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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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美国国内法的形式，对我国新疆的人
权状况和依法采取的反恐、去极端化措
施指手画脚、肆意污蔑，我们对此表示
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该“法案”无视
新疆的稳定发展，无视新疆各族人民团
结和谐、安居乐业的客观事实，对新疆
稳定发展局面无端指责和肆意抹黑，这
是对中国内政的蛮横干涉。在新疆事
务上，最有发言权的是新疆各族人民。
作为代表全疆2500万各族人民行使权
力的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严正声明如下：

我们一贯坚决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和
极端主义，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和
安全不受侵害。把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
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作为工作出发
点和落脚点，通过地方立法全面贯彻《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
原则，其中包括依法打击暴恐犯罪和极
端主义。近年来以宪法和相关法律为依
据，结合新疆实际，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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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规，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进行依法打击，明确恐怖主义不是民族
问题、更不是宗教问题，严禁将反恐怖主
义、去极端化工作与特定民族、宗教挂
钩，全面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
族风俗习惯，确保在依法打击和惩治极
少数的同时，团结、教育和争取、挽救大

多数。对被教唆、胁迫、引诱参与恐怖活
动、极端主义活动，或参与恐怖活动、极
端主义活动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
人员；被教唆、胁迫、引诱参与恐怖活动、
极端主义活动，或参与恐怖活动、极端主
义活动，有现实危险性，尚未造成实际危
害后果，能够认罪悔罪，依法不需要判处
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员，由职业技能
教育培训中心向其免费提供职业技能教
育培训，以此增强他们在掌握国家法律
知识、语言沟通以及就业技能等方面的
能力，避免其成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
牺牲品，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免遭侵害。
为确保各项法规得到全面准确贯彻执
行，全区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各级人大
代表开展有力监督，为依法保障新疆社
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新疆已
连续3年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满足了各
族人民对安全稳定生产生活环境的殷切
期盼，保障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健
康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人民群众安全
感、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相关举措
得到了全疆各族群众的高度认可和衷心
拥护。

实践证明，新疆开展的反恐怖主
义、去极端化斗争符合国家法治精神和
要求，也是国际社会反恐怖斗争的重要
组成部分，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

我们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
各族人民充分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
项权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依法行权履

职，确保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代表
法、选举法在新疆全面贯彻落实。制定
了选举法实施细则，保障各民族特别是
人口较少民族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目前，全区依法选举五级人大代表61589
名（其中少数民族代表42997名、占总数
的69.81%），代表全区2500万各族人民群
众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主席、5个自治州州长、6个自治
县县长均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公民担
任。各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各项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全区少数民族公务员已达91076
人，占干部总数的40.24%。其中，少数民
族妇女干部占全区妇女干部总数的66%
以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民俗文化得
到尊重和传承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先后制定了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
清真食品管理条例、木卡姆艺术保护条
例、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
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喀什艾提尕尔清真
寺等109所宗教文化古迹被列入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柯
尔克孜史诗《玛纳斯》等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在新疆司
法、行政、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
网、社会公共事务等领域得到广泛使用
和发展。

在新疆，各族人民不论人口多少、
宗教信仰差异，都在政治上一律平等，
依法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各

族人民群众能够有效表达诉求、能够依
法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权利。

我们坚决依法维护民族团结和宗
教和谐，保障各族人民群众共同走向繁
荣发展。为了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制定自治
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在全社会大
力倡导各民族尊重差异、彼此欣赏、互
帮互助，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
事、共乐的社会环境，共同建设团结和
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
会主义新疆。制定自治区宗教事务条
例，充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正常宗教活动依法受到保护。截至目
前，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地方
性法规 620 件，其中现行有效的法规
161件，作出法规性决议、决定51件，通
过有效管用的法规施行，奠定维护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坚实的法治基础，确保
各族人民群众共享稳定改革发展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新疆
各族人民在共同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
园的进程中，形成、发展和巩固了平等
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和相互尊重、
和睦相处的宗教关系。当前的新疆经
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生不断
改善，宗教和睦和顺，各族人民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属于历史上最
好的繁荣发展时期。我们坚信，没有任
何力量能够阻挡大美新疆前进的步伐！

（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4日电）

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依法保障
各族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发展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
“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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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4日电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委员会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发表严正声明，
声明如下：

美国国会众议院不顾中国政府的一
再反对，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案”。该法案以人权为借口，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对新疆的人权状况进行歪曲
抹黑和无端指责，肆意污蔑新疆反恐和
去极端化措施，诋毁我民族宗教政策，对
中方采取无理制裁，严重践踏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这极大伤害了中
国人民的感情，并向暴恐势力发出严重
错误信号，性质极其恶劣，用心十分险
恶，其根本目的是破坏新疆繁荣稳定，破
坏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对此，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的各民主党派、人
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委员表
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敌，是国
际社会共同打击的对象。中国新疆是

反恐怖斗争主战场。自上世纪九十年
代至2016年，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宗
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在新疆策划
并组织实施了数千起暴恐案件，造成大
量无辜群众罹难，数百名公安民警殉
职，对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
危害，严重践踏了人类尊严,也极大地阻
碍了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面
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威胁蔓延，新
疆采取果断措施，依法严厉打击民族分
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

“三股势力”，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发
频发势头，取得了反恐、去极端化斗争
重要阶段性胜利，切实保障了新疆各族
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发展权。

近年来，新疆立足现实情况，从彻底
解决各种深层次矛盾入手，开展预防性
反恐和去极端化源头治理，坚持依法打
击恐怖主义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坚持反
恐、去极端化不与特定地域、民族、宗教
挂钩，坚持宽严相济与预防教育挽救相
结合，坚持维护稳定与改善民生相结合，
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向感
染宗教极端思想、有轻微违法犯罪的学

员教授法律知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
职业技能。学员行动自由，民族文化和
人权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目前，绝大
多数学员已经结业离校，实现稳定就业，
改善了生活质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新疆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重要成员。现在，新疆大局持续稳定，
形势持续向好，民族团结巩固，宗教和
谐和睦，城乡社会安宁，已连续3年没有
发生暴恐事件，各类刑事治安案件大幅
减少，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各族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
强。来疆旅游人数井喷式增长，今年
1－10月来疆旅游的境内外游客突破2
亿人次。中国迄今已邀请了外国使节、
国际组织官员、媒体人士等70多批、上
千人访问新疆，他们纷纷对和谐稳定、
繁荣发展的新疆点赞。

公道自在人心。中国在反恐及社会
治理方面取得的成绩，全世界人民有目
共睹，成效深得人心。美方有关法案对
中国新疆的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工作
的指责充满虚伪和偏见，是典型的双重

标准，对新疆人民的生命安全缺乏起码
的尊重，侮辱了人权这一崇高的概念。
美国在反恐、去极端化问题上搞“双重标
准”，说到底是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
袒护、纵容，严重违背了国际道义和人类
良知，这种做法大错特错，损人不利己，
为一切善良和正义的人们所不齿。美国
的霸权主义不得人心，已让全世界深受
其害。我们敦促美国摒弃冷战思维和意
识形态偏见，客观公正看待新疆依法开
展反恐怖主义、去极端化斗争所取得的
成绩，停止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同
时也奉劝美国好好反省自己国内的人权
问题，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玩火者必自
焚，多行不义必自毙。“9·11”事件镜鉴不
远，我们奉劝美方不要无事生非、兴风作
浪，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们要正告美方，新疆是中国的新
疆，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
府和势力都无权干涉。这一所谓法案只
会让包括新疆各族群众在内的广大中国
人民进一步认清美国的险恶用心和霸权
本质，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众志成城。
美方的图谋注定只能以失败告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就美国国
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发表严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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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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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违反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再次暴露“以疆制华”的险
恶用心。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国家无权干涉。涉疆问题不是民族、
宗教、人权问题，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众所周知，新疆曾经深受极
端主义、暴恐活动之害。面对严峻形势，新疆依法采取包括设立职业技
能教育培训中心在内的一系列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依法打击暴恐活
动，重视源头治理，不断促进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这些
措施确保了新疆三年来未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最大限度地保障各族
人民的生命权、生存权、发展权，显著提升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受到 2500 万新疆各族人民的普遍支持，也为全球反恐事业作出了
积极贡献。

美国的涉疆法案，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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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黑白、混淆是
非，行破坏新疆稳定、遏制中国发展之实。对此霸道无理的恶劣行径，14
亿中国人民绝不会答应，一切爱好正义和进步的人们绝不会答应。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治疆政策普遍予以积极
评价。仅今年以来，无论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国别人权审议，还
是数十个国家联合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人权高专，国际社会多
次赞扬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成就，支持中方在新疆采取的举措。就在不久
前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会议上，白俄罗斯代表 54 个国家作共同
发言，30 多个国家作国别发言，纷纷支持中方在新疆采取的反恐举措，坚
决反对美国等国家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停止对中国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等正义之声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普遍
共识。美方拿涉疆问题做文章，完全违背事实，完全违背国际社会主流
民意，根本站不住脚，注定不得人心。

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美方企图利用涉疆问
题遏制中国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中国政府治疆政策，蓄意抹黑中
方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处心积虑炮制涉疆法案，其所作所为，只会进一
步暴露其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只会让中国人民进一步看清其伪善
面目和险恶用心。任凭风浪侵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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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道路坎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
步伐不可阻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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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会得逞。

时代潮流不可逆转，倒行逆施必遭失败。奉劝美方认清形势，摒弃
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停止利用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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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美方“以疆制华”图谋绝不会得逞
□新华社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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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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