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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死也也要要死死在在美美国国””的的她她回回来来了了
“红通一号”杨秀珠自首，为中美执法合作会“献礼”

本报记者 田宇

涉案金额2 . 5亿多
不逊大老虎

所谓“百名红通人员”，指
的是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
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
的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
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
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

“百名红通人员”个个来头不
小，能名列头号嫌犯，杨秀珠
到底啥来头？

“红通”公布后，中国纪检
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曾对媒
体透露，此前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与奥巴马进行会晤时，特别
强调了遣返外逃人员，并且第
一个点名杨秀珠。

现年70岁的杨秀珠，1946
年出生，曾任温州市长助理、温
州市副市长。1998年，杨秀珠官
至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

记者注意到，虽然杨秀珠
职务不断变动，但是始终没有
完全离开城建领域，加上当时
正值温州乃至浙江城市建设超
速发展的时期，这让她捞得盆
满钵溢，涉案金额丝毫不逊落
马的部级以上大老虎。

据温州市纪委2004年的通
报，杨秀珠已被查清的涉案金
额为2 . 532亿元，与其相比，最
贪“老虎”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
培近2 . 5亿的贪腐金额都有些
逊色。

当时的通报称，杨秀珠一
案已追回金额4240多万元，冻
结7000多万元的资金或房产。
已立案查处的涉案人员中，厅
级官员2人，处级以上官员11
人，科级官员7人，被调查取证
的有100多人，并牵涉相关经济

案件12起。
2003年4月，杨秀珠获悉犯

罪行为败露后外逃，先后窜逃
至中国香港、新加坡、法国、荷
兰、意大利，可以说是亡命天
涯。其间，杨秀珠还向法国、荷
兰先后提出“避难”申请。在被
有关国家驳回后，杨秀珠于
2014年5月逃往美国并再次提
出“避难”申请。

姐弟俩一笔贪千万
弟弟被抓后潜逃出境

公开资料显示，杨秀珠此前
曾表示坚决不回国，当时她弟弟
杨进军被强制遣返回国不久。杨
进 军 被 遣 返 创 造 了 一 个 首
次——— 美国首次向中国遣返公
开曝光的“百名红通人员”。

2015年9月18日上午，刚刚
履新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的
刘建超出现在福州长乐机场等
待一架包机。包机上的人是“红
通”上有名的杨进军，一个潜逃
美国14年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
人。14年后，终于被美国被强制
遣返回国。

有意思的是，这次遣返距
离习近平出访美国仅剩4天时
间。

“红通”显示，杨进军原是
温州明和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兼
总经理，涉嫌贪污贿赂犯罪，
2001年逃往美国。

杨进军可谓“坑姐”典范，
据公开报道，1996年底，杨进军
经商亏本，杨秀珠找来温州铁
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几名高管，
说她弟弟急需1000多万元还银
行贷款，想从公司里弄点钱。她
盯上了开发温州水心汇昌小区
时的土地配套费，经过几个人
的运作，1100多万元全部落入
杨家姐弟口袋。

杨秀珠的另一名弟弟杨光
荣同样“坑姐”，他的受贿案发
成了杨秀珠出逃的“导火线”，
被查时，杨光荣任温州铁路房
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2003
年3月，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人

员带走杨光荣，并调走了温州
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所有账
册。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杨秀珠
任温州副市长期间涉嫌贪污贿
赂犯罪。

得知消息的杨秀珠感到自
身难保，开始计划出逃。2003年
4月20日一早，杨秀珠以母亲生
病需要照顾为由，向单位请假
之后，带着女儿一家从上海潜
逃出境。

中美执法合作会
恰巧几天后举行

在嗷夜哥看来，杨秀珠的
回国时间非常微妙，距离11月
21日-22日在北京举行的第14
次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
会议已不足一周。

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
组(JLG)系根据1997年两国元
首共同发表的《中美联合声
明》，于1998年正式设立，这是
中国与外国建立的第一个双边
执法合作机制。JLG每年召开
一次会议，轮流在中国和美国
举行。作为中美执法合作主渠
道，JLG成立18年来成果丰硕，
多次获两国领导人高度评价。

这个小组跟杨秀珠有多大
关系呢？可以说，她就栽在了这
上面，她的归案正是中美反腐
败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

杨秀珠外逃美国后，中方通
过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
反腐败工作组渠道向美方提出
协助遣返杨秀珠的请求，并提供
了相关证据和线索，美方遂将其
逮捕并羁押。2014年12月，杨秀
珠案被确定为中美五起重点追
逃案件之一，双方指定专人，集
中力量突破。中美联合工作组多
次开展实地调查取证，杨秀珠涉
案资产被依法冻结和追缴，案件
不断取得重要进展。

重压之下，杨秀珠由最初
“死也要死在美国”，到“有回国
念头”，直至最终主动撤销“避
难”申请，作出回国投案自首的
决定。

天网恢恢，虽远必追！16日，潜逃海外13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红通”发布一年半的时间里，这是
第37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目前已归案人员超过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红红通通””发发布布11年年，，超超11//33嫌嫌犯犯归归案案

2014年以来，我国成立了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
追赃工作办公室，先后开展“天
网2015”“天网2016”专项行动。
截至2016年9月，已从70余个国
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210
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363人，
追赃79 . 94亿元。

记者注意到，近期“百名红
通人员”归国自首频率明显加
快。11月12日，潜逃海外15年之
久的吉林通化金马药业有限公
司原董事长闫永明回国投案自
首；而不久前的10月初，“百名
红通人员”29号逃犯、云南云电
同方科技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张
大伟回国自首。

截至杨秀珠的归案，“百名
红通人员”已有37人到案，超过
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据公开报道，梁锦文是出
逃时间最早的“红通”人员，至
今尚未归案。公开资料显示，梁

锦文是广东人，其出逃前曾在
珠海市华粤汽配工业有限公
司、珠海市华美汽车制动工业
有限公司工作，因涉嫌贪污犯
罪被通缉。梁锦文于1996年11
月出逃，至今已有近20年。其逃
亡地可能包括中国香港、新加
坡和美国。1997年12月1日被发
布红色通缉令。

另外，记者梳理发现已经
归案的37人中，有17人回国自
首、9人被缉捕回国、3人被遣
返，其余人员或报道不详或存
在死于海外等特殊情况。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首的案例
越来越多，反映出中央严惩犯
罪的震慑力。

随着中央追逃力度的加
大，再加上公安部副部长孟宏
伟又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一些“红通”嫌犯必定惶惶不
可终日，回国自首也成唯一选
择。 据《法制晚报》等

齐鲁晚报要闻中心出品

嗷~夜

本报讯 11月16日，第三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如约而至，
来自国内外的1200位顶级互
联网领域大咖会聚乌镇，进行
思想的碰撞和交融。阿里巴巴
董事局执行主席马云、腾讯董
事长马化腾、百度董事长李彦
宏、网易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丁磊、小米科技董事长雷
军等互联网大佬奔赴盛会，让
我们来看看这些互联网大佬
都说了些啥。

据悉，本届大会以“创新
驱动，造福人类”为主题，网易
CEO丁磊的一些发言就很“切
题”。“我希望继续发挥互联网
的创新作用。本届大会的主题
是创新驱动，造福人类，这就
需要我们互联网企业去思考
如何通过创新和探索让老百

姓的生活更幸福。”丁磊甚至
直言，网易一直在创新上努
力，“包括养猪，如何养出美味
的猪肉提供给人民群众，我们
一直在思考。”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是唯一在大会开幕式上演讲的
中国企业家。他认为，未来三十
年，是人类最关键、最需要重
视、最需要把握的三十年。未来
三十年属于“用好互联网技术”
的公司、国家和年轻人。新技术
将融合到传统行业的方方面
面，引领人类社会天翻地覆的
变化。“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
你身处哪里，我们每个人都会
是这场大变革的一部分。”

在马云看来，未来互联网
没有边界，就像电没有边界一
样。未来没有人会拒绝互联网，

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网络而存
在。冲击传统商业的不是电子
商务，电子商务只是把握了互
联网的技术、互联网的思想，知
道未来的经济将完全基于互联
网，创造出一套适应未来商业
的模式而已。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百 度
CEO李彦宏和小米科技董事
长雷军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人
工智能。

李彦宏说，互联网正处在
一个新的阶段，移动互联网时
代已经结束，未来的机会在人
工智能。

“靠移动互联网的风口已
经没有可能再出现独角兽了。
因为市场已经进入一个相对平
稳的发展阶段，互联网人口渗
透率已经超过了50%，而未来

的机会在人工智能。每一个人
所处的每一个行业、所在的每
一个国家，会因为人工智能时
代的到来而发生巨大的改变，
我们需要重新想象每一件事
情、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市场。”
李彦宏说。

雷军则拿小米的例子，讲
述了他对人工智能的认识。“技
术的探索和创新是小米公司的
核心。在过去几年，小米的方向
非常清晰，就是如何在整个互
联网领域里寻求突破，到这个
阶段大家的精力在考虑人工智
能对手机行业的影响，帮助手
机做到何种程度。”

关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
来，雷军进一步说，未来科技的
引爆点是人工智能，而且出现
引爆中国市场的人工智能产品

已经不远了，可能在一两年之
后。“现在各方面的产品层出不
穷，今天大家都在探索人工智
能应用在哪些领域。未来十年
中国互联网还会迎来新一轮的
爆发点。”

对于李彦宏和雷军所说的
移动互联网时代即将结束，有
些人却“唱反调”。

比如有分析认为，移动互
联网创业的很多细分领域的竞
争才刚刚开始，像互联网金融
和互联网家政行业。对于人工
智能时代，有人认为人工智能
刚起步不久，当下或最近几年
我们是处在“弱人工智能时
代”。而“强人工智能时代”，强
调的是在各方面都能与人类比
肩的人工智能。

据央视财经等

互联网大会上，科技大佬都说了些啥

李李彦彦宏宏说说移移动动互互联联时时代代结结束束，，你你咋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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