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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受賄被起訴

粵推「智慧追逃」638疑犯落網
大數據梳理線索 高科技辨認身份 應對職業犯罪更專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公安系統「智慧警務」的推出

和運用，令警方破案、追逃效率大增。近期，廣東警方通過創新偵查手

段，開展「颶風1號」和「颶風2號」追逃專案收網行動，對案發廣東的

在逃疑犯，在全國開展大追捕。3月以來，專項行動在10餘省區成功抓獲

在逃人員638名，偵破一大批重特大刑事案件，揪出多名長年「潛伏」各

地的積犯。廣東警方稱，「四合一（刑偵、技偵、網偵、視頻偵查）」作

戰平台的運用、「一長四必（重要案件中做到公安局局長對現場勘查工作

負總責，現場必勘、信息必採、信息必錄、信息必比）」制度等的推行，

令警方以更專業手段應對職業犯罪。

粵公安「颶風2018」重點工作
■涉槍涉爆犯罪
形成省級聯席會議制度，開展2年整治，加
強清查，管控邊境一線和物流渠道，主動發
現，主動進攻。

■侵財犯罪
以電信詐騙為主，重點是跨國跨境詐騙，對台
灣籍冒充公檢法類電騙進行重點防範和打擊。

■涉黃賭毒和食藥犯罪
整治重點地區，對幕後保護傘和關係網進行
深挖和打擊。

■追緝在逃人員
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做到除惡務盡。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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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廣東省公安廳刑偵局政委梁瑞國介
紹，掃黑除惡是今年廣東警方首要

工作任務。一季度，廣東省公安廳圍繞
涉黑涉惡犯罪案件逃犯這一重點，結合
「智慧新警務」戰略，利用公安情報資
源和互聯網信息開展大數據分析研判，
從海量數據中成功發現和梳理出一批涉
案逃犯線索。
在前期偵查的基礎上，以廣州、深圳
為主，組成「颶風1號」和「颶風2號」
兩個追逃專案組，針對新近發生及歷史
積犯，赴全國開展高科技條件下的「智
慧追逃」大會戰。

對比三方DNA 破15年前命案
在科技的助力下，一批影響惡劣的積
案得以偵破，主要疑犯落網。梁瑞國介
紹，行動中，1號專案組綜合利用多種手
段，對2003年發生的一宗故意傷害致死

案在逃疑犯潘某線索進行重新梳理。
通過調取照片，發現長期在外經商的

重慶籍男子陳某與潘某長相高度相似。
為確保證據充分，警方提取了潘某父母
及陳某孩子的DNA數據。結果顯示，確
認三方存在親屬關係。循線偵查發現，
陳某已因非法持有毒品案被東莞警方刑
事拘留。在看守所內，潘某最後承認自
己身份，對當年所犯命案供認不諱。至
此，警方10餘年間輾轉多地追捕未果的
要案最終偵破。
據悉，包括此案在內，「颶風1號」專

案組在一個月時間內，前往上海、湖
南、廣東、廣西等11省區抓獲在逃人員
264名，其中，潛逃5年以上逃犯35名。
「颶風2號」專案組在河南、湖南、新疆
等10餘省區抓獲逃犯374名。
「『智慧警務』運用，為廣東掃黑除惡和
追逃工作提供了強大支撐，也為警方打擊

犯罪提升效能。」梁瑞國稱，如「一長四
必」制度，公安局長負總責，為案件偵
查和追蹤提供強大支撐。

「四合一」平台 強化情報研判
特別是追逃方面，指紋、人像、DNA
對比技戰法，令警方刑事技術得到有效
提升，也為執法程序化規劃化合法化提
供了必要保障。梁瑞國透露，目前，廣
東一線民警目前都已配備移動智能信息
採集終端設備，通過比對人像、指紋等
信息，對疑犯能夠做到「秒反應」。
「『四合一』作戰平台，強化了情報研
判，提升了偵查效能。」
據悉，廣東警方目前正與港澳警方部

署「雷霆18」清查行動，對跨境有組織
犯罪，特別是涉黑惡犯罪，將進行強力
打擊。科技手段的運用，也將提升警方
打擊跨境犯罪的效果。

廣東「智慧警務」

部分措施
1. 為一線民警配備新一代移動
警務終端，涵蓋20餘項功能。

2. 建立「一長四必」制度，公
安局局長對重要案件現場勘查
負總責，案件現場必勘、信息
必採、信息必錄、信息必比。

3.「四合一」作戰平台建立。

4. 與高校合作探索進行前沿理
論探索，與華為等企業建立技
術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16
日從中國最高檢獲悉，近日，江蘇、天
津、重慶檢察機關依法對中國保險監督
管理委員會原黨委書記、主席項俊波涉
嫌受賄案，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原黨組書
記、副主任楊崇勇涉嫌受賄案，中共甘
肅省委原常委、甘肅省人民政府原副省
長虞海燕涉嫌受賄案提起公訴。

利用職務便利 非法收受財物
項俊波涉嫌受賄一案，經最高人民檢察
院指定，由江蘇省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後
移送江蘇省常州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近日，江蘇省常州市人民檢察院已向江蘇
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檢察機關起訴指控：被告人項俊波利
用其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農
業銀行黨委書記、行長、中國農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國
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書記、主席等
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或利
用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
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
不正當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額財物，依
法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楊崇勇涉嫌受賄一案，經最高人民檢

察院指定，由天津市人民檢察院偵查終
結後移送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審
查起訴。近日，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
分院已向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

公訴。
檢察機關起訴指控：被告人楊崇勇利

用其擔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副
省長的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
益，或利用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
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
為，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非
法收受他人巨額財物，依法應當以受賄
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虞海燕涉嫌受賄一案，經最高人民檢察

院指定，由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後
移送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審查起
訴。近日，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
已向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檢察機關起訴指控：被告人虞海燕利

用其擔任酒泉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
司煉鋼廠廠長、酒鋼集團副總經理兼總
工程師、總經理、董事長、甘肅省人民
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甘
肅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中共甘肅省委常
委、中共蘭州市委書記等職務上的便
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
額財物，依法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
責任。

香港文匯報
訊 據央視新聞
報道，福建省
福州市中級法
院昨日一審公
開開庭審理了
中國人民保險
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原黨委副

書記、總裁王銀成受賄一案。王銀成被
控受賄共計折合人民幣870餘萬元（約合
1,086萬港元），他當庭認罪悔罪。法庭
將擇期宣判。

福州市檢察院起訴指控：2006年至
2016年，被告人王銀成利用擔任中國人
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
總裁、黨委書記、總裁及中國人民保險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總裁等
職務上的便利，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工
程承攬、職務晉升、子女就業等事項上
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其近親屬，非法
收受上述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物，共計
折合人民幣870餘萬元，依法應當以受賄
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庭審中，公訴機關出示了相關證據，

被告人王銀成及其辯護人進行了質證，

控辯雙方充分發表意見，王銀成還進行
最後陳述，並當庭表示認罪悔罪。
王銀成，男，1960年出生，經濟學博

士，高級會計師，畢業於中南財經政法
大學並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在中國保險
行業經營管理方面擁有30年豐富經驗。
他於1982年加入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歷
任中保財產保險有限公司計財部副總經
理（主持工作）、中國人保公司深圳分
公司總經理、中國人保公司總經理助
理，還曾任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副總裁等職。他於去年7月5日被通
報給予開除黨籍和公職處分。

被控貪污逾千萬 中國人保原總裁王銀成受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重慶市公
安局兩江新區分局近日破獲一宗特大現貨交
易平台詐騙案。該案受害者數千人，遍及中
國各地，涉案金額1.3億元（人民幣，下
同，約合1.6億港元）。警方已抓獲350餘名
疑犯，追繳贓款贓物逾9,100萬元。
警方透露，受害人周先生去年6月在網上
認識某「金融分析師」，在其指導下進行現
貨投資，結果一晚上虧損20萬元。周先生意
識到被騙，向警方報案。

藏身高檔寫字樓 逾350疑犯被捕
經過偵查，一個藏身於高檔寫字樓，以現

貨交易分析指導為幌子的詐騙團夥浮出水
面。經過半年摸排，警方掌握該團夥的基本
情況，鎖定數百名主要涉案人員。警方近日

調集750名警力，開展統一收網行動，一舉
打掉以李某為首的犯罪團夥，共搗毀犯罪窩
點4個，抓獲涉案人員350餘人。
經初步審查警方查明，疑犯李某等人從前

年3月以來，先後以多個文化或商貿公司的
名義實施詐騙。犯罪團夥以公司化形態運
作，組織架構嚴密，層級明顯，分工明確，
有組織、有計劃、有劇本地實施詐騙活動。
據警方介紹，該團夥先從網上購買受害人

手機號碼等個人信息，通過網上異性交友的
形式，騙取受害人信任，進而冒充資深金融
人士，以薦股賺錢引誘受害人進入該犯罪團
夥虛構的農產品現貨交易平台，通過多次虛
假交易，收取買賣雙方手續費，並在投資人
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逐漸虧空受害人賬戶
資金，達到詐騙目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廣州、
深圳、拱北、湛江、雲南昆明海關緝私局的
協助配合下，廣東黃埔海關於4月9日清晨開
展打擊走私成品油專項行動，破獲一宗通過
水上渠道走私成品油大案，打掉兩個盤踞在
東莞地區的成品油走私團夥，抓獲疑犯65
名，現場初步查扣成品油502噸；初估上述
團夥走私成品油共計4.3萬餘噸，案值約3.5
億元人民幣（約合4.37億港元）。
去年以來，黃埔海關緝私局發現了以胡

某、鍾某為首的兩個成品油走私團夥。
4月9日清晨，該關出動警員398人，分為
52個行動組，在東莞、深圳、廣州、珠海、
昆明等地對行動目標展開抓捕和搜查行動。
據現場初步統計，共查扣成品油502噸，查
獲正在過駁的油車一台、走私船舶13艘，
搗毀了走私儲油、脫色點8個及大量涉案
賬冊、手機、電腦等相關證據，成功實施
了對成品油走私購、運、儲、銷的全鏈條
打擊。

查扣逾4億元成品油 粵搗兩水上走私集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京
報》報道，河南省沁陽市
委書記薛勇前日中午1時許
前往當地5A級景區神農山
進行督導旅遊工作期間，
不慎從景點「龍脊長城」
附近墮崖身亡。當晚，當
地宣傳部門證實此事，目

前善後工作正在進行。
據公開資料，薛勇生於1962年8月，河南

修武人，大學學歷，文學學士，自2015年9
月23日起，任中共沁陽市委書記。
前日上午9時20分，薛勇帶領相關人員，

赴神農山景區檢查督導全域旅遊發展，現場
辦公研究景區完善提升工作。在中午12時10
分時，在景點「龍脊長城」擬整修提升路段
附近，坐在步道旁一塊石頭上聽取匯報，現
場研究解決具體問題，時間長達40餘分鐘，
當中午1時左右起身離開時，不慎失足墮落
懸崖，因公殉職。

現貨交易分析作幌
網騙數千人涉1.6億案告破

景區督導旅遊墮崖 河南沁陽市委書記薛勇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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