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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阴长寿镇孙家
巷，一个尚未被拆迁的村庄，
至今仍然保留着苏南地区
家家户户两层楼、三层楼的
传统风格。

路边一套独门独院、气
派考究的白色三层小楼掩
映在绿树丛中，即便在这普
遍富庶的苏南农村，也显得
鹤立鸡群。这就是中国农业
银行（601288）江阴要塞支行
原行长孙锋的家，一个曾经
非常幸福的家。

今年 39 岁的孙锋一直
是孙氏家族的骄傲，至今家
族老人们对他的为人正派、
有出息而称道。

但幸福的破碎来得非
常突然。

质疑

本报记者 李海

孙锋出逃后，联系到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案
等，“银行行长何以能轻松外逃”又一次成为公众热议话题。

据江阴市一名科级干部介绍，江阴市对副科级以上干部
采取重大事项报批备案制，买房子、结婚、境外旅游都要到纪
检和人事部门备案报批，出国不论因公因私都要由单位直接
领导和市委主管领导签字才可以。他说，不过银行属于业务部
门垂直管理，具体程序不太了解。

根据某媒体获得的一份中国农业银行因私出境审批表，
出境要填写去往地点、启返程的日期与出境理由，需要部门负
责人、上级分行的人事主管、分行行长的意见和签字。

该媒体采访到江阴市公安局政工监督室主任朱福顺，对
方称，警方调查发现孙锋的出国手续齐全，各种签字都有。受
孙锋事件牵连，近日江阴农行主要领导职务有所调整，原行长
已离任。

但《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表明，孙锋是持新加坡护照出
境的，而且农行是在电话通知其到市里开会未果才发现孙锋
出逃并报案的。依此推断，农行很有可能事先不知道孙锋出
境，其“出国通过农行系统审批”的说法存疑。

孙锋出国通过
农行系统审批？

外逃农行行长：
被期货亏损压垮的金融人生

本报记者 李海
3月 31日 20点，在江阴地方论坛“暨阳社区”里出现一篇

爆炸性帖子：《还原真相，关注某报（报纸真实名称此处隐去，编
者注）对我的失实报道！》

此贴立刻引发转载，转发量在短时间内达到 12000多次，
评论近 300条，至 4月 7日 13：10为止，跟帖的页数已经达到
15页。

据了解，某报在 3月 28日发表了《农行外逃行长集资案追
踪：周庄支行行长被免职》一文，该帖主要针对文中提到的农行
周庄支行原行长陈华被免职做出回应。

发帖者系陈华本人

在跟帖中部分网友对其身份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尤其质疑
发帖人“正义归来”注册时间及其真实身份。但多数江阴本地网
友强烈支持此声明。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正义归来”注册时间是 3月 31

日 17:29分，属于“暨阳社区”新注册成员。
“正义归来”随后在 4月 1日 13:43分回复部分网友的质

疑：“本人是实名作出声明，的确有些跟帖是因我名字而去的，
但网上跟帖我也搞不清是哪个，我走的确不是时候，但我所讲
却是事实。

经《中国企业报》记者多方核实，网民“正义归来”就是中国
农业银行江阴周庄支行原行长陈华。

因个人自身发展而辞职

陈华在声明开头，首先表明自己的身份和辞职时间：“本人
陈华，原任农行周庄支行行长，后考虑自身发展，2012年 2月
10日因个人原因正式向农行提出辞职申请，经过各项程序，
2012年 2月 29日农行正式批准本人辞职，所有辞职程序均符
合各项规定。而非报道中所说的‘被免职’。”

陈华在声明中还说，他与孙锋事件毫无关联，从未为孙锋
民间借贷事情去牵线搭桥，也没有为其任何借款提供过担保。

陈华还郑重声明，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哪个部门因孙锋
事件对他进行调查，警方也没有与他联系过，调查或了解孙锋
事件。

列举报道不实之处

陈华将某报文章中涉及他的一些不实报道做了归纳。
例如：标题中说“农行外逃行长集资案追踪：周庄支行行长

被免职”，让人容易误解为与孙锋事件有牵联而被免职；
文中说“陈某由于为孙锋集资牵线搭桥，并为其超过 1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周庄农行行长此前为孙锋民间借贷牵线
搭桥，骗取了不少当地企业的资金，同时还为孙锋过千万的一
笔借款予以担保”不符合实际；

文中多次提及“陈某正在接受相关部门的调查”、“陈某最
近确实被警方调查过”、“陈行长在接受相关部门的调查后，并
未被拘捕，案件尚在侦查中”属子虚乌有。

陈华在声明的最后说：“文章见报后，对本人造成了极大干
扰，周围怀疑声不断，使我甚至我的家人都承受了巨大压力，无
法进行正常的工作与生活。因此事对本人造成了极大负面影
响，我郑重声明，某报的新闻中涉及本人的报道与事实不符，本
人特此澄清。”

4月 2日 11:26分，应网友要求，陈华上传了一张《江阴市
单位终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个人留存单，以此证实其回应的
真实性。

延伸

去职无关
孙锋出逃案

周庄支行原行长发表声明———

从 2003年起，中国农业银行就相
继发生海南省分行临高县支行原副行
长陈建学挪用公款 3000万元案、北京
海淀区支行某分理处原副主任王强票
据诈骗案、江西省分行昌江支行营业
部原记账员陈俊强做假账方式将 200
万元划入自己开立账户案、大庆分行
卧里屯支行原行长张彦朋挪用公款
2600万元案、农行邯郸分行原金库管
库员任晓峰、马向景监守自盗现金
5000万元案、西藏分行原行长韩文明
受贿案。到这次爆出的江阴要塞支行

原行长孙锋卷款案，更是震惊业界。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一个有趣

的现象，每当发生银行员工携款外逃事
件，银行共同做法就是“捂”，作为“一号
机密”加以封锁消息，“谁说出去追究谁
的责任”。而对外口径多是以“事发员工
均系个人行为，目前未发现有挪用、侵
占银行资金以及客户存、贷款资金的行
为，其民间借贷资金与银行资金无关，
未造成银行和客户资金损失”。

北京市金永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杜福海对《中国企业报》表示，银行员

工特别是支行长一级的管理者突然蒸
发，简单地用“纯属个人行为”解释，在
法律上确实站不住脚。

杜福海律师说，类似案件以前也
曾发生，金额若百十万元之内，银行通
常都悄悄处理了。而现在一些支行长
卷入民间高利贷事件“跑路”，金额动
辄几个亿，银行无奈，只能用“纯属个
人行为”来搪塞。

而农行江阴要塞支行原行长孙锋
长期从事巨额非法集资，利用该行监
管漏洞从事非法借贷，巨亏之后潜逃

东南亚。农行在其出逃三天后电话联
系不上的情况下才去报案，可见其监
管存在巨大漏洞。

此外，对银行员工尤其管理者出
入境，是有严格的报批管理程序。并且
领导干部的护照不得私自留存，需将
证照上缴组织部门统一进行保管。一
个行长未经组织批准便赴泰国旅游，
而且使用的是新加坡护照，农行竟然
表示对此完全不知，这只能够说明孙
锋终能成功出逃彻底暴露出中国农业
银行在管理制度这方面形同虚设。

孙锋出逃事件中，江阴市华士镇
龙砂村党委书记赵积娣是最大的受
害者之一。

1989年 1月，赵积娣开始担任东
升村的党支部书记。2002年 3月由东
升村、华北村二村合并，设立了东升
村；2006年 8月再由东升村与华丰村
二村合并成现在的龙砂村。赵积娣始
终是合并后村子的党委书记，至今已
有 23年。

龙砂村内部的知情者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赵积娣从 2009年初开

始陆续投入高利贷资金就已高达亿
元，其中挪用村集体资金总额约在
5000万元左右，投资给孙锋金额估算
应在 3000万元左右。

作为华士镇龙砂村党委书记的
赵积娣，没有想到她所运作的资金重
点投入对象孙锋在 2011年的 12月陷
入危机，不得已跑路国外，赵积娣于
是向江阴警方报了案。而原本隐蔽的
资本游戏，也因此浮出水面，引起了
龙砂村村民公愤。

目前，应中国公安部要求，国际

刑警组织已经在其官方网站上向全
球发出红色通缉令。

国际刑警组织官方网站公布的
通缉信息显示，“SUN FENG”生于
1972 年 12 月 5 日，现年 39 岁，沈阳
人，身高一米八，体重 70 公斤，涉嫌
罪名是“life and health”。

国际刑警组织没有说明这几个
词是什么含义，翻译成中文意思是
“生命和健康”，在这里是否指涉嫌危
害他人生命和健康安全呢？

一位了解情况的警方人士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总部设在法国里
昂的国际刑警组织，是按照中国公安
部的要求在去年 11月 14日向全球发
出的通缉令。

孙锋却在去年 12月 28日携家潜
逃境外，而江阴检察机关今年 1月 7
日才指控孙锋犯了“合同欺诈罪”对
其批准逮捕。

虽然在江阴坊间有许多传言，但
都没有提到他有谋财害命这一说法。
由此可见，此“SUN FENG”与彼“孙
锋”极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3 月 25 日无锡市公安局官方网
站发布消息称，2011 年 12 月 31 日，
孙锋因涉嫌合同诈骗被江阴警方立案
侦查。2012年 1月 7日，检察机关就
对孙锋批准逮捕。认定孙锋是以个人
名义先后骗取多名亲友借款 1.26 亿
余元。

孙姓村民和《中国企业报》记者交
谈中提及到一个微小细节，孙锋曾经
借了本村六大队某人 100万元。去年
年底，该人忽然发现自己账户上多了
50万元，而前后不差几天，孙锋出事

的消息就传开了。
孙姓村民说，这说明孙锋本意是

想把钱还给人家的，只是实在没有钱
还了。

有知情者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孙锋在职期间热衷于炒期货。去年
上半年稍有斩获，但在下半年损失惨
重，亏损后无法归还巨额借贷，甚至无
法面对债权人，并非对外放贷无法收
回。

据孙氏族人介绍，孙锋从无锡财
经学校毕业后，就先后在华西、周庄、

长寿、璜塘、要塞等地的农业银行支行
任职。

江阴地处苏锡常“金三角”几何中
心，是全国县域经济第一名的城市。这
几个地方更是江阴地区富中之富。

孙锋在其多年的任职中，结识了
江阴本地相当多的企业老板，并利用
其多年在银行业积累下的名望和人脉
资源，直接吸引当地民间资本，并以高
额回报作为许诺，这成为他主要的借
款资金来源。其开出的借款年利息最
高甚至达到了 30%。

族人明确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来自亲戚的借款非常少，因为他家
祖上一直不富裕，父亲的外婆家在苏
北，这边亲戚一则不多，二则都不是很
富裕。

知情者说，孙锋做期货亏损不是
一次性的，而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
大，随着巨额亏损增加，孙锋想扳回局
面的迫切心理也在增强，于是逐渐通过
借债方式继续加大对期货投入，拆东墙
补西墙，最终导致局面不可收拾。而孙
锋付出去的利息已达到千万元级。

2011年 12月 28日上午，孙锋带
着妻子夏亚琴及其 60多岁的父母、9
岁的女儿和两三岁的儿子到泰国“旅
游”后，全家毫无征兆地“失踪”了。

2012年元旦之后，亲朋好友、左
右邻居和孙锋所在的要塞支行同事
们才意识到，这或许是一起策划好的
出逃。
“你们知道吗？我姐姐全家都跑

了。”孙锋的舅舅后来在街上偶遇一
位熟人时，惊讶地告诉对方。
“你现在才知道啊？！”这位熟人

比他还惊讶，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知
道了孙锋全家出走的消息。这位熟
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孙锋的

舅舅曾因儿子结婚急需用钱向孙
锋借钱遭拒而与孙锋之间关系疏远。

与孙锋同家族的一位孙姓村民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孙锋出走前曾
对几位亲人有过很简单的口信，只说
“出去旅游一趟，可能五六年再回来”。
至于具体去向，他只是说，先去泰国旅
游，之后很可能要去新西兰或加拿大，
现在孙锋到底在何处则无人知晓。

孙姓村民说，在事发之前一个多
月里，孙锋夫妇曾多次发生过激烈争
吵。在最激烈之时，孙锋曾有过跳楼
自杀的想法。而孙锋的父母一直是在
江阴经商，为人友善，一辈子生长在
本乡本土，更是不愿意出国。他的妻

子夏亚琴一直在本地一家企业做翻
译，去年年底（事发前）才辞职。

对孙锋出事，孙家巷村多名村民
和族人均深感极为惋惜。
“他从小就不乱花钱，没什么坏

毛病，也不抽烟，为人随和，外面也没
什么小三、二奶的，连跳舞都不去。”
孙姓村民说，“本来他家小日子过的
挺红火的，在江阴两处房产一年也能
够租个几十万元，海南还有一套房子
每年放假过去住住，听说又是市里重
点培养的年轻干部，本来前途远大，
家族里一直很为他感到自豪，这下
子，唉！”

与孙锋父母相熟的一些人士则

叹息道，孙锋母亲胖墩墩的，多年来
一直经营着“孙府浴室”和一家小旅
馆，为人非常热情和友善。而其父早
在上世纪 70年代期间就到浙江做竹
编织生意，后来也做过贩卖化纤等不
少行当，生意一直做得有声有色。
“他（孙锋）小时候家里条件不

好，吃过苦头的，这下子出去又得吃
苦头了。”孙锋年届古稀的伯父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叹息道。

而《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各方面
了解并获得证实，孙锋在案发之前就
已取得了新加坡国籍和护照，至于所
供职单位中国农业银行是否知晓记
者不得而知。

本报记者 李海

策划好的出逃

孙锋出走前曾对几位亲人有过很简单的口信，只说“出去旅游一趟，可能五六年再
回来”。至于具体去向，他只是说，先去泰国旅游，之后很可能要去新西兰或加拿
大，现在孙锋到底在何处则无人知晓。

借款炒期货局面失控

孙锋做期货亏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随着巨额亏损增加，孙锋想
扳回局面的迫切心理也在增强，于是逐渐通过借债方式继续加大对期货投入，拆东墙补
西墙，最终导致局面不可收拾。

隐蔽资本游戏浮出水面

作为华士镇龙砂村党委书记的赵积娣，没有想到她所运作的资金重点投入对象孙锋
在 2011年的 12月陷入危机，不得已跑路国外。而原本隐蔽的资本游戏，也因此浮出
水面，引起了龙砂村村民公愤。

折射银行监管缺失

一个行长未经组织批准便赴泰国旅游，而且使用的是新加坡护照，农行竟然表示对此
完全不知，这只能够说明孙锋终能成功出逃彻底暴露出中国农业银行在管理制度这方
面形同虚设。

国际刑警组织官方网站上公布的通缉信息与中国农业银行江阴要塞支行
原行长孙锋个人信息存在矛盾，此“SUN FENG”极有可能不是彼“孙锋”。

陈华发表在论坛上的《江阴市单位终止
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个人留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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