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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男落马：
实名举报推进正信号
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去年底被网友实名举报，涉嫌巨额骗贷等严重违纪问题
从被实名举报，
到新闻办负责人否认严斥，
再到今天被证实接受调查，
刘
铁男的
“剧情”
跌宕起伏。实名举报在先，
组织调查在后，
这再次说明，
创造条
件让公众监督，
是反腐制度化不可或缺的正能量。同时也要警醒：
新闻发言
人本是公职，
怎会沦为
“家奴”
，
为个人背书？
——@人民日报
综合法制晚报、第一财经日报、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
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举报
涉嫌学历造假、
巨额骗贷、
威胁情妇
去年 12 月 6 日，
《财经》杂志副主编罗
昌平在其新浪博客上发布了《中国式收购：
一名部级高官与裙带商人的跨国骗贷》的
博文。随后，他通过其新浪微博账号连发 3
条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刘铁男涉嫌学
历造假、巨额骗贷和刘铁男包养、威胁情妇
等问题。
《中国式收购》一文中提及：一位名为
倪日涛的中国商人在国内银行贷款 2 亿美
元以上，试图收购加拿大的一家制浆厂。
但在倪日涛赴加拿大重组以前，那家企业
的标的资产其实已被他控制的境外公司提
前收购，
“ 相关人士的举报，令这一几欲实
施的‘左右互搏’之举终止。”报道说，倪日
涛这一“中国式收购”是一场“涉嫌以项目
撬动银行资金，
‘ 自己收购自己’的跨国资
本游戏，最终因涉嫌欺诈，在与外方政府的
诉讼中走至末路。
据报道，
倪日涛
“善于在国有企业陷入困
境时介入重组……曾于七省先后租赁或收购
八家造纸企业，
总资产号称数十亿元……而
位居审批链条上的官员或其家属，
不时变身
为倪氏公司的股东和高管”
。
这篇报道提及了两名
“变身为倪氏公司
的股东和高管”的涉事者：郭静华和刘德
成。报道暗示：
“郭静华的丈夫、
刘德成的父
亲，
正在国家发改委担任要职。
”
罗昌平直指
上述两人分别为刘铁男的妻子和儿子。

否认
能源局新闻办称举报纯属污蔑造谣
当时，
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
人对媒体回应称：
“ 上述消息纯属污蔑造
谣”。该负责人还说，目前被举报官员已经
得知此事，
其本人正在国外访问，
“我们正在
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
正在报
案、
报警。将采取法律手段处理此事。
”
另据报道，对于这些举报内容，当事人
之一倪日涛解释称，这“当然都是诽谤”，虽
然他与该被举报官员相熟，且官员的儿子
也的确曾在他公司上班，但“我和他(官员)
没有业务往来，他也没有批复我任何项目，
银行贷款我都没有贷到，贷到也是正常合
法贷款”。倪日涛还否认往被举报官员账
户打钱，
“根本没有这么回事”
。

[事件回溯]

A

举报与回应

2012 年 12 月 17
日，西藏书记与国家能源局
长刘铁男进行座谈。
2012 年 12 月 18 日，刘铁男出
席全国经济运行调节工作座谈会。
2013 年 1 月 9 日，国家能源局长
刘铁男在能源工作会议作报告。
2013 年 1 月 31 日，刘铁男被
举报后第 4 次现身公开报
道，
露面新闻联播。

2012 年 12 月 6
日，媒体人罗昌平实名举
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
2012年12月6日，
刘铁男在
莫斯科与俄方签署合作文件。
2012 年 12 月 6 日 下 午 ，
国家能源局回应称举报纯
属污蔑造谣。

被调查

B

被举报后的
四次公开露面

刘铁男，汉族，籍贯山西祁县，1954
年 10 月生于北京，1976 年 6 月入党，研究
生学历，
工学博士，
经济学硕士。
1983 年，刘铁男到国家计委工作，
历任原材料局主任科员、国民经济综合
司副处长、处长、机关党委助理巡视员、
办公厅副主任、经济预测司司长、产业发
展司司长，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兼国
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
组办公室政策体制组组长。
1996 年—1999 年期间，任中国驻日
本大使馆经济参赞。2006 年 12 月任国
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副部长级)。2008 年 3
月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
组成员。2010 年 12 月—2013 年 3 月期
间，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2013 年 3 月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
不再担任能源局局长。在国家发
改委工作期间主管经济运行调节、
产业协
调。分管经济运行调节局、
产业协调司。
负责联系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中国产业发
展促进会、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目前，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
受组织调查。

微博反腐功不可没
贪腐蛀虫无以遁形
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被
调查，除因实名举报外，微博也功不可没。
微博之所以能成反腐利器，在于公开，更在
于真实。失去了真实，微博难免堕落为中
伤谩骂的角斗场。不造谣体现的是底线，
不传谣体现的是智慧。
从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至
今，等待过程似有些漫长。近来，中纪委多
次提倡实名举报，刘铁男终落马无疑传递
了一种推进的正信号。恶有恶报，让贪腐
蛀虫陷于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他们必会
无以遁形。

她们是
“失独”
妈妈，
也将重燃希望
汶川地震后，失去孩子的母亲们在医生帮助下再次生育
“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项目”。四川大学华
西第二医院是四川省级专家指导组组长单
位，而该院优生学科／产前诊断中心则肩负
着为高龄孕妇和反复流产孕妇等高危再生
育人群进行优生指导和诊断等职能，其工作
贯穿孕前和孕中。
汶川县映秀镇妇女李秀华在地震中失
去了一双可爱的女儿，震后她自己顺利怀
孕并生产，但她的不少朋友成了华西第二
医院和其他此类专科医院、科室的“常客”。

5 月 12
日，在北川茅
坝中学废墟
上，贺川的母
亲双手合十。
她每年5月12
日都来到这里
祭奠地震中遇
难的儿子贺
川。
图/IC

“他们吃过药，有的还做过试管婴儿，有
人 40 多岁了还怀孕了，可也有人到现在都没
‘带’上孩子。”李秀华的朋友们告诉她，
“医
生一直帮他们想很多办法。他们说，医生都
不放弃，所以只要身体吃得消，他们也不会
放弃的。
”
“要鼓励他们，让他们看到再生育的希
望，
以此来抚慰他们的伤痛。
”张迅说。
华西第二医院生殖内分泌科教授、妇产
科教研室副主任许良智也同意这样的说
法。她说，尽管“失独家庭”父母年龄偏大、
生育功能降低是不易受孕的主要问题，但震
后心理方面的障碍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为此，医院的团队在灾区进行巡诊时，还提
供心理的抚慰。
再生育夫妇们不会忘记医生们的帮
助。许多接受了指导并重新生育的夫妇都
会主动把孩子的照片寄给他们。逢年过节，
还希望他们能去家中做客。那些照片中，娇
嫩的新生儿依偎着大龄母亲，如灿烂阳光，
陪伴妈妈走出黑暗。
而那些至今没有成功怀孕的妇女，仍
在医生们的鼓励下坚持着。
“ 吃药，做输卵
管 腹 通 术 ，做 试 管 婴 儿 …… 苦 头 吃 尽 ，但
肯定还要试下去，我就是在快绝望的时候
怀上的。”映秀镇一位 39 岁的妇女，道出了
再生育家庭的辛酸和在绝望中的坚持。

2013 年 1 月 30
日 ，举 报 人 称 发 改 委 副
主任刘铁男已被立案调查。
3 月，刘铁男不再担任能
源局局长。
5 月 12 日，刘铁男因涉
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
查。

[刘铁男其人]

[新华视点]

[母亲节·地震妈妈的坚持]

据新华社电 “五年了，一些娃娃都能
跑了，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就很欣慰。”5
月 10 日，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华西妇
产儿童医院）优生学科／产前诊断中心内，
教授张迅看着电脑里保存的一张张宝宝的
照片，眼中充满了温情。
这些宝宝都是在汶川地震灾区再生育
的新生儿，他们的父母在孕前和孕中接受了
张迅及其团队的优生指导和产前诊断。
汶川地震后，国家和四川省迅速启动了

C

[悲伤母亲的感恩]
2 岁女儿患先天性心脏病去世，
曾有近 200 人为她捐款治病

女儿去了天堂，
想替她感谢好心人
本报长沙讯 “女儿虽然已经去了
天堂，但我想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和
我女儿的好心人。”5 月 12 日母亲节，27
岁的彭香辉想替因先天性心脏病夭折
的女儿，
向好心人说一声感谢。
彭香辉是娄底双峰人，
大学毕业后嫁到
河南，
2011年1月生下女儿楠楠，
可女儿随后
被确诊为复杂先天性心脏病，
要分期做手
术，
第一期就需要近5万元的手术费，
因为
家里比较贫困，
她向亲戚借了一两万。
3 月 17 日，彭香辉在 QQ 空间里发
布了一篇日志，希望有好心人能给女儿
捐款，筹得第一期的手术费用。
“我几乎

给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发短信求助，都是
我的中学、大学同学。”50 元，
100 元，
200
元，捐款陆续从湖南、
上海等地汇到彭香
辉的账户里。她在日志里公布了所有好
心人捐款的名单，有近 200 人。最后，捐
款达四万余元，
凑够第一期手术费。
4 月 15 日，楠楠进行了第一期的手
术，可手术后第 31 个小时，因为心脏骤
停抢救无效，楠楠离开了这个世界。女
儿离开后，
彭香辉把捐款用的账号关闭了。
虽然女儿已经去了天堂，
但是她还是
想向所有帮助过她和女儿的人表示感谢，
“希望他们好人一生平安。
” 记者黎棠

[辛劳母亲的欣慰]

街边辅导儿子，
环卫女工感动网友
本报长沙讯 昨天母亲节，
网友
“张
三羊的疯话”
在微博上发了张照片：
一位
环卫女工利用工作间隙，坐在路边长椅
上，低头辅导孩子做功课。照片里没有
鲜花，
没有赞美，
只有静置一边的扫帚和
撮箕，
但这一瞬间仍感动不少网友。
5 月 12 日下午，记者辗转找到了照
片中的环卫女工。她叫郭建霞，是湖北
监利人，今年 37 岁，到长沙做环卫工作
已经 6 年了，目前每月收入有 1800 元。
她负责的范围是天心区金盆岭附近。

照片里的儿子正读小学一年级，
今年
7 岁。大多时候,没有固定工作的丈夫老
汤负责照看儿子。最近几天，
老汤找到了
一份临时工作，
带孩子的任务落在了郭建
霞肩头。她带着儿子做清扫，
等到有空的
时候再坐下来辅导儿子写作业。儿子还
小，还不懂什么是母亲节礼物。但郭建
霞很欣慰，她工作回到家，儿子会说：
“妈妈辛苦了，休息下再做饭吧。”吃饭
时，
儿子还会给她不停夹菜。
记者张莹 实习生郭真辉 舒纯

[新生母亲的求助]

三胞胎早产，
待在保温箱每天花7000多元
“透明工厂”呈现给天下妈妈
母亲节这一天，
一批关注餐桌安全的妈妈
们走进了金龙鱼的
“透明工厂”
，
零距离接触金
龙鱼食用油的生产全过程。
为表达对天下母亲的感恩和敬意，
金龙鱼

在母亲节当天开展了
“金龙鱼透明工厂母亲节
感恩之旅”活动，活动以“健康 100，感恩母亲
——金龙鱼向母亲献礼”
为主题，
采用网上招
募的方式，
广邀幸运网友陪同母亲走进金龙鱼

生产基地现场参观，
把最真实的
“透明工厂”
还
原呈现给消费者，
各种油品的吹瓶、
灌装、
检验、
包装等环节
“透明化”
展现在眼前，
让在场的每
一位见证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获邀参观的妈妈们，还获赠由金龙鱼送
上的康乃馨、精美相册和健康 100 好粮油。
戴丹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潇湘晨报大厦

邮编：
410004

本报长沙讯 5 月 7 日，一位妈妈
在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早产下三胞胎，
三个宝宝目前仍待在医院的保温箱内
观察治疗。母亲节这天，三胞胎的母
亲许艳为了确保幼儿得到救助，提前
出了院。
三胞胎宝宝的父亲名叫彭建波，
长沙

新闻、广告、发行三线合一

宁乡县人，
每个月收入两三千块钱。家里
本有个 7 岁的女儿。目前三个宝宝每天
待在保温箱要花费 7000 多元，
从5月7日
开始到12日，
已产生20多万元医疗费用。
如果您愿意伸出援手，帮这一家渡
过难关，
请拨打96360与记者取得联系。
记者陈斌 实习生罗旆玮

24 小时热线：96360

零售价：
0.50 元

运石灰石的海轮碰擦
南京长江大桥后沉没
据新华社电 12 日，一海轮碰擦南京
长江大桥六孔、七孔之间的桥墩后，在大桥
下游 3.5 公里处的北岸岸边浅滩处附近水
域沉没，
船上 18 名船员全部获救。
南京海事局介绍，经初步调查，事故船
在 12 日 4 时 20 分左右，在下行准备通过南
京长江大桥六孔过程中，突然大角度转向，
从大桥七孔通过时，与六孔和七孔之间的
桥墩发生碰擦，并导致船体破损进水。
南京市水上搜救中心接到险情报告
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所幸海巡艇到达现
场及时，船上 18 名船员最终于 12 日 4 时 55
分全部获救。5 时许，事故船在南京长江
大桥下游 3.5 公里处的北岸岸边浅滩处（即
八卦洲洲头附近）沉没。经了解，
事故船舶
“鑫川 8 号”
为乳山鑫川航运有限公司所属，
船籍港威海，
本航次载 12500 吨石灰石由铜
陵驶往福建罗源。目前，
海事部门对事故原
因还在做进一步调查并组织沉船打捞工作。

安徽女青年坠亡案
监控公开
据《法制晚报》报道 安徽庐江籍女子
袁某在北京京温服装商城内坠楼一事，近
日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警方 11 日公布了袁某身亡前后的相
关视频资料，提供了两段市场内 7 楼的视
频。第一段视频为 5 月 2 日晚 10 时 34 分，
女子出现在 7 层西北角，女子先打开了楼
道的灯，随后进入一个房间，其间门开着，
灯也一直亮着，20 多分钟后女子走出。
第二段视频显示，5 月 3 日凌晨 4 时 19
分，袁某一个人朝楼梯间走去，也就是高空
坠楼的地点。民警介绍，
通过对死者心血以
及内脏器官的血液检验，
目前没有发现毒品
没发现中毒现象。从死者衣服完好，
死者身
上没有其他搏斗伤，
也并没有检验出其他可
疑痕迹来看，
可以排除性侵犯的可能性。
另外，死者身上的伤符合高空坠落形
成的特点，并且没有其他搏斗的痕迹，生前
进入商场后始终没有人尾随或者挟持，所
以排除他杀的可能。

旧衣回收厂现红会编织袋
珠海政府解释原因
据新华社电 针对 4 天前在旧衣回收
厂惊现珠海红会编织袋一事，珠海市政府
新闻办于 12 日 22 时 30 分发布消息称，编
织袋是一位戚姓老妪用来装旧衣物的，这
位老妪是珠海的一位慈善义工。
珠海市兴旗贸易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
旧服装出口的贸易公司，
5 月 9 日，
珠海市相
关部门在对其仓库进行执法时，
意外地发现
了不少印有珠海红十字会标识的编织袋。
12 日晚，珠海市政府新闻办称：
“ 珠海
市兴旗贸易有限公司旧货仓库中出现的印
有珠海市红十字会及市民政局字样的编织
袋是该公司自一位慈善义工戚婆婆处收购
旧衣物而来。
”
珠海市政府新闻办称，
戚婆婆
今年已 73 岁，常年以个人名义义务收集旧
衣物并及时捐赠，20 年来已收集整理衣物
近 40 万件。戚婆婆经过分拣整理后，将不
适宜的小部分旧衣物出售，
出售部分旧衣物
时使用了平时领取的印有市红十字会及市
民政局字样的编织袋。珠海市政府新闻办
表示，
对于这起事件中暴露出来的专用编织
袋管理不善问题，
珠海市政府已责成该市红
十字会、
市民政局进一步加强管理。

广东1学生落水
4同学施救全部溺亡
综合广州日报、新华社报道 广东省
惠州市 12 日上午通过其官微“平安惠州”
对外发布，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发生一起
5 名中学生先后落水溺亡的意外事故。
5 月 11 日上午，博罗县罗阳一中 8 名初
二学生相约一起到东江边烧烤。其间，一
名男同学疑误踩江边沙石滑入江中，其 4
位同学发现后手牵着手去施救，结果不幸
一齐落入江中失踪。其余 3 位同学见此情
况立刻报警求助。公安、消防及民间搜救
队立即组织搜救。至当日 22 时许，5 名失
踪学生遗体被打捞上岸。
参与施救的惠州著名搜救志愿者赵喜
昌说：
“手拉手组人链救人，
需要会游泳的在
前面。
”
赵喜昌说，
一般人在溺水的情况下，
动
作变得非常有爆发力，
组成人链救人的人，
往
往会被溺水者抓着乱动，
人链因此容易断掉，
造成更多的人落水。
“所以我们一般不建议组
成人链救人，
最好的方式还是在岸上通过绳
索或竹竿之类的东西来救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