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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桂阳抓获潜逃26年“漂白身份”
命案逃犯

今年6月14日， 桂阳县公安局通过大量细
致摸排、信息研判工作，在广东东莞寮步镇成功
抓获潜逃26年的“漂白身份”命案逃犯徐某飞
（男，53岁，桂阳县太和镇人）。

1991年8月17日，桂阳县太和镇神下村尤
木组村民徐某飞等人以“葬坟”为借口，侵占已
被省高院判决确认的黄沙坪镇下山村陈家组所
有的“山石地”，有组织、有预谋地将陈家组村民
引诱至包围圈后开枪伏击， 致3人死亡、1人重
伤、2人轻伤。案发后，该案犯罪嫌疑人相继被
抓获，但主犯徐某飞案发后逃匿，多年追踪抓捕
未果。

追逃专项行动进入攻坚阶段以来， 桂阳县
公安局在前期命案追逃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
上，将徐某飞列为缉捕重点，调度全局资源全力
抓捕。自6月初开始，桂阳县公安局夯实基础工
作，通过大量工作，摸排呈现了命案逃犯徐某飞
女儿在郴州市区购房居住的相关信息， 进而围

绕徐某飞女儿及其近亲属进行深入调查， 发现
徐某飞的妻子、儿子、女婿等人均长期在广东东
莞寮步镇一带居住活动； 专案组迅即赶赴广东
东莞寮步镇， 在东莞警方协助下开展了为期5
天的地毯式摸排， 发现徐某飞女婿在寮步镇经
营一家无名铝合金店。6月13日，追逃民警在铝
合金店周边蹲点守候时， 发现徐某飞的妻子正
在店内。 追逃民警乔装成定做铝合金窗的顾客
与徐某飞妻子搭讪， 确认了徐某飞的特征和踪
迹。6月14日，专案组民警在铝合金店内成功抓
获命案逃犯徐某飞。

郴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劝返
一名跨国逃犯

今年12月19日 ， 郴州市公安局刑侦支
队民警成功劝投一名逃亡国外 3年多的 网
上逃犯陈某 。

2009年9月份，犯罪嫌疑人陈某、李某夫妇
隐瞒郴州市和平大厦一层商铺已经出售的事实
真相， 欺骗受害人江某购买上述商铺， 江某于

2009年至2012年先后多次支付购房款项共计
550万元。2014年2月份，陈某、李某潜逃至斐济。
经过办案民警多次对李某的家属做劝投工作，李
某已于2016年4月20日从斐济回国投案。

追逃专项行动期间， 郴州市公安局刑侦支
队民警先后数十次通过电话和微信的形式对陈
某家属开展法律政策宣传教育， 但其家属对民
警的规劝始终持有疑虑和戒备。 为了让陈某家
属彻底消除疑虑和戒备心理。12月16日晚，办
案民警放弃节假日休息再次奔赴陈某家中，对
其家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且把省高院、省
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合发布的《关于
敦促在逃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 送到陈
某家属手中并耐心详细地向他们进行讲解。经
过反复沟通、反复教育劝投，陈某家属终于被民
警们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和工作作风所感动，
表示同意积极配合民警规劝陈某回国。12月18
日，陈某终于放下思想包袱，主动从斐济回国投
案。12月19日上午， 办案民警到深圳皇岗边检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办理好移交手续后将陈某押
解回郴。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刘建强 张弛）“毒品是杀人不见
血的刀，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它摧残
我的身体，吞噬我的灵魂，彻底毁掉了我
原本幸福的生活！”今天，在湘潭市第一
强制隔离戒毒所， 一名戒毒学员为来自
全市各学校的157名骨干教师上了特殊
的一堂课。

这名戒毒学员是31岁的黄某，2011
年， 她在朋友的怂恿下开始尝试吸食麻
古、冰毒等毒品，随后又染上了赌博恶习，
并于2016年被公安机关抓获， 进入强制
隔离戒毒所。“我再也不会自暴自弃，期待
着重新回归社会的那一天！” 黄某的现身
说法让教师们深受震撼。湘纺中学政教处

主任贺洪辉表示，一定要把这种体会传授
给学生，让学生们抵制诱惑，远离毒品。

近年来， 湘潭市禁毒部门坚持预防
为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禁毒预防
教育活动。湘潭市连续3年吸贩毒现象公
众测评排名全省第一， 禁毒工作满意度
调查位居全省前列，18岁以下青少年涉
毒人数比例全省最少，连续5年被评为全
省禁毒工作先进市。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提升禁毒预防
教育社会参与度， 全面落实青少年禁毒
预防教育措施，扩大禁毒宣传覆盖面。毒
品一日不除， 禁毒预防教育就一日不
止！”湘潭市禁毒办副主任、市公安局禁
毒支队支队长廖俊告诉记者。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于振
宇 通讯员 廖远哲 ）2017年12月28日，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
湖南省纪委原副书记李政科（正厅级）决
定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2017年12月28日，湖南省人民检察
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怀化市水务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曾红
卫（正处级）决定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查之中。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何淼玲）今
天， 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沅江市人民政
府原市长肖胜利滥用职权、受贿、行贿案一审公
开宣判，以滥用职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6个
月；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30万元；以行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6个月，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30万元；追缴肖胜利犯罪所得74万余元

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肖胜利在担任沅

江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市长期间，违规拍板确
认收购事项，违规表态同意借款给私营企业，致
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利用职务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 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74万余元；
为谋取职务提拔， 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人民币
13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肖胜利身为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规
定，滥用职权，造成公共财产损失3004余万
元，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且犯罪情节特
别严重；肖胜利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4万余元，其行为
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巨大；肖胜利为谋取
职务提拔，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其行为
构成行贿罪。

案发后，肖胜利有自首、坦白情节，积极退
缴赃款并缴纳罚金，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根据其
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特殊学员为157名教师“上课”
湘潭提升禁毒预防教育社会参与度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
对李政科、曾红卫决定逮捕

滥用职权、受贿、行贿3罪并罚
沅江市原市长肖胜利一审获刑5年

省公安厅通报郴州公安机关追逃工作情况

今年抓获历年在逃人员873名

党建领航打造幸福家园
12月28日，居民在党建文化广场参观。当天，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街道润龙社区

全面完成提质改造，面貌焕然一新。新建的3000平方米党建文化广场上，设有廉政和
道德文化宣传墙、点赞长廊、“为人民服务”主题雕塑等，不仅改善了社区环境，还加强
了党建知识宣传。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樊佩君）今天，省公安厅在郴州市举行郴州
市公安机关追逃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 通报
2017年郴州市公安机关追逃工作情况。

根据通报，今年来，郴州市全市公安机关按
照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 以超常决心、 超常举
措、超常力度，向1080名逃犯宣战。截至12月27
日，全市共抓获历年在逃人员873名，消化库存
量达80.8%，逃犯库存下降率排全省第一。抓获
省公安厅挂牌督办的命案等严重暴力犯罪逃犯
54名，排全省第一。抓获省公安厅督办信访案

件逃犯22名，排全省第一。抓获历年故意杀人
逃犯23名，排全省第二。还从缅甸、斐济等境外
追回逃犯5名； 通过追逃， 带动侦破案件1352
起，化解信访积案55件，有力促进了全市社会
治安持续好转。

一年来， 郴州市坚持“警民联动、 全线出
击”，紧紧依靠党委政府，依靠社会群众，着力构
建“大追逃”工作格局，先后出台《追逃工作岗位
责任制》《关于群众举报刑事案件在逃人员奖励
办法》，对群众举报给予重奖，并由财政全额保
障。运用网上排摸、网上串并、网上查证、网上缉

捕等合成作战方式，形成了“快速甄别、准确定
位、重磅打击”的追逃工作新机制。完善联动追
逃工作机制，做到信息互通共享，多警种联合
作战，不仅刑侦、禁毒等一线警种联合作战，
监管、入境等部门也发挥职能优势，投入到追
逃行动。 坚持打好“威慑牌”“政策牌”“亲情
牌”“感情牌”，打好攻心战，实现了追逃的低
成本和高效率。截至12月27日，全市共召开在
逃人员家属座谈会480余次， 敦促397名在逃
人员投案自首，通过群众举报，直接抓获网上
在逃人员13名。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