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2012年2月26日 星期日
编辑：葛亮 美编：牛长婧 组版：韩舟

重点

珠海市长提请任命局长被否决
珠海市人大常委会称对提名人选的工作及成绩不了解

归纳起来，行使否决权
的方式无非两种：一是对某
一事项只有少数人赞成，因
多数人反对或弃权，致使该
议案难以通过；二是多数人
反对，提出反对的议案，而
获通过。

具体表现在：一是在
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委会会
议上，对听取的有关工作
报告不予通过，这方面最
典型的是沈阳市在2001年
2月召开的十二届人大四
次会议上对市中级人民法
院的工作报告未予通过。
至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
对某项工作报告不予通过
的就更不罕见了。

二是撤销本级政府的
不适当的决定，甚至还有建
议同级党委和政府自行纠
正联合作出的不适当的决
定的例子，如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于1989年建
议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联合
作出的《关于对干部、职工
建私房进行清查的决定》因
与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而
自行纠正。

三是撤销下一级人大
或 其 常 委 会 不 适 当 的 决
议，这方面大部分是纠正
违法选举或任免，也有其
他事项。

四是人事任免，主要表
现在个别拟任干部因得票
不超半数而落选。此外，还
有通过提出质询、组织特定
问题调查委员会或发出法
律监督书的方式来行使否
决权的。另外，撤职、罢免也
应属于行使否决权，是针对
人的否决。

据《人大研究》

据新华社西昌2月25日
电(记者 凡军 李清华)
25日0时12分，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
丙运载火箭，成功将第十一
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
预定转移轨道。

这是一颗地球静止轨道
卫星，是我国今年发射的首
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卫星。

这次北斗导航卫星的
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又迈出
了坚实一步。2011年12月27

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始
提供试运行服务。

按照北斗导航系统“三
步走”的发展战略，今年我国
还将陆续发射多颗北斗导航
组网卫星，不断扩大覆盖区

域，提升系统服务
性能。今年底，将形
成覆盖亚太部分地区
的服务能力。2020年左
右，将建成由30余颗卫
星组成的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提供覆盖全球
的高精度、高可靠的定
位、导航和授时服务。

本报济南2月25日讯(记者 崔
滨 实习生 王明慧) 在济南，
骑着木兰摩托车上下班曾风靡一
时，但摩托车行业的低迷让“木兰”
不得不出走潍坊。25日，摇身一变，

“木兰”重新杀回济南。
创立于1985年的“木兰”品牌

原属轻骑集团，一度成为踏板摩托
车的代名词，在上世纪90年代风靡
市场。但由于轻骑集团陷入破产边
缘多次重组，“木兰”品牌也在2005
年独立出集团，成立山东木兰电动
车有限公司。

“除了租用轻骑集团第一总装
厂进行生产外，木兰电动车的主要
生产基地，已经迁到了潍坊昌乐，
2011年刚刚正式投入生产运营。”
木兰电动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梅俊
廷告诉记者：“公司是独立运营，但

‘木兰’品牌仍归属轻骑集团，我们
只拥有20年的品牌使用权。这个在
国家商标局都可以查到。”

梅俊廷坦言，“20年时间虽然不
短，但品牌毕竟不是自己的，这使得
我们始终无法全力推广扩大‘木兰’
品牌。”基于这样的原因，木兰电动

车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喜威控股有
限公司，以木兰电动车作为核心子
公司，同时开拓欧美市场。

作为从济南走出的为数不
多的在全国拥有广泛知名
度的老品牌，“木兰”在脱
离经营不善的轻骑集团后，
又会被20年授权期和新品
牌冲击带向何方？对于这个
问题，梅俊廷只告诉记者，

“20年是个很长的时间，未
来会如何，一切尚未可
知。”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记者
吕诺) 卫生部25日为近日社会

关注的“保定市252医院SARS疫
情”辟谣。卫生部称，河北省保定
市解放军252医院收治的呼吸道

感染发热病人，经与有关部门核
实，已排除SARS、甲流、人感染高
致病性禽流感等，确诊为腺病毒
55型引起的呼吸道感染。

卫生部称，截至2月25日8时，

发热病例以轻症为主，无危重病
人，无死亡病例。经采取各种积极
防控措施，目前疫情已得到有效
控制。

据介绍，腺病毒是人类呼吸

道感染的常见病原，可通过呼吸
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病例主
要表现为发热、咳嗽、咽痛等症
状，绝大多数病例症状较轻，愈后
良好。

本报讯 据《羊城晚报》报
道，2月23日，在珠海市第八届人
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珠海市
长何宁卡向常委会提请了2 9项
人事任免，包括1名副市长、1名
市政府秘书长及27名各局局长。
结果2 8人顺利通过常委会的表
决，但现任珠海市政府副秘书
长、驻京办主任梁兆雄的口岸局
局长的提请任命被否决。

有传闻称，梁兆雄是因任前演
讲空洞而致提名被否决。但珠海市
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道远称并非
如此，“主要是因为他长期在北京

工作，常委会对其工作以及取得的
成绩不了解。”据介绍，到场35名常
委会组成人员，投给梁兆雄的赞成
票是13张，弃权票11张，反对票11
张，赞成票未过半数，提请任命被
否决。

提请任命时，何宁卡对梁兆雄
的评价是：“该同志政治敏锐性和
政治鉴别力强，顾大局识大体，工
作思路清晰，近年来协调解决了办
事处的职能转变，规范管理和干部
交流取得了良好成绩。”

有媒体就此报道称，“有市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梁兆雄的

提请任命未获通过可能跟他的任
前发言有关，一开始还比较流畅，
到后半段可能是由于紧张忘词

‘卡’住了。感觉梁发言内容比较
空，没有结合拟任命的本职工作
阐述履职思路，有种不知所言的
感觉。”对此，王道远表示，被提
名者的演讲水平与个人能力不
能直接画等号，“ (被提名者的 )
临场发挥会影响投票者的心理，
以往‘卡壳’对得票多少会有点影
响。但主要还是因为对他不熟悉不
了解，其他提请被通过的都是在市
内工作的。”

格资料链接

撤销政府决定

也是行使否决

北斗今年底覆盖

亚太部分地区

昔日摩托车老品牌转身

“木兰”济南亮相变身电动车

保定出现非典？卫生部：没有！
发热病人已排除SARS、甲流、禽流感等

行使否决权

不是唱对台戏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
否决权时，态度必须公正无私，工
作必须深入细致，依据必须充分
可靠。只有这样，才能令人信服，
才具有真正权威性。看一个干部
有无违法行为，是否称职，不能单
凭主观感觉，更不能凭个人好恶，
而是要做广泛深入的调查，以可
靠的事实为依据。人大及其常委
会行使否决权，目的不是和“一府
两院”唱对台戏，不要认为人大行
使否决权，就是给“一府两院”脸
上抹黑，自己拆自己的台。

行使否决权前，调查要广、深、
实，掌握充分、真实可靠的材料。对
该不该行使否决权要做反复认真
的分析，听取多方面意见，集思广
益，以便正确决策。行使否决权时，
态度要中肯，说理要充分，要把行
使否决权的依据、理由讲深讲透，
做到“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逼
人”、“以权压人”，以获得方方面面
的理解和支持。行使否决权后，要
认真做好有关部门的思想工作，消
除一些同志的思想顾虑，帮助他们
做好一些善后工作，以便团结同
志，今后更好地工作。

此外，政府有关负责人和部门
也应当反思，是不是忽视了人大及
其常委在官员考察、提名以及相关
报告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权和知情
权？

(据中国人大新闻等)

从副省长到厅长，人大都曾“否决”过
在1980年4月18日，时任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在地方
人大常委会负责人第一次座谈会
上，首次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主要职权划分为立法权、重大
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监督权。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编印的 1 9 8 5年的《工作通讯》
(《中国人大》的前身)报道，某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否决了区党委
提名的外贸厅厅长的人选，但该
人选仍然上任该职务。时任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委员
长会议上对此提出严厉的批

评，称“这不符合宪法规定”，
并向中央书记处报告，该区党
委书记受到了中央的批评。

根据公开的报道统计，自2000

年以来，有28个各级人大常委会对
46个案例说“不”，包括17个县、8个
市和3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分布在
安徽、甘肃、广东、海南、河南、湖
北、湖南、辽宁、宁夏、上海、新疆和
浙江等13个省份，其中，湖南和新
疆“未通过”案最多。

在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否
决权”的同时，地方人大也开始
使用“否决权”。

1989年5月，湖南省七届人大
二次会议上，湖南副省长杨汇泉
成为我国首例由代表联名提出并
获通过被罢免的省级官员；2001

年，沈阳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未
通过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成为我国人大历史上第一个否决
法院工作报告的“标志性事件”。

较近一次地方人大常委会
行使否决权是河南省十一届人
大常委会未通过任命查敏为河
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的
议案，引发热议。

据《华西都市报》

电子表决器出现后，反对票多了起来。（资料片）

提名未获通过的梁兆雄

曾经的木兰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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