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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阿拉伯国家代表团团长时表示

对阿拉伯朋友，我们坚持“四个不动摇”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记者

刘华、 王昕）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出席中阿合作
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的阿拉伯国家
代表团团长。

习近平表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

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古老的丝绸之
路很早就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我们
彼此是相互尊重、相互认同、相互信
赖的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 中国
珍视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始终从
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推动中阿关系

发展。 对阿拉伯朋友，我们坚持“四
个不动摇”。 一是支持中东和平进
程， 维护阿拉伯民族合法权益的立
场不动摇。 二是全力推动政治解决，
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方向不动摇。
三是支持自主探索发展道路， 帮助

阿拉伯国家发展的理念不动摇。 四
是推进文明对话， 倡导文明新秩序
的价值追求不动摇。 我们愿同阿拉
伯国家在各自实现民族振兴的道路
上结伴远行。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阿合作论

坛创立 10 周年，中阿关系站到了承上
启下、继往开来的新起点上。 在这个时
候召开本届部长级会议， 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把会议开
好，把论坛建设好，开创中阿关系更加美
好的未来。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不断增强各族人民文化认同
———五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疆

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

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各族群众
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工作
座谈会上提出的明确要求，指明了国家统
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社会稳定之根，是
做好新疆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
畏之；善教，民爱之。 ”要不断增强“四个
认同”，就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营造昂
扬向上的社会氛围，引导各族群众追求
现代文明生活。 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的祖
国，国家好各族人民才能好，这样的共同
利益，是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反对民族分
裂活动的基础。 开展反分裂斗争， 既要
重视“外科手术”式的随时清理，更要注
重干部群众“免疫能力”的持续增强。 这
些年来，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新疆各族
人民的共同奋斗， 带来了天山南北令人
瞩目的发展，新疆的经济增长速度、民生
改善指数， 连续多年高于全国平均数。
好日子源于党的好政策，离不开祖国的

支撑， 要善于用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引
导群众，激发人们爱国爱疆的情感认同。
只有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用听得懂、看
得见、记得住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把道
理讲通、讲透、讲深，才能抵御民族分裂
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引导群众、凝
聚人心。

“冬不拉弹起来，刀郎舞跳起来，小
花帽戴起来，羊肉串烤起来……”新疆多
元文化荟萃、多种文化并存，有着丰富的
文化资源。充分发挥文化潜移默化、凝聚
社会的粘合剂作用， 这也是从战略高度
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的必然要求， 其作
用绝不亚于发展经济。 我们需要思考，
如何进一步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优秀传
统，增强各族群众自信心和自豪感？怎样
提供更加丰富多彩、 喜闻乐见的文化生
活，激发各族群众热爱新疆的美好感情？
如何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扶正
祛邪，既让“及时春雨润万物”，也要“萧
瑟秋风扫落叶”？ 丰富新疆各族群众精
神生活，充实新疆各族群众精神世界，是
当务之急，更是百年大计，必须抓紧、抓
实、抓好。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新疆宣判一批涉暴恐案件
23案 81人被判刑，其中 9 人死刑 3 人死缓

新华社乌鲁木齐 6 月 5 日电 （记
者于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在 5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6
月 5 日，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和田
等六地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对 23 案 81
名刑事被告人集中进行了公开宣判，分
别以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故意
杀人罪，放火罪等依法判处各被告人死
刑、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 其中 9 名被
告人被判处死刑，3 名被判处死刑缓期
两年执行。

在这 23 起案件中，涉组织、领导、
参加恐怖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放火罪，
非法制造、储存、运输爆炸物罪，抢夺枪
支罪、 故意伤害罪的有 13 案 68 人，制
作、传播暴恐音视频，涉煽动民族仇恨、
民族歧视罪、 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有 10
案 13人。

这批案件中所涉暴力恐怖、 宗教
极端、制枪制爆、制造、传播涉暴恐音
视频等犯罪，是新疆开展的严打暴恐
犯罪专项行动的打击重点。 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当日对 4 起典型案例进
行了公布。

阿布地巴斯依提·喀地尔等 4 名
被告人多次实施暴力恐怖犯罪， 先后
杀害、伤害无辜群众多人，放火毁损公
私财物，对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造成重大威胁和损害，均被依法判处
死刑。

阿不都艾则孜·买合木提等 17
名被告人多次大量制造爆炸装置，预
谋对派出所和乡政府实施暴力恐怖
袭击，致一名公安民警重伤，被分别
判处死刑缓期 2 年执行、无期徒刑至
有期徒刑不等。

被告人奴尔买买提·阿布都克依
木在境外参加恐怖组织，返回境内后
传播宗教极端思想， 传授制爆技术，
发展组织成员， 预谋实施暴恐犯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另两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 10 年。

被告人吐尔贡·吾普尔等 2 人通过
互联网、微信群给多人发布大量具有涉
暴力恐怖、 宗教极端和煽动民族仇恨、
民族歧视等内容的信息，公开煽动民族
仇恨、民族歧视。根据犯罪情节，两被告

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和有期徒
刑 5年。

在庭审过程中， 新疆各级法院始
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
绳，注重发挥刑罚的惩戒教育和预防
犯罪作用， 在对恐怖组织的首要分
子、骨干分子依法严惩的同时，根据
案情对罪行较轻、危害不大、能认罪
悔罪者、有自首立功情节者等依法予
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同时，各地法院
依法公开审判， 邀请社会各界代表、
各族群众旁听庭审，依法保障被告人
的辩护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诉讼
权，依法保障辩护人、其他诉讼参与
人的诉讼权利。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表示，
公开审判和公开宣判表明人民法院严
厉打击暴恐犯罪的坚决态度， 各级法
院将坚定不移地坚持严打方针， 依法
从重从快打击暴恐等危害国家安全、
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同时将坚持
依法公开宣判，及时回应社会各界的关
注，震慑犯罪，教育群众，鼓舞引导社
会正能量。

我国 40%的村庄
没有集中供水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 110亿吨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记者杜宇）我
国 40%的村庄没有集中供水，多数村庄村内道路
没有硬化。 这是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
赵晖 5日接受中国政府网访谈时透露的。

赵晖说，目前，全国的行政村为 55.6 万个，据
专家测算，农村生活垃圾每年排放量 1.5 亿吨，生
活污水排放量 110 亿吨，农村垃圾收集处理率只
有 35%，农村村庄污水处理率更低，只有 9%。

赵晖表示，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意义极其重
大，农村和城市必须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农村建设
的投入机制还比较单一， 村庄规划脱离农村实际
是目前国内普遍存在的问题。

国家司考
16日开始报名
司法部不办考前培训班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记者崔清新）
司法部 5 日发布公告， 明确 2014 年国家司法考
试报名时间为 6 月 16 日至 7 月 5 日。 今年考试
的时间为 9月 20日、21日两天。

公告指出，今年国家司法考试实行网上报名。
报名人员应在规定期限登录司法部网站（http：
／／www.moj.gov.cn），按照网上报名要求、流
程及步骤进行网上报名。 逾期不予补报。

公告明确， 普通高等学校 2015 年应届本科
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 2014 年国家司法考试。 持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国外高等学校学历学位
证书报名的， 须具有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
学位认证书。

公告称，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所辖自治县
（旗），各自治区所辖县（旗），各自治州所辖县；
国务院审批确定的十四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所辖县（县级市、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县级市、区）等地区可以将国家司法考试报名学
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

据悉，今年国家司法考试内容包括：理论法学、
应用法学、 现行法律规定、 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
德。考试全国统一命题，命题依据是司法部制定并公
布的《2014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 司法部不举办
考前培训班，也不委托任何单位进行考前培训辅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