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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中国人权研究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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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众议院罔顾
事实，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悍然通
过所谓“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粗暴
干涉中国内政，充分暴露了美国的霸权思维和
强权逻辑，中国人权研究会对此予以坚决反对
和强烈谴责。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暴力恐
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在中国
新疆地区策划实施了数千起暴力恐怖案（事）
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害，数百名公安民警
殉职，财产损失无法估算。恐怖袭击事件的频
繁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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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恐怖主义、极
端主义的现实威胁，中国新疆遵照联合国有关

决议和公约，依据国内法律法规，采取果断措
施，依法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结合本地区实际，
通过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开展去极端
化工作，旨在从源头上消除恐怖主义、极端主
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经过不懈努力，中
国新疆已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
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权、生
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中国新疆的反恐、
去极端化斗争，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国际反恐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
有益经验。

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中国新疆
已连续3年未发生暴恐事件，目前呈现出社会
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祥
和景象，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对于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生活在那里的各族
人民最有发言权。2018年底以来，已有70余

批各类外国团组共千余人赴中国新疆参观访
问，亲眼见证了中国新疆稳定繁荣发展的大好
局面，充分肯定中国新疆反恐、去极端化斗争
取得的成效，称赞中国新疆反恐、去极端化工
作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知者自知，明者自明。美国在反恐和人权
问题上玩弄双重标准，把反恐作为推行地缘政
治的手段，不仅越反越恐，还造成地区动乱不
安。美国自身人权纪录劣迹斑斑，却经常以

“人权卫士”自居，动辄对他国人权状况指手画
脚。美国国会众议院无视客观事实，企图以所
谓“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公然干涉中
国内政，严重违背了国际道义和人类良知，是
彻头彻尾的霸权主义行径。谎言永远无法抹
杀真相，任何企图诬蔑抹黑中国新疆的图谋不
会得逞，任何妄图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中国新疆稳定发展的图谋注定会失败。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中国伊斯兰教
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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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众议院审议
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这一法
案无视客观事实，对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
人权状况和中国政府治疆政策进行歪曲抹黑
和无端指责。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
反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
来，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的经济社会
和人权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各族人民生活水平
大幅提高，宗教信仰自由依法得到保障，少数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新疆各
族人民平等团结、和谐互助、休戚与共，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

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的基
本政策。按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
新疆各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充
分尊重和保护。新疆现有维吾尔、汉、哈萨克、
回、蒙古等56个民族，2500多万人口，形成了
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并存

的格局。其中，维吾尔、哈萨克、回等10个少
数民族的群众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清真寺2.44
万座，伊玛目、哈提甫等伊斯兰教教职人员2.9
万名。按照国家有组织有计划朝觐政策，新疆
政府为保障当地有条件的各族穆斯林顺利完
成朝觐功课，自1996年以来，每年安排包机，
并在出入境、医疗、餐饮等方面提供高质量服
务，确保朝觐活动安全有序。每年斋月期间，
穆斯林群众封斋或不封斋完全是个人的私事，
不受干涉，地方各级政府全力保障开斋节等节
日市场供应、宗教活动安全。自治区伊斯兰教
协会积极组织开展解经讲经，翻译少数民族语
种《古兰经》、《圣训》，编印出版宗教知识读物，
开办维吾尔语网站和新疆穆斯林期刊，传播爱
国、和平、团结、中道、宽容的伊斯兰教真精神，
引导各族穆斯林群众正信正行。办好中国伊
斯兰教经学院新疆班和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
培养伊斯兰教高层次人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境内外“三股势力”
加紧勾连，打着宗教的幌子，利用群众朴素的
民族宗教感情，煽动宗教狂热，大肆散布宗教
极端思想，蛊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信教群众从事

暴力恐怖活动。大量事实证明，暴力恐怖和宗
教极端行为严重破坏了新疆安定祥和的秩序、
团结进步的氛围，肆意践踏了新疆各族人民的
生命权、健康权和发展权等基本人权。

新疆是中国反恐、去极端化斗争的主战
场。新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开
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着力消除恐怖主
义、宗教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有
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最大限度保
障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等基
本权利，取得了反恐、去极端化斗争重要阶段
性胜利。新疆伊斯兰教界积极配合做好去极
端化工作，许多爱国宗教人士深入到受宗教极
端思想侵害的人员中，深入阐释经典教义，批
驳宗教极端势力散布的“圣战殉教进天堂”“异
教徒论”等歪理邪说，大多数受教育的人员幡
然醒悟，追悔莫及，迷途知返，自觉远离极端，
表示既要做一名好教徒，更要做一个爱国守法
的好公民。

我们敦促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借宗教
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伤害中国人民的
感情。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中国人权发展
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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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12月3日审议
通过了所谓的“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案”，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和抗议。该法案无视新疆各族人民基本人权
得到有效保障的客观事实，打着保护“人权”的
幌子歪曲抹黑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工作，粗
暴干涉中国内政，14亿中国人民绝不接受、绝
不答应。

人权首先是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
新疆的人权状况如何，新疆各族人民最清
楚，也最有发言权。过去的几年，在新疆人
权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面对一

段时期暴力恐怖事件多发频发给各族人民
带来的深重灾难，新疆依法采取了一系列反
恐、去极端化举措，极大地扭转了当地的安
全形势。当前，新疆呈现出经济发展、社会
稳定、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新疆的人权状况越来越好，国际社会给予积
极评价。

美国一些政客对新疆暴恐事件造成的大
量无辜伤亡置若罔闻，对新疆反恐、去极端化
的显著成效和人权保障成就视而不见，执意炮
制通过该法案，这充分说明他们并不是真心关
心中国的人权，而是别有用心。其目的无非是
想借口所谓新疆问题丑化中国的形象，破坏中
国的稳定，遏制中国的发展。

众所周知，美国自身人权状况劣迹斑斑，

国内存在种族性别歧视、枪支泛滥等严重人
权问题，发动海外战争给相关国家和地区带
来深重人权灾难。美国政客却对此避而不
谈。这再一次凸显了美国在反恐、人权等问
题上的双重标准，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性和极
端自利性。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坚定支持新疆为维
护稳定、保障人权所采取的措施和努力，坚定
支持中国有关部门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
谓“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所阐明的严
正立场。我们正告美国停止这场颠倒黑白、荒
唐可笑的政治闹剧，停止威胁、干涉中国的主
权与人权。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充分认清美国
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面目，不断增进对中国真
实情况的认知。

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5日电 新疆穆斯
林的人权我们最有发言权

新疆伊斯兰教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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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污蔑歪
曲中国政府侵犯新疆穆斯林人权，并妄图借所
谓的涉疆问题打压中国。作为代表包括维吾
尔族在内的新疆 1000 多万穆斯林群众组织
——新疆伊斯兰教协会，我们对美国的这一所
谓“法案”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法案”无
视客观事实，对新疆穆斯林的人权状况进行歪
曲、抹黑和无端指责，只会引起新疆各族群众
的强烈愤慨。我们想问一问美国的议员们，你
们了解新疆吗？你们来过新疆吗？你们有什
么权利对我们的人权说三道四。我们新疆伊
斯兰教协会有责任、有义务告诉你们真实的新
疆、真实的新疆穆斯林生活状况、真实的新疆
人权状况。

穆斯林正常宗教活动需求得到满足。新
疆现有清真寺 2 万多座，伊斯兰教教职人员
2.9万人，自治区、地州市、县市区各级伊斯兰
教协会 103 个。伊斯兰教健康传承发展。新
疆现有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及喀什、和田、伊
犁等8所分院和新疆伊斯兰教经文学校共10
所宗教院校，每年招收一定数量的本科、大

专、中专学生，培养了一批后备教职人员，目
前有在校学生 1100 人。获得宗教知识的途
径不断拓宽。翻译出版了汉文、维吾尔文、哈
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等 4 种文字的《古兰经》

《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等宗教经典书籍。穆
斯林朝觐功课得到保障。自 1996 年以来，政
府每年安排包机组织穆斯林群众前往沙特阿
拉伯麦加朝觐，并对朝觐人员的医疗、翻译等
给予资助，还派员随团做好服务保障，确保朝
觐活动安全有序。截至目前，新疆已有 5 万
多名穆斯林群众赴沙特朝觐。事实证明，宗
教信仰自由在新疆得到全面落实，穆斯林群
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依法保障，正常宗
教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过去一个时期，新疆极端思想渗透蔓延、
暴恐活动多发频发，肆意践踏着新疆各族人民
的生命权、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造成包
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大量无辜群众罹难，阿荣
汗·阿吉、居玛·塔依尔等多名伊斯兰教界人士
或惨遭杀害或受到恐吓袭击。面对新疆各族
群众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强烈呼声，新疆既依
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又重视开展源头治
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对有轻
微犯罪行为或违法行为人员，积极开展帮扶教
育，避免其成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牺牲品，
最大限度保障了公民基本人权免遭侵害。教
培中心依法保障学员的人身自由及人格尊严

不受侵犯，学员可回家，有事请假，有通信自
由。教培中心充分尊重和保障不同民族学员
的风俗习惯，免费提供种类繁多、营养丰富的
清真饮食。学员结业后，绝大多数找到了工
作，改善了生活质量。《古兰经》说：“谁在不义
之后悔罪自新，真主必赦宥谁”。设立教培中
心挽救那些被极端思想感染的人员，帮助他们
去除极端思想影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是
护佑众生的最大善举。反观宗教极端分子无
视法律、破坏社会秩序，漠视生命、残害无辜群
众，这种罪恶行径是对伊斯兰教和平精神的践
踏，是对穆斯林和平追求的背叛，是伊斯兰教
的最大危害，为穆斯林所不齿。

美国出台所谓“法案”无视新疆的社会稳
定和人权进步，对新疆依法采取的反恐、去极
端化措施恶意指责、抹黑污蔑，甚至捕风捉影、
捏造事实。极端分子在新疆煽动民族仇恨、制
造民族矛盾、破坏宗教和谐、实施暴力恐怖活
动的时候，你们漠不关心；在新疆各族群众开
始过上和谐安宁生活的时候，你们摆出一副伪
善的面孔，对所谓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横加指
责。新疆已连续3年持续保持繁荣稳定、民族
团结、宗教和谐，这正是对你们的诋毁抹黑言
论最有力回击。新疆伊斯兰教协会代表全疆
各族穆斯林正告你们，请不要再打着人权、宗
教的幌子，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新疆穆斯林的
人权我们自己最有发言权！

中国人权研究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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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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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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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穆斯林的人权我们最有发言权
——新疆伊斯兰教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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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澳门 12月 5日电 12 月 5
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澳门出席外交
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建署20周年招待会
并发表讲话。

乐玉成表示，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不
愿看到中国的发展，不愿看到“一国两制”
的成功，不愿看到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千方百计在香港、新疆、台湾等问题上制
造事端。继出台“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之后，昨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再次审议通过

“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这是对
中国内政的又一次粗暴干涉。对此我们
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包括澳门同胞

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誓将团结一心，顽强斗
争，坚决斩断伸向我们的黑手，坚决维护

“一国两制”方针，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乐玉成强调，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
百年前那个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中国。
今日之中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排除一
切干扰，在澳门和香港谱写新时代“一国
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也完全有信心、
有能力战胜一切挑战，粉碎一切破坏祖国
统一和民族团结、遏制中国发展进步的图
谋。中华民族走向富强和振兴的历史进
程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表示：

坚决斩断伸向我们的黑手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12 月 5 日下午，全国政协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召开委员座谈会，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
过所谓“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予以严厉谴责。
15 位民宗委委员、少数民族界委员和佛教、道教、伊斯兰
教、天主教、基督教全国性团体负责人发言，驳斥谎言谬论，
澄清事实真相。

委员们指出，美方大肆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
主义的努力，公然为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
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撑腰打气。这种粗暴干涉
中国内政，公然践踏道义底线的行径，是霸权主义的丑恶
表演。

委员们强调，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人心所
向。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清除的是阻碍新疆各族人
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毒瘤，换来的是新疆的和谐健康发展，是
新疆各族群众的热切期盼。这一点，是真心热爱新疆、热爱
各族人民的人都能深切体会的，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辨认
清楚的。

委员们表示，要坚定不移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
犯罪。要支持党政部门对以宗教为幌子散布极端主义、煽
动暴恐行为采取坚决果断措施，积极引导广大信教群众维
护祖国统一，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
利益。

委员们指出，民之所欲，敌之所恶。新疆近年开展的普
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各项工作成绩斐
然，然而西方反动势力却恨之入骨。他们打着各色幌子，先
用意识形态手段搞乱他国，接着搞各种版本的“颜色革命”，
进而采取其他手段颠覆政权，干尽让一些国家人民流血流
泪、流离失所的坏事。现在又打着民族宗教的幌子把手伸
向中国，就是想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搞乱、分裂中国，最终造
成整个国家的灾难，阻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必须明确国际斗争的大是大非，“丢掉幻想、准备斗
争”，做到政治立场不含糊、政治原则不动摇。

委员们表示，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的民族宗教工作是成
功的。长期实践证明，党的民族宗教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在
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方面取得的
成就不容置疑。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宗教问题
的正确道路，牢牢坚持党的民族宗教工作方针政策不动摇，
不被外界噪音干扰。

委员们强调，中国内政不容干涉，真相不容歪曲，新疆
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成果必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
展，新疆日益走向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
的脚步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座谈会由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王伟光主持，副主任全
哲洙、杨小波（驻会）、杨发明、罗黎明及20多位委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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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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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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虚伪的嘴脸、霸权的本
性，早被世人看穿；种种图谋妄想，注定枉
费心机。

众所周知，人权包含的内容十分广
泛，其中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
权，也是保障个人和集体其他权利的前提
与基础。如果没有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人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难以得到保障，其
他权利无从谈起。

长期以来，恐怖袭击不仅残害民众
生命，造成财产损失，更引起极大恐慌，
恶化社会环境，阻碍经济发展和民生进
步，使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严重
威胁。时至今日，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
主义仍在全球肆虐，是人类社会的一大
毒瘤。

新疆是中国反恐、去极端化斗争的主
战场。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新疆
恐怖袭击事件频繁发生，极大危害各族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威胁各族群众基本
人权。在此形势下，新疆采取包括开展职
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在内的反恐和去极
端化举措，不仅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也符
合联合国关于预防性反恐的基本精神和
原则。事实证明，有关举措取得良好成
效，受到新疆各族人民欢迎和支持。目
前，新疆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宗教极
端主义渗透得到有效遏制，各民族团结和
睦，各宗教和谐和顺，人民生活安定祥和，
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追求现代科学技术知
识、文明生活风尚的社会氛围日渐浓厚，
各族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有力保障。
截至目前，新疆已连续3年没有发生暴力
恐怖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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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极端

化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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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美方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在
反恐问题上早已玩惯了“合则用、不合则
弃”的双重标准。美国打着人权和反恐的
旗号，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
等地发动战争、燃起战火，导致数百万无
辜民众伤亡，大量难民流离失所，但对中
国新疆采取教育培训方式去极端化的做
法却横加指责、恶意攻击，这是什么道理、
什么逻辑？美方这种蛮横无理的双重标
准，只会激起一切有公正心和有良知的人
们的极大义愤！

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对美
方的虚伪霸道行径，国际社会纷纷予以谴
责。同时，中国新疆在反恐、去极端化和
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成绩，全世界都有目
共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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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际人士通过到新疆
实地参观访问，理解了新疆开展教培工作
的紧迫性、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认为
教培工作挽救了那些受恐怖主义和宗教
极端主义控制的学员，为国际社会反恐、
去极端化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下，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仍是
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许多国家都在结合
本国实际积极探索解决路径。美方借所
谓人权问题诬蔑攻击中国新疆反恐努力
的卑劣做法，为国际社会有识之士所不
齿。我们强烈敦促美方立即摒弃在反恐、
去极端化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停止在所谓
新疆人权问题上做文章，停止借所谓涉疆
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美国大搞反恐双重标准令人不齿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