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阻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

外交部：令人遗憾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

日表示，近20年来，美国一直独家阻挡重启《禁止生物
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的谈判，令人遗憾，美国在国际安
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的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作法屡见
不鲜，这严重影响了现有军控和防扩散体系的有效性。

华春莹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正在日内
瓦举行。公约有183个缔约国，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缔
约国都主张谈判一项旨在全面加强公约，包含核查机制的
议定书。令人遗憾的是，近20年来，美国一直独家阻挡重启
核查议定书的谈判， 美方的理由是生物领域不可核查，国
际核查“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利益和商业机密”，有利于“工
业间谍活动”。但让人不解的是，中俄等国在日内瓦裁军谈
判会议提出谈判“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
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也被美国独家阻挡，理由却是“条
约草案没有包括核查条款”，“在国际安全、 军控和防扩散
领域， 美国这种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的作法屡见不鲜，这
严重影响了现有军控和防扩散体系的有效性。”

华春莹表示，中国一贯坚定支持《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的宗旨和目标， 支持谈判达成非歧视性的公约核查议定
书，全面加强公约权威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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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

希望延长《新削减战略
武器条约》有效期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5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表
示，希望在年底前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

普京当天在俄西南部城市索契主持国防部和相关
工业企业领导人会议时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将
到期， 俄罗斯希望延长这一条约有效期的立场一贯明
确。他再次重申俄方立场，希望尽快在年底前，在不设任
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延长条约有效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140 7 2 8 0 5 0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35390787.73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326 2 0 9
排列 5 19326 2 0 9 1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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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以“人权”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戴着
“有色眼镜”玩弄双重标准，成了美国一些
政客肆意挥舞的“榔头”。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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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
暴露了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的险恶用心。

新疆治理得好不好，百姓日子过得怎
么样，新疆各族人民最有深切体会，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成立64年来， 经济总量增加了80
倍， 仅2014年以来就有近300万贫困人口

脱贫。 这充分反映新疆从荒凉走向繁华、
从贫瘠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巨大
飞跃，充分说明中国一系列治疆政策和举
措保障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 健康
权、发展权。美国一些政客对真相视而不
见，对事实置若罔闻，是居心叵测的顽固
性偏见，是别有用心的选择性失明。

谎言掩盖不住真相。美方无端指责中
国的治疆政策，甚至造谣诽谤。但事实的
真相究竟是什么 ？ 真相是新疆目前有
28000多处宗教场所，其中包括24000余座
清真寺， 平均530位穆斯林民众就拥有一
座清真寺； 真相是当前新疆经济持续发
展，社会和谐稳定，民生不断改善，文化繁
荣发展，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

在一起，新疆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
时期。新疆的发展进步、百姓的安居乐业，
是对美国一些政客诋毁抹黑的最好回应。

消除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这一严重危
害人民生命安全的社会毒瘤，维护人的尊
严和价值，保障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发
展权，使人民在安宁祥和的社会环境中幸
福生活，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施政的基本理念和根本任务。 中国为反
恐、去极端化作出了巨大努力，具有充分
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
务实之举。美方打“新疆牌”，是罔顾事实、
黑白不分，是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行破
坏新疆稳定、遏制中国发展之实。这是枉
费心机， 打错了算盘！2500万新疆各族人

民不会答应，14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没
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新疆的长期繁荣稳
定，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继续贯彻落实好我们的治疆政策，继
续把新疆发展好、建设好，让新疆持续保
持繁荣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就是对
无端挑事者最有力的回击。我们奉劝美方
停止炒作涉疆问题，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与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
展。历史将再一次证明，谁逆潮流而动，必
将自食恶果。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载12月7日
《人民日报》）

坚定维护新疆长治久安

�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王亮）
今晚，2019年中国足协杯决赛次回合在
上海进行，上海申花队主场3比0大胜山
东鲁能队，从而以两回合3比1的总比分
逆袭夺冠。这是申花队继1998年、2017
年后，第三次获得足协杯冠军。申花队
也拿到参加2020年亚冠联赛的资格。

在已经结束的2019年中超联赛里，
鲁能队的表现明显优于申花队，他们位

列积分榜第5，申花队仅排名第13位。两
场交锋， 鲁能队一胜一平也保持不败。
足协杯决赛的第一回合，鲁能队凭借佩
莱的点球，1比0取胜，占据了先机。

在外界普遍认为鲁能队将赢得冠
军的背景下，破釜沉舟的申花队爆发出
了巨大的能量。比赛上半场两队都没有
破门，下半场风云突变，完全成了申花
队的“表演时段”。比赛第60分钟，金信

煜迎球扫射破门；20分钟后， 莫雷诺中
场送出斜传， 沙拉维插上突入禁区，然
后左脚射门得手；第83分钟，钱杰在禁
区前沿停球后摆脱防守， 一记左脚爆
射，将比分锁定在3比0。

至此， 下赛季代表中超参加亚冠联
赛的4支球队全部产生，分别是直接参加
正赛的广州恒大、北京国安以及申花队，
联赛第3的上海上港队将从资格赛踢起。

总比分3比1逆转山东鲁能

上海申花第三度问鼎足协杯

� � � �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美国国会
众议院于当地时间12月3日通过所谓
“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粗暴干
涉中国内政，抹黑中方在新疆的反恐和去
极端化举措。事实上，美国还暗中勾结“世
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世维会”）
等恐怖分裂势力。

近年来， 美国的反华势力暗中成为
“东突”恐怖势力的幕后金主。近三年来，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持续加大资助“世
维会”等“东突”组织，资助额从2017年的
55.6万美元上升至2019年的96万美元。

一些美国高层人士也公开支持“东
突”分裂活动。2019年6月，美国众议长佩
洛西、“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等人在
美国国会大厦为“世维会”头目多里坤颁
发2019年度“民主贡献奖”。此外，还有多
名美国高官都曾出席与“东突”分裂势力
的会见、会议，为其站台，并大肆鼓吹干涉
新疆事务。

据了解， 中国政府2003年公布首批
通缉的恐怖分子多里坤于2017年当选
“世维会”主席后，“世维会”就暗地里加紧
与“东突”极端组织，“东突教育与互助协

会”（以下简称“教协”）以及“东伊运”恐怖
组织的勾连。

据有关部门掌握，2018年，“世维会”
原副主席塞依提·土木吐鲁克与400名身
穿军装的“东突”分子持枪录制恐暴视频，
扬言要在中国发动恐怖袭击。

2017年2月和5月，“世维会”联合“教
协”分别在境外召开两次会议，提出要建
立武装力量，统合境外“东突”势力，为在
新疆制造暴恐活动做准备。

2019年3月，“世维会”原主席热比娅
通过网络发布一段音频，透露了“教协”和

“东伊运”勾结、并向叙利亚输送“圣战”分
子的事实。“世维会”与“恐怖”难脱关系。

据了解，“世维会” 早在2012年就将
组织章程中关于“抵制和谴责违背国际法
的恐怖活动”相关条款删除，赤裸裸地显
露出了恐怖主义本色。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李
伟表示，“世维会”是由“世界维吾尔青年
代表大会”和“东突民族代表大会”组成，
其中“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是中国
政府公布的首批“东突”恐怖组织之一，因
此“世维会”从成立之初就带有涉恐基因。

李伟认为，“世维会”用“民族”和“宗
教”问题掩饰恐怖主义活动，在海外制造
和误导舆论， 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的代言
人，美国对其支持就是为虎作伥。

美国支持的“世维会”是恐怖主义代言人

� � � � 12月6日，在CBA常规赛第14轮中，山东西
王队客场以95比90战胜北京控股队。图为山东
队球员张庆鹏（左）在比赛中突破。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