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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自首，这是唯一出路”
“中行开平支行案”主犯许超凡归案
外逃 17 年之久，
涉案金额 4.85 亿美元 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窃案
7 月 11 日 13 时 27 分，从美国达拉斯飞来的 AA263 次国际航班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在美方工作人员押解下，外逃 17 年
之久、涉案金额 4.85 亿美元的巨贪、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
缓步走下飞机舷梯。
在机场休息室内，
来自广东省开平市公安局的民警向他宣布：
“许超凡，
现依法对你执行逮捕。”
随后，
许超凡在逮捕证上摁下了手印。
“这十几年来真的是度日如年。这个路走不通，不管跑到什么地方，最终还是要回来的。把握机会，回国自首，这是唯一出路。”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
许超凡如是忏悔。
这是党的十九大后，
我国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的一个重大进展，
也是我国大力推动反腐败国际执法合作的一个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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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窃案主犯
4.8

7 月 11 日，
许超凡（中）被强制遣返回国。 新华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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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逃追赃持续加码 不到一个月 3 名红通人员落网

从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到连续 4 年开展“天网行动”，从首次
曝光外逃人员海外藏匿线索，到公布已归案“百名红通人员”后续处置情况
……举措不断升级，震慑持续加码，不断压缩外逃人员生存空间，形成了追逃
追赃强大攻势。
截至 2018 年 4 月底，
我国通过
“天网行动”
已先后从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追
回外逃人员 4141 人，
其中国家工作人员 825 人，
追回赃款近百亿元人民币。截
至目前，
“百名红通人员”
已到案 53 人。就在不久前的 6 月 6 日，
中央追逃办又
一次发布公告，曝光 50 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索，对
外逃人员再敲
“当头一棒”
。撒网仅仅 12 天，
6 月 18 日，
以上 50 人名单中的红
通人员王颀被迫投案。6 月 22 日，
“百名红通人员”
赖明敏回国投案，
并主动退
赃，
这是 50 人名单中归案的第 2 个。
值得注意的是，
赖明敏也是
“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
的涉案人。2001 年，
作
为开平支行的上一级分行中国银行江门分行原行长，
赖明敏自知涉案，
潜逃至澳
大利亚。赖明敏前脚落网，
许超凡也随即归案，
不到一个月时间3名红通人员落
网，
再次印证了十九大后追逃追赃工作不断加快的步伐。

兰州久和国际糖酒副食城开盘大卖
7 月 9 日上午，兰州久和国
辆电动三轮车作为商户奖品福
际糖酒副食城招商签约暨开盘
利，每满 20 名认购成功商户，现
仪式在兰州举行，社会各界嘉
场即进行一轮抽奖，将开盘销售
宾、行业商户等 1000 余人参加
推向热潮。短短 3 小时，整个市
盛会。活动现场熙熙攘攘，久和
场房源已认购过半。
国际开盘大热，成为兰州人炙手
据了解，
“ 久和国际糖酒副
可热的置业优选。
食城”项目作为金港糖酒市场
“久和国际糖酒副食城”项 “出城入园”转型升级的重要承
目作为第二十一届兰洽会经济
接地。兰州久和国际糖酒副食
区重点招商引资签约项目，被列
城的每一项建设、运营理念都全
为兰州市“十三五”生产性服务
方位贴近经营户的实际需求，科
业发展规划重点项目，项目占地
学管理、人性化的服务为市场每
750 亩 ，总 投 资 22 亿 元 。 自
一位经营户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
2015 年 8 月启动后，久和国际糖
环境，让所有商户在经营的过程
酒副食城乘着政府“出城入园” 中没有后顾之忧。智能化的监控
政策的东风正式开工建设，在兰
安保、科学化的仓储管理、超前
州市委市政府、兰州经济技术开
的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得天独厚
发区管委会、皋兰县委县政府、 的交通优势等，为商户永久性的
皋兰经济园区、九合镇镇政府等
经营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的大力支持下，在糖酒市场全体
兰州久和国际糖酒副食城
商户的共同努力下，历时四年， 位于兰州西大门，在皋兰县经济
终于正式开盘。开盘当日，一次
园区的核心区域，该项目的顺利
性全款购房者可享受总房价 1%
实施，短期效益而言，有利于糖
的优惠、符合相关条件可免 3 年
酒市场资源整合和市场优化升
租金等福利使得在场商户踊跃
级，能直接解决一万多人的就业
认购。久和国际还准备了 150
问题，加上间接就业人数，将为

皋兰经济园区提供 15000 个就
业机会，同时对皋兰县的 GDP
及经济建设有显著的带动和提
升作用。长远效益而言，有利于
助推兰州市重点打造的沙井驿
九合商贸物流市场集聚区的加
快实现，进一步推进兰州市商品
市场兼并重组，促进业态的功能
转化和布局优化，促使本地商业
圈第三产业的迅速升级，将对兰
州市高新区经济带的快速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产生的经济社会
效益巨大。
张传刚董事长在采访中表
示，久和人有信心、有能力、有实
力在皋兰经济园区建成一座西北
规模最大的新一代“专业糖酒副
食批发市场”
，
为兰州市皋兰县的
经济腾飞贡献自己的力量。

反腐败执法合作不断推进 中美 起
4
5 重点追逃案件突破 起

涉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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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超凡为当年轰动一时的中
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特大贪污挪
用公款案的主犯。
2001 年 10 月初，中国银行在
首次对全国计算机实现联网监控
时，发现账目超过 4.8 亿美元联行
资金的缺口，事发地点被锁定在
广东江门市的开平市。10 月 12
日，银行方面发现中国银行广东
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
余振东、许国俊下落不明，随即向
有关部门报案。经紧急侦查，发
现涉嫌挪用巨资的这三任行长已
潜逃到香港，随后转机到了加拿
大 、美 国 。
“中国银行开平支行
案”，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
的银行资金盗窃案。
许超凡等 3 人外逃之后，中方
立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
通缉令，并通过国际执法合作，开
展对 3 人的追逃追赃工作。
2004 年，通过中美执法合作，
余振东被遣返中国，
这是中美司法
合作的第一个成功案例；2009 年，
许超凡和许国俊被美法院以洗钱、
诈骗、伪造护照和签证等罪名，分
别判处 25 年和 22 年监禁。中方为
此案向美方提供了有力证据。
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许超凡的归案充分体现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追
逃追赃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和顽
强意志。

许超凡等红通人员的归案，
是我国大力
推进反腐败国际执法合作的一个重要成果。
成立于 1998 年的中美执法合作联合
联络小组，是中国与外国建立的第一个双
边执法合作机制。2014 年 12 月，中美执
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在北
京举行，会议确定了杨秀珠、王国强、黄玉
荣、许超凡、乔建军等 5 起中美合作追逃追
赃重点个案，许超凡的归案标志着其中 4
起得以成功突破。
2014 年 12 月，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
记王国强，
从美国洛杉矶回国投案自首。
2015 年 12 月，河南省高速公路管理
局原党委书记、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
公司原副董事长黄玉荣回国投案自首。
2016年11月，
“百名红通人员”
头号、
浙
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
另据了解，
最后一名重点追逃对象中储
粮河南分公司周口直属库原主任乔建军及
其前妻赵世兰已在美国被提起刑事诉讼。
刚刚施行的监察法对反腐败国际合
作作出专章规定，明确了监察机关追逃追
赃的职责。监察体制改革后，纪检监察机
关成为追逃追赃案件的主办部门。
此次许超凡案，正是在中央追逃办的
统筹协调下，充分发挥外交、司法、执法、
反洗钱和反腐败等部门和广东省作用，各
方通力合作、高效配合的成果，不仅实现
了人员归案，而且还追回赃款 20 多亿元人
民币，最大限度地挽回了国家经济损失。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誓师战百日，
万达耀武威”

武威万达广场开业 100 天倒计时
誓师大会圆满成功
7 月 11 日，武威万达广场“决
战百日 荣耀武威”开业倒计时百
日誓师大会于武威万达广场1号门
外广场隆重举行。万达商业管理集
团银川区域总经理伍丽霞女士，
武威万达广场项目公司总经理车
光先生，武威万达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冯艳琴女士，
以及主力
店和商户代表、
商管公司全员、
项目
公司全员、
总包公司全员参加了本
次誓师大会，共同见证了本次隆
重浩大的盛会。誓师大会的胜利
召开标志着武威万达广场 10 月
19 日盛大开业的决心与信念。
武威万达广场地处武威市主
干道迎宾路与正阳路交汇处，周
边配套完善，交通便捷，与学校、
医院、车站咫尺相邻。武威万达
广场总建筑面积为 10.34 万平方
米，地上建筑面积为 8.93 万平方
米，共四层，共有地上 500 个停车
位，是集快时尚、生活超市、影院
电玩、潮流精品、新派餐饮、生活

配套、儿童游乐等一体多元化、多
业态的组合。未来，武威万达广
场将全面升级这座冉冉升起的魅
力城市，必将成为武威市消费者
一站式购物、休闲、体验的首选购
物中心。
本次誓师大会力邀万达影
城、万达宝贝王、浙佳都超市等主
力店代表齐聚武威万达广场活动
现场。武威万达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冯艳琴女士与相关领导
带领全体万达人现场誓师，坚定
不移地表示，万达开业前的最后
一百天，万达人将继续发扬“下定
决心向前冲”的精神，大干苦干
100 天，以最饱满的热情、最昂扬
的斗志、最刻苦的精神和最坚韧
的毅力，团结一心，全力以赴，争
分夺秒，绝不松懈，誓保 10 月 19
日武威万达广场盛大开业，
向武威
市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为武威
这座悠久而极具发展前景的城市
开启新的历史篇章！ （刘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