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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通」喬建軍從瑞典引渡美國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司法部

星期一 (6月 1日 )表示，根據美

國中區聯邦地區法院檢察官的一份

聲明，美國當局在上週末將喬建軍

拘留，喬建軍涉嫌串謀實施移民欺

詐、國際性偷運贓物，以及洗錢。 

56歲的喬建軍 (又名 Feng 

Li)在美國和中國同時面臨指控，

喬建軍是中國「紅通」逃犯，在紅

通名單中排名第三，化名李峰。出

逃前曾擔任中儲糧河南周口直屬倉

庫主任。他於 2011年 11月攜款 3

億多元人民幣出逃，河南省檢察機

關介入偵查發現，喬建軍與糧商勾

結騙取國家糧食款 7億多元。 

喬建軍逃亡或資產轉移的地點

涉及 13個國家和地區。報導稱，

喬通過中國大陸、香港和新加坡的

銀行洗錢數百萬美元。他隨後用

部分贓款在美國加州蒙特利公園

(Monterey Park)購買兩間物業。 

喬建軍自 2013年起居住在瑞

典，並於 3月開始申請庇護。 2018

年瑞典當局逮捕喬建軍，2019年 7

月 9日，瑞典正式拒絕了北京將喬

建軍引渡回中國的請求。瑞典最高

法院表示，因為中國的司法和人權

狀態令人震驚，法庭認為喬建軍一

旦被遣送回國，很有可能因其政治

原因而遭到迫害，這違反了歐洲國

家之間簽署的《歐洲公約》。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稱，瑞典

高院 2019年 6月決定不引渡喬回

中國，並釋放他。 據喬建軍的律師

說，香港「反送中」示威對瑞典的

決定產生影響。不過，喬建軍獲釋

不久，瑞典當局應美國要求再次將

其扣押，指喬建軍涉嫌在美國從事

洗黑錢及移民欺詐等罪。

喬建軍的前妻趙世蘭 2008年

申請投資移民美國，並為已經離婚

7年喬建軍申請配偶簽證，又謊稱

資金來自喬的兩家麵粉廠，實為受

賄贓款。其在美國購置估計總價值

2，800萬美元的房產，已經獲得

美國檢方證實，其中大部分房產、

地產是用喬建軍貪汙的贓款購買

的。趙世蘭 2017年與美國控方達

成協定，承認移民詐騙，同意將數

千萬美元房產全送美國聯邦政府，

換取輕判。 

喬建軍於 6月 1日下午在洛杉

磯被提審。如果喬建軍所有在美國

被控的罪名均被判決成立，他將面

臨最高 55年的監禁。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逃亡

瑞典的中共貪官、「紅色通緝令」

中的第三號人物喬建軍，日前已被

引渡到美國洛杉磯，喬建軍在美國

面對洗錢和移民欺詐等指控。而中

方的通告稱，喬於2011年11月攜款3
億多人民幣逃到境外。

【看中國記者岳劍清綜合報導】

韓國今年 4月舉行了第 21屆國會

大選，當時現任總統文在寅所屬的

共同民主黨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但近日卻被爆出作弊疑雲。有外媒

指出，韓國大選採用的華為製投票

機，有疑似非法操縱、通訊投票和

提早投票等作弊行為。 

據《Newsweek》日本版 6月

1日報導，韓國選務官員採用華為

製造的 LGYuplus 5G 作為官方的

投票和計票設備。東亞研究中心對

此提出質疑，華為生產的點票機和

計票機，以及其硬件和軟件的網絡

通訊設備可能被人為篡改。此外，

用於通訊投票和提早投票的「QR 

code」也有問題。東亞研究中心表

示，該投票伺服器可連結到中國大

陸，也能透過「QR code」從外部將

其指令發送到主伺服器，並從中國

大陸運行。 

據悉，由中方製造的投票機引

發的爭議已不是第一次，2015年

時，菲律賓因南海主權問題與北京

關係緊張，擔心中共會在投票機動

手腳從而干涉將在 2016年舉行的

總統大選，最終決定不再使用由中

方製造的投票機，而是從臺灣進

貨。此外，中共病毒（又稱新冠病

毒）在韓國爆發期間，2月 28日，

一名前中共網軍在韓國最大的搜尋

平臺NAVER上發文，揭露北京介

入韓國總統大選、 文在寅勝選等驚

人內幕，在韓國引起巨大反響，但

該文最後也遭到刪除。 

這名前中共網軍是朝鮮族人，

他在文章中披露，在韓國不論是總

統大選還是地方選舉，都有網軍在

參與，而中共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想

讓韓國成為其一部分，好讓它在實

力上可以抗衡美國。文章稱，中共

在韓國的 1000多名網軍中，有約

15%是韓國人，其他都是中國的朝

鮮族人，大多數是在韓國留學的大

學生。 而且在韓國已經找不到沒有

中共網軍在暗中控管的社群。 

文章指出，文在寅競選總統

時，中共暗中介入幫其勝選，而文

在寅上臺後一直在幫中共做事，包

括：釜山尾浦港中國鋼廠建設、全

羅南道光陽的中國鋁廠開工、政府

核准永宗島及松島的中國投機資本

進入、世宗市智慧都市的中國建設

公司、中國的太陽能建設等等。文

章指稱，中共與共同民主黨親中政

客合作，打算併吞韓國電力公司

(KEPCO)。

韓國大選疑作弊 華為票機有問題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

報導】2006年，不滿 16歲的

中學生張志超遭到指控姦殺同

校女學生而被判處無期徒刑，

但今年 1月 13日，張志超卻

被改判無罪釋放，而該案也

被寫入了今年的「兩高」報告

中。 6月 1日，遭到冤判無期

徒刑的張志超的代理律師袁楓

已正式對山東省臨沂市中級法

院提交了申請書，其欲向國家

賠償金額達 788.9萬元 (當中

包括精神損害撫慰金 600萬

元，以及 5449日的侵犯人身

自由賠償金 1889440.75元 )。 

張志超也強調，「如果沒這場

災難，我已完成學業，有了謀

生能力」。

2005年，臨沂市臨沭縣

第二中學分校曾發生一女學生

失蹤之後死亡。後來經當地公

安機關偵查認定，時年未滿

16歲的高一學生張志超涉嫌

強姦及致人死亡。 2006年 3

月，臨沂市中級法院判定張志

超犯下強姦罪，而判處無期徒

刑；2011年，正在服刑中的

張志超在某次與母親的會面過

程中突然開口喊冤。

2015年 5月 27日，《中

國青年報》刊載了〈迷霧重重的

中學生姦殺案 〉，並報導「張

志超案」(又稱王廣超包庇案 )

中的可疑事項。經過最高法院

指令，今年 1月 13日山東高

院對此案進行了重新審理。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訪報導】今

年是「六四」31週年。近日《看中

國》獨家獲得來自中共退伍軍人對

「六四」鎮壓軍令的爆料，為保護

爆料人安全，所涉人員的名字及詳

細信息均略去。該退伍軍人表示，

1989年 6月 3日白天的時候官方還

說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到傍晚的

時候軍隊就接到命令 :直接用裝甲車

碾壓學生；對阻攔坦克的，直接拉

到坦克裡「抹脖子」(用軍刺割斷

動脈 )後再丟出去。 

該退伍軍人表示：「那天河北

XX軍中午吃完飯的時候，突然就

緊急集合，沒有說甚麼任務，直接

就是備戰狀態來到北京，當天晚上

看著人 (學生 )，被拉到坦克裡邊用

大軍靴、用腳踩，牙叉骨都給踩下

來了。」

他透露，對於此事，還有一名

曾直接參與屠殺學生的軍官，也是

一個活生生的證人，「他當年是連

長，當時他們都簽了生死令。 那

天晚上，有人的地方讓直接就壓過

去，裝甲車直接就壓過去。這都是

讓終身保密的。」

這名軍人還說：「(央視 )媒體

上報導的說是打不還手，罵不還

口，那都是抬了一個面兒。 哪有打

不還手，罵不還口？實際上是用那

個軍刺一個一個、上 (坦克 )來一

個勒一個，上來一個勒一個。像我

們這當兵的，像這普通人傍著肩膀

從動脈那一下就給撂倒了，很輕鬆

的，不要說軍刺了，一個水果刀 (割

動脈 )一下子就撂倒了。」

他說當年參與屠殺的連長也很

痛心：他說：「他 (連長 )提起這事

兒就老哭，他哭的甚麼 ? 他說就像

日本人那時候南京大屠殺的老兵一

樣，一提這事兒就想哭，他就說太

殘忍了 ! 他說太殘忍了！ 」；「這件

事之後他回來就進了煤氣公司，直

接就讓他復原了，人家現在做的是

個『大老闆』。 他有一個東西是不

讓別人看的，每個月給他發的工資

特別高，就因為這個事兒。 他還沒

正面經到天安門呢，他就到前門大

街那塊兒。」

該退伍軍人還說，他在北京遇

到過一個河南的老爺子，「他一直在

北京找他兒子，找了 4年，他家孩

子六四那時候圍觀看熱鬧，就消失

了，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找政府部

門根本查不到。 這孩子現在活著也

有四、五十歲了。」

他還透露，自己在 2008年時就

退出了共產黨。「我入黨的時候，信

心滿滿要跟著黨走，把我的青春和

生命可以獻給黨，但是經歷這麼多

現在我甚麼都明白了，這個黨不要

也罷！ 」

這位軍人還提到了兩會開幕那

天的詭異天象：「現在中國的樹根

兒都壞了，像是個睡得不舒服的溫

床，我每天都做惡夢。我現在就是

混日子，混日子養活我一家老小，

以前我還有夢想，我現在沒夢了，

只要活得平平安安就好。像 5月 21

號 (兩會 )那天，3點 49分，突然

一下子天就黑了，哇 ! 啥都看不著。

當時我就感覺今年是災年，大災要

來了。打雷打的就像雷在腦門上一

樣，特別響 ! 好多人都嚇得躲起來，

手機也關機狀態，怕被雷劈。」

六四倖存者:
真相遠遠沒有真正展現

在「六四」鎮壓中被坦克碾斷雙

腿的倖存者方政，早前在接受「 法

廣」採訪時表示，他原是北京體育

學院 4年級學生。六四清晨 6點多

鐘，在離天安門廣場 800米的六部

口，他為救一位跟在他身邊的同校

4女同學，在馬路與人行道中間的

鐵欄杆旁，被坦克履帶碾斷雙腿。 

方政表示，他到海外後才看到

自己當年被碾斷雙腿的照片，「後

來我知道，在這個地段有 11個人

被坦克衝壓致死了。坦克這種戰場

進攻性武器，也參加了鎮壓。坦克

是由人駕駛的，希望大家知道，如

果想避免傷害，它可以剎車、轉

彎，所以可見當時鎮壓的殘酷性，

可見當時部隊接收到的是一種什麼

樣的命令。」方政還說 :「還有很

多死亡的或者失蹤的，生不見人、

死不見屍。 所以說這個真相遠遠沒

有真正的展現給世人。」

據 BBC報導，英國 2017年的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李文亮醫生的同事、感染中共病

毒（又稱新冠病毒）的武漢中心

醫院醫生胡衛鋒經搶救無效，於

今日 (6月 2日 )早晨去世。他是

在 1月下旬與同院的心外科副主

任易凡被確診感染，兩人治療期

間皮膚發黑，一直受各界關注。 

6月 2日，澎湃新聞獲悉，

武漢中心醫院泌尿外科副主任醫

師胡衛鋒於當天早上 6點多去

世，胡衛鋒於 1月中下旬被確

診感染後留在武漢市中心醫院治

療，至 2月 7日轉入武漢市肺

科醫院深切治療部並使用葉克膜

（ECMO）。 他病情曾明顯好轉，

3月 22日撤下葉克膜，4月 11

日拔除氣管切開套管，能夠正常

說話，3天後轉入普通病房。不

過，胡衛鋒在 4月 22日及 5月

六四鎮壓密令曝光 退伍兵揭駭人屠殺真相

醫生染疫變黑 搶救無效去世
21日先後腦出血，2日早晨搶救

後不治。 

在長達四個多月的醫治中，

胡衛鋒和心外科副主任醫師易

凡都曾「面容變黑」，病情一直

備受公眾的關注。此前的 5月 6

日，同樣感染武漢肺炎的易凡醫

生已經康復出院，目前正在家中

休養。 

胡衛鋒是武漢市中心醫院

第六位因感染武漢肺炎疫情去世

的醫護人員。此前，該院眼科醫

生李文亮、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

醫師江學慶、眼科主任醫師梅

仲明、眼科退休副主任醫師朱和

平，分別於2月7日、  3月1日、

3月 3日和 3月 9日去世；該院

倫理委員會職工劉勵，亦因感染

武漢肺炎搶救無效，3月 20日在

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去世。 

冤判坐牢14年
求償788.9萬

美國司法部大樓（公有領域）

解密文檔顯示，「六四」事件中，

中共軍方殺害了至少一萬人。該數

字由時任英國駐華大使阿蘭‧唐

納德 (Alan Donald)通過一名中共

國務委員的朋友獲得。唐納德的電

報在 1989年 6月 5日後發出，電

報儲藏於倫敦的英國國家檔案館，

並於 2017年 10月解密，「香港

01」報導了這些電報內容。 

唐納德寫道 :「學生獲知他們

有一小時的時間離開廣場，但是五

分鐘後，裝甲輸送車就開始攻擊學

生。」描述的現場是「學生們手挽

著手，但是遭到了士兵的掃殺。裝

甲車多次碾過學生的身體，如同做

『餅』一般，殘骸則被推土機捲走

了。 屍體此後被焚化，(骨灰 )從

下水道被沖走。」，還有一個畫面

是「四名受傷的女學生祈求不要殺

害她們，但此後被刺刀刺死。」

中共至今仍禁止任何活動形式

悼念「六四」事件，並禁止任何網

上關於此事的討論。 然而，每年的

6月 4日，世界各地的活動人士，

尤其是香港人都會紀念這個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