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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兵分多路，揭秘“红色通缉令”上山东逃犯背后的故事

流流亡亡海海外外前前都都曾曾红红极极一一时时

“王清伟被通缉了？我们都以
为他移民加拿大了。”23日，曾在
轻骑集团工作过、认识王清伟的
一些老员工，看到报纸关于“中国
通缉百名外逃者”的报道后，感到
非常惊讶。

而轻骑集团信用证诈骗案
也随着张家岭2009年被判无期
徒刑，渐渐淡出人们视线，原轻
骑集团一些核心部门的工作人
员也对此没有太多印象。

1972年出生的王清伟，虽然
名义上是轻骑集团对外贸易公
司会计，但他事实上长年在轻骑
集团香港公司工作，负责香港公
司的财务，也是轻骑集团重点培
养的后备人才。虽然轻骑集团曾
向香港公司派驻总经理，但总经
理人选一般担任时间都不长，加
上家庭等原因，并不长期在香港

工作。而长期在香港工作的王清
伟实际上是香港公司的真正负
责人，轻骑集团进出口业务、对
外融资、引进战略重组等许多业
务都要通过王清伟，王清伟的许
多工作都直接向时任轻骑集团
董事长的张家岭汇报。

因为王清伟很少在济南，因
此他在济南的许多同事也只是知
道他，并不了解他，甚至很多人只
跟他有过联系却没有见过本人。
但随着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
心局的一纸红色通缉令，王清伟
本人和当年轻骑集团的信用证诈
骗案，又重回人们视线。

2009年2月11日，济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当庭宣判，原轻骑集团
董事长张家岭犯信用证诈骗罪，
判处无期徒刑，与所犯贪污罪、挪
用公款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

罪、偷税罪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公诉机关指控轻
骑集团原董事长张家岭的六项罪
名全部成立。张家岭被判处无期
徒刑，处罚金1205万元。

信用证诈骗是张家岭量刑最
重的罪名，据原轻骑集团相关人
士介绍，王清伟所涉的信用证诈
骗案正是此案。根据济南市中院
的判决，张家岭、韩立彬、范历生、
马卫东、郭乐友、鲍斌、徐德智、邢
守军等人都因犯信用证诈骗罪而
获刑，但王清伟却逍遥法外。

据了解，１９９５年５月至１９９９年
６月期间，轻骑集团先后在济南、
青岛、上海等１２家银行骗开信用
证２９４笔，开证金额折合人民币４０
亿余元，给银行造成损失折合人
民币７．９亿余元。

储士林1957年1月出生，六
安市霍邱县人，大学学历，曾在
26军和武警部队任职。曾任青岛
安华实业有限公司、北京安华鑫
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安华
世纪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部设在青岛。公司主要经营房
地产开发、国际贸易、国际物流
和影视传媒制作等业务。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式系
统上显示，青岛安华实业有限公
司于2002年6月12日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为储士林，除了储士林

外，公司另有10名股东，目前登
记状态为在营企业。记者查询发
现，在储士林名下还有一家公
司，名为青岛东方安华实业有限
公司，但公司在2004年9月17日
就已被吊销了。

23日，记者来到位于青岛市
东海西路世纪大厦13楼的青岛
安华实业有限公司，记者在门口
敲了一会儿门，但一直无人应
答，隔壁一家纺织公司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青岛安华实业有限
公司的人一直很神秘，都没有和
周围的公司打过交道。该大厦物

业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介绍，2002
年青岛安华实业有限公司就已
经把13楼的一间办公室买了下
来，公司一直有人员进出，现在
还在营业状态。

据了解，在2012年储士林外
逃至加拿大的一年前，他刚刚当
选为青岛市安徽商会第一届会
长，记者从青岛市安徽商会了解
到，在2011年青岛市安徽商会成
立大会上，储士林以1票弃权、48
票同意，当选为第一届会长，而
在当选一年后，储士林就突然外
逃了。

23日下午，记者来到惠民县
辛店乡碱厂王村西的原鲁洁纺
织有限责任公司，大门已经被用
砖头和水泥建起的墙面堵死，大
理石搭建的门牌还在原地，“山东
惠民鲁洁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的
烫金大字已经脱落大半，门前碎
石、荒草遍地，一幅衰败的景象。

“大门”西邻的院落里是一
家地膜销售点，在此工作的周茂

（化名）正巧是“鲁洁纺织”负责
人的老熟人。周茂介绍，“赵汝恒
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厂子在前
几年干得都不错。其间，鲁洁纺
织一直面向社会吸收借款，当时
跟我们说月息是1分，但最少要
存一年，什么时候用跟财务说一
声取出来就行。”

后来，企业出现经营不善的
问题。在2012年中秋节前后，厂

子出现变故，就联系不上赵汝恒
了，后来听说他逃到国外了。

周茂回忆，当时投资的少则
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有300
多家都受到了损失，自己也是受
害者之一。“说实话，真是没想到
赵汝恒能骗了这些乡里乡亲，现
在我们的愿望就是赶紧把自己
的钱追回来。”

几经辗转，记者来到赵汝恒
的老家头堡赵村。在头堡赵村的
几个邻村，提及赵汝恒的名字，
村民几乎无人不知。“他就是我
们旁边这个村的，在外面很多年
了，出了事以后就更不回来了。”

赵汝恒的嫂子刘女士说，家
里一直没有赵汝恒的消息，“他
从来都没有跟家里联系过，也没
有电话、没寄过东西，一家人都
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但是都
盼着他能赶紧回来。”

刘女士说，2014年农历二
月，赵汝恒的父亲去世，但始终
联系不上他。“汝恒那年临走的
时候回家看过父亲一次，还留下
了 1 0 0 块钱，接着就听说他走
了，一直到我公公临终前，再也
没见到。”

小会计实为轻骑香港公司实际负责人

4月22日下午，
中国首次集中公布
百 人“ 红 色 通 缉
令 ”。在 这 份 名 单
中 ，涉 鲁 人 员 有 6
人，均有企业经历，
他们是如何从曾经
的顺风顺水沦落到
逃亡海外的？他们
的家人和老同事又
是 怎 么 看 待 他 们
的？23日，本报记者
分赴各地，揭秘他
们背后那些不为人
知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腾腾
高祥 姬生辉 杜雅
楠

崔学文 临沂市经贸委原主任

“在兰陵任人唯亲

形成家族利益集团”

1986年9月，崔学文调任山东
兰陵美酒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当时，
这家小酒厂“总资产1300万元、销
售收入3000万元、上交利税560万
元”，崔学文“仅用一年时间就使这
家面临亏损滑坡的企业冲出困境并
迅速起飞”。

但是到2003年年底，兰陵集团
亏损额达到10 . 2亿元，企业负债高
达12 . 9亿元，生产线全部停产，诉
讼案件连续不断。临沂市检察机关
接到大量群众举报。检察机关经过
初查，掌握了兰陵集团部分领导贪
污受贿、挪用公款的大量证据。

办案检察官发现，兰陵集团窝
案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任人唯亲，管
理混乱，以权谋私，损公肥私。该集
团80%以上重要岗位上的负责人都
是原董事长崔学文的亲戚、老乡、亲
信，这些人围绕崔学文这棵大树结
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集团经营
模式笼罩着浓厚的家族色彩。

4月23日，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崔学文一家5口移民加拿大，警方
曾经与其取得联系，规劝他回国自
首，但由于我国与加拿大之间未缔
结双边引渡条约，一直无法将其抓
捕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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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济宁硅元件厂如今已成商业街。 本报记者 姬生辉 摄 23日，青岛安华实业有限公司仍在营业。本报记者 刘腾腾 摄

▲23日，
鲁洁纺织有
限责任公司
的大门已被
封死。
本报记者
杜雅楠 摄

王清伟
原中国轻骑集团对外
贸易有限公司会计

“当选商会会长一年后就外逃了”
储士林
青岛安华实业有限公
司原董事长

“没给父亲送终，家中没有音讯”赵汝恒
鲁洁纺织原董事长

邱渤海 济宁硅元件厂原厂长

“厂子成夫妻店，

听不进其他意见”

2012年2月外逃国外的济宁硅
元件厂原厂长邱渤海，成了登上“红
色通缉令”的济宁第一人。

23日，记者来到位于济宁城区
红星东路84号的济宁硅元件厂，那
片暗红色的厂房曾是很多人记忆中
的标志性建筑。现在，往日红火热闹
的景象早已不再，取而代之的却是
一条看似繁华的商业街。“2011年
厂子就停产了，闲置的厂房便都租
出去了。”门口值班室的一位老人
说。

“我们厂子停产四年了，2012
年2月邱渤海夫妇外逃后，情况更
糟。”该厂企划部一刘姓员工说。

说起逃亡国外的原厂长邱渤
海，员工们认为他身上体现了一个
人从无到有后的“蜕变”之路。

“邱渤海20多岁从部队转业后
成为厂内一名普通工人。”该厂一名
杨姓负责人说，由于工作能力出众，
邱先后担任车间技术员、政工科长、
副厂长，并最终成为厂长。

说起企业后来急转直下，一位
老员工认为，这与邱渤海和担任副
厂长的妻子有很大关系。“不再考虑
员工的感受，把厂子办成了夫妻
店。”该员工说，也许是因为自我膨
胀，在一些厂内事务的决策上，邱渤
海夫妇根本不听其他人的意见，将
产销大权独揽于身。

23日下午，记者从济宁市检察
院了解到，目前邱渤海案处在立案
侦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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