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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周宁县一名在上海经商的人大代表涉嫌醉驾，上海警方
就此向周宁县人大常委会发函，提请批准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
施，但未获对方许可。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轩然大波。周宁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叶贻顺表示，他们将主动对接上海警方，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程序要求，及时召开常委会议再次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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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最高检11月27
日消息，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原副总裁、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原总经理李东光（正厅级）涉嫌
受贿犯罪一案，经最高检依法指
定管辖，日前已由河北省沧州市
检察院向沧州市中院提起公诉。

日前，山西省检察院依法对
山西省晋中市委原常委、副书记张
秀萍（副厅级）以涉嫌受贿罪决定
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日前，安徽省滁州市检察院
决定，依法对安徽省六安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周耀
（副厅级）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受
贿罪向滁州市中院提起公诉。

3名厅官
被提起公诉或批捕

本报讯 据中纪委网站消息，
近日，经四川省委批准，四川省
纪委对资阳市委书记李佳涉嫌
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资阳市是早前落马的四川省
政协原主席李崇禧的家乡，川籍商
人刘汉也被指深度参与资阳的道
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设获利。今
年以来，资阳市副市长赵涌涛、市
长邓全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勤
宏先后被查。 （本报综合）

四川资阳市委书记
李佳接受组织调查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 11 月 26
日闭幕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十一届
五次全会上获悉，黑龙江省鸡西
市原市长朱德义、黑龙江省政协
办公厅副巡视员许兆君被给予留
党察看一年处分。依据规定，这
两人的省委委员职务自然撤销。

据了解，去年4月，黑龙江省
委决定同意朱德义同志本人提出
辞去鸡西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
职务，不再担任市长职务。今年8
月，黑龙江省纪委监察厅反腐败
明鉴网发布消息，省政协办公厅
副巡视员许兆君（副厅级）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黑龙江鸡西原市长
朱德义被留党察看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昨天举行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中外媒体吹风
会，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在会上
介绍，截至今年 11 月，中国已对外
缔结39项引渡条约、52项刑事司法
协助条约，其中29项引渡条约和46
项协助条约已生效。

徐宏表示，一些国家对于与中
国签订引渡条约态度消极，一些外
国法官由于缺乏对中国法律和司法
实践的了解，而作出不予引渡或者
遣返的判决，“目前与美国比较大的
障碍是两国没有签订引渡条约，而
美国法律规定只有在签订双边引渡
条约情况下才能开展合作”。徐宏
说，中方曾向美方提出可否签订引
渡条约，“但美国似乎没有准备
好”。在此情况下，只能采取其他变
通方式，比如遣返，或直接在美国起
诉，让犯罪嫌疑人在美国受审等。

我国或直接
在美国起诉外逃人员

公共采购乱象“刺眼”
“政府采购中一些现象太不像样，比如

采购的电脑，价格很高，拿到手以后却发现
配置不好，售后服务也不好。”全国政协委
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近日
接受采访时说。

记者梳理近些年见诸报端的案例，发现
以政府采购为代表的公共采购，主要有三大
典型“乱象”。

“天价”采购，腐败奢侈。一台售价 160
多万元的医疗器械，云南省某医院采购价却
达 220 多万元，包括医院院长在内多人因从
采购中“吃回扣”被判受贿罪。中国社科院

《法治蓝皮书（2013）》中的数据显示，部分地
方政府采购办公用品中，有近80％的商品高
于市场价格。

一方面是腐败等原因导致的采购价格
畸高，另一方面则是彻头彻尾的奢侈消费，
如采购的 U 盘“变身”苹果 iTouch4、价值近
3000元的“工作服”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公共采购很多都是“高级货”，“想不贵都
难”。

“黑心”采购，次品频出。今年1月，湖南

省邵阳县斥资 1500 万元为全县中小学生采
购 10 万套课桌椅，中标企业送来的全是“次
品”。9月，湖北省宜昌市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统一采购的军训服成“开裆裤”。南京市某
民政局给两家养老院采购的棉被，其竟是不
能用的劣质纤维。

“虚假”采购，变相福利。一些单位为了
发放福利、冲抵开销等，假借采购之名报
账。湖北省纪检部门今年通报，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来凤县潘家湾镇计生办分别以
购电脑设备及电脑耗材发票报账 1.7 万元、
印刷宣传资料等发票报账 1.8 万元，报销出
来的款项全部用于发放端午节、中秋节福
利。

各种采购乱象“你方唱罢我登场”，公众
“很受伤”。在一些涉及公共采购乱象的报
道网络跟帖中，“太黑了”已成为频率最高的
评价用语。

采购中乱伸“权力之手”
记者调查发现，公共采购乱象背后，总

离不开“权力之手”。少数干部在采购项目
中缔造“官商联盟”，违法乱纪，手法繁多、花
样百出。

长官意志取代规章程序。一些干部利
用手中权力，无视采购招投标程序，恣意干
预政府采购项目，或是直接指定企业，或是
为输送利益企业量身定制采购标准。

在湖北省今年以来接受组织调查的官
员中，至少有 6名“一把手”涉及采购方面的
问题。如武汉市新洲区一系列重大工程项
目，不经招投标程序，由个别区领导直接指
定给某家企业。

“为了排除竞争对手让内定企业中标，
在标书中设置特殊条件甚至量身打造标书
是惯常做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共
采购分会常务副秘书长彭新良说。

充当内线审查走样，“把关人”成“放水
人”。一些掌握招投标核心信息的官员被腐
蚀拉拢后，充当内线，向投标人通风报信、泄

露内情，甚至帮助其逃避审查，蒙混过关。
本应负采购把关责任的一些干部，却让不具
备资质、但给了“好处”的企业过关，在审查
时“走过场”、验收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广西藤县涉及近８万名小学生的营
养餐项目招标中，６家中标单位竟有３家无
资质；南京“黑心棉事件”中的供货单位并没
有经营棉被项目。

有关专家指出，采购黑幕与官员贪腐之
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背后是官员“不
把公家的钱当钱”的心态以及失职渎职，也
与采购、财政制度的缺陷不无关系。

“多管齐下”管好公共采购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说，

据不完全统计和测算，我国公共采购市场规
模已超过 20万亿元。“蛋糕”巨大，风险漏洞
也很大。如何遏制公共采购乱象、用好纳税
人的钱？专家建议“多管齐下”加强创新，做
好公共采购工作。

一是完善监督机制。贾康建议构建“全
流程监督机制”，对公共采购的每一个环节
实施监督，并严肃追责问责。在当前的采购
制度下，对于政府采购而言，加强对预算的
监督十分关键，预算编制应该更加精细化，
公开的力度必须更大。“公共采购出现这样
那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不透明。”

二是促进公共采购电商化。中国电子
商会会长曲维枝表示，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公
共采购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支撑，
可以实现更加便利、安全、节约、公开、透明
的公共采购业务，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建
议破除观念和制度障碍，加快推进公共采购
电商化。

三是建立采购人制度。中国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公共采购分会秘书长胡大剑建议
建立采购人制度，并实行终身追责制。这样
既可以提高公共采购的专业化水准，又可以
有效遏制腐败。

（据新华社）

政府采购屡曝天价
乱象背后是官员贪腐，乱伸“权力之手”

人大代表涉嫌危险驾驶罪
今年 8 月 14 日，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公安

分局向福建省周宁县人大常委会发出《关于
提请批准对涉嫌危险驾驶罪的周宁县人大代
表张裕明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函》。

据这份函件描述，8 月 12 日 1 时许，松江
公安分局泗泾派出所民警在处理一起纠纷案
件时，发现当事人张裕明涉嫌酒后驾车并发
生交通事故。处警民警立即通知交警前来处
理，经抽血鉴定，张裕明达到了醉酒状态。

松江公安分局在给周宁县人大常委会的
函件中最后写道：“经过前期缜密侦查，现已确
定福建省周宁县人大代表张裕明涉嫌危险驾
驶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松江公安分局已对福建省周宁县人大代表
张裕明进行刑事立案。由于张裕明为贵县人
大代表，特提请贵县人大常委会批准对涉嫌危
险驾驶罪的张裕明予以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法》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
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
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
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县人大常委会不批准刑拘
10 月 31 日，周宁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以“周人常〔2014〕47 号”文件的形式，给
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发出回复函。回复函
称，10月24日，周宁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提请许可
对县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张裕明采取刑事拘留
强制措施并暂停其执行代表职务的议案》，并
依法进行表决。常委会组成人员 21 名，实到
会17名，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1票，弃权8

票。该议案未获通过。
此事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一位曾

经在人大系统工作过的宪法学者解释说，根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法》有关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享有言论特别保障和人身特别保
护两大权利，这是为了保障其履职的需要。
言论特别保障权指的是“代表在人民代表大
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
究”；人身特别保护权，主要是为了保护代表
不会因为其履职行为而受到有权机关的报
复，而不是包庇其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对于周宁县人大常委会这个不适当的决
定，该如何纠正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
国宪法学会副会长王磊建议，松江警方可以
再次向周宁县人大常委会提出许可申请，周
宁县人大常委会再次召开常委会审议通过。
也可以由上级人大常委会改变或撤销其决
定。 （据《中国青年报》）

福建一县人大代表在上海醉驾

警方申请刑拘被当地人大否决

出厂价
一台核磁设备，出厂价仅 200 万

元，医院采购价却高达1200万元——
近日在武汉第五届全球公共采购论坛
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吕本富
披露的这一“内幕”，让与会者震惊。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不完
全统计和测算，我国公共采购市场规
模已超过20万亿元。近年来，公共采
购领域屡曝“天价采购”、“黑心采购”
事件，其背后总离不开乱伸的“权力之
手”。

采购价 12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