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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习近平总书记见面是在2017
年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新疆代表团审议现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巴什玉
吉买村党支部书记买买提依布热依
木·买买提明代表，第一次这么近距离
见到总书记，“就像电视上看到的一
样，亲切而温暖”。

习近平总书记此前给库尔班大叔
的家人回过一封信。那天在会场上，买
买提依布热依木将库尔班大叔家人托
他带来的“全家福”照片拿给总书记看。

“真是人丁兴旺啊。”
习近平总书记一边端详照片一边

说：“我上小学时就从课文里读到库尔
班大叔要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
的故事。”

总书记的赞许和关怀，让会场的
气氛更加活跃。

总书记关心地问道：“你们和田
地区，农村耕地少。你那个村每家

有多少地啊？”“现在种粮食还是种
果树了？”

买买提依布热依木心里很感动：
“新疆距离首都那么远，可总书记的心
与我们贴得这么近！”

就是在那一次审议中，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全面落实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把南疆贫困地区作为脱贫
攻坚主战场，实施好农村安居和游牧
民定居工程、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完
善农牧区和边境地区基本公共服务，
努力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好生活。

让买买提依布热依木惊喜的是，
第二天傍晚，在全国两会少数民族代
表委员茶话会上，又见到了总书记，还
坐在总书记身旁。

总书记亲切地同他交流，还为他
讲解现场演出节目的特色。

节目一个接着一个，买买提依布
热依木的心也跟随歌声去到了祖国的
山山水水。买买提依布热依木知道，
这许多地方总书记都去过，中华民族
大家庭都装在总书记心里。“我们新疆
好地方……”的旋律在耳边响起，他心
里别提多高兴了。

从那以后，每当遇到困难，他总会
想起与总书记见面的场景，总会想
起总书记的嘱托。他心里有一个信
念：“不能辜负总书记的嘱托。带领
乡亲们团结致富奔小康，多大的困
难也要上！”

那是2019年，脱贫攻坚关键一

年。为建设种兔养殖帮扶项目，买买
提依布热依木搬进工地旁的帐篷里一
住就是85天。

乡亲们有了困惑，他第一时间赶
回村里开谈心会。

“养兔比养羊收益高。”他先算上
一笔账打消乡亲们不愿养兔的顾虑，

“一只兔子一年生40只，30元一只就
是1200元。”

“管理兔舍的员工都用咱村民，月
工资2000到3000元，一年就是三万
元。”他继续说。

“要先把兔舍建起来才能见效
益。铺水管、架电线、运材料工地上正
需要人手。”

……

买买提依布热依木回答着村民们
的问题，再一次将总书记对新疆发展的
重视和对百姓生活的关怀讲给大家听。

一遍遍入户沟通，大伙儿的顾虑
少了、信心足了。不出一个月，一支建
设队伍集结起来，种兔养殖项目顺利
开展。

2019年，一座现代化兔舍验收成
功，第一批5万只种兔全部到位；70
多名村民培训上岗成为兔舍员工。村
里帮扶产业越来越多，效益越来越好。

2022年新春，阿瓦尼沙汗·图尔
荪托合提家的小院满是欢声笑语，一
窝入户养殖的种兔茁壮成长。这位曾
经对养兔子顾虑重重的大娘，全家去
年增收200%，搬进了120平方米的
富民安居房，大沙发、大彩电一个不
少。买买提依布热依木走进大娘家的
小院，阿瓦尼沙汗脸上笑开了花。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记者
刘敏 于涛 董博婷）

“他和我们心贴心”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
度的决定；决定免去李纪恒的民政部
部长职务，任命唐登杰为民政部部

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108、109号主席令。栗战书委员长主
持闭幕会。

常委会组成人员157人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

会议原则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稿，并委托栗战书委员长代
表常委会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报告工作。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李玉妹为全国
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纪恒
为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免去郭雷的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职务，任命欧阳昌
琼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
书长。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
名单草案，决定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预备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列席人员
名单等。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定 决定任命唐登杰为民政部部长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
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22年4月1日起施行。

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
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实物见证，
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
水下文物是文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加强水下文物保护，对于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和海洋权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党
和国家高度重视水下文物保护，国务
院于1989年发布《条例》，《条例》在规
范水下文物考古、加强水下文物保护
管理、遏制盗捞水下文物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水下文物保护
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

通过修改《条例》予以解决。修订后的
《条例》重点从三方面对进一步加强水
下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作出规定。

一是理顺水下文物保护管理体
制和执法机制。《条例》明确了国务院
文物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文物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在水
下文物保护工作中的职责权限；明确
了文物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海上执

法机关在水下文物保护执法工作中
的职责权限；要求各有关部门加强沟
通协调和执法协作，共享水下文物执
法信息。

二是完善相关制度措施解决水
下文物保护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条
例》细化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补充
水下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制度，并增加
有关禁止性规定，进一步完善水下文

物保护相关制度措施；明确国内外考
古机构在中国管辖水域进行考古工
作的有关条件、许可程序、实物和资
料移交等要求，进一步规范水下文物
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活动；明确在中
国管辖水域内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
程，应当事先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规
定资源开发、科考、养殖等活动不得
危及水下文物安全，进一步加大水下

文物保护力度。
三是调动各方力量形成水下文物

保护合力。《条例》明确任何单位和个
人都有依法保护水下文物的义务，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水下文物保护，
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水下文物
保护的关系，确保水下文物安全；规
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任何方式发
现疑似水下文物的，应当及时报告有
关文物主管部门，并有权向文物主管
部门举报违反本条例规定、危及水下
文物安全的行为；要求有关单位充分
发挥水下文物的作用，提高全社会水
下文物保护意识和参与水下文物保
护的积极性。

此外，《条例》还进一步完善了法
律责任有关规定，加大了对违法行为
的处罚力度。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第一〇九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22年2

月28日的决定：
免去李纪恒的民政部部长职务；
任命唐登杰为民政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2年2月28日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第一〇八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定》已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22年2月28日通过，现
予公布，自2022年3月3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2年2月28日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28日发表《2021年美
国侵犯人权报告》，揭露美国侵犯人权
的真相。

报告分为序言、操弄疫情防控付
出惨痛代价、固守暴力思维威胁生命
安全、玩弄虚假民主践踏政治权利、放
纵种族歧视加剧社会不公、背离人道
主义制造移民危机、滥用武力制裁侵
犯他国人权，共七部分。

报告称，2021年，劣迹斑斑的美
国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政治操弄导
致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激增，枪击事件
致死人数再创新高，虚假民主践踏民
众政治权利，暴力执法让移民难民的

处境更加艰难，针对少数族裔特别是
亚裔的歧视攻击愈演愈烈。与此同
时，美国单边主义行径在全球制造了
新的人道灾难。

报告称，美国操弄疫情防控付出
惨痛代价。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
医疗设备和技术，却成为全球新冠肺
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报告显示，美国固守暴力思维威

胁生命安全。美国 2021 年共发生
693起大规模枪击事件，比2020年增
长10.1%。枪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
亡，对公众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报告指出，美国玩弄虚假民主践
踏政治权利。总统选举的全国范围初
选完全受富人、名人、媒体和利益集团
的操纵，民众投票支持的总统参选人
往往不真正代表民意。尽管自身民主

实践和国际形象一败涂地，美国政府
却高调举办所谓的“领导人民主峰
会”，将民主政治化、工具化，大搞选边
站队，拉帮结派，分裂世界。

报告强调，美国放纵种族歧视加
剧社会不公。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
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
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
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

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
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
益加剧。

报告认为，美国背离人道主义制
造移民危机。移民难民危机已沦为美
国党派攻讦与政治斗争的政治工具，
政府朝令夕改、暴力执法，移民群体遭
受超期羁押、酷刑和强迫劳动等不人
道待遇。

据报告，美国滥用武力制裁侵犯
他国人权。美国一贯奉行霸权主义、
单边主义、干涉主义，以强权挑战公
理，以私利践踏正义，肆意侵犯他国人
权，已成为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
最大阻碍者和破坏者。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2021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居各国
之首，一年间枪击事件致超4.4万人丧
生，少数族裔面临日趋严重的歧视和
暴力攻击……这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美国的真实情况。

国务院新闻办 2 月 28 日发布的
《2021 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显示，
过去一年，劣迹斑斑的美国人权状
况进一步恶化。不仅美国国内上演
着种种人权悲剧，全球多地也因为
美国单边主义行径而发生新的人道
灾难。

被众多国家谴责为“世界人权事
业最大的破坏者”，如此美国，还有何
资格和颜面在国际社会大谈“人权”？

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至今，在
真实而凶猛的威胁面前，人们愈发意
识到，最大的人权莫过于健康、平安
活着的权利和自由。然而，自新冠肺
炎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疫情防控始
终被高度政治化，成为共和党和民主
党相互攻讦、否决、对抗的工具和筹
码，而民众的生命健康却未得到应有
的重视。正因为如此，美国作为全球
医疗系统最发达的国家，其累计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和累计死亡人数均居
世界之首。

连本国人民的生命健康都如此漠
视，无怪乎美国对外更加赤裸裸地奉

行“利益至上”。截留他国抗疫物资、
大搞“疫苗民族主义”、人为制造“免疫
鸿沟”，美方严重损害国际抗疫合作的
冷血行径，让一些国家对其残存的幻
想彻底破灭，也让世界逐渐认清美方
政客打着“人权”幌子，为自己谋取私
利的本质。

美方在人权领域的双重标准举世
闻名。一方面经常毫无依据地指责别
国任意拘押、强迫劳动，另一方面却对
本国监狱里司空见惯的虐待、压榨囚
犯问题绝口不提。包括关塔那摩监狱
在内的美国在全球各地的“黑狱”，未
经审判就将人任意拘押并施加酷刑，

更是成为美式践踏法治、侵犯人权的
经典符号。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派的人权问
题独立专家组今年 1 月发表声明，敦
促美国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结束“肆意
侵犯人权的丑陋一页”。然而，连同此
前国际社会多次强烈和明确的谴责一
道，都被美方选择性忽视了。这座“关
不掉”的“人间炼狱”，无疑是对美国政
客标榜“人权”的巨大反讽。

美方动辄对他国施压、干涉他国
内政，给相关国家造成巨大的人权灾
难。据统计，美国近20年发动的所谓

“反恐”战争已经夺去超过92.9万人的

生命。美国在阿富汗 20 年的军事行
动，累计造成包括 3 万多平民在内的
17.4 万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 6 万。
持续的战争与动荡导致阿富汗近三分
之一人口沦为难民，350 万阿富汗人
因冲突而流离失所。

在一些国家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挑
战的时候，美国却不管不顾，频频实施
和升级制裁，其落井下石的手段不仅
有悖国际公义，更加剧了这些国家的
人道危机，给全球协作抗疫的努力设
置了障碍。

就是这样一个美国，还整天在
国际上以“保护人权”为名，叫嚣着
打压这个、制裁那个，这样的把戏注
定失败。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记者
朱超 孙楠）

如此美国，何谈人权？

关注北京冬残奥会

外交部：

台湾是中国的事
不关日本的事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记者朱超）就日本
个别政客近期频繁发表涉台谬论一事，外交部发
言人汪文斌28日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事，不关日
本的事。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切实
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和迄今承诺，在台湾
问题上谨言慎行，停止挑衅滋事。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日
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在采访中称，鉴于俄乌局
势，日本国内应该探讨与美国的“核共享”相关问
题，美国应舍弃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战略。请问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近期，日本个别政客接二连三在
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妄议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
示坚决反对。

汪文斌说，日本历史上发动侵华战争，对台湾
进行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犯下罄竹难书的
罪行，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历史罪责。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日本战败，台湾回到中国怀抱。但日国
内一些势力觊觎台湾之心不死，对近代穷兵黩武、
疯狂侵略扩张、野蛮殖民奴役的历史劣迹非但缺
乏正视和反思，还企图借渲染炒作周边局势来谋
求自身军力突破。日本政客近期频频发表涉台谬
论，甚至公然发表违背本国“无核三原则”和《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义务的妄言，抛出与美国

“核共享”话题，充分暴露出日国内军国主义势力
阴魂不散的危险动向。

“台湾是中国的事，不关日本的事。我们强烈
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切实遵守中日四个政治
文件原则和迄今承诺，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停
止挑衅滋事。”他说。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28日电（记者刘博 郭
雅茹 杨帆）随着北京冬残奥会开幕的日益临近，
北京、延庆、张家口3大赛区的比赛场馆已“旧貌
换新颜”，各场馆内的“雪容融”替代了“冰墩墩”，
翘首以盼即将到来的冬残奥运动员们。

冬残奥会的赛事将在国家体育馆、国家游泳
中心、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云
顶滑雪公园5个竞赛场馆中举行。为了能让残障
人士在冬残奥会期间顺利地参赛、工作以及观赛，
各个竞赛场馆增设和改造了一批无障碍设施，服
务保障工作陆续就位。

国家体育馆“冰之帆”内，不少设施可以说是
“量身定制”。从运动员赛时更衣室到冰场的通道
内，新铺设的仿冰板覆盖了此前的橡胶地板；在运
动员热身区，将脚蹬自行车换为手摇健身器；在运
动员更衣室的淋浴间，新增一个花洒底座，让运动
员触手可及。

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比赛场馆“冰立方”，已
经开始“变身”成为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场地。目前
场馆的形象景观标识大部分都已经完成转换，各
处形象景观上的“雪容融”替代了“冰墩墩”，包括
运动员通道、更衣室等区域已完成冬残奥会模式
的转变，各种无障碍设施一应俱全。

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小海陀山的国家高山滑雪
中心，场馆在许多细节处做出了调整。随处可见
的残奥标识、新增的无障碍通道、雪地上铺设的木
板和防滑垫。

“这些设计都是为了让运动员在赛时能够无
障碍地通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运行团队残
奥整合经理刘杰说，“这涉及我们办赛的一个重要
理念——人性化。我们希望尽量不要借助外力帮
助残疾人运动员行动，而是努力形成一个包容性
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通行，这体现
了平等与尊重。”

在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这里将承
办残奥越野滑雪、残奥冬季两项两个大项的比
赛。冬季两项有视障组运动员参加比赛，场馆准
备了盲文阅读材料、可触摸式盲文地图，为视障人
士提供信息无障碍服务，方便他们了解场馆及竞
赛相关信息。

“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群中的视力障碍人士使
用需求，我们准备的材料包含了中英文和盲文的
对照版，呈现形式包括了海报版和手册版。”国家
冬季两项中心残奥整合经理刘里里说。

云顶滑雪公园将承担冬残奥会单板滑雪障碍
追逐和坡面回转两个小项，这里为运动员、教练员、
媒体记者和观众等群体打造了4条无障碍流线。

“我们在空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打造尽可能
宽敞的无障碍坡道，对无障碍环境尽可能地优化，
我相信届时运动员、技术官员、观众和残奥大家庭
的来宾们，在云顶场馆都能感受到非常良好的无
障碍服务。”云顶滑雪公园残奥整合经理陈辰说。

冬奥热情余温犹在，残奥大幕已经拉开。各
个场馆用“爱”让“无障碍”连点成线，变得是形象
和景观，不变的是细心和暖心。“两个奥运、同样精
彩”，这不是简单的口号，背后蕴含着北京冬残奥
会筹办工作的心血和付出。

北京冬残奥会
各场馆虚席以待

2月28日拍摄的张家口颁奖广场“雪容融”
景观。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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