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荣向记者证实!在李胜林受贿
案案发之后!李的妻子和儿子牵涉其
中!目前已被刑事拘留"

在李胜林所居住的益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宿舍!李家窗户紧闭!已有
多日不见人影" 记者获知!案发前!李
胜林的儿子李云是益阳一家律师事
务所的执业律师!也是合伙人之一"

#我们怎么也没想到! 李云也会
被抓进去" $熟知李云的一名律师界
同行感到惊讶!他原本以为!李云是
个律师!应该知道违法的事不能干%

这位同行介绍说! 李云为人不
错!随和!够义气!圈内人对他评价也
很好" 李云的业务能力强!是益阳几
家大公司的法律顾问!&顾问单位案
子多! 就足够他应付了$% 这位同行
说!近两年!一些离婚之类的小案子
李云已基本不接%

根据律师执业规范!&律师不得
向委托人宣传自己与有管辖权的执
法人员及有关人员有亲朋关系!不能
利用这种关系招揽业务$%

但李云有的是办法%知情人称!

&只要代理费高! 他什么案子都敢
接$%

为了回避&代理律师的老子是法
院副院长$的质疑!李云不便去中院
出庭!他接下的案子即便要去中院开
庭!也都是请人代为出庭!&他会给几
百元的出庭费!我们也知道!代他出
庭也无非是走走过场$%

有消息称! 李胜林在脱逃后!曾
在他的一个亲戚处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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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 河南全省政法机关在省委政法委

的领导下&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以群众满意为根

本标准&全力做好政法工作&为促进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坚实的政

法保障( 为了更好地总结
,$$'

年全省政法

工作& 真实记录河南政法
,$$'

年取得的

辉煌成绩&系统整理我省政法工作史料&见

证河南法制化进程&借鉴省外的成功做法&拟编辑

出版)

,$$'

河南政法年鉴*+以下简称)年鉴*$(

!年鉴" 以全省政法中心工作为主线#客

观反映全省政法工作的成就与经验# 展示全

省政法干警良好的精神风貌$ !年鉴"拟收录与
年度政法中心工作有关的大事%要事#省委政

法委及政法各部门主要领导同志的活动与讲

话#全省各地在政法工作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

!年鉴"从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制定#法律的实施#法律的宣
传%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等方面入手#力求反映我省社会主义民主

法制建设的全貌#内容包括图片资料%大事记等&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审判%检察%公安%司法行政等$

!年鉴"的出版将填补我省政法系统年鉴类出版物的空白#为

国内外读者了解河南# 了解河南政法提供权威% 翔实的资料和数
据#也为有关部门修志积累资料$

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征集相关材料

)年鉴*编辑部!河南法制报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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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一份通缉令张贴

在了湖南益阳城区各个角落(

被通缉的案犯系益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胜

林( 关于李胜林出逃的细节&

坊间流传着不同的版本&有说

是个别办案人员故意睁只眼

闭只眼让他在眼皮底下逃走

的,有说是李关系网中的活络

人士在跟警察-斡旋.中&李趁

机溜掉的,最为离谱的一种说

法是! 李被控制人身自由后&

是黑道上的人持冲锋枪抢走

的/

-事实上 & 并非这么回

事/ .益阳市多个部门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澄清/

其实&这已是李胜林一年

来的第二次出逃/

核心提示
通缉令遍布大街小巷

通缉令上的李胜林! 只有一张头
像寸照!红光满面!脸部微胖% 根据通
缉令的相关描述! 李胜林系涉嫌重大
刑事犯罪重要案犯!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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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

时
%'

分畏罪潜逃%

%

月
(

日!益
阳市公安局发出了这份通缉令! 并承
诺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 缉捕有功的
单位和个人!给予

)

万元奖励"

通缉令遍布益阳的大街小巷!同
时在当地的(益阳日报)予以刊登!并
在当地电视台滚动播出%

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并不知道!被
通缉的案犯系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
副院长李胜林% 这一级别的官员被通
缉在当地引发了超乎寻常的关注!李
胜林的中院原副院长身份被广泛传
播! 案发原因和出逃细节成为普通市
民咀嚼的话题%

不同版本的传言在坊间以几何级
数迅速放大!强烈刺激人们的神经%

李究竟犯了什么事* 记者在采访
中也听到了不同版本的传言% 一种说
法是!李胜林跟一家企业#借$了

)

万
元!并且打了一张借条!这后来成为其
东窗事发的导火索+另一说法是!李陷
入一驰名商标之争! 收受一方当事人
%'

万元,或
*'

万元-现金%

当地百姓说! 哪种说法成立已无
关紧要!李的出逃本身说明了#他的问
题不是一般的问题$!还有人说#弄不
好要杀头的$%

而网络上的言论方向也主要集中
在抨击司法腐败上!但也有一些#为什
么在侦查期间能够潜逃$之类的诘难%

有的网民质疑说.&李胜林脱逃是否背
后有人指使!怕牵出更大的贪官* $

关于李胜林出逃的细节! 最为离
谱的一种说法是. 李被控制人身自由
后!是黑道上的人持冲锋枪抢走的"

但传言仅是传言! 持不同版本传
言的人士均无法向记者提供支撑传言
的事实依据"

%

月
%

日!益阳市纪委曾发出(紧
急通知)!请求市直及中央'省属驻益
各单位纪检监察组织迅速动员本单位
干部职工'家属全力协助查找李胜林"

%

月
!

日!益阳市纪委'益阳市政
法委联合向全市发布通告称! 广大市
民必须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开展追逃工
作" &凡已经为李胜林出逃'藏匿提供
过帮助的!必须在

%

月
&)

日前向追逃
工作指挥中心报告! 主动说明情况争
取从轻从宽处理+逾期不予报告的!一
经查实!将依法依纪从重处理" 继续为
李胜林出逃'藏匿提供方便!构成犯罪
的!将依法从重处罚" $

%

月
&(

日!益阳市纪检监察系统
召开案件检查工作会议! 对李胜林畏
罪潜逃情况予以通报"

侦察兵出身&两次出逃

&这个案子问题肯定很严重!不
然的话!他不会这样夺命狂奔" $据益
阳纪检系统相关知情人士介绍!李胜
林因涉嫌受贿被市纪委&双规$!关在
一家宾馆的房间!接受办案人员调查"

在&双规$期间!李装作很配合的
样子!

%

月
&

日中午! 李称要上厕所!

把水放得哗哗响!以麻痹办案人员!突
然把门拉开就往外冲!跑到走廊尽头!

有一扇窗挡住了去路!李抬脚踢开窗
户!跳下楼去!夺路狂奔!此后!消失在

人们的视线中"

%

月
#$

日!益阳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
告!根据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提请!撤销
李胜林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职务"

一位与李胜林共事
#!

年的益阳中院

退休人士介绍!李胜林于
&$!#

年从
部队以连级干部身份转业!分到法
院系统后!从书记员'审判员到审判
长'庭长'副院长!一步一个台阶升
迁上来"在

#''+

年!李已经退居&二
线$!不再担任中院副院长一职"

李的这位同事称! 李做人活
络!关系广泛!在益阳有较强的人脉
关系" 李的一个性格特点是喜欢喝
酒!喝醉了喜欢说大话"这位同事笑
称! 李胜林醉酒后最牛的一句是.

&在益阳!我是老大" $

案发后!当地警方已成立专案
组!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追捕!但时至
今日!李胜林仍未到案"

李胜林系侦察兵出身!身体素
质较好!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但
在跳楼逃亡时!李的脚可能受伤"

其实!这已是李胜林一年来的
第二次出逃"对此!益阳市委宣传部
外宣办负责人曹荣向记者证实!李
胜林因牵涉某一案件!去年就被纪

委人士叫去谈话! 但李后来跑了!随
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今年春节前! 李胜林回到益阳"

正月十五之后!纪委又找到李胜林谈
话!此次!纪委查明案件线索!认为已
达到&双规$条件!于是对李胜林实施
&双规$!但没有想到!李胜林在&双
规$期间再次脱逃"

儿子是律师&也涉案被抓

将择机发布权威消息

益阳一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称!

对于李胜林的出逃! 市里很重视!也
曾专门开会!市委书记要求不惜一切
代价!将李胜林抓捕归案!不管牵涉
到谁!彻查到底"

对于益阳纪委来说! 此次脱逃
事件显然是一次不小的事故!由此而
来的是工作上的压力"记者很想跟办
案人员一起聊聊!希望得知更多关于
李逃跑的细节! 在与曹荣沟通后!得
到的答复是! 办案人员 &搞外调去
了$!没办法跟记者见面"

对于目前社会上的各种传言和
猜测!益阳纪委人士表示无奈"

&社会上的传言都没有依据!都
是不准确的" $益阳市纪委办公室负
责人表示!对于李胜林案!纪检部门
已拟定新闻通稿!将择机发布权威准
确的消息"而益阳中院办公室负责人
则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曹荣透露! 纪委办理此案的负
责人确实压力很大!&益阳纪委的工
作一直是很好的!本来还打算向上面
推荐为先进典型的!但可能因为此事
泡汤了$" +据)潇湘晨报*$

原系湖南益阳市中级法院副院长 一年来第二次出逃 妻子儿子已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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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益阳街头仍然贴

有关于李胜林的通缉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