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弗萊和虞英曾(右圖)已被拘留一年。 網上圖片

中國首訴外籍人竊公民信息
受僱GSK調查「受賄」料8月7日上海開庭

香港文匯報訊 由外

籍人士在中國註冊的攝

連諮詢公司開展非法調

查案件，近日有了最新

進展。上海市人民檢察

院正式指控葛蘭素史克

（GSK）私家偵探漢弗

萊 （Humphrey, 中 文

名：韓飛龍）和妻子虞

英曾（Yu Ying Zeng）

「非法獲取中國公民個

人信息」。這是在中國

提起公訴的首起外國人

在華註冊公司開展非法

調查案件。有英國媒體

稱，此案預計於8月7日

在上海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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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弗萊夫妻曾受葛蘭素史克中國公司高管委託展開非法調查漢弗萊夫妻曾受葛蘭素史克中國公司高管委託展開非法調查。。圖圖
為上海浦東新區的葛蘭素史克公司為上海浦東新區的葛蘭素史克公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涉僱童工 三星與莞供應商停合作

英國《金融時報》昨日引述外交人士和與夫婦
二人關係親密的人士透露，二人將於8月7日

在上海受審，但中方對此並未證實。上周末，新華
社表示，有關非法獲取中國公民個人信息的指控將
於「近期」開庭審理，但表示，這將是中國「首起
外國人在華註冊公司開展非法調查案件」。

年賺數百萬 客戶遍16國
據新華社報道，漢弗萊夫婦於2009年 4月至
2013年7月，通過攝連諮詢公司接受境內外客戶委
託，對近千家公司和大量公民進行所謂「調查」，
非法獲取公民的戶籍信息、通話記錄等以及企業的
工商檔案等信息資料，每年獲利數百萬元人民幣。

其客戶主要為在華大型跨國公司，包括製造業企
業、金融機構、律師事務所及其他機構，涉及美
國、德國、英國、法國、瑞士、日本等16個國
家。

收10萬訂金 事後稱被騙
針對外界關注的接受葛蘭素史克中國公司委託

開展調查一事，漢弗萊稱，2013年4月，受葛蘭
素史克中國公司業務總經理馬克銳（Mark Reil-
ly）委託，對那些被懷疑舉報葛蘭素史克中國公
司商業賄賂問題的所謂舉報者進行調查，並預付
了10萬元人民幣訂金。當時馬克銳保證這些舉報
是「子虛烏有的」。隨後，漢弗萊展開了近兩月

的調查。等到漢弗萊將「調查報告」完成並提交
給馬克銳後，葛蘭素史克中國公司才向漢弗萊透
露所謂的舉報內容。漢弗萊認為這些舉報大多是
有根據的。不久後，得知葛蘭素史克中國公司涉
嫌嚴重經濟犯罪被中國警方調查，漢弗萊感到非
常震驚，覺得自己被馬克銳等人「欺騙了、利用
了」。此外，漢弗萊還承認，他在完成這項調查
的過程中，使用了非法購買以及跟蹤、偷拍等手
段，獲取多名調查對象的個人信息。
新華社的報道並指出，在看押期間，漢弗萊、虞

英曾的合法權益得到了充分保障，已經多次會見過
律師，英國、美國使領館也派員定期進行領事探
視；自身原有的身體疾病得到了積極治療。

■新洋電子被指控僱傭童工。圖為工廠車間。
本報深圳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時值年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
日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聽取部分中央企業、地
方國企和民營企業負責人的看法和建議。李克強
指出，政府要為企業鬆綁。切實取消不必要的審
批，減輕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負擔，他並強調，
用改革創新提升企業創造力和競爭力，「在闖市
場中不能僅靠價格競爭、更要靠品質取勝。」
據新華社報道，李克強與四位副總理張高
麗、劉延東、汪洋、馬凱等出席了這次座談
會。會上，來自外貿、建築、金融、家電、農
資、網際網路等行業領域的企業負責人，對經
濟形勢的看法和碰到難題的陳述將可以讓決策
者更好把握中國經濟的「水溫」。
聽到企業反映近期經營狀況和發展環境有所
改善、出現一些積極變化，李克強說，今年以

來，中國經濟負重前行、迎難而進，在形勢錯
綜複雜、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各方面經過
奮發努力，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市場預
期向好，顯示了中國經濟的巨大韌性、增長潛
力和迴旋餘地。「我們對經濟能夠實現中高速
增長和持續健康發展充滿信心。」

簡政放權 為企業鬆綁
對於一些企業在發言中講到，目前生產經營
仍有不少困難。李克強指出，營造企業發展的
良好環境，政府責無旁貸。要繼續下好簡政放
權「先手棋」，為企業鬆綁。各級政府都要儘
快出台實施公開透明的權力清單制度，堅持放
管結合，切實取消不必要的審批。完善支持實
體經濟的各項政策，有效降低融資和交易成

本，減輕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負擔，促進比較
充分的競爭，保護公平競爭。向民間資本更多
敞開准入大門，使企業有更多投資選擇、更大
發展舞台。
李克強強調，當前經濟平穩運行，但仍面臨

很多風險和挑戰，下行壓力和困難在一段時期
內會持續存在。面對世界經濟紛繁複雜、全球
競爭日趨激烈的局面，企業不能坐等觀望，而
要搶抓機遇、敢闖敢試、主動轉型。各類企業
都要着力改革創新，運用新技術，發展新產
業，培育新業態，在闖市場中不能僅靠價格競
爭、更要靠品質取勝，在市場搏擊中強筋健
骨，提升競爭能力，努力衝出傳統發展方式的
「重圍」，實現提質增效的「新生」，在穩增
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中作出新貢獻。

李克強與企業家座談 測經濟「水溫」
■李克強主
持召開經濟
形 勢 座 談
會，聽取部
分 中 央 企
業、地方國
企和民營企
業負責人的
看 法 和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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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最高人民檢察院昨日公
布，日前，經審查決定，對蔣潔敏、李東
生、王永春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並採取強
制措施。案件偵查工作正在進行中。
蔣潔敏是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任、黨委副書記；李東生是公安部黨委副
書記、副部長；王永春是中國石油天然氣集
團副總經理、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總經
理。
今年6月30日傍晚，中紀委公佈蔣潔敏、

李東生、王永春三人被開除黨籍的消息。

蔣潔敏李東生王永春立案偵查

香港文
匯 報 訊
湖北省高
級人民法
院於昨日
上午在咸
寧市中級
人民法院
公開開庭
審理劉漢
等 上 訴
案，在咸
寧市咸安
區人民法
院公開開庭審理劉維等上訴案。
劉漢、劉維等36人被起訴組織、領導、

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以及故意殺人罪等。
多數被告人當庭認罪，但劉漢兄弟等5人否
認指控，並提出上訴。該案於2014年5月23
日一審宣判時，劉漢、劉維等5人被判處死
刑。

劉漢兄弟上訴案開庭
穗警拘兩新疆涉恐通緝犯

香港文匯報訊
廣州市公安局昨日
對外稱，日前根據
一名市民舉報線
索，在廣州抓獲2
名被新疆警方通緝

的涉恐犯罪嫌疑人。廣州警方當天獎勵該市民3萬元人
民幣。
據中新社報道，廣州警方於6月中旬出台《群眾舉報

涉恐涉暴線索獎勵辦法》，公佈多種舉報渠道和方式，
鼓勵市民民眾舉報涉恐線索，獎金從1000元至50萬元人
民幣不等；對發揮特別重大作用、貢獻特別突出的舉報
線索，金額不設上限。
這是自該獎勵辦法實施以來，廣州警方第二起獎勵舉

報涉恐線索市民。稍早前廣州警方根據市民舉報線索抓
獲一名涉恐犯罪嫌疑人，已對該市民進行了重獎。
廣州警方表示，對於民眾提供的線索，廣州警方經查

證屬實並確定符合獎勵條件的，將在三天內兌現獎勵。
據悉，廣東警方日前根據民眾舉報線索，在深圳、廣

州、韶關等地抓獲了多名涉恐犯罪嫌疑人。

菊地修一允許活人解剖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家檔
案局網站消息，日本戰犯菊
地修一侵華罪行自供昨日發
佈，自供中提到，1938年10
月上旬，其在河北省高邑縣
「為鍛煉新兵膽量叫新兵刺

殺俘虜」。配屬在中隊的軍醫中尉河原信二提出對俘虜
1名進行活人解剖，其允許他解剖。
菊地修一於1915年出生在日本宮城縣，1937年派遣到
偽滿洲國。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投國民黨閻錫山部，
任太原綏靖公署教導總隊少將炮兵團長。1949年4月24
日在山西被俘。
據其1954年12月筆供稱，1938年10月上旬，在河北

省高邑縣，「為鍛煉新兵膽量叫新兵刺殺俘虜」，「首
先叫3名士兵向綁在樁子上的1名俘虜，於30公尺地
點，一個一個的以衝鋒要領突刺，接着又叫其他新兵2
名同時刺殺在坑邊旁的2名，將其刺落在坑裡」。
1941年9月上旬，配屬在中隊的軍醫中尉河原信二，
提出對俘虜1名進行活人解剖，「於是就允許他解
剖。……首先把咽喉割開，不叫出聲，施行盲腸手術

後，河原信二拿手槍射擊腸
子，又把腸子割開縫合起來
後，就那樣擱在醫務室，看經
過的情況。第3天14時許，又
施行隔斷關節手術後，抬到中
隊兵營院子裡，河原信二拿手
槍射擊還活着的俘虜頭部，屍
體埋在當場」。

強姦60婦女
9月中旬，「於偏關城內中隊兵營碉堡裡施行活人解

剖，把腸子割斷縫合起來以後，到第2天下午看經過情
況，17時，把該人抬到偏關城內中隊兵營東南側城牆地
方，河原軍醫拿手槍射擊頭部慘殺」。
1938年7月下旬—1945年9月3日，菊地修一的罪惡
總結如下：殺人總計 292 件，1122 名。「殺人手
段：……斬殺7件、10名；打死2件、3名；活人解剖4
件、4名；……摔死3件、5名；拷打後死亡1件、1名；
活埋1件、2名；使用瓦斯後射殺和突刺1件、1名；使
用細菌2件、33名」。「強姦60名。個人強姦3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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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漢上訴案昨日開庭。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
道）三星電子東莞供應商、東莞新洋
電子有限公司近日被維權組織中國勞
工觀察(CLW)發佈的調查報告指控涉嫌
僱傭童工。三星公司昨天發佈通報稱
發現了這家工廠僱傭疑似童工的證
據，暫停與該工廠的合作。東莞市人
力資源局負責人透露，該局對新洋電
子涉嫌僱傭童工一事的調查已經進入
尾聲，最終結論本周三將對外公佈。
中國勞工觀察近日發佈了一份針對東
莞新洋電子的調查報告，報告中指控該
廠僱傭了5名14至15歲的中學生。報告

披露，新洋電子非法僱傭的未成年學生
一般在工廠生產高峰期工作三到六個月
時間。這些童工一天工作11個小時，沒
有加班報酬，新洋電子也沒有為他們交
納任何保險。「這些童工通常在淡季離
開工廠，並且沒有獲得任何遣散費。」
該組織至少在東莞新洋電子發現了5名
沒有合同的童工。
幾周前，三星電子曾表示從去年3月

起通過公司內部機構對中國合作企業
的工作環境進行了審計調查，其間對
新洋電子進行了三次調查都沒發現僱
傭童工的情況。但三星方面表示公司

對類似事件將採取「零容忍」的原
則。
韓聯社昨天發佈消息稱，三星電子

昨天表示暫停與東莞供應商「新洋電
子」的合作關係，理由是發現了這家
工廠僱傭疑似童工的證據。三星表
示，這些童工似乎是在6月29日被僱
傭的，這是三星首次出現供應商僱傭
童工的現象，因為就在4天前曾委託韓
國機構DNV GL完成了一次員工調
查。三星方面表示，「如果調查發現
該供應商確實非法僱傭童工，三星將
永久終止與該供應商的業務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