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了解，神木縣農村商業銀行原副

行長、榆林市人大代表龔愛愛因

為擁有北京、西安、神木等地多處價值

不菲的房產，其中在北京擁有41套住

房，共9,666.9平方米，被網友冠以「房

姐」之名，成為社會熱點。同時，「房

姐」所擁有的「多戶口」一事也引發輿

論嘩然，質疑聲不斷，在「房姐」名下

的4個戶口中，有3個戶口戶籍所在地為

陝西省神木縣。

涉嫌偽造公文印章

據中新社報道，神木縣宣傳部負責人

稱，神木警方已於1月27日對龔愛愛涉

嫌偽造國家機關公文、印章罪進行了立

案。2月4日，經榆林市、神木縣人大常

委會許可，按程序依法對龔愛愛刑事拘

留，在榆林市境內異地看押。

記者還從當地警方了解到，龔愛愛並

非在神木縣境內被抓獲，而是在外地。

據新華網報道，經相關部門調查，龔

愛愛本人係長期合同工，非國家公職人

員，是單位聘用的副行長。2012年6月

因要管理家族企業，龔愛愛向單位遞交

了辭呈，2013年1月2日，神木縣農村商

業銀行董事會批准其離職申請。

目前，龔愛愛其三個虛假戶口已分別

被陝西、北京注銷。神木警方已對龔愛

愛涉嫌違法犯罪問題展開核查；當地檢

察機關也對涉嫌違法辦理戶口的公安系

統公職人員進行調查，正依法處理；榆

林市公安機關正在全市範圍內開展重人

重戶清理整頓工作。

與同事買下SOHO9億房產

另據《北京晚報》報道，「房姐」剛

剛被抓，三里屯SOHO被爆出還有一個

「房哥」。前天，關於「房姐」龔愛愛的

同事楊利平在三里屯SOHO有大量囤房

的消息迅速在網上竄紅，再度將SOHO

中國董事長潘石屹與客戶之間的關係推

上風口浪尖。

這一次，據爆料微博指出，除了龔

愛愛和高引娥之外，神木農商行副行

長楊利平同樣也在三里屯SOHO買了

房，並且是大砭窯煤礦的大股東。

「在神木縣農工商行的副行長排名中，

龔愛愛比楊利平靠前一位。縣級市農

村商業銀行兩位副行長龔愛愛和楊利

平僅在潘石屹的SOHO就買下約9億房

產，10,000多平方米，而高引娥是楊利

平的妻子。」

此前，微博上有人爆料稱，「房姐」

龔愛愛曾帶了7位煤老闆來買三里屯

SOHO的房子。在房子賣掉後，龔愛愛

便把本來屬於銷售的提成全部都拿走

了，懷疑龔愛愛有拿SOHO中國的回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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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房姐」持3假戶口被拘
龔愛愛證實非公職人員 僅北京已擁41房產

珠海「學酒哥」一餐消費4萬元停職

黑龍江「房哥」擁逾10房產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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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房警「替弟管理」否認擁192房產

香港文匯報訊 陝西省神木縣官方5日證實，備受關注的陝西神木

「房姐」龔愛愛已被當地警方刑事拘留，在榆林市境內異地看押。據

悉，龔愛愛並非國家公職人員，其三個虛假戶口已分別被陝西、北京

注銷。

香港文匯報訊 陝西「房姐」龔
愛愛在京房產多出自潘石屹旗下的
SOHO中國，並稱潘石屹公司涉嫌
大面積幫人洗錢，引發熱議。
SOHO中國CEO張欣發佈微博指責
SOHO串通洗錢和給巨額回扣都是
造謠。
據搜狐證券報道，早在1月底，

就有聲音質疑，「SOHO中國是不
是與龔愛愛串通洗錢」或「涉嫌與
龔愛愛共謀」等。對此，SOHO中
國日前在一份官方聲明中明確回
應，「龔愛愛在SOHO中國買房時
持有的身份證，簽約時經公安部身
份信息系統驗證是有效的，辦理銀
行貸款時也通過了銀行徵信系統審
核」。
但事情並沒因此而止，網絡和媒

體又意外找到了另幾名「龔愛
愛」。據媒體報道，目前流傳的一
份自稱「整理於SOHO全盤業主資
料的名單」顯示，與龔愛愛一樣大
量購置樓盤的還有「高引娥」，緊
隨她們的，還有一個叫「楊利平」
的業主。
張欣5日早間發佈微博再次澄清

質疑，並稱「對此前我們大力支持
反腐，但如果以不法手段取得公司
客戶信息，我們將報警公安。保護
客戶信息是SOHO中國的責任，也
是每家企業的責任。我們無法獲知
客戶的資金來源，但只要政府調
查，我們一定配合。再次重申，指
責我們串通洗錢和給巨額回扣都是
造謠。」

山西隧道瞞報事故 問責40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山西省政府5日公佈
了中鐵隧道集團二處有限公
司南呂梁山隧道「12．25」
爆炸事故的調查結果，查明
共3個層次6人參與事故瞞
報，被問責人員40人。
山西省安委會新聞發言人

劉德政說，施工單位違法銷
毀爆炸物品是事故發生的直
接原因。事發當日，施工人
員將原本存放在地面炸藥庫
裡的14000米導爆索、4000米導爆管和
其他爆炸物品運至隧道內的施工現場
違規爆破銷毀。據測算，這些爆炸物
品折合ＴＮＴ炸藥當量197.2公斤，在
獨頭隧道內被引爆後，產生了強大的
衝擊波和大量一氧化碳氣體，導致8死
5傷。
根據有關法律、法規規定，調查報

告提出了對事故責任者的處理意見：
共40人被問責。並建議對中鐵隧道有
限公司、中鐵隧道集團二處有限公
司、北京鐵城監理公司、晉豫魯鐵路
通道公司等責任單位及其主要負責人
依法給予行政處罰；建議責成中鐵隧
道集團向中國中鐵股份公司作出深刻
檢查。

袁厲害女婿指雜誌報道不實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都網報道， 針
對4日《人物》雜誌微博發佈的報道
《厲害女士》一文，袁厲害女婿微博發
文斥其報道不實。他表示：「袁厲害

名下只有1套房子，那就是火災事故
點！他2個兒子已婚有2套房子！」並
表示「我們願意公開所有的財產狀
況，哪怕是穿的什麼內褲」。袁厲害女
婿還表示，他們已找律師準備對《人
物》雜誌提起訴訟。
《厲害女士》一文報道稱袁厲害將

孩子以殘疾程度和相貌分為幾等，下
等孩子同垃圾、大小便擠在一起。她
自建或購買超20套住宅，為維持好人
形象不敢花錢。《人物》表示報道是
經記者7天的實地暗訪和調查所得，
通過多信源交叉印證，有完整證據鏈
支撐。

深擬3月訂方案 當好區域「領頭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

報道）習近平南巡之後，深圳特區的
改革動向受到高度關注。記者了解
到，深圳將制定《深圳市全面深化改
革總體方案（2013~2015）》，圍繞改善
民生、經濟轉型發展、行政體制改
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和
生態文明建設等，確定今後三年的改
革重點，預計方案在3月下旬完成。
深圳市委常委會日前決定，自今年2

月16日起，在全市黨政機關幹部中開展
為期兩個月的學習討論活動，包括開展
機關作風明察暗訪活動、制定《深圳市
全面深化改革總體方案（2013~2015）》
等，力求全面推進深圳新一輪改革。
會議表示，深圳將進一步強化加快

發展的意識，努力實現改革開放有新
開拓、科學發展有新成效、人民生活
有新改善、工作作風有新轉變的「四
新」要求，在新形勢下進一步發揮好
經濟特區的作用。結合發展實際，深
圳將加快推進重大項目建設，力爭年
內實現一批重大項目「見形象、出效
果」，帶動城市發展水平的整體提升，
並充分體現深圳的「中心城市」定
位，在改革開放、科技創新、高端製
造、金融服務、現代物流、文化創意
等方面發揮先行優勢，繼續做大總
量、增強能量、提高層次，努力當好
區域發展的「領頭羊」，進一步加強區
域發展合作，為珠三角和廣東省的協
調發展作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被曝光「持假身份
證經商辦企業、擁一百多套房產」的廣東
陸豐市公安局黨委委員趙海濱，4日深夜接
受採訪時承認，曾使用名為「趙勇」的身
份證經商辦企業，並任法人代表，但192套
房（也有指170多套）是其弟與人合夥開
發，自己只是「管理者」。
據新華網報道，陸豐市紀委有關負責人5

日傍晚表示，趙海濱在公安系統持另一張
身份證已被確定為違紀行為，紀委部門已
經找趙海濱談過話，並會對此事進行進一
步的了解和調查。

商人實名舉報

記者近日在當地調查發現，趙海濱自上
世紀90年代以後一直公然持名為「趙勇」
的身份證經商辦企業，而且由於非法經營
官司纏身，被市民舉報多年，而趙海濱竟
然官照當、生意照做，毫髮無損。原籍陸
豐的商人黃坤意2009年通過陸豐市法院公
開拍賣，以340萬元買下趙海濱名下的三棟

房屋，卻被告知房產證是偽造的。他實名
舉報趙海濱說：「趙海濱不僅有兩張身份
證，而且在陸豐、珠海、惠州至少有192套
房產。」

承認雙重身份

面對網絡關注和記者詢問，當事人趙海
濱十分坦然地承認了自己有兩個身份證的
事實。
汕尾市公安局紀委書記余赤孺4日表示，

趙海濱持有兩張身份證的情況屬實，其持
有的名為「趙勇」的身份證已被珠海市公
安機關註銷，但其他涉嫌違法行為，以及
網民曝光的趙海濱及其親屬擁有一百多套
房產的問題，尚待查證。
趙海濱否認自己有192套房產。他說，他

雖然是金寶建材的法人代表，但這些房產
是他的弟弟和別人一起投資開發的，他不
過是一個管理者而已，這些房產因為成為
「爛尾樓」，後來都已經賣掉。

趙海濱說，陸豐紀委曾對他作了誡勉談

話，並在全市幹部作了通報批評。他還
說，他在惠州、深圳、珠海等地均無房
產，如果有，他願意接受任何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網曝

黑龍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區人民檢察院反貪局

政委張秀亭擁有十餘套房產一事，記者5日

從牡丹江市委外宣辦獲悉，在網上對牡丹江

市西安區人民檢察院反貪局政委張秀亭房產

狀況進行曝光前，牡丹江市紀檢委和市檢察

院就已經全面介入調查，張秀亭也已從原崗

位調離。

牡丹江外宣辦稱，經初步核查，張秀亭和

王洪君原為夫妻關係，已於1998年7月離

婚。二人共有房照19本，張秀亭名下有5本

房照，其中4本來源是繼承其母親遺產所

得，這4處房產是相鄰的獨立房屋，經先後

購買後整合成西安大浴池。另一房產是住

宅。其前妻王洪君名下有14本房照。目前，

張秀亭及其前妻王洪君房產的來源及相關情

況都在進一步核查當中。

日前，一位名叫「章太贏」的網友從1月7

日起在微博發布多條舉報信息，其中受到關

注的一條微博內容為，「舉報東北房哥，最

牛檢察官，反貪官員——黑龍江省牡丹江市

西安區檢察院反貪局政委張秀亭，夫妻名下

十餘處房產⋯⋯」微博附圖詳細列出了17套

房產，上面注有產權證號和房屋面積，戶主

信息標注為「張秀亭(夫)」、「王洪君(妻)」。

據《南京日報》4日報道，在遭舉報的房

產信息中，15套房的信息獲證實，爆料人提

供的17個產權證號中，4個產權證號在張秀

亭名下，狀態為「抵押」。11套房在王洪君

名下，其中面積最大的為1,046.36平方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 珠海報道）

日前，網絡有關珠海國企高管周少強「一頓
晚餐洋酒七八萬」的報道引起廣泛關注。珠
海市紀委介入核查此事，5日公佈結果稱，

周少強等人喝酒吃飯共花了37,517元，其中
紅酒12瓶，共計23,706元。另，之前珠海市
國資委紀委發佈的調查結果與事實不符。決
定停止周少強履行職務，珠海市國資委紀委
作檢查。

國資委調查失實

1月15日，有網帖曝出國企珠海金融投資
控股公司總經理周少強等人，在當地一家豪
華會所公款消費，一頓飯僅紅酒就喝了12
瓶，總價高達七八萬元。珠海市國資委紀委
調查後稱，當晚只喝了6瓶，另6個空瓶是
「學習紅酒知識的道具」。此論一出，輿論嘩
然，周少強也被一些網友戲稱為「學酒
哥」。
經核查，1月初，珠海金融投資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金控公司」）總經理周少

強、公司董事謝偉等人與珠海金融界有關負
責人在珠海華發會館以晚餐會的形式座談交
流，商討橫琴金融街發展及銀企合作等事
宜。此次晚餐共17人參加，酒水、菜品共計
消費人民幣37,517元。其中消費紅酒共12
瓶。由於金控公司與華發會館是同一系統企
業，以上紅酒消費按內部價計算（進貨價
+20%利潤），共計人民幣23,706元。
通報稱，金控公司銀企合作交流座談會工

作晚餐消費高達37,517元，嚴重違反中央、
省和市的有關規定，造成了極壞的社會影
響。珠海市紀委決定作出以下處理，包括停
止周少強同志履行職務，檢查反省問題，同
時珠海市國資委紀委在調查過程中，調查工
作不深入，調查結論與事實不符，責成其向
市紀委作出深刻檢查，此外是次晚餐消費金
額超出標準部分，由參會者自己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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