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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反恐護人權 新疆維穩促民生
新疆副主席批個別國家和媒體誣衊抹黑教培中心

■ 扣除物價上漲因素，經濟總量
從1952年至2018年增長200倍

■人均生產總值從1952年到2018
年增長37.7倍，年均增長5.7%

■ 城鄉居民收入由 1978 年到
2018年年均分別增長12.3%和
12.2%

■ 鐵路營業里程達5,959公里；
民用機場21個

■ 2018年外貿進出口總額是1950
年的1,481倍

■ 2018年接待國內外遊客人次增
長40.1%；今年上半年接待遊
客人次增長46%，預計全年將
共接待逾2億人次遊客

■實施零就業家庭動態清零、實
施全民一年一次免費健康體
檢、實施農村學前三年免費教
育、實施農村安居和遊牧民定
居工程、建立大病保險制度、
實現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應
保盡保

■2014年到2018年，農村貧困發生
率由19.4%降到6.1%

■人均預期壽命由30歲延長至72.35
歲

■ 已基本實現九年義務教育全覆
蓋、南疆3年學前教育和12年基
礎教育全覆蓋。在全區建立起了
較為完善的縣鄉村三級醫療預防
保健體系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財政對新
疆補助累計達2.35萬億元人民
幣。1997年以來，先後有15,975
名援疆幹部赴疆

■2018年，新疆擁有世界級自然遺
產1處，遺產地6處。國家級歷史
文化名城有5座，國家級的文物
保護單位113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新疆70年發展數據（部分）

國新辦昨日上午就「建設美麗新
疆共圓祖國夢想」舉行新聞發

佈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副書
記、自治區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
在答問時指出，新疆近些年嚴重暴
力恐怖犯罪事件頻發。新疆依法依
規，學習借鑒世界上反恐鬥爭當中
一些有效的做法，對一些受感染
的、被迫脅參與暴恐活動的人，或
者嚴重受到宗教極端思想影響的
人，應當最大限度挽救他，讓他了
解實際情況，提高他遵守法律法規
的素養。

辦學循法規 旨「三學一去」
雪克來提．扎克爾稱，還有一些
人由於沒有職業，沒有得到很好的
教育，在這種問題比較多的地方，
我們建立了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
心，並不是有些人說的「集中
營」。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第
一是依法辦，第二是公開辦，第三
人的進出是動態的，今天可能有些
人來了以後，經過一段時間的學
習，他覺得自己認識上有提高，覺
得對披着宗教外衣、散播極端思想
有認識了，這些人有了真誠悔改之
心。
據介紹，教培中心通過「三學一
去」，即學習法律、學習國家通用
語言、學習了解宗教的真諦，最後
達到去極端化的目的。
艾爾肯．吐尼亞孜在會上答問時
介紹，教培中心是職業技能培訓中
心，採取打擊恐怖主義和保護人權
相結合、維護穩定和改善民生相結
合、寬嚴相濟和挽救相結合，不與
特定的區域、民族、宗教掛鈎等，
實踐探索中取得了成效。
艾爾肯．吐尼亞孜強調，新疆職
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在學習期間是

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有
關法律的基本原則、要求來開展工
作的，充分保障學員在學習期間不
受任何侵犯，嚴禁以任何方式對學
員進行人格侮辱和虐待；充分保障
人身自由，有事可以請假，定期回
家；充分保障學員在日常生活中使
用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充分保障、
尊重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充分保
障保護學員的宗教信仰自由，按照
國務院《宗教事務條例》，在學習
期間不允許開展任何宗教活動，但
是他回家可以根據個人意願，開展
合法宗教活動。

培訓助就業 可回饋社會
雪克來提．扎克爾說，經過努

力，教育培訓的人絕大多數回歸社
會以後，都找到了自己覺得合適
的、喜歡的工作，有了可觀的收
入，而且這些人現在成為社會的積
極因素，還帶動其他老百姓創業就
業、致富奔小康，取得了非常好的
效果。
他還透露，現在很多教培中心都

成為了農民學習農業技術的短期培
訓班，或者就業上崗之前的短期技
能學習場所。
艾爾肯．吐尼亞孜舉例指出，自己

前不久到喀什地區，一個85歲的維吾
爾族老人說了這樣一個小故事，他的
兒子以前不聽父母親的話，虐待他的
夫人，而且迫使他的姐姐和妹妹都穿
戴蒙面罩袍，什麼壞事都幹透。經過
教培中心教育轉化以後，他的國語水
平能交流，而且知道了什麼是合法，
什麼是非法，還學了一兩門技能，
自己在家門口就創業了，還帶動了
幾個人。老人握着艾爾肯．吐尼亞
孜的手說，感謝黨和政府對他兒子
的挽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昨日，針對近期外界

流傳的有關新疆教培中心收押了許多維吾爾族人等問題的傳

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副主席艾爾肯‧吐尼

亞孜在國新辦發佈會上表示，這是個別國家和媒體別有用心的

顛倒是非、誣衊抹黑，是不屬實的。他說：「我們採取打擊恐

怖主義和保護人權相結合、維護穩定和改善民生相結合、寬嚴

相濟和挽救相結合，不與特定的區域、民族、宗教掛鈎等，實

踐探索中取得了成效，多數人成功實現了就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對於新疆
各族信教群眾宗教信仰自由的合法權益如何得到保
障問題，雪克來提．扎克爾指出，新疆有很多信教
群眾，我們尊重和保護每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合
法的宗教信仰、合法的宗教活動，在我們國家一直
受到保護，信教群眾可以根據自己的信仰，去從事
宗教活動。
雪克來提．扎克爾介紹，國家制定憲法的時候，

也明確制定每一個公民有信教自由，也有不信教自
由，信這個教的自由，也有信那個教的自由。我們
黨確定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針是20個字，即堅持「保

護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極端、抵制滲透、打擊犯
罪」。
雪克來提．扎克爾並表示，政府保證信教群眾的
活動場所安全、盡可能舒適，讓每一個信教群眾感
覺到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裡，生活在中國這樣一個
社會主義國家，他們能夠充分享受到應當享受的權
利。
據介紹，新疆宗教活動場所多，包括清真寺、教
堂、佛教的寺院、道教的道觀，一共有2.48萬座，
有教職人員2.93萬人，其中伊斯蘭教的清真寺就有
2.44萬多座。

保障合法宗教信仰自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防部昨日在人民大會堂舉
行招待會，熱烈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
軍92周年。中央軍委委員、國務委員兼
國防部長魏鳳和致辭。中央軍委委員、
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中央軍
委委員、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中
央軍委委員、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張升民出席招待會。
魏鳳和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
入了新時代，國防和軍隊建設站在新
的歷史起點上。
全軍將士必須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以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
導，深入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深入
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堅持政治
建軍、改革強軍、科技興軍、依法治
軍，奮力開創新時代強軍事業新局
面，堅決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新時代
使命任務。

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
魏鳳和強調，必須始終堅持黨對軍隊

的絕對領導，牢固確立習近平強軍思想
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指導地位，增強

「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
到「兩個維護」，貫徹軍委主席負責
制，確保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
靠，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從
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指揮。必須
始終把備戰打仗作為第一要務，牢固樹
立戰鬥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深入
推進我軍改革創新，堅持向科技創新要
戰鬥力，從難從嚴訓練部隊。必須始終
保持人民軍隊的優良作風，把我黨我軍
的優良傳統一茬茬、一代代傳下去。繼
承和發揚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英勇頑強
的戰鬥作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

「永遠在路上」的執着加強作風建設、
紀律建設，堅定不移正風肅紀、反腐懲
惡，確保部隊高度集中統一和安全穩
定。

堅持防禦性國防政策
魏鳳和指出，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

展道路，堅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奉行防禦性
國防政策，永不稱霸、永不搞擴張、永
不謀求勢力範圍，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
強權政治。中國軍隊堅決捍衛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有信心有能力戰
勝一切艱難險阻。我們將秉持共同、綜
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深化同
各國軍隊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國際和地
區安全事務，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作出
更大貢獻。
魏鳳和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國必
須統一，也必然統一。任何分裂中國的
企圖都不可能得逞，任何對中國軍隊決
心意志的低估都極其危險。中國軍隊將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
魏鳳和最後強調，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
人民開啟了新時代強國強軍新征程。
讓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銳意進
取，埋頭苦幹，為實現黨在新時代的
強軍目標、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軍隊而奮鬥，以優異成績迎接新
中國成立70周年。

國防部舉行招待會慶建軍92周年
魏鳳和：分裂中國企圖不可能得逞

中美經貿磋商代表
昨日與今日在上海會
晤，為中美貿易問題
尋找解決方案。這是
中美元首6月底在大阪

G20期間達成暫時休戰共識後，雙方
經貿磋商代表首次面對面接觸，也是
過去一年多來中美雙方展開的第12
輪貿易談判。
昨日中午，美方代表團牽頭人貿

易代表萊特希澤抵達上海。當天晚
上，雙方代表的工作晚餐在位於外灘
的和平飯店舉行。和平飯店已有90
年歷史。該飯店曾經見證過許多中美
兩國交往的重要場景，不僅老布什、
克林頓、奧巴馬等多位美國前政要曾
來過這裡，1971年美國乒乓代表團
訪問中國時，也曾住在這裡。上海在
中美關係發展上具有歷史意義，是中
美三個聯合公報中《上海公報》的誕
生地。此次也是中美貿易戰開打後，
兩國經貿磋商代表首次在北京和華盛
頓以外的地點展開談判。
夜色下的浦江兩岸涼風習習，昨

天晚上8時05分，劉鶴副總理與萊特
希澤、財政部長姆努欽登上了和平飯

店九樓的露台共覽黃浦江。劉鶴與萊特希澤、姆
努欽在露台上還轉過身來以陸家嘴夜景作為背景
拍照留念。
據了解，雙方代表今天將於西郊賓館展開磋

商。 ■環球網、聯合早報、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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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澳大利亞金融評論網駐華（上海）
記者邁克爾·史密斯（中）在喀什市中西亞國際貿
易市場選購服裝。 網上圖片

■7月15日，土耳其《民族報》記者個格克汗·卡拉卡
什（前右）在新疆國際大巴扎採訪商戶。 網上圖片

■昨日，新疆副主席批評個別國家和媒體誣衊抹黑教培中心。圖為7月20日，中外媒體採訪團在墨玉縣職
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採訪拍攝。 網上圖片

■昨日，國防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招待會慶祝建軍92周年。中央軍委委員、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致辭。 新華社

■中美雙方代表今天將於上海西郊
賓館展開磋商。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