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华社电 日前袁经中共中
央批准袁 中共中央纪委对上海市原
市委常委尧 副市长艾宝俊严重违纪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遥另袁经中共中
央批准袁 中共中央纪委对中国民用
航空局原党组成员尧 副局长周来振
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遥

上海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被“双开”
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尧副局长周来振严重违纪被野双开冶

经查袁艾宝俊严重违反政治纪
律袁欺骗组织袁对抗组织审查曰严重
违反组织纪律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并收受财物袁不按规定如实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曰严重违反廉洁纪
律袁收受礼品尧礼金袁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袁搞
权色交易曰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袁 多次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尧打
高尔夫球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
占有公共财物袁在企业经营方面为
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遥 其中袁
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和为他人谋取
利益并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遥
经查袁周来振严重违反政治纪

律袁干扰尧妨碍巡视工作袁对抗组织
审查曰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袁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袁违规
插手相关单位人事安排袁不按规定
上交个人因私护照尧不如实报告个
人有关事项曰 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袁
将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交由下
属单位或他人支付袁 收受礼品尧礼
金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
活动谋取利益袁搞权色交易曰严重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袁 违规持
有尧使用高尔夫球卡袁接受超标准
公款宴请袁接受下属单位安排的旅
游曰严重违反工作纪律袁出国期间
擅自变更路线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
益并收受财物遥 其中袁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
物问题涉嫌受贿犯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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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逃14年 四川官员投案自首
靠捡破烂维持生计 称野最后悔当初选择潜逃冶

潜逃之后袁 广安很多人几乎
已经忘记了易图科遥 只在偶尔聊
及官员受贿袁尤其是外逃官员时袁
才有人会提及本地的易图科还没
有归案遥

与易图科认识尧 共事的人都
回忆说袁易图科人非常随和袁没有
官架子袁很谦虚人缘也不错遥据知
情人士称袁 易图科到广安以后最
初任交通局副局长袁 主要负责工
程方面的工作遥 野他虽然是领导袁
还是很合群袁对同事也不错遥 冶该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袁平时下班后袁
还经常与大家一起吃饭袁野人也很
大方袁不小气遥 冶
易图科是南充人袁 家人也在

南充袁但他却很少回家遥 野可能是

因为工作的原因吧袁 他周末也很
少回南充袁 基本都留在广安和一
些朋友打打牌遥 冶 该知情人士透
露袁 目前易图科的前妻和女儿生
活在北京袁 和原来很多朋友都断
了联系遥

在工作中袁 易图科给同事的
印象是不会掩饰感情袁 会 野情绪
化冶遥 野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汇
报工作袁 会明显感觉到语气不一
样袁他不会掩藏心中不好的心情袁
会直接反应出来遥冶与易图科共事
多年的同事称袁 易图科还特别注
重自己的形象遥野易图科穿衣吃饭
都很讲究袁十多年前袁从穿衣打扮
看就感觉到他在意这个遥 冶

第一重境界院看海袁是海
有人用辽阔壮观尧一望无尽来形容海

的广大袁也有人用碧波荡漾尧海天一线来
赞美海的秀美遥 无数人眼中袁都有各自的
海袁即看海是海袁这一重境界的海袁只停留
在醉美迷人的表面遥

多年前袁在海口城央袁有一片自然优
美的海遥 这是上天恩赐的海袁居繁华之地
而波澜不惊袁 似能洗净铅华来温润人心遥
这片海袁在众人眼中袁是珍稀宝贵的海遥这
是第一重看海的境界袁海以她独特尧美丽
的原始精粹打动人心袁 刻在众人心中的袁
是这片海未加雕琢的自然醇美遥

第二重境界院看海袁不止于海
观赏海袁让人心旷神怡袁但目光如果

仅限于海的表面袁就未免落于俗套了遥 我
们应从海的内涵底蕴袁提炼出海的深层文

化袁视百川汇海袁如宽广胸怀曰看扬帆破
浪袁当做征途人生遥 这是第二重看海的境
界袁升华了看海的眼界和格局遥
多年后的海口城央那片海袁 由海口窑

恒大美丽沙精心设计和规划袁在完好的保
留了海的优美景色和生态功能的前提下袁
以十里滨海风情版图袁因地制宜地打造了
3大中心公园尧7大主题广场尧10万㎡滨海
商业街尧 高端游艇码头尧1.2公里椰林大
道尧人造优质沙滩等一系列滨海度假休闲
配套遥恒大窑美丽沙袁以匠心之诚意精雕细
琢袁既不破坏海的美和生态功能袁又成为
海口滨海风情的文化运动尧休闲娱乐的新
领地遥 让海口城央这片海袁不止于海遥

第三重境界院看海袁从而懂海
从第一重尧第二重到第三重袁看海的

心境愈加的返璞归真袁从欣赏海袁到与海

的 野相濡以沫冶袁 这是看海的第三重境
界要要要懂海遥

懂海的人袁都向往滨海生态人居遥 海
口窑恒大美丽沙袁独享海口城央 10里醉美
海岸袁以 3300亩大盘体量袁涵盖 30万㎡
内海循环系统尧海洋风情园林尧国际学校尧
疗养中心等丰盛配套遥并毗邻海甸尧国贸尧
世贸尧明珠尧解放西等核心商圈曰海南省人
民医院尧海口市人民医院三级甲等全省最
佳医疗资源比邻曰海南大学尧实验中学尧二
十五小及贵族名校景山学校环绕遥

新春野壕野礼袁献给懂海的人浴
海口窑恒大美丽沙袁 酒店式托管无忧

度假袁筑造滨海悠养生活袁礼遇所有懂生
活的海居梦想家遥 现首付 3万起袁抢 54-
160㎡城央海景美宅袁 并送 2000元/㎡满
屋豪装及最高达 20万家私浴

看海的三重境界，你真的懂？
要要要礼献懂海的人袁海口窑恒大美丽沙开盘倒计时中

商报讯 人生有三重境界袁第一重
是院野看山是山袁看水是水冶曰第二重是
野看山不是山袁看水不是水冶曰第三重
是院野看山还是山袁看水还是水冶遥 这三
重境界十分恰当地写出了人随着阅
历尧年龄的增长而对事物的看法所发
生的变化遥 看海袁亦有三重境界遥

据华西都市报 1月 18日上午 9点袁广安市人民检察院外袁一排法警和众多媒体都在等待一辆警车遥 2002年 4
月 8日袁因涉嫌受贿袁广安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尧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易图科在被审查期间袁选择潜逃遥 14年后袁潜
逃期间仍坚持学法的他袁在国家政策感召和家人劝说下袁投案自首遥

易图科告诉记者袁这次决定回来投案袁也是因为看了国家很多方面的政策袁希望能得到从宽处理袁野这么多年袁
最后悔就是当初选择潜逃遥 冶

涉嫌受贿 潜逃 14年后投案自首

因涉嫌受贿袁在审查期间袁易图科选
择潜逃袁辗转全国多地长达 14年遥 1月 17
日晚袁在家属陪同下袁到广安投案自首遥

18日上午袁 在广安市人民检察院审
讯室袁 反贪局侦察一处检察官正为易图
科录入基本信息遥

一件深色外套袁一条牛仔裤袁面容略
显憔悴遥面对众多媒体袁镜头下的易图科
显得很平静遥

易图科是南充高坪人袁 今年 61岁遥

被审查前袁曾任广安市交通局局长尧广安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渊正县级冤遥

在易图科调任到市政府不久袁 根据
群众举报袁2002年 4月 1日袁广安市人民
检察院对易图科进行立案侦查袁 同日由
广安市纪委以涉嫌受贿罪袁 宣布对其进
行纪律审查遥 野当时情况很复杂袁有人故
意传播一些不好的信息袁试图害我遥 冶被
问及为什么选择潜逃袁易图科难掩愤慨遥

对于潜逃一事袁易图科直言是其一生

最大的转折遥 野我清晰记得是 2002年 4月
8号袁我决定离开广安袁逃往北京遥冶易图科
回忆称袁 当时火车票并没有实行实名制袁
他在亲友帮助下袁乘火车到了北京遥

易图科逃往北京的第二天袁 经广安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袁 由广
安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逮捕袁 同年 4
月 20 日对其网上追逃并列为公安部 B
级通缉犯遥

这一逃袁便是 14年遥

潜逃生活 卖报、捡破烂维持生计

开始潜逃生涯以来袁为了不被发现袁
易图科和家人朋友断了联系遥 先后辗转
北京尧上海尧山东尧云南尧贵州尧广东尧广
州尧 重庆等地袁 每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
长袁即便在待得最长时间的重庆袁也只有
一年多时间遥

野当时没钱袁没有银行卡和信用卡袁
整天东躲西藏袁 担惊受怕袁 惶惶不可终
日遥 冶谈及潜逃后的生活袁易图科沉默许
久袁他坦言袁很多次都想回来投案袁一直
在做思想斗争袁野担心一些问题说不清袁

不敢回来遥 冶
为了维持生计袁易图科在藏身的城市

打零工尧卖报纸尧捡破烂袁靠微薄的收入养
活自己遥 野生活上能勉强过活袁现在想来袁
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折磨遥 冶易图科回忆
称袁每天都要忍受孤独带来的煎熬袁没有
家人尧朋友袁没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遥

谈到家人袁易图科不愿多说袁只表示
多年没有联系袁 连前段时间母亲去世都
不知道遥 野心里很难受袁觉得亏欠太多遥 冶

易图科潜逃的最后一站是重庆袁也

是他呆得最久的一个城市袁 选择长期隐
藏在这里袁在他看来是因为离家近遥 野人
年龄大了袁如果出个什么意外袁离家近一
些袁好处理遥 冶易图科称袁以前在沿海地
区袁后来慢慢靠近四川袁这可能也是想家
的原因遥

在潜逃期间袁 易图科还始终坚持做
一件事情要要要学法遥 他告诉记者袁这次决
定回来投案袁 也是因为了解了国家很多
方面的政策袁 希望能得到从宽处理袁野这
么多年袁最后悔就是当初选择潜逃遥 冶

专案追逃 专案组多措并举做工作

2015年 9月 1日袁 在广安市委反腐
败协调小组的协调下袁市纪委尧市人民检
察院尧 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犯罪嫌疑人
易图科追逃工作野9窑01冶专案组遥

野易图科是广安市在逃职务犯罪嫌
疑人中被追回的第三个袁也是最后一个袁

更是级别最高尧跨度最长尧影响最大尧追
逃难度最棘手的一个遥 冶广安市检察院反
贪局侦察一处处长孙昆告诉记者袁 易图
科潜逃近十四年袁其亲朋好友在北京尧南
充等地袁异地监控难度较大袁还具有一定
反侦查能力袁对党和国家政策较为敏感遥

孙昆介绍说袁 为此袁 专案组确立了
野基础尧架网尧规劝尧跟踪冶的办案思路袁制
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袁精心谋划尧多措并
举袁在强大的法律威慑和政策感召下袁易
图科最终选择主动到检察院投案自首遥

目前袁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遥

同事还原 没官架子但也情绪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