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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追逃，
是挑战也是机会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对追
逃追赃工作而言， 既是挑战、 也是机
会。 省追逃办针对疫情形势下外逃人
员精神更加紧张、 逃窜更加困难的特
点，一旦发现蛛丝马迹，立即开展抓捕
行动，多名外逃人员成功到案。

7 月 13 日凌晨 6 时，东莞市长安
镇怡安街某小区内， 广州市追逃办会
同公安机关组织的一场抓捕行动正在
秘密进行， 追捕对象是已潜逃逾 3 年
的东莞市职务犯罪“村官”邓叠森。 凌
晨 7 时 20 分， 早已被锁定位置的邓
叠森被成功抓获并押解回广州。

7 月 15 日， 四川省资阳市安岳
县某小区，面对如“神兵天降”般出现
在眼前的办案人员，化名“陈琨瑜”的
冯秉炘顿时瘫软。 1996 年 8 月，年仅
23 岁的中国银行中山分行湖峰办事
处原工作人员冯秉炘，因涉嫌侵占银
行巨额资金而潜逃。 从懵懂的小姑娘
到 19 岁孩子的母亲，24 年后早已过
上“正常人”生活的她做梦也没想到，
追逃专班从未将她遗忘。

7 月 18 日，外逃 22 年的职务犯
罪嫌疑人钟雄波、张秀媚被从柬埔寨
强制遣返。 此前，追逃专班通过强大
的政策、法律和心理攻势，彻底打消
了二人逃避法律制裁的幻想，二人选
择了向我驻柬埔寨大使馆主动投案。

7 月 22 日， 在省追逃办统筹指
挥下，经惠州市纪委监委和公安机关
强力攻坚， 潜逃 25 年的职务犯罪嫌
疑人潘卫斌、林志蘅在安徽省马鞍山
市雨山区和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被
抓捕归案。

“回看我们成功追回的9个‘百名
红通人员’，最长的外逃时间18年，最
短的也有3年， 其中有好几个都曾经
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
在回国投案期间受到干扰阻挠。”省
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狭路相逢
勇者胜，我们靠的是顽强的斗争精神
和过硬的斗争本领，拼的是一往无前
的定力和决战必胜的信心。”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广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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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连日来， 在广东省纪

委监委官网———南粤清风
网上， 各种职务犯罪追逃
通报不断更新， 广东追逃
追赃工作捷报频传。 反腐
败国际追逃追赃， 广东持
续走在全国前列。即日起，
羊城晚报推出“‘天网’恢
恢———广东反腐败国际追
逃追赃”系列报道，全面展
现广东追逃追赃工作，讲
述惊心动魄的广东追逃故
事，敬请垂注。

7 月 13 日，广州市潜逃
职务犯罪嫌疑人邓叠

森被抓捕归案；7 月 15 日，中
山市潜逃 24 年的职务犯罪嫌
疑人冯秉炘被抓捕归案；7 月
20 日，外逃 6 年的职务犯罪嫌
疑人赵雪峰回国投案；7 月 22
日，外逃 6 年的“红通人员”、职
务犯罪嫌疑人梁荣富回国投
案；同日，惠州市潜逃 25 年的
职务犯罪嫌疑人潘卫斌、 林志
蘅分别在江苏和安徽被抓捕归
案……

连日来， 广东追逃追赃工
作捷报频传。 反腐败国际追逃
追赃，广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
数据显示，自 2015 年开展“天
网行动”以来，截至 2020 年 7
月底，广东省共从 50 多个国家
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1347 人，
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521
人，“百名红通人员”9 人，追赃
19.37 亿元人民币。

今年，7 月 22 日， 涉嫌行
贿外逃 6 年的“红通人员”、佛
山市富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原法定代表人梁荣富主动
入境投案，标志着佛山市职务
犯罪“红通人员”成功“清零”。

在对梁荣富的追逃过程
中， 追逃专班经长期深入摸
排，精准排查出梁荣富在外逃
前确诊身患癌症，在境内某医
院发现其就诊记录及外逃后
的购药清单，并成功确定其藏
身地点。 通过后续强力攻坚，
梁荣富最终顺利归案。

梁荣富的主动投案，是广
东追逃追赃部门秉承办案思
维、夯实基础工作，推动实现
成果转化的一个实例。

“追逃追赃，首先是政治
任务， 但落实到技术层面，是
一个个具体的案件，必须遵循
办案工作的普遍性规律和要
求， 把基础工作作为重中之
重， 为用好用活打劝结合、以
打 促 劝 的 思 路 奠 定 坚 实 基
础。 ”省追逃办有关负责同志
表示。

“百名红通人员”王雁威，
案件前期夫妇二人疑似出逃
境外。 办案人员通过细致侦
查，发现其女儿、侄子生活平
静并经常碰头。 经研判，确定
王雁威藏身国内，通过对王雁
威相关关系人同时采取措施，
根据突审获取的线索顺藤摸
瓜，在广东清远将其抓获。

“百名红通人员” 王林
娟， 早期对劝返工作置若罔
闻。 省追逃办及时调整对策：
在境外，加强国际警务合作，
打压其嚣张气焰；在境内，因
其相关亲属代为处置涉案资
产、提供经济资助涉嫌犯罪，
对其 3 名重要关系人刑事立
案侦查。 不久，王林娟即转变
态度，从境外回国投案。

“百名红通人员”黄平，汕
头市追逃办利用侨乡优势，通
过热心群众协助查找黄平境外
信息， 推动发案单位动员社会
力量协助调查， 有效掌握黄平
境外身份、不动产、职业等有效
信息， 最终黄平回国投案并积
极退赃。

“人”要追回到案，“钱”也要
追缴到位， 决不让腐败分子继续
享受赃款“红利”。 在劝返中山市
国土局原局长何权昌过程中，追
逃专班扎实工作， 查清何权昌由
关系人代持某置业公司大量股
份， 通过协调有关部门依法冻结
该公司股权、 土地交易和流动资
金，迫使其主动回国投案，并在投
案后退缴违纪违法所得合计 5.96
亿元人民币。 广州市纪委监委在
办的某金融机构系列违纪违法案
中， 促使审查调查对象关系人从

境外退赃近 1.7 亿元人民币。
7 月 20 日，一架国际航班跨

越重洋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职务犯罪嫌疑人赵雪峰走下舷
梯，出逃境外 6 年的他，最终选
择了主动回国投案。

赵雪峰是今年广州市追回的
第 14 名外逃人员。 2019 年 3 月
份以来，广州市追逃办加大对赵
雪峰的追逃力度，多方协调疏通
法律适用上的难点，精准把握战
机启动缺席审判程序，适时提请
国际刑警发布红色通缉令……在

强大的法律震慑下，赵雪峰的回
国投案水到渠成。

坚持法治化追逃， 是广东各
级追逃追赃部门秉承的又一工
作法宝。

2000 年，原肇庆市住宅物资
供应公司法人代表、 经理郭忠与
社会人员方祝勤共同挪用巨额公
款案中，方祝勤早于 1999 年出逃
境外。在追逃过程中，肇庆市追逃
办通过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依法收缴并拍卖相关涉案财产，
成功追回涉案赃款 1532 万元。

随着追逃追赃工作的深入推
进， 国际间的司法执法合作越来
越紧密。 自广东省各级监委成
立以来， 省追逃办先后提请中央
追逃办发布“红通”、开展国际司
法执法协作和港澳协查 70 余件。

2019 年以来，在中央追逃办
统筹协调下，广东省先后从境外
强制遣返 5 名外逃职务犯罪嫌
疑人。 特别是在中央追逃办直接
指挥下，省追逃办率潮州市追逃
办同志组成工作组，参团赴柬埔
寨执行境外追逃缉捕任务，成功
抓获涉嫌行贿罪的嫌疑人林舜
涛并顺利押解回国。

在“百名红通人员” 常征案
中，广东通过提请中央追逃办协调
有关部门向常征藏匿国发出刑事
司法协助请求，并专门邀请该国警
方驻华联络官到广东磋商案件，该
国应我方请求限制了常征行动自
由、暂停对常征申请签证延期的审
核程序，常征最终选择回国投案。

“百名红通人员” 孔广生案
中， 通过提请中央追逃办协调外
交部， 促成几内亚比绍驻华使馆
向香港入境处发出照会， 宣布孔
广生及其家人护照作废， 推动香
港启动程序调查孔广生及其家人
涉嫌移民欺诈及洗钱问题、 冻结

其在港部分资产， 在境内对孔广
生及其妻子的 4 套房产、近 2000
万元的银行存款、基金进行冻结，
对孔广生夫妇及其关系人、 关联
企业的可疑交易情况进行调查，
最终孔广生从香港入境投案。

据统计，2015 年以来， 广东
通过引渡、遣返、异地追诉、境外
缉捕等方式 ， 从境外追回 181
人。“百名红通人员”吴权深、常
征、王雁威、王林娟、孔广生、赖
明敏、张勇光、刘宝凤、黄平先后
到案，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主犯
之一许超凡及其妻子邝婉芳先
后从美国被强制遣返。

追逃 人
追赃 亿元

抽丝剥茧找线索，
“揪”回“红通人员”

“人”要追回到案，“钱”要追缴到位

加强国际合作，5 年来从境外追回 181 人

链接

追逃追赃5年来
追回人数金额
逐年创新高
承担省追逃办具体工作的 ，是

省纪委监委第八审查调查室 ，在
这里 ，压力 、挑战 、忙碌是工作日
常 ： 办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交办
的追逃追赃专项任务 ， 承办中央
追 逃 办 挂 牌 督 办 的 5 个 重 点 专
案 ， 协助兄弟省区市追逃办的协
查工作 ， 统筹全省追逃追赃和防
逃工作， 督导全省 21 个地级以上
市追逃追赃工作……

“广东地处 ‘两个前沿 ’，追逃
追赃工作具有鲜明的‘五多’特点，
即外逃存量多、涉外因素多、出逃通
路多、洗钱渠道多、海外侨胞多。”省
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这对广东
的追逃追赃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自 2015 年 4 月省追逃办成立
以来 ，特别是监察体制改革后 ，广
东追逃追赃工作不断上新台阶 ，
闯出了一条具有 “广东特色 ”、彰
显 “广东效率 ”、体现 “广东担当 ”
的追逃追赃之路。

数据显示，2015 年到 2019 年，
广东分别追回外逃人 员 128 人 、
147 人 、170 人 、237 人 、506 人 ，追
回 赃 款 0.5 亿 、0.99 亿 、1.27 亿 、
3.76 亿 、11.8 亿元人民币 ，实现追
逃人数和追赃金额逐年创新高 。
尽管今年面临国际形势和疫情防
控双重挑战 ，截至 7 月底 ，广东依
然取得追回外逃人员 159 人 、 “红
通人员 ”5 人 、 追缴赃款 10453 万
元人民币 、公职人员 “零外逃 ”的
“战绩”。

“红通人员”梁荣富主动投案

外逃 22 年的钟雄波 （右二 ）、张
秀媚（左二）主动投案，并被从柬埔寨
强制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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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通
讯员粤考宣报道：7 日，2020 广
东高考正式开始录取。 根据《广
东省 2020 年夏季普通高校招生
录取工作日程表》7 日 -13 日开

始录取的是提前录取批次普通
类院校、独立设置本科艺术类院
校。 7 日，艺术类、体育类院校，
军检院校将投第一志愿考生档
案；同时，空军招飞院校于今日

结束录检。
此外，在随后的 8 月 8 日、9

日，将结束艺术类、体育类院校，
军检院校的录检。 根据相关安
排， 本科录取批次普通类院校，

艺术类、 体育类本科院校将于 8
月 13 日开始录取； 专科录取批
次普通类院校，艺术类、体育类
专科院校将于 8 月 29 日开始录
取，录取将持续至 9 月 11 日。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映光、
实习生韩妙銮、通讯员余纪伟摄
影报道：今天上午 8 时 26 分许，
汕头海湾隧道北岸盾构接收井
中平静的水面泛起涟漪，源源不
断冒出水泡，施工现场响起阵阵
欢呼声———在国家“863”计划的
强力支撑下， 由中信集团投资，
中铁隧道局设计施工总承包的

“世界级挑战性工程” 汕头海湾
隧道西线宣告正式贯通，这也是
继 5 月 16 日该项目东线隧道贯
通之后，汕头海湾隧道施工建设
的又一重大节点，标志着汕头海
湾隧道成功全线贯通，即将实现
汕头人全天候穿行海湾两岸的
百年梦想。

汕头海湾隧道建设地点位
于汕头海湾大桥和礐石大桥之
间， 起于汕头市北岸龙湖区天
山南路与金砂东路交叉口 ，终
于虎头山隧道口， 与规划中的
安海路相接 。 隧道全长 6680
米 ， 其中海底隧道段长 3047
米，设计为双向 6 车道，设计时
速 60 公里。

据悉，虽然上世纪 90 年代，
汕头就建成了海湾大桥和礐石
大桥，但时至今日仅靠两座桥已
远远不能满足通行需求。 汕头海
湾隧道项目部有关负责人说，隧
道贯通后，还将进行隧道内部建
设， 预计将于 2021 年亚青会举
办前实现通车，届时将实现汕头
人全天候穿行海湾两岸的百年

梦想。
据悉，从前期可行性研究到

海底隧道全部贯通，汕头海湾隧
道经历了 12 年之久。 为让汕头
海湾隧道的建设能“畅通无阻”，
在隧道的建设过程中， 中信集
团、中铁隧道局依托汕头海湾隧
道项目成立了钱七虎、孙均等院
士专家委员会， 设立了周福霖、
王复明、 陈湘生等院士工作室，
成立了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现场实验室。

此外，汕头海湾隧道建设过
程中更召开了近 50 次研讨会，
邀请行业领域的专家研讨攻关。
同时，中铁隧道局、中铁装备、中

信重工 也 联 合 研 制 我 国 首 台
15.03 米超大直径盾构机， 在孤
石、基岩、8 度地震烈度区等施工
禁区进行作业， 历时 660 天，各
类海湾隧道建设世界级施工难
题终被逐一攻克，成功绘出一道
长达 3047 米的海底长虹。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福霖此
前也曾评价称：“汕头海湾隧道
建设中形成的高烈度地区隧道
建造体系， 对未来中国隧道建
设、世界隧道建设将起到一个示
范作用，对我国未来开工建设的
琼州海峡隧道、 渤海海峡隧道、
台湾海峡隧道等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

2020 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制造强省建设院士专家咨询会举行

提质增效打造广东智造

2020广东高考录取今天开始高 招 进 行 时

“世界级挑战性工程”
汕头海湾隧道全线贯通

汕头海湾隧道北岸盾构西线接收井冒起水泡，隧道全线正式贯通

今今晨晨
快快镜镜

今今天天
消消息息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绮曼报
道：6 日，2020 广东省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论坛暨制造强省建设院
士专家咨询会在广州举行。 本次
会议以“提质增效打造广东智
造， 孵化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
为主题，集聚相关领域的院士专
家、企业代表等，探讨广东如何
从制造大省转变为制造强省。

加快制造业全面智能化
“广东省制造业发展基础较

好，有多家超千亿的制造业企业
起到龙头带动作用，但是目前中
低端产业占比仍然较大，整体的
智能化水平亟待提升。 ”省制造
强省专家咨询委副主任委员陈新
表示，广东省制造业应该从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入手，实现产
业技术智能化转型。

作为全国制造大省， 广东省

在制造业方面已拥有比较成熟的
工业体系， 但从制造业的各个板
块来看， 高技术制造业占比仍然
较 低 ， 仅 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的
32%。

“从制造业各板块产值来看，
我国在原材料制造方面处于头部
位置， 但在装备制造方面远落后
于美日德三国。 这说明我国在高
新设备的研发、 制造上还存在着
人才与技术短板， 这使得我们的
智能制造业发展及生产率的提升
容易受制于人。 ”对此，广东省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珺表示。

数字经济优化智造效率
陈新指出， 目前广东省智能

制造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主要集
中在先进制造业等领域， 传统产
业智能化进程推进步伐较慢。

对此， 工业富联董事长李军

旗指出， 制造业要实现智能制
造， 但在智能制造的基础上，工
业制造企业还需要推进工业互
联网平台的建设 。 工业互联网
平台与消费互联网最大的区别
就是供应链和产品的制造过程
能够互联互通， 最终实现按需
制造、定制化制造，以达到减少
浪费和减少库存的目的， 以达
到制造环节和物流环节减免不
必要损失。

目前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还落后于发达国家， 传统产业智
能化水平低， 在高新技术的研发
生产上还存在着不足。

王珺建议， 现阶段应尽快推
动制造业效率提升和服务专业
化， 加快推进产业互联网建设，
抓住新基建机遇。 传统制造业应
加速数字化技术应用， 通过数字
化转型提升制造效率， 为企业降
本增效。

5G 赋能产品升级
“中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

展的阶段， 所谓的高质量发展，
就是要有更高的品质、 更快的效
率和更可持续的发展。 ” 中兴通
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自学在论坛
上表示。 近年来， 中兴通讯不断
以数字化、 智能化提升效率，并
在 5G 产业持续发力， 实现更高
质量的发展。

“现在中兴通讯研究的芯片，
能 够 使 得 基 站 设 备 能 耗 下 降
30%”，李自学表示，先进制造业应
该从工艺制造层入手，逐步构建自
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体系，使我们的
智能制造业发展不再受制于人。

对此，陈新也同样表示，全面
推进 5G/AI 等产业在智能制造
业进行深度应用， 是实现制造业
产品附加值跃升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