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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间的百战英雄
——许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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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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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烈档案许亨植，又
名李熙山，朝鲜
族，东北抗日联
军高级指挥员。
1909年出生于
朝鲜庆尚北道善
山郡。因其父亲
参加的朝鲜反抗
日本殖民统治的

“义兵运动”失
败，1913年举家
被迫流亡中国东
北，后迁居辽宁
开原。1929年许亨植来到哈尔滨附近的宾
县从事革命活动，他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忠
实可靠，多次出色完成任务。1930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不久后在哈尔滨参加反日大
游行，被捕入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许亨植
经组织营救出狱，到宾县、汤原、珠
河（今尚志）等地发动群众，组织反
日游击队。1933年，许亨植到汤原
发动群众，组织反日游击队。他善
于做群众工作，经常以普通农民身
份和群众一起参加水、旱田生产劳
动，还帮忙做帮工、干零活。许亨植
和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在群众中
扎下了根。

1934年6月，他由地方来到游击
队，开始担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
队政治指导员、第1大队大队长，率部
参与创建珠河抗日游击区。自1935
年1月起，他先后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3军任团长、团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
主任。他还曾在哈尔滨东部地区指挥
高力营子、拉拉屯、五道岗、十八层甸
子等战斗，率部参加了1936年冬季反

“讨伐”作战。1937年6月任东北抗日
联军第9军政治部主任，在勃利、方正、
依兰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为提高指
战员的思想觉悟，增强部队战斗力，他
主持开办了3期短期训练班，培训了
100多名骨干，对提高部队军政素质
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秋，许亨植调任第3军新
编3师师长，对原3师和5师进行整
顿。1939年任东北抗联第3路军总参
谋长、第3军军长兼第12支队政治委
员，指挥所部在松嫩平原开展抗日游
击战，取得了兰西丰乐镇等战斗的胜
利。

1940年部队遭受严重挫折，但许
亨植仍克服重重困难，率小分队坚持
战斗。他大力发动群众，建立了许多
抗日救国会组织，积蓄了新的抗日力
量。1942年8月，许亨植和警卫员到
巴（彦）、木（兰）、东（兴）地区一个小分
队检查工作后，途遇敌人，经过两个多
小时的激烈战斗，终因敌众我寡，许亨
植未能成功突围，壮烈牺牲，时年33
岁。 据新华社

1 祸起
贪4.85亿美元，只为弥补亏空

许超凡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17
岁做信贷员，到上世纪90年代，27岁的许
超凡做到了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行
长。那时，他是全家人的骄傲。

2001年10月12日，中国银行广东分
行进行电子业务联网检查时，发现开平支
行有4.8亿美元去向不明，在向开平支行
行长许国俊核实时，却发现许国俊以及前
两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同时失踪了。

事后查实：许超凡作为主犯，伙同他
人贪污挪用4.85亿美元，制造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用案。

许超凡回忆，最开始他不过是想挪
一笔钱来弥补外汇买卖的亏损窟窿。

“外汇买卖这个业务风险非常大的，
开始有点儿盈利然后就亏损了，亏损了
之后怎么去解决呢？那得要扩大买卖
额，然后越做越大，很不幸，我们没有抓
住国际市场走势，亏损，窟窿越来越大
了。”许超凡说。

许超凡挪用资金去补外汇买卖的亏
损，结果亏空越补越大，到最后已经到了
无法收拾的地步。

2 败露
抱团假离婚，为出逃铺路

在事情败露之前，许超凡、许国俊、
余振东早已为家人安排好后路。

从1993年开始，许超凡利用职务之
便，假借开平中行客户名义，以代客买卖
的形式进行外汇交易，大肆贪污挪用银
行资金。他与手下的副行长余振东、下
属公司经理许国俊联手，先后从银行账
户中拆借大量资金，以贷款名义转出并
转至设在香港的由三人控制的潭江实业
有限公司等名下。

1994年，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三
人的妻子通过假离婚、假结婚获取美国
绿卡，然后通过离婚并复婚等方法，帮助
许超凡他们获取绿卡。1997年，许超凡、
余振东和许国俊三人用假身份证件到香
港，获得了伪造的香港护照。

自1998年3月起的两年间，许超凡等
人将16笔款项利用假贷款转移至潭江实
业，进而转至香港或海外的私人账户，总
额高达7500万美元。

2001年，得知中国银行发现巨额亏
空并展开全行追查的消息，许超凡当即
通知余振东和许国俊，三人一同先逃到
中国香港，再飞往加拿大。

17年逃亡由此拉开大幕。

3 出逃
带着一家老小，辗转多地逃亡

中行开平案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最
大的银行贪污案，涉案资金按当时汇率
计算折合人民币超过40亿元。

在加拿大，许超凡躲在朋友给他租
的房子里，和母亲、妻子以及三个孩子住
在一起。他没有想到：2001年11月，司
法部两次向美国、加拿大发出司法协助
请求，并且通过与美国、加拿大和中国香
港执法部门合作，第一时间冻结了许超
凡等三人的所有银行账户。

原本以为不工作，钱都够一家人一
辈子用的，没想到账户被冻结。由于随
身携带的现金并不多，身在加拿大的许
超凡处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中，半年
后，他和余振东、许国俊逃亡美国洛杉
矶。他说当时口袋只剩下一两万块钱，
也不敢在洛杉矶长住。

2001年11月开始，中方协调美方来华
取证，开展远程视频作证。之后，美国司法
部在全国发出通缉令，三家人只能分头踏
上逃亡之路，余振东前往洛杉矶，许超凡和
许国俊则选择逃往美国中部的小城市。

从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到一个在当地可以说是呼风唤
雨的行长，许超凡用了十年的时间。当他真的逃出去了，一下
子，拥有的一切都没了，那个时候，许超凡心里会怎么想呢？
他说：“心里特后悔，为什么不安安稳稳规规矩矩，办该办的事
情，做该做的事情？”

记者：你老母亲她知不知道你做的一切？
许超凡：之前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她不知道，后来告诉了

她。
记者：老太太还不吓着了？
许超凡：吓坏了，她说你怎么闯那么大的一个祸，你干嘛

要做这个事情，以后怎么办呢，她问了我，我根本没办法跟她
回答。

记者：老婆孩子呢？
许超凡：孩子那时候很小，我就没跟他们说这个事情，但

是孩子不断问我，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记者：怎么回答啊？
许超凡：……
记者：你跟母亲说了吗，你要遣返回来了？
许超凡：我跟她说了，她非常支持，她就说你应该有个了

断。
记者：你心里面知道这次告别会比以往时间更长一些？
许超凡：对，那时候大家都放开了，觉得过了这个坎之后，

事情就会慢慢结束。
记者：真正离开美国的时候，有什么行李可以收拾带回中

国？
许超凡：没什么行李。
记者：人家从美国回来都是大包小裹的，不说买东西，在

美国十来年也得有很多家当，可是轮到你的时候什么也没有？
许超凡：情况不同，他们在外面是自由的，我在美国也是

被监禁人士，回来这边也是接受监禁。
记者：在飞机上十多个小时睡了吗？
许超凡：没睡，以前的事情一幕一幕回想，相当清楚。包

括2001年那次出逃，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记者：有朝一日如果有自由那一天，你准备做什么？
许超凡：还债。我对这个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老同

事、家人因为我的事情受到那么大的伤害，这些债我都要还。

贪污40亿 逃亡17年
许超凡：
面对母亲儿女疑问
无言以对

■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银行贪污案■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银行贪污案

4 被捕
在美被判25年有期徒刑

2002年12月，美国内华达州联邦
检察官办公室签发了对余振东、许超
凡、许国俊三人的逮捕令。同案余振
东在洛杉矶被美国当局以涉嫌欺骗手
段获取签证罪逮捕。2004年9月，许
国俊夫妇在美国落网。2004年10月，
许超凡夫妇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小
镇被逮捕。“1012案”的涉案人员全部
落网。

2004年，余振东成为第一个从美
国直接遣返回中国的职务犯罪嫌疑
人。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而中方
工作组与许超凡、许国俊面谈时，他们
二人拒不回国。

2006年1月，美国以15项罪名，对
许超凡和许国俊二人提起刑事诉讼。
在这个期间内，美方主动请中方在证
据、证人、证言等方面提供司法协助。
根据中美达成的异地追诉共识，中央
纪委组织协调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
等部门，先后向美方提供了15万页的
证据材料，组织有关证人向美国法庭
作证。最终，2009年5月，美国法庭对
许超凡判处25年有期徒刑。与此同
时，许超凡的妻子邝婉芳被判处8年有
期徒刑。

许超凡服刑的地方，在美国和墨
西哥边境埃尔帕索市的拉图纳监狱。
在这里，许超凡与他的孩子们见了面。

“很悲伤，他们哭了。”许超凡说，
“他们也没有问（具体案情），我也没
说。就是依依不舍，管教人员来通知
了，时间已经够了，但是大家还是不想
离开。”

5 遣返
幻想破灭，答应回国受审

对于判决，许超凡向美国法庭提
出上诉，为此，他甚至开始自学美国的
法律。在许超凡一心研究美国法律的
同时，中国从未放弃让他接受中国法
律的审判。

2014年6月，中央追逃办正式成
立，包含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
交部、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
行等8家成员单位，中央纪委国际合作
局作为办事机构，承担具体工作。许
超凡案也被列入中美执法合作的五起
重点案件，中方会同美方和许超凡进
行面对面商谈。

不过那次并没有谈妥，但是双方
最后都说，面谈的大门是永远敞开
的。

2015年9月，许超凡妻子邝婉芳
在美国服刑期满后，被美方强制遣返
回国。这对本来寄希望刑满后留在美
国的许超凡，无异于一记重击。

2015年11月，许超凡书面提出愿
意回国受审，2016年，他通过律师表示
希望再次和中方工作组见面，有意接
受遣返。这次谈话之后，许超凡同意
回国受审，中美双方沟通了许超凡案
的工作安排，美国法院对许超凡案刑
期进行改判，同时法院核准协议遣返
令后，美方判发遣返令并将许超凡遣
返回国。

2018年7月11日，许超凡在美方
的押解下，登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
飞机降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张2001
年签发的逮捕令终于等到了签字时
刻。

17年漫长而艰难的追逃追赃工
作，终于结束了。开平支行案涉案资
产4.85亿美元，目前已经追回赃款20
多亿人民币。3名嫌疑人中只有许
国俊仍在美国羁押，中方将继续和美
方合作将其遣返回国，并对他在中国
涉嫌的罪行进行追诉。许超凡正在
接受调查，很快就将移交，进入起诉
阶段。

文图均据央视

近日，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纪实《红
色通缉》在央视播出，外逃美国17年之久
的许超凡身穿囚服接受访问的画面格外
醒目，引发了公众对海外追逃故事的追
踪。央视《面对面》记者也在许超凡回国
之初，在广东省看守所对他做了采访。

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工作人员回忆
说，许超凡给他的第一印象是精明、脑子好
用。然而，这个精明的人从案发逃亡、在美
国入狱、坚决拒绝遣返、到最后被强制遣返
回国，这背后到底发生了哪些故事？

对 |话

许超凡痛诉
逃亡生活

“没法跟家人说这些事情”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28日，中央
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
公室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十九届中央纪
委三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2019年反腐
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启动“天网2019”
行动。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反腐败协调
小组加强统筹协调，各地区各部门分工

协作、合成作战，天罗地网越织越密，追
逃人数和追赃金额迭创新高，监察体制
改革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

会议决定启动“天网2019”行动，紧
盯重点国家、重点个案，加大挂牌督办
力度，有力削减外逃存量、有效遏制外
逃增量。其中，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开
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最
高人民法院牵头开展适用违法所得没

收程序追赃专项行动，公安部牵头开展
“猎狐”专项行动，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公
安部开展预防、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
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中央
组织部会同公安部开展违规办理和持
有因私出国（境）证照治理工作。

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
李书磊指出，追逃防逃追赃工作是全面
从严治党、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的重要一环，要一以贯之全面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纪委三次全会
工作部署，深化司法协助和国际执法协
作，扎实推进个案攻坚，完善防逃制度
机制，斩断赃款跨境转移渠道，推进追
逃防逃追赃一体化建设，做到力度决不
减弱、态度决不动摇，以永远在路上的
坚韧和执着切断腐败分子后路、绝其幻
想，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天网2019”行动启动

菲律宾教堂遇连环爆炸
逾百人死伤

菲律宾苏禄省霍洛岛一座天主教
堂27日连续发生两起炸弹袭击事件，
造成至少20人死亡，81人受伤。“伊斯
兰国”宣称对此负责。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8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菲律宾苏
禄省发生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袭击事
件予以强烈谴责。

耿爽说，中方对菲律宾苏禄省发
生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予以
强烈谴责，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伤者
和遇难人员家属表示慰问。他说，中
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同包
括菲律宾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共同
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和挑战，维护国际
和地区和平稳定。 据新华社

外交部回应美国务卿
涉委内瑞拉局势言论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28日回应美国务卿涉委内
瑞拉局势相关言论时说，委内瑞拉的
事务必须也只能由委内瑞拉人民自己
选择和决定。希望各方做有利于委内
瑞拉稳定发展的事情。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26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委内瑞
拉局势举行会议。美国务卿蓬佩奥指
责中国和俄罗斯阻止安理会通过一份
主席声明，并称中俄试图支持马杜罗
这样一个“失败政权”。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耿爽说，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
当前局势，支持委内瑞拉政府为维护
国家主权、独立和稳定所作努力，主
张所有国家都应恪守《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反对外部干预委内瑞拉
事务，反对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
内政。

“委内瑞拉的事务必须也只能由
委内瑞拉人民自主选择和决定。希望
各方做有利于委内瑞拉稳定发展的事
情，做有利于委内瑞拉民生改善的事
情，做有利于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的事情。”耿爽说。

许超凡讲述逃亡生活。

许超凡被押解回国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