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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7年
北京“红通”第一人获刑

7月26日，备受社会关注的百
名红色通缉令北京落网第一人孙新
涉嫌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在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
判决其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
14年6个月。

据公诉机关北京市检察院第二
分院指控，2001年 7月至 2008年 1
月，孙新利用担任原北京市新闻出
版局财务出纳，负责收支公款，保
管银行预留印鉴、支票等单位财务
手续以及领取银行对账单等职务便
利 ， 将 单 位 公 款 共 计 人 民 币
2275.18 万元转入其控制的个人证
券账户，用于证券交易，先后归还
人民币 472.46 万元，其余 1802.72
万元尚未归还。同时，公诉机关查
明，孙新涉嫌贪污人民币 50 余万
元。综上，应以挪用公款罪、贪污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015年6月8日，逃亡境外7年
之久的孙新从柬埔寨被押解回国。
这是“天网”行动公布百人红色通
缉令后，北京市首个被抓回的被通
缉人员。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
决其罪名成立，孙新因犯挪用公

款罪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犯贪污
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 14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 20 万元。同时，判决责令
其退赔违法所得。孙新表示不上
诉。

大海捞针
半年追回赃款12.4亿元

近年来，我国海外追逃领域取
得显著成绩。据中纪委官方网站统
计，2016年 1月至 6月，我国共从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381 人，赃款 12.4 亿元。截至 7 月
15 日，列入红色通缉令的百人已
经有1/3归案。尽管海外追逃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但成绩的背后是办
案人员的艰苦努力。

“找人难是海外追逃的首要难
题。”从事海外追逃工作十余年的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侦查指挥中心副
主任韩军介绍，即便是与我国缔结
了引渡或司法协助条约，也需要我
方首先提供犯罪嫌疑人在国外的具
体住址，国外司法机关才能有效协
助抓捕。

在国外，没有执法权的我国办
案人员想找到在逃犯罪嫌疑人仿佛
大海捞针。“比如，在国内我们可

以很快追溯到犯罪嫌疑人的出行信
息，但如果想要查询其在海外的出
行信息，仅以航空为例，可能涉及
上百个国家的多家航空公司，查询
难度很大。”韩军说。

此外，引渡和遣返难也困扰着
办案人员。据了解，一些逃到西方
国家的犯罪嫌疑人利用当地的司法
制度来拖延回国时间。以发达国家
为例，犯罪嫌疑人申请庇护这样一
个司法程序走下来，通过起诉、上
诉和申诉等程序，一个案件可以持
续10年甚至20年。

此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
世洲认为，海外追逃的个案谈判费
时费力，成本较高。从我国司法机
关通过外交途径提出引渡请求，到
实际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引渡谈
判通常旷日持久。即使在达成引渡
协议之后，对引渡的诉讼审理程序
往往复杂冗长，为两国均带来较高
的诉讼成本。

专家建议
形成常态化合作机制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
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
等专家建议，从完善自身法制建
设、深化国际追赃合作、加强部
门协作配合、形成追逃追赃常态
化机制，提升研究水平和人才能
力等多方面入手，不断提高国际
追逃追赃水平。

王世洲认为，目前我国与周边
邻国在共同打击犯罪方面合作更加
紧密顺畅，与美国、加拿大等西方
主流移民国家合作仍待加强。应促
进我国追逃追赃工作与外国法律体
系的有效衔接，充分利用国际规
则，扎紧织密追捕外逃贪官之网，
有效遏制贪官外逃势头。

（据新华社北京7月 26日电
记者熊琳、林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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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追逃不停步海外追逃不停步
百名红色通缉令

1/3人
员归案

7 月 26 日上午，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高朋满
座，胜友如云。来自全球 101 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的 212 家国外主流媒体巨头齐聚一堂，出席
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 2016“一带一路”媒体合
作论坛，共襄“一带一路”大业，共话媒体合
作大计。

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门发来贺信，肯定“一
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为各国媒体对话交流、
务实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希望各国媒体用好
这个平台，为推动国家关系发展、沟通民心民
意、深化理解互信方面积极有为，为“一带一
路”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习主席的贺信，受到
与会嘉宾的积极评价，论坛上思想激荡，观点
碰撞，妙语连珠，掌声不断。

做好“一带一路”上的“行
者”“歌者”和“使者”

“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自 2014 年举办
以来，已连续举办三届，目前已成为由中国主
流媒体举办的规模最大、参与国家最多、参会
外媒最多、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全球媒体峰
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在
发言中盛赞各国媒体在论坛确立的合作机制框
架下，“更加积极、全面、客观、准确地报道

‘一带一路’，更好搭建起各国人民了解与信任
的桥梁，为‘一带一路’各国迈向命运共同
体、形成合作新格局作出新的贡献。”他希望媒
体做好“一带一路”上的“行者”“歌者”和

“使者”。
在往届论坛的基础上，本届论坛形成的六

大成果让与会中外嘉宾感到兴奋，这些成果包
括正式上线多语种的“一带一路全球媒体协作
网”、成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媒体联盟”、
联合推出“一带一路新闻报道多语种服务云平
台”、适时启动“一带一路”多国跨境联合采访
等。

作为论坛主办方，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
在论坛上提出 3 点倡议，引发与会嘉宾强烈共
鸣：一是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二是当好
市场融通粘合剂；三是画出情通意和同心圆。

“各国媒体应当携起手来，弥合分歧，消除隔
阂，拆除心墙，释放信任，把情感拉近，让心
灵交融。”

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指出，“一带一路”
倡议与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原则是一致的，与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价值观也是完全一致
的。

携手求解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的“最大公约数”

“命运共同体，合作新格局”。人民日报社
总编辑李宝善在主持论坛开幕式时，开宗明义
地提出本届论坛的主题。来自国家发改委、外
交部、商务部、国资委、丝路基金有限公司等
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以及陕西、甘肃、广东
等“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领导，阐释“一带
一路”最新政策，详解“一带一路”巨大商
机。新华社社长蔡名照、中宣部副部长庹震出
席开幕式。

国家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何立峰介
绍，3年来，“一带一路”建设起步顺利，开局
良好。“我们与沿线国家达成了一系列共识，签
署了3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携
手求解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介绍，今年上半年，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到 4461
亿美元，占全国的26.1%；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68.6 亿美元，占全国的 7.7%；与沿线国家新签
承包工程合同额514.5亿美元，同比增长37%。

甘肃省省长林铎把甘肃形容为镶嵌在中国
大西北的一柄“玉如意”。“我们将以办好敦煌
文博会为重点，与各方一道传承丝路精神。”

兰州兰化集团董事长杨建忠、科天集团董

事长戴家兵等应邀在论坛上作了精彩演讲，他
们表示，要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这一千载
难逢的政策机遇，坚定不移“走出去”，共同开
创国际产能合作新格局。

“一带一路”将成为全球新闻
界的一个大故事

论坛上，埃及金字塔报社、英国路透社、
每日邮报集团、西班牙埃菲社、巴基斯坦联合
通讯社、新西兰传媒集团、新加坡报业控股集
团、南非时代传媒集团、美国彭博社等国际主
流媒体老总，对于如何讲好“一带一路”故事
发表了精彩观点。论坛现场以 7 大语种同声传
译，把他们的“丝路好声音”迅速传向世界。

“‘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平等、和平与
互利共赢的原则。这一倡议不仅仅局限于对沿
线国家，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
埃及金字塔报社社长艾哈迈德·赛义德在致辞中
提出，此次论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彰显了

“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合作与共赢的精神。
“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中国的‘一带一

路’倡议将成为全球新闻界的一个大故事。”路
透社全球金融新闻战略执行总裁乔纳森·莱夫认
为，虽然在全世界的一些地方，保护主义正在
兴起，但主张开放合作的“一带一路”恰恰是
一个与之相反的概念。

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副首席执行官陈康威
介绍，联合早报在今年 3 月份设立了“一带一
路”专网，让这个倡议在新加坡有了讨论和资
讯流通的专属平台，这也是东南亚地区首个以

“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综合信息平台。同时，他
们还在积极筹划建立一个“一带一路”专网的
英文版。

“大家对‘一带一路’建设和媒体合作提出
了很多真知灼见，让我们深受启发，也进一步
建立起加强合作的共识。”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张
建星表示。

共 画 丝 路“ 同 心 圆 ”
——2016“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开幕式侧记

本报记者 郭舒然 李心萍 黄福特

南海宣传片
亮相纽约时报广场

本报北京7月 26日电 （记者陈
劲松） 今年以来，我国自然灾害以洪
涝、风雹和地质灾害为主，台风、地
震、低温冷冻、旱灾、雪灾和森林火
灾等也均有不同程度发生。截至今天
上午 9时，各类灾害共造成全国 1.37
亿人次受灾，1074人死亡，270人失
踪，624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40万
间房屋倒塌，225 万间不同程度损
坏，直接经济损失 2983 亿元。这是
记者今天从民政部 2016 年第三季度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与近年同期
相比，灾情明显偏重。其中，6 月以来
灾情发展尤为迅速，全国30个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301 个市

（州）2126 个县（市、区）和团场共计 1
亿人次受灾，837人死亡，242人失踪，
576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37 万间房
屋倒塌，155万间不同程度损坏，直接
经济损失2528亿元。

国家减灾办副主任、民政部救灾
司副司长杨晓东表示，2016年汛期我
国气候年景总体偏差，降水偏多，洪涝
灾害比 1983 年重，但比 1998 年轻，西
南地区地质灾害偏重，西北地区东部
发生夏旱的概率大，2016年登陆我国

的台风个数较常年偏少，但强度偏强。
他表示，当前，我国已进入“七下八
上”防汛最关键时期，抗灾救灾形势
非常严峻、任务非常繁重。

针对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杨晓
东说，民政部将从以下4个方面指导
各地做好管理工作：第一，指导地方
有关部门鼓励分散安置受灾群众。尽
量采取“大分散，小集中”的形式，
如果较多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相应的
工作量和管理服务等方面会有更大难
度。第二，指导地方科学设置集中安
置场所。在安置场所选址上，要避开
地震、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地
面塌陷等各类灾害风险区域，决不能
发生次生灾害。第三，要求地方民政
部门加强安置点的管理，通过推行社
区化管理方式，统筹协调安置点的日
常管理。第四，要求地方要完善安置
点的各项服务，不断完善卫生防疫、
食堂、居住、生活、垃圾处理等。

他说，6月份以来，国家减灾委、民
政部共启动1次国家Ⅲ级救灾应急响
应、15次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协调
派出16个救灾应急工作组赶赴灾区。6
月份以来，财政部、民政部共下拨15.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全国抗灾救灾形势依然严峻
民政部提出4个安置工作重点

本报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盛
若蔚） 近日，中组部会同中央纪委
机关派出换届风气巡回督查组，对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江
苏、安徽、福建、湖南、广西、云
南、西藏、新疆等 12 个省 （区） 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督查，对天
津、江西、河南、湖北等 4 省 （市）
结合巡视“回头看”选人用人专项
检查开展换届风气督查。

中组部有关负责同志在动员部
署时强调，开展巡回督查工作是党
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体
现，是督促各级党委落实主体责
任、推动换届工作有序健康平稳进
行的有效途径；要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从严从实，有的放矢地开展督
查，切实发现和解决存在的突出问
题，以坚决态度和有力措施维护换
届工作的严肃性。

据新华社温哥华 7 月 25 日电
（记者江亚平） 一架印有厦门航空标
志的波音 787－8 客机当地时间 25 日
18 时 40 分抵达加拿大西部海港城市
温哥华，标志着厦门航空公司正式开
通厦门至温哥华的航线，这也是中国
福建省至加拿大的首条直飞航线。

据介绍，厦门航空还与加拿大西捷
航空签署联运协议，从加拿大蒙特利
尔、渥太华、多伦多、埃德蒙顿、卡尔加
里、温尼伯、里贾纳和美国洛杉矶、拉斯
韦加斯、菲尼克斯等城市出发的旅客，
可以购买西捷航空和厦门航空的联运
优惠机票，经温哥华中转至中国厦门。

厦门至温哥华航线开通

随着第五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日益临近，新疆出入境人员
明显增多。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边防支队托帕边境检查
站坚持依法、文明执勤，有效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图为 7 月
26日，检查员在对出入境人员进行查验。刘丈国摄 （人民视觉）

新疆：严格执勤保一方安全

上海海关近日成功破获4起葡萄酒走私大案，涉案冰酒、葡萄酒
案值共计3亿元，其中仅冰酒案值就高达2亿元。这是上海口岸近年
来查获的最大一起冰酒走私案。目前4名嫌疑人已被批准逮捕。图为
海关关员在清点查获的走私冰酒。 陈定 张洁摄影报道

上海破获3亿元葡萄酒走私案

一条南海主题
宣传短片日前登陆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

“中国屏”，向受众
介绍中国对南海诸
岛合理合法拥有无
可争议的主权，澄
清了所谓南海仲裁
案的闹剧真相，重
申对话协商才是妥
善处理南海争议的
解决途径。

新华社记者
秦 朗摄

中组部启动换届风气巡回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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