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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阁受阻，默克尔怎么办？

简讯
准旗食药环侦大队开展日常巡查

11月 12日，
准旗食药环侦大队配合
纳日松镇综合执法局开展矿区巡查工作。
检查组先后对纳日松镇阿贵庙村、
羊市塔村、曹羊线 46公里等重点地区进
行日常检查，共检查私挖盗采点 10处，
其中“黑窑口”4处，露天采矿点 6处，扣
押挖机 1台。
通过此次排查，有效的震慑了私挖
盗采矿产资源和违规运煤行为，加强了
重点矿区的监管力度。
李若楠

德国三党组阁“试探
性谈判”以自由民主党（自
民党）宣布退出而严重受
阻。德国总理安格拉 默
克尔 2
0日凌晨召开新闻发
布会，对自民党退出当前
谈判表示遗憾，称会向总
统弗兰克 瓦尔特 施泰
因迈尔通报情况，并斟酌
下一步计划。德国《明镜》
周刊称，谈判失败是“默克
尔的一次灾难”，对一直风
平浪静的德国政坛的冲击
犹 如“ 脱 欧 ”对 英 国 的 影
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
合作中心副主任杨解朴认
为，自民党出人意料的退
出，令默克尔的组阁前景
变得艰难而复杂。如何化
险为夷实现第四个总理任
期，默克尔面临罕见挑战。

准旗食药环侦大队
开展
“博爱一日捐”
活动

11月 10日，
准旗食药环侦大队组织
全体民警举行了
“博爱一日捐”
募捐活动。
大队领导带领全体民警积极奉献
爱心，以实际行动帮扶弱势群体，共募
集到捐款 1600元。
这次募捐活动，充分体现了同志们
的博爱精神、奉献意识，也使“扶危济
困”
传统美德得到继承和弘扬。李若楠

准旗食药环侦大队
联合执法打击私挖盗采

◆19日，默克尔（前右）和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基社盟主席霍斯特 泽霍费尔（前左）在组阁谈判
间隙休息
新华/
法新

四种可能
这次谈判一开始就非常艰难。
受 9月 24日大选结果限制，组阁谈
判的参与方选择余地很小。默克尔
领导的联盟党（由基民盟及其姊妹党
基社盟组成）获得 33.
0%的选票，保
持联邦议院第一大党地位，但因为第
二大党社民党宣布且多次强调不参
加组阁，联盟党又拒绝接触极右、极
左政党，就只能同自民党和绿党展开
谈判。
由于这三党的旗帜代表色组合
起来与牙买加国旗颜色一致，媒体将
这次组阁尝试称为
“牙买加联盟”。
谈判中，各方列出由 12个重要
议题组成的谈判清单。各方在欧洲
政策、能源与环境政策、难民和移民
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关键议题上存
在较大分歧。谈判期间，自民党和
绿党方面不断指责对方不肯妥协。
杨解朴认为，
“牙买加联盟”是一
个不得已的组合，三党立场相差太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派出所队伍
建设，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呼和乌素
派出所通过强化内务管理、强化接警
处警、强化政治业务学习，立足实际采
取多项措施加强队伍教育管理，严肃
工作纪律，提升民警队伍形象。
张华
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呼和乌素派
出所通过“以理念促优、以竞促优、以
责促优、以问题促优、以监督促优”措

大，甚至针锋相对，此前唯一的粘合剂
耗费了大量心力，宣布谈判失败时
是三党都希望执政，现在自民党放弃执
她“显得疲惫”。在讲话中，默克尔
政，继续谈判的基础就没了。
说：
“ 作为总理……我会尽全力让
对自民党的退出，杨解朴认为比较
国家走出这个困难时刻。
”
大的原因是其基本政纲未能得到满足。
《南德意志日报》认为，默克
自民党领导人克里斯蒂安 林德纳担心， 尔 将 会 把 重 新 大 选 作 为 最 后 选
可能在谈判后带回一份让党内和选民很
项，总统施泰因迈尔也会设法避
不满意的清单。他19日宣布退出谈判时
免重选。法新社称，一直关注组
说：
“不执政比错误执政要好，
再见！
”
阁谈判的施泰因迈尔呼吁各党履
自民党退出，组阁谈判戛然而止， 行责任，
“ 这个责任并不是（通过
默克尔的组阁难度陡然加大。德国媒
重新选举）把选民的授权再交还
体认为默克尔未来或尝试组建少数派
给选民”。
政府，或接受重新大选。
杨解朴认为，目前的情况很困
杨解朴认为未来有四种可能：一是
难，如果三党谈判彻底失败，后续
联盟党同绿党组建少数派政府；二是联 “ 无 论 哪 种 可 能 ，实 施 效 果 都 不
盟党放弃绿党，转而同自民党商谈组建
好”
。
少数派政府；三是联盟党极力劝说社民
杨解朴说，少数派政府很难
党“回头”，再次像现在这样，组建大执
推动政策执行，往往导致重新选
政联盟；四是重新大选。
举，同社民党联合执政固然是不
错选择，但后者充当反对党决心
很大，该党一名领导人甚至表示，
一个难题
联合执政的条件是默克尔不再任
总理。
路透社称，默克尔显然为这次谈判
至于重新大选，根据最新民
调，除了绿党和极右翼的德国选择
施，加强执法规范化、执法安全建设， 党得票可能增加，其他党派将没有
在防范民警职业风险、保障民警执法
太大变化。这是主流政党和选民
安全的同时切实保护公众权益，做到
不希望看到的。更麻烦的是，政治
公平公正执法。
张华
空转对相对平稳的德国政治和经
近期，内蒙古巴林右旗市场监管
济会造成负面影响。
局结合辖区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
路透社认为，如果 63岁的默
打击“缺斤短两”行为，保证菜市场计
克尔组阁失败，作为欧洲最大经济
量准确。此次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 12 体，德国政治不稳对欧元区乃至欧
人次，执法车辆 4台次，对 8家蔬菜销
盟对俄罗斯、土耳其政策等方方面
售门市进行了责令改正。
王俊峰
面都会造成影响。
另据报道，法国总统埃马纽埃
尔 马克龙 19日晚同默克尔通电
话，了解组阁谈判失败的情况，他
别、分轨型、分区段、分重点科学制定
20日表示，
“德国组阁进程停滞也
探伤周期，确保探伤周期的合理化和
不符合法国利益”。德国基民盟总
匹配性。同时，兼顾设备静态检查合
书记彼得 陶贝尔则呼吁各方不要
理安排手工检轨工作，分区段、分重点
放弃，通过妥协推动德国渡过当前
制定手工检轨周期，实现钢轨检查常
难关。
据新华社报道
态化、均衡化。
谢子鹏

全力做好冬春运线路设备防断工作
白旗工务段结合冬春运立功竞赛
活动，严格贯彻“全年、全面、全员”线
路设备防断理念，针对今年设备改造
变化及新设备的投入使用，根据管内
各线轨型差异、钢轨设备状态、线路通
过总重，结合钢轨伤损发生情况，分线

近日，准旗食药环侦大队联合综合
执法局深入纳日松镇、准格尔召镇开展
打击私挖盗采煤炭资源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
检查组深入重点区域煤矿企业，采
取看、听、查、访等办法，对已封堵、炸毁
的非法盗采点跟踪管理。
共检查火区治理煤矿 3家、煤场 2
家、
“黑窑口”7处，封堵“黑窑口”1处，及
时消除了安全隐患，有效地防范了重大
事故的发生。
李若楠

准旗食药环侦大队
召开会议安排近期工作

11月 14日，准旗食药环侦大队召
开工作会议，
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
一是深入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原
文，用实际行动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二是提高思
想，高度重视案件办理。三是对照目标
责任制考核，查漏补缺，保质保量完成
目标任务，争取在年底交一份满意的答
卷。
李若楠
（稿件统筹：王君平）

精短

乌审旗交管大队达掌中队近日处
理了一起交通事故，通过现场汽车保险
杠碎片，确定了肇事车辆的颜色及逃逸
方向，民警立即出发沿着车辆逃逸方向
迅速追赶，中途发现可疑车辆随即拦停
进行一一比对，在行驶至鄂托克前旗与
乌审旗交界处时，发现嫌疑车辆，通过
现场比对确定为逃逸车辆。仅用 3
0分
钟成功破获了这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件。
（李静）
为全力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乌
审旗交管大队达掌中队出动 3名警力在
S
2
1
5线开展日常交通违法查处行动，查
获一名货运车违法载客人员。1
1月 1
1
日1
7时 4
2分，杨某某驾驶轻型普通货
车在乌审旗沿乌横线 S
2
1
5线由南向北
行驶至 9
k
m+5
0
0
m处时，被执勤民警当
场查获。随后民警将其带回乌审旗交
管大队对其进行了罚款 2
0
0
0元等行政
处罚。
（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