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64人

包括“百名红通人员”1 人
省管干部4 人（正厅级 1 人）

其中

追回赃款共计

3.118亿元人民币

我省共追回外逃人员

97人

办案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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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纪委监委第十审查调查室许灵平：

合理制定策略
适时把握时机

2018年7月28日，对于我们追逃工作组来说是一个重
要的日子——出逃境外4年的袁陵南终于回国投案。

2014年5月5日，省纪委对袁陵南涉嫌受贿问题线索
展开初核。5月19日，袁陵南未经组织人事部门批准，擅
自从广州出境前往境外。7月4日，袁陵南以涉嫌受贿及违
反组织纪律被立案审查调查，11月17日被开除党籍和公
职，涉嫌犯罪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8年5月，接到追逃任务后，我所在的办案室立即
成立追逃工作组，并根据任务需要，确定工作职能。我们每
天召开案件分析会，汇总、研判各类信息，制定谈话提纲，确
定外调任务。

为了全方位收集信息，我们与多个部门密切合作，充分
运用科技手段深入挖掘袁陵南相关信息。经过层层排查，
我们发现袁陵南及其亲属的行踪和资金往来轨迹，为追逃
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这个案件里，我们制定了软硬兼施的策略，“软”的方
面包括动员其他回国投案的违纪违法干部现身说法。“硬”
的方面有依法查封其夫妇在境内的涉案房产等。经过一番
努力，袁陵南表示将于7月28日回国投案自首。

袁陵南归案是我省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有逃必追、
一追到底”要求，扎实开展重点个案攻坚的重要成果，同时
也在实操层面为我们办好相关案件提供了宝贵经验。

省纪委监委第九审查调查室王威：

坚定决心
打好“法律牌”“政策牌”

2018年6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
公室发布《关于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的公告》，曝光了50名
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索，我省外逃人
员王军文在列。省委和省纪委监委高度重视，配强追逃力量，
安排我所在的第九审查调查室负责王军文追逃案件。我们经
过多方工作、不懈努力，综合运用“法律牌”“政策牌”开展追逃
追赃工作。2019年1月15日下午王军文回国投案。

自1992年8月起，王军文先后在海南省经济合作厅、
华海公司等多家单位担任要职，是正厅级领导干部。2003
年9月24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王军文立
案侦查，同日，对王军文决定刑事拘留。然而，9月25日一
早，王军文就出逃境外。

在开展对外逃人员王军文的追逃追赃工作中，我和同
事们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统筹做
好国内、国外各方面工作。针对王军文外逃时间久、无法取
得联系的困境，我们确定了“人”为主的突破口。经摸排发
现了他在国内重要亲属的行踪，为了能尽快将国家有关政
策传递给王军文，我和同事们多次赶赴江西、北京、广东等
地，行程数万里路，对其近亲属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讲明党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决心和鲜明政治立场。

经过多方努力后，终于打通向王军文传递信息的渠
道。2019年1月，在法律的震慑和强大的政策感召下，王
军文终于打消了思想顾虑，表示愿意马上回海口投案。

王军文的案件再次彰显了党中央“有贪必肃、有腐必惩”
的鲜明态度和“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作为一线
办案人员，我们将始终保持追逃追赃工作高压态势，不断提
升追逃追赃领域治理效能，决不让外逃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近日，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在海口召开，总结七届省委以来
我省反腐败工作和反腐败协调机制运行情况，部署安排下一阶段工作
任务。面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会议特别指出，
要聚焦重点难点，推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向纵
深发展。

2021年对海南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而言，是一个值得记录
的“时间刻度”。去年9月，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在海口召
开，听取了省监察委员会关于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情况的报
告。这是省监委自2018年2月成立以来，贯彻落实宪法和监察法要
求，首次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项工作，全面展示了省监委成立以来，
我省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效。

2015年至2021年12月，我省共追回外逃人员97人，追回赃款共
计3.118亿元人民币。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64人，包括“百名红
通人员”1人、省管干部4人（正厅级1人）。省监委成立以来，共追回外
逃人员88人，占追回总人数的90.72%。

一个个数据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它们的背后，是近年来全省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及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相关部门的辛勤付出，体
现海南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的如磐决心，更彰显出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在阔步前进中，坚持党的领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的坚定信心。

琼海市纪委监委驻市人民法院
纪检监察组林程：

坚持“一案一策”
精准追逃

从2018年11月外逃到2019年8月15日回国投案，琼海
市监委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成功促使挪用集体土地征地
补偿款后潜逃至境外的谢贻琼回国投案。这是琼海市监察委
员会成立以来首次成功追回外逃人员，体现了琼海市委以实
际行动践行“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也
是琼海市监委坚持“一案一策”精准追逃取得的重要战果。

谢贻琼外逃期间，正值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时期，在
省委追逃办具体指导下，我们采取“一案一策”“一案一专
班”追逃追赃策略，量身定制追逃方案，确保追逃工作更加
精准、更有实效。

谢贻琼外逃后，琼海市监委立即抽调政治强、业务精的
人员组成工作专班，专司追逃追赃工作，我担任工作专班副
组长，具体负责日常工作。接到任务后，我们针对案情制定
了详细的工作预案，精心部署、主动出击。

刚开始，我们办案人员没有掌握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谢
贻琼家人也不太配合，追逃工作困难重重。为此，大家在认
真分析案件卷宗材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走访重要关系人、
数据比对等多种方法手段，敏锐捕捉蛛丝马迹，抽丝剥茧、
理出头绪，勾勒出谢贻琼的工作圈、生活圈，并对其精准画
像，明确追逃方向。我们多次前往谢贻琼老家，走访与其相
关的20多名社会关系人，了解其成长经历和性格特点，并
取得了其重要关系人的联系方式。

之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多次找谢贻琼家人、亲
戚做思想工作，讲政策、谈后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政
策感召下，谢贻琼家人表示一定尽力配合做好规劝工作。
面对组织的关怀和亲情的呼唤，谢贻琼也终于卸下思想包
袱，决定回国投案。

2019年8月15日12时，谢贻琼搭乘的飞机在海口美兰
机场缓缓降落，在他走下舷梯的那一刻，我们也如释重负。

谢贻琼与我们一见面，就感慨说道：“我一直都想回家，
经常想着怎么回家。在国外我每天胆战心惊，害怕被抓，见
到你们我感觉自己终于解脱了。国外不是避罪天堂，主动
回国认罪认罚才是唯一的出路。”

（文字整理/尤梦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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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反
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鲜明特色，
也是必然要求。省监委成立以来，着
力在依法依规上下功夫，有效提升运
用法律手段进行追逃追赃的能力。

充分运用宪法和监察法赋予的
权限，省监委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
规，归口接受和管理省本级监察对象
和其他涉案人员的外逃信息，依法调
查外逃人员职务违法犯罪问题。建
立外逃人员主动投案的法律适用会
商机制，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在追逃中的积极作用，多次邀请省高
院、省检察院参加追逃案件协调会。

在外逃境外16年的职务犯罪嫌
疑人、原省经济合作厅党组书记王军
文、省教育厅原副巡视员袁陵南等案
件追逃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研提刑
事法律适用意见，对自愿认罪认罚、
符合法定条件的案件，依法从宽处
理，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的有机统一。

严格依照法律标准夯实国内基
础工作，省监委对每名外逃人员逐一

设立专门档案，全面梳理外逃人员基
本信息，积累基础材料，实时更新，做
到对其涉嫌职务违法犯罪事实心中
有数。全面收集、固定外逃人员涉
嫌境内外职务犯罪、洗钱和移民欺
诈等犯罪证据，固定完善职务违法
犯罪证据链条。通过做实国内基础
工作，牢牢把握追逃追赃工作的主动
权，为开展国际司法执法合作奠定坚
实基础。

与此同时，我省还不断加强追逃
追赃队伍建设，提升工作能力和专业
化水平。每年组织追逃追赃协调机
制成员单位参加中央追逃办举办的
培训班，与北京师范大学“G20反腐败
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相关专家学者就
域外法律适用、司法协助等问题开展
专题研讨。选派法律功底扎实、英语
基础好的业务骨干到中央追逃办跟
班挂职。2018年以来每年都举办全
省追逃追赃工作业务培训，开展案例
教学和个案指导，推动我省追逃干部
的实战能力得到有效增强。

（本报海口1月25日讯）

省委追逃办一手抓重点个案，
一手抓政策协调，构建全省联动、内
外协作、上下贯通的追逃追赃工作
体系。

省监委成立以来，认真履行主办
责任，专门安排两个审查调查室作为
追逃追赃工作责任部门，紧盯重点案
件，将“百名红通人员”案件、中央追
逃办公布的重点外逃人员案件等作
为追逃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案一专
班、一案一策，实行定任务、定人员、
定措施、定时限的包案责任制，及时
落实中央追逃办和省委的部署要求。

通过法律威慑和政策感召，“百
名红通人员”原海口市地方税务局龙
华分局副局长云健，省教育厅原副巡
视员袁陵南，省粮食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陆万朝等一批影响较大的重点
外逃人员先后归案。2019年1月15
日，外逃境外16年的职务犯罪嫌疑
人、原省经济合作厅党组书记王军文
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

在办案过程中，省监委积极服务
国内反腐败大局，将审查调查过程中
外逃的审查调查对象或重要涉案人
员、转移到国（境）外的涉案款物一并
纳入追逃追赃总体范畴。

与此同时，省监委还充分发挥上
级监委领导下级监委工作、“上下一

盘棋”的体制优势，加大对各市县监
委开展追逃追赃工作的业务指导督
促力度，推动相关市县监委成立追逃
专班开展集中攻坚，短时间内集中追
回了一批外逃时间长、涉案金额大、
基础线索薄弱的外逃人员。

目前，全省有15个市县已实现存
量外逃人员“清零”目标，追逃追赃整
体效应初步显现。

坚持追防并举，注重关口前移。
省监委将防逃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监督检查内容，围绕人、钱、证三个方
面，构建严密的防逃体制机制。主动
加强与公安、检察、法院、组织人事、
外事、边检、人民银行等部门的协同
联动，对出国（境）的党员干部严格把
关，开展全省监察对象证照专项清理
活动，共清理出16人违规办理出国
（境）证照问题；定期开展“裸官”清
理、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等工
作；组织开展打击利用地下钱庄和离
岸公司转移赃款专项行动，加强反洗
钱和外汇管理。

近年来省监委制作的反腐败警
示教育片，都将追逃追赃工作作为重
要内容，彰显“有逃必追、一追到底”
的信心和决心，初步形成了“不敢逃”

“不能逃”的机制和氛围。

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
作要求，2015年，省委反腐败协调小
组建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
由省纪委牵头负责（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后由省纪委监委牵头），省组织人
事部门、省外办、省高院、省检察院、
省公安厅、省司法厅、中国人民银行
海口中心支行、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
总站等作为成员单位，设立省委反腐
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
室（以下简称省委追逃办），加强省委
对追逃防逃追赃工作的统一领导，明
确省委追逃办和各成员单位的工作
职责。

省委追逃办设立后，加强统筹协
调，整体谋划推进全省追逃防逃追赃
工作——连续7年开展反腐败国际追
逃追赃“天网行动”；每年提请召开省
委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研究部署追
逃防逃追赃工作；对全省外逃人员大
起底、再核实，全面摸清底数；召开全
省追逃追赃工作任务部署会、推进

会，压实主办责任，就重点个案召开
协调会议43次；成立追逃追赃督导攻
坚小组，逐案逐人督导攻坚。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省监委与
省纪委合署办公，认真贯彻党中央决
策部署，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
委工作要求，依法履行宪法和监察法
赋予的职责。各成员单位根据“天网
行动”统一部署和职责定位，分别牵
头开展有关专项行动，认真研究在反
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和困难，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和业务
特长，做到手段、优势、力量互补互
促，凝聚工作合力。

省监委同时指导各市县健全追
逃追赃组织机构，加强队伍建设，有
效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逐步建立起统
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协调配
合的工作机制。值得一提的是，
2018年以来，海南新增外逃党员和
国家工作人员较之前明显减少，防逃
成效凸显。

2019年8月15日，涉嫌侵
占村民土地补偿金的琼海市潭
门镇林桐村干部谢贻琼从境外
回国投案。

（琼海市纪委监委供图）

坚持党的领导 健全完善追逃追赃协调机制

坚持统筹谋划 提高追逃追赃工作成效

坚持依法依规 不断提升规范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

2019年1月15日，涉嫌受贿罪、潜逃境外的王军文回国投案并积极
退赃。这是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闭幕后全国首名回国投案的外逃
职务犯罪嫌疑人，也是中央追逃办对外公布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
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索后，第6名到案的外逃人员。

（省纪委监委供图）

2015年至
2021年12月

省监委成立以来

共追回外逃人员88 人

占追回总人数的9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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