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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監委引渡首案 13年逃犯緝回
監察體制對接國際 腐敗分子無處遁形

11月30日，在中保兩國執法部門密切合作下
，外逃保加利亞的職務犯罪嫌疑人姚錦旗被引渡
回國。這是今年3月國家監察委員會成立後成功引
渡第一案，也是中國首次從歐盟成員國成功引渡
涉嫌職務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業內專家表示，
這次引渡一方面說明中國監察體制改革，特別是
監察委設置與國際接軌，利於與其他國家制度對
接和交往協調。另一方面，這亦是良好開端，將
來任何潛逃在外的腐敗分子注定無處可逃。
大公報記者

近年引渡回國逃犯
楊秀珠
引渡時間：2016年11月16日
引 渡 自：荷蘭
引渡特點：「百名紅通」1號人
員
案情回顧：
•2003年4月20日，時任浙江
省建設廳副廳長的楊秀珠攜家
人經新加坡出逃美國。

張寶峰北京報道

•2004年2月，浙江省檢察機
關通過ICPO（國際刑警組織）
發出「紅色通緝令」。楊秀珠在
2005年5月31日於荷蘭落網。

1956年出生的姚錦旗曾任浙江省新昌縣原常務副縣長，
涉嫌利用職務之便多次收受他人巨額財物，於2005年12月出
逃。同月，浙江省辦案機關對姚錦旗涉嫌受賄犯罪立案偵查
。2018年10月3日，國際刑警組織對姚錦旗發布紅色通緝令。
10月17日，保加利亞警方根據紅色通緝令抓獲姚錦旗。11月
26日，保加利亞索菲亞地方法院作出裁決，同意向中國引渡
姚錦旗。

黃海勇
引渡時間：2016年7月17日

嫌犯：外逃生活太淒涼

專家：中國影響力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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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寶峰整理）

中央黨校教授張希賢11月30日接受採訪時表示，一方面
，作為國家監委成立後成功引渡第一案，它充分說明中國監
察體制改革，特別是監察委的設置更加與國際接軌。相比以
往紀委這樣的黨的機關，監察委顯然更加國際化，更有利於
與其他國家進行制度對接和交往協調。另一方面，雖然今年
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加劇，但中國所面對的整體國際形
勢是看好的，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國際影響也前所未有地得到
加強提升，因此這次引渡也體現出中國在與其他國家打交道
時更有力度與影響。
「這次引渡可以視作一個非常良好的開端。」張希賢
說，從這次引渡來看，將來中國在反腐敗追逃方面，必將
堅定不移地進行到底，任何潛逃在外的腐敗分子注定無處
可逃。

引 渡 自：秘魯

與中國簽引渡條約國家舉要

中央追逃辦有關負責人表示，姚錦旗被成功引渡回國是
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的具體舉措，是國家監察體
制改革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成功實踐，也體現了近
年來中國積極開展反腐敗國際合作的有效成果。
11月30日上午9時，姚錦旗在首都國際機場三號航站樓面
對媒體採訪說， 「我2016年拿到了保加利亞綠卡，今年還提
交了入籍申請，本以為終於自由了，沒想到一上 『紅通』，
沒多久警車就開到了我面前。外逃生活太淒涼了，看上去好
像你是自由的，實際一點都不自由。回顧過往13年，被抓是
必然的。拖在那裏，只會把自己拖死，斷了後路。」
據中央追逃辦有關工作人員介紹，本次姚錦旗案中，中
方以國家監委名義提出引渡請求，得到了保加利亞方面的尊
重、認可和支持，並非常及時、快速地做出了反饋。當前，
中國已與50餘個國家簽署了引渡條約，並與不少國家探索以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為基礎開展引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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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促南京大屠殺研究走出去
【大公報訊】記者賀鵬飛南京報道：
「多元視域下的日本侵華與南京大屠殺研
究」學術研討會11月30日在南京舉行，來
自中、日等國80餘名專家學者參會，就日
本侵華與南京大屠殺等相關歷史展開研討
。有學者在會上呼籲南京大屠殺研究必須
加強國際傳播，與日本在這一領域爭奪話
語權。
民國史泰斗、南京大學榮譽資深教授
張憲文發言指出，時至今日，在西方國家
出版的南京大屠殺研究著作仍屈指可數，

美國才有兩三本書籍出版，歐洲幾乎沒有
，這與日本在此方面的大量著作沒法抗衡
。 「必須與日本在南京大屠殺研究領域爭
奪話語權。」張憲文強調。
長期研究東京審判歷史的日本學者春
日恆男表示，戰爭已過去70年，但日本人
只把自己看成戰爭受害者，不肯直面引起
傷害的 「戰爭」。而且，日本人還以 「歷
史問題」為藉口，在國內外重複着毫無意
義的政治對立。 「而今，該為這種態度打
上終止符了。」春日恆男說。

中國崛起需創第三極文化
參與論壇各國嘉賓合影
▲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攝
【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
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第九屆年會暨 「
當代與傳統：中國文化影響力生成國際論
壇」11月30日在北京舉行，論壇探討傳統
與現代兩面性及當代語境下的中國文化國
際傳播。
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中國文化國
際傳播研究院院長黃會林表示，今年論壇
側重從 「當代與傳統」角度深入討論。她
認為，中國崛起需要在繼承中國傳統優秀
文化，吸收西方精華文化，總結近百年以

來中國革命文化和當代建設經驗文化基礎
上，創造出可以和當代歐洲、美國文化鼎
立的當代中國文化─即 「第三極文化」
。她透露，明年論壇將圍繞 「本土與西方
」角度繼續開展。
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理事、全國
政協常委、中國美術館館長、中國美術家
協會副主席、法蘭西藝術院通訊院士吳為
山表示，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化不僅是中國
自身在歷史發展進程當中的偉大創造，也
是人類寶貴的財富。

▲11月30日，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外逃保加利亞的職務犯罪嫌疑人姚錦旗被引渡
回國
新華社

姚錦旗案打通反腐三重門
時政透視
張寶峰
姚錦旗案引發輿論高度關注，不僅因
為這是國家監委成立後成功引渡 「第一案
」，更因為這背後所打通的 「三重門」。
首先，今年3月，國家監察委成立，徹
底打通了中國國內反腐 「體制門」，監察
委整合此前分散在監察部門、預防腐敗部
門以及檢察機關的反貪職能，並與紀委實
現合署辦公， 「橫向打通」加上 「縱向貫
通」，另包括海外追逃在內的反腐敗工作
，在監察委領導下，更有力度更具效能。
今年4月24日， 「天網2018」行動啟動
；6月6日，50名外逃人員有關線索對外發
布；6月22日，賴明敏成為國家監委成立後
首個到案 「百名紅通人員」；7月11日，許
超凡成為國家監委成立後第一個從境外遣
返的職務犯罪嫌疑人；8月23日，國家監委
等五部門首次發布 「敦促投案自首公告」
，引發投案自首連鎖反應……這些事實雄
辯地說明了中國監察體制改革打通 「體制

門」後所釋放的強勁治理效能。
其次， 「姚錦旗案」還折射出中國監
察體制改革所打通的 「國際門」。以往人
們印象中，從國外引渡違法犯罪分子，總
是頗費周折。反觀此次 「姚錦旗案」，從
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紅色通緝令，到姚錦旗
被抓獲，再到引渡回國，全程不到兩個月
，速度之快、流程之順，十分鮮見。對於
個中緣由，其實中央追逃辦有關工作人員
已有所披露： 「本次姚錦旗案中，中方以
國家監委名義提出引渡請求，得到了保方
的尊重、認可和支持，並非常及時、快速
地做出了反饋。」毫無疑問，正因監察體
制改革打通國內反腐機構設置與國際接軌
的大門，才促使這次引渡如此順暢高效。
最後， 「姚錦旗案」還打通了中國海
外追逃 「未來門」。如果說以往海外還存
在 「法外之地」，那麼伴隨中國綜合國力
不斷提升，各項改革不斷釋放制度紅利，
特別是國家監察體制較以往在國際化、法
治化方面的顯著提升，未來那些逃逸海外
的違法犯罪分子必然無處遁形，必然要接
受他們應得的制裁。

引渡特點：潛逃18年走私犯
案情回顧：
•1996年至1998年間，黃海勇
團夥共計偷逃稅款7億餘元人
民幣。案發後，黃海勇潛逃美
國，後入境秘魯。
•2008年10月黃海勇再次入境
秘魯時被秘方國際刑警抓獲。

張 某
引渡時間：2015年2月3日
引 渡 自：意大利
引渡特點：中國首從歐洲引渡
經濟犯
案情回顧：
•2000年1月至2005年1月間
，張某用職務之便盜取客戶證
券帳戶140餘萬元人民幣。
•2005年10月，張某潛逃至意
大利。
•2014年10月，意大利警方將
張某抓獲。
（記者張寶峰整理）

海絲旅遊節推一帶一路互聯通

▲11月30日，海絲旅遊節上，福州傳統
油紙傘吸引參觀者
中新社

【大公報訊】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
第四屆 「海上絲綢之路」（福州）國際旅
遊節11月30日在福州正式拉開帷幕。世界
旅遊聯盟及中國報業協會代表共同發布《
加強 「海絲」旅遊傳播合作福州宣言》，
希望推動旅遊成為 「一帶一路」沿線互聯
互通的重要紐帶和橋樑，同時推動中國旅
遊產業繁榮與發展。
澳洲福建鄉情聯誼會塔州分會會長徐
哲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今年是福建省
與塔斯曼尼亞州建立友好省州關係37周年

，此行我們的目的是想尋求和福建旅遊合
作的機會，同時我也希望能借助 『海上絲
綢之路』國際旅遊節平台向外推介福建優
秀旅遊產品及文化。」
本屆旅遊節以 「拓展海絲合作 共享
美好生活」為主題，邀請到匈牙利、馬來
西亞、土耳其、奧地利等 「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旅遊部門代表，美國塔科馬市、柬
埔寨暹粒市、巴西坎皮納斯市等12個福州
國際友好城市代表，及內地 「海絲」沿線
省份及城市旅遊部門代表等參會。

環境部：多個重點海域水質堪憂
【大公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生
態環境部海洋生態環境司司長柯昶11月30
日在生態環境部例會上披露，目前中國海
洋生態環境整體形勢依然嚴峻，仍處於污
染排放和環境風險高峰期、生態退化和災
害頻發的疊加期，2017重點監測44個海灣
中，20個海灣四季均出現劣於第四類海水
水質。他同時指出，一些地方存在粗放型
圍填海，對海洋環境造成不利影響。
柯昶表示，渤海灣、遼東灣等重點海
域水質堪憂，2017重點監測面積大於100平
方公里的44個海灣中，20個海灣四季均出
現劣於第四類海水水質，受監控生態系統
未見根本好轉，赤潮、綠潮（滸苔）等生
態災害多發頻發，結構性環境風險壓力仍
較大。
此外，部分地方對海洋生態環境保護
重視不夠、投入不足、推進不力；部分企
業生態環境保護主體責任落實不夠，未批

先建、向海偷排漏排等問題較突出；公眾
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意識轉化為行動仍顯不
足。
柯昶表示，部分沿海地區黑水入海、
垃圾圍海、垃圾漫灘等問題突出，嚴重影
響居民生活質量和公眾親海需求，尚未得
有效治理；陸源污染涉及入海河流、排污
口等多方面及諸多污染源，存在薄弱環節
，防控難度較大。
柯昶提到，2016年以來，中央環保督
察實現了11個沿海省市區覆蓋。據環保督
察反饋，部分地區存在未批先填、批小填
大、圍而不填等問題。粗放型圍填海，對
海洋環境造成不良不利的影響。
柯昶表示，下一步還將修訂海洋環境
保護法，將生態文明建設的最新理念和要
求體現其中，強化與《環境保護法》《水
污染防治法》的銜接。此外，還將加快建
立健全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目標責任考核制

度，推進實施近岸海域水質考核。加快推
進 「灣（灘）長制」建設。健全完善海洋
工程和海岸工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率先
在海洋石油勘探開發等行業建立實施排污
許可制度，健全完善銜接機制。

▲6月8日是 「世界海洋日」 ，福建環保
志願者在清理海灘垃圾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