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 是 一 起这 是 一 起
毫无技术含量毫无技术含量
却牵涉众多官却牵涉众多官
员的案件员的案件：：女子女子
打电话或发短打电话或发短
信色诱官员信色诱官员，，偷偷
录发生性关系录发生性关系
的过程的过程，，制成光制成光
盘后盘后，，对当事官对当事官
员进行敲诈员进行敲诈。。从从
始至今始至今，，只有一只有一
位官员向警方位官员向警方
报案报案。。

案 件 约 在案 件 约 在
半个月前开庭半个月前开庭，，
目前未出判决目前未出判决
结果结果。。这些主犯这些主犯
将面临将面临 1010年以年以
上并处罚金的上并处罚金的
重罚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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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前，江苏徐州某乡镇幼儿园
一个班能收三四十个孩子，现在大班只
有三十个左右，中班只有二十多个，小班
连十个都不到。即使考虑到人口流动的
因素，这样幅度的减少依然异常。

“这几年明显感觉入园的孩子越来
越少。现在是中班的孩子比大班的少，小
班的孩子比中班的少。不光我们一家幼
儿园，镇里其他幼儿园都是这个情况。”
上述幼儿园园长王女士告诉记者。

王园长幼儿园孩子数量的递减只是
全国少儿人口逐步减少的一个缩影。过
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少儿人口从数量到
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在持续下降。在公众
不察觉间，中国早已进入少子化时代。

20年内，出生人口减少了36%

少子化这个词来源于日语，最直白
的意思就是孩子太少而且越来越少。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0～

14 岁人口占比 15%～18%为“严重少子
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

根据统计数据，中国0~14岁人口比
重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一路下
滑：1964年为40.7%，2000年为22.9%，到
2010年已经降为16.6%。

从绝对数量看，1980年后出生人口
为2.28亿，1990年后出生人口为1.75亿，
而2000年后人口只有1.46亿。20年时间
内，出生人口减少了36%。

除了人口普查和抽查的数据之外，
还有一些数据同样可以提供中国孩子在
减少的证据。从教育部的在校生统计数
据看，从 1998 年开始，小学在校生开始
减少。从2004年，初中生人数逐年减少。
减少幅度从数十万到四五百万不等。

根据六普数据的推算可以看出，未来
问题会远比现在更严重。在未来10年，中
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的数量将
萎缩44.3%，如果生育率没有明显提升，

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降至10%
以下，比“超少子化”水平还要低一大截。

人口负增长的一个先兆

许多人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
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人口负增长可
能永远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应该在遥远
的将来。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

人口学者何亚福解释说，中国生育率
如此低但人口还在增长的原因是人口惯
性。虽然孩子数量越来越少，但依然高于老
人，等到60后开始老去，中国出生人口将
远少于死亡人口，总人口萎缩的速度在人
类历史上将是空前的。中国少儿人口数量
逐年减少，正是人口负增长的一个先兆。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
订本》按高、中、低三种生育率方案对中
国人口增长率所做的预测，按照中方案，
中国人口将在2026年转入负增长，此后
负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2060年才

稳定下来。而按照低方案，中国人口在
2017年达到13.6亿的峰值后迅速下降。
而记者采访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口
萎缩的具体时间取决于人口政策和生育
率的变化，但基本可以肯定在联合国的
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者顾宝昌判
断，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
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人口负增长造
成的风险。

少儿人口是未来的消费主力和劳动
力。少子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未来内
需不振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据统计，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 2011 年开始出
现净减少。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养老
保险的缴纳者数量减少，而养老保险的
领取者却在增加，养老压力将会空前巨
大。同时，劳动力减少也将倒逼经济结构
转型，对未来社会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
构产生影响。 （第一财经日报）

2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公开通报《扬子晚报》等 15 家媒体
刊登虚假失实报道的查办情况。

一、《扬子晚报》违规案件查处
情况。2014年12月19日，某网站刊
发《成都男20张火车票送女友 丈
母娘一开心聘礼只要 50 万》的报
道。2014 年 12 月 21 日，江苏《扬子
晚报》未经核实，将上述报道改编刊
发。经查，此条消息是某抢票软件企
业炮制的虚假新闻。对此，江苏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依法对《扬子晚报》作
出警告、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武汉晚报》等违规案件查处
情况。“李玉刚在台北出家了”——这
起由某微博首发的虚假消息被互联
网传播后，2014 年 12 月 2 日，湖北

《武汉晚报》《荆州晚报》，江西《赣州
晚报》，内蒙古《包头晚报》《内蒙古
晨报》《北方新报》《红山晚报》未经
核实予以转载。对此，新闻出版广电
行政部门依法对上述媒体作出警
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和处理。

三、《南方都市报》原记者王星违
规案件查处情况。2014年12月，王星
在担任《南方都市报》记者期间，在未
采访当事人家属、单位和医院的情况
下，根据河南当地有传闻，编写了《河
南平顶山女官员3个月前自杀 官
方至今未通报》一文，在微信公众号

“深℃”发布。经查，该报道关于女官
员自杀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导致虚
假新闻传播，王星被报社劝退。对此，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依法将王星列入
新闻采编不良从业行为记录，5年内
禁止从事新闻采编工作。

四、华夏网违规案件查处情况。
2015 年 1 月 9 日，《华夏时报》所办
华夏网刊发《退休机务副总落马
南航三大重要部门全部沦陷》。经核
实，该报道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导
致虚假新闻传播。对此，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依法给予华夏时报社警告、
罚款 2 万的行政处罚；给予王潇雨
警告、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五、南都网等违规案件查处情
况。2015 年 1 月 13 日，《南方都市
报》所办南都网、新闻客户端及法人
微博发布《裸女跳河，救人者遭冷
遇》的新闻。2015年1月14日，海南

《南国都市报》、江苏《靖江日报》、山
东《生活日报》未经核实，分别转载
了该新闻。经核实，这是一起将不同
时间发生在两地的两起事件拼接而
成的虚假新闻。对此，新闻出版广电
行政部门依法分别作出警告、罚款
等行政处罚，并责令南方都市报社
将相关采编人员调离采编岗位。

六、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潇湘晨报》违规案件查处情况。
2015年6月12日，湖南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都市1时间》栏目播出题
为《长沙股民 170 万四倍融资全仓
一股 两跌停赔光跳楼》的新闻。6
月13日，《潇湘晨报》未经核实进行
了转载。经核，该报道既没有采访到
死者家属，也没有警方的最终结论。
湖南广播电视台和《潇湘晨报》在没
有充分事实证据，缺乏完整证据支
撑的情况下刊播，导致报道失实。对
此，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责令湖
南广播电视台对都市频道总监、相
关栏目制片人进行通报批评，对相
关采编人员作出调离岗位和全台通
报批评的处理；对《潇湘晨报》下达
警示通知书等。 据新华社

衡阳版“雷政富案”始末
涉案团伙共12人，色诱或敲诈55人，“大部分是官员”

涉及四省份十余地市州 近日不公开庭审
备受关注的湖南“衡阳雷政富案”，近日不公开庭审。
这是一起毫无技术含量却牵涉众多官员的案件：女

子打电话或发短信色诱官员，偷录发生性关系的过程，制
成光盘后，对当事官员进行敲诈。

衡阳市纪委于去年通报该案情况，并公布6名涉案官
员，对6人采取党纪政纪处分；一起公布的，还有涉嫌敲诈
勒索的6名人员。

事实上，衡阳公布的6名官员和6名嫌疑人，只是案
件冰山一角。

记者获得的起诉书及警方调查信息显示，该案嫌疑
人团伙共12人，6男6女，色诱或敲诈55人，涉案金额高
达250多万元。涉及湖南衡阳、郴州等10个市、州，以及
湖北、江苏、浙江三个省份，“大部分是官员。”一位接近衡
阳政法系统的人士称。

从始至今，只有一位官员向警方报案。
早在2012年前后，常宁市警方就曾控制几名嫌疑人，

并掌握了牵涉多名官员的不雅视频，可案件生出很多“波
澜”，有被敲诈官员甚至行贿相关办案人员，要求销毁视频。

之后，3名嫌疑人被判缓刑，另三人甚至没有受到法
律追究。

“重获自由”的嫌疑人们继续“壮大队伍”，在接下来
的两年里作案40余起，遍及四省份。

自2010年6月以来，时任衡阳市卫
生局局长的赵安民，多次收到一名叫姜
春艳的女子的短信。她自称与赵安民相
识，除了一些问候的话，还在短信中表
示，愿意发生性关系。

当年10月份的一天，赵安民到长沙
出差，打电话邀约姜春艳在长沙君逸康
年酒店房间见面。二人当晚发生性关
系，赵安民给了姜春艳1000元小费，姜
用针孔摄像女式包将发生关系的过程
录像。

赵安民自此陷入“仙人跳”陷阱。十

多天后，两名男子将装有不雅视频的光
盘以快递的形式送到衡阳市卫生局。

赵安民随后接到两名男子的敲诈
电话，要求拿10万元摆平此事。经过多
次交涉，2010年11月，赵安民给了对方
5万元现金。

据警方调查信息及起诉书，姜春
艳，现年25岁，湖北利川市人；该犯罪团
伙共计12人。

12人分工明确。女性负责引诱官员
发生性关系并偷录视频，唐国清、李毅
等人负责提供各级领导通讯录、支付女

性工资及敲诈后的提成；其他人负责安
排日常生活、刻录光盘、将光盘交到被
色诱者手中，再由唐国清等人打电话或
发信息给被敲诈对象。

据警方调查信息，最开始的时候，
李毅、唐国清只是让女性主动给官员打
电话讲一些黄色肉麻的话，然后将通话
录音刻成光盘，以此敲诈官员。由于没
有确凿证据，很难敲诈到钱。

他们转而色诱官员并偷录不雅视
频。

作案前，李毅与唐国清到深圳市华
强北电子市场，花800元钱购买了一个
针孔摄像女式包，李旭花600元在长沙
买了6张他人名字的银行卡、2张他人姓
名的假身份证。

他们由广东北上湖南老家，开始针
对官员群体设下桃色陷阱。

起诉书中，唐国清、漆建国、李毅被
认为是组织领导者；姜春艳积极参与并
协助唐国清等人管理其他人。上述4人
被认为是主犯。胡艺耀、李旭、伍玉平、
王育华、龙明珠、张秋英、王小丹以及侯
雨兵是从犯。姜春艳是唯一一名被检察
机关指控为主犯的女性。

警方调查信息显示，2010年，漆建
国从番禺市某酒店KTV场所找来姜春
艳，以包吃包住、每月工资3000元、每拍
摄一个与官员发生性关系的视频2000
元的条件入伙。姜自此一直在该团伙。

在后期，姜春艳在团伙中的地位上
升。每偷拍一个性爱视频，唐国清等人
向她支付1万元，姜春艳还能从龙明珠
等处抽头 1000 元至 3000 元。她还负责
协助管理其他人。

案卷显示，李毅来自衡阳市祁东
县，团伙中的其他 5 名男性，均为湖南
永州祁阳县人，他们大多自幼相识。唐
国清和漆建国为同村人，李旭和伍玉平
同一个镇子。

2014年3月中旬及10月底，记者走
访了该团伙中李毅等部分人员的家。李
毅的岳父陈学斌（化名）介绍，李毅曾在部
队当兵，转业后分配到祁东县妇幼保健
院，后通过关系进入县政府，给县委办领
导开车，但一直无法转正为“在编人员”。

有一次，他对家人抱怨说，自己替
领导做了很多事情，但工资远没有领导
高，也没有年终奖、补助等福利，心理不
平衡。2004年左右，在朋友的邀请下，李
毅辞职，到上海做起卖书的生意。

李旭、唐国清等人与李毅经历类
似：他们高中毕业后，离家多年并经历
多份不如意的工作，苦于“没有钱花”，
想到利用女子色诱官员并录像，然后进
行敲诈勒索的办法。

在衡阳市石鼓区检察院出具的量刑
意见书中，这些主犯将面临10年以上并
处罚金的重罚。“案件约在半个月前开庭，
目前未出判决结果。”9月18日，石鼓区法
院新闻发言人邹庆良说。 （新京报）

相关评论见08版

以犯罪人员构成和作案时间为节
点，12人共分三批次作案。

据起诉书，该团伙第一次作案是在
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3、4月间，仅有
唐国清、李毅、李旭及王小丹4人。他们
作案两起，涉案金额近9万元。

第一次作案时，王小丹只是打电话
给湖南怀化市中方县的唐某某讲一些
暧昧的话，李毅、唐国清将通话录音制
作成录音资料，邮寄给唐某某。唐向他
们汇款8100元。

2010年6月至2011年2月，唐国清
等人继续作案，但在这一阶段，王小丹
退出，唐国清等人找来漆建国、姜春艳、

龙明珠加入。
在半年多时间内，上述6人先后作

案13起，涉及衡阳市及衡山县、常宁市、
衡阳县、耒阳市、衡东县等衡阳区县官
员，以及永州市等官员。

衡阳市纪委主动公布的案件，正是
发生在这一时期。

在13起案件中，有8人向李毅等人
汇款，衡山县的彭某某汇款金额最少：
2800元；衡阳县的蒋某某汇款最多：11.2
万元。蒋某某正是意外车祸身亡而未被
公布的官员。

在这一阶段，唐国清等人的涉案金
额共计42万多元。

正是在此期间，被敲诈的原常宁市劳
动局局长尹文先后两次向常宁市公安局
报案。常宁市曾侦破案件，但仅控制李毅、
唐国清、李旭3人后便草草结案，唐国清
和李旭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缓刑一
年六个月；李毅被判三年，缓刑四年。

常宁警方当年即得知另有其他官
员被敲诈勒索，却并未上报衡阳纪检部
门。案件无疾而终。

被判缓刑的人得以继续作案，更多
官员被同一伙人敲诈。

案件的第三个阶段，是2011年3月至
2013年9月。在此期间，被判缓刑的李毅和
李旭退出，被判缓刑的唐国清继续作案。唐
国清和原有团伙成员漆建国、姜春艳及龙
明珠，又召集胡艺耀（女）、张秋英（女）、侯
雨兵（女）、伍玉平和王育华等5人。

上述9人多次作案，先后在湖南、湖
北、江苏、浙江等4省多地市敲诈勒索40
余起，敲诈金额共计207万多元。

起诉书中，共提到55人被该团伙色
诱、敲诈，除去10起未交待被敲诈人来
自何处，其余45起敲诈中，有41名被敲
诈对象来自湖南。

湖南 14 个地市州中，衡阳、郴州
等多达 10 个地市州都有官员被色诱。
其中衡阳最多，为 10 人；郴州次之，为
8 人。

“被色诱者大多数为当地官员，还
有部分商人。”衡阳一位接近政法系统
的人士透露。

衡阳市纪委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李
毅等犯罪嫌疑人选择的色诱对象多为
50岁左右的正科级干部，他们认为这些
人比较容易上钩，也比较有钱。

案卷中，被色诱、敲诈者均以受害

人的身份出现，未出现具体职务及具体
姓名。除衡阳主动公布涉案官员及其处
罚情况外，其他地方尽管得知有自己的
官员涉案，却并未公布。

据媒体报道，该案涉及的官员达数
十人，但只有湖南省纪委和衡阳市公安
局掌握详细名单。

事发后，衡阳对涉案的6位官员给
予了党内撤职和行政撤职的处分。

记者了解到，因为此事，湘潭的涉
案官员于今年被撤职并降级为副处级
待遇；永州三名当事官员都被免职。但
当地政坛及坊间多对此不知情，这些官
员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女性负责引诱官员发生关系并偷录视频，唐国
清、李毅等人负责提供各级领导通讯录、支付女
性工资及提成；其他人负责刻录光盘，交给官员

12人明确分工

衡阳市纪委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李毅等犯罪嫌疑
人选择的色诱对象多为50岁左右的正科级干部，
他们认为这些人比较容易上钩，也比较有钱。

谁容易上钩？

常宁警方当年即得知另有其他官员被敲诈勒索，却
并未上报衡阳纪检部门。案件无疾而终。被判缓刑
的人得以继续作案，更多官员被同一伙人敲诈。

三批次作案

团伙
女性主犯“地位上升”
在后期，从KTV场所“转行”的姜
春艳在团伙中的地位上升。每偷
拍一个性爱视频，唐国清等人向
她支付1万元。

“孩子越来越少”
中国人口或自2017年迅速下降

15家媒体
刊发虚假失实报道被查处

图为长沙市某酒店，2010年10月的一天，接到陌生女子的短信后，衡阳官员赵安民与之保持联
系，并邀约女子在这家酒店房间见面。他被拍下不雅视频后遭敲诈勒索。 图据新京报

开启低空经济引擎
银川通航机场“开张”

27日早晨，几道漂亮的彩色烟
带突然出现在银川蔚蓝的天空，近
十架航模飞机鱼贯而出……这是银
川航空大会上，银川通航机场正式
开航，由具有国际水准航模飞行员
带来的精彩表演，迅速引爆了观众
的热情。

活动吸引了当地市民和来自全
国各地的爱好者近万人前来观看。

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综合部
主任宋茂森现场介绍说，国家体育
总局正在做全国航空营地的规划，
待条件成熟，可向国家体育总局申
请航空飞行营地的项目。获批后可
以发展很多飞行项目，飞机跳伞、气
球跳伞、动力伞、直升机等航空项目
就可以一一引进。

银川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
键节点上，借力这次航展，银川也开
启了低空经济的引擎。

成都商报记者从大会上了解
到，据银川通航产业园规划，到
2020年，实现航空产业值达到50亿
元人民币，争取培育 1~3 家产值超
亿元的通用航空企业。到 2030 年，
通航产业值达到 150 亿元人民币，
带动总产值达到 300 亿元人民币。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樊骥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