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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4日电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4日发表
《坚决维护新疆安定祥和繁荣发展的
大好局面》的声明，声明如下：

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
持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处于历史
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但美国一
些人不愿看到新疆的大好局面，坐立
不安、横加指责，发表了一系列罔顾
事实、颠倒黑白的言论，极力抹黑新
疆。当地时间12月3日，美国国会众
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
法案”，大肆攻击新疆人权状况，这是
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践踏了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各族人民，表示
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遏制极
端思想渗透蔓延，是维护新疆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20世纪
90年代以来，受国际局势变化和恐怖
主义、极端主义全球蔓延的影响，境
内外“三股势力”打着民族、宗教的幌
子，利用群众朴素的民族宗教感情，
大肆散布宗教极端思想，鼓吹“杀人
殉教进天堂”等歪理邪说，蛊惑煽动
实施暴力恐怖活动。自 1990 年至
2016年底，“三股势力”在新疆等地
共制造了数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

造成大量无辜群众伤亡，财产损失无
法估算，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工作秩
序、生产生活秩序，严重践踏各族群
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严重阻
碍新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对严
峻复杂的形势，新疆牢牢聚焦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坚持一手抓打
击、一手抓预防，既依法严厉打击暴
力恐怖犯罪，又重视开展源头治理，
通过着力改善民生、加强法制宣传教
育、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进行帮扶教育等多种方式，最大限度
挽救了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违法或
犯罪行为的人员，最大限度消除了滋
生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土壤和
条件，最大限度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
利免受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侵
害，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打下了坚实基础。

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
符合新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是完全

正确的。新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恐怖主义法》第四条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第十七条等
规定，依法设立教培中心，对感染宗
教极端主义、有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员
开展以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
识、职业技能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
训，目的是从源头上消除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布的《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
作》白皮书，系统阐述了设立教培中
心的现实意义、法律依据、培训内容、
运行模式和主要成效。教培工作是
预防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有效举
措，根本不是所谓的“民族压迫”；教
培工作是严格依法进行的，根本不是
所谓的“非法拘禁”；教培中心是去极
端化学校，根本不是所谓的“集中
营”；教培工作有效维护了各族群众
的切身利益，根本不是所谓的“侵犯
人权”。2018年底以来，已有来自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使节、联合国
官员，有关国家常驻日内瓦主要外交
官，以及一些国家政党、社会组织、媒
体记者和宗教团体等70多批（团、
组）、1000多人到新疆教培中心实地
参访。有识之士纷纷表示，新疆职业
技能教育培训工作完全符合联合国
预防性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
的宗旨和原则，值得充分肯定和学习
借鉴，为国际社会反恐、去极端化探
索出了有益经验和成功范例。

新疆反恐、去极端化成效显著，
稳定红利不断释放。通过依法开展
反恐、去极端化工作，新疆社会大局
持续稳定，已连续3年未发生暴力恐
怖案（事）件，极端主义渗透得到有效
遏制，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新疆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2018年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GDP）12199.08亿元，
比上年增长6.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31.46亿元，比上年增长4.5%；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500元，比
上年增长7.6%。特别是旅游业呈现
井喷式增长，2019年1月至10月，共
计接待国内外游客2亿人次，同比增
长42.62%；实现旅游收入3417.3278
亿元，同比增长 43.39%。就业、教
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惠民工作
取得新成效，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新疆安定祥和、繁荣发展的大好
局面来之不易，新疆各族人民倍加爱
护、倍加珍惜，决不允许外部势力横
加干涉。任何诽谤，都不能阻止新疆
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脚步；任何谣
言，都不能抹杀新疆人权事业发展进
步的事实；任何图谋，都不能干扰新
疆发展繁荣的进程。我们奉劝美国
一些人摒弃冷战思维，尊重客观事
实，不要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
的，诋毁新疆形象，不要在霸权主义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坚决维护新疆
安定祥和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全国人
大外事委员会4日就美国国会众议
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案”发表声明，声明如下：

当地时间12月3日，美国国会众
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
法案”，恶毒攻击中国新疆的人权
状况，歪曲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
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无端指责中国
政府治疆政策，粗暴干涉中国内

政。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
决反对。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立职
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开展职业技
能教育培训工作，是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刑法、刑事诉
讼法、反恐怖主义法和宗教事务条
例，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

化条例》等法律法规设立和实施
的。新疆教培中心的设立和实施，
目的是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
义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条件，有效
遏制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最
大限度地保障各族人民的生命权、
健康权、发展权。这是对广大人民
人权的最好保护，也是对国际反恐
事业的重大贡献。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是人类社会

的公敌。反恐、去极端化是国际社会
的共同责任。事实证明，中方有关举
措是有效的，新疆治安状况明显好
转，已连续三年未发生暴恐案件。然
而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国会不但对新
疆依法依规打击恐怖主义、保护人权
的努力视而不见，对新疆当前经济发
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的
大好局面视而不见，反而捏造事实、
诋毁抹黑中国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正

义之举。这是在反恐问题上典型的
双重标准，其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暴
露无遗。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借
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强烈
敦促美国国会摒弃政治偏见，放弃
对中方施压的错误做法，停止对中
方的无端指责，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为中美关系发展和双方在反恐
问题上的合作设置障碍。

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全国政
协外事委员会4日就美国国会众议
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案”发表声明，声明如下：

当地时间12月3日，美国国会众
议院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审议通
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
员会对此予以严厉谴责，表示强烈愤
慨和坚决反对。

新疆是中国反恐、去极端化斗
争的主战场。一段时期，新疆深受
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之害，人
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新疆

设立的教培中心是职业技能教育
培训学校，是为了帮助被暴恐极端
思想“洗脑”的人员摆脱极端思想
的束缚，增强法律意识，掌握生产
和生活本领。自从新疆依法采取
一系列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
施以来，已连续 3年没有发生一起
暴恐案件，呈现出繁荣稳定、民族
团结、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这是
中国对国际反恐事业的重要贡
献。美国通过这一法案是为恐怖

主义张目，是在助纣为虐，是对新
疆反恐成果的否定和抹杀，是对国
际反恐合作的严重破坏。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依法保护新
疆各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新疆
2500万各族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
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成立64年来，经济总量增加
了80倍，仅2014年以来就有近300
万贫困人口脱贫。新疆目前有
28000 多处宗教场所，其中包括

24000余座清真寺，平均530位穆斯
林民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新疆依
法采取的一系列预防性反恐和去极
端化措施正是为了维护新疆各族人
民的安全和人权。美国对此视而不
见，反而对中国指手画脚，同时却在
世界不少国家挑起战端、造成平民伤
亡，在国内大搞种族歧视。美国这一
法案罔顾事实、黑白不分，是在搞双
重标准，是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行
破坏新疆稳定、遏制中国发展之实。

我们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有包括新疆
各族人民在内全体中国人民的紧密
团结，任何破坏新疆繁荣稳定、遏制
中国发展的图谋注定都不会得逞。
美方应明辨是非，认清事实，立即停
止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以维护中美关系大局为重，多做有利
于中美互信和合作的事，共同加强国
际反恐合作，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
与稳定。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当地时间12月3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案”。对此，国家反恐办主任刘跃进接受记者采访，
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当地时间 12 月 3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
“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国家反恐部门对此
有何评论？

答：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
政策法案”，罔顾事实，歪曲捏造，无中生有，对中国
政府的治疆政策、反恐维稳举措和新疆人权状况进
行肆意诬蔑和无端指责，充分暴露美方在反恐问题
上的双重标准和打着“人权”旗号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的目的，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特别是新疆地
区恐怖袭击事件频繁发生，极大危害了各族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严重践踏人类基本尊严。面对现实威
胁，中国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依法开展反恐和去极端
化斗争，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保障了
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得到新疆各
族群众的普遍支持和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为国际
反恐事业做出了积极努力和贡献。目前，新疆已连
续三年没有发生暴恐案件，社会和谐稳定，经济持续
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文化空前繁荣，宗教和睦和顺，
各族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打
击恐怖主义，坚持依法打击恐怖主义和保障人权相
结合，反对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特定国家、民族、
宗教挂钩，反对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倡导
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既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又
致力于消除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的条件，主张在相互
尊重、平等协商基础上，加强国际反恐务实合作。当
前，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带来的挑战依旧严峻，打击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任重道远，为虎作伥终将养虎为
患，唯有摒弃“双重标准”，增进政治互信，凝聚战略
共识，促进合作交流，才能更有效遏制和打击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

问：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2019年维吾尔人权
政策法案”中多次“批评”中国政府借反恐问题在新疆
实施“镇压”“侵犯少数民族人权”。请问您怎么看？

答：一段时期，境内外“东突”势力在我国新疆等
地策划、组织、实施分裂活动和暴力恐怖活动，共制
造了数千起暴恐案事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害，数
百名公安民警牺牲，财产损失无法估算，严重危害我
国的安全与稳定，危害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为了保护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维护新疆
及其周边地区的和谐稳定，中国政府对暴力恐怖活
动始终坚决依法严厉打击，经过开展5年多的严厉
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
多发频发势头，有力维护了新疆社会稳定和各族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2500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广
泛支持，也为国际反恐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是法治国家，在打击暴力恐怖活动过程中，
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
主义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将打击暴恐犯罪与保障人
权相结合，既注重依法严厉打击少数严重暴力恐怖
犯罪，严厉惩治极少数恐怖组织骨干分子和恐怖活
动犯罪人员，最大限度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免遭恐
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侵害；又重视开展源头治理，通过
帮教，最大限度地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有轻微违
法犯罪行为的人员，避免其成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
义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根本不存在美方所称的“侵犯
少数民族人权”问题。

问：去年以来，美持续对新疆开展职业技能教育
培训工作进行指责。对此，您作何评论？

答：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是以帮助就业、
去除极端为导向目的学校性质的机构，今年8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疆的职业技能
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对教培中心的情况作了全面
系统介绍，也对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指控作了回应。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打击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
既是世界性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中国在广泛借
鉴吸收国外反恐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打击和预防相
结合，实施去极端化措施。新疆依法开展职业技能
教育培训工作，是中国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所作
的积极尝试和探索，也是对《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决议和联合国《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的响应
和落实。自2018年底以来，联合国高层、外国驻华
使节、国际组织、一些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和境外
媒体、宗教团体等来自91个国家和地区的70余批
团组、1000多人赴疆参访。通过实地参观访问，许
多人理解了新疆开展教培工作的紧迫性、必要性、合
法性、合理性。他们纷纷表示，新疆的暴恐活动惨无
人道、令人愤慨，教培工作挽救了那些受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控制的学员，新疆的教培工作为国际
社会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宝
贵经验，很有借鉴价值。美方对职业技能教育培训
中心的歪曲污蔑，无非是拿“宗教”“人权”为幌子，干
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

问：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敌人。请您介
绍一下中国开展反恐国际合作有关情况。

答：中国在为打击恐怖主义做出自己努力的同
时，始终坚持主张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一系列
反恐决议，先后批准加入了12个全球性的国际反恐
公约，积极参与国际刑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
地区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并通过双边渠道同有关
国家开展了有效合作。

近年来，受“东伊运”等境外“东突”恐怖组织蛊
惑煽动，我境内人员非法出境参加恐怖活动情况突
出，严重影响国家和地区间安全稳定。为打击此类
犯罪，中国执法部门加大了与有关国家的执法合作
力度，严格依法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提交违法犯罪证
据，有序开展遣返工作。对遣返回国的非法出境人
员，司法机关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严格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对违法犯罪行为采
取法律措施，区分不同情况作出处理。这些工作有
力维护了中国以及地区间的安全稳定。

国家反恐办主任
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当地时
间12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不顾中
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通过

“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这
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对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践踏。这部“法
案”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充斥着对中
国治疆政策的偏见、抹杀新疆发展成
就、无视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各
族群众的真实感受，再次暴露了美国

会毫无底线的双重标准和虚伪丑陋
的霸权逻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事务纯属我国
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长期以来，美国一些政客对“三股势
力”在新疆制造的暴行视而不见，对
受到暴恐威胁的新疆各族人民的人
身安全毫不关心，如今却企图通过

“人权政策法案”为“三股势力”撑腰
打气，这充分暴露了美国一些政客和

反华势力妄图借所谓“新疆问题”遏
制、分裂我国的险恶用心。

新疆是中国的新疆，维吾尔族是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任何离间我
国民族关系、遏制我国发展的图谋都
注定难逃失败命运，终将沦为历史的

笑柄。我们不惹事，但也决不怕事，
中国各族人民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
结的意志坚如磐石，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步伐不可阻挡。我们奉劝
美国，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
干涉新疆事务，否则必将自食恶果。

国家民委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中国外
交部副部长秦刚4日召见美国驻华
使馆负责人柯有为，就美国会众议院
审议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
法案”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敦
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借涉疆问
题干涉中国内政。

秦刚指出，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
国干涉。美国会上述法案把中方在新

疆依法采取的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歪
曲成侵犯人权，罔顾事实、颠倒是非，
违背良知，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
准，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完全站在
错误的一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
慨、坚决反对。秦刚强调，中方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

定不移。任何企图挑拨中国民族关
系、破坏新疆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
展进步的图谋都注定要失败。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

误，摒弃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阻止上述涉疆法案成法，停止借涉疆
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将根据形
势发展作出进一步反应。

外交部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敦促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当地时间12月3日，美国国会众
议院通过所谓“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
策法案”，蓄意诋毁中国新疆的人权
状况，大肆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
恐怖主义的努力，恶意攻击中国政府
治疆政策，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是对
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对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践踏。

所谓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人权、民
族、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
问题。过去一个时期，新疆“三股势
力”十分猖獗，制造了数千起暴力恐
怖案（事）件，对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造成极大危害，严重践踏基本人
权。对这些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
的暴力恐怖行径，美国一些政客却视
而不见，置若罔闻。现在的新疆，各
族人民团结奋斗，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各项权利得到依法保障，人权状

况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
拟的。美国一些政客却千方百计地
造谣污蔑中国政府治疆政策。他们
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在反恐问题上
大搞双重标准，站在严重违背国际道
义和人类良知的邪恶一边，纵容、怂
恿恐怖行为。美国国会通过所谓

“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可谓
包藏祸心、险恶至极。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
何国家和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在新
疆采取的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
施于法有据、顺应民意、效果显著。
新疆依法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
作，是中国落实国际社会反恐和去极
端化倡议，包括落实《联合国全球反
恐战略》和联合国《防止暴力极端主

义行动计划》的具体步骤和具体体
现。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完全是为
了保障人权。世界有目共睹，新疆三
年来未发生暴恐事件，社会稳定、民
族团结、百姓安居乐业，人民的生命
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有力保障。
美国国会无视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
的成就，对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说三
道四，实际上是践踏人权和法治。

谁在维护和保障人权，谁在践踏
和破坏人权，国际社会自有公论。
2018年底以来，来自91个国家和地区
的70余批团组，包括国际组织、政府
官员、新闻媒体、宗教团体人士以及
专家学者在内的1000多人参访新疆，
称赞新疆反恐、去极端化工作经验值
得学习借鉴。今年7月，50余国常驻

日内瓦代表联名致函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主席和人权高专，积极评价中国
在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中尊重和保
障人权。今年 10 月，60 多个国家在
第七十四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
会议期间踊跃发言，称赞中国新疆巨
大的人权进步，支持新疆采取的反恐
和去极端化举措，反对个别国家以人
权为名干涉中国内政、把人权问题政
治化。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一
些政客频频拿所谓涉疆问题做文章，
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完全违背国际
社会主流民意。

美国国会一再抛出干涉他国内政
的法案，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他们
对本国的人权问题和美国在国际上造
成的人道主义灾难视而不见，却四处

煽风点火，指责他人。国际社会彻底
认清，美国早已从人权道义高地上跌
落，当今世界更不容美国在人权问题
上搞一言堂。联合国亚太妇女权益审
议会议日前以37：1的投票结果，通过

《北京宣言25周年——促进性别平等
和妇女赋权亚太部长级宣言》，美国是
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就是明证。

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美
方利用涉疆问题挑拨中国民族关系、
破坏新疆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壮
大的图谋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奉
劝美方收回干涉中国内政的黑手，停
止自取其辱的闹剧。低估中国人民
的决心和意志，注定难逃头破血流的
败局。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决不容许任何人为恐怖势力撑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