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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會出租倉庫年賺90萬受爭議
回應：掙錢養員工 未發現有人獲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中國紅十字總會
（簡稱紅會）再陷輿論漩渦。內地媒體披露，紅會將北京
順義區的救災備災倉庫以每年 90 萬元價格出租給一家
「皮包公司」（中迅譽華），後者再以市場價格轉租給
DHL 等物流公司。紅會發表聲明稱，「備災倉庫」與企業
合作項目所得均納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賬戶，未發現工作
人員從中牟利。此前，紅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曾就此回應
說，救災倉庫「以捐代租」是為了解決經費不足，要掙錢
養活員工。

功能是建立全國紅十字會系統備
災救災物資儲備體系和信息管理
系統。該項目總投資 1.17 億元，
全部為中央投資建設。
紅會的聲明稱，由於當時該備
災救災中心處於初建階段，部分
設施尚未完全竣工，在不影響備
災救災物資儲備和調用的前提
下，中心將部分倉庫庫房與企業
在 2012 年開展合作，期限兩年，
由備災救災中心向合作企業提供
部分倉儲服務。

180 萬元存入紅會賬戶
在 2013 年 8 月總會機關紀委的
內部審計監督中，對備災中心與
企業合作項目已採取自查自糾措
施，並進行了整改。該合作已於
今年 5 月全面終止，截至 8 月 18
日，75%用於與企業合作的庫房
已經完全清退騰空，剩餘 25%也
將按計劃於 8 月 31 日徹底清退騰
空。
針對企業合作獲得的款項，聲
明亦表示，與企業合作所獲得的

180 萬元資金全部進入中國紅十字
會總會賬戶，受財政部監管，用
於人道主義事業發展的需要。目
前，經過總會機關紀委的調查，
沒有發現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存在
個人從中謀取私利的行為。
至於報道中多次提及的中訊譽
華，本報昨日亦聯繫到有關負責
人闞茜，獲悉該公司主要原始股
東趙玉良已於去年逝世，闞茜自
稱是被動的繼承人，她對其夫與
紅會的所有業務往來並不知情，
目前她正在寫材料準備起訴騰訊
相關人士，指責部分報道內容未
經核實有失實之處。

■位於京郊區的紅十字總會備災救災倉庫現場大門緊鎖。

■郭美美曾
經多次出入
賭場。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實習記者 朱
昊、陳佩君 北京報道）本報記者昨日驅車 50 公
里，趕到倉庫所在地京郊順義區牛欄山鎮探
訪，發現紅會救災倉庫照常開放，但對進出車
輛司機均伸頭探望記者，目光警惕。有民眾
稱，紅會救災倉庫旁有物流公司，出租存放貨
物，不排除該公司佔用紅會倉庫可能性。
現場所見，此倉庫被近六米的圍牆圍繞，形
成院落，院中有白色庫房，房屋頂端被紅色條
紋裝飾，樓兩側赫然配有紅十字會標識。倉庫
北牆有兩個大門。記者靠近東側門口，傳達室
的安保人員迅速起身，迎上前來。在被問及該
倉庫是否有庫房出租時，他答道「沒有」，語
氣柔和，態度友好。在與安保人員交流過程
中，有幾輛轎車出出進進，駕車司機皆將頭伸
出車窗，打量記者，目光警惕。記者走近靠西
側的青色小門，發現門已上鎖，從門縫中窺望
院中情景，只見倉庫院內空空如也，並無行人
車輛。
沿着院牆一路向西，記者來到范各莊村，據
村民介紹，在紅十字會救災倉庫西側，有物流
中心，因北京四環以內不允許開進大型車輛，
外省貨車多停留在這裡。村民並表示，並未發
現紅十字會救災倉庫出租存放貨
物的現象，但並不排除旁邊物流
公司內的貨物，佔用紅會倉庫存
#
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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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行為屬私利應究責
儘管目前真相如何並不十分
清晰，但有專家指出，不管是
出於什麼理由，但紅會倉庫目
的是備災，紅會拿來出租就是
背離了倉庫原本的職能定位，
無論如何出租倉庫都是為私
利，區別僅僅在於是，是為了
紅會整個部門的利益還是個人
利益。所以相關事實的調查甚
至問責不能缺位。

■附近的物流中心有貨車進出。

郭美美開賭場批捕可判囚三年

■郭美美早前被警方拘捕
郭美美早前被警方拘捕。
。

倉庫照常開放 緊挨物流中心

據悉，紅會備災救災中心於
2010 年 10 月 9 日成立，主要

■隔柵欄拍攝的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備災救災中心。
新華社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最高人民檢察院主管的正義
網昨日發佈消息稱，北京市東城
區人民檢察院以涉嫌開設賭場罪
依法對郭美美批准逮捕。根據刑
法，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
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郭美美曾在網絡上「炫富」並

教授稱「北大淫棍多」判罰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昨
日上午，北大訴鄒
恆甫名譽權侵權案
在北京海淀法院一
審宣判，法院判決
要求鄒恆甫停止侵
權，刪除涉案微
博，在其微博首頁
連續七天向北京大
學和夢桃源餐飲有
限公司道歉。
■鄒恆甫
網上圖片
海淀法院參考了
新媒體的一系列數據，認定鄒恆甫的兩條涉案微博中，虛假陳述以
及羞辱性語言構成對北京大學誹謗和侮辱。鄒恆甫曾經是北大教
授，具有內部人的特殊身份，故在發表涉訴微博言論時應當注意自
身的特殊身份。鄒恆甫在面對十幾萬粉絲的涉訴微博上的言論，顯
然未盡到更高的謹慎和注意義務，故法院認定鄒恆甫發表涉訴微博
存在主觀過錯。
2012 年 8 月 21 日，鄒恆甫實名發佈微博：「北大院長在夢桃源吃
飯時只要看到漂亮服務員就必然下手把她們姦淫。北大教授系主任
也不例外。所以，夢桃源生意火爆。除了鄒恆甫，北大淫棍太
多。」，此後微博被迅速轉發並引發熱議。

自稱是「紅十字會」高管而迅速
成為「網絡紅人」。此前，北京
市警方微博消息稱，7 月 9 日，
北京警方經過縝密偵查，打掉一
個在世界盃期間組織賭球的犯罪
團夥，抓獲團夥成員 8 名。該團
夥在境外賭博網站開戶，通過電
話、微信等形式下注，進行賭球
違法犯罪活動，郭美美係參賭人
員。郭美美對參與賭博的違法事
實供認不諱。
8 月 13 日，北京市東城區檢
察院受理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
局提請批准逮捕的郭美美涉嫌
開設賭場案。經東城區檢察院
審查，於 8 月 20 日以涉嫌開設
賭場罪依法對郭美美批准逮
捕，由公安機關對此案繼續開
展偵查工作。
據正義網引據中國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零
三條：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
者以賭博為業的，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
此外，還有「從重處罰」的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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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煙台巴士縱火 1 死 19 傷

■巴士在行駛中無故起火，已證實有人故意縱
火，造成多人燒傷。
網上圖片
為縱火，初步認定嫌疑人為一名 50 歲左右男性。
警方目前正在排查。

目擊者：嫌犯持汽油桶逃走
■巴士遭縱火現場濃煙四起。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冉、實習記者 武晨雨
山東報道）昨日上午 8 時 30 分左右，山東煙台龍
口市 264 省道龍化村附近一輛巴士起火，半小時
後被撲滅。事故至少造成 1 名女性死亡，19 人受
傷，其中 4 人情況危殆，受傷人員已被送往醫院
救治。據新華視點微博消息，起火原因確定是人

「聚會」
酗酒 陝查處違規官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實習記者 王明
楊 西安報道）由於違反「八項規定」參加吃請聚
會活動，日前，陝西省委常委會在聽取陝西省紀
委調查報告的基礎上，決定免去原西安市雁塔區
委書記李德文，雁塔區委常委、組織部長史偉等
人職務，其他涉事人員也受到相應的處理。
西安市委全市領導幹部大會通報指出，今年 4
月，西安市公租房建設管理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董

新良等 4 人組織和參加吃請聚會活動，且個別幹部
「趕場聚會」酗酒行為不雅，儘管是自費聚會，但
嚴重損害幹部隊伍形象。8月15日，陝西省委常委
會聽取了調查情況匯報，提出了處理意見。
記者從陝西省紀委獲悉，自去年以來，陝西省
累計查處違反八項規定有關問題 559 起，處理 820
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378 人，陝西省紀委點名道
姓通報40起54人。

涉萬慶良案 花都書記被查 鼓勵坐巴士 深推公交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
市紀委新聞發言人梅河清昨日證實，廣州花都區
委書記楊雁文被中紀委帶走調查。消息人士指
出 ，楊雁文本是廣州市管幹部，中紀委直接對其
調查，可以基本確定楊雁文係牽涉早前被中紀委
調查的廣州原市委書記萬慶良案件。
梅河清還通報，此前被紀檢部門帶走調查的廣
州市國土局局長李俊夫，目前已經被立案調查。
據悉，萬慶良被中紀委帶走調查後，多名廣州官
員涉案被調查。網上也出現一個因涉萬慶良案被
帶走調查官員名單，包括楊雁文和李俊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為積
極推進低碳交通、綠色出行，深圳通公司聯合前海
人壽推出「深圳通公共交通工具意外傷害保險」，
共計約150萬手機深圳通用戶可免費獲贈交通意外
險。在保險期內，被保險人使用「手機深圳通」乘
坐公共交通出行期間，因意外事故導致的人身傷
害，均可按照保險條款規定給予賠付。
據介紹，自本月起，移動、聯通手機深圳通用
戶按要求發送短信即可免費獲贈 1 份最高保額 10
萬元，有效期 1 年的「深圳通公共交通工具意外
傷害保險」。

另據《新京報》報道稱，現場目擊者回憶當時
「火是從中前部先燒起來的」，很多乘客從後車
窗跳出。該目擊者表示，起火後司機馬上停車開
門疏散乘客，僅幾分鐘的時間，巴士便燒成空
殼。事發地點附近一公司員工表示，火苗沒過多
久就把整個車廂吞沒，燃燒過程中還伴有輕微爆
炸聲。另有多名當地市民稱，看到起火後一個人
拎着汽油桶逃跑。「男的，是個老頭，汽油桶用
布包着逃走了。」

菲扣50餘中國人
疑活動不符簽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菲律賓移
民局在 19 日下午對大馬尼拉地區計順市、馬
拉汶區各一處建築工地，中國城加里惹道廣
場商場進行人員檢查，共有五十餘名中方人
員因涉嫌從事與所持簽證不符活動送移民局
接受調查。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獲悉後即核實有關情
況，派領事前往菲移民局看望相關中方人員，
向菲方提出交涉，要求菲方公正執法，迅速查
明情況，給予中方人員人道待遇。菲律賓《世
界日報》報道，被抓扣的54名華人分別被扣押
在移民局總部三樓、四樓辦公室。
菲律賓移民局聲稱一些團夥正在非法招募
中國工人來菲工作，這些中國工人以遊客身
份入境。移民局發言人伊萊恩．陳說，如果
這些人無法出示手續可能將遭到指控。
移民局探員對被扣押的人士嚴加看管，不
僅不允許記者等靠近，甚至連親朋好友也不
得接近被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