，目前叫山西省见义勇为反扒
队，冯黎明仍然是反扒队的队长。

“人数最多的时候反扒队有50多
人，年纪最大的50多岁，最小的20
岁”，反扒队队员“老五”告诉记者，目
前好多反扒队员都离开了，像冯黎明
和他这样的老反扒队员已经不多了。

“即使当不了警察
也会一直抓小偷”

山西省见义勇为反扒队目前也
只有5、6个活跃的队员，“民间反扒不
仅危险，而且身份尴尬。”冯黎明说，
现在他们很多时候都是跟随警察一

起执法，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至今，冯黎明心中仍有一个警察

梦，2009年警校毕业之后他考过两次
公务员，第一次因为行测分数太低没
考上，第二次因为超龄不能考，从此
这个梦想在心中搁浅。

警校毕业后，他打过工，也在公交公
司干过，因为丰富的反扒经验曾被调到
公交派出所工作。今年年初，他又被借调
到小店公安分局专门从事反扒工作。

这些年，他找过很多部门，希望
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警察，穿上警服堂
堂正正地抓小偷，但一直没能如愿。
太原市公安局新闻中心向记者表示，
警察人员的录用与全国公务员考试
统一，有严格的人事规定。

冯黎明承认，自己已是民间反
扒的受益人，获得过很多荣誉，在当
地也“有一点儿名”，而当警察是他
一直追寻的梦想。妻子项璐钰也希
望冯黎明是一名真正的警察，这样他
的安全会有更大的保证。但冯黎明跟
她说，即使当不了警察，他也会一直
抓小偷。 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实习生 潘俊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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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公告的发布将让这些外逃分子成为公告的发布将让这些外逃分子成为‘‘惊弓之鸟惊弓之鸟’。”’。”
““目的就是为了目的就是为了‘‘打草惊蛇打草惊蛇’，’，给其压力给其压力，，使之惶惶使之惶惶
不可终日不可终日。”。”

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

19年抓贼上千 获23枚奖章 受伤上百次

太原反扒能手：我有一个警察梦

太原市反扒能手冯黎明，19年来利用业余时间累计抓获偷盗、
抢劫等各类违法犯罪分子1200余人。为了抓小偷，他经常需要男扮
女装，有时甚至被小偷报复和诬陷，获得23枚奖章的背后是多达上
百次的受伤。

近日，太原市反扒能手冯黎明的先进事迹被媒体再次报道后，
引发众多网友点赞，“真正男子汉”、“多几个这样的人，世界就能天
下无贼”。

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冯黎明，为大家讲述他19年的反扒故事。

在国防部4月27日
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
军就军队改革、我国第
二艘航母等热点问题回
答了记者提问。

聚焦

国防部
例行记者会

1.妻子项璐钰给冯黎明（左）化妆

2.冯黎明的装备，包括假发、帽子

3.他多次荣获见义勇为先进称号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中央追逃办），墙上
挂着“百名外逃人员”名单，据介绍，每追回一个，都会在照片墙上盖个章。

更新更详尽
报道请扫描
二维码关注
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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