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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 维
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利用所谓涉疆问题挑
拨中国民族关系、破坏新疆繁荣稳定、遏
制中国发展壮大，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
皆知”。看到美国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粗暴
干涉中国内政的老把戏，人们不禁想问一
问美国政客们：你们了解新疆吗？你们来
过新疆吗？你们有什么权利对新疆的人权
说三道四？“欲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
关于新疆事务，还是新疆各族人民最有发
言权。

中国政府治疆政策好不好，包括维吾
尔族在内的 2500 万新疆各族人民最有发
言权。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64年来，在中共中央
的坚强领导下，各民族共同开创了新疆社
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
睦、民生改善、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新
疆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0%以上用于保

障和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
惠及各族人民。仅 2014 年以来，就累计实
现 238.53 万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4年初的22.84%下降至6.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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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新疆各族
人民的支持和赞誉。

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政策好不好，
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深受恐怖主义、宗教
极端主义之害的新疆各族人民最有发言权。

教培中心的结业学员布左拉·肉孜，利
用在教培中心学到的刺绣技术，在当地政
府的帮助下，创办了一家手工刺绣的专业

合作社，不仅解决了自身就业问题，还带
动当地 30 多名村民就业增收、稳定脱贫。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从教培中心结业的
学员们，去除了宗教极端思想，学习了劳
动就业技能，追求现代化的文明生活，带
动整个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这些转变，从
新疆已连续3年未发生暴力恐怖案 （事） 件
的事实可以看出，从新疆旅游业井喷式发
展的数据可以看出，从人们脸上灿烂的笑
容也能清晰辨认。

新疆穆斯林的人权保障好不好，同样
是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 1000 多万穆斯
林最有发言权。

作为代表新疆穆斯林的群众组织，新
疆伊斯兰教协会早已发表声明，对美国这
一所谓“法案”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
责。新疆现有清真寺2万多座，伊斯兰教教
职人员2.9万人，自治区、地州市、县市区
各级伊斯兰教协会103个……新疆穆斯林正
常宗教活动需求得到满足，伊斯兰教健康
传承发展，获得宗教知识的途径不断拓
宽，穆斯林朝觐功课得到保障。事实证
明，宗教信仰自由在新疆得到全面落实，
穆斯林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依法保
障，正常宗教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现在新疆各族兄弟姐妹们在这片土地

上生活得很安稳，我希望之前那几年的暴
恐案件都不要再发生了，可以安稳、安定
地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在纪录片《中
国新疆反恐前沿》 的结尾处，几名新疆群
众的话让人印象深刻。这是新疆人民的心
声，也是对歪曲抹黑新疆谣言的最好驳斥。

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谎言终
究遮盖不了真相，就像乌云终究遮挡不了太
阳。新疆是中国西部的一颗璀璨明珠，今日
之新疆，稳定红利持续释放，经济平稳健康
发展，民族团结不断巩固，群众生活不断改
善，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正如《新疆日报》特
别报道所言：“告天下：新疆安澜！”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更多城市将“入会”

武汉东湖畔，一条绿道串联起磨山、听涛、落雁三
大景区，绿意盎然；绿道另一端，是新兴企业鳞次栉比
的东湖高新区，新意十足。这样宜居又宜业的武汉，正
是中国“万亿俱乐部”的一名会员。

今年前三季度，武汉以11528.4亿元的GDP总量提前
跻身2019年“万亿俱乐部”名单。

虽然 2019年全年数据尚未出炉，但从前三季度各城
市经济总量和增速中已初现端倪。

看总量——前三季度，上海和北京 GDP各自总量已
超2万亿元；深圳、广州、重庆、天津、苏州、成都、武
汉、杭州、南京等9座城市GDP总量超1万亿元。

看增速——前三季度，长沙、成都、厦门、南京、
合肥、昆明、武汉、太原、郑州等 25 城前三季度地方
GDP增速跑赢全国平均增速。

其中，青岛 （9768.93 亿元）、长沙 （8713.68 亿元）、
宁波 （8170.5 亿元）、郑州 （8050.7 亿元） 4 城前三季度
GDP增速分别为 6.4%、8.3%、6.5%和 7.2%，再考虑其基
数，年末GDP超万亿元应无悬念。此外，去年与“万亿
俱乐部”擦肩而过的佛山，今年前三季度全市GDP已达
7931.79亿元，同比增长7.0%，有望冲刺第17个名额。

“中国仍处于中高速发展中，未来几年预计将有更多
城市达到这个标准。”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
心主任张建平分析，“目前，一些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迅
猛，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方面不断强化，创新能力强、
新业态新模式集中，这些城市发展潜力很大，增值空间
也比较大。”

不唯GDP，宜居又宜业

地方GDP总量一年超过1万亿元，是什么概念？
成都今年前三季度 GDP 与捷克 2018 年全国 GDP 相

近；天津前三季度GDP与芬兰2018年全国GDP相近……
一座城市全年甚至三个季度的GDP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
全年GDP总量，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已不是个别。

城市实力提升的背后，是产业支撑。
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回国创业的时候正好赶上光谷

在大力发展生物产业，我们成为第一批踏浪者。”武汉安
翰科技执行总裁肖国华说。6年间，从3人初创团队，到
架构完整、拥有600多名员工的企业，如今安翰科技的产
品已覆盖全国 31 个城市的医院、体检中心。在武汉光
谷，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工业物联网、光纤光缆、生
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在这里“聚沙成塔”，让这里从“地图
外2厘米”成长为如今汇光成谷的“中国·光谷”。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进入“万亿俱乐部”的城市，
服务业主导经济增长的特征更明显。今年前三季度，武
汉一、二、三产业比重为2.4∶42.9∶54.7；成都服务业对
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9.9%；杭州一、二、三产业分
别增长1.8%、4.3%和8.4%。

“万亿俱乐部”，不是唯 GDP。有充满活力的产业，
有潜力十足的机会，有美景、美食，有便利而现代的市
政设施……“宜业又宜居”是这些城市近年来追求的目
标，也是其吸引力所在。

长沙市民小张对自己所在城市充满了热爱：“长沙这
几年发展真的很不错，新开了很多‘网红店’，周末可去
的地方多了起来，生活方便又有趣。”曾在北京读了 4年
大学的小方，大学毕业后选择到杭州定居，他说：“杭州
城市面貌新，娱乐生活丰富，生活更休闲，空气也更
好，非常宜居。”

区域发展越来越均衡

“万亿俱乐部”成员的地域分布，还反映出中国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

分析目前名列“万亿俱乐部”的 16个城市，其中位
居东部的城市有11座，中部3座，西部2座。虽然东部城
市占比仍远高于中、西部，但中、西部的武汉、成都等

城市发展势头迅猛，区域协调的总体趋势已显现。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成都 GDP 增速 8.1%，武汉

7.8%，郑州 7.2%；相比之下，GDP总量位列前位的东部
城市，增速均在6%左右。同时，伴随着高速铁路连接更
多中西部城市，以及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等国家相
关政策的激励，西部城市的发展优势正不断显现。

张建平表示：“区域均衡发展，是整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的一个好势头是，区
域差距正在缩小，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

观察“万亿俱乐部”，几乎都是区域的中心城市。天
津既是“首都经济圈”也是“环渤海经济圈”一员；成
都、重庆是“一带一路”建设重要节点城市；武汉是长
江经济带上的重要城市……这些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
产生了较强的引领发展作用、辐射带动作用。

不同的中心城市也在探索形成不同的特色。提到上
海，很多人会想到高楼林立的外滩；提到西安，少不了
古色古香的钟楼和各式各样的面食；提到重庆，热气
腾腾的火锅吸引着游客……中国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
的特色，这既是城市的魅力所在，也是最突出的竞争
力。张建平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GDP
超万亿元的城市数量逐渐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中心
城市，特别是有些一、二线城市将成为中国经济非常
重要的增长极。”

““万亿俱乐部万亿俱乐部””又扩容了又扩容了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万亿俱乐部”，指的是中国大陆全年GDP达到或超过1万亿元的城市。
截至去年底，中国已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苏州、重庆、武汉
等16座城市入围。到今年三季度末，全国已有12个城市稳稳地在“万亿俱乐
部”拥有一席之地，预计到年底将增加至17个甚至更多。

图为浙江宁波港口风光。 蒋晓东摄 （人民图片）图为浙江宁波港口风光。 蒋晓东摄 （人民图片）

新疆的事，新疆各族人民最有发言权
■ 叶 子

江西省婺源
县纸伞全为手工
制作，工艺流程
共需近 30 道工
序。近年来，该县
根据市场需求，
不断改进工艺，
丰富产品种类，
销路也随之越来
越广，不仅在国
内备受欢迎，还
远销至日本、新
加坡及欧美等国
家。图为婺源县
清华镇竹安堂纸
伞厂一位女工在
整理纸伞。

王国红摄
（人民图片）

婺源纸伞俏海外婺源纸伞俏海外
据新华社西安12月11日电（记

者毛海峰、付瑞霞） 由航空工业沈飞
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承制的国产新
舟700首飞机机身后段，近日成功交
付位于西安阎良的航空工业西飞民机
公司。至此，用于首次飞行的试验机
——新舟700首飞机的机身前段、中
段、后段都已交付，机身整体成型将
顺利展开。

西飞民机集成交付中心专家翟钊

平介绍，下一步他们将通过精准的数
字化对接，使首飞机机身整体成型，这
是飞机部总装阶段的一个关键环节。
首飞机机身三大部件的对接，使新舟
700向着翱翔蓝天又迈出坚实一步。

新舟 700 飞机是我国“两干两
支”民机发展战略布局中“涡桨支线
飞机”的代表产品，于 2013 年全面
启动研制。到目前为止，新舟700已
经获得285架订单。

据新华社巴基斯坦拉合尔12月
10日电 （记者刘天） 巴基斯坦拉合
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 10 日举行建成
和试车仪式，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条城
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完成。

该项目位于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
省首府拉合尔市，是中巴经济走廊早
期收获项目之一，由中国铁路总公司
和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联合承建。项目
总投资约 16 亿美元，于 2015 年 9 月
动工。

旁遮普省交通部长贾汉扎伊卜·凯

奇在仪式后对新华社记者说，橙线项
目是巴中友谊的又一象征，旁遮普省
将继续落实好该省的其他中巴经济走
廊项目。

他说，橙线项目不仅能为当地人
提供高质量的交通服务，促进沿线经
济发展，还将通过减少老旧车辆的使
用帮助拉合尔控制空气污染。

根据规划，项目运行初期共计
27 组列车投入运营，运力保持在每
天 25 万人次，到 2025 年将进一步提
升运力至每天50万人次。

国产新舟700首飞机机身后段交付

中巴经济走廊拉合尔轨交橙线项目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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