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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吞魯能的一神秘人物浮現

攬了大量基礎設施工程。

幾年間，包頭機場高速、包

固高速等多項政府基礎設施項

目，盡數落入「董二」囊中……

董介榮也成為「百億富翁董二」。

2018 年 10 月，邢雲被審查後，

董介榮失聯，相信是已經被抓。

700億國企被鯨吞
2006 年，山東 大的國有公

司——擁有 738 億資產的魯能集

團，被幾個身分不明的神秘人物

悄然黥吞。

2007 年 1 月 8 日，胡舒立任

主編的《財經》雜誌的調查報導

〈誰的魯能〉，披露總資產高達

738.05 億元的山東魯能集團公司

悄然私有化的內幕。兩家私人企

業北京國源聯合有限公司和首大

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合計斥資 32.76
億元，獲得魯能集團 91.61% 的

股份，即 700 多億的國資被吃

掉，整個收購的過程非常隱秘和

複雜。

《財新周刊》報導，國源聯合

以 57.29% 的股比絕對控股魯能

集團，北京榮達聚亨投資有限公

司通過新時代信託持有國源聯合

95% 的股權，而趙興銀、包頭市

黃河路橋工程有限公司分別持有

榮達聚亨 52%、30% 的股權，自

然人趙興銀從而間接持有魯能集

團 28.30% 股權。

之後人們發現趙興銀的身分

是黃河路橋的總經理，黃河路橋

的實際控制人正是董介榮。

根據上述股權結構，黃河路

橋本身作為榮達聚亨的第二大股

東，也間接持有魯能集團 16.33%
的股份，而董介榮作為黃河路橋

實際控制人，間接持有魯能集團

的股份也達到 11.04%。

《財新周刊》報導說，趙興銀

只是一名山東省泰安市肥城縣邊

魯能當年被神秘鯨吞 曾慶紅之子曾偉是幕後關鍵 一當事者浮出水面

邢雲牽出百億富商

現年 67 歲的邢雲曾長期擔

任內蒙古自治區經濟三強之二的

鄂爾多斯、包頭「一把手」，掌

管自治區政法委也長達五年多時

間。 2018 年 10 月，退休兩年後

的邢雲被宣布調查。

今年 8 月 15 日，邢雲受賄

案開庭審理。據指控，1996 年

至 2016 年的 20 年間，邢雲直接

或間接收受他人財物，折合人民

幣 4.49 億餘元。這是中共建政至

今，副部級以上官員被控受賄金

額 高者。

董介榮綽號「董二」，50 多

歲。在鄂爾多斯，「董二」及其泰

寶公司大名鼎鼎。泰寶公司 2004
年 3 月成立，該公司曾先後投資

100 多億元人民幣，建設、經營

五條公路，總里程 390 公里，設

置收費站 18 處。

2001 年 9 月，邢雲離開鄂

爾多斯，去包頭任市委書記。而

董介榮在當年 7 月即搶先來到包

頭，註冊了包頭市黃河路橋工程

有限公司。很快，黃河路橋即承

院鎮柳林村柳林小學的英語老

師。他被捲入這場驚天「蛇吞象」

醜聞，只是因為他的二弟媳婦有

一個弟弟叫肖建華。

而董介榮到底在其中扮演甚

麼角色？他與肖建華之間是否有

更隱密的勾連？目前尚不得而知。

曾慶紅之子是主角

《紐約時報》2014 年 6 月的

報導稱，2006 年，山東魯能被收

購。控股魯能集團的新股東國源

聯合、首大能源註冊於北京，兩

家神秘公司均為肖建華旗下的兩

家私人企業。

之後，海外媒體爆出魯能的

實際收購人是曾慶紅的兒子曾

偉。香港知名政論家林保華曾在

《自由時報》中直接點名：「魯能

轉制所涉第一個關鍵人是曾偉。」

澳媒披露，曾偉和妻子蔣梅

在 2007 年至 2008 年期間移民澳

大利亞，並花費 3240 萬澳幣買

下了位於悉尼 Point Piper 區的豪

宅。這筆交易恰恰發生在魯能產

權轉移案被曝光之後不久，外界

認為，這是曾偉「避禍出走」。

《財經》的報導沒有點出曾偉

的名字，但之後《財經》遭到重大

打擊，總編胡舒立和她的團隊被

趕出《財經》雜誌。

2017 年大年三十，肖建華被

從香港抓回大陸接受調查，肖建

華被曝與中共高層權貴人物有重

大交集。其中，包括曾慶紅的兒

子曾偉，有關肖建華當年出錢替

曾偉收購山東國企魯能集團的大

案，再度成為輿論焦點。

【看中國記者綜合報導】最新一期

《財新週刊》，深度起底以中共內

蒙古政法委前書記邢雲為首的腐敗

窩案，其落馬猶如推倒多米諾骨

牌，相繼導致呼和浩特、包頭、鄂

爾多斯十數位政法界權力人物，以

及與其過從甚密的商人涉案被查。

其中包括當年深涉吞掉國企「魯能

集團」的神秘人物董介榮。

2006年魯能被神秘鯨吞。圖為 2007年的曾慶紅。（Getty Images）

胡舒立（Getty Images）

又一新疆人權迫害要角被聚焦
【看中國訊】國際調查記者同

盟（ICIJ）日前曝光一批有關新

疆集中營的中共官方機密文件，

其中詳細披露了約有數十萬維吾

爾人在集中營內被強制洗腦，被

逼迫放棄本民族的語言和思維方

式。其中有 9 頁是中共新疆黨

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朱海侖於

2017 年簽署，並下達給集中營管

理人員的文件。朱海侖因此成為

繼新疆書記陳全國之後，又一個

被聚焦的負責高壓政策的高官。

朱海侖 1958 年出生於江蘇，

1975 年以「下鄉知青」身分來到

新疆葉城縣，1980 年加入共產黨

並逐步高升。

2006 年開始在新疆擔任過

各種職務：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

委常委書記，自治區委政法委書

記，烏魯木齊市委書記，新疆黨

委常委，烏昌黨委書記，新疆生

產建設兵團農十二師黨委第一書

記、第一政委，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黨委副書記。 2016 年 5 月，不

再擔任烏魯木齊市市委書記、烏

昌黨委書記職務。

2016 年 11 月，再度兼任區

委政法委書記。 2019 年 2 月，不

再擔任區委政法委書記。

朱海侖經歷王樂泉、張春賢

到陳全國，三任新疆書記。

中央社引述一名現居土耳其

的維吾爾商人表示：「要是沒親眼

見到他（朱海侖），你根本不會

想到他是漢人。他說維吾爾語就

像個維吾爾人，畢竟他和他們一

同成長。」

在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取得的 6
分 2017 年新疆相關文件中，朱海

侖的簽名可見於其中 5 份，朱海侖

時任新疆政法委書記。文件內容包

括：朱海侖針對「集中營」和「先抓

後審」的詳細規範指示。

流亡維吾爾語言學者阿尤普，

曾在朱海侖手下擔任翻譯人員。他

說，朱海侖因不時下令在凌晨 3 點

搜索維吾爾民宅而惡名昭彰。

2016 年，北京任命陳全國

為新疆黨委書記，大搞數字監控

和其他在西藏積累的鐵腕治理手

法，朱海侖是得力幫凶。新疆的

全方位監控和逮捕對象自動偵測

系統，在朱海侖具體執行下建立。

陳全國上任後，新疆維吾爾人

開始大量被「消失」。國際調查記

者聯盟掌握文件顯示，朱海侖是相

關大規模搜捕行動的操盤手。

前述維吾爾商人指，陳全國

代表黨意，而朱海侖「知道如何

執行、該逮捕誰、該做甚麼」。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10 月 8 日

宣布，已將一批涉疆高官列入制

裁名單，但沒公布數量與姓名。

【看中國訊】中共正省級官

員投案第一人秦光榮的案件近

日又有進展。 11 月 25 日，

高檢官網公布，全國人大原內

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雲

南省委原書記秦光榮涉嫌受賄

一案，由國家監察委員會調查

終結後，移交 高檢察院，11
月 9 日交由成都市檢察院審查

起訴。

檢察院起訴書指控，秦利

用擔任雲南省委常委、副省

長、省委副書記、省長和省委

書記等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

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鉅額

財物，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刑

事責任。

秦光榮於今年 5 月「主動

投案」。他是十八大以來首名

「主動投案」的正部級高官。

財新網的消息稱，秦光榮

投案主要是因為其獨子秦嶺捲

入了中國華融原董事長賴小

民案。賴小民案發後，秦嶺          
也被留置調查，兒子落馬是徹

底壓垮秦光榮心理防線的 後

一根稻草。 隨著秦光榮的倒

臺，其諸多從政往事被翻出。

港媒曾引述知情人士的話報導

稱，秦光榮為討好令計劃及其

家族，對其進行利益輸送。

報導稱，秦光榮也把自己侵

吞的國有資產，轉給令計畫家族

來換取利益和保護。另據披露，

秦光榮與薄熙來有特殊關係。薄

熙來因王立軍事件陷入困境，赴

雲南考察期間，時任雲南省省委

書記的秦光榮曾陪同薄熙來在滇

池「餵海鷗」。

財新週刊 7 月也發文披露

了秦光榮在湖南官場的往事，

包括製造「跳票事件」引不滿；

以及他的一名情婦曾挺著大肚

子大鬧長沙市委大院等。

曾陪薄餵海鷗 秦光榮被訴

十八大閉幕式上的郭伯雄（右）與許其亮。（Getty Images）

許其亮再批郭、徐擅權  曾架空胡錦濤

要求軍隊聽話

11 月 21 日，中共軍委副主

席許其亮在《人民日報》上刊文聲

稱，中共軍隊在「任何時候、任

何情況下都堅決聽從黨中央、中

央軍委指揮」，要全面「貫徹軍委

主席負責制」。

許其亮說：「過去一個時期，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近

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在

官媒發長文，批前中共軍委副主席

郭伯雄、徐才厚「擅權妄為、結黨

營私」，「虛化弱化軍委主席負責

制」。在當前環境下，許其亮於官

媒發文舊事重提，被認為是在力挺

習近平。

郭伯雄、徐才厚擅權妄為、結黨

營私，虛化弱化軍委主席負責

制，給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造成

極大危害，給軍隊建設造成巨大

損失。」

郭伯雄、徐才厚被指是江澤

民提拔的心腹。郭伯雄 2002 年至

2013 年 3 月任軍委副主席，徐才

厚 2004 年至 2013 年 3 月任軍委

副主席。郭、徐成為江澤民在軍

中的 高代言人，兩人架空了時

任軍委主席胡錦濤。

時評人士石實分析說，許其

亮意思是說，郭、徐擅權時期，

中共軍隊並沒有聽從當時軍委主

席胡錦濤的指揮：「那是誰在指揮

呢？只有中共前黨魁江澤民。」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認

為，許其亮強調軍隊要聽從習近

平指揮，結合習的數名親信近日

連續發文，藉談四中全會對習表

忠，表明習近平危機意識嚴重，

黨內暗戰未停。

軍老虎們下場悲慘

2014 年 6 月 30 日，徐才厚

被公開調查後，官方曾稱其為「國

妖」。葉劍英養女戴晴同年 7 月

3 日對美國之音說，徐才厚等巨

貪在軍中胡作非為，主要責任者

是江澤民。因為胡錦濤在軍中太

弱勢，「還是那些誰強勢，權力在

誰手裡，就是誰幹的。還是江澤

民？」

郭伯雄 2015 年 7 月 30 日被

公開調查。中共官媒批郭伯雄比

徐才厚危害更大。郭伯雄主管的

部隊比徐才厚更多，對軍隊的人

事插手比徐才厚更深。

中共十八大以來，160 多名

「軍老虎」被拿下，包括 7 名上

將：除郭伯雄、徐才厚外，還有

軍委政治工作部前主任張陽、聯

合參謀部前參謀長房峰輝、空軍

前政委田修思、中共武警部隊前

司令員王建平、國防大學前校長

王喜斌。王建平被指是中共前政

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心腹，其他 4
人被指是郭、徐的人。

目前，徐才厚已死於膀胱癌，

張陽被抓後自縊身亡；而郭伯雄、

房峰輝都已被判處無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