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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
示，指出：“李保国同志35年如一日，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长期奋战在
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第一线，把毕生精力
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之
中，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
优秀品格，事迹感人至深。李保国同志堪
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
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广大党员、干
部和教育、科技工作者要学习李保国同志
心系群众、扎实苦干、奋发作为、无私奉献

的高尚精神，自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
福，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李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他把太行山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
奔小康作为毕生追求， 每年深入基层200多
天，让140万亩荒山披绿，带领10万农民脱贫
致富。 常年高强度工作让李保国积劳成疾，
今年4月10日凌晨，58岁的他突发心脏病，经
抢救无效去世。李保国去世后被追授“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优秀教师”
等荣誉称号。 他的先进事迹被媒体广泛报
道，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

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12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报告会前，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亲切会见
报告团成员，向李保国亲属表示慰问，并颁
发中央组织部追授李保国同志的“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证书。刘云山在会见时说，李保国
同志的先进事迹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 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本色，
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自觉向李保
国同志学习，以先进典型为镜，筑牢对党忠
诚的政治品格。要坚定信念、不忘初心，坚守
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
情做工作，矢志不渝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

斗。要坚持求实务实，从一点一滴做起，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把业绩写在大地上。要淡泊
名利、严于律己，树立清正廉洁、甘于奉献的
良好形象。各级党组织要把李保国等先进典
型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引
导党员干部对照学习， 争做合格共产党员，
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把学习李保国同
志先进事迹同打赢脱贫攻坚战结合起来，同
推动科技创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实践结
合起来， 更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要深入宣传李保国同
志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让更多的人受到
教育和激励。

习近平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自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国务院法制办12日向社
会发布《国家土地督察条例（征求意见稿）》。根据意见
稿，个人如发现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用和管理方面有违规
行为，可向国土督察机构进行举报。

意见稿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认为地方政府及其部
门在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中违反法律法规的，有权向国
家土地总督察、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机构举报。

国家土地总督察将根据国家土地督察工作需要， 结合
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核情况以及关于土地利用和土地
管理违法案件的举报线索， 商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确
定国家土地督察工作的计划、重点等，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国家土地督察条例征求意见

政府违规用地或可
向国土督察机构举报

� � � �端午节前，中央及多地纪委密集通报
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多措并举
严防“四风”反弹。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
隐形变异的腐败依然存在。

多级通报“打预防针”
“线上线下”互动正风气
为严防节日腐败，端午节前，从中央到地

方，多地多部门都进行了通报提醒，要求紧盯
“四风”新动向，坚决防止“四风”反弹回潮。

6月初，中央纪委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进行通报，点名曝光海南省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力夫违规公款吃
喝、收受礼品礼金等案例。广东、山东、河
北等多地纪委也通报了相关案例，为端午
节腐败问题打“预防针”。

记者了解到，为防止节日腐败等“四风”
问题，除明察暗访外，各地还采取“线上线下”
互动等措施进行全方位监督。如中纪委推出
手机客户端举报渠道，鼓励群众进行“四风”
随手拍；安徽六安市纪委通过微信、网络等
平台公开举报电话和投诉邮箱，并向全市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发送廉政提醒短信。

腐败隐形变异多样
购物唱歌能开办公用品发票

记者在端午节前调查了解到，在个别

地方及领域，节日腐败、公款消费等依然
存在。为掩人耳目、躲避问责，一些腐败由
明转暗，由“线下”转向“线上”。

———送礼改送“电子码”。端午节前，记
者在京东商城的一家网店看到， 节日卡、储
值卡、水果卡、蔬菜卡、螃蟹卡等各类礼品卡
名目繁多，且价格最高达万余元，收礼者只
要输入密码、地址等信息就可“等礼上门”。

———礼品衍生“定制版”。在一些实体
商店及网店，表面平价的粽子礼包可搭配

不同价位酒水、橄榄油等，档次自定。贵州
省贵阳市一家开展定制酒业务的徐姓负
责人表示， 酒瓶虽禁止标注“专供”“特
供”，但可印上“品鉴”“专享”等字样，其客
户不乏国企、事业单位。

———吃喝躲入住宅、农家乐。记者发
现，在不少地方，一些高档别墅或住宅被
改造成私人会馆， 豪华程度远超酒店，供
公款消费或老板请客。

记者近日在北京、山东、安徽等地的

多家商场了解到，买高档烟酒、手表、奢侈
品都可以开办公用品发票。一家淘宝网食
品店的工作人员表示，所卖商品都可以开
出礼品、食品、办公用品或劳保用品的机
打发票。 济南一家KTV的工作人员表示，
唱歌也可以开出会议发票、办公发票。

完善政府职能压缩腐败空间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广海等专家表

示，政府的职能范围应进一步优化，缩小权
力范围，真正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局面，
从源头上减少腐败的可能。

对于保留下来的政府权力，专家及一
些企业人士表示，要通过完善制度真正把
权力关在笼子里。

对于乱开发票等腐败漏洞， 专家表
示，无论是网店还是实体商场，都必须规
范发票的开具，标注商品明细；单位报销
时也要严格要求列出商品明细，从而避免
弄虚作假、乱用公款。

专家认为，随着新兴通讯技术越来越发
达， 群众参与反腐的方式应更加多样便利，
对于部分地区的先进经验宜逐步推广。“只
有社会的广泛参与，才能形成无形且无穷的
监督力量。”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
长范和生表示。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节前密集通报，腐败仍在找变通
———端午节“四风”问题追踪

新华社发

李克强会见
德国总理默克尔
� � � �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日在
北京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德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
展。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制订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得
到稳步落实，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中方对
中德关系与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

李克强指出，深化中德合作需要发挥创新思路，拓展共
同利益，携手打造更多新动能、新亮点。中方愿同德方在即
将举行的第四轮政府磋商中深入探讨“中国制造2025”与德
国“工业4.0”对接、第三方市场合作、智能制造、创新创业等
领域合作。 中方欢迎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企业扩大对华投
资。希望中德加强在二十国集团中的沟通与合作，共同致力
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默克尔表示，德中关系发展良好。德中政府磋商作为
两国间的重要机制，促进了双方各领域合作的全面发展。
德方愿同中方落实好合作行动纲要，开好第四轮政府磋
商，促进两国关系与合作进一步发展。

我国成功发射
第23颗北斗导航卫星

据新华社西昌6月13日电 12日23时30分， 我国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
了第23颗北斗导航卫星。

这颗星属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卫星入轨并完成在
轨测试后， 与其他在轨卫星共同提供服务， 将进一步
增强系统稳健性， 强化系统服务能力， 为系统服务从
区域向全球拓展奠定坚实基础。

这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运载火箭由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分别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