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通”人员中不乏原河北
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之
类，到国外生活得富贵安逸的，
也有北京梨园驾校原校长刘常
凯这样的，被称为最“草根”的外
逃人员。因涉嫌诈骗学校300余
万元，刘常凯于 1999 年 10 月外
逃至美国。

根据红色通缉令，刘常凯目
前可能的居住地为 47th ave，
bayside，new York。红星新闻
记者顺藤摸瓜，找到纽约州政府
登 记 信 息 ，找 到 了 LIU，
CHANGKAI名下的三条记录。

LIU，CHANGKAI 于 2010
年以47.5万美元买下了这个位
于 206-08 47th ave， bayside，
new York 11361 的房产。这套
房产位于皇后区贝赛（Bayside），
3卧1.5卫（美式设计），是共114
平方米的一处家庭房产。目前估
值约68.7万美元。贝赛为皇后区
郊区，属于中等社区。

根据该项房产登记信息，还

透露了刘常凯的另一个地址
40-45 201 st， bayside， ny
11361。该地址应该为刘常凯之
前所住之地，不在其名下。

红星新闻记者还查到另一处
疑似为刘常凯的房产信息。根据
2000年10月12日的文件记录，曾
经的驾校校长刘常凯在纽约还是
跟车打起了交道，疑似购买一辆
1995年的林肯车，加入位于长岛市
的租车公司Prime Time trans-
portation，Inc。该文件记录里，刘
常凯的地址显示为 90 Hillary
lane，Westbury，NY 11590。

位于纽约长岛韦斯特伯里
镇的这处房产占地567平方米，
面积为 152 平方米的 3 卧 2.5 卫
（美式设计）。这处房产位于Jer-
icho——全美最好的学区之一，
是纽约中国人趋之若鹜的学区。
该房产以67万美元于2015年8
月5日卖出。

根据网上图片，该房产内不
乏中国画等装饰。

红星新闻追踪外逃人员多处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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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大号塑料袋，
表面还有些皱巴。塑料袋上插了几根
胶管，里边是透明的液体，以及一只还
没长出毛发、通体粉红的小羊羔。

可这不是普通的塑料袋，这套装
置在尽可能模仿子宫的结构，凝聚了
人类新生儿研究最前沿的成果。里面
那只小羊羔是从母羊子宫内取出的胎
羊，这些小羊羔一共有8只，都在羊妈
妈体内长到100～115天，从肺部发育
的角度对比，相当于22～24周的人类
胎儿。

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的研究团队将
这个装置称为“生物袋”。艾米丽·帕特
里奇医生说：“我们这个装置，就是在
体外再造一个子宫。”

未来，这个“人造子宫”将用来庇
护那些过早来到世间的新生命。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出生
时间小于28周的新生儿被称为“极端
早产儿”。

在美国，极端早产是新生儿死亡
的首要原因。每3 个早早辞世的新生
儿里，就有1个是极端早产儿。这些着
急的小生命，还没在妈妈的子宫里待
满26周，就匆匆降生，然后匆匆告别。
即使侥幸存活，他们也很容易出现慢
性肺疾病、脑性瘫痪、视觉或听觉障碍
等后遗症，影响终身。

在母体子宫和外部世界之间，“生
物袋”有望成为极端早产儿的堡垒，为
这些脆弱的新生命提供庇护。目前，这
项装置已经在胎羊身上取得成功。经
过4周的养育，8只小羊羔在“生物袋”
里睁开了眼睛，粉红的表皮上也长出
浅浅一层白色绒毛，神经系统与身体
器官逐渐成熟，时不时还扭扭身子。

这个临时堡垒的主体是一个塑料
袋，里面灌满了研究者配制的电解质
溶液，用来替代羊水。这些人工羊水从
一端流入，另一端流出，清除代谢废
物，为胎儿提供接近无菌、温度稳定的
成长环境。“生物袋”的另一个组成部
分则是血液循环系统，替代脐带与胎
盘，通过血液为胎儿排除二氧化碳和
代谢废物，提供氧气与营养。

（中国青年报）

不只纽约，加州作为华人聚
居区，也是外逃人员聚集的地方。

红星新闻记者找到当地公
司追查房产登记信息，肖建明、
周建华、徐雪伟、王黎明等几名
藏匿于加州的“红通”人员中，只
查到王黎明同名 Liming Wang
的房产登记信息。

另据美国《侨报》调查发现，
公告中王黎明藏匿地的房产已
经被卖，并试图改名躲避追查。
目前没有更多信息，暂时难以进
一步核实红星新闻记者所查到
的 Liming Wang 房产登记信息
中是否包括“红通”人员王黎明。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林容

艺术家悬挂特殊婚纱
呼吁黎政府废除“强奸法”

4月22日，31套特殊的婚纱被悬
挂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海滨步道
上，随着微风轻轻飘摇、伸展。这一幕
也引来不少市民驻足围观，他们猜测
着、议论着这些婚纱背后的故事。

事实上，这是一群社会活动家在
以艺术的形式，通过具有视觉冲击效
果的表现方式呼吁黎巴嫩政府废除被
称作“强奸法”的第522条刑法——一
条自 1948 年就开始存在的，允许性
侵、绑架或是强奸的罪犯可以通过婚
姻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这些婚纱的设计者，黎巴嫩裔法
国艺术家荷奈因说，这条法律彻底剥
夺了女性的权利，令她们失去个人和
社会的认同，并强迫她们禁锢于残酷
的生活中。而那些利用该法律作恶的
人，更加令人不耻。

为了向人们展示这条法律令受害
女性的生活变得多么悲惨，荷奈因特
意用包装纸和蕾丝制作了这 31 件婚
纱。他说，这些婚纱在海边的棕榈树间
随风飘摇的状态，正如那些受害女性
残酷无望的生活。

这次抗议活动的发起者——来自
黎巴嫩一个民间组织的阿瓦达称：一
个月有31天，每天都可能发生女性被
强奸并被迫与强奸犯结婚的事。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徐缓

我们希望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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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外
逃人员无处遁形。

我们希望广
大华侨华人和国
际友人认清这些
腐败分子的真实
面目，不允许他们
玷污华社和所在
社区，让他们无处
藏身，还当地一片
净土。

——中央反腐败协调
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
公室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
匿线索的公告

4 月27 日，“百名红色通缉令人
员”中的 22 名外逃人员藏匿信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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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同一
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也在微信公
众号上公布了这22人的藏匿线索。

这次公布的外逃人员居住的街
道地址，让一些外国网友惊觉，原来
身边就可能住着像热门电视剧《人民
的名义》中外逃贪官“丁义珍”这样的
通缉犯。

在全球出逃地图上，以跟中国没
有引渡条约的美国最多，达到10人，
占了此次公告中的一半，红星新闻记
者根据公开的资料，为您深挖藏匿于
美国的外逃人员的更多信息。

欢迎举报
22名外逃人员
藏匿线索被公布

4 月 27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中央追逃办
公告 22 名外逃人员藏匿线索》一文
披露，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通过

“天网行动”先后从 90 多个国家和
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2873 人，其中国
家工作人员476人，“百名红通人员”
40人（截至4月底），追回赃款89.9亿
元人民币。

同时文章中称，追逃追赃任务依

然繁重。据统计，截至2017年3月31
日，尚有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
外逃出境的国家工作人员365人，失
踪不知去向的国家工作人员581人，
共计946人。

文章向社会通报了22名外逃人
员藏匿线索向社会通报，并呼吁：希
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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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外逃人员无处遁形。

网友兴奋
“你的邻居”
“不用跑那么远找了”

最新的 22 人藏匿线索发布后，
引起了无数关注，仅仅在微信公众号
上至今（截至5月3日17：33）的阅读
数就达86747次。

看到线索的网友们也纷纷行动
起来。从澳大利亚、美国到非洲，中外
网友们展开热烈讨论，纷纷以人民的
力量追查“蛛丝马迹”。

据参考消息报道，4月27日晚，
一位非洲网友就爆料称“他们就住在
博茨瓦纳，不用跑那么远找了。”公告
发出的第二天，澳大利亚网友Milos
Petrovic 就 对 Facebook 好 友 Max
Taddeo说，“Max，你的邻居”。Max就
住在外逃人员吉东升藏匿的新南威
尔士Burwood的Ethel Street。

刘常凯刘常凯
北京梨园驾校原校长

2010年用47.5万美元
买下114平方米房产

邱耿敏邱耿敏
浙江昌大进出口公司原经理

两处新泽西州房产，一处法拉
盛合作公寓被指没收

同在纽约的还有涉嫌合同
诈骗、抽逃出资罪的浙江昌大
进出口公司原经理邱耿敏。因
为跟挪威斯考根公司的退税争
议，邱耿敏于2010年2月9日出
逃美国。

纽约时报曾报道，邱耿敏在
美国被联邦法庭的控诉最终被
撤 销 ：以 公 司 Travelhome
1405LLC.的名义，邱耿敏以 90
万美元购买了位于南卡罗莱纳
州海景酒店 the Myrtle hotel，
并于2014年在新泽西州被联邦
法庭起诉。邱耿敏被指控以空壳
公司，用其从中国非法窃取的金
钱来购买资产、洗钱。

最终，新泽西联邦法庭指控
的 30 多项罪名于 2016 年被撤
销，但因违反法庭的不得转移财
产禁令，邱耿敏的两处位于新泽
西州的房产，以及一处位于法拉
盛的合作公寓被指没收。

红星新闻记者找到纽约州
政 府 记 录 ，Qiu，Gengmin 于
2012年买下位于纽约皇后区法
拉盛的合作公寓：137-77 45th
ave， 6H， flushing ny 11355。
法拉盛是纽约新兴的唐人街，近
年来因为中国人的大量涌入发
展迅速。因为生活及交通便利，
法拉盛房价也水涨船高，成为纽
约中国人生活的首选之地。

还有报道称，邱耿敏经历了
两年多的诉讼，被关了21个月，
房产被没收，弟弟妹妹都一起破
产，母亲于2012年被气死。

刘慎湘刘慎湘
上海山东齐鲁实业总公司原总经理

住在以韩国人为主的中韩聚
居区，房价居中

法拉盛还藏着另外一个红
通人员——上海山东齐鲁实业
总公司原总经理刘慎湘。

根据红色通缉令，刘慎湘目
前居住在法拉盛161街。根据红

星新闻记者了解，位于北方大道
和卡西娜公园之间的161街是以
韩国人为主的中韩聚居区，房价
居中，环境相对安静，临近北方大
道的韩国超市、餐馆，生活便利。

王黎明王黎明
中国银行海南分行原行长

美媒称其藏匿地房产已卖，并
试图改名躲避追查

“塑料子宫”
延续早产儿生命

揪出
“丁义珍”

顺着中央追逃办线索

“生物袋”工作示意图

LIU CHANGKAI目前居住房产相关信息

另一处疑似为刘常凯的房产信息显示，室内不乏中国画等装饰

邱耿敏所在公寓楼附近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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