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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 4.85 亿美元外逃巨贪归案
许超凡外逃 17 年 自称度日如年、回国自首是唯一出路

开封发现明代永宁王府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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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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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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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超凡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
组重点关注的外逃人员，该案涉案
金额巨大、时间跨度很长、社会影
响极其恶劣、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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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网行动”追回赃款近百亿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反腐败国
际追逃追赃工作作出重大决策部
署，开辟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
败斗争的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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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 5 起重点追逃案件突破 4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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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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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经过考古发掘、
专家论证，开封市城隍庙街附
近发掘的一处明代建筑群，日
前被专家确认为明代周藩永宁
王府遗址。
“永宁王府规模宏大，建筑
规格等级高，具有极高的历史、
科学、艺术价值，对研究中国明
代郡王府规制具有重要意义。”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
三营说。
永宁王府遗址所在区域，
明清时期先后建有明代永宁王
府、清代大道宫、清代按察司
署，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以
后曾改建为河南省第一监狱。
去年 7月，开封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在配合基建中发现该遗址
并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
截至目前，共完成发掘面
积 4000平方米，出土大量明
代琉璃建筑构件，以及陶器、瓷
器、木器、骨器、铜器、锡器等各
类遗物 1000余件（套），为研
究明代文物特征提供了难得的
标本材料。
发掘表明，明代周藩永宁
王府是沿中轴线对称分布的三
进院落，南北长约 122米、东

西宽约 42米。整个建筑群坐
北朝南，由南向北分别为大门、
照壁、仪门、银安殿、寝殿、后花
园和北院门。花园内有假山、池
塘，北院门为门楼式建筑。
“明代周藩永宁王府遗址
保存较为完整，中轴线上的建
筑群布局明晰，每栋主体建筑
之间沿中轴线有踏道或甬道相
连，银安殿、寝殿均有附属东西
厢房。”王三营说。
较为重要的是，遗址中出土
一块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
“昭代贤宗”木匾额，落款为“永
宁王府掌理府事肃■立”。专家
认为，这块具有确切纪年的木匾
额，以及遗址内出土的大量琉璃
建筑构件，为确立明代周藩永宁
王府遗址提供重要依据。
据史书记载，洪武九年明
太祖朱元璋开始将诸皇子分封
于各地，第五子朱■被分封为
周王，洪武十四年就藩开封。永
宁王为周藩郡王，永宁王一系
共历八代，在开封生活延续了
196年。1642年李自成攻打开
封，决开黄河堤灌城，整座城市
被淤埋于地下，永宁王府随之
淹没。

警方支招识别“
套路贷”套路
据新华社电 从借贷公司
借款 1000元，经过 8个月的
时间，连拼带凑还了 35万元竟
然还没还清，内蒙古自治区包
头市居民王某近期陷入“套路
贷”还贷“黑洞”，最后选择报
警。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应通过
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千
万不要轻信无金融从业资质的
个人、公司发布的广告信息。
近期内蒙古公安机关打掉
了多个“套路贷”诈骗团伙。其
中，包头市公安局接到王某报警
后，打掉了一个以陈某丰、陆某
青为首的“套路贷”团伙，破案 57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93名。经
查，该团伙非法获利 2亿多元。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
王来明说，
“套路贷”背后往往有黑
恶势力的身影，受害人签订合同
后，违法犯罪分子就通过胁迫逼
债、虚假诉讼、非法拘禁、敲诈勒索

等手段侵吞财产。王来明提醒广
大群众识破“套路贷”的套路：
套路一，向银行等正规机
构借款都要审核，“套路贷”团
伙便常以“无抵押、迅速放款”
为饵吸引受害人。
套路二，哄骗受害人签下
高于所借款项一倍甚至数倍的
欠条。骗子最常用的骗术是“这
是行规”“ 不会真让你还这么
多，按期还就没事”。
套路三，当还款日临近，
“套路贷”团伙不主动提醒借款
人逾期，甚至以电话故障、系统
维护为名导致借款人无法还
款。而还款日一过，这些公司就
以“违约”为名，收取“天价”滞
纳金、手续费。
套路四，当借款人无力偿
还高额欠款时，“套路贷”团伙
就通过尾随借款人、在家门口
泼油漆等手段，逼迫还款。

东城工商分局发布
《北京市东城区 2017 年商标发展分析报告》

7月10日上午，东城工商分局组织召开了《北京市东城
区2017年商标发展分析报告》发布会。《报告》全面反映了东
城区商标发展和品牌战略实施状况，旨在通过梳理和分析
东城区商标数据，进一步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加强商标
监管，强化商标指导服务，为企业创新创业提供参考，促进
东城区经济更好地发展。会上，来自区商务委、区知识产权
局、区产促局、东城园管委会以及企业代表围绕“东城区商
标品牌战略实施”开展了研讨交流。下一步，东城工商分局
将加强与各相关部门的合作，继续在老字号企业、文创产业
等东城区特色产业的商标工作上持续发力，加大商标侵权
假冒案件的查处，强化商标运用指导，推进东城区商标品牌
战略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