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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10日电（记者姜洁）5 月 10
日，中央追逃办公布了已归案40名“百名红通
人员”后续工作进展情况。截至 2017 年 5 月 8
日，已归案40名“百名红通人员”中：已作出判
决的15名，作出不起诉决定的2名，撤案1名，
法院已审理但尚未宣判的9名，移送审查起诉
或正在侦查的13名。

有关专家认为，从已作出判决的15名“百
名红通人员”的判决结果看，对外逃人员的处
理充分体现了我国依纪依法办案、宽严相济的
政策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教授黄风指出，从目前公布的案件情况看，不
论是已审理的还是正在审理的案件，从归案到
起诉、审理、判决都经历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平
均在6个月到一年左右，这说明我国司法机关
对案件均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这有利于查清案
件事实、客观准确作出判决。

中央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副组
长高波表示，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外逃
人员的追逃追赃政策，即对投案自首的依法宽
大处理，对劝返的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对缉捕
归案的从重处罚。目前判决缓刑的7人均为劝
返，还有1名自首人员、1名劝返人员因情节轻
微等原因作出不起诉决定；而缉捕、遣返的 8
人则都判了实刑，罪行严重的甚至被判无期
徒刑。因此，此次公布是对在逃人员的再一
次郑重提示，希望他们能认清形势、抓住机
遇，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用如此
公开透明的方式向全社会公开如此大规模的
外逃人员归案后的最新进展，这在国际追逃
史上尚属首次。”高波认为，“这充分体现了
中央一追到底的决心和毅力，也体现了高度
自信，我们愿意将这些信息公之于众、接受
国内外各界的监督。”

一、已宣判15名

江苏省戴学民案。2015年 4月 25日戴学

民被缉捕归案。2016年7月12日，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戴学民有期徒刑
六年。一审后，戴学民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出上诉。2016年12月30日，江苏省高级人民
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江西省李华波案。2015年5月9日李华波
在新加坡被判处十五个月有期徒刑，服刑期满
后被遣返回中国。2017年1月23日，上饶市中
级人民法院判处李华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追缴赃款人民币482.98万元、没收新
加坡元545.4158万元。

北京市孙新案。2015年6月8日孙新被缉
捕回国。2016年7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两罪并罚，判处
孙新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二十万元。

山西省牛丽英案。2015年6月25日牛丽英
被劝返回国。2015年10月23日，山西省清徐县
人民法院以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判处牛
丽英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五十万元。

江苏省钱增德案。2015年7月25日钱增德
被缉捕回国。2017年4月27日，清江浦区人民
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钱增德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
万元予以追缴。

安徽省杨立虎案。2015年8月21日杨立
虎被劝返回国。2016年8月18日，安徽省阜
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以杨立虎犯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
年，其他涉案人员也一并作出判决，全案判
处罚金人民币553万元，追缴涉案税款人民
币1000余万元。

山东省赵汝恒案。2015年11月1日赵汝恒
被缉捕回国。2016年9月30日，惠民县人民法
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判处赵汝恒有期
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一审后，
赵汝恒向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

年1月9日，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北京市裴健强案。2016年1月1日裴健强
被缉捕回国。2016年11月29日，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裴健强有期徒刑三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湖南省陈祎娟案。2016年 1月 14日陈祎
娟被劝返回国。2017年2月18日，湖南省沅江
市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陈祎娟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辽宁省付耀波、张清曌案。2016年2月6日
付耀波、张清曌被缉捕回国。2016 年 8 月 29
日，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
罪，分别判处两人无期徒刑。

河南省曾凡奇（曾子恒）案。2016年 6月8
日曾凡奇被劝返回国。2016年8月24日，巩义
市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曾凡奇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四年。

海南省云健案。2016年7月9日云健被劝
返回国。2017年4月21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
法院以受贿罪，判处云健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违法所得人
民币六十万元予以追缴。

云南省张大伟案。2016年10月5日张大伟
被劝返回国，调查期间张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积极退缴全部赃款，公诉机关提出了免予刑事
处罚的量刑建议。2016年 11月 24日，昆明市
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以张大伟犯职务
侵占罪，免予刑事处罚。

吉林省闫永明案。2016年 11月12日闫永
明被劝返回国。2016年12月22日，通化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闫永明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三年，并处没收非法所得人民币
3.29亿元。

二、作出不起诉决定2名

四川省朱振宇案。2015年10月13日，外

逃美国后又潜逃回国内的朱振宇投案自首。
鉴于朱主动投案且系从犯，主犯袁梅尚未到
案，2016年 1月 4日，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

上海市张丽萍案。2016年3月27日张丽
萍被劝返回国。2016年5月18日，经上海市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认为张
丽萍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情节轻微，作
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

三、撤案1名

上海市顾震芳案。2015年11月26日，鉴
于顾震芳已于2006年在泰国死亡的事实经查
证属实，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撤销
犯罪嫌疑人顾震芳贪污案的决定。

四、法院已受理但尚未宣判9名

福建省黄水木案。2015年 7月 5日黄水
木被劝返回国。2016年9月1日，龙岩市人民
检察院以黄水木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
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目前该案尚
未宣判。

广东省吴权深案。2015年7月23日吴权
深被缉捕归案。2016年 7月 8日，增城区人
民检察院以吴权深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向增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增城区人民
法院于 2016 年 8 月 4 日、8 月 31 日开庭审
理，目前该案尚未判决。

吉林省李远寿案。2015年8月21日李远
寿被缉捕回国。2016年12月16日，图们市人
民检察院以李远寿涉嫌挪用公款罪提起公
诉，图们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8日第一
次开庭审理，目前该案尚未判决。

福建省詹再生案。2015年 10月2日詹再
生被缉捕回国。2016年11月3日闽清县人民
检察院以詹再生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集资诈骗罪向闽清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闽
清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5日开庭审理该
案，目前尚未判决。

河南省黄玉荣案。2015年 12月5日黄玉
荣被劝返回国，2017年1月5日郑州市二七区
人民检察院以黄玉荣涉嫌受贿罪提起公诉，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5日立案
受理。

广东省常征案。2016年2月18日常征被
劝返回国。2017年2月17日，珠海市人民检
察院以常征涉嫌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向珠海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珠海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2017年2月28日立案受理。

福建省唐东玫案。2016年6月22日唐东
玫被劝返回国。2016年 9月 8日，三明市人
民检察院以唐东玫涉嫌贪污罪向三明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10月27日三明市
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判决。

湖北省朱海平案。2016年7月13日朱海
平被劝返回国。2017年2月13日武昌区人民
检察院以朱海平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向
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武昌区人民法院
于2017年3月24日开庭审理该案，目前正在
审理过程中。

湖北省郭廖武案。2016年7月15日郭廖
武被劝返回国，2017年3月10日大冶市人民
检察院将郭廖武涉嫌受贿罪一案移送大冶市
人民法院审理，3月14日大冶市人民法院对
郭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犯罪嫌疑人郭廖武已
退回部分赃款，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

五、移送审查起诉或正在侦办13名

山东省储士林、重庆市巴连孝、辽宁省
周世勤、浙江省杨秀珠、河北省韩建鹏、浙
江省杨进军、北京市方翠英、山东省邱渤
海、广东省王雁威、湖北省蒋谦、湖北省王
诚建、辽宁省王佳哲、浙江省李世乔。

40名已归案“百名红通人员”后续情况

5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推进贸易畅通、深化“一带一
路”经贸合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贸易畅通取得五大成效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发布会上表示，贸易畅
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倡议提出以
来，在推动贸易畅通、深化经贸合作方面取得了明
显成效，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在贸易方面，积极推动扩大相互市场开放，提高
贸易便利化水平。发挥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
南亚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
会等展会的平台作用，促进企业互动交流，共享“一带
一路”商机。2014—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
约20万亿元人民币，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在投资合作方面，不断强化服务保障，鼓励企
业到沿线国家投资兴业。2014—2016 年，中国企业
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在沿线国
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 3049亿美元。同时，进
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领域，营造高标准的国际营商环
境，吸引沿线国家来华投资。

在重大项目建设方面，推动一批重大项目陆续
落地，中老铁路、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二期、卡
拉奇高速公路已经开工，中俄、中哈、中缅等油气
管道项目的建设或运营都在有序推进。

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方面，先后在 20个沿线
国家建设了 5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累计投资超
过 185 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超过 11 亿美元的税
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在自由贸易区建设方面，已经与东盟、新加
坡、巴基斯坦等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贸协定，

与东盟的自贸区升级议定书于去年7月开始实施，与
格鲁吉亚的自贸协定也即将签署。目前，正积极推
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谈判以及与
以色列、马尔代夫、斯里兰卡、海合会等的自贸区
谈判。

经贸合作惠及当地发展

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张幸福表示，境外经贸合
作区的建设对于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产业升
级，推动所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以及双边经贸合
作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系列案例表
明，经贸合作区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比如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目前已经成
为柬埔寨重要的纺织产品生产基地，对西哈努克省
的经济贡献率超过 50%，解决了当地就业 1.7 万人，

并向东道国捐助资金超过 1000万美元。中国在匈牙
利建设的宝思德经贸合作区，直接运用了中国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模式，成为借鉴中国发展经验的
一个典型案例。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规划引导，推动战略
对接，完善合作机制，发挥中国企业、东道国企
业、第三方企业的各自优势，与东道国一道推进经
贸合作区的建设，更多地惠及当地民众。同时也希
望有关国家和中国政府一道努力，为相关合作区的
建设营造有利的法律政策和营商环境。”张幸福说。

项目建设对外企开放

针对外国媒体提出的外企能否像中国企业一样
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竞标的疑虑，张幸福回应
称，“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是开放的、包容的。中国
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业务，
要严格按照东道国的业主要求，并遵循国际惯例，
积极参与项目的招投标，与国际同行企业在同一个
平台上开展竞争与合作。

事实上，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乏中
国企业和第三国企业开展合作、在沿线国家承揽项
目的案例。如阿联酋迪拜的Hassyan燃煤清洁电站项
目，是由丝路基金联合中东地区银行和国际银行组
成的银团出资，由中国企业和美国通用电气共同总
承包的。中国在越南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不光
是吸纳中国企业和越南企业入驻园区，还有包括日
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的 10多家
外国企业入驻。

钱克明表示，“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国家很多资
源要素禀赋是互补的，今后相互之间的投资和贸易
潜力非常大。

3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约20万亿元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结硕果
本报记者 邹雅婷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的中白工业园。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5 月 10 日，500 辆
安凯客车出口缅甸发
车仪式在合肥市包河
区经济开发区安凯客
车厂区举行，代表中
国制造水准的高品质
燃气客车，批量交付
缅甸仰光公共巴士有
限公司。

据了解，针对缅
甸地区现状，安凯客
车对车型进行了多项
改进，确保客车在缅
甸夏季 40℃高温下具
备良好巡航能力。
李 博摄 （人民视觉）

500500辆安凯客车启运缅甸辆安凯客车启运缅甸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记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10日应询介绍了山东威海重大交通事故致中、韩儿童遇难
事件，并表示中方将同韩方一道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耿爽说，5月9日，山东省威海市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目
前，事故已造成包括中韩儿童在内的12人遇难。

耿爽说，事发当晚，中方即向韩方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
遇难者的深切哀悼和对遇难者家属的诚挚慰问。中方将为韩
方家属等相关人员提供便利，并同韩方一道妥善处理善后事
宜。中方将继续通过外交渠道同韩方保持沟通。

为期 9 天的珠穆朗玛峰北坡“清洁行动”5 月 6 日启动，
清洁范围将在北坡大本营海拔5200米至前进营地海拔6500米
之间的生活垃圾遗留区域展开。

图为 5 月 8 日，“清洁行动”队员们在珠峰开展清洁活
动。 阿旺扎西摄 （新华社发）

珠峰北坡启动“清洁行动”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威海交通事故

将与韩方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
书记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了
《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进一步阐释
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理念和实质，总结了三年多来
共建“一带一路”的丰富成果。这将增进国内外对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和理解，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
合作共识，促进各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的引领下，中国将与各国携手并肩，向着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砥砺前行，也必将为世界和平发展
和繁荣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共建“一带一路”：理念、
实践与中国的贡献》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记者10日从公安部获悉，新
西兰奥克兰地区法院对曾被我国通缉的“百名红通”人员闫
永明在新西兰犯洗钱罪进行宣判，判处闫永明 5 个月家庭监
禁，附加6个月缓刑监管。此前，新西兰将罚没闫永明犯罪所
得的2785万新元 （约合人民币1.3亿元） 返还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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