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胶济铁路事故被国务
院记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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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早餐惹的“祸”

经过一番努力， 小编终于找到了照片中
人———食品健康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于某 。

据于某讲，自己的身材和皮肤之所以这么
好，竟然是因为一顿早餐。

“我是去年来中心工作的，刚来的时候有
件事让我觉得特奇怪。 中心 100 多人，上到德
高望重的老专家、下到基层研究员，居然都在
吃一种中心自己调的早餐。 这种早餐是粉状
的，吃的时候加水一冲，喝着有股燕麦和牛奶
的味道，很好喝。 我才吃了 3 天，身体竟然就
有了很大的变化， 明明挺合适的裤子居然松
得直往下掉！ 眼角的细纹浅了，连脸上的色斑
都淡了！ ”

我觉得特惊讶， 就跑去问我们科的王主
任。他告诉我，这种早餐叫“早餐第一步”是中
心几位老专家花了八年多的时间才调配成的

食疗秘方。 它是从 10 余种谷果中提取精华而
成的。富含 30 几种特殊的营养物质。能补中开
胃、健脾祛湿，平衡阴阳。 吃这种早餐减肥，胖
人都能减肥成功， 而且不用节食。 还能去三
高、淡化色斑、美白肌肤、延缓衰老......好处可
多了。 所以，女人、男人、老人、孩子、三高、心
脏病、糖尿病人、亚健康的人尤其应该吃。

“我这还不算什么呢。 ”于某笑着说 ，
“我们这开车的刘师傅原来 180 多斤，血压、
血脂、血糖都超标，有阵子因为心脏病犯的特
别厉害，都要办内退了。 结果吃了这种早餐没
多久，体重就减到了 140，三高也没了，心脏病
也不怎么犯了，现在还上班呢。 ”

在中心布告栏,小编看到几封群众来信。
家住丰台岳各庄北桥的刘女士说：我生完

孩子胖了 30 多斤。 吃了咱们的早餐，10 天就
瘦了将近 20 斤，最棒的是还不用节食。

一封致歉信吸引了我，信中说：我老伴吃

咱们这早餐， 才 3 天就瘦了
4、5 斤，我一看瘦得这么快，
生怕里面有什么违禁成分，
就送到质监部门去了。 结果
人家一检测，说成分是 100%
纯绿色的，别说违禁成分了，
连点色素、香精都没有，特别

安全。

几块钱解决大问题

小编了解到,“早餐第一步”一直采取“三
不原则”———1.不请明星代言，把钱用在提高
品质上,让百姓受益。 2.不违法添加,任何人发
现产品中有违禁成分 , 中心当即赔付 100 万
元。 3.不见效就退款,正确服用 5 天，没效就退
款，让减肥多次失败的人也能放心尝试，不再
花一分冤枉钱！

小编获悉，“早餐第一步”已于 2011 年取
得了国家 QS、CMA 双重质量认证。 它的价格
很实惠，但由于是专供产品，目前市面上还很
难买到。 为解决购买难的问题，健康中心专门
设立了订购电话，电话是

34 岁的女中医于某最近因为一组写真照而迅速走红，照片中的她身材堪称完美，而
且皮肤洁白无瑕。 网友纷纷表示，这样的身材，这样的皮肤，就是 20 多岁的模特都未必
有。 而更令人称奇的是，据说不久前的她身材还相当普通，皮肤也略显粗糙。

是什么让她有了如此惊人的变化呢？

超美女中医 火辣身材惹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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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以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中共
中央委员、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进
行了立案检查。

经查， 刘志军滥用职权帮助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公司董
事长丁羽心（原名丁书苗）获取巨额非法利益，造成重大经济损
失和恶劣社会影响；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贵重物品；道德败坏；
对铁路系统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刘志军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有的问题已涉嫌
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经中央纪
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
予刘志军开除党籍处分， 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时予以追认； 给予刘志军开除的行政处分由监察部

按程序报国务院审批后，另行作出；收缴其违纪所
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新华社

1月7日，鉴于涉嫌违法违纪，丁书
苗的省政协委员资格被撤销。这名山西
富商因卷入刘志军案， 于去年1月接受
调查。

独自走出农村，丁书苗靠借钱运煤起
家； 后又与郑州铁路局官员建立关系，贩
卖车皮计划，牟取暴利；到北京结识铁道
部官员，参与高铁的轮对生产。最终，因刘
志军案发，丁书苗接受调查。

韧性十足 运煤发家
“丁书苗大字不识一个。”但在村民印

象中，“丁很会做人，比如去贷款，你贷她
10块，她能拿出8块搞关系。有些人愿意跟
她打交道。”

了解丁书苗的人认为，丁从农村走出
去，没任何特长，亦谈不上美色。但她深得
中国农村人情社会的处世之道。这也是其
日后发展的关键。

晋城被誉为生长在煤堆上的城市。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 公路运输是主要手段。
“当时开饸饹店的丁很可能就是与司机的
日常交流中，得知这一行当的利润可观。”
知情人称。

丁买了一辆车，在卡车司机的带领下
跑起煤炭运输。晋城的煤一般通过河南转
运出去。太行山路段运煤车经常堵得水泄
不通。于是，贩煤者将目光转向铁路。丁书
苗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找关系，用
火车运煤。

“车皮”财富 聚散如烟
在铁路运力的紧张时代，“车皮计划”

亦成为一项紧俏资源。
晋城一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圈里人都

知道，丁书苗生意做大后，又去了郑州铁
路局找关系，以获取车皮计划。

据这位知情人介绍，丁书苗当时靠借

款和贷款，凑了10多万元，在郑州住了一
两年，每天去郑州铁路局找领导。她接触
不到领导，就去接近领导家属，陪她们说
话、购物，熟了之后再接近铁路局相关领
导。

获得“车皮计划”后，她再转让给需要
用车皮的客户。

煤商吉春河记得，丁书苗2000年左右
离开晋城。在吉的印象中，丁离开晋城时
没赚多少钱， 她在发煤时还曾被人骗过。
“煤发过去后，对方不给钱。她损失不小。”

北上10年 财富剧增
晋城官员王刚再次见到丁书苗，是在

2008年的北京。当时他与晋城市领导在北
京办事，领导提出，顺道去拜访一位山西
企业家丁羽心。王刚在保利大厦22层见到
丁羽心时，吃了一惊，“这不是丁书苗吗？”
此时，丁书苗已是博宥集团董事长。“我还
纳闷，是不是因为做老总，名字也改得更
洋气了。”王刚说。

到北京后的丁书苗，变的不仅仅是名
字。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初，丁书苗的博
宥集团资产总额为4.74亿元；2010年9月，
资产总额已达45亿元，其中26.5亿元经审
计来源不明。

博宥集团旗下企业包括北京博宥投
资等， 公司业务开始陆续向高铁设备、铁
路建设等诸多领域延伸。丁书苗的山西金
汉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下称金汉德），顺
利中标京津铁路声屏障工程，并被铁道部
评为样板工程。在一年时间，武广高铁、郑
西高铁、广深港高铁等项目，均由金汉德
独揽标权。

王刚告诉记者，“我们也是后来知道，
丁书苗与铁路部门一些领导人攀上关系。
没有这些，她拿不下工程。”

■据新京报

延伸阅读

晋商丁书苗发家过程被曝光

结识刘志军，她两年赚40亿

刘志军
任内大事记

滥用职权、受贿、道德败坏、对铁路内部腐败负领导责任

刘志军被开除党籍

主持完成中国铁
路第五次大提速

中国铁路实现第六次
大提速

铁道部通过银行间
债券市场债券发行系统公开
发行年内第二期中国铁路建
设债券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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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2008年

2009年

铁道部一年数官员落马
部分已证实与刘志军案有关

姓名 案发时间 案发前职务
罗金宝 2010年10月 中铁集装箱运输公司董事长
张曙光 2011年2月 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
邵力平 2011年6月 南昌铁路局局长
林奋强 2011年6月 呼和浩特铁路局局长
马俊飞 2011年6月 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
杜厚智 2011年6月 哈大铁路客运公司总经理
苏顺虎 2011年6月 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

丁书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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