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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股份制引进社保制度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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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宏川，德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

他之前是四川省纪委组织部部
长，2017年2月履职德阳；10个月后，
德阳市监委成立。今年初，德阳市委
反腐败协调小组下设的国际追逃追赃
工作办公室进行调整，成员单位包括
公检法司、组织部、外办、国安、海关、
人民银行等9家，德阳市纪委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汪清媛任主任，市纪委常
委、市监委委员唐勋任副主任；组建追
逃专班，由德阳市纪委监委第六纪检
监察室副主任熊伟具体负责，并抽调
4名纪委监委干部、2名公安干警，专
职开展追逃工作。

熊伟说，监委成立之前，追逃工作
纪委只是牵头协调，案件承办工作是
其他部门在做。“监委成立之后，按规
定，检察院没有终结的案子，包括这种
追逃，全部移交给监委。”

德阳追逃共有4个案子、5个对
象，肖俊是其中之一。

肖俊做过房地产、钢材生意，在成
都龙泉驿区买过地，人际圈子广泛。
检察院、公安局曾多次采取过各种措
施行动，但都没能抓住他。

专班人员通过大量走访、内部讨
论，对发现的可疑线索逐一核实，不断
去逼近肖俊。

2018年1月，有线索显示，一名貌
似肖俊的男子出现在广元剑门关。专
班人员立即前往剑门关某温泉酒店，
蹲守、调取监控录像，发现身高1米85
的该男子，与肖俊体貌不符。这条线
索又被排除。

“追逃，更多的时候就是大海捞
针、‘无中生有’、‘道听途说’。”但无数
次“捕风捉影”后的空手而归，并没有
消减追捕者的信心。对肖俊，追捕专
班有两个基本的判断：只要他活着，就
不会断了与家人的联系；有人说肖俊
整了容，但即便整容，身高变不了。

就是在这样一次次大量追查中，
等来了有价值的线索。

卿某，大约50多岁，是肖俊的情
人。1997年，肖俊、卿某两人逃亡时，
在陕西办理过假身份证，卿某化名叶
箐，肖俊化名任懿飞。

一个外地叫叶姐的，在河北保定
有一处高档住宅和车辆，这引起了办案
人员的怀疑：叶姐，会不会就是叶箐？

持续地锁定大数据中的各个信
息，“我们基本确定自称‘叶姐’的那个
女的，是卿某的可能性很高。”熊伟说。

今年6月，追捕专班成员张勇和
一名干警，前往保定涞水某高档住宅
小区，化装蹲守了十多天。“十多天里，
只看到卿某出来，并没有看到肖俊出
门，我们不敢贸然行动。”

张勇找到小区物管，以查看水管
为名敲开房门，借此确认了家中有一
名50多岁的男子。比对照片，基本上
可以确定就是肖俊。

张勇他们不敢贸然冲进去，因为
肖俊出逃时，曾听说他有3把枪。请
示坐镇德阳指挥的郭宏川、汪清媛，制
定了抓捕方案。

德阳特警紧急增援，同时协调保
定当地公安部门，7月3日下午，对肖
俊、卿某实施了抓捕。

至此，逃亡21年的肖俊和卿某终
于落网。

2018年7月5日，潜逃21年的德
阳市职务犯罪嫌疑人肖俊被缉捕归案。
肖俊是监察体制改革后四川省追逃第一
案追回的第一人。

肖俊，男，中国工商银行广汉市支行
经济技术资金信息咨询服务公司原法人
代表。1992年，肖俊利用职务之便，与成
都一家中药材经营部负责人李某琴（已死
亡）勾结，采取签订虚假转让协议的手段，
套取巨额公款予以侵吞。1997年3月
26日，肖俊畏罪潜逃。

这一逃，就是整整21年……
21年，追捕者穷追不舍，逃亡者逃

个不停。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精彩故
事？又有哪些细节值得回味与总结？
10月16日下午，经特许，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深入采访了案件相关侦办
人员，并走进德阳市看守所，面对面采访
了肖俊。

7月4日下午3时，汪清媛等
赶到保定后，马上对肖俊和卿某
的房间进行了搜查。女性独特的
眼光和视角，让汪清媛有新发现：

“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裕，不缺
钱：家里物资很丰富，冰箱里装满
食物，衣柜里挂满了衣服，而且衣
服品质不差。”

7月5日早上6点，德阳市纪
委监委工作人员便开始协调看守
所，为押解做准备。

汪清媛带领一组押解肖俊，
另一组押解卿某。“回去之后，你
要实事求是说清楚问题。”去机场
的路上，汪清媛一直给肖俊做政
策上的宣讲。

中午吃饭的时候，汪清媛见
到了卿某，问她：“有没有想过离
开他（肖俊）？”卿某哭着说：“咋没
有想过呢，就是看他可怜。”

河北保定与四川德阳相距遥
远，如何将二人安全押解回德阳，
成为了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

事前准备了两套押运方案，一
是用汽车从高速路把二人押回德
阳；二是坐飞机到成都双流机场，
再用汽车将二人押回德阳。但走
高速，要花费两天左右的时间，途
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增大
风险；但乘坐飞机，肖俊和卿某又
没有身份证，无法上飞机。

前方反复商量、与后方密切沟
通后，最终确定了飞机押解方案。
经过紧急多方协调，为肖俊、卿某
开具了临时身份证明，将二人押上
了飞往成都的航班。

在飞机上，办案经验丰富的汪
清媛，提出了严格要求：整个过程
中，肖俊、卿某分开坐，不能让二人

有任何交流，包括目光交流、眼神的
交流。因为汪清媛从很多个细节发
现，“在地面、在候机厅，虽然隔得比
较远，从眼神中看出，他们二人很渴
望交流，绝不能让他们有交流。”

7月5日下午7：07，从河北飞
来的航班停在了双流国际机场。
经特许，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持“特殊勤务人员通行证”，随郭
宏川、10名德阳男女特警，进入机
场停机坪。航班上走下来的旅客，
一出机舱门口，就看到地面上站着
两排笔直威武的特警。

而汪清媛感叹，从赶到保定再
回到双流机场，这28个小时里，所
有人的神经，绷得太紧。

“对于追逃工作，我们的态度
是穷尽一切手段，有逃必追，一追
到底。”郭宏川说。

德阳市监委成立仅仅7个月，
就成功追捕回潜逃21年的嫌疑人
肖俊，对此郭宏川解释为：体现出
了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释放出
的制度优势。“监委有效整合了反
腐力量，组织协调能力更强，可以
办以前办不好、以前没办好的事。”
成功抓捕肖俊，郭宏川认为也有经
验值得总结：专人专干，定员定责，
人、财、物保障，协调各方，紧密协
作，“我们事情多、人手紧。但不管
人手怎么紧，追逃专班的人都不能
动。就是要他们专一、专心、专注、
专职追逃。”

德阳目前还有4人在逃，郭宏
川的态度坚决：“不管时间过去多
久，不管你逃到哪里，哪怕是天涯
海角，都要把你缉拿归案，也一定
能把你缉拿归案！”
（因工作需要，文中张勇、汪清媛为化名）

采访从“闲聊”开始。
“肖俊，你身体还好吗？”“身体还行，就是

血压有点高，不过每天都能按时用药。烟也戒
掉了，比以前还胖了些。”“进来3个多月了，每天
都是怎么过的？”“上午、下午学习，看有关法律书
籍；看电视。一个监区的，大家还一起讨论。”

渐渐的，肖俊不再那么紧张。逃亡之路在
他的回忆中，慢慢清晰起来……

21年前的1997年3月26日，午后，德阳市
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找到肖俊，想了解一家木材
公司在肖俊那里的贷款、还款情况。那天中午
肖俊喝了酒，心里直发慌，以为东窗事发。等
办案人员走后，他马上将80多万现金装进两
个帆布口袋，叫上司机，开车逃往成都。有关
部门发现肖俊逃跑之后，一查，才发现了他套
取巨额公款予以侵吞的问题。

当年逃到成都停留几天之后，肖俊逃往广
东。在惠州，卿某从德阳赶来，与他会合。两人
后来又到了陕西留坝县，并在这里办了假身份
证，卿某化名“叶箐”，肖俊化名“任懿飞”：“希望
一切能随自己的意，想到哪里就是哪里，自由自
在。”再后来，两人又到过河北、江苏、山东等地。

逃亡路上，肖俊出门不会坐飞机，只坐火
车，“因为火车那时不用身份证。”不管什么时候
听到警笛声，包括有时小孩的玩具警笛声，他都
会如同惊弓之鸟，马上躲到一边去。看到穿制
服的警察，也马上把头扭到一边。

1999年，两人逃到了山东淄博，在这里待
了十年。这段日子，过得特别艰苦，“主要是没

有经济来源，租了房子住。”肖俊在这里认识了
一个东北朋友，两人长相有点像。那人办了两
个驾照，肖俊就用其中一个，顶替朋友开出租
车。卿某先在出租房里开家庭式美容店，后来
又开了一个玉石店。大概就在那段时间，肖俊
简单整了容。

“当地有人买了玉石不给钱，也不敢报警、不
敢上门去要。”生活的苦，也许可以熬过去，但心
里的苦，最难熬。“讲一口歪普通话，不管谁问我，
哪里人呀，都不敢说是四川人。问我姓什么，一
会姓任、一会姓唐、一会姓刘，就是不敢说姓肖。”

逃亡那一年，肖俊的父母才60多岁，身体
一直不好。肖俊一直放不下，可又不敢回家看
望。“想给父母打个电话，可不敢打啊，怕被监视
了。我不孝啊！父亲去世了多年，自己才知道
……”说到这里，肖俊泪流不止，几次哽咽得说
不出话来。“2016年，我才知道母亲也去世很多
年了。她的坟在哪里，那时都不知道。”

2017年，两人大起胆子回到德阳，在金堂
租房子住了半年，“原因就是卿某的妈妈年纪也
大了，想回来照顾一下。”

肖俊说，21年逃亡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惶恐不安，寝食难安，无数次梦中被抓住吓醒
了，醒来都是一身冷汗。”

“我奉劝那些还在外面跑（意思是“还在逃
亡”）的人，以我为教训，有什么问题，主动回来
说清楚。因为外面太难了……”肖俊说，自己现
在心安了，再也没有以前的焦虑，“吃也吃得多
了，睡也睡得好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曹笑陈静 摄影报道

德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郭宏川

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不管
你逃到哪里，哪怕是天涯海角，
都要把你缉拿归案，也一定能
把你缉拿归案！”

监察体制改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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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捞到有价值线索

押解
之途

检察官意外“打草惊蛇”

逃亡路上如惊弓之鸟

10月16日下午3点过，德阳市看守所，记者面对面采访了肖俊、卿某。
戴着手铐的肖俊，被押进了特讯室。这是专门用来进行特殊指证、或者

临时审讯重要嫌疑犯的屋子。

为嫌疑人办理临时身份

28小时押解一路绷紧弦

张勇他们去到山东、河北之时，郭宏川、汪清媛、唐勋一直与
他们保持着紧密联系，并指挥着追捕小组的一举一动。

7月3日傍晚成功抓捕之后，郭宏川当即决定：由汪清媛前
往河北，押解肖俊、卿某回川。肖俊、卿某在双流机场被特警押解上警车。在特警押解下，肖俊接受媒体采访。

7月5日，双流机场，肖俊被押解下航班。

德阳监委成立7个月，成功抓到潜逃21年的嫌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