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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年 8月 31日，产妇马
茸茸在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下称
绥德院区）待产时，从分娩中心备用手
术室跳楼身亡。事发后不久，绥德县警
方经勘查取证、调查走访，初步认定马
茸茸系跳楼自杀身亡，排除他杀。

9月3日，绥德院区发出声明，称马
茸茸生产期间因疼痛烦躁不安，提出剖
宫产建议，但被家属拒绝，“最终产妇因
难忍疼痛，导致情绪失控跳楼”。

为此，马茸茸丈夫两度出面澄清，
指控院方抹黑死者家属，一时间，谁是
谁非，变得扑朔迷离。

9月7日，榆林市官方公布初步调
查结果，认为产妇入院诊断明确、产前
告知手续完善、诊疗措施合理、抢救过
程符合诊疗规范要求。官方表示，绥德
院区产妇跳楼事件，暴露出了相关工作
人员防范突发事件的意识不强、监护不
到位等问题。

据知情人透露，9月9日晚，绥德院
区与马茸茸家属已初步达成调解协
议。协议内容涉及补偿金额，内容之一
是马茸茸家属不再接受媒体采访。

（财经）

坠亡产妇家属或已
与院方达成调解协议
不再接受采访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中央军
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8日召开第13次
会议，听取中央军委派出的5个巡视组
开展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专
项机动式巡视情况汇报，研究审议巡视
发现的重要问题和线索。至此，历时8
个月的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
3个阶段巡视任务顺利完成。

这次巡视，分战区辖域内跨大单位
跨系统转隶移交，军兵种部队调整改
革，军队院校、科研机构和训练机构改
革3个阶段渐次展开。这次巡视一个
显著特点是，中央军委巡视组边发现问
题边移交查处，分两批将违反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顶风违纪、基层“微腐败”
三个方面问题，及时移交军委纪委先查
先办、快查快办、严查严办，将65个典
型案例通报全军教育警示部队，立起正
风反腐不松不退不让风向标。

中央军委完成
军队规模结构和
力量编成改革巡视

本报讯 电视专题片《巡视
利剑》9 月 9 日播出第二集《政
治巡视》。专题片再次展现问
题百态，在巡视的显微镜下，一
个“官迷”卢恩光慢慢浮出水
面。

“我就是个‘官迷’。想想自
己走过的这 20 多年的路，就像
梦一样，就像一场噩梦，自己疯
了。”面对镜头，司法部政治部

原主任卢恩光说。调查发现，
卢恩光是一名年龄造假、学历
造假、入党材料造假、工作经历
造假、家庭情况造假的“五假干
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起
罕见的个人情况全面造假，金
钱开道、投机钻营、跑官买官，
从一名私营企业主一步步变身
为副部级领导干部的典型案
件。1997 年到 2003 年，是卢恩

光仕途的高速发展期。这段时
期，他一年换一岗，六年提六
级，火箭速度的背后是金钱助
推。

卢恩光其实只断断续续读
完了高中，随着职级不断晋升，
他不断“完善”自己的学历，后来
的本科、硕士、博士文凭，都是或
靠买，或靠送，或靠混得来的。
卢恩光年龄也造假，由1958年出

生篡改为 1965 年，一下小了 7
岁，使得他在历次干部选拔中有
了年龄优势。家庭情况也严重
造假，他共有 7 名子女，但只填
报了两名，其他 5 名子女均通
过假手续落户在其他亲戚家。
卢恩光承认：“我在家里都不允
许孩子们叫爹叫爸爸，要不叫
姨夫什么的，我说别出去喊走
了嘴。” （北晨）

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播出第二集

“五假干部”卢恩光：家有7个娃 不能喊爸爸

本报讯 一部起拍价 100 元
的二手 iPhone7，在南京市秦淮
区人民法院组织的司法拍卖中，
最终以 27 万余元的价格成交。
为什么此次出现天价竞买？竞
买人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是因为看错价格而误拍，并
表示不会付款。

9 月 9 日晚，南京秦淮区人
民法院通过官方公众号回应该
事件，称法院对相关情况展开调
查，并依法对其中两名参与“恶
作剧”的行为人进行了处罚，其
中，对车某某处以一万元罚款，
对刘某某处以两万元罚款。

一部二手苹果7拍出27
万元高价

记者从司法拍卖的平台上
注意到，一部128G内存的苹果7
手机拍出了超过 27 万元的价
格，最终以270550元成交，而同
款手机在苹果官网上的价格则
为6188元。

该平台上的拍卖记录显示，
本次拍卖从9月7日上午10时开
始，竞价周期为一天。拍品是一
部128G内存的苹果7手机（未格
式化，有开机锁），系被南京秦淮
区人民法院查封。拍卖要求竞

拍人在竞拍之前交纳20元的保
证金，交纳之后即可参与竞拍。
该手机起拍价为100元，加价金
额为 50 元。截至拍卖结束，有
2734人报名此次竞拍。

竞买记录显示，这部手机从
开拍起的 25 秒后竞价就突破
1000元，11分钟后突破1万元，随
后竞价接连被刷新，到9月8日
12：36 拍卖成交，已有 708 人次
参与竞买，最终成交价为270550
元。系统显示，竞买人车先生拍
得该部手机。

据了解，目前苹果7的市场售
价在 5000 元左右，二手价格更
低。为什么此次出现天价竞买？

阿里巴巴旗下拍卖平台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按照规定，竞
拍成功后保证金会转移到法院
的支付宝账户中，如果竞拍到
的商品没有付余款，买受人悔
拍后保证金不予退还；拍卖成
交后买受人悔拍的，交纳的保证
金不予退还，法院可裁定重新拍
卖。“也就是说，拍下不付款，会
罚没保证金，而这场拍卖的保
证金只有20元。”

竞拍者：看错价格不会付款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竞拍成

功的车先生称，他当时想买一部
手机，当天吃过午饭就到淘宝拍
卖上看，发现这部 iPhone7正好
在首页，就注册账号开始竞拍。

“我中午吃过饭点进去，看
到一部 iPhone7手机，一直把价
格看成 2000 多元。拍下来以
后，我都惊呆了。”车先生说，自
己肯定不会把它买下来。

据媒体报道称，在激烈的
争夺中，有几个用户曾经多次
出价，竞拍成功的车先生此前
并没有“踊跃”地参与争夺，他
在最终胜出前，只出价一次参
与竞拍。

两人分别被处罚金一万
元和两万元

9 月 9 日晚，南京秦淮区人
民法院通过官方公众号回应该
事件，称法院对相关情况展开调
查，并依法对其中两名参与“恶
作剧”的行为人进行了处罚。

回应称，法院现已查实，此
次拍卖过程中，车某某参与竞
价两次，并最终以 270550 元的
价格拍得该手机。刘某某参与
竞价 124 次，其中进入延时后
加价 123 次，4 次单次加价超过
1000元。

9月8日下午5时许，车某某
主动到法院说明情况，明确拒绝
按拍卖成交价付款，并称自己
最终出价是因为误看价格。9
月 9日，法院依法对刘某某进行
了传唤，刘某某承认是出于“开
玩笑”的心理参与竞拍，其并没
有以极高价格购买低价二手手
机的意愿。

考虑到车某某、刘某某能主
动承认错误，并对自己参与非正
常竞价，妨碍法院执行的行为及
造成的后果表示悔过，认错态度
较好，法院决定对车某某处以一
万元罚款，对刘某某处以两万元
罚款。此外，法院还将继续对其
他恶意竞拍的人员进行调查，并
根据行为人的过错与态度依法
处罚。

法院提醒，在参与司法拍卖
前，务必详细了解相关规则。对
于没有购买意愿，或明知资金不
足，无力支付拍卖款，仍与他人
激烈竞价、恶意抬高价格，阻止
他人正常竞买，妨碍法院执行
的行为，法院可以根据情节严
重程度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
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司法拍卖不是“娱乐”，权利
行使不能任性。

（唐李晗）

27万元竞拍苹果手机
两名“恶作剧”者受处罚

据新华社南昌9月10日电 中国企
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10日在江
西南昌发布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榜
单显示，500强企业去年营收总额达到
6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7.64%。

这是中国500强企业营收总额首
次突破60万亿元，也扭转了连续两年
的下滑态势。上年500强企业营收总
额同比下降0.07%。

受行业周期、去产能政策等影响，
煤炭钢铁等重点行业减亏明显。今年
21家上榜的煤炭企业共实现19.31亿元
的净利润，上年26家上榜的煤炭企业
净利润总额为-145.95亿元。

金融行业利润有所下降。2017年
中国企业500强中，中农工建交五大国
有银行的净利润合计占比为32.74%，
这一比例已经连续三年下降。

中国500强企业
营收总额首次
突破60万亿元

昨日，新兵在北京南站候车区用手机拍照留念。当日，北京市举行新兵入
伍欢送仪式，今年首批新兵踏上征程，奔赴军营。 新华社发

新兵启程赴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