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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二卷蒙古、藏、维吾尔、哈萨
克、 朝鲜5种少数民族文字版已由民族出
版社出版。中央宣传部、国家民族事务委
员会22日在京联合举办第二卷民文版出
版座谈会，总结交流翻译出版经验，研究
部署学习宣传工作，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民族地区
落地生根。

会议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二卷民文版的出版发行， 有利于民族地

区广大干部群众更直接、更广泛、更深入
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有利于及时把党中央最新精
神送到少数民族群众身边， 不断增进各
族干部群众对党中央治国理念和执政方
略的理解认同。要全面系统、深入思考、
联系实际学习好这部重要著作， 紧紧围
绕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这一目标，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鲜明主
线，真正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引导各族

群众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开创新时代民族
工作新局面。

与会同志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民文版的出版发行是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的一件大事喜事，是少数民族语言
翻译出版新的里程碑， 向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为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送上了重要教材。要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思想、 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更好团结凝聚各族群众，更

好增进“五个认同”，更好激发创造美好生
活的极大热情，推动形成新时代各族群众
思想上的高度统一、 行动上的高度自觉、
力量上的高度归聚， 画好团结与发展的
“同心圆”。

中宣部、 国家民委主要负责同志，以
及民族语言翻译界、出版界和民族地区读
者代表共120多人参加座谈会。 会上，中
宣部、国家民委还向民族地区读者代表赠
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5种民文
版图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少数民族文字版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 � � �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选的“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改革发
展稳定中攻坚克难案例”丛书，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
版发行。

这批工作案例共7本，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7个领域172个案例， 生动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中的巨大指导
作用， 是帮助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活教材， 也是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重点
难点问题的重要参考，供广大党员干部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工作中学习使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学习案例出版发行

外交部声音

� � � � 7月21日， 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围堵
香港中联办，破坏设施，污损国徽，喷涂侮
辱国家、民族的字句。这种行径不仅践踏
香港法治， 更公然挑战中央政府权威，触
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性质严重、影响
恶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连日来，一连串暴力事件已经让香港
社会不得安宁。 一些极端激进分子以反对
修例为名，冲击立法会大楼、破坏公共设施，
殴打警察，制造爆炸物，这些暴力行为严重

破坏香港社会秩序，践踏香港法治。此次围
攻香港中联办，已经完全超出了和平示威的
范畴，暴力性质再升级。中联办是中央政府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机构， 依据宪法、
香港基本法和中央授权在港履行职责，不容
挑战。这些激进分子的暴力行为，严重违反
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始终坚持贯彻“一国
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
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的守护者， 也是香港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的支
持者，是香港同胞合法权益的维护者。22年来，

国家始终是香港发展的坚强后盾。 香港的发
展也始终与内地紧密相连。“香港好， 国家好。
国家好，香港更好。”这句话道出了香港与国家
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维护好中央权威，才能
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
形，才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居民福祉。

再也不能为暴力行为找任何理由了！
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在相互尊重的基础
上和平理性表达诉求是基本要求。暴力没
有任何借口，法治底线不容侵犯。对暴力
妥协、辩护、美化和纵容，只能使极端分子
暴力行为不断升级。如果再任由他们肆意

践踏香港法治，香港优势、香港竞争力都
将受到侵蚀。广大香港市民必须认清极少
数激进分子的暴力危害和本质，坚决维护
“一国两制”， 坚决捍卫香港的法律与秩
序，守护好700万人的美丽家园。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我们坚
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中央驻港机构安全， 维护香港法治，
惩治犯罪分子。也呼吁广大香港同胞共同
努力，反对暴力，守护法治，珍惜安宁。我
们坚信，在中央政府和广大香港市民的支
持下，香港特区政府一定能恢复正常社会
秩序；我们坚信，历经考验的香港“一国两
制”事业，必将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载7月22日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央权威不容挑战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2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成立“国际宗教自由联盟”是
打着“宗教自由”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必然归于失败。

耿爽表示， 事实上美方做法引起了很多国家的
反感和反对，不少国家拒绝参会。他说，继巴基斯坦、
沙特等37国常驻日内瓦大使联名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主席和人权高专，肯定中国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和
反恐、去极端化成果之后，近日又有多个国家加入了他
们的行列，通过联署信函表达了对中国政府的支持。

“至于美方成立‘国际宗教自由联盟’，这不过是美
国打着‘宗教自由’的幌子、推行自身价值观、干涉别国内
政的工具而已，必然遭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反对，必然
四处碰壁、归于失败。”耿爽说。

谈美国成立“国际宗教自由联盟”：

打着“宗教自由”幌子
干涉别国内政必然失败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2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媒体近日公布的反华公开
信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零和思维， 左右不了中美
关系的前进方向，注定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前情报和信
息行动主管法内尔近日通过美国媒体公布一封致美
国总统特朗普的公开信， 获得美国等国约130人联
署。该信批评中国内外政策，支持美国政府采取对抗
中国的路线。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耿爽表示， 所谓公开信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
零和思维，百般诋毁抹黑中国内外政策，极力挑动中美
冲突对抗， 很多内容根本站不住脚。“从这几天中美两
国媒体和各界人士的冷淡反应中可以看出， 这封信既
代表不了美国社会的主流民意， 更左右不了中美关系
的前进方向，注定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耿爽说。

谈美国媒体近日公布的反华公开信：

左右不了中美关系前进方向
注定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美国官员近日声称
中国通过胁迫手段阻止南海开发，对此，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有关言论完全是
罔顾事实，本地区国家和人民不会上他们的当。

有记者问：20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
称， 美对有关中国干扰南海油气开发活动的报道感
到担忧，包括干扰越南长期的勘探和生产活动。声明
援引美国务卿蓬佩奥言论称， 中国通过胁迫手段阻
止南海开发。 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发推
特称， 中国对东南亚邻国的胁迫行为威胁本地区和
平稳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表示，当前南海形势总体稳定。中国和东盟
国家在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
积极推动海上务实合作和“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有
效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国际社会对这些事实有目共
睹。“蓬佩奥先生和博尔顿先生的有关言论完全是罔
顾事实，是对中国和东盟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妥
善管控争议有关愿望和努力的诬蔑和中伤。 本地区
国家和人民不会上他们的当。”耿爽说。

谈美方声称中国阻止南海开发：

美方言论完全罔顾事实
本地区国家和人民不会上当

� � � � 新华社巴库7月22日电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讨会22日在
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阿塞拜疆新阿塞
拜疆党（下称新阿党）副执行书记库尔班
雷主持，新阿党、阿议会及智库媒体120
余名代表参加。

库尔班雷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近70年
来， 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取得的伟大成

就， 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公
平正义立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同阿两代阿
利耶夫总统秉持的“国家服务人民”理念相
通。新阿党与中国共产党同为执政党，都肩
负着相似的历史使命， 愿进一步深化两党
友好合作，研究借鉴中共成功经验。

阿方参会代表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意义
重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中共治党治国理政成功经验，为阿方
推进国家治理提供深刻启示和宝贵借鉴，
值得包括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和各国政
党深入研究。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出席
研讨会并作主旨演讲。他强调，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有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我们对完成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充满信心。中国共
产党愿与新阿党加强交流互鉴，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讨会举行

赞许依法打击预防恐怖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境内外民族分裂

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三股
势力”）在中国新疆策划并组织实施了数千
起系列暴力恐怖事件，不仅严重破坏了新疆
安定祥和的秩序、团结进步的氛围，更是肆
意践踏了新疆各族群众的生命权、健康权、
财产权和发展权等基本人权。

近年来，新疆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
主”，既注重依法严厉打击少数严重暴力恐
怖犯罪，又重视源头治理，将暴恐活动消除
在未发之前。截至目前，新疆已连续30个月
没有发生暴力恐怖案件。

“恐怖主义在乌兹别克斯坦也存在，
我国政府的态度是坚决打击和消灭。中国
政府对恐怖主义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取得

了效果，30个月没有发生暴力恐怖事件，
值得我们借鉴。” 乌兹别克斯坦记者协会
费尔干纳州分会主席沃比多夫·穆罕默
德·多洛伊莫维奇说。

认可教育培训工作
表示境外指责不实

为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恐怖主义、宗教极
端主义的环境和土壤， 将暴恐活动消除在未
发生之前， 新疆开展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
作，形成了以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机构为载体，
以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法律知识、学
习职业技能和开展去极端化工作为主要内
容，以实现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培训模式。

然而，某些境外势力却颠倒黑白、歪曲事
实，指责、非议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

此次采访， 多国记者先后走进疏勒县、
阿图什市、温宿县、墨玉县职业技能教育培
训中心，旁听学员上课、参观学员宿舍、观看
学员文体活动。通过近距离接触体验，多国
记者表示认可新疆教育培训工作，境外一些
人对此工作的指责是不实的。

“教培中心是一所学校，而不是所谓
的‘集中营’。”意大利《晚邮报》国际部副
主任保罗·萨隆说，“以我在这里的所见所

闻， 这里的学员不但能学习法律法规，还
能学习职业技能， 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
通过教育来战胜极端主义毫无疑问是正
确的做法。”

感受居民宗教信仰自由
多元文化受到保护

在新疆采访期间， 各国记者先后赴新
疆伊斯兰教经学院、 喀什市艾提尕尔清真
寺、和田市加买清真寺、阿克苏市热斯特加
玛清真寺参观，并向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院
长、各清真寺教职人员提出有关宗教教职人
员培养、宗教活动开展、信教群众人数和清
真寺建设、维护等方面的问题。

沙特阿拉伯《祖国报》时政版主编哈
利德·萨利赫说：“我觉得中国的穆斯林享
有充分的自由进行宗教活动，并不像某些
媒体所说的‘有人压迫、干扰中国穆斯林
做礼拜’。 我在这里看到没有一个人受干
涉，他们都享有充分的自由。”

采访团先后走进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
艺术团、 喀什老城手工艺巴扎等地参观采
访，与演职人员、手工艺匠人、织绸刺绣工人
深入交流。 泰国网络社交媒体www.salika.
co主席萨差·普鲁迪帕克说：“中国政府在保

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比如我们欣赏到的
舞蹈、音乐表演，这是非常好的实例证明中
国的确在保护传统文化的传承。”

感慨经济飞速发展
民生日益改善、生态持续向好

采访团先后走访新疆国际大巴扎、新疆
农业博览园、 喀什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并
在喀什市、和田县、乌恰县等地多间乡村扶
贫工厂里看到居民就地就近就业的场景。多
国记者对新疆社会经济发展飞速、人民生活
日益改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发出感慨。

曾多次到访新疆的沃比多夫·穆罕默
德·多洛伊莫维奇说：“如今的新疆， 有现
代化的工厂，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政府
给老百姓提供支持， 让他们有好的房子
住，能在工厂就业，有稳定的工资，使他们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在阿克苏地区柯柯牙绿化工程所在地
参观后，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国际部副主
任爱德华·奥塔卡洛维奇·切斯诺科夫说：

“照片上这里以前是沙漠， 我很高兴看到中
国政府和居民一起把荒漠变成了绿色的田
野，人们在这样绿色的环境中生活会更好。”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22日电）

� � � �14日至22日， 由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主办的中外媒体 “走进丝绸之
路经济带核心区” 主题采访活动在
新疆举行。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
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日本、
伊朗等24个国家的记者赴新疆多地
深入采访， 与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
心学员、 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和各族
群众面对面交流。 多国记者对中国
政府依法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 、保
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保护少数民
族传统文化、 发展经济惠及民生等
方面所做工作表示认可和赞许。

24国媒体记者探访新疆
感受社会稳定民生改善 认可去极端化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