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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鸿飞 吴娅萍 李栋宇
衡 南 县 三 塘 镇 位 于 衡 阳 市 西 郊 ，蒸 水 河

畔。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该镇被誉为“全
国重点镇”“全国小康示范镇”、省“诗词之乡”

“全省经济强镇”。
“近几年来 ，镇党委以‘三大攻坚战 ’为重

点，积极打造实力园区、宜居城镇、最美乡村。”
三塘镇党委书记周小云说，全体党员干部群众
以“绝对忠诚、主动担当、忘我工作、勇争一流”
的三塘精神，力促“宜居三塘、发展三塘、美丽三
塘”迈出坚强步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
坚实基础，为加快建设衡南“四区一花园”贡献
了三塘力量。

今年，全镇经济运行继续保持了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的态势，高质量发展迈出了稳健步伐。

突出政治引领，夯实基层党建基础
“近年来，我们始终推进党的建设，坚定不

移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营 造 了 风 清 气 正 的 政 治 生
态。”三塘镇党委负责人说，该镇始终坚持以党
建工作统揽全镇工作大局，充分发挥了党建的
引领支撑作用，党的执政能力明显提高。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该镇党委坚持把学习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两学一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对照
干部选任原则，结合乡镇机构改革和村（社区）

“ 两 委 ”换 届 推 行 党 建 末 位 淘 汰 制 ，顺 利 完 成
2017 年、2020 年两轮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全面推行村（社区）主干“一肩挑”，村（社区）干
部队伍持续优化。

同时，该镇党委注重党员干部能力培养，积

极推行党建工作常态化机制，狠抓主题党日落

实成效，组织支部书记参加微党课比赛和党员

学习强国积分竞赛，组织党员干部赴外地参观

学习乡村治理。对照党支部“五化”建设要求，

实现支部五化达标 100%验收，“一门式”公共服

务全覆盖，共为群众办理服务事项 2.8 万件，切

实把党的政治建设成效落到实处。

全面提升党建引领。“近年来，三塘镇全面

落实屋场恳谈会制度，深化屋场党建示范创建

工作。”镇党委负责人介绍，截至 9 月下旬，该镇

已创建屋场党小组 166 个，实现了党建引领与群

众主体高度融合，促进了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

发展深度融合。

疫情防控效果好。该镇 49 个疫情防控服务

点、125 个党员志愿服务队、537 名党员志愿服务

者、2000 余名三塘志愿者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

线，落实宣传、排查、管控、预防“四个全覆盖”和

党员捐款全覆盖，群防群控，打赢了疫情防控总

体战。其中，镇党委书记疫情防控“三封信”事

迹获得湖南卫视推介。

脱贫攻坚成绩好。该镇围绕“一超过两不

愁三保障”脱贫标准，重点实施精神扶贫、收入

扶贫和政策扶贫。镇财政挤出资金用于“三保

障回头看”问题清零，连续以零问题的成绩通过

省、衡阳市检查验收，三塘镇党委荣获全省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

民生实事推进好。近年来，该镇顺利完成

了城镇污水管网、垃圾填埋场、三塘敬老院、芙

蓉学校、工业园区公租房建设，校联体改革、家

校共育“三个课堂”实现全镇全覆盖，脱贫攻坚、
安全生产、信访维稳、项目建设多项工作名列衡
阳市前茅。

优结构促转型,产业发展风头劲
种下梧桐树，引来凤凰栖。“近年来，三塘镇

全力做强产业支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位居衡
南 县 第 一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稳 居 衡 阳 市 第 一 方
列。”据介绍，该镇先后引进了珠江合创、碧桂
园、华旗绿洲等优质房产企业，加大对衡州大道
两厢用地开发，打造了三塘地产“新名片”。

只争朝夕，砥砺奋进。该镇重点发展工业、
物流、农村集体经济、教育四大产业：集中推进
三塘工业园主导产业集约化发展，将工业园区
作为工业强镇的主战场，重点发展机械制造、食
品加工、仓储物流产业。

建设高端智慧物流小镇，培育现代服务业
新高地。目前，该镇以三塘工业园为平台，以国
库、省库、天程物流、中国邮政为依托，巩固做大
现有物流产业，打造中南地区有影响的特色物
流小镇。

农村集体经济加快推进。目前，三塘镇基
本形成了南乡铺鱼、长春野枇杷、满江红龙虾为
主要代表的特色产业；打造“旅游+农业”，将地
质博物馆、罗亮泗英雄事迹陈列馆、江雪书屋以
及 322 国道沿线乡镇旅游景点连成一线，形成了

“吃三塘鱼粉、看地质博物馆、捉南乡铺鱼、游罗
亮泗陈列馆”的旅游路线。去年，该镇村级集体
收入总量突破 200 万元。

教育产业发展迅猛。三塘星火教育品牌优
势凸显，辐射、推广先进管理方式和教育理念，
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三塘校区全覆盖。同时，
省级优质教育资源芙蓉学校落地建设，今年秋

季正式招生。“镇里支持衡阳市技师学院新建北

校区，为县内外各大企业输送优秀技工人才。”

该镇党委负责人说，使 3D 打印技术、智能机械

手等高新技术为企业应用，强有力地助推了衡

南高质量发展。

提品质增魅力,城乡面貌换新颜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

幸福”。近几年来，三塘镇不断加大投入，统筹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城乡融合发展，城

乡面貌实现了全面改观，完成了华丽蜕变。

衡州大道西延线建成通车、亮化；实施亮化

绿化提升工程，在大广、松山、灵官等村安装路灯

800余盏，打造四塘至洲市亮化通道。法警基地、

罗亮泗英雄事迹陈列馆建成使用。15 天内完成

自来水补水工程建设，解决城镇居民用水难题；

对雨污管网进行优化改善，杜绝污水堆集现象。

该镇建成工业园、人民广场垃圾中转站，转

运全镇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厂厂房及配套主干

管网建设项目全部完工，城镇区域绝大部分污

水已接入，污水经处理后能达到一级 A 类排放标

准，城镇供水供电、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配套

档次大为提升。

三塘镇投入资金 80 万元的城镇主干道道路

交 通 指 示 标 识 完 成 建 设 并 投 入 使 用 ；总 投 资

1260 万元的敬老院改扩建项目基本完成。

脱贫攻坚铺富路，幸福乡村惠民生
近几年来，三塘镇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第一民生工程，以脱贫攻坚为总抓

手，聚焦脱贫质量，瞄准脱贫目标。累计发放金

融扶贫贷款 3246 万元，惠及 1048 户；861 位贫困

学生享受教育扶贫助学政策；完成危房改造 516

户，争取危改专项资金 943.8 万元，实施易地搬迁
158 户 461 人，保障贫困人口住房安全；对建档立
卡贫困户开展疾病筛查、健康体检、签约服务；
倡导爱心消费扶贫，成功举办首届农产品电商
扶贫直播节，线上线下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
超过 120 万元。

该镇投入财政资金 300 多万元补齐“三保
障”工作短板，助推全镇贫困户 1324 户 3874 人全
部实现脱贫，以零问题的成绩通过省、衡阳市检
查验收。新建的华星学校和芙蓉学校、改扩建
的三塘小学和雁西小学的投入使用，有效缓解
了三塘学位紧缺的问题，“大班额”问题全面化
解。并成立三塘慈善分会，汇聚社会力量，举办
爱心助学、慈善募捐等活动，募集社会资金 500
多万元全部用于扶贫帮困民生事业，得到社会
各界的一致好评。

映日荷花别样红。近年来，该镇顺利完成
原洲市乡与原三塘镇的整体合并工作，顺利完
成乡镇机构改革工作，顺利完成不动产统一登
记、公务用车等改革任务，顺利完成教育改革

“三三五”工程、“医联体”、“医共体”改革，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当面锣对面鼓，话说透干劲足。10 月 6 日，
在三塘镇大山村屋场恳谈会上，村民谢小艳提
出村里的农产品缺少销路。镇党委负责人当场
协调电商平台公司在村里小卖部设立一个售卖
点，让大山村特色农产品可以顺利销售出去。

时光荏苒。2019 年 11 月在大山村组织召开
衡南县首场党小组屋场恳谈会，形成屋场恳谈
会常态化工作机制，已经成为衡南创新基层治
理一张亮丽的名片，正在全省乃至全国推介。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
“‘十四五’时期，三塘镇要主动融合融入县

委‘四区一花园’建设，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镇党委书记周小云说，坚决落实

“发展、民生、法纪”三条主线，突出“工业、物流、
教育、农村集体经济”四大产业，加快建设“宜居
三塘、发展三塘、美丽三塘”，推动三塘高质量发
展。

前 言

近年来，衡南县三塘镇党委主动融合

融入县委“四区一花园”建设，做好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坚决落实“发展、

民生、法纪”三条主线，突出“工业、物流、教

育、农村集体经济”四大产业，加快建设“宜

居三塘、发展三塘、美丽三塘”，推动了三塘

高质量发展。一幅决胜建成全面小康三塘

的瑰丽画卷，在眼前打开、向未来延伸。

党旗红引领三塘美
——衡南县三塘镇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纪实

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通过一项短期调高

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法案，暂时避免政府债

务违约风险。但这一权宜之计并未真正解决

民主、共和两党在债务问题上的分歧，只是将

债务上限危机拖延到 12 月。美国政客频频上

演此类“闹剧”，折射出美国政治极化加剧、治

理体系失灵的政治弊端，其外溢风险将波及

到全球，威胁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金融市场

稳定。

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延后

根据美国参议院 7 日通过的短期法案，

国会将暂时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约 4800

亿美元，确保美国财政部可履行支付义务至

12 月 3 日。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特尼·霍耶

称，众议院将于下周投票通过这项法案。白宫

表示，总统拜登期待尽快签署该法案。

这一“权宜之计”并未真正消除两党僵持

的根源。出于明年国会中期选举等因素考量，

民主党希望通过常规程序立法与共和党共同

提高债务上限，不愿单独背负增加政府债务

的政治压力。但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8

日致信拜登，明确表示共和党未来不会再次

帮助民主党提高债务上限，民主党只能利用

预算调节程序独自解决债务上限问题。可以

预见，两党 12 月可能还将在债务上限问题上

角力，联邦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又将上升。

所谓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

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

额度，通俗的讲，可理解为美国财政部的“信

用卡额度”。在债务上限之内，财政部可自行

掌握发债节奏；触及上限后，财政部需国会调

高“信用卡额度”或暂时取消“信用卡额度”限

制后才能继续发债。

这一机制旨在定期检视政府开支状况，

但事易时移，已难实现强化财政纪律、控制债

务增长的初衷。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的数据

显示，上个世纪 80 年代，美国债务上限尚不

到 3 万亿美元，如今债务规模已突破 28 万亿

美元大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

告诉新华社记者，目前只是推迟而未根本解

决美债上限问题。美国债务问题是个结构性

问题，次债危机以来就一直存在。如果美国经

济实现高增长，债务问题或可缓解，但美国经

济高增长不可持续，美国债务问题已成为常

态，新冠疫情等因素又加剧了美国债务困境。

美国经济已高度债务化，如滚雪球一般无法

根除。

政治弊端风险外溢全球

近年来，债务上限日益成为国会两党政

治博弈的重要筹码。几乎每隔几年，两党都要

上演一场挑动全球市场神经的政治“闹剧”，

个别政客甚至不惜代价将美国推向债务违约

的“悬崖边缘”以捞取政治资本。美国新墨西

哥州民主党参议员马丁·海因里希说，对于债

务上限沦为党争工具，已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是多么荒谬。

虽然两党常在债务违约的最后期限前达

成协议，但债务上限危机的频频上演折射出

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社会共识难求、治理体系

失灵、政治信用透支的严重弊端。这不仅成为

美国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波动的重要风险

源，其外溢效应也通过美债、美元和金融市场

扩散到全球，威胁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金融

市场稳定。

2011 年 8 月的债务上限违约危机是美国

迄今距离“技术性”违约最近的一次，曾造成

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导致美国历史上首次遭

遇主权信用降级。当时美国短期国债遭到抛

售而导致利率飙升，美国股市出现大幅回调，

消费者信心受挫，经济增长受到拖累。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国家也被迫为其发行的以美元计

价的债券支付更高利息。

如果美债真正违约后果将更为严重，经

济学家普遍认为将会造成“经济灾难”。美国

财政部长耶伦警告，美债违约可能引发利率

飙升、股价急剧下跌和其他金融动荡，美国经

济将重回衰退。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塞西莉亚·劳

斯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尚未从新冠疫情中完

全复苏，美债违约一旦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可

能会比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更糟糕。

长期来看，美国债务上限危机也将严重

透支美国政治信用、削弱美国国债信誉和美

元储备货币地位。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顾

问阿马杜·西表示，这为金砖国家、非洲国家

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

金融机构进行治理改革提供了更多理由。一

些经济体也将考虑推动外汇储备资产构成多

元化，逐步减少对美国国债的依赖。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 8日电）
欧洲天然气、电力价格飙涨，民众在加油站抢

购汽油，能源供应商倒闭……近期欧洲能源市场异

象频生，拉响能源供应警报。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市

场面临供给受限、需求攀升、库存不足及能源转型

等因素共振，短期内恐难摆脱能源供应紧张局面，

可能影响经济复苏进程。

多重因素困扰

经历去年漫长寒冬，再迎今年高热酷暑，欧洲

能源储备水平降至历史低位。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

协会数据显示，当前欧洲区域性天然气库存仅为满

负荷水平的 74.7%，为 10 多年来最低水平，冬季能源

储备亟待补充。

今年夏季，欧洲风能、水力发电量偏低，一定程

度助推能源价格持续上涨。而疫情管制放松后，经

济复苏刺激能源需求，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

此外，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国家加强对碳排

放的管理，制定相应减排目标，提高了对低排放能

源的需求，供需矛盾更加紧张。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内欧洲难以摆脱能源供应

紧张局面，能源价格将维持高位。近期，欧洲天然气

价格大幅上涨，电价攀升至 10 多年来最高水平。其

中，9 月德国和西班牙的电价约是 2019 年、2020 年平

均价格的 3 至 4 倍。西班牙能源运营商的数据显示，

10 月 7 日西班牙电价涨至每兆瓦时 288.53 欧元，较

9 月初的大约 120 欧元上涨一倍多。

通胀担忧加剧

能源价格攀升加剧市场对通胀以及欧洲经济

复苏进程的担忧。欧盟统计局 10 月 1 日公布的初步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9 月 欧 元 区 通 胀 率 按 年 率 计 算 达

3.4%，创 13 年新高。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7.4%，

是推升通胀的主因。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冬季来临，欧洲面临能源

价格继续上涨，天然气、煤炭、电力短缺将波及更多

领域，届时可能迫使工厂调整生产计划甚至关停，

对供应链造成冲击。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正转化为

高通胀，影响消费者信心。

根据比利时佛兰芒电力监管局的数据，当前一个

家庭必须支付的平均燃气费已上升至每年 1500多欧

元，比新冠疫情前多出近 500欧元。意大利今年一般家

庭的电费年度支出约为631欧元，同比增长30%。

近期，能源价格高企已引发欧盟层面广泛关

注。欧元集团日前召开会议，重点讨论能源问题。欧

元集团主席帕斯卡尔·多诺霍说，能源价格高企正

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影响，有必要监控能源价格变

化，保护脆弱家庭及中小企业利益，确保能源问题

不影响欧洲经济复苏进程。

欧洲多国政府正努力通过限价、补贴、减税等

手段，尽可能减少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者及中小企

业的影响。英国政府已召集本国最大的几家天然气

供应和运营企业会谈，还将指派公司接管已倒闭小

型能源公司的用户；法国政府宣布对天然气价格实

行限价，通过大幅减税将 2022 年 2 月至 2023 年 2 月

间的电价上涨上限控制在 4%；意大利政府已拨款数

十亿欧元，作为补贴发放给相关企业。

明年情况好转？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欧洲“缺气”局面有望在

“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全面通气后得到一定缓

解。

俄罗斯政府 6 日表示准备通过出口稳定全球能

源市场，国际天然气价格由此开始下跌。目前，俄罗

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已开始向“北溪-2”第一条支

线注气，第二条支线的安装调试工作正在进行中。

法国能源监督管理委员会预计，今年秋冬季欧

洲天然气价格将继续保持高位，明年春夏季有望好

转，2023 年恢复正常水平。

市场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高级市场经济学家奥

利弗·琼斯预计，能源价格将在明年出现回落。对于

石油市场，他预计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

佩克产油国的供应将大幅增加，美国原油产量也将

从受飓风影响中恢复。

（新华社布鲁塞尔10月 8日电）

供需失衡加剧转型阵痛

欧洲拉响能源危机警报

美债“炸弹”引信难拆
政治弊端恐祸全球

新华社北京10月 9日电 10月 9日上午，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

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举行视频通话。双

方进行了务实、坦诚、建设性的交流，讨论了三个方

面的问题：一是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和世界都非常

重要，应该加强双边经贸往来与合作。二是双方就中

美经贸协议的实施情况交换了意见。三是双方表达

了各自的核心关切，同意通过协商解决彼此合理关

切。中方就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进行了交涉，就中国

经济发展模式、产业政策等问题阐明了立场。双方同

意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继续沟通，为两国经

贸关系健康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创造良好条件。

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通话

英国政府9月 22日警告食品制造商，做好二氧化碳价格上涨400%的准备。这主要归咎于天然气短缺。

二氧化碳在食品业应用广泛。英国食品行业使用的二氧化碳主要来自化肥行业，而化肥行业最大的成本消

耗是天然气。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9月早些时候报道，欧洲天然气严重短缺，其天然气供应处于往年

同期最低水平。图为 9月 22日在英国柴郡拍摄的美国CF工业公司的一家工厂。英国大约 60%的二氧化碳

产品由CF工业公司供应。 新华社发

伊拉克定于 10 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根

据伊拉克独立高等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数据，

3249 名候选人将竞选新一届国民议会的 329

个席位。分析人士认为，多年战乱加之外部势

力干预，导致伊拉克政治派别林立，此次选举

过后政局能否稳定仍有待观察。

新选举法

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和推动选举改革是现

任总理卡迪米 2020 年 5 月上台后的主要承

诺。2020 年 7 月，卡迪米宣布将原定于 2022

年举行的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提前至 2021

年 6 月举行。今年 1 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因技

术原因将选举推迟至 10 月 10 日举行。

此次选举将依照 2019 年 12 月通过的新

国民议会选举法举行。该法案首次允许独立

候选人参选，并规定拥有双重国籍人士不得

担任国家领导人或政府官员，同时将伊拉克

全国 18 个省划分为 83 个选区，而此前每个省

为一个独立选区。

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努赛芭·尤尼斯指

出，划分更多选区理论上意味着议员更能代

表选民意见，但实际上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

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跟主要政治派别抗衡。此

次选举总体上依旧延续了 2003年伊拉克战争

后确立的选举制度，并未按照 2019 年大规模

示威游行中民众所要求的那样废除配额制。

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破坏了伊拉

克原有的政治生态。此后，在美方主导下，伊

拉克建立了一套基于配额制的政治体系，将

总统、总理、议会及内阁职位按一定比例分配

给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和其他少数民

族。反对者批评这种模式导致政治权力被一

些政党长期掌控，容易滋生腐败等问题，他们

呼吁对此进行改革。

派别林立

伊拉克宗教和民族问题较为复杂，除了

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外，还有不少逊尼派居

民，以及北部的库尔德人等其他族裔。加之该

国长期战乱，外国势力介入较深，这些因素叠

加，造成伊拉克政治派别林立的局面。

以什叶派宗教领袖穆克塔达·萨德尔为

代表的宗教力量和与伊朗关系紧密的什叶派

政治团体“法塔赫联盟”仍是此次选举中的两

股主要势力。在 2018 年选举中，萨德尔领导

的“行走者联盟”和哈迪·阿米里领导的“法塔

赫联盟”成为得票最多的两大派别，分别占据

议会 54 和 48 个席位。

目前伊拉克国内反美情绪高涨。萨德尔

在此次选举中领导的“萨德尔运动”持反美、

反伊朗的民族主义立场，拥有大量贫苦的什

叶派民众拥护。“法塔赫联盟”同样反美，但与

伊朗关系密切，曾在议会推动通过要求美军

撤离伊拉克的决议，在此次竞选中提出“我们

保护和建设伊拉克”的口号。

在这两股主要势力之外，一些伊拉克现任

和前任领导人也积极组建政党联盟参加竞选。

前总理阿巴迪和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前主

席哈基姆共同组建了民族国家力量联盟。国民

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哈布希领导的逊尼派政治

团体“进步联盟”也将参选。而伊拉克库尔德自

治区的两大政党——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库德

尔爱国联盟则在该自治区拥有绝对主导地位。

面临挑战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伊拉克主要派别间分

歧巨大，在选后组阁过程中可能展开复杂博

弈。未来新政府要推进改革，必然会面临国内

政治矛盾和外部势力干预，因此将困难重重。

从国内情况来看，今年以来伊拉克安全

形势不稳，袭击事件显著增加，政府公共服务

能力仍然薄弱，高失业率和腐败等问题难以

解决。面对新冠疫情，政府应对能力有限，今

年还发生了两次新冠定点医院火灾事故。

从外部因素来看，近年来美国和伊朗在伊

拉克的博弈不断加剧。2020年初，美军在伊拉

克境内暗杀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

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

“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穆汉迪斯，伊朗此后

进行报复，用弹道导弹攻击了美国在伊拉克的

驻军。尽管美国拜登政府已宣布驻伊拉克美军

将在今年年底前结束作战任务，但这并不等于

完全撤军。因此，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仍将持续，

而这不可避免会对伊拉克局势产生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伊拉克事务特别代表、联

合国伊拉克援助团团长雅尼娜·亨尼斯-普

拉斯哈特表示，当务之急是确保伊拉克国民

议会选举公平透明举行。此次选举有可能为

伊拉克带来转变，但任何选举都不会立刻创

造奇迹。重要的是选后快速有效地组建政府、

推动改革，以应对伊拉克面临的各种挑战。

（新华社巴格达10月 9日电）

伊拉克议会选举能否稳定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