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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由香港励进教育
中心主办、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支持的

“国家宪法日”大型座谈会 12月 4日在港举行。座谈会主
题为“宪法与国家发展”，着重讨论宪法变迁与国家发
展、宪法与“一国两制”等议题。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
华、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港机构代表、法律
界、教育界等约700位各界人士参会。

宪法是香港特区及基本法的“根”和“源”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座谈会上致辞表示，宪
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基本法的“根”和“源”，为香港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政策提
供了坚实的法理基础和宪制依据，社会各界一定要了解及
尊重宪法。

她说，自今年 6 月以来，香港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
社会出现极大的纷争及暴力行为；特区政府目前最重要的
工作是止暴制乱，尽快恢复秩序。香港市民须明白“一国
两制”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拥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各
界应共同维护“一国”之本、尊重“两制”差异，清楚了
解“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必须加强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完
善相关的法治制度，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
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同时更积极地参与国家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令香港在国家新时代
发展中继续发挥独特作用。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民致辞时说，近
6月来，“太平山下不太平”，香港似乎不再是我们过去熟
悉的香港；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举办“国家宪法日”座谈

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他表示，坚定维护宪法和基本
法确立的宪制秩序，是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
针的根本要求，是香港繁荣稳定与市民安居乐业的根本保
障，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根本遵循。

王志民强调，近几个月来，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
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企图挑战和撼动宪法
与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广大香港同胞必须坚定支持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尽快把香港从暴力沉沦的危险边
缘拉回正轨。

香港特区不能脱离统一的国家宪法体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
法委员会委员韩大元发表 《宪法与国家发展》 主题演讲。
他表示，宪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地位确立的最终依据，特
别行政区制度的一切效力最终来自于宪法；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香港特区都不能脱离统一的国家宪法体制。

韩大元认为，宪法是一部历史教科书，记载着民族的
历史记忆；如果多读一读自己国家的宪法，回想与感悟宪
法所承载的历史，就会找到自己的定位与方向。他表示，
宪法对国家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为解决香港与澳门顺利
回归祖国、为“一国两制”实践提供坚强的法律保障。正
因为有宪法的授权，香港基本法才得以制定，“一国两
制”的伟大构想才得以法律化、制度化。

香港公开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
会委员黄玉山也发表演讲，与参会人士分享体会。他引用
基本法“序言”说，构建“一国两制”的体制及实施基本
法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体现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保障
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繁荣与稳定；任何违背这

个最终目的的“自决”、“港独”都是违反宪法、违反基本
法的非法行为，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道路上是荒谬的，
必须予以坚决反对。

香港社会必须继续坚定推动法制教育

香港会展中心的座谈会现场座无虚席，每位嘉宾获发
由法律出版社特别订制的便携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文本一份。在讨论环节中，与会的香港青少年学生及教职
员纷纷提问，积极与现场嘉宾交流、互动。

被问及 2047 年后“一国两制”是否会在香港继续实
行，韩大元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中国
呈现于世界的制度楷模；根据基本法条文，“一国两
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制制度及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2047 年后中央全面管治权与香港高度自治权
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因此找不到任何理由要改变“一国
两制”实践。

黄玉山阐释国家宪法与香港基本法之间的关系时强
调，香港特区政府的“依法施政”，必须以国家宪法为基
础，不能将基本法孤立于宪法之外。他形容国家宪法是

“母法”、香港基本法是“子法”，“子”派生于“母”，子
法在母法之下，因此“一国两制”及基本法实践从根本上
都要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前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为座谈会作总结发
言时重申，香港社会必须继续坚定推动宪法及基本法教
育，加深市民对国家发展的认识；宪法与基本法的实施，
有赖于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这些努力决定了每个人的生
活，也决定了香港的未来、中国的未来。

（本报香港12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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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4日电（记者刘峣） 在今天举行
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
表示，到2025年，全国将建设30家左右的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任务艰巨。科技部对示范园区的
建设将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宁缺毋滥”。

2018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今年
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设山西晋中示范
区和江苏南京示范区。加上此前的陕西杨凌示范区和
山东黄河三角洲示范区，目前我国已有4家农高区。

徐南平表示，目前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建设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下一步，科技部将会
同有关部门，加强对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服务和指
导，与地方共同努力，谱写新时代示范区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中国将建30家左右农高区

本报北京12月4日电（记者叶晓楠） 中国民主
建国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12 月 4
日在京召开。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代表第十一届中
央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根据报告，2019 年，民建中央参加中共中央和
国务院召开的协商座谈会5次，就积极稳妥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方面提出意见建
议。两会期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民建会员提出
的关于“加快建设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平台，强
化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服务”的建议，被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吸收采纳。此外，2019年，受中共
中央委托，民建中央以“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融合发展”为大调研课题，开展多层次实地考
察，形成相关建议报送中共中央。

民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民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上接第二版）
问：去年以来，美持续对新疆开展职业

技能教育培训工作进行指责。对此，您作何
评论？

答：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是以
帮助就业、去除极端为导向目的学校性质的
机构，今年 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发布《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
白皮书，对教培中心的情况作了全面系统介
绍，也对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指控作了回应。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打击恐怖主义和去
极端化既是世界性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
中国在广泛借鉴吸收国外反恐经验的基础
上，坚持打击和预防相结合，实施去极端化
措施。新疆依法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
作，是中国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所作的积
极尝试和探索，也是对《联合国全球反恐战
略》决议和联合国《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

计划》的响应和落实。自2018年底以来，联
合国高层、外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一些
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和境外媒体、宗教团
体等来自 91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 余批团组、
1000多人赴疆参访。通过实地参观访问，许
多人理解了新疆开展教培工作的紧迫性、必
要性、合法性、合理性。他们纷纷表示，新
疆的暴恐活动惨无人道、令人愤慨，教培工
作挽救了那些受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控
制的学员，新疆的教培工作为国际社会反
恐、去极端化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
宝贵经验，很有借鉴价值。美方对职业技能教
育培训中心的歪曲污蔑，无非是拿“宗教”“人
权”为幌子，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

问：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敌人。请
您介绍一下中国开展反恐国际合作有关情况。

答：中国在为打击恐怖主义做出自己努
力的同时，始终坚持主张遵守联合国宪章的

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支持联合
国安理会通过的一系列反恐决议，先后批准
加入了12个全球性的国际反恐公约，积极参
与国际刑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
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并通过双边渠道同有
关国家开展了有效合作。

近年来，受“东伊运”等境外“东突”
恐怖组织蛊惑煽动，我境内人员非法出境参
加恐怖活动情况突出，严重影响国家和地区
间安全稳定。为打击此类犯罪，中国执法部
门加大了与有关国家的执法合作力度，严格
依法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提交违法犯罪证
据，有序开展遣返工作。对遣返回国的非法
出境人员，司法机关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中国有关法律
法规对违法犯罪行为采取法律措施，区分不
同情况作出处理。这些工作有力维护了中国
以及地区间的安全稳定。

（上接第二版）
华春莹表示，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依法尊重和
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正常的宗教活
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
公民的合法权益。新疆各族人民享有平等
的法律地位和宪法法律赋予的选举与被选
举、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宗教信仰自由、
接受教育、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继承本
民族传统文化等各项权利。

华春莹说，涉疆问题绝不是什么人权
问题，绝不是什么民族问题，绝不是什么
宗教问题，而是反分裂和反暴恐的问题。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9·11”事件
之后，“三股势力”在新疆等地制造了数千
起暴力恐怖案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的生
命和财产损失。特别是震惊世界的新疆

“7·5”事件造成 197 人死亡，1700 多人受
伤。新疆在借鉴和吸收国际社会反恐经验
的基础上开展教培工作，正是响应联合国

《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
“我不知道美方那些议员有没有认真读

过？也许他们从来就不关心联合国通过了
什么决议或行动计划。”华春莹说，联合国

《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 指出，贫
困、失业、缺乏就业机会和教育程度低，
以及暴力极端主义团体随意歪曲和利用宗
教信仰、族裔差异和政治思想体系等是形
成暴力极端主义的背景和成因。《行动计
划》 提出，应为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人提
供教育机会、职业培训资源和经济机遇，
鼓励他们脱离暴力极端主义团体。为此，
世界很多国家设立“去极端化中心”“教育
转化中心”进行去极端化改造。有的国家
在监狱和社区两个层面对恐怖分子以及高
危群体进行教育转化。也有国家，比如英
国，通过“转化和脱离”项目，要求涉恐
人员参加培训，并且设立隔离中心，防止
有关极端暴恐思想在监狱传播。

华春莹说，实践证明，中国新疆所采
取的措施，恰恰是对联合国有关行动计划
的积极响应和有益的探索和实践。目前新
疆安全形势明显好转，连续三年没有出现
恐怖袭击。中方采取的预防性反恐和去极
端化努力，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
支持，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和积
极评价。中方为了反暴恐和去极端化所做
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值得美方赞赏和学
习借鉴，而不是抹黑。

她说，美方对自己迫害屠戮印第安人
的残酷行为选择性遗忘，对印第安人的血
泪历史和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却对中国成
功的少数民族政策，特别是涉疆政策进行
毫无底线的污蔑抹黑，妄图利用涉疆问题
挑拨中国的民族关系、破坏新疆繁荣稳
定、阻遏中国发展壮大，这只能进一步暴
露出美方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只会
让世人进一步看清美方的伪善面目和险恶
用心。说到底，新疆的状况怎么样，只有
新疆 2500 万各族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只
有14亿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那些美国议
员连美国全体人民的利益都代表不了，如
何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新疆人民？他们
凭什么对我们品头论足？”

她表示，近年来，美方打着人权和
反恐的旗号，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
等地到处燃起战火、发动战争，导致数百
万无辜民众伤亡，大量难民流离失所。美
方这种完全蔑视其他国家人民生命和发展
权利的行为才真正激怒了全世界有良心的
人的良知和愤怒！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反恐、去极端
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9·11”事件
殷鉴不远，美方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

“如果美方在反恐问题上继续玩弄双重标
准，甚至妄图以此侵害别国的主权和安
全，最后只会自食其果，损害美国自身
的利益。”

（上接第二版）
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敌，是国际社

会共同打击的对象。中国新疆是反恐怖斗争
主战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2016年，境内
外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
势力在新疆策划并组织实施了数千起暴恐案
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罹难，数百名公安民
警殉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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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极大地阻碍
了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面对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的威胁蔓延，新疆采取果断措
施，依法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
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三股势力”，有效遏
制了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取得了反恐、
去极端化斗争重要阶段性胜利，切实保障了
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发展权。

近年来，新疆立足现实情况，从彻底解
决各种深层次矛盾入手，开展预防性反恐和
去极端化源头治理，坚持依法打击恐怖主义
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坚持反恐、去极端化不
与特定地域、民族、宗教挂钩，坚持宽严相
济与预防教育挽救相结合，坚持维护稳定与
改善民生相结合，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

训中心，向感染宗教极端思想、有轻微违法
犯罪的学员教授法律知识、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和职业技能。学员行动自由，民族文化和
人权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目前，绝大多数
学员已经结业离校，实现稳定就业，改善了
生活质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
疆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现在，新疆大局持续稳定，形势持续向好，
民族团结巩固，宗教和谐和睦，城乡社会安
宁，已连续 3年没有发生暴恐事件，各类刑
事治安案件大幅减少，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
转，各族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显著增强。来疆旅游人数井喷式增长，今年
1—10 月来疆旅游的境内外游客突破 2 亿人
次。中国迄今已邀请了外国使节、国际组织
官员、媒体人士等 70 多批、上千人访问新
疆，他们纷纷对和谐稳定、繁荣发展的新疆
点赞。

公道自在人心。中国在反恐及社会治理
方面取得的成绩，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成
效深得人心。美方有关法案对中国新疆的反
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工作的指责充满虚伪和

偏见，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对新疆人民的生
命安全缺乏起码的尊重，侮辱了人权这一崇
高的概念。美国在反恐、去极端化问题上搞

“双重标准”，说到底是对恐怖主义、极端主
义的袒护、纵容，严重违背了国际道义和人
类良知，这种做法大错特错，损人不利己，
为一切善良和正义的人们所不齿。美国的霸
权主义不得人心，已让全世界深受其害。
我们敦促美国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
见，客观公正看待新疆依法开展反恐怖主
义、去极端化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停止用人
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同时也奉劝美国好好
反省自己国内的人权问题，把自己的事情办
好。玩火者必自焚，多行不义必自毙。“9·11”
事件镜鉴不远，我们奉劝美方不要无事生非、
兴风作浪，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们要正告美方，新疆是中国的新疆，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和势
力都无权干涉。这一所谓法案只会让包括新
疆各族群众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
美国的险恶用心和霸权本质，只会让中国人
民更加众志成城。美方的图谋注定只能以失
败告终！

（上接第二版）
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符合新

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是完全正确的。新
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第四条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
例》 第十七条等规定，依法设立教培中
心，对感染宗教极端主义、有轻微违法犯
罪的人员开展以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律知识、职业技能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
训，目的是从源头上消除恐怖主义、极端
主义。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 《新
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 白皮书，系
统阐述了设立教培中心的现实意义、法律
依据、培训内容、运行模式和主要成效。
教培工作是预防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有
效举措，根本不是所谓的“民族压迫”；教
培工作是严格依法进行的，根本不是所谓
的“非法拘禁”；教培中心是去极端化学
校，根本不是所谓的“集中营”；教培工作
有效维护了各族群众的切身利益，根本不
是所谓的“侵犯人权”。2018年底以来，已
有来自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使节、联
合国官员，有关国家常驻日内瓦主要外交
官，以及一些国家政党、社会组织、媒体
记者和宗教团体等70多批 （团、组）、1000
多人到新疆教培中心实地参访。有识之士
纷纷表示，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完
全符合联合国预防性打击恐怖主义、维护
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值得充分肯定和

学习借鉴，为国际社会反恐、去极端化探
索出了有益经验和成功范例。

新疆反恐、去极端化成效显著，稳定
红利不断释放。通过依法开展反恐、去极
端化工作，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已连
续3年未发生暴力恐怖案 （事） 件，极端主
义渗透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治安状况明显
好转。新疆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2018 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12199.08 亿元，
比 上 年 增 长 6.1% ；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1531.46亿元，比上年增长 4.5%；城乡居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21500 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7.6% 。 特 别 是 旅 游 业 呈 现 井 喷 式 增 长 ，
2019年1月至10月，共计接待国内外游客2
亿人次，同比增长 42.62%；实现旅游收入
3417.3278 亿元，同比增长 43.39%。就业、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惠民工作取
得新成效，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显著增强。

新疆安定祥和、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
来之不易，新疆各族人民倍加爱护、倍加
珍惜，决不允许外部势力横加干涉。任何诽
谤，都不能阻止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脚
步；任何谣言，都不能抹杀新疆人权事业发
展进步的事实；任何图谋，都不能干扰新
疆发展繁荣的进程。我们奉劝美国一些人
摒弃冷战思维，尊重客观事实，不要为了
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诋毁新疆形
象，不要在霸权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上接第二版）
实践证明，新疆开展的反恐怖主义、去

极端化斗争符合国家法治精神和要求，也是
国际社会反恐怖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
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的宗旨
和原则。

我们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各族
人民充分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依法行权履职，确保宪法
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代表法、选举法在新疆
全面贯彻落实。制定了选举法实施细则，保
障各民族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依法参与管理
国家事务。目前，全区依法选举五级人大代
表 61589 名 （其中少数民族代表 42997 名、
占总数的 69.81%），代表全区 2500万各族人
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主席、5个自治州州长、6个自治县
县长均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公民担任。各
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各
项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全区少数
民族公务员已达 91076 人，占干部总数的
40.24%。其中，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占全区妇女

干部总数的66%以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
民俗文化得到尊重和传承发展。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先后制定了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
例、清真食品管理条例、木卡姆艺术保护条
例、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等地方性法规，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等 109
所宗教文化古迹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柯尔克孜史诗《玛
纳斯》等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民族语言文字
和文化在新疆司法、行政、教育、新闻出
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社会公共事务等领
域得到广泛使用和发展。

在新疆，各族人民不论人口多少、宗教
信仰差异，都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依法享有
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各族人民群众能
够有效表达诉求、能够依法享有管理国家和
社会事务权利。

我们坚决依法维护民族团结和宗教和
谐，保障各族人民群众共同走向繁荣发展。
为了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促进各民
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制定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
例，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各民族尊重差异、彼
此欣赏、互帮互助，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
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共同建设团结
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
会主义新疆。制定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充
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正常宗教活
动依法受到保护。截至目前，自治区人大及
其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 620件，其中现
行有效的法规 161件，作出法规性决议、决
定51件，通过有效管用的法规施行，奠定维
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坚实的法治基础，确
保各族人民群众共享稳定改革发展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新疆各族
人民在共同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的进程
中，形成、发展和巩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民族关系和相互尊重、和睦相处的宗教关
系。当前的新疆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
定，民生不断改善，宗教和睦和顺，各族人
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属于历史
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我们坚信，没有任
何力量能够阻挡大美新疆前进的步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发表声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发表声明

国家反恐办主任刘跃进答记者问 外交部：“9·11”事件殷鉴不远 美方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发表声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发表严正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