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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12月10日电（记者
潘晔）12月 10日“世界人权日”当天，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致联合国人权
机构公开信”在南京向社会公布。据
悉，近700字篇幅的公开信由3361名南
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联合起
草，以中国人权研究会、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遗属名义分别寄至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波德莱
尔·恩冬·艾拉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也是77

年前中国守军打响南京保卫战腹廊战
斗的日子。”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馆长朱成山在公开信发布会上称，在
这样一个特殊日子里举行公开信发布，
就是希望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期待联
合国人权机构，站在维护人权、公平和
正义的立场上，促使日本政府对侵略和
加害的历史进行深刻反省，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朱成山说，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史上
的重大惨案，短短6周内，30万放下武
器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被杀

戮，1／3的建筑被破坏，无数公私财物
被掠夺……南京大屠杀惨案是人类的
浩劫，是对人权的无情践踏。年与时
驰，虽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年事已高，
但侵华日军践踏人权的暴行记忆却不
会逝去。在12月13日国家举行公祭活
动之前，应广大遗属及幸存者要求，我
馆组织其中3000多名遗属，联名向联合
国发出公开信。

“我们要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人民
尊重人权的强烈呼声和反对侵犯人权
暴行再次重演的诉求。”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遗属代表、南京大学教师韩新民在
发布会上说，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已经
77年，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但时至今
日，当年的加害者以及日本一些右翼势
力，仍然否认侵略，美化战争，尤其是近
年来，还相继发生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
国神社、右翼政客发出扭曲历史史实的
谬论，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南
京人民的感情。

“和平来之不易，我们都想过安稳、
太平的好日子。”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余昌
祥在发布会上激动地说，寄出这封公开

信是想让全世界铭记历史，以权威组织
联合国的影响力，站在维护人权、公平和
正义的立场上，敦促日本政府反省，让他
们认清对南京人民造成的伤害。

朱成山说，以公开的方式表达正
当愿望和诉求，国际社会早有先例，如
韩国曾积极收集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
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史料和名录。今年
3月 25日，韩国外长更是在日内瓦举
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25次会议
上，强烈谴责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反人
权问题。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发公开信，期待联合国——

敦促日本对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省

从一审开庭时的痛哭流涕并自称
“利令智昏”，到在纪委办案期间提交
《关于发改系统项目审批环节防范腐败
问题的若干建议》，刘铁男似乎对自己
的腐败堕落颇为后悔并在力争轻判。

法律专家表示，对刘铁男的判决
属于量刑适中。

“与现在一些贪腐官员涉案金额
动辄大几千万、上亿元相比，刘铁男直
接或通过其子刘德成收受公司或个人
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3500余万元，
这一数额在今天并不是最大的，而且
案发后赃款、赃物全部追缴。”中国政
法大学教授洪道德说，“综合这些因

素，刘铁男被判处无期徒刑，在量刑上
是适当的。”

法院判决书指出，刘铁男在办案期
间结合自身教训，为从制度设置的源头
上预防犯罪，警示他人，主动提出合理化
建议，属于认罪、悔罪的具体表现，不符
合司法解释规定的“有利于国家和社会
的突出表现”的立功情形，不构成立功。

判决书同时表示，对于刘铁男及
其辩护人所提刘铁男主动交代办案机
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具有
坦白情节，案发后与家属积极退缴了
全部赃款，认罪、悔罪的辩解及辩护意
见，经查属实，予以采纳。

有认罪、悔罪表现但不构成立功,刘铁男被判无期徒刑

专家称判决量刑适中

今年最高检共查办发改委受贿案11案11人

向“审批崩塌式腐败”开刀

曾手握重权的国
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
铁男，在10日受到了
法律的裁决。而据介
绍，今年最高检共查办
发改委受贿案 11 案
11人。专家认为，作
为官员滥用手中审批
大权徇私敛财的代表，
刘铁男案的宣判，代表
着对“审批崩塌式腐
败”的“零容忍”。

从最早的微博实名举报至今已2
年零4天，记者梳理了刘铁男下马并
接受法律审判的全过程。

实名举报
2012年12月6日，媒体人罗昌平

微博实名举报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
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伪造
学历、与商人结成官商同盟等问题。

次日，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
关负责人表示，正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
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并称将
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

接受调查
2013年5月12日，中纪委监察部

网站发布消息称，刘铁男涉嫌严重违
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双开
2013年8月8日，中纪委公布对

刘铁男案调查结果。经查，刘铁男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本人及其亲属收受巨额钱物；违
规为其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收
受礼金礼品；道德败坏。上述行为
已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其中有的问题
已涉嫌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的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
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铁男开除
党籍处分；经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决
定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收缴其违纪
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立案侦查
2013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

院经审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
副主任刘铁男涉嫌受贿犯罪，依法决
定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提起公诉
2014年6月23日，此案由最高人

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经依法指定管
辖，由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检察院向廊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廊坊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刘铁男利用其担任国家计委产
业发展司司长、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
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开审理
2014年9月24日，廊坊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
刘铁男涉嫌受贿一案。

根据廊坊中院公布的廊坊市人民
检察院起诉书，被告人刘铁男被指控于
2002年至2012年期间，利用其担任国
家计委、发展改革委相关职务的便利，为
他人在项目审批、设立汽车4S店等方面
谋取利益，单独或与其子刘德成共同收
受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3558万余元。

一审宣判
2014年12月10日，河北省廊坊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对刘
铁男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
查明：2002年至2012年，被告人刘铁
男在担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产业发
展司司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
业司司长、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为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中金
石化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及
个人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其子刘德
成收受上述公司或个人给予的财物共
计人民币3558万余元。案发后赃款、
赃物已全部追缴。

记者 潘旭 齐雷杰
（据新华社新媒体专电）

从实名举报到无期徒刑

“打铁记”

据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
进辉此前介绍，今年最高检共查办发
改委受贿案11案11人，其中国家能
源局5人、价格司5人、就业和收入分
配司1人，价格司领导班子多数涉嫌
职务犯罪。

专家表示，“审批崩塌式腐败”的
背后，正暴露了目前某些部门审批权
过大、过于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审
批公章俨然成为少数官员的摇钱树。

“手中掌握的权力过大，但又缺乏
足够的监督和制约，难免出现‘绝对的
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洪道德说。

“刘铁男受到法律制裁，昭示着国
家反腐败决心巨大。”河北天嘉律师事务
所主任段林国说，“但如果对权力的监
督、制约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或者
失灵，刘铁男倒下了，很难说会不会出现
张铁男、王铁男。” 记者 罗沙 齐雷杰

（据新华社石家庄12月10日电）

审批崩塌式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刘铁男受贿几乎全部与滥用审批权有关

据新华社广州12月10日电（记者
毛一竹、詹奕嘉）被称为“广东第一贪”的
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
10日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法院认定，张新华犯受贿罪、贪污
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涉案金额总
额近4亿元。张新华当庭提出上诉。

法院审理查明，1998年6月至2013
年5月，张新华在白云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合作开发房产项
目中，为相关单位、个人提供帮助，收受贿
款共计5680万元人民币和730万港元。

2003年后，张新华未经上级同意，私
自成立广田公司、新雨田公司，陆续通过
虚设债务、低估资产、主动诉讼及和解、以
物抵债等方式无偿取得白云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的房产、地块，进而通过出租、转让
获取的利润以及股东集资方式，继续侵吞
白云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房产、土地。根
据评估，侵吞国有资产2.8亿多元。

贪腐近4亿元

“广东第一贪”张新华
一审被判处死刑

新华社太原12月10日电 记者10
日晚间从山西省太原市纪委了解到，鉴
于太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志江所犯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失职等错误，中
共太原市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相关规定研究决定，并经省纪委报
省委批准，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太原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李志江
被撤销党内职务

1212月月1010日日，，刘铁男在法庭上刘铁男在法庭上。。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2014年12月10日，消防人员在事
故现场灭火。当日，辽宁锦阜高速锦州至
阜新方向57公里处发生20多辆车辆连
环相撞事故，其中一辆载有鞭炮的大货车
发生火灾，并引燃其它追尾车辆。锦州市
消防支队接到报警后，及时赶赴现场实施
救援，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新华社发

辽宁锦阜高速
20多辆车连环撞

新华社合肥12月10日新媒体专电
（记者徐海涛）记者从安徽省太湖县委宣
传部获悉，该县寺前镇党委书记吴铁柱
12月9日在镇政府宿舍自缢身亡。

太湖县公安局称，12月9日17时，
寺前镇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寺前镇党委
书记吴铁柱在镇政府宿舍卧室卫生间内
自缢身亡。经公安机关现场勘查、法医
尸表检验、视频侦查，确认吴铁柱属自缢
身亡，排除他杀。通过走访调查，吴铁柱
因家庭不幸，精神压力过大而自缢身亡。

安徽一镇党委书记
自缢身亡
警方称其精神压力过大

12月10日，列车途经杭州东站时，乘务员观察
旅客上车情况。

当日，首趟上海至广州的高铁G85次列车正式
上线运行。同日，全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上
海客运段共担当高铁动车组列车105对，成为长三
角地区担当高铁列车最多的客运段。 新华社发

首趟上海至广州高铁运行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樊曦）继今年7
月调图后，10日，中国铁路再次实行新的运行图。调图
后，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到2673.5对，其中近六成为动
车组。至此，动车组开行范围扩大到28个省区市。

据了解，相比调图前，全国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
数比调图前增加226.5对，动车组列车开行数量将
达到1556.5对。

据介绍，随着沪昆高铁杭州东至南昌西段和长沙
南至新晃西段、兰新高铁、成绵乐客专、青荣城际、南
广线、贵广客专、郑开城际等一批高铁新线近期陆续
开通运营，此次调图铺画了经由这些新线和跨线运行
的动车组列车，同时增加了京沪、京广、沪汉蓉、厦深、
胶济等既有高铁线路的动车组列车开行数量。

铁路再调运行图

28省区市跨入动车时代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教育部10日下发
通知，就201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进行部
署。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全面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和
自主创业工作，加大对大学生自主创业资金支持力
度，高校要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

教育部在通知中要求，各地各高校要面向全体
大学生开发开设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纳入学分
管理，改进教学方法，增强实际效果；组织学生参加
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创业模拟等实践活动，着力培养
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高校要
聘请创业成功者、企业家、投资人、专家学者等担任
兼职导师，对创新创业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

教育部发通知要求高校建立弹性学制

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胡浩）国家卫
生计生委10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控烟
形势及控烟法制化建设情况。

卫计委新闻宣传司副司长姚宏文指出，我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受烟草危
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15
岁以上的人群吸烟率为28.1％，7.4亿非吸烟人群遭
受二手烟的危害，烟草消费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
担。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达到136.6万，
约10万人死于二手烟的“暴露”导致的相关疾病。

在推进控烟法制化、开展控烟宣传和健康教育、
推动创建无烟环境等同时，姚宏文说，国家卫计委还
将推动提高烟草制品的税收和价格，达到更好的控
烟效果。

吸烟人数超3亿

我国将推动提高
烟草制品税收及价格

这张拼版图片显示的是：12月10日，在安徽省
合肥市瑶海区大通路派出所，22岁的鲁玲玲展示她
刚刚领到的居住证（上图）；12月10日拍摄的合肥
新发放的安徽省居住证背面细节（下图）。

当日，《合肥市居住证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合肥
市公安局在瑶海区大通路派出所举行合肥市居住证
首发仪式，22岁女孩鲁玲玲成为合肥首张居住证申
领人。 新华社发（解琛 摄）

合肥发放首张居住证

案件回放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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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为南山集团鲁港合资兴建双金属复合材料及新型合

金材料项目通过国家计委备案提供帮助；

●2005年 帮南山集团解决3万吨氧化铝购销合同；

●2005年 为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PX项目通过发展改革委

工业司核准提供帮助；

●2003年至2012年 为广汽集团申报的广州丰田汽车有限公

司项目、广汽菲亚特乘用车项目等通过国家发改委核准提供帮助；

●2006年至2011年 为逸盛公司及关联的海南逸盛石化有限

公司相关精对苯二甲酸（PTA）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和开
展前期工作提供帮助。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