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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4 日新浪微博上转发的
视频中还表示，“郭文贵曾让 N
位商业合作伙伴、官员朋友因为
他绝望、破产、锒铛入狱甚至最
后反目成仇。”并且视频滚动播
放了20人名单。记者对上述部分
人员与郭文贵的关系做出梳理。

领路人：“好大姐”夏平

上个世纪90年代初，20出头
的郭文贵经人引荐，认识了港商
夏平，夏以港商身份为郭文贵在
郑州拿项目而站台。

1993 年，28 岁的郭文贵以旗
下郑州伟仁贸易有限公司，与夏
平所在的香港爱莲国际集团合
资成立郑州裕达置业公司，郭文
贵控股，其利用夏平港商的身
份，取得了本属于市政府家属院
的中原路220号地块，即后来的裕
达国贸所在地。裕达国贸竣工
后，夏平于1998年将其所持的裕
达置业股份全部转让给郭文贵。

与王有杰之子合作

建成裕达国贸

涉及人物：王有杰、石发亮
“中原第一高楼”的郑州裕

达国贸酒店系郭文贵所建。公开
资料显示，裕达国贸大厦原为郑
州市政府小区的拆迁改造工程，
紧邻市政府，地理位置极佳。据报
道，原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
记王有杰儿子王锴所占股公司收
购裕达置业股份，王有杰安排王
锴将巨额资金陆续转到裕达公
司。此后五年多，这些资金一直被
裕达公司使用。2007年，王有杰受
审时，法院认定，王有杰通过儿子
王锴，将730万元人民币、45万美元
转移到裕达置业。

与朱时茂相识，

进入北京投资

涉及人物：朱时茂、王锴
公开资料显示，郭文贵最早

进入北京从事商业活动的时间
是 1998 年 6 月。彼时，郭文贵与
著名演员朱时茂相识，共同成立
了北京文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其中，郭文贵出资 300 万元，朱时
茂出资 200 万元。

两年后，2001 年左右，朱时
茂退出。郭文贵将股份转让给岑
曦。该公司后来更名为北京摩根
投资有限公司，最后更名为北京
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

华泰争夺战：

一众大佬的故事

涉及人物：谢建升、郑介甫、赵云
安、曲龙

郑介甫和赵云安围绕天津
华泰的争斗，因郭文贵的介入，
变得更加复杂。

认为时任法人代表赵云安
转移天津华泰资产，2008年，天津
华泰实际控制人郑介甫向警方
报案，天津市公安局当年5月以

“涉嫌挪用资金罪”，对赵云安立
案调查。赵云安被抓后，其妻子
找到郭文贵，希望他能捞出赵云
安。在郭文贵的操作下，赵云安
于2008年6月下旬取保候审。为了
感谢郭文贵，赵云安愿意借款3亿
元给郭，双方制定了一笔交易，郭
文贵旗下的证泉控股，以不超过3
亿元的价格，收购赵云安持有的达
和创全部的股权。

曲龙是上述计划的操盘手，
曲龙于 2008 年 5 月到 8 月担任
政泉控股执行董事。但随后，曲
郭二人因此事反目。2011年，曲龙
主动向媒体透露郭文贵的问题。

2011 年 3 月，曲龙被河北承
德公安经侦支队带走。最终，曲
龙因职务侵占罪被判 15 年有期
徒刑。据媒体报道，曲龙被判刑
的背后，有河北省前政法委书记
张越的身影。

目前，与此案有关的谢建升
逃往海外。郑介甫也因为被通缉
而逃亡海外。替郑介甫持股的天
津环渤海董事局副主席李明炯
被承德警方以“私藏危险爆炸
物”带走，后以“涉嫌职务侵占”
被监视居住；赵云安则入狱。

民族证券收购案：

“干将”赵大建失联

涉及人物：赵大建、杨克森、单蔚
良、张越、马建

作为地产商，郭文贵 2009 年
开始涉足金融领域，收购民族证
券。赵大建为民族证券前董事长，
杨克森和单蔚良后分别曾出任民族
证券的总裁助理和副总裁。

2009 年，民族证券第四大股
东石家庄商业银行宣布挂牌出
让民族证券 6 . 81% 的股权。按照
相关规定，首都机场、东方集团
等为民族证券的股东，具有优先
收购的权利，但最终这 6 . 81% 的
股份被郭文贵获取。

随后，民族证券 61 . 25% 的股
权又落入郭文贵手中，并且是以

“白菜价”，当时民族证券的这部
分股权估值为34亿元，郭文贵拿
股权的价格仅为16亿元。

作为金融领域的“门外汉”，
郭文贵能够拿下民族证券的背
后人物就是赵大建和张越，彼
时，作为国家安全局前副部长的
马建也被认为起了重要力量。

据报道，收购民族证券是时
任民族证券董事长的赵大建找
的郭文贵，赵大建的初衷是击败

“对头”—首都机场董事长张志
忠，由此全力协助郭文贵入主民
族证券。最终，张志忠在此项交
易中落得被调查并被判刑。

赵大建被认为是郭文贵背
后的关键人物之一，媒体称其为
郭文贵背后的“军师”，亦曾深度
介入政泉和北大方正之争。2015
年 9 月民族证券确认赵大建失
联。在赵大建之前失联的为民族
证券监事会主席杨克森。

与方正集团“互撕”：

李友被调查

涉及人物：李友、吕涛、杨英、马
成、马建

让郭文贵一战成名的当属
政泉控股与北大方正的酣战。

2014 年 11 月 2 日，北大医药
开盘后暴跌超 7% ，始作俑者便
是郭文贵控制的政泉控股。其连
发多封举报信，举报北大方正集
团涉嫌内幕交易，由政泉控股代
持，通过关联交易，对北大医药
低买高卖，获利的钱进了李友的
腰包。政泉控股举报的矛头直指
方正集团CEO李友。双方的斗争
拉开序幕，其接连不断的互相爆
料，让资本市场为之震动。

据报道，郭文贵与李友相识
多年，二人均起家于河南。方正
集团的一位管理人员曾对媒体
表示，郭文贵利用国安马建的关
系在方正集团的会议室内装了
窃听器。最终李友于2015年1月被
带走调查，一同被调查的还有方
正集团董事长魏新等。

在这次酣斗中，年轻的吕涛
被推到了前台。此次斗争期间，
郭文贵一直在海外，政泉控股的
常务副总吕涛担负起了对外发
布消息的主要力量。在2015年，吕
涛和政泉控股财务总监杨英被
曝失联。 综合《新京报》、《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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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上午，新浪微博
“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公安
部治安管理局暨打四黑除四害
专项行动办公室官方微博)转
发一段视频，并配发文字：“‘邪
性富豪’郭文贵的一些往事，你
会感兴趣”。截至发稿时，这条
微博已有5000多次转发。

记者注意到，该视频来源
于“秒拍网”，发布者为秒拍用
户“河东狮吼 2017”，来自河南
郑州，发布时间为 3 月 14 日 9
时 24 分。截止 14 日 21 时，该视
频超过 335 万次观看。秒拍网这
个视频的配文称，“马上被删，
河 南 人 大 爆 料 ！把 G 扒 光
了……”这个视频时长 6 分 4
秒，标题为：大爆料之“百变丧
门星”。视频中一男一女用河南
话播报，称郭文贵“邪气、邪心、
邪性”，“依靠霉运亨通害人无
数而扬名”的过程。

郭最近两次在境外发声

微博转载上述视频之前，
国内一知名财经媒体于 3 月 9
日在其官网发表声明称，2017
年 1 月 26 日和 3 月 8 日，北京
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郭文贵两次在境外华文网媒
发声，对该传媒及其总编辑进
行诋毁和攻击。

声明称，这是郭文贵在
2015 年 3 月底之后的新一轮侮
辱诽谤行为。2015 年 3 月间，该
媒体曾发表《权力猎手郭文贵》
一文。当年 3 月底，郭文贵捏造
事实、蓄意构陷，连续发布侮辱
该传媒总编辑人格、败坏该传
媒及其总编辑名誉的言论。

对此，该媒体已向司法机
关提起诉讼。目前该案处于诉讼
程序进行中。“对于郭文贵的再
次诋毁行为，我司将作为新的证
据补充，提交司法机关，追究其法
律责任。”14 日，记者致电该传媒
内部人士求证声明的真实性。该
人士表示，“对于此事，我们不适
合多说。”

《环球时报》旗下网站“环
球网”3 月 8 日刊发一标题为

“郭文贵约见媒体遭呛声：做人
要善良”的报道。报道配发一张
视频截图中，一个长相酷似郭文
贵的男子，着黑西装、白衬衣配
黑色领带与另两男子围桌座谈。

该报道称，“环球网财经近
日获得的一份视频录像显示，
神秘商人郭文贵在与方正证券

‘开撕’两年后，首次现身。视频
中，某媒体记者直面郭文贵，周
边多人用手机录像留证。虽然
郭文贵故作轻松，但现场气氛
十分紧张。”目前，环球网这则
报道的网页，已不能打开。

郭八弟死因首次披露

在 14 日新浪微博热传的
视频中，历数了郭文贵的发家
史。视频中披露，“1989年，为了
7000块钱，郭文贵害死自己唯
一的弟弟郭文斌”。郭文贵兄弟
8人，他排行老七，他的八弟名
为“郭文斌”。1989年，郭文贵谎
称说有门路能买到汽油，诈骗
一个公司7000多元现金，当警

察上门拘传郭文贵时，郭文贵
指使弟弟郭文斌拿刀袭警，最
终导致郭文斌意外死亡。

另据媒体报道，在山东莘
县西曹营村郭家的坟地里，有
一座墓主为“郭文斌”的坟墓。

另外，视频还披露郭文贵的
家人因其倒霉的并非只有郭文
斌一人。视频称，当面临“非法拘
禁”、“非法销毁账目”等指控的
时候，郭文贵毫不犹豫跑路，把
他的哥哥郭文存扔到台前来背
黑锅；因其岳父不同意自己闺女
和郭的婚事，在其岳父去世时，
郭文贵连葬礼都不参加。

据查询，这是国内首次披
露郭文贵两兄弟的情况。

郭文贵善于偷拍官员

据上述视频中披露，“郭文
贵最擅长的就是偷拍、录音和
抓小辫子，管你是朋友还是敌
人，都先偷拍录音再说。其中第一
个吃他这个哑巴亏的是原河南
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石发亮。”

知情人士称，2001 年，石发
亮被做局，受美女色诱，而房间
里被安装了摄像头。事后，石发
亮指令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购买裕达国贸大厦西
塔 16、17、18 三层，而且价格为
裕达置业确定的每平方米 1 . 4
万元，不许还价。而当年，郑州
最贵的房产，每平方米也不超
过 4000 元。2002 年，石发亮落
马，后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此案
未牵涉郭文贵。

此外，视频中还披露了郭
文贵还“坑过”最早帮他发家的
原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

对此，也早有媒体披露过
郭文贵和王有杰之子王锴“合
作”开发郑州裕达置业的关系。

上述视频还披露，王有杰
在跟郭文贵要“联合投资”本钱
时候，郭文贵“一点都不打磕巴，
直接上交了长期搜罗准备好的
证据，以贪污和索贿罪举报了王
有杰”。2005 年，王有杰被中纪
委调查。2007年1月以受贿和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湖北省荆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缓刑二年执行。

另外，视频还披露郭文贵
举报自己的保护伞，前国安部
副部长马建的过程。

视频称，2008 年在马建的
帮助下，郭文贵顺利摆平一桩经
济纠纷并入账 4 个亿。但为了少
给马建分成，他跟马建说只收了
1 个亿。时间一长，马建和郭文贵
的矛盾就摆在台面上，郭文贵这
时就想把马建给蹬了。

该段视频称，到 2014 年夏
天，马建的遥控指挥就不灵了，
马建底下人的电话郭文贵说挂
就挂，“至于盘古大观里边马建
的证据有多少留住了，有多少
销毁了，那就只有郭文贵自己
一个人门清了。”

2015年1月16日，马建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据多家媒体报道，有关部门调
查发现，马建利用国家安全系
统的资源与郭文贵内外勾结巧
取豪夺。

那些年，与郭文贵有关的人和事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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