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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懲賄選 撤近90代表委員資格

人大政協清理門戶鋪路換屆
▲ 去年
去年3
3 月 ， 第十二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四次會議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舉行
資料圖片

後者是全國政協常委、港澳
台僑委員會副主任。
全國人大、政協在兩會
前夕集中 「清理門戶」，是中
央嚴肅法紀、重拳反腐的一個縮
影。從2016年3月的上次兩會閉幕
以來，如王喜斌這樣被終止資格的全
國人大代表超過70人，像鄭立中一樣被撤
銷資格的全國政協委員達15人，總數創新
紀錄。

嚴懲賄選 遼寧團「塌方」
今年兩會，遼寧團將是備受關注的焦
點。該團的半數人大代表將是新面孔。

省部高官刷新人大主席團
河南省長陳潤兒、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主
席咸輝。布小林、咸輝均為女性，這是歷
史上首次出現兩位少數民族自治區女主席
的局面。
按照有關法律，每年全國人大會議開
幕前都要舉行預備會議，選舉主席團。四
大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主任以及五大自治
區的政府主席，基本都是當然人選。因此
，李偉、李玉妹、布小林、咸輝今年都將
以人大主席團成員的身份，首次坐到兩會
主席台上。
還有一些全國人大代表由地方上調中
央部委。如山西省長李小鵬調任交通運輸
部部長；山東省長郭樹清調任中國銀監會
主席。按法律規定，政府機關人員不得兼
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但可以繼續擔任
全國人大代表。故而，李小鵬、郭樹清雖
已任國務院部委首長，但今年兩會仍將以
山西、山東團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參會。

軍方「出局」人數創新高
2016年9月，因參與賄選，全國人大常委
會終止了該省45位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
全國人大召開專門會議，宣布一省幾十位
人大代表當選無效，在歷史上屬於首次。
此外，原遼寧省委書記王珉、省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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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腐敗落馬被清理出人大隊伍
的省部級高官還有原天津市委代理書記兼
市長黃興國、濟南市市長楊魯豫、河南省
委常委兼洛陽市委書記陳雪楓等；原國務
院法制辦副主任夏勇、國家開發銀行監事
長姚中民、海南省政協副主席林方略等人

全國政協常委、港澳台僑委
員會副主任、國台辦副主任

陳章良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科協副
主席

2月24日，山西省晉中市委常委、紀委
書記丁利軍以及臨汾市委常委、紀委書記
張曉永分別當選兩市監察委員會首任主任
。25日，山西省運城、晉城、呂梁、朔州
等市也選出了監察委主任。這是全國首批
市級監察委負責人。意味着監察體制改革
進一步從省級層面擴展到市級層面。
去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
在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及所轄縣、市
、區設立監察委員會，整合各地政府監察
廳（局）、預防腐敗局及檢察院查處貪污
賄賂、失職瀆職、預防職務犯罪等部門的
相關職能。監察委員會對本級人大和上一
級監察委員會負責，並接受監督。
今年1月，京、晉、浙三地陸續產生首
屆監察委員會，三地紀委書記張碩輔、任
建華、任澤民當選監察委主任。而其監察

勇 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

林方略 海南省政協副主席
姚中民

國家開發銀行黨委副書記、
監事長

（大公報記者馬浩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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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被撤銷全國政協委員資格。
自十八大以來，以清理郭伯雄、徐才
厚流毒為重心，軍隊亦掀起空前反腐風暴
，這一點也折射到兩會上。在今年兩會，
眾多昔日閃耀兩會的 「將星」已經從公眾
視野消失。
在王喜斌、侯小勤落馬之前，已有多
位上將、中將、少將被罷黜代表、委員。
包括原空軍政委田修思、第二炮兵副司令
員王久榮、濟南軍區參謀長張鳴、總後勤
部軍需油料部部長周林和、空軍後勤部部
長朱洪達、天津警備區參謀長王東等人。
其中田修思、王喜斌二人為上將軍銜，兩
位上將被褫奪代表資格，亦是歷史首次。

省市縣監察改革全面啟動

曾任職務

鄭立中

夏

北京

全國兩會前夕，中央第十二輪巡視啟
動。該輪巡視包括三大任務，一是完成對
中央管理重點高校的巡視全覆蓋；二是對
內蒙古、吉林、雲南、陝西等4省區開展 「
回頭看」，這也是中央巡視組連續第四輪
對地方省份 「殺出回馬槍」；三是首次試
點開展對中央網信辦、國務院扶貧辦、中
國鐵路總公司、中船重工集團等4單位的 「
機動式」巡視。
可以說，在本屆中央任期的最後一年

河南省委常委、洛陽市委書
記

王久榮 第二炮兵副司令員、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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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副主任李峰、鐵嶺市委
書記吳野松等人也因違紀被
罷免人大代表。遼寧共有十
二屆全國人大代表102人，除8
人屬中央分配名額外，其餘94人
為該省選舉。

委組成人員結構基本類似，從紀檢、監察
、檢察等單位選拔產生。如山西省監察委3
位副主任都是山西省紀委副書記，6位委員
中包括4名省紀委常委、1名檢察院反貪局
局長、1名紀檢監察室主任。
按照中央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
工作領導小組確定的時間表，要求在6月份
以前完成市縣監察委員會組建工作。今次
山西所屬地級市相繼選舉產生監察委，標
誌着監察改革進一步由省到市向下延伸。
市監察委需接受省監察委的領導和監督。
在三省市試點的基礎上，在2017底至
2018年初，內地其他省市區都將陸續選出
監察委員會，直至明年三月選出國家監察
委員會。新的監察委員會與政府、法院、
檢察院平行，原有 「一府兩院」的國家機
關格局將變為 「一府一委兩院」新架構。

二
○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選民
▼ 一
在北京市東城區投票站投票選舉人
大代表
資料圖片

▲ 月 日，十八屆中央第
十二輪巡視工作動員部署會
議在京舉行
新華社

2月24日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除了終
止王喜斌等人的代表資格外，還確認了50
名新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有效。其中
40名是遼寧在人大代表 「塌方」後補選的
新代表，另外10人則是其他省市新當選的
全國人大代表。
10人中，9人來自地方，都是2016年新
任的各省市人大、政府 「一把手」，包括2
位人大常委主任：北京市李偉、廣東省李
玉妹，7位省（市）長：北京市長蔡奇、天
津市長王東峰、重慶市長張國清、廣東省
長馬興瑞、湖南省長許達哲、雲南省長阮
成發、青海省長王建軍。另外1人則是新任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主任劉昆，原任
財政部副部長。
此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確認了其
他一些2016年新任省級行政首長的全國人
大代表資格，如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布
小林、甘肅省長林鐸、安徽省長李國英、

大公報記者
馬浩亮

人大常委會會議期
▼
間，與會代表表決
資料圖片

去年三月，解放軍
▲
代表步入人大會場
資料圖片
2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
關於個別代表資格的報告，確認因違法或
違紀而辭職的原國防大學校長王喜斌、甘
肅省委常委兼副省長虞海燕、山東省日照
市國資委黨委書記杜傳志、山東省棗莊市
副市長趙聯冠等4名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終
止。
此前一天，全國政協主席會議決定撤
銷原國台辦副主任鄭立中、武警部隊政治
部副主任侯小勤、合展集團董事局主席田
偉等3人的全國政協委員資格。而王喜斌
、鄭立中此前還分別擔任人大、政協要職
，前者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教科文衛
委員會委員、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

從去年全國兩會閉幕
至今的一年時間裏，伴隨着
重拳反腐、嚴懲賄選，因罷免或
主動辭職而被終止、撤銷資格的全國
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人數已近90
人，創下歷史新紀錄。從今年到明年初
，內地省市縣各級人大、政府、政協
將集中進行大換屆，為明年三月國家
層面換屆做準備。

機動巡視提高反腐震懾

，反腐力度絲毫不減。 「機動式」巡視是
本輪首創。按照中央巡視領導小組辦公室
主任黎曉宏的說法， 「機動式」專項巡視
，做到 「聞風而動，出其不意」，使巡視
成為黨內監督的 「移動探頭」。中紀委秘
書長楊曉超則指出，開展 「機動式」巡視
，發揮 「小隊伍、短平快、游動哨」的優
勢，做到靈活機動，精準突破。
巡視工作在十八大以來的雷霆反腐中
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巡視發現的線索，

一大批高官被查處。而為適應形勢新需要
，巡視工作自身進行了多項改革。首先，
打破了過往巡視隊伍與巡視對象固定對應
關係，巡視對象、巡視隊伍都不再固定，
臨時布置任務，一次一授權。巡視隊伍打
破了以往以退休官員為主的情況，大批現
職高官臨時抽調擔綱巡視重任。
其次，就巡視方式而言，除了常規巡
視之外，增加了針對某一問題和特定領域
的專項巡視。今次在試點更為靈活的 「機

動式」巡視，進一步提高了震懾力。
再次，2016年2月11月，中央第九、十
、十一輪巡視對12個省區市進行了 「回頭
看」，每輪4個，亦即巡視之後進行二度覆
查。按照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定義，這種
方式屬於 「哪裏問題集中就巡視哪裏，誰
問題突出就巡視誰，巡視過後再殺個回馬
槍」。原天津市委代理書記黃興國、遼寧
省委書記王珉、海南省政協副主席林方略
等人落馬並被罷黜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資

格，都與 「回馬槍」有關，其所在的天津
、遼寧均是被巡視 「回頭看」的地區。
去年7月至9月，中央巡視組對全國人
大機關、全國政協機關進行了專項巡視。
12月份，兩大機關公布整改報告。根據巡
視發展的問題，全國人大機關研究起草關
於汲取遼寧拉票賄選案教訓的有關通知，
以及做好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工作
的有關指導性文件，這將對今年省市縣鄉
人大代表選舉產生重要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