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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渔民遭菲公务船枪杀】

台湾当局警告，通牒时间一到——
—

若再轻佻回应 菲将付出代价

台湾渔民遭菲律宾公务船枪杀
事件发生后，台湾各界群情激愤，菲
律宾政府迟迟不肯正式道歉，台湾当
局领导人幕僚机构发言人李佳霏 12
日表示，如果菲律宾政府再用轻佻、
没有诚意的态度来回应台湾当局的
要求，等 72小时通牒时间一到，菲律
宾将为此付出代价。

不排除大型军演可能，不排除采取制裁手段

延伸 阅读

台军舰前往护渔

另据报道，台湾当局出动了包括军舰在内
的武装舰艇前往台菲临接海域巡逻护渔。报道
称，前往该海域的台方舰艇包括海巡署“台南
舰”、“福星舰”等大型武装舰船，军方则派出“康
定舰”。台“海巡署”说其将 4天 3夜地巡逻，若
遇到菲律宾方面挑衅将不排除动用武力。
报道称，“海巡署”在“台南舰”于 12日下午
加入巡逻前于港口架设 20机炮，此武装舰船的
机枪炮且已褪去炮衣。与海巡署的以机枪炮为
主的武装设施相比，台湾海军的主力战舰“康定
舰”则配备有包括导弹、鱼雷等的更强大火力。

菲政府作为毫无诚意

台防务部门副负责人杨念祖 13
日上午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接受质
询时也表示，如果菲律宾一直拒绝妥
协，台湾军方不排除在与菲律宾重叠
海域举行大型军事演习的可能。
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 11日晚
召开高层会议后，向菲律宾政府提出
正式道歉、赔偿损失等四项要求，并
从 5月 12日零时起 72个小时内，限 责人林永乐 13日上午在台湾地区立
时要求菲律宾政府正面回应，否则将 法机构接受质询时表示，虽然菲驻台
采取冻结菲劳工到台工作申请等三 代表已向遇难渔民家属道歉、慰问，
项制裁措施。但菲律宾政府至今未回 但这样还不够，无法表现菲律宾政府
应台湾当局限时通牒，且辩称菲驻台 对此案的重视，未来仍要求菲律宾政
代表白熙礼已向遇害船员洪石成家 府正式道歉。如果菲律宾政府未在
72小时内作出回应，台湾当局不排
属表达过“慰问、道歉”之意。
对此，李佳霏 12日强调，白熙礼 除采取制裁手段。
他说，待“广大兴 28号”案鉴定
的说辞不能算是正式道歉，菲律宾政
府目前的作为不但毫无诚意，也无助 报告这一两天出炉后，台湾相关单位
将组成联合小组赴菲律宾参与调查。
于整起事件的解决。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菲驻台代表
不排除采取制裁手段 白熙礼现已离台返菲，协助事件调
（ 综合新华社等 ）
台湾当局涉外事务主管部门负 查。

台湾当局派军舰赴南方海域护渔

菲态度轻佻没诚意

在一番谴责声中，菲总统副发言人华尔特
12日仅仅发布一份简短书面声明。声明中称，菲
方对菲渔业执法船 MCS3001船 5月 9日上午
在菲律宾管辖海域内开展打击非法捕鱼行动期
间出现“不幸状况”造成一名渔民死亡表示由衷
在马英九所称的 72 小时 蕉年出口额 （7.2 亿美元 ） 相当 ， “遗憾”，
“我们向遇难者家属表达诚挚和最深切
“通牒 ” 后将对菲律宾采取的三 冻结在台菲劳等于砍光菲律宾
的同情及哀悼”。
大措施中 ，“ 冻结菲律宾劳工到 的香蕉树 。
值得留意的是，华尔特在这份声明的最后一
台工作 ”这一项最引人关注 。 一
而据菲律宾 Rappler 新闻 段中特别提到，人在台湾的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
旦采取该措施 ，对菲来说无疑是 网报道 ，海外工人的汇款是菲律 处代表白熙礼已当面向遇难渔民家属表达哀悼和
一大损失 。
宾国内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 。 这 “他的道歉”。而并未再次提及政府的官方态度。
经记者粗略计算 ，目前在台 些汇款将用于满足菲律宾家庭
此外，更让人气愤的是，华尔特出面开记者
菲劳约 8.7 万人 ，每人每年平均 的需要 ，如食物 、住房和教育 。 一 会，闹出人命还笑着回答记者问题；而事发之后，
赚取约 8046 美元 ， 相当于每年 旦失去这块 “大蛋糕 ”，菲律宾的 菲律宾从总统府、外交部、渔业局到海防队，对事
产生 7 亿美元的收入 。 这与菲香 经济将损失惨重 。
件轻描淡写的态度引起台湾民众激愤。
实有刘德成的名字，但是个小股东
(10%)，因为是贸易公司，也没多少
资产；已经退掉股份了，现在也已经
没关系了。
对于刘铁男的作风问题，罗昌
平称其有一个徐姓情人，两人日本
相识。
倪日涛此前留给外界的是神秘
浙商的印象。公开报道显示，2009
铁男终落马无疑传递了一种推进的
一位退休官员称，随着官位高 年明星陈好、张羽在黑龙江国中水
正向信号。
升，刘铁男很多方面跟以前都不一样 务股份有限公司复牌后一夜暴富，
“恶有恶报，让贪腐蛀虫陷于人 了，越来越脱离群众，结果可想而知。 倪日涛也为外界所关注。
倪日涛为介入重组 ST黑龙的
民监督的汪洋大海，它们必会无以遁
曾经找刘铁男跑过项目的一家
形。”上述评论称。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年，刘铁男 中竹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此
在刘铁男被公开举报后，国家能 主导的一个项目计划落户西部某省， 前，该公司通过旗下中竹纸业集团，
源局相关部门曾公开否认举报。人民 结果没有协调好各方面关系导致项 先后控制了四川雅安竹浆厂、福建
日报发表微博评论称，这也要警醒： 目未能如愿。该人士称，根源在于刘 邵武竹浆厂、江西宜春造纸厂等企
业，并一度控制过延边石岘白麓纸
新闻发言人本是公职，怎会沦为“家 铁男和各方关系弄僵，互相较劲。
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纸业股份有
奴”，为个人背书？
限公司等上市公司。 (一财)
当事人曾回应

制裁 有力

从去年底被举报到接受调查，种种细节令人玩味

刘铁男遭情妇越洋电话举报
▲

阅读提示

双方因利益关系反目后，女方多次受到死亡威胁

一场发酵 5 个多月的公开
实名举报终于有了结果 。
12 日 ， 监察部网站发布消
息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涉
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
查。

去年 12月，有媒体人士向中央
纪委实名举报刘铁男，称其一是涉嫌
学历造假；二是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
商同盟，刘铁男之子在后者公司持股
并担任董事，三个汇丰银行账号多次
收到公司巨额汇款；三是有作风问题。
涉案商人倪日涛手机目前仍处

刘铁男与情人徐某的合影

于关机状态。他去年底在接受媒体记
者采访时否认所涉举报内容，但承认
自己与刘铁男相熟，且其儿子也确曾
在自己的公司上班。
当时，倪日涛还称自己与神秘女
子徐某存在经济纠纷，后者被指是刘
铁男的情人。

5个多月发生了什么
越洋电话获得重要初始信息

从 2012年 12月到 2013年 5 生于北京的刘铁男，曾获经济学硕士
月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和工学博士学位。刘铁男在原国家计
12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 委工作近 15年，历任处长、巡视员、
平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 司长和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
时如此表示。2012年 12月 6日，罗 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体制组
昌平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刘铁男：涉 组长等职务。此后，1996年至 1999
嫌学历造假、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 年，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参赞。
同盟、有作风问题。
回国后，刘铁男历任国务院振兴
根据罗昌平的说法，他“曾接到刘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
铁男情妇从日本打来的越洋电话，获 公室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
得重要的初始信息”。另有知情人士 副主任以及国家能源局局长等职务。
称，实名举报后，中纪委从包括自己在
刘铁男被举报至今，引发颇多猜
内的相关人士处取走了一些书证。 想，其身影也若隐若现，至其被调查
罗昌平所称的刘铁男情妇是其 前，现身公开场合引发关注的有四
当时举报中所指的徐某，他称刘和徐 次：
两人日本相识，一个当经济参赞，一
2012年 12月 17日，与西藏自
个读博士并兼职翻译，刘曾亲自为徐 治区主要领导座谈；2012年 12月
出函介绍工作。双方因利益关系反目 18日，出席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
后，女方多次受到死亡威胁。
议组织召开的工作座谈会；2013年
对于徐某，倪日涛在接受采访时 1月 7日，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
证实，她来自己的公司是刘铁男介绍 家能源局局长的身份出席全国能源
的，说他们在日本认识的。
工作会议并讲话；1月底，出席发改
按照倪日涛的说法，两人陷入了 委一次座谈会，并在 1月 30日新闻
法律纠纷。
“她现在走了，我已经起诉她 联播的画面中出现。
了。”倪日涛说，
“她偷了不少资产。”
今年 3月份，原电监会主席吴新
官方简历显示，1954年 10月出 雄接任国家能源局局长。

称罗昌平举报内容都是诽谤

根据此前的公开报道，称倪日涛 初的股权结构为：倪日涛 90%、郭静
有“一个极富胆色的计划：在国内银 华 10%，双方共同担任公司董事。后
行贷款 2亿美元以上，收购一家加拿 者本是某国家局的处级干部，她于
大企业 NewSkeena制浆厂。鲜为 2005年 12月将股东及董事的身份
人知的是，在他赴加重组以前，标的 变更为自己的儿子刘德成。郭静华的
资产其实已被其控制的境外公司提 丈夫、刘德成的父亲，正是刘铁男。
前收购。概而言之，这是一场涉嫌以
举报内容曝光后，倪日涛曾对记
项目撬动银行资金，‘自己收购自己’ 者称都是诽谤。
的跨国资本游戏。相关人士的举报， “我和他(官员)没有业务往来，他
令这一几欲实施的‘左右互搏’之举 也没有批复我任何项目，银行贷款我都
终止”。
没有贷到，贷到也是正常合法贷款。”倪
上述报道称“中国一位官员以政 日涛还否认往刘铁男账户打钱。
府信誉为其背书”，其妻、儿在倪日涛
但倪日涛并不否认，他与刘铁男
的公司中有股份。
相熟，且其儿子也确曾在自己的公司
罗昌平的举报称，2003年 6月， 上班。
倪日涛在加拿大卑诗省注册成立加
对于加拿大绿色资源有限公司
拿大绿色资源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之 的股权结构，倪日涛表示，这其中确

【延伸阅读】

年 12 月 6 日
财经媒体人罗昌平通过微博实
名举报刘铁男
●2013 年 1 月 7 日
刘铁男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
国家能源局局长的身份出席全国能
源工作会议并讲话
●2013 年 1 月 30 日
罗昌平称 ， 中央有关部门已就
其实名举报一事立案调查
●2013 年 3 月
原电监会主席吴新雄接任国家
能源局局长 ， 刘铁男留任发改委副
主任
●2013 年 5 月 12 日
监察部网站发布信息：刘铁男涉
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2012

刘铁男被查精神几近崩溃

其妻儿上半年已被调查

多数人应该还记得 ，在罗昌平实
名举报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当天 ，国
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对记者表
示，有关举报纯属造谣。这一表态事后
看来非常滑稽， 一名副部级官员是否
涉嫌违纪，应该由中纪委来认定，刘铁
男的下属显然不具备这个权威。
但这名负责人也有自己的无奈 。
去年 12 月 6 日 ，实名举报出来时 ， 刘
铁男身在国外 ，通过秘书要求该司长
对外表态 。 这位司长倒也听话 ，在接
到媒体电话之后 ， 爽快背书 ， 并且对
一位发改委官员前天对记者称， 新华视点微博发表评论称，从实 记者确认可以发 、快点发 。 这位司长
已经得知刘铁男接受调查的消息。他 名举报至今，等待过程似有些漫长。 估计后来也后悔自己的草率 。
在能源局作出纯属造谣的表态
称，此事已经传了很久，不方便置评。 近来，中纪委多次提倡实名举报，刘

刘铁男印象
官位高升跟以前不一样了

刘铁男被举报后

不久 ，中纪委就正式启动了对刘铁男
的调查 ，并且要求国家能源局进行配
合 ，尽管刘铁男还在继续能源局局长
的工作 ，但他明白自己的政治生涯已
告结束 。
据能源局的人说 ，刘铁男在被举
报之后 ，虽然经常在国家能源局网站
上刊登活动情况 ，但实际在工作和生
活中明显不愿见人 ，由他主持的全国
能源工作会议人数缩减到最小范围 。
今年上半年 ，刘铁男的儿子先于刘铁
男被限制自由调查 ，妻子郭某也在接
受调查 。 刘铁男的精神几近崩溃 ，曾
在办公室中打吊瓶勉强支撑 。
5 月 11 日 ， 中纪委在发改委举行

刘铁男 （资料图片 ）
的会议上将其直接带走 。 第二天 ，新
华社便发布了这一新闻 ，官方如此迅
速便将信息予以公开 ，在部级官员中
也属罕见 。
中纪委调查刘铁男的违纪行为 ，
或涉及其在位时的违规审批项目 ，事
件仍在持续发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