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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系统恢复，乡土
植物不可或缺。

推进生态治理，要坚持从实际
出发，“宜林则林、宜草则草、量水而
行”，打造原生自然的生态系统，乡
土物种是最优选择。

乡土植物节水、耐寒、耐旱、耐踩
踏的适地适生特性，是生态系统健康
发展的保障，同时有延续历史文脉、
体现城市文化特征的作用。这些都
是外来进口物种所不能比拟的。

我国虽然是植物大国，却不是
乡土种业强国。生态修复用种缺
乏，基础应用的科学研究、育繁推体
系、市场化流通，都处在初级阶段。
乡土植物的研发和壮大，民族草种
业体系的建立迫在眉睫。

用科技力量把内蒙古建成
中国草种的资源库。

内蒙古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
然环境和植物种类，是我国北方面积
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全区
分布有各类野生高等植物2781种，
其中种子植物2208种，覆盖乔灌草，
而草本植物分布面积最广。天然草
原13.2亿亩，涵盖5大地带性草原类
型，草种资源和生态群落非常丰富。

现代化进程中，有些地区种植

了许多进口草坪和引进树种，绿化
的效果是有了，但绿化成本过高，养
护成本过贵，不适合北方地区干旱、
缺水的地情。如何挖掘和利用我国
乡土草原植物资源成为紧迫命题。

蒙草董事长王召明在2019年全
国两会媒体采访中指出：买来的种子
能种出一片草坪，却种不出一片草
原。挖掘、保护、合理利用道地原生
物种、药用植物、生态环境用种等特
色种业、特产种业品种，需创新化、乡
土化、资源化和数据化的新模式。

扎根于内蒙古大草原，致力于通
过“驯化乡土植物修复生态”的蒙草
公司，将研究乡土植物、发展特色种
业科技视为企业发展的根基。近30
年，以采集驯化野生乡土植物种质资

源为起点，在全国建立10多个专项
种业研究院，因地制宜建设具有特色
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乡土植物繁
育生产体系。蒙草“小草诺亚方舟”
种质资源库中，储存乡土植物种质资
源7100余份，土壤样本近140万份，
生态大数据系统收集全国植物种质
资源图文数据信息近6.2万种，将为
内蒙古乃至中国草原生物多样性保
存、生态修复、生态产业、草牧业发展
等提供种质资源保障，助力内蒙古建
成中国的草种资源库。

草种业繁育用好绿色内蒙
古这一生产力和竞争力。

挖掘、保存、研究乡土草种的最

终目标是利用到生态修复中。蒙草
公司利用现代科技将“育繁推”一体
化和农牧区现代化发展相融合，在
全国建立25万亩育种基地，覆盖内
蒙古、甘肃、青海等地，繁育乔木、灌
木、花卉、草本植物等 200 多个品
种，针对退化、沙化、盐渍化的大规
模草原生态恢复，矿山、边坡、废弃
地生态治理，荒漠化生态修复，河湖
湿地生态驳岸，城市耐踩踏生态绿
地建植等各生态修复类型区，累计
治理面积近3000万亩。利用生态
大数据技术及草原种质资源科研，
推动草种业创新发展，构建“育繁
推”一体化的草种产业链，让生态修
复有“据”可寻，有“种”可用。

蒙草执行总裁兼生态大数据负
责人高俊刚表示，生态环境治理也
要讲究高质量，草种业体系要顺国
情，种什么、怎么种要合地情，草原
上、沙漠里肯定不宜多种树，降雨
少、土层薄，娇生惯养地种一些奇树
异草不符合自然规律。一个地方能
种什么、该种什么，要符合当地的生
态数据规律、符合物候科学。

选择内蒙古武川县、土默特左
旗、乌拉特中旗等优势育种地区，建
设良种繁育基地，带动当地农牧民
就业。同时，蒙草还参与发起黄河
流域西北地区种质基因库，拓宽种
业发展路径，为区域主要农作物、特
色农作物及其他功能性植物的种质

资源保护、新品种选育、优良品种的
应用推广提供有力支持。

借助内蒙古丰富的土地资源，
清洁的水，干净的土这一生产力，蒙
草全力打造乡土草种“育繁推”一体
化体系，形成“植物科研＋技术输
出＋种业基地繁育＋草种生产加
工＋生态修复”为一体的产业链这
一种业核心竞争力。

8月 3日，中央电视台“走向我
们的小康生活”系列报道播出《内蒙
古：科技助力 草长牛肥》，基层牧
民生产生活状态反映出科技的力
量，这里的牧民足不出户通过手机
就能查看牛群情况，种子数据库助
力修复草场，草原种上合适的草，草
长牛肥。

用草种业科技建设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用草种业科技建设北疆生态安全屏障

植物种质资源是国家
的重要战略资源，是人类生
存 与 发 展 的 物 质 基 础 。
2020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年内
要“实施现代种业工程，大
力发展现代草种业，把内蒙
古建成中国草种的资源
库。”

近日，现代种业发展基
金对蒙草公司旗下草种业
公司增资1亿元，看好生态
种业巨大市场空间和蒙草
生态的科研技术能力。现
代种业发展基金是由财政
部、中化集团、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发起设立，专注于种
业战略性投融资服务。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的增
资，将助推蒙草加快建设和
完善世界级的乡土植物种质
资源库，根据地域分布、应用
方向进行草种质资源的系统
收集和保存、支持北疆生态
修复区域的科学用种。同
时，加大“草种业+大数据”融
合，推进内蒙古优良草品种
的科研推广，打造特色的乡
土种业体系，为构建山水林
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保障北
疆生态安全、促进畜牧业发
展提供“种子”源动力。

蒙草种业中心蒙草种业中心、、生态数据中心生态数据中心。。

生态修复中播撒草种生态包生态修复中播撒草种生态包。。

蒙草种质资源库内景蒙草种质资源库内景。。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孙少龙

7月 22日，通过“围猎”领导干部获取经济
利益、涉嫌行贿的“红通人员”梁荣富回国投案。

这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职务犯罪国
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的又一重要战果，也是监
察机关依法履行监察法赋予职责，坚持受贿行
贿一起查、一起追的生动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在国内重拳反腐的同时，大力推进反腐
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积极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大批外逃分子被缉
拿归案，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天网”正越织
越密。

加强党的领导 健全体制机制
5月31日，“红通人员”强涛、李建东在缅甸

落网并被遣返回中国。
强涛，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中

铁十二局资金中心华东分中心核算员，涉嫌利
用职务便利，伙同李建东侵占公司巨额资金。

于2020年3月3日畏罪潜逃的强涛和李建
东没想到的是，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两人就
在我国公安机关和缅甸执法机关的通力合作下
落入法网。

追逃追赃捷报频传的背后，是党中央有逃
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和一以贯之的坚强
引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提升到国家政治和
外交层面，纳入反腐败工作总体部署，开辟了反
腐败斗争的新战场。

“国际追逃工作要好好抓一抓，各有关部门
要加大交涉力度，不能让外国成为一些腐败分
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
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五年、十年、二十
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

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铿锵话语，为新时代反
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指明了方向。

从国内到国际，无论是主场外交还是国事
访问，不管是双边会晤还是多边场合，习近平总
书记主动设置议题，积极推动构建反腐败国际
合作新秩序，为追逃追赃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
了最坚强的支持，以国家元首外交为反腐败国
际合作注入强大推动力。

2014年6月，中央追逃办成立，此后，31个
省（区、市）也陆续成立了省一级的追逃办。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领导下，中央追逃
办一手抓重点个案、一手抓政策协调，把握“树
木”和“森林”，形成全国联动、内外协作、上下贯
通的追逃追赃工作体系。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既团结协

作、形成合力，又分兵把守、各司其职，建立起集
中统一、高效顺畅的协调机制，大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和成效。

启动“天网”行动，集中公开曝光涉嫌贪腐
外逃的“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引渡、遣返、异地
追诉、劝返多管齐下……利剑出鞘，不胜不
休。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展现出新时代追逃
追赃工作理念和实践创新所取得的新成果新
进展——

2014年至2019年，全国共从120多个国家
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7242人，其中党员和国家
工作人员1923人、“百名红通人员”60人，追回
赃款185.76亿元。

推进监察体制改革 提高治理效能
2019年5月29日，“百名红通人员”6号、云

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云南省人
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肖建明主动回
国投案并积极退赃。作为“百名红通人员”，肖
建明外逃后一度态度顽固，甚至给办案机关写
信称“就要客死他乡，不回国了”。

然而，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和云南省监
察机关的不懈努力下，肖建明“顽强”的心理防
线终被攻破。

“肖建明案”正是国家监委自2019年起牵
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成果的
一个缩影。

2018年3月，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委全面
组建完成。反腐败国家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通过施行，专章对反腐败国际合作作出
规定，明确了监察机关在追逃追赃工作中的职
责定位。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成为职务
犯罪追逃追赃案件的主办机关，追逃追赃相关
工作职能进一步整合，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
职人员纳入追逃防逃范围，形成了更强大的工
作合力。

一个又一个“第一次”，见证着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追逃追赃治
理效能的铿锵步伐——

2018年 11月，外逃13年之久的职务犯罪
嫌疑人、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姚
锦旗被从保加利亚引渡回国。这是国家监委挂
牌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

2019年 1月，江苏省纸联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原总经理谢浩杰被从菲律宾押解回国。这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的新增监察对象，从仓皇
出逃到被抓获押解回国不到10个月。

2019年7月，国家监委、公安部有关部门通
过执法合作，提请柬埔寨执法部门开展集中缉
捕行动，将4名藏匿在柬埔寨的职务犯罪嫌疑
人和重要涉案人缉捕归案。这是国家监委成立
后首次牵头通过执法合作方式开展的集中缉捕
行动。

……
面对新职责新变化，各级监察机关依法履

职，既做“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充分发挥统
筹协调作用的同时冲锋在第一线，抓实抓细具
体案件，取得了累累硕果。

2018年10月，我国出台首部国际刑事司法
协助法，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增设缺席审判程
序，成为追逃追赃的重要法律武器；同时，近年
来不断加强依法适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开
展追赃，通过法治方式积极追回赃款赃物……
法网对接“天网”，追逃追赃工作规范化、法治化
水平不断提升。

筑牢防逃堤坝 拓展合作网络
2019年 4月 26日，失联两个多月、畏罪潜

逃多地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政府原副秘书长程
鹏还没逃出国门就“碰了壁”，被办案机关成功
抓获。

如何扎紧防逃的“篱笆”？三个关键字：人、
证、钱。

——管住“人”，就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
常管理，把好风险排查关，紧盯“关键人”，对一
些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加强管理，特别是对“裸
官”从严管理。

——管住“证”，就是加强对证照审批、持有
和使用环节的监督管理，外交部对因公护照签
发严格审核把关，中组部加强对违规办理和持
有因私出国（境）证照的治理工作。

——管住“钱”，就是加强对跨境转移赃款
行为的有效管控，完善大额可疑交易核查、反洗
钱资金协查机制，努力实现赃款“在境内藏不
住、向境外转不出”。

对内筑牢防逃堤坝，对外积极参与反腐败
国际合作，我国正不断拓展着国际反腐“朋友
圈”。

从2014年主导制定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反
腐败宣言》，到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
人杭州峰会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
高级原则》，再到2019年10月国家监委首次与
联合国签署合作备忘录……

截至目前，我国已与81个国家缔结引渡条
约、司法协助条约、资产返还与分享协定等共
169项，与5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金融情报交换
合作协议，初步构建起覆盖各大洲和重点国家
的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同时，国家监委还先
后同9个国家反腐败司法执法机构签署了10份
反腐败合作谅解备忘录，反腐败执法合作体系
不断完善。

信息共享、联合调查、能力建设……我国正
不断深化同各国间的司法执法合作，以追逃追
赃实践引领反腐败国际合作，推动国际反腐败
新秩序的建立，为反腐败国际合作贡献着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织牢织密追逃追赃“天网”
——新时代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纵深发展回眸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6日通报，8月5日0—24时，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3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7例（上
海 5例，山东 1例，陕西 1例），本土病例 30例
（新疆27例，辽宁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
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0例，解除医学观察的
密切接触者474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2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02例（其中重症病例
1例），现有疑似病例2例。累计确诊病例2110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008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8月5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837例（其中重症病例3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
例79057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84528例，现有疑似病例2例。累计
追踪到密切接触者795607人，尚在医学观察的
密切接触者23985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境外输入7
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例（无境外输入）；当
日解除医学观察9例（境外输入4例）；尚在医学
观察无症状感染者282例（境外输入117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4276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3754例（出院2314
例，死亡43例），澳门特别行政区46例（出院46
例），台湾地区476例（出院441例，死亡7例）。

国家卫健委：5日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37例 其中本土病例30例

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 （记者 朱超
邹多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日表示，美国将推
出“清洁网络”新举措，撤下包括微信、阿里巴巴
和百度在内的中国应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6日说，美国自身浑身污迹，还在谈什么

“清洁网络”，这纯属荒谬可笑。
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蓬佩奥等美国政

客一再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滥用国家力量打压
遏制中国高科技企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有
关做法根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是恶意抹黑和
政治操弄，其实质是要维护自身的高科技垄断地
位，这完全违背市场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严重威
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典型的霸道行径。

汪文斌说，许多目前被美国单边制裁的中

国企业都是无辜的，他们的技术和产品也是安
全的，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斯诺登事件”

“维基解密”的网络安全事件，也没有发生过一
起类似“棱镜门”“方程式组织”“梯队系统”的网
络监听监视行为。

“美国自身浑身污迹，还在谈什么‘清洁网
络’，这纯属荒谬可笑。”他说。

汪文斌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为
各国企业开展正常经贸合作创造条件，还世界
一个自由、开放、安全的网络空间。中国将继续
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非
歧视的营商环境，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让
安全、可靠、优质的信息技术为全球经济复苏和
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新的动力。

美欲推出“清洁网络”新举措
外交部：浑身污迹谈何“清洁”

8 月 6 日 12
时 01 分，我国在
酒 泉 卫 星 发 射
中 心 用 长 征 二
号丁运载火箭，
成 功 将 高 分 九
号 04 星 送 入 预
定轨道，发射获
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高分九号我国成功发射高分九号0404星星
搭载发射清华科学卫星搭载发射清华科学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