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与丁书苗同村的村民说! 丁书苗会做人!借
给她!"块!她会拿出#块搞关系

丁书苗有着中原女人的鲜明特点!"身高超
过!米$!长相憨厚!性格豪爽# $她家境贫寒!早年
丧母!由父亲一手带大#

上世纪$"年代!丁书苗经人介绍!嫁给王必
村的侯晚虎# 侯退伍回家!在乡政府工作#

堂妹丁陆苗对丁书苗唯一的印象是"与常人
不一样# $计划经济时代!村民们每天下地干活挣
工分!她却不愿意下地#

%"岁出头的丁书苗"胆子大$# 在割资本主义
尾巴的年代!她敢"投机倒把$# 所谓投机倒把!就
是丁到各家去收鸡蛋!送到县城卖# 丁书苗带上
干粮!提着鸡蛋!一走就是一整天#

"丁大字不识一个!一斤鸡蛋%元!一斤半就
算不出多少钱!还得问别人# $说起这件往事!王
必村的村民忍不住笑了#

在村民们的印象中!"丁书苗有本事!韧性十足#

比如她找人帮忙!被拒绝不生气!会一次又一次找#

而且胆子大!你给她出个主意!她什么都敢做# $

村民们说!"丁书苗很会做人! 比如去贷款!

你贷给她!"块!她能拿出#块搞关系# $

丁不甘于农村的日子!改革开放后!便去了
晋城! 开了家 馆%%%晋城最为常见的饭店#

关于丁的出走有两种说法!娘家人称是她凑了近
&万元!买车跑运输!钱被人骗了!导致离开#

但有村民称! 当年一个施工队到村里来!丁
认识了队里一个卡车司机!后来在这个人的引导
下去了晋城#

这次出走!让丁书苗跨出事业的第一步# 了
解她的人认为!丁从农村走出去!没有任何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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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丁书苗到"煤都$借来%"""元运煤!生意逐渐
做大!后投资了'"多节自备车车皮

!是一种像面条一样的食物# 知情人说!

丁书苗开的 店!来吃饭的煤车司机很多# 丁
做生意大方&实在!与这些司机打成一片#

晋城被誉为生长在煤堆上的城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公路运输是主要的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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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知情人称#

丁买了一辆车!在卡车司机的带领下跑起煤
炭运输#

当时!卖煤成本极低!不到!"块钱可以买一
车煤!约五六吨# 晋城市政府一名官员回忆!整个
晋城市宾馆一般只住两种人# 买煤的和买铁的!

买煤的占(")以上#

由于运力不足!很多煤被堆在晋城路边或填满
了水沟!一座座小"煤山$上长出了杂草# 甚至在多
年后!煤价上涨!人们又把这些废弃的煤挖出来卖#

吉春河曾在晋城从事煤炭生意!并在当地拥
有煤矿# 他说!当时谁能把煤运出去谁就能赚钱#

据他介绍!晋城的煤一般通过河南省转运出
去# 太行山路段经常出现如此情形!绵延数公里
的运煤车堵得水泄不通# "堵个两天两夜也不罕
见# $

于是!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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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书苗在晋城的运煤事业得到两个人相助!

一个是吉春河!另一个是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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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当时是晋
城市政府管理煤炭产业的官员#

王刚还记得第一次见丁书苗的情形# "当时!

丁来办公室!说想发煤#让我找人帮她#我没法帮
她!拒绝了# $

一次&两次&三次''不管刮风下雨!丁书苗
都骑着自行车!去找王刚# 进不了办公室!她就在
大门口等#

王刚被打动了!便将煤商吉春河介绍给丁书
苗# "我亲自为丁书苗担保!吉春河借了她%"""块
钱起家# $

丁书苗起先与一些乡镇和市属煤炭公司合
作发煤!随后生意越做越大!并投资买下了'"多
节自备车车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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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官员王刚再次见到丁书苗!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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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见到丁羽心时!吃了一惊!"这不
是丁书苗吗( $

那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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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丁在北京注
册成立中企煤电工业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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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销电煤'""万吨!铁路运力+""大列以上#

%""(年!月! 丁书苗成立了北京博宥投资有
限公司!

#$)*+,

"!注册资金&"""万元#

%""$年!%月!丁书苗的博宥集团!注册资金
增加到!,%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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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投资&广告
传媒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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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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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中标京津铁路声屏障工程!并被
铁道部评为样板工程#

媒体曾报道!有铁道部人士表示!金汉德引
以为豪的$+万平方米铁路隔音墙生产线建设项
目!连环评都无法通过#

在一年的时间!武广高铁&郑西高铁&广深港
高铁等相关项目!均由金汉德独揽标权#

随后! 丁书苗又涉足高铁的动车轮对生产#

所谓轮对!就是火车车轮加上一个车轴!将其连
接起来!是高速火车的重要部件#

据媒体报道!博宥集团于%""#年初!资产总
额为',$'亿元)%"!"年*月!资产总额已达'+亿元!

其中%(,+亿元经审计来源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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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煤商吉春河与丁书苗保持着联系#当丁的
财富急速增长后! 他曾劝过丁书苗!"你现在做大
了!应该为家乡和人民做点实事!做些慈善活动# $

"丁还是挺听我的# $吉春河说#

丁书苗从事慈善大约始于%""(年# 那年!丁
书苗出资+"万元!帮助湖北罗田县平湖乡胡家河
村修建乡村公路#

%""#年汶川地震! 博宥集团先后捐资!,!'亿
元)%""*年+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亿元的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博宥基金$成立仪式)%"!"年+

月!在福布斯中国慈善榜上!她以*"""万元捐款

名列第六#

%""*年的一天!晋城广场热闹非凡#一字排开
的%"辆爱心医疗流动车!引发众人围观#晋城当地
媒体人士仍记得当时盛况# 那是丁书苗通过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无偿捐赠!"""万元! 用于晋城市
偏远山区实施健康医疗项目和产业发展项目#

这一年!丁获评"中国扶贫开发典型人物$!她
的形象被刻成雕塑! 全国巡展# 丁在公开场合说!

"我的想法是穷人要过上好日子!也要有尊严!我们
帮助他们是应该的!也是公平的!人人都要过上幸
福的日子!这是国家的大事!也是我们的大事# $

据不完全统计! 丁书苗最近几年的慈善投
入!累计近+亿#

在采访中!丁书苗的一些老乡则说!"我们这
些家乡人没得过她的好处# $

晋城市扶贫协会的相关人士也称!"丁书苗
与本地慈善机构合作并不多# $

王刚认为!丁书苗这样热衷慈善!或许还有
换取政治资本的因素在里面# 她这种做法非常不
明智!因为她没有实体!这样大量的捐款虽然换
来了好的名声!实际上也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这么多钱!怎么赚来的( 一查她账就查出问
题了# $王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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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不断有人说!丁书苗是个很有能
量的人!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都能被丁
书苗编织进她的人际网络#

在%""#年左右!丁书苗加入了中国扶贫开发
协会!成为副会长# 该协会现有团体&企业和个人
会员$""多个! 会员拥有资产总量超过+"""亿元
人民币#

丁书苗的人际网络还开始向国际发展#

%""#年'月!博宥集团与当代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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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广告有限公司合资成立英才会所股份有限公司!

丁书苗任法人代表#

迄今已有包括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法
国&匈牙利等多国政要和前政要应邀!担任会所
高级别咨询理事#

晋城市一位媒体人士回忆! 上世纪*"年代!

一位省领导到晋城视察! 当时车队到沁水县!停
在公路边# 一个农村妇女不知何事!想挤上工作
人员车辆!但是被推了下去#

"我当时作为记者随队采访!看到这情景!觉
得这农妇胆子真大# $该媒体人士说!后来他才知
道!这名妇女就是丁书苗!想借此结识官员#

晋城官员王刚回想丁书苗的人生轨迹! 替
她惋惜# 王说! 她被冲昏了头脑! 沉迷于不义
之财! 当初的勤奋& 执着已经不见了# 或者说!

她迷失了自己#

有媒体曾报道!铁道部有官员接受丁书苗请
托!内定多家企业中标铁路建设项目!丁书苗等
人向中标企业收取中介费#

聊起丁书苗!吉春河有些为自己的选择庆幸#

从事煤炭发运生意的吉春河于!***年关停
了自己的公司! 把两条铁路专用线捐献给了政
府!孤身一人回到老家!承包了芦苇河畔几千亩
荒山和荒滩!搞起了生态农业开发#

吉春河认为!"农民终究还是离不开土地# $

吉春河仍记得!以往逢年过节!丁都会给他发
短信!或电话交流!他曾多次劝丁书苗回晋城发展#

"我一直想让她做农业!回报生养她的农村#

但每次电话里她答应得好好的!就是不做# $吉春
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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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年!楼市限购&限贷等政
策依然从紧# 记者从中原集团获悉!北
京&上海&深圳以及广州四大一线城市
的二手房价格去年!%月住宅指数跌幅
扩大!抽样调查的各区域中超过$成楼
盘价格下跌#

中原集团研究中心高级经理张海
清认为! 在政策风向依然从紧的情况
下! 目前二手住宅价格的下跌对成交
量的带动尚未奏效! 短期内二手住宅
市场仍将维持价跌量滞的态势#

在当前国家尚未放松房地产调控
政策下!!!个去年年底到期的限购令
城市! 迄今为止未有一家正面表态是
否延续!政策从紧面依然显著#

同策咨询研究中心总监张宏伟认
为!%"!%年楼市"限购$政策"明紧暗
松$! 虽然政策层面不断强调从严!而
实际执行的的时候各个的地方出台的
政策灵活度可以自己把握! 避免成交
量下滑过大#

他指出! 从当前楼市限购延期限
购的背景下! 各大房企采取高速周转
的市场策略!快速回笼资金!以"现金
为王$成为必然# 楼市调控政策收紧!

市场流动性不断收紧的市场背景下!

房企"死扛$不如"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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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去年!%月%+日! 去年我国共
计实施汽车召回#%次! 召回车辆总数
首次突破!#"万辆! 为历年来最高!广
汽本田以总量超过$+万辆的召回数量
排在榜首# 国家质检总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随着国内监管力量的加大!汽车
厂商在全球性召回事件中涉及我国用
户的召回已经基本实现同步#

据悉!%"!!年累计召回数量排在
前五位的汽车分别为+广汽本田&上海
通用&长安福特马自达&北京现代和神
龙汽车有限公司#

其中!%"!!年#月! 广汽本田由于
动力传动系统存在缺陷! 召回了部分
雅阁&奥德赛和思铂睿轿车!总量超过
$+万辆!成为到目前为止!国内召回数
量最大的一次召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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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从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管
局的官网上了解到!在该省近期对部分
产品进行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中!样品
合格率分别达到#+,$)和$$,%$)的电
饭锅和电磁灶产品中!"苏泊尔$成了少
数上榜"不合格$名单的品牌# 而去年
底!苏泊尔已爆出"问题锅$事件#

业界人士分析!苏泊尔频繁出现的
质量问题可能反映了公司内部暗藏危
机!外资家电企业如果在中国市场继续
选择如此轻视的态度!消费者可能只得
选择"用脚投票$#

在电饭锅"不合格$的商标中!只有
两家企业卷入其中!电磁灶也只波及+

个品牌#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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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是国
际上响当当的小家电品牌!而苏泊尔入
嫁之前也是国内知名的炊具龙头企业!

这样的联姻不应该产生这样的结果$!

家电产业观察人士刘步尘如此不解#

记者了解到!曾经作为国产小家电
品牌骄傲的苏泊尔目前已是一家外资
企业# '年前开始!./-将苏泊尔$%)的
股权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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