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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通」逃犯黃玉榮自首：「對中國法律有信心」
涉貪污賄賂犯罪 逃美13年後回國主動投案

另據央視報道，黃玉榮是「天網」行動開展以來第
一個從美國主動回國投案的「紅通」逃犯，在18

名到案的「百名紅通人員」中也是外逃時間最長、職務
級別最高的公職人員。
黃玉榮，女，1951年出生，曾任河南省高速公路建
設管理局黨委書記、河南省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副
董事長等職務，涉嫌貪污、受賄犯罪，2002年8月逃
往美國，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緝令號碼A—417/3—
2005。

中美重點合作案件
2014年12月，中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反腐敗工

作組將黃玉榮案件確定為中美重點合作案件之一，雙方
集中人員力量聯合開展調查取證等相關工作。在最高
檢、公安部等部門指導下，河南省追逃辦深入細緻地做
好各項基礎性工作。在法律威懾和政策感召下，黃玉榮
最終選擇主動回國投案自首。

多年漂泊海外的黃玉榮在抵達北京首都機場時表
示，「我回到了祖國，回到了家。我堅信自己的決定是
正確的，我對國家法律充滿信心，一定積極配合司法機
關調查，交代清楚自己的問題」。
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負責人

表示，反腐敗永遠在路上。2016年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
工作的態度不會變、決心不會減，「有逃必追、一追到
底」。再次告誡在逃境外人員，早日回國投案自首、爭
取寬大處理。
另據《法制晚報》報道，在國際刑警組織下發的通緝
令中，黃玉榮備受關注。這是因為，她的丈夫就是已經
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河南省交通廳原廳長石發亮。而在石
發亮之前，曾錦城、張昆桐兩任廳長落馬，創造了河南
交通系統「前腐後繼」的尷尬紀錄。

黃家三姐弟齊斂財
2005年12月21日，河南省交通廳原廳長石發亮特大

受賄案在湖北省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公訴人
稱，1997年上半年，中鐵集團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鄭州辦
事處副主任王某，通過河南省交通規劃設計院院長、石
發亮的妻弟黃裕陵認識了石發亮的妻妹黃玉芬。2000年
7、8月間，王某與黃玉芬約定：黃玉芬如幫助該公司在
駐馬店至信陽高速公路四標段中標，可得到工程總價款
3%的好處費，其中包括給其姐夫石發亮的好處費。之
後，在石發亮的關照下，該公司順利中標，並按約定給
予黃玉芬534.8萬元。不久，石發亮的妻子黃玉榮將此
款取現據為己有。
通過這一段公訴內容不難看出：黃家除了身為高官的

黃玉榮之外，還有擔任河南省交通規劃設計院院長的黃
裕陵。而她的妹妹黃玉芬，則多次依靠姐姐、哥哥和姐
夫，大肆斂財。
經查明，石發亮在任河南省交通廳副廳長、廳長期

間，利用職務之便，多次單獨或夥同其妻黃玉榮收受賄
賂1,900餘萬元，一審判處石發亮無期徒刑。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中央反腐敗協
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的統籌協調下，
中國司法、外交等部門及河南省追逃辦密切協
作，在美方配合下，成功規勸潛逃美國13年之久
的涉嫌貪污賄賂的「紅通」4號疑犯黃玉榮回國
投案自首。她說，堅信自己的決定正確，對國家
的法律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據《法制晚報》報道，就在
石發亮因涉嫌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接受審判時，與他同流合污的妻子黃玉榮，
則早已和兒子身處美國境內。一位知情人士
說，預感到石發亮要出事，黃玉榮提前辦理
了各種手續，潛逃出國了。
黃玉榮出身於高幹家庭，他的父親早在抗

日戰爭時期就參加了革命，和她的伯父、叔
父一樣，都是當地有名的抗日領導人。黃玉
榮曾擔任河南鄭州市第十一屆人大代表，省
交通廳高速公路建設管理局黨委書記。1968
年，黃玉榮應徵入伍，1973年，她以優異成
績考入了解放軍重慶通信學院，在無線電通
信專業深造兩年後，重返部隊任通信修理所
技師。1978年，28歲的黃玉榮離開軍營，結
束了10年的軍旅生涯，與20歲的石發亮一
起轉業到河南省交通設計院，開始了人生新
征程。知情人士透露，黃玉榮和石發亮是在
部隊相識、戀愛。「石發亮出身豫東扶溝縣
農家，而黃玉榮是高幹子弟。」

口講廉潔貪腐不止
另一位熟悉黃玉榮的人士說，黃玉榮升任
河南省交通廳高速公路建設管理局高層時，
正值河南高速公路的發展期，管理上還處於
空白階段。於是，她十分注重建章立制。
不到兩年時間，就先後制定實施了《收費

管理辦法》、《路政管理辦法》、《養護管
理辦法》等一系列基礎管理規章制度；還制

定了「百分考核辦法」等獎懲考核管理措施，初步形
成較為完善的高速公路管理機制和考核體系。
「省交通廳的前兩任廳長倒台後，石發亮一上台，

就提出『一個廉字值千金』、『讓廉潔在高速公路上
延伸』等口號，當時，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而當
時身為河南省交通廳高速公路建設管理局高層的妻子
黃玉榮，也十分重視廉政建設，大會小會上經常講廉
政。」這位熟悉黃玉榮的人士說，「現在想想，多麼
可笑，多麼滑稽，多麼諷刺，他夫妻倆講廉政最多，
而他倆從來都沒有停止過貪腐」。
表面上，石發亮、黃玉榮「夫唱妻和」，實際

上，夫妻二人關係十分緊張。據悉，婚後兩人經常
磕磕碰碰。考慮到仕途的發展，兩人決定分居，但
不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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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015中國教育行業
白皮書》5日在北京公佈。調查顯示，中國學生出國
留學人數明顯增長，申請出國讀碩士研究生仍是主力
大軍。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日本是最受關注的四個
國家。
白皮書由搜狐教育歷時3個月對消費者調查、收集逾
20萬份樣本而成，覆蓋了出國留學、課外輔導、職業教
育、在線教育等方面。

方式日益多元化
白皮書指，中國計劃出國留學的學生學歷層次方面，
申請出國讀碩士仍是主力大軍，佔調查人數的42.16%。
與此同時，出國讀本科的人數明顯增長，佔到38.56%。
據估算，今後幾年內，中國在美國留學的本科生人數將
超過碩士研究生人數。

白皮書顯示，近兩年，出國讀高中的中國學生人數也
出現迅猛增長，佔比達到10.5%。白皮書中提到，如今
中國人的留學方式日益多元化，其中通過合作辦學、交
換項目、中介機構留學是主要方式。值得一提的是，通
過國際高中、國際班留學出國讀書的中學生日益增多。
近年來，依託微信、微博等新媒體的線上留學中介機

構不斷湧現。白皮書顯示，僅13.81%的消費者會考慮在
線留學服務，56.12%的人不會選擇。究其原因，線上留
學中介雖費用低廉，有的甚至標榜「零中介」，但多數
操作不規範，服務質量難以保障，是消費者不願選擇的
主要原因。
白皮書還顯示，當前出國留學國家中，美國、英國、

加拿大和日本排名前四；用戶關注度較高的是留學費
用、留學申請、留學文書等，這顯示消費者對留學前準
備工作等方面困惑較大，需要更多的信息和服務。

中方：歐對華光伏雙反損人不利己

陳向群任湖南副省長調查指留學增長迅猛 美英日加最熱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明天津報道）教育
部近日批覆，同意在天津中德職業技術學院基
礎上建立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這也是內地
第一所應用技術教育本科層次大學。

育應用型技術技能型人才
據了解，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係本科層次
高校，由天津市領導和管理。學校辦學定位於
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主要培養區域經濟社
會發展所需要的應用型、技術技能型人才。同
時，學校既實施本科層次應用技術教育，又實
施專科層次高等職業教育，將根據辦學條件和
社會需求穩步調整辦學層次結構，每年穩妥安
排增加本科學生。學校全日制在校生規模暫定
為1.2萬人，首批設置飛行器製造工程、機械
電子工程和自動化3個本科專業。
據悉，天津中德職業技術學院是天津市屬

全日制公辦高等院校，是中國與德國、日
本、西班牙3國政府在職業教育和培訓領域最
大的合作項目。由天津中德現代工業技術培
訓中心和天津企業管理培訓中心整合而來，
學校目前招生專業共43個。 2013年，面向泰
國和奧地利招收留學生，成為天津市首家為
外國留學生提供學歷教育的高職院校。

香港文匯報訊據澎湃新
聞網報道，湖南省十二屆
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
前日在湖南長沙閉幕，會
議決定任命陳向群為湖南
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公開
簡歷顯示，1962年11月出
生的陳向群是河北豐潤
人，大學本科學歷。
1983年從吉林工業大學

機械系鑄造專業畢業後，
陳向群曾先後在原國家機
械工業部、原國家勞動人事部工作，先後擔任原國家
機械工業部通用零部件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科員，原
國家勞動人事部職位職稱司主任科員等職。
1992年，陳向群「空降」廣西壯族自治區，歷任廣
西北海市體改委主任，北海市銀海區委書記，玉林市
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柳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柳州市市長，南寧市市長等職，並於2008年升任廣西
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2010年6月，陳向群調赴中組部，任部務委員兼組

織二局局長，後轉任中組部部務委員兼幹部二局局
長。2014年1月前後，陳向群出任中組部副部長。他
是中組部首個「60後」副部長、當時中組部最年輕的
副部長。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針對歐盟決定對華光
伏產品雙反（反傾銷、反補貼）措施啟動日落複審調查
一事，中國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負責人5日在此間發
表談話指出，繼續延長措施不符合歐盟自身利益。
歐盟委員會於當地時間5日發佈立案公告，決定對

適用於中國光伏產品的雙反措施啟動日落複審調查。
根據世貿組織規定，若在該複審中主管機關確定終止
雙反措施可能繼續導致傾銷和損害或再度發生，則可
繼續延長雙反措施。
上述負責人指出，目前歐盟太陽能的利用及光伏市

場發生了重大結構性變化。歐盟各主要成員國大幅削

減補貼，加之進口最低限價的約束，歐盟光伏裝機容
量佔世界裝機容量份額由74%下降至14.5%。歐盟太
陽能行業就業人數大幅度減少，使用清潔能源的步伐
有所放緩。
該負責人強調，光伏電池及組件作為重要的清潔

能源產品，其快速應用與發展有利於各國有效應對
氣候變化，對於各國減排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意
義。中方認為，繼續延長措施，既損害中方利益，
也不符合歐盟自身利益，希望歐方認真考慮歐盟整
體利益，從維護中歐經貿合作大局出發，盡快終止
光伏雙反措施。

何亞非盼印尼華族續助力「一帶一路」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海外交流協會副

會長何亞非一行5人，5日訪問印尼中華總商會，並和
當地華社領導舉行座談。何亞非表示，「一帶一路」
構想既是適應中國發展的新思路，也是新的國際合作
模式。
何亞非說，目前世界對中國新的改革發展模式十分

關注，「一帶一路」的核心內容是：共同發展，共同
富裕，其旨在把亞洲經濟圈、歐洲經濟圈聯繫起來，
和這些地區的國家建立新的經濟走廊，共同發展，造
福沿線國家和人民。
他指出，「一帶一路」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合作，還

強調不同文明的相互尊重、平等對話與交流融合。沿
線國家在文化、宗教等領域各有特色，「一帶一路」
構想以文明對話為引領，努力推動沿線國家民眾之間
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平共處、共同發展，將對
世界的和平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何亞非強調說，在海外6,000多萬華僑華人中，印

尼華族就佔了三分之一，印尼華人在促進中國與印尼
經貿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合作與交流中發揮了橋樑作
用。他期盼印尼華族在建設「一帶一路」的過程中繼
續發揮引領作用。

中老鐵路老撾段動工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財經報道，中國鐵路總公司5
日消息指，由中國鐵路總公司牽頭組成的中國企業聯
合體承建的中老鐵路老撾境內（磨丁至萬象）段開工
建設，標誌着中老鐵路合作取得實質性進展，中國鐵
路「走出去」取得又一重大成果。
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經理盛光祖在奠基儀式上指出，

中老鐵路是中老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親自決策和推動
的重大戰略合作項目，是聯通中老兩國的重要基礎設
施，也是泛亞鐵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磨丁—萬象鐵路位於老撾境內，北起老中邊境口岸磨

丁，至老撾首都萬象市，線路全長418公里，設計時速
160公里。磨丁—萬象鐵路北端與中國境內玉溪—磨憨鐵
路對接，南端與泰國廊開—瑪它普的標準軌鐵路相連，
共同構成泛亞鐵路中通道——中老泰國際鐵路大通道。
鐵路總公司表示，這一鐵路的開工建設，對於改善

老撾交通條件，形成沿線大能力、低成本的鐵路客貨
運輸通道，方便沿線民眾出行，促進沿線城市化發展
和旅遊資源的綜合開發，帶動區域產業經濟的快速發
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這一項目的實施，對於發
揮鐵路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服務保障作用，
深化中國鐵路與東南亞國家鐵路合作，加快泛亞鐵路
網建設，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通基礎設施互
聯互通，加強中國與東盟國家間的貿易、投資、服
務、金融等多方面合作，促進沿線各國的經貿互通和
經濟融合也具有重要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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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亞非（左二）一行5人訪問印尼中華總商會，並
和當地華社領導舉行座談。 中新社

■■在天津中德職業技術學院留學的泰國學在天津中德職業技術學院留學的泰國學
生生，，正愉快地上課正愉快地上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向群 資料圖片

■■黃玉榮表示黃玉榮表示，，
對國家法律充滿對國家法律充滿
信心信心，，一定積極一定積極
配合司法機關調配合司法機關調
查查，，交代清楚自交代清楚自
己的問題己的問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黃玉榮黃玉榮（（右二右二））乘飛機抵達北京首都機場乘飛機抵達北京首都機場，，回國自首回國自首。。 新華社新華社

■調查顯示，留學中介仍是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主要
方式之一。圖為某留學中介機構櫃枱前，有市民前來
諮詢。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