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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

《新京報》報道，北京盤古氏公

司實際控制人、紅通逃犯郭文貴

聲稱，海外「爆料」消息均來自

國內高層。隨着供「料」者真實

身份浮出水面，他的謊言正逐步

被揭穿。公安機關近日偵辦的兩

宗案件顯示，郭文貴展示的公司

股權結構圖，不過是無業人員陳

向軍、宗作領等人為騙取郭文貴

錢財，通過「天眼查」（該系統

是服務於個人的企業工商數據查

詢系統）查詢公開信息，再由郭

文貴、陳向軍篡改而成。

今年6月16日，郭文貴在境外媒體上
展示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北京

慧時恩投資有限公司等公司股權圖，聲
稱某領導的親屬控制着20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的資產，他還聲稱這些信息
由國內高層領導提供。而據公安機關調
查，43歲的廣東雷州人陳向軍，自初中
畢業後基本處於無業狀態。今年3月，
陳向軍根據郭文貴公開的微信號加了其
微信，時常向其表示可以弄到他想要的
信息，希望從他那裡獲得錢財。
今年5月，陳向軍看到郭文貴在境外
社交媒體上發佈幾家公司的結構圖，結

構圖背景帶有「天眼查」系統標識，他
便登錄「天眼查」網站，依據郭文貴所
發佈的公司名稱再次進行查詢，他用PS
軟件篡改不同企業的關係圖，去掉「天
眼查」的標識之後，將這些結構圖發給
郭文貴，向他謊稱該圖是通過特殊渠道
獲取的重要信息。

陳：受指使查領導親屬資料
據陳向軍和郭文貴的聊天記錄顯示，

郭文貴多次指示陳向軍重點調查幾位領
導親屬的房產、存款、投資等資料，以
便在海外「爆料」。陳向軍隨即以購買
辦公設備為由從郭文貴處獲得5萬元。
陳向軍表示，他根據郭文貴的指示，

通過「天眼查」系統對所謂的某領導親
屬以及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中建投資產
管理集團和中建投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等
公司信息進行查詢，用同樣的手段再次
篡改10張結構圖發給郭文貴。6月16
日，郭文貴在境外媒體上展示了包括中
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等公司的股權在內
的6張結構圖，經公安機關對比發現，

結構圖係郭文貴、陳向軍篡改而成。

宗：謊稱結交權貴騙取信任
今年32歲的河北邢台人宗作領，提供

給郭文貴的「爆料」內容和陳向軍的製
作手法如出一轍。一直生活拮据的宗作
領，自今年3月與郭文貴搭上了關係。
為騙取郭文貴的信任，他聲稱自己是中
國反腐敗司法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並

稱結交過某領導的警衛秘書，認識某領
導的軍事秘書等。事實上，據公安機關
調查，中國反腐敗司法研究中心並無宗
作領其人。
今年4月，郭文貴開始向宗作領指派

「任務」，讓他打探北大方正集團原董
事李友的病歷和河北省委政法委原書記
張越的卷宗。郭文貴曾承諾，如果能拿
到張越的卷宗，就給宗作領200萬元。

郭文貴「爆料」來自高層係謊言
篡改公開信息冒充內幕 賣「料」者旨為騙財

日警方公佈：
華姐妹受虐遭勒頸亡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天眼查」系統
技術總監梁雙表示，一些人近期將「天眼查」的圖
譜功能和關聯發現功能進行了惡意篡改解讀，並散
播一些不良信息，公司因此蒙受損失。「天眼查」
作為一家高科技互聯網公司，應當為建立高效、誠
信的互聯網環境盡一份力。公司未來將進行技術升
級，防止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公司產品散播謠
言。
梁雙表示，經對比可發現，郭文貴展示的結構圖

是後期加工PS的結果，圖片上出現大量原系統結
構圖中不存在的公司，有些公司之間的股權關係路
徑是添加上去的。
梁雙介紹，「天眼查」是一個公開的查詢系統，收
錄了境內1.2億家企業信息，任意兩家公司即使沒有
實際業務往來，通過幾家公司均能建立一種結構圖，
在沒有市場知識教育和相關理論知識儲備下，公眾會
錯誤認為這兩家公司有關係。以兩家毫無關聯的單位
為例，搜索「天眼查」所屬的北京金堤科技有限公司
和河南嵩山少林寺，從系統生成的圖譜中可看到，這
兩個單位也可以通過幾個環節聯繫在一起。

惡意篡改「天眼查」散播謠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福建
村民向荷蘭藏家追討章公祖師肉身坐佛
像的首場法庭聽證會於當地時間14日下
午在阿姆斯特丹地區法院結束。由於被
告奧斯卡．范奧維利姆聲稱已將佛像轉
手，福建村民訴訟代表堅持要求法庭判
決被告為其佛像轉手之說提供證據，並
公佈佛像新持有者的身份信息。

有欺詐性轉讓之嫌
原告律師指出，被告在答辯書中自
述，他在得知福建村民計劃提起訴訟

時，與第三方達成交換協議，用爭議
佛像交換了該對方私人收藏的藝術
品；該第三方對佛像有關爭議完全知
情，希望保持匿名。「根據荷蘭《民
法典》，這種情況下的交換行為是對
良好道德的違背，對禮儀和秩序的冒
犯，也是欺詐性轉讓，目的在於阻卻
原告行使追索佛像的權利。」
據此，原告律師重申已於兩周前向

法庭提交的補充訴求，要求判決被告
提交交換協議，公佈第三方身份信
息，並判決該協議非法且無效。范奧

維利姆答稱「交換協議」僅為口頭協
議，並無書面文件，也沒有協議商談
期間的往來郵件可供提交。其律師以
第三方希望保持匿名為由，要求當庭
駁回原告的補充訴求，然而未獲法庭
同意。
代表福建村民出庭的中荷律師團荷蘭

訴訟代表、荷蘭籍律師揚．霍爾特赫伊
斯表示，此案的關鍵是讓范奧維利姆公
佈誰是佛像新的持有者，「一旦得知新
持有者的身份，我們就可將他引入訴訟
程序，要求他歸還佛像。」

追索章公佛像 閩村民要求公開新藏家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引述日本《朝日新聞》

的報道，日本神奈川縣警方昨日公佈了在日遇害的
中國籍姐妹的屍檢報告，二人死亡時間為本月上
旬，皆因脖子被勒住窒息死亡。二人身上多處皮膚
變色，疑似死前遭受虐待毆打所致。
13日，日本警方在神奈川縣秦野市寺山林被遺

棄的行李箱中發現兩具遺體。經證實，這兩具屍
體就是此前失蹤的一對中國籍姐妹陳寶蘭和陳寶
珍，一名在姐姐陳寶蘭打工的飲食店的常客具有
重大嫌疑。有消息稱，該男子是日本人，30歲左
右，案發時曾被監控拍攝到出入中國籍姐妹居住
的公寓內。

■■追索追索「「章公祖師章公祖師」」首首
場聽證會現場場聽證會現場。。 新華社新華社

■■紅通逃犯郭文貴篡改公開信息冒充內幕紅通逃犯郭文貴篡改公開信息冒充內幕，，謊稱謊稱
「「爆料爆料」」信息來自國內高層信息來自國內高層。。圖為郭文貴旗下的圖為郭文貴旗下的
盤古大觀盤古大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打開新聞交流大門 兩岸民間將心比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一架小型飛機昨日在美國加

州洛杉磯墜毀，華裔飛行家應天

華在事故中喪生。應天華來自中

國台灣，旅居洛杉磯，是知名飛

行探險家，2010年與妻子駕駛

單引擎飛機耗時82天繞地球一

周，完成華人創舉。

台飛行家應天華在美墜機亡
首位華人駕單引擎機環繞地球 疑機件故障肇禍

據《洛杉磯時報》報道，美國聯邦
航空管理局和洛杉磯郡消防局多

位官員表示，事故發生於當地時間14日
上午9時30分許，地點位於洛杉磯郡艾
爾蒙迪市(El Monte)的聖蓋博谷機場。
一架註冊地為阿蘇薩市的單引擎小型飛
機從跑道起飛後，引擎聲音消失，飛機
隨後墜毀。

「飛機突俯衝」
現場影像資料顯示，失事後的飛機機

頭被撞得扁平、左側機翼折損。目前尚
不清楚事故原因。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和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將對這宗事

故進行調查。
據目擊者說，飛機起飛後就沒再聽到

發動機運轉聲。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人員初步評估，疑機件故障導致事故。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公共事務

經理葛瑞格（Ian Gregor）指出，這架
PL-2單發動機初級教練機當地時間上午
約9時30分，從加州聖蓋博山谷（San
Gabriel Valley）機場19號跑道起飛，墜
毀在機場內。
洛杉磯Fox 11電視台報道，在附近工
作的沃德（Kevin Ward）描述飛機起飛
後不久隨即就從空中墜落的可怕一瞬間

時說：「飛機突然急拉後俯衝，直接摔
落地面後，還有點兒在打轉。」
沃德說：「飛行員似乎很早就開始轉

向……朝我們飛……。我不知道，看起
來好像他在操控時有什麼東西折斷掉
了。」他見狀隨即撥打電話報案，並用
手機拍下急救人員抵達前的畫面。
飛機墜毀的衝擊導致經驗豐富的63

歲飛行員、企業家應天華喪生。他也
是在美國各大航空展和重大活動時演
出的飛行團隊老虎隊（Tiger Squad-
ron）成員。團隊成員聞訊後，紛紛在
臉書專頁發文追悼。

艾爾蒙迪市警方當地時間14日晚證
實，遇難飛行員為應天華。2010年，他
與妻子駕駛單引擎飛機耗時82天繞地球
一周，完成華人創舉。

與齊柏林係校友
據悉，應天華是龍華科技大學機械系

第4屆校友（改制前為龍華工專，應天
華就讀二專部）。此前因為飛機墜毀而
意外遇難的導演齊柏林，則是龍華科大
工管系第16屆校友。學校董事會目前也
已經同意設置「齊柏林獎學金」、「應
天華獎學金」，來紀念兩位校友。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蔣煌基 泉
州 報 道 ） 直 至 1991
年，兩岸新聞交流才
「破冰」。現為香港
中評社社長的郭偉

峰，在談及兩岸新聞交流時說道：「相隔
42年後，我們第一次踏上台灣島，當時我們
想，兩岸之間的交流，一定要將心比心，一

定要尊重台灣社會習俗，一定要尊重台灣民
眾感情。」
1991年8月，因兩岸漁民糾紛，時任中新社

記者郭偉峰與時任新華社記者范麗青兩人赴台
採訪。郭偉峰說：「因為我們是兩岸長久隔絕
之後，首次踏上台灣島採訪的大陸記者，當時
台灣輿論一片沸騰。」

客家話祈福消除隔閡
「兩岸新聞交流是兩岸民眾的眼睛，如何
認真看清楚對方，是我們重大的責任。」郭
偉峰說，剛到台灣時，走到哪裡都會被圍
觀、要求簽名合影。「當時，我深知，這
是兩岸四十年來的第一步，這一步一定要

穩穩地走出去，因為兩岸大交流時代即將
到來。」
「因為我是客家人，有一次上香，我用客

家話大聲祈禱平安，沒想到引起了當地轟
動。」郭偉峰說，因為習俗一樣，當地人
一下子就把自己當成了老鄉，「就這樣，
雙方很快就消除了隔閡。歡迎大陸記者到
台灣採訪成為主流民意，也推動了政府政
策的改變。」
「現在回顧往事，我覺得做到了。這一步走

出去，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足跡，兩岸一百多位
新聞同行共同打造了第一個兩岸共同媒體中評
社。我們將借助這個平台，將心比心，持續推
動兩岸新聞的交流合作。」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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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鯤綜合報
道）大陸關聖文化學者、攝影家朱
正明先生的專著《走遍天涯訪關公》
台灣專版日前在高雄舉辦首發儀式，
台灣南部多家關帝宮廟主委出席。

為尋訪世界關帝文化，朱正明33
年遍訪中國大陸、港澳台，遠涉五
大洲，行程59萬多公里，拍攝數萬
幅珍貴圖片，收集眾多珍貴的關帝
文化文物史料。朱正明將其走遍世
界五大洲尋訪關帝廟的見聞專
著——《走遍天涯訪關公》重新整
編，首次在台灣地區出版。
中華關聖帝君弘道協會總會長陳

展松表示，這本《走遍天涯訪關
公》台灣專版介紹全球的關帝文
化，大概只有朱正明老師最有毅
力，全部都走過一遍，完成不可能
的任務。藉由他的鏡頭可以進一步
認識關公的忠義精神。

《走遍天涯訪關公》台版首發

■■中華關聖帝君弘道協會陳展松總中華關聖帝君弘道協會陳展松總
會長會長（（中中））、、高雄意誠堂主委洪榮豐高雄意誠堂主委洪榮豐
（（右右））與作者朱正明推介關帝專著與作者朱正明推介關帝專著。。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攝攝■■郭偉峰郭偉峰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蔣煌基記者蔣煌基攝攝

應天華個人小檔案
■台灣出生，終年63歲。

■ 就讀台灣龍華科大，畢業後赴美攻讀機械

系，獲頒商管碩士。

■ 1987年製造出全台第一架自行設計的螺旋槳

飛機「龍翔號」。

■ 在美創立電子公司，曾研發車輛微型電腦電

子控制、LED燈等多項專利商品。

■ 2010年與妻子陳小平駕駛單引擎飛機，環繞

地球飛行一周，成為首位華人完成此創舉。

資料來源：民航資源網

■■應天華坐在他的編號應天華坐在他的編號58585858「「介壽號介壽號」」小飛機小飛機
內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應天華曾與妻子陳小平應天華曾與妻子陳小平（（左左））
共同駕駛單引擎飛機共同駕駛單引擎飛機，，成為完成成為完成
環球飛行的首位華人環球飛行的首位華人。。 中央社中央社

■■應天華駕駛的飛機昨日在美國加州洛杉磯艾爾蒙迪應天華駕駛的飛機昨日在美國加州洛杉磯艾爾蒙迪
市的聖蓋博谷機場墜毀市的聖蓋博谷機場墜毀，，應天華不幸身亡應天華不幸身亡。。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