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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6日电 经李
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
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强调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改革，进一步提升我国
外商投资环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水平，促进外资增长，提高利用外
资质量。

《通知》从五个方面提出促进外资
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是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
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尽快在全国推行自由贸易
试验区试行过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对外开放范围，
持续推进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制造、
船舶设计、支线和通用飞机维修、国际
海上运输、铁路旅客运输、加油站、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呼叫中心、演
出经纪、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领
域对外开放。

二是制定财税支持政策。鼓励境
外投资者持续扩大在华投资，发挥外
资对优化服务贸易结构的积极作用，

促进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相结合，鼓
励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地区总部，
促进外资向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
地转移，支持重点引资平台基础设施
和重大项目建设。

三是完善国家级开发区综合投资
环境。充分赋予国家级开发区投资管
理权限，支持国家级开发区项目落地
和拓展引资空间，提升国家级开发区
产业配套服务能力。

四是便利人才出入境。完善外国
人才引进制度，积极引进国际高端人
才。采用“告知+承诺”“容缺受理”等
方式，为外国人才办理工作许可提供
便利。年内出台外国人才签证实施细
则，完善外国人才评价标准，扩大外国
人才签证发放范围、放宽有效期限。

五是优化营商环境。抓紧完善外
资法律体系，提升外商投资服务水平，
保障境外投资者利润自由汇出，深化
外商投资企业管理信息共享和业务协
同，鼓励外资参与国内企业优化重组，
完善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提
升研发环境国际竞争力，保持外资政
策稳定性连续性。

新华社华盛顿 8月 15日电 美国
财政部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
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达到1.1465万
亿美元，再度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增持 443亿
美元美国国债，为连续第五个月增持。
当月，日本减持 205亿美元美国国债，
持有规模降至1.0908万亿美元。此前

日本曾于去年 10月开始超过中国，成
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截至今年6月底，外国主要债权人
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约为 6.1713万亿
美元，高于 5月底的 6.1236万亿美元。
其中，中日两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共占外
国主要债权人持有总额的三分之一以
上。

促外资增长再出新政策

国务院发文“五招”促引资

中国再成美国最大债权国

8月16日，渔船从海南三亚崖州中心渔港驶出。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休渔期
于当日结束，渔民开始出海作业。 新华社发

新华社西安 8月 16日电 记者日
前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采访时了解
到，经过50年的发展，我国航天测控人
员相继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
航天器定轨精度从最初的公里级、米
级到厘米级的跨越。

精密定轨是对航天器实施有效控
制的基础。据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党委
书记祁亚虎介绍，多年来，中心瞄准精
密定轨这一前沿领域奋力开拓，先后
攻克航天器轨道确定、轨道控制、轨道
维持等关键核心技术，轨道确定和控
制精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其中，
近地轨道航天器位置确定精度最高可
达厘米级，地球同步轨道航天器位置
确定精度可达几十米，月球轨道探测

器位置确定精度可达公里级。
此外，中心对我国载人飞船、嫦娥

探测器及各类返回式卫星，也能够实
现高精度返回控制计算和落点预报，
落点计算精度优于1公里，处于国际先
进水平。2003 年 10 月 16 日，我国飞
天第一人杨利伟巡天归来，在中心工
作人员的精控妙测下，创下了神舟五
号飞船返回舱和搜救直升机相距50米
同时着地、搜救人员 30秒赶到落点现
场的奇迹。

成立于1967年的西安卫星测控中
心，是我国唯一的集航天器实时测控、
在轨航天器长期管理等多任务于一体
的现代化航天测控中心，被誉为航天
测控领域的“国家队”。

我国航天器定轨精度实现厘米级

全省“检察之星”候选人事迹展播①

一腔热血铸忠诚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周庆华 高芳芳

这是一名在办案一线奋斗 25年
的优秀检察官。

这是一名屡办大案要案、拥有众
多传奇故事的热血男儿。

这是一名坚守法治理想，让所办
案件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办案能手。

他就是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
侦查二处处长张卫星。

从检 25年来，张卫星一身正气，
克难攻坚，成功办理了一批大案要案：
李某某票据诈骗案，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公司原总裁肖时庆受贿、内幕交易
案，省水利厅原副厅长王某涉嫌受贿
案，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乐大克受贿案……

25年，张卫星一腔热血，尽付忠
诚，办理了近 2000起案件，为国家挽
回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先后荣
获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
功六次。他经办的不少大案要案受到

中纪委、最高检的高度评价。

火眼金睛洞察秋毫

25 年前，张卫星大学毕业后，走
上了公诉岗位。每接手一起案件，他
都要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和定性关，在
重大疑难案件的办理中，他成功追诉
了近500起犯罪事实。

他曾办理一起金融票据诈骗案。
案情最初显示犯罪嫌疑人李某某金融
票据诈骗了 100万元。在审讯时，李
某某哭着问他，“我会被判死刑吗？”案
犯怎么会问这样的话？张卫星不动声
色开展多方调查，反复审核案卷，发现
了李某某诈骗900万元的重要漏罪线
索，但当时这一漏罪线索，还正在省高
院进行民事诉讼。

到底是票据诈骗，还是票据纠
纷？张卫星与警方一起查找有关证
据，查实了李某某以高息为诱惑，诱使
被害公司在某金融机构开立账户存入
900万元，再私自刻制被害单位公章，
出具虚假证明套取900万元的重大票
据诈骗漏罪。本案成为全省检察公诉
部门办理的典型精品案例。

因办案能力突出，张卫星受指派提
前介入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公司原总裁肖时庆受贿、内幕交易
案件。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张卫星作
为案件公诉人，积极引导反贪部门侦
查取证，查实了肖时庆理财型受贿、交
易型受贿、斡旋型受贿等犯罪事实。

有勇有谋敬业奉献

2011年，张卫星同志从公诉岗位
来到了反贪侦查一线，迅速成长为查
办案件的行家里手。

百名红通4号人物黄玉荣，2002年
8月逃往美国。2015年年初，郑州市检
察院受命负责追逃劝返。张卫星与其
他同志一起，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基础
工作，开展了曲折反复的劝返工作，最
终促使黄玉荣主动回国投案自首。

2015年，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承办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乐大
克受贿案的侦查取证工作。该案犯罪
嫌疑人职务级别高、横跨地域广，取证
困难，张卫星认真听取嫌疑人对每一
起犯罪事实的陈述与辩解情况，引导
和帮助外调人员及时完善固定相关证
据，使该案在最短时间得以侦破。

2014年 8月，洛阳市原副市长郭
宜品失联。按照省检察院要求，郑州
市检察院对其立案侦查。为配合抓逃
和取证，张卫星受命带领办案组赴洛
阳开展侦查，洛阳的搜查没有发现有
价值的线索。张卫星决定，将搜查目
标调整到郭宜品洛宁老家的住房。

张卫星立即连夜从洛阳奔赴洛
宁，当时连下暴雨，郑卢高速洛宁段被
山洪冲垮，张卫星和同事们冒着生命
危险在黑夜里冒雨疾驰，以最快的速
度抵达洛宁。在郭宜品老家的住宅，
他们发现了大量的赃款赃物。经过紧
张细致的侦查，张卫星又查获了郭宜
品藏在某典当行的巨额赃款。

一件件大案要案成功办理的背后，
凝聚着张卫星的无私奉献和默默付
出。“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毫无保留地
奉献自己的全部身心。”朴实的话语里，
饱含着他对检察事业的无限忠诚。

开栏的话 检心书忠诚，使命捍正义。为展现全省检察机关广大检察干警
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涌现出的感人
事迹，凝聚法治河南建设的正能量，本报从今日起开设“全省‘检察之星’候
选人事迹展播”专栏，撷取检察机关执法为民、捍卫公平正义的感人瞬间，
呈现人民检察官的忠诚、奉献、廉洁、公正，敬请关注。

——记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处长张卫星

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就综述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
亡的高度，作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庄严
承诺，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勇
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打
虎拍蝇雷霆万钧，正风肃纪驰而不息，
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党心民
心为之一振，党风政风为之一新。

以作风建设为全面从
严治党破题

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的八项规定。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对“四
风”问题坚决露头就打，推动风气产生
根本转变。

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累计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7万
多起，处分 13万多人。平均每天因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查处的问
题超过100起。

数 据是最好的印证。在截至
2016年 12月查处的 15.53万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违纪行为
发生在2013年、2014年的占78.2%；
违纪行为发生在2015年的占15.1%；
违 纪 行 为 发 生 在 2016 年 的 仅 占
6.7%。增量不断减少，充分表明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
细中不断落地生根。

以重拳反腐为全面从
严治党破局

2012 年 12 月 6日，四川省委原
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

查。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落马的第
一位省部级干部，当时就引起舆论高
度关注。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
2014年 6月 14日，苏荣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2014 年 6 月
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给予徐才厚开
除党籍处分；2014年 7月 29日，中央
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
查；2014年 12月 22日，令计划涉嫌
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 7月
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给予郭伯雄开
除党籍处分……5年来，党中央重拳
反腐的决心勇气、惩贪去恶的雷霆之
势，一次次刷新了人们的认识。

“打虎”无禁区。党的十八大以
来，截至2016年底，中央纪委共立案
审查中管干部240人，打破所谓“刑不
上大夫”的猜想。“拍蝇”零容忍。全国
纪检监察机关给予纪律处分超过119
万人，打破所谓“法不责众”的观念。

“猎狐”撒天网。从90多个国家和地
区追回外逃人员近3000人，释放“天
网恢恢、虽远必追”的强烈信号。

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持续量变产
生质变。201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接到的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比2015年
下降17.5%，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首次
回落；2016年，在高压之下，有5.7万名
党员主动向组织交待了自己的问题。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
成”——2016年底，中央对形势作出最
新判断，不敢腐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

以党内监督作为全面
从严治党重要抓手

5年来，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
要抓手和重要保障，党内监督方式方
法不断改革创新，不断向着全面覆
盖、不留死角迈进。

——利剑高悬、愈显锋芒，巡视
监督的震慑效应不断放大。中央巡
视共开展 12轮，对 277个地方、单位
党组织进行了“政治体检”，对 16个
省区市开展“回头看”，对4个单位进
行“机动式”巡视，实现党的历史上首
次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中
央纪委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案件中，
超过 60%的问题线索来自巡视。根
据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各地纪检监
察机关立案厅局级干部 1225人，县
处级干部8684人。

——瞪大眼睛、伸长耳朵，派驻监
督的“探头”作用充分发挥。中央纪委
设立47家派驻纪检组，实现对139家
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监督全覆
盖。实现全面派驻后的2016年，中央
纪委派驻纪检组共谈话函询2600件
次，立案 780 件，给予纪律处分 730
人，分别增长134%、38%、56%。

——坚决清除“灯下黑”，让监督
者时刻受监督。截至2016年底，中央
纪委机关谈话函询218人、组织调整
21人、立案查处17人，全国纪检监察
系统共谈话函询5800人次、组织处理
2500人、处分 7900人。《中国共产党
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
行）》制定出台，首次对监督执纪工作
的全流程、各环节进行明确规定。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使
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相互促进。
2016年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拉开帷
幕，目前，北京、山西、浙江3个试点省
市改革取得实质进展，省市县三级监
察委员会转隶组建工作已经完成。

以建章立制为全面从
严治党固本培元

扎牢制度之笼，为制度治党提供

根本保障。从出台《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提出党员和党员领
导干部努力践行的高标准，到修订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
划出纪律底线；从出台首部党内问
责条例，实现问责工作的制度化、
程序化，到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条例》、印发《关于防止
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等，打造从
严治吏、严格干部选拔任用的完整
链条……

5年来，党内法规建设的步伐不
断加快，中央共出台或修订近 80部
党内法规，超过现有党内法规的
40%，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有规可
循、有据可依。

补足精神之钙，为思想建党打
造牢固根基。2013年下半年开始至
2014 年，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起，在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2016 年全面启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2017年将“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实 践 不 断 发 展 ，认 识 不 断 升
华。2016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审
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条例》，踏上了全面从严治党
的崭新征程。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
强的力量。5 年来，全面从严治党
的伟大实践试出了人心向背，厚植
了党的执政根基，锻造出具有更加
旺盛生命力和顽强战斗力的党，为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
政治保证。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6日电）

（上接第一版）已经80多岁的老林业局
局长李仙海如数家珍。

由树及人，这种以短暂的生命奉献
自己全部的泡桐精神，不正是焦裕禄精
神的真实写照吗？

泡桐是一种生长比较快，但寿命相
对较短的树种。通常情况下，一棵泡桐
十来年就能成材，树龄三四十年已属罕
见，而焦桐今年已经54岁了，相当于一
名百岁老人。如此高龄，却依然枝叶繁
茂，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

请教林业专家，也对此连连称奇。
“无法解释、堪称奇迹”的背后，其实是
普通百姓的力量。多年来，正是他们，
守护了这一树澄碧。

“树是充满灵性的，我们只能说，眼
前这棵焦桐树是焦裕禄的化身，代表焦
裕禄不朽的精神。”这是当地一位宣传
干部的感悟。

守护：不只是“这棵树”

每天，75岁的魏善民与焦桐一起
迎来日出。

打扫落叶，浇水，施肥……“看这棵
树就跟伺候老头儿一样，吃多少喝多少，
再没有我清楚了。”他说，从凌晨5时起，
一天三遍看焦桐，跟吃饭一样自然。

旁人口中满含敬意的“焦桐”，在
他这儿，只是简简单单的“这棵树”，语
气中透着熟稔和亲昵。1971年至今，
这棵树，他照顾了46年。

在那之前，他的父亲魏宪堂照顾
了8年。焦裕禄去世后，这位老人无处
寄托自己的哀思，经常到离家不远的

地头，看看故人亲手种下的泡桐。他
总是念叨：“焦书记领着咱，日子一天
比一天强，啥时候也不能忘了。”

其实，不只魏善民，还有太多不
知姓名的兰考百姓一直都在小心地
守护着这棵焦桐，稍有风吹草动就牵
肠挂肚。

去年桐花飘香的季节，焦桐迟迟
没有动静，急坏了不少人。树的年龄
太大了？肥料没跟上？直到经验丰
富的老农看出端倪，赶紧报告，人们
在树根附近的水泥台上钻了 100多
个小孔浇水，焦桐最终开花，人们才
放心地奔走相告。

与其说守护这棵树，不如说是在
守护对焦裕禄的感情。

在兰考工作仅仅470多天，焦裕
禄却在群众心中铸就了永恒的丰碑，
他的事迹至今仍是被津津乐道的话
题。到最穷的人家吃派饭，了解百姓
实情；忍着腹痛工作，把藤椅顶出个
大窟窿；批评儿子看白戏，让女儿去
又苦又累的酱菜园……几乎每个在
焦桐下乘凉的人，都能讲出一段焦裕
禄的故事。

“焦书记是好官啊，把命都给兰
考了，就撇下这一条根，咱不看好能
行吗？”这是魏善民接班守护焦桐时，
父亲告诫他的话，也是许多默默守护
焦桐的百姓的心愿。

李仙海曾在兰考县委工作，焦裕
禄顶出窟窿的藤椅，是他坐过的旧椅
子。泡桐落叶多的时候，他会到焦桐
下和魏善民一起打扫。这对老伙计，
谈起焦裕禄就有说不完的话。

“附近来搭把手的人很多，特别是
老一辈人，对焦裕禄都有很深的感情。”
李仙海说，焦桐是焦裕禄留下的一个
念想。他常用诗歌表达对焦裕禄的缅
怀，“思君夜夜肝胆碎，怜民百姓一片
心”。他说，写的不只是自己的心情。

呼唤：只有扎根人民才
能万古长青

桐花开谢间，附近的泡桐林更新
了三四代；一座以焦裕禄命名的干部
培训学院拔地而起；焦桐树下变成了
小小的广场。每年，大批参观者在焦
桐树下聆听焦裕禄的故事。

焦桐是长在兰考百姓心中的树，
更是泽被世人的精神之树。50多年过
去，焦桐早已成为兰考的地标。焦桐
下，从来都不缺人气，有从各地慕名而
来的参观者，有兰考的百姓。

“这棵泡桐已成为焦裕禄精神的
象征”，石碑上刻的焦桐简介里，有这
样一句话。早在 1984年，焦桐就被
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兰考县文
物管理所所长张彦介绍，那时候群众
对焦裕禄精神的推崇和景仰就十分
强烈了。

“谁不盼好官啊，老百姓光想多
出几个焦裕禄呢！”魏善民常在树下
听见人议论，某件事如果焦裕禄在世
会怎么处理。这里树高荫浓，附近的
百姓喜欢逗留，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也
愿意来这儿坐坐。

给参加培训的干部讲课时，魏善
民和李仙海从不吝啬语言和时间

——尽管是义务劳动。他们想尽己
所能把焦裕禄的一言一行告诉更多
人，就为一个朴素的愿望，让“现在的
干部能受触动”。

在焦桐下忙碌时，两位老人经常
被晨练的外地学员认出来。对方往
往会致以敬意，有时还提出合影。欣
慰的同时，李仙海更期待干部们回去
后的表现：“最好的纪念是实实在在
为群众办事，最好的传承是老老实实
为人民服务。”

随着树龄增长，当地百姓为焦桐
留后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十多年前，
魏善民等人就开始掘出少量根段，培
育幼苗。如今，焦裕禄陵园、焦裕禄干
部学院都散落着焦桐的后代。

焦裕禄当年选泡桐作为治理三
害的看家树，看重的是其耐沙荒、耐
盐碱、耐瘠薄、耐干旱，特别是根系
深，一般都扎几米深，最深到18米，能
直达豫东平原的浅水层。“这就是泡
桐与众不同的根系——没有一种根
基，比扎根人民更坚实。”年轻的县委
书记蔡松涛由衷地感叹。

没有一种力量，比从群众中汲取
更强大；没有一种执政资源，比赢得民
意更珍贵持久。徘徊树下，清风习习，
仰望焦桐，如一座挺拔的精神坐标，看
似无语，却带给人们深深的思考。

今年春天，魏善民又培育了 9棵
泡桐苗，就种在焦桐周围，以纪念焦裕
禄95岁生辰。他说，已经跟唯一留在
自己身边的小儿子说好了，将来由他
接班守护焦桐。

（新华社郑州8月16日电）

焦桐，活在百姓心中的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