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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王章倩 魏君臣

【人物档案】
韩路，1957年出生，原湖南省机械进出口

（集团）公司马来西亚分公司总经理。
1997年4月初，韩路因涉嫌信用证诈骗在

境外工作时潜逃， 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人民
币。

2017年8月24日晚，在中央追逃办的统筹
指导，以及公安部、外交部、中国驻加纳大使
馆、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加纳警方等部
门的大力协助下， 湖南警方成功将潜逃境外
20年之久的韩路从非洲加纳押解回国。

【追逃故事】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韩路长期在境外工作， 后又因犯罪隐藏

在境外长达20年。但他万万没想到，在自己
60岁的时候，追逃人员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
前。

“我40岁跑出去的，现在刚过完60岁生
日。没办法，我躲不过这一劫。”到这时，韩路
才如梦初醒：原来，境外并不是“避罪天堂”。

8月初，记者来到省追逃办和省公安厅，
听办案人员讲述排除万难侦破这起巨额诈
骗案的背后故事。

狡猾“狐狸” 设局诈骗

1996年，韩路任湖南省机械进出口（集
团）马来西亚分公司总经理。

1997年4月13日，湖南省机械进出口（集
团）公司向湖南省检察院、湖南省公安厅报
案，称韩路在境外工作时失联潜逃。

1997年4月29日， 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
队对韩路涉嫌信用证诈骗立案侦查。

经查，1996年至1997年期间， 韩路假冒
两家公司的名义， 委托多家进口代理商，向
其控制的一家香港公司购买货物，合同金额
约2800万美元，并要求进口代理商向中国多
家银行申请了14份以其控制的香港公司为

受益人的《不可撤销远期信用证》。
之后，韩路从香港实际发送价值约2万

美元的货物至上海， 获取承兑信用证所需
单据，并将全部信用证承兑，造成银行和代
理商实际损失共计2400万美元，之后失联
潜逃。

织密“天网” 强力追逃

案发后，韩路未跟任何人联系，就连妻子
都没告诉过。这一消失，就是20年。

由于韩路下落不明， 案件侦查变得极为
艰难。

2015年，省追逃办启动“天网行动”，对
此案高度关注并挂牌督办， 要求务必将韩路
抓获归案。长沙市公安局“猎狐办”成立工作
专班，负责韩路的境外追捕工作。

“两年多时间，我们从海量的线索中把他
筛出来。”省公安厅“猎狐办”副主任周旭介
绍，通过梳理发现，韩路自1997年外逃之后，
先到了马来西亚，又到香港，然后又从香港到
了印尼和南非。此后，韩路经常从香港往返加
纳。

专案组综合分析案件前期侦查情况，敏
锐地意识到韩路外逃多年后已年近花甲，父
母已是耄耋之年， 其内心最为牵挂的必定是
年迈的父母。专案组推断，韩路必会想方设法
与境内取得联系，打听家中的情况。从各方获
取的海量且杂乱的信息中抽丝剥茧， 细心的
民警终于发现了一条韩路与境内取得联系的
重要线索。

循线追踪，民警辗转北京、上海、深圳等
地数十次。 在公安部、 省公安厅的大力支持
下，准确锁定了数名韩路的重要关系人，并用
大数据信息分析、图像比对等手段，确认了一
张韩路本人最新的照片。

之后， 专案组又获取了韩路在境外使用
的相关证照信息， 得知其可能藏匿在非洲加
纳境内，并将情况逐级上报。

2017年7月， 国际刑警组织对韩路发布
了红色通缉令，在全球范围内对其开展追捕。

不远万里 押解回国

2017年8月19日，前方传来消息，已获得
韩路在加纳的准确信息。

在中央和省两级“追逃办” 的支持协调
下，公安部、湖南省公安厅、长沙市公安局三
级“猎狐办”迅速组成联合抓捕组，远赴加纳
开展缉捕行动。同年8月21日，在中国驻加纳
大使馆及加纳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终于将韩
路成功抓获。

从加纳到埃塞俄比亚，再到广州，然后转
机长沙……2017年8月24日晚， 载着韩路的
飞机徐徐降落在长沙黄花机场。走出飞机，韩
路在检察机关签发的逮捕证上按上了手印。
联合抓捕组排除万难，历时6天，行程3.8万公
里，终将韩路顺利押解回国。

据悉， 此次国际追逃行动是湖南公安机
关第一次赴非洲开展缉捕行动， 彰显了我省

“天网行动”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
“地球上没有‘避罪天堂’，外逃腐败分子

无路可逃，无处藏身。我们追逃追赃的决心是
坚定不移的，无论腐败分子逃到天涯海角，都
要把他们抓回来绳之以法。”省追逃办负责人
表示。

后来，经法院公开审理，韩路犯信用证诈
骗罪，涉案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无期徒刑，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省雁北监狱， 记者见到了已经服刑的
韩路。面对镜头，他坦言当年看到中央追逃办
发出的“百名红通”名单，虽然自己不在上面，
但内心还是有波动的：“最后悔的是， 自己当
时没有选择自首。”

“20年，心里带着个包袱，还是很慌的。
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我特别想回来看看，想
落叶归根。”他说，“抓回来也好，不然自己可
能永远都回不来了。”

同样是外逃人员， 有的因主动投案获得
从宽处理，韩路却因抵抗被判无期徒刑。事实
充分证明：对于外逃腐败分子而言，对抗法律
是没有任何好结果的，只有彻底放弃幻想，尽
快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才是唯一出路。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刘燕娟）近
日，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省监委对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政协原副主席、 湘西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原书记向顺荣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向顺荣违反政治纪律，与多人串
供，销毁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廉洁纪
律，搞权色交易；长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
承揽工程项目、支付工程款、出借资金等方
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贿赂。

向顺荣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背离党的宗

旨，目无道德法纪，滥权妄为，肆无忌惮搞权
钱交易，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知止，
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
贿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省
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
予向顺荣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
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和湘西自治州
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资格；将其涉嫌犯罪问
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通讯员 杨丁香
周科际 记者 易禹琳）日前，国务院扶贫办
社会扶贫司对外发布《全国电商扶贫典型案
例集》，中南大学选报的《江华瑶都优品电商
扶贫案例》成功入选，成为全国入选的3个高
校扶贫案例之一。

江华瑶族自治县地处湘、 粤、 桂三省
（区）结合部， 2011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
发重点县， 虽拥有“瑶山雪梨”“瑶珍大米”
“江华苦茶”等一批名优农特产品，但因缺乏
包装、信息闭塞等原因，只能在当地贱卖。中
南大学2013年正式启动定点扶贫江华后，
将农村电商作为精准扶贫切入点，广泛开展
电商扶贫实践。

2016年1月，中南大学在江华大圩镇建
立了农村电商创业孵化基地，先后投入100
余万元，用于支持基地电商创业帮扶、电商
培训带动、产业升级引领。中南大学驻江华

扶贫工作队联合优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建立“瑶都优品商城”公众号，为瑶胞卖优
质农产品并开发乡村旅游业务。平台上架八
大类商品，与京东商城、苏宁易购、兴农扶
贫、搜农坊等平台开展合作。同时，对瑶山土
鸡、土鸡蛋、山茶油、野生香菇等农特产品进
行商标注册和品牌建设。

江华独具特色的瑶族民俗文化亦是良
好的旅游资源。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开
发设计了有声明信片、原木画、瑶族服饰、瑶
族摆件等特色旅游商品200多件，并帮助当地
手工艺作坊注册“榣加木艺”商标。“电商平台+
生产基地+农户”也是中南大学创造的成功模
式。在大圩镇长山村，中南大学引进了12家农
业种植大户，集中打造绿色农产品生态种植养
殖基地， 指导当地农户开发农产品累计30余
种，直接带动就业120人。而农户以多种形式
入驻电商平台，累计销售农产品600多万元。

中南大学电商扶贫江华成全国典型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
员 李怡静)日前，“弘毅杯”全国中小学生书
法大赛在湖南澧县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
226名选手参加。

现场，有来自大赛监督委员会的数名监
委进行监督，以确保赛事公平、公开、公正地

有序进行。经过紧张的评选，来自广东深圳
的梁先荣、江西赣州的黄可等16位同学获得
大赛的一等奖，现场为获奖者举行了颁奖。

据介绍，此次大赛自今年3月在长沙启动
以来， 各中小学校及各书法培训机构热情参
与，到截稿时共收到14000余名学生的作品。

“弘毅杯”全国中小学生书法大赛举行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成俊峰 彭国军
吴超辉） 薄薄的刀片插入受伤部位， 轻轻点
按、弹拨、刀挑，拔出后用手一捻，不出血、不
见伤口，病人很快康复……8月10日至11日，
全省中医药专长绝技项目推广培训在常宁市
中医医院举行，全省130余名中医骨伤科技术
骨干参加，感受“南詹正骨”疗法的过人之处。

此次培训由省中医药管理局主办， 常宁
市中医医院承办，培训内容为“南詹正骨”疗
法的历史渊源、临床诊治专长、技术特色、技
术规范、技术创新等。培训为理论学习与临床

观摩相结合， 旨在做好全省中医药专长绝技
推广工作，全面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

“‘南詹正骨’疗法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传
统中医药学的独特魅力，更能坚定我们传承
好、发展好中医药学的信念。”现场观摩后，
泸溪县民族中医医院骨科主治医师姚云有
感而发。

“南詹正骨”疗法，是一种运用专长绝技
接骨和祖传秘方治疗骨伤疾病的传统医学，
2016年被列入湖南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

“南詹正骨”疗法有传人

全省中医药绝技培训在常宁举行

湘西州政协原副主席向顺荣被“双开”

湖南日报 8月12日讯 （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颜英华）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为解
决出入境办证缴费速度慢、排队时间长、缴费
方式单一等问题， 省公安厅人口与出入境管
理局放大招了！8月底前， 全省所有出入境窗
口增加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移动扫码支付
方式收取办证费用，原有现金、POS机刷卡缴
费方式继续保留。 首批实施将在长株潭地区
展开，8月12日启动，8月16日全部实施到位。

据省公安厅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推行移动扫码支付方式收
取出入境办证费用分两批实施，8月中旬启
动，8月底前全省全部实施到位，各地具体启
用时间以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公告为准。第
一批启动时间为8月12日，截至8月16日，长
株潭地区所有出入境窗口实施到位；第二批
启动时间为8月22日，截至8月31日，余下的
11个市州所有出入境窗口全部实施到位。

长株潭地区出入境办证费用启动移动支付
8月底前全省全部实施到位

潜逃非洲20年终被擒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记者 唐亚新 通
讯员 徐岳）日前，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成
功侦破一起以“冒充婚恋交友”为手段的网络
诈骗案，抓获嫌疑人11人，涉案金额达200余
万元。该犯罪团伙实施的就是近年兴起的“杀
猪盘”诈骗手法。

今年4月28日，群众报警称，受害人黄
某被他人以谈恋爱为名诱骗至博彩平台赌
博，随后无法提现直至网站无法进入，共计
被骗53万元。 岳麓分局抽调精干警力与刑
侦支队反诈中心、 网技支队成立联合专案

组开展侦查。 专案组从资金流和信息流入
手，逐步摸清是以龚某、张某为首的诈骗团
伙所为。

经查，龚某、张某等11人，通过“珍爱网”
交友平台，找到诈骗对象，与之聊天交友，成
为恋人。随后，犯罪团伙其他成员冒充某赌博
网站后台技术人员，称发现网站漏洞，保证投
注人稳赢。投注后，前期先给一定的回报，取
得受害人信任。一旦受害人投注大资金后，便
迅速将网站关闭，让钱无法提现，达到诈骗目
的。今年4月开始，有10余人上当受骗，诈骗

金额200余万元。
8月6日，在福建警方支持下，专案组在

福建建瓯、建阳、福州三地同时收网，抓获嫌
疑人11名，扣押手机、电脑30余台、银行卡数
十张，成功摧毁这个“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
团伙。目前，龚某等11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如何防范“杀猪盘”？民警提醒，对于那些
只存在于虚拟聊天软件中的人，无论是谁，只
要对方说到关于“跨国”“博彩软件”“投资平
台”“系统漏洞”等关键词，要提高警惕，网上
彩票多是借彩票的幌子设下的诈骗陷阱，利
用软件控制后台，操控“中奖”概率，行诈骗之
实。无论何时，切记不要随意透露自己的个人
信息、不转账、不汇款。遇到网络购彩被骗的
情况，请及时报警。

长沙警方破获“杀猪盘”诈骗案
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

图片说事

本想“遮羞”
违法更甚

8月12日下午，长沙市湘江北路湘江世
纪城段，一台小车违章停在辅道上，前后车
牌都用白纸遮挡起来。 此处有警示牌标明

“24小时全路段禁止停靠”， 估计是驾驶员
为躲避电子警察拍照，将车牌遮挡住。殊不
知，遮挡车牌也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希望驾
驶员能遵纪守法， 也希望执法部门加强管
理。 田超 李鑫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吴嘉玲 苏芷妍）8月12日，第十八届“汉
语桥”决赛第六、第七场在湖南长沙火热开
赛。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作为考评官来到节
目现场。

在第六场决赛的“汉字九宫格”环节，选
手们收获了一份古人的“恋爱攻略”。“玲珑
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古人说起情
话来浪漫又委婉，让在场的选手们都自愧弗
如。来自摩尔多瓦的安子轼在现场动情地朗
诵了“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诗意余韵悠长，而来自埃及的陈安忆和澳大
利亚的潘泰勒则在现场比拼美国电影《卡萨
布兰卡》中的经典台词———“时光流逝，我对

你的爱却与日俱增”， 饱含深情的演绎将现
场气氛逐步推向高潮。

在第七场决赛“学长带你看中国” 环节
中，汉语桥学长“大卫”带领选手们来到了蓉
城成都，众人跟随着“大卫”的镜头逛宽窄巷
子、吃火锅、看“国宝”大熊猫，体验麻辣鲜香
的成都生活。“大卫” 学长更在成都寻访到一
位特别的中医，那就是来自非洲的迪亚拉。迪
亚拉还用针灸治好了“大卫”的失眠症状，博
大精深的中医文化让选手们连连惊叹。

据悉，选手们将在8月14日迎来年度总决
赛之前的最后一场比拼，届时“汉语桥”的五
大洲冠军将正式诞生。 比赛内容将于9月2日
起每周一至周四19时30分在湖南卫视播出。

古人“恋爱攻略”甜蜜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