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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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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破坏新疆和谐稳定的行径必将失败
——我市各界强烈谴责美国所谓“2020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本报记者 胡伟华
美国当地时间 6 月 17 日，
美方不顾我国严正交涉，执意
将所谓“2020 年维吾尔人权政
策法案”签署成法。此举不仅
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也
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的粗暴践踏。同时，这一所
谓法案对新疆反恐、去极端化
措施和人权状况肆意污蔑、无
端指责，严重伤害了全疆各族
人民的感情，我市各界各族干
部群众对此表达了强烈谴责和
坚决反对！
大家纷纷表示，美方妄图
借所谓“新疆问题”，破坏新
疆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进
步的图谋注定会失败，我们决
不允许外部势力破坏新疆安定
团结的大好局面。

任何外部势力无
权干涉中国内政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多里
坤·吐鲁洪说：“新疆依法开
展反恐、去极端化斗争是得到
国际社会公认的正义之举。反
观美国，打着人权和反恐旗
号，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到处
挥动武力大棒，这才是彻头彻
尾对人权的侵犯和践踏。”
多里坤·吐鲁洪表示，新
疆人权事业的不断发展进步在
全世界都有目共睹，全疆各族
群众的生活水平也逐年提高，
到 2020 年底将同全国人民一道
迈入小康社会。但美国一些政
客对这些事实置若罔闻、视而
不见，其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
暴露无遗。
“我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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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以 失 败 告 终 。”
多里坤·吐鲁洪说。
市委党校教师潘勇勇说，
美方的这一废纸法案从炮制到
签署通过，完全是对中国内政

的指手画脚和无端指责。新疆
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
势力无权干涉，也决不允许任
何外部势力干涉。
潘勇勇表示，尊重和保障
人权是中国宪法的重要原则，
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重要目标。中国政府始终把人
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本
着“孤立打击极少数，教育挽
救大多数”的原则，把预防性
反恐放在第一位，坚持依法推
进反恐、去极端化，探索出了
中国特色去极端化路子，确保
了新疆社会三年多没有发生暴
恐案事件。
“我相信美方的这些霸权
行径必将促使全国人民更加团
结起来，凝聚起维护祖国统
一、捍卫国家安全的强大力
量，美国的野心和图谋必将自
食其果，一定会失策失灵失
败。”潘勇勇说。
新疆医科大学克拉玛依学
院学生孜拉来·玉素甫在得知
美方将所谓“2020 年维吾尔人
权政策法案”签署成法的消息
后感到十分愤怒，他说：“作
为一个中国人，一名自小成长
在新疆的 大 学 生 ， 我 对 美 国
的这一举动表示强烈愤慨和
坚决反对。这是对中国政府
治疆政策、反恐维稳举措和
新疆人权状况的诬蔑，充分
暴露了美方在反恐问题上的
双重标准和打着人权旗号干
涉中国内政的目的。”
孜 拉 来 · 玉 素甫说，新
疆曾经深受极端主义、暴恐
活动危害，自治区政府对此
采取依法打击，同时重视源
头治理，最终促进了经济发
展、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
定。当前，新疆正处于历史
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任何诽
谤都改变不了新疆人权事业
发展进步的事实；任何图谋
都干扰不了新疆发展繁荣的
进程；任何妄图借所谓涉疆
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

国新疆稳定发展的图谋都注
定会失败，终将沦为历史的
笑柄。

与一切破坏新疆
稳定的行径斗争到底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维
吾尔族党员干部，同时也是新
疆稳定发展的参与者、亲历
者、见证者和受益者，我要强
烈谴责美方歪曲抹黑新疆反
恐、去极端化努力，恶意攻击
我国治疆政策的行为，并坚决
与这些试图破坏新疆大好局面
的丑恶行径斗争到底。”在得
知美方将所谓“2020 年维吾尔
人权政策法案”签署成法后，
市统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艾
力江·胡达拜提愤慨地说。
艾力江·胡达拜提表示，
新疆的人权状况如何，新疆各
族人民最清楚，也最有发言
权。面对复杂严峻的反恐斗争
形势，自治区本着对人民负
责，在借鉴吸收国际社会反恐
和去极端化经验基础上，依法
采取了一系列反恐、去极端化
举措，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
发频发势头。今天的新疆社会
稳定、经济发展，各族人民团
结和睦、安居乐业，成就有目
共睹。
“越是在大是大非面前，
我们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
维吾尔族人民越是要认清美
西方反华势力的狼子野心，越
是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形
势。”艾力江·胡达拜提说，
“作
为一名维吾尔族党员干部，
我将带头坚定政治立场，亮
明我的态度观点，勇做维护
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
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
安的捍卫者。”
我市文艺工作者代表，市
美术家协会成员牙克地尔·买
买提江也表达了坚决与一切
破坏新疆稳定大局行径做斗
争的决心。他说，作为一名维

吾尔族党员干部，我坚决反
对美国这一恶意干涉他国内
政的行为，我要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与这些恶劣
行径斗争到底。
牙克地尔·买买提江说：
“美方的歪曲污蔑，无非是拿
宗教、人权为幌子，遏制中国
发展，所以我们更要擦亮双眼
看清美方的伪善面目和险恶用
心，向一切破坏祖国利益的行
为说‘不’，以实际行动维护
新疆社会稳定，捍卫美丽家
园。决不能让这种利用所谓涉
疆问题挑拨中国民族关系、破
坏新疆繁荣稳定的图谋得逞。”
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热西
提·艾力表示，新疆在依法严
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同时，
非常尊重和保障人权，所以涉
疆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人权、民
族、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和
去极端化问题。
“作为一名党培养多年的
少数民族领导干部，我将坚决
做到‘三个主动’。”热西提·
艾力说，“一是主动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二是主动维护意识
形态领域安全，从思想根源挤
压‘三股势力’的生存空间；
三是主动提升自身素质，同一
切企图破坏新疆大好局面的势
力进行斗争。”

坚定不移维护新
疆稳定团结
作为宗教界人士，我市油
建北清真寺伊玛目马有云说，
在新疆，各族信教群众的正常
宗教活动受到保护。党和政府
不仅积极改善宗教活动场所的
条件，还为宗教人士购买“四
险一保”和提供免费体检。特
别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
信教群众到清真寺做礼拜，政
府还提供免费的口罩、消毒剂
等防护用品，让我们能舒心、
安全地开展宗教活动。反观美
国，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

况下，美国政府不但不集中精
力遏制疫情，还处心积虑、挖
空心思地甩锅推责，导致超
210 万人感染新冠肺炎，公民
的生命健康权遭到践踏。
“面对如此斑斑劣迹，美国
一些人还有什么脸对中国的人
权状况评头论足？并以‘人权’
为幌子，干涉他国内政、遏制他
国发展？”马有云说，
“ 因此，我
们更要擦亮眼睛，坚定不移地
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共同维护
好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市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工作
委员会主任迪力夏提说，
恐怖主
义是人类社会的公敌，
中国政府
通过依法开展反恐和去极端化
斗争，
在新疆已连续三年没有发
生暴恐事件，安全形势明显好
转，
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
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新
疆各族群众的普遍支持和国际
社会的高度评价，
为国际反恐事
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迪力夏提表示，面对美国
的造谣污蔑，以及“涉疆法
案”这样一个历史垃圾带来的
纷纷扰扰，我相信只要全国各
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继续有力打击恐怖主义，坚定
不移地维护新疆稳定，任何势
力都无法阻挡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
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新疆
先觉律师事务所主任拜金良
说，面对曾经多发的暴力恐怖
事件给新疆人民生产生活造成
的极其恶劣的影响，自治区政
府依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通
过不懈努力实现了新疆社会大
局的稳定。而美国“2020 年维
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签署成法，
其真实目的是想搞乱新疆、遏
制中国发展强大。
“对此，新疆各族人民决
不答应，更不会上当。只要我
们更加珍惜当前的大好局面，
继续维护好新疆和谐稳定的大
局，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
好。” 拜金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