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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日前以所谓“新疆人权问
题”为借口，将一些中国地方政府机
构及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宣布对相关中国官员实施赴美签证
限制。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显示出美方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的霸道行径，其真实企图路人皆知。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
国家无权干涉。针对美方对新疆事
务的粗暴干涉，中方已严正敦促美
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停
止干涉中国内政。

实际上，新疆根本不存在美方
所称的所谓宗教、人权问题，倒是分
裂与暴恐长期困扰新疆。新疆采取
的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旨在从源
头上预防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
生，不仅符合中国法律，也是对联合
国《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的
具体落实，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
和地区的做法相通。

事实胜于雄辩。正是由于采取
了正确举措，新疆已连续3年未发生
暴力恐怖案（事）件，社会风气明显
好转，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新疆的反

恐和去极端化举措受到包括新疆在
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为国际
反恐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也得到
许多国家的肯定。

实际上，明眼人早已看穿美方一
些人的“套路”。他们无非是拿“人权”

“宗教”为幌子，包藏干涉中国内政、遏
制中国发展的祸心。这样的祸心，在涉
港、涉台等事务上早已显露无余。

美方将中国机构和企业列入出
口管制实体清单、对中国官员实施签
证限制的行径，也显示出美方一直以
来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行径。长期以
来，美方把自己当做“世界警察”，抱
着“唯我独尊”的蛮横心态，动辄以国
内法实施“长臂管辖”，对他国机构或
企业等实施单边制裁。美方行径严重
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破坏国际法权
威，是逆潮流而动的危险行径，正日
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

奉劝美方一些人，立即停止对
新疆事务的粗暴干涉，停止以人权
为名干涉中国的种种行径。中国也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
身利益。 据新华社

针对有媒体提问关于美商务部10
月7日将28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

“实体清单”进行制裁，中方有何评
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日就此发表
谈话。

新闻发言人说，已注意到美商务
部将28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
体清单”，并将继续关注事态进展。长

期以来，美方动辄根据其国内法对中
国实体实施单边制裁，此次又打着人
权的幌子，将28家中国地方政府机构
和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实施制
裁，并借机污蔑抹黑中国的治疆政策，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
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新闻发言人表示，新疆事务纯属中

国内政，事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
整。在涉疆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最有发言权，不容任何国家和外部势
力干预。事实证明，中国的一系列治疆
政策和举措深得各族人民拥护，并已经
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新疆经济发展
势头良好，各民族和谐相处，社会稳定，
已经三年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这是有

目共睹的。
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敦促美

方立即停止在涉疆问题上说三道四，停
止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行径，尽快将相
关中国实体移出“实体清单”。中方也将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方自身
利益。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9日表示，美
方在涉疆问题上的伎俩丝毫动摇不
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维护社会发展稳定的坚定意志，
完全是徒劳的。

当 日 例 行 记 者 会 上 ，有 记 者
问：继美商务部宣布以所谓涉疆人
权问题为由对28个中国实体实施
出口限制之后，美国务院宣布将对

“拘留”或“虐待”新疆穆斯林少数
民族群体负有责任的中国党政官
员及其家属实施签证限制。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已就美方以所谓涉
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将28个中国实体
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向美方
提出严正交涉，并表明严正立场。我
愿再次强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
政，任何国家无权干涉。新疆也根本
不存在美方指称的所谓人权问题。无
论美方以何种借口在涉疆问题上对
中方实体和人员实施何种限制，都严

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
中国内政，中方都坚决反对。

耿爽说，必须指出，新疆采取的
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目的是从源头
上预防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
完全符合中国法律，也符合国际实
践。这些举措受到2500万新疆各族人
民的广泛支持，也为国际反恐事业作
出了积极贡献。美方罔顾事实，围绕
涉疆问题对中国大肆诬蔑抹黑，为干
涉中国内政蓄意制造借口，干扰新疆
反恐努力，阻挠中国稳定发展，只会
让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进一步认清
他们的险恶用心。这些伎俩丝毫动摇
不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维护社会发展稳定的坚定意
志，完全是徒劳的。

耿爽说，我们奉劝美方立即纠正
错误，撤销有关决定，停止干涉中国
内政。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定有力措
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 据新华社

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小
庄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含
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及
背后的“保护伞”问题。1995年至2018
年，李含富操控破坏选举，长期把持村
级政权，将数十名组织成员或家属违
规发展为党员，严重破坏基层党组织
建设；通过强揽工程、强收管理费等，
非法控制小庄村及周边建筑行业；纠

集组织成员，暴力勒索企业或个体经
营户钱财，辱骂殴打村民、入室打砸，
多名被害人不敢报警、长期外出躲避，
群众称其为“南霸天”；拉拢腐蚀多名
党员领导干部，违规获取多项政治荣
誉。2000年至2016年，鹤壁市鹤山区人
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游国庆在
担任鹿楼乡乡长、党委书记及鹤山区
委常委等职务期间，违规帮助李含富

长期把持基层政权、获取各类政治荣
誉、干预刑事案件查处。1994年至2010
年，鹤壁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刘希宽
干预涉及该组织成员的多起刑事案件
处理。李含富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
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游国庆、刘
希宽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
查起诉。

丹东市原副市长刘胜军等人
为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六起涉黑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
从曝光的6起典型案例看，充当“保护

伞”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明知对方
是涉黑组织或系其成员，有的利用职权或
职务上的影响违规干预司法活动，包庇犯
罪分子逃避查禁打击、减免刑事处罚；有的
不依法履行职责，对违法犯罪行为放任纵
容；有的利用手中审批监管权力，帮助谋取
不法经济利益，导致有关涉黑组织不断坐
大成势、日益嚣张猖獗。更有甚者，有的公
职人员直接下场参与涉黑犯罪，欺压群众，
为非作恶。这些“保护伞”及涉黑腐败分子
站在群众对立面、“护黑不护民”，利令智
昏、为虎傅翼，是严重脱离群众、轻视群众、
漠视群众疾苦，甚至祸害群众的典型。广大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要深刻汲取教训，保
持高度警醒，切实引以为戒。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指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处于“深挖根治”的
关键阶段，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铭记初心使命，站稳群众立场，立
足纪检监察机关职责定位，着力强化斗争
精神，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在党委领导下，
配合政法委，集中攻坚、重点突破，以雷霆
手段摧毁黑恶势力“保护伞”“关系网”，净
化不良政治生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
向基层延伸。当前，要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深入推进对
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听之任之、失职失责，
甚至包庇纵容、充当“保护伞”问题的专项
整治，真刀真枪解决突出问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强调，
要持续加大查处力度，对已侦破的涉嫌黑
社会性质组织案件，按照“存量清零”的要
求，逐案过筛；紧盯黑恶势力渗透基层政
权，紧盯黑恶势力涉及重点行业领域的违
规经营活动，紧盯黑恶势力被降格或免予
处罚的暴力犯罪事件，深挖彻查。要与政
法机关同向发力，充分运用好问题线索快
速移送反馈机制的作用，及时通报会商，
强化协同办案，形成强大的攻坚合力。要
精准把握政策界限，深化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依规依纪依法查处涉黑涉恶
腐败和“保护伞”。要和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结合起来，坚决纠正和查处专项斗争
中地方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空泛表态、
敷衍塞责以及日常履职不力、疏于监管等
问题。要坚持打防并举，督促认真落实中
央扫黑除恶督导整改要求，通过开展监督
检查、提出纪检监察建议，推动有关行业
领域提升治理水平、完善法律制度，标本
兼治，正本清源，进一步铲除黑恶势力滋
生土壤，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更大
成效。 据新华社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6起涉黑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这6起典型案例是：

辽宁省丹东市原副市长刘胜军、
丹东市政协原副主席杨乃文、凤城市
委原书记高峻，为宋琦、宋鹏涉黑组织
充当“保护伞”问题。宋氏兄弟涉黑组
织长期盘踞、垄断丹东东港海陆市场，
涉嫌故意杀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
强迫交易等罪名，长期称霸一方、欺压
群众，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2008年至2017年，刘胜军、杨乃文
在担任东港市市长、市委书记，高峻在
担任东港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凤城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明
知宋氏兄弟团伙从事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活动，仍收受二人贿赂，在工程承
揽、返还土地出让金等方面提供帮助；
纵容支持该团伙使用暴力手段威胁、

打击竞争对手，并出面调解有关事件。
东港市区的市政、房屋、水利等3类工
程项目，宋氏兄弟名下公司获得项目
占总量的四分之一，宋氏兄弟分别连
续当选市县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刘胜军、杨乃文、高峻还存在其他违纪
违法问题，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并被判处有期徒刑。

浙江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原总队
长阮文广、杭州市公安局党委原副
书记朱伟静等人为虞关荣涉黑组织
充当“保护伞”问题。虞关荣涉黑组
织长期盘踞在杭州市滨江区，采取

“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的方式，非
法垄断当地土方工程项目，攫取巨

额利益。2005年至2018年，阮文广、
朱伟静明知虞关荣有涉黑涉赌背
景，仍长期出入其会所，带领下属与
其吃喝，为其充当“门面”，放弃查禁
职责，包庇纵容该组织违法犯罪活
动。杭州市高新区党工委（滨江区
委）原副书记、政法委原书记王慎

非，对涉及虞关荣的问题举报避而
不查，反而以通风报信、出谋划策等
方式帮助其逃避打击。阮文广、朱伟
静、王慎非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
题，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

湖南省益阳市委原副秘书长邓
宗祥等人为夏顺安涉黑组织充当“保
护伞”及有关职能部门失职失责问
题。夏顺安涉黑组织长期在洞庭湖区
违法修建矮围，采取威胁恐吓、强占
渔船等方式欺压百姓、称霸一方，通
过实施有组织违法犯罪，攫取巨额非
法利益。2009年至2016年，邓宗祥在
担任沅江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收

受夏顺安贿赂，帮助其当选省人大代
表，对省委省政府多次关于整治下塞
湖矮围的部署置若罔闻，为该组织充
当“保护伞”。2009年至2011年，沅江
市交通运输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正
良在担任漉湖芦苇场党委书记、场长
期间，收受夏顺安贿赂，违规签订承
包合同，为该组织长期侵占洞庭湖湿
地提供支持和便利。邓宗祥、王正良

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均受到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
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省
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原省畜牧水产
局）、省水利厅、省林业局（原省林业
厅）等部门和益阳、岳阳两地市县党
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因履职不力、执
法监管缺位被问责追责，103人受到
相应处理。

江苏省沛县原副县长、公安局
长曹为民为张光明等多个涉黑组
织充当“保护伞”问题。曹为民在担
任徐州市公安局云龙湖景区分局
局长、沛县公安局长期间，与张光

明、王在清等多个从事黄赌毒违法
犯罪活动的涉黑组织头目称兄道
弟、沆瀣一气，收受贿赂，插手干
预有关案件查办，多次提前向涉
黑组织头目通风报信，帮助相关

涉黑组织及其成员逃避查禁打击。
曹为民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
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
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起诉。

广东省清远市水务局水政监察支
队原支队长李耀斌、尹冬清为陈志辉、
陈献金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20
世纪90年代以来，陈志辉、陈献金涉黑
组织盘踞在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大沙
塘村，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众多

违法犯罪活动，非法垄断北江干流清远
河段的河砂开采，攫取巨额非法利益。
李耀斌、尹冬清收受贿赂，长期包庇、纵
容该犯罪团伙非法盗采河砂、暴力排挤
他人，在上级有关部门执法检查前为其
通风报信，对其组织盗采河砂人员降格

处理，致使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国家
矿产资源遭受严重破坏，公共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李耀斌、尹冬清还存在其他
违纪违法问题，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
关依法审查起诉。

近日，有微博网友发文
称，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教
授、空手道黑带五段武者张文
波因在湖北宜昌营救落水人
员不幸遇难。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内蒙古农业大学
党委宣传部获悉，张文波营救
的是与其同行的人，他的追悼
会已于7日在呼和浩特举行。

张文波离世后，内蒙古农
业大学官方微博发文称：“向
真正的武者致敬！愿安息！”不
少学生和网友纷纷留言悼念。

是学者，也是武者

内蒙古农业大学官网显
示，张文波是该校林学院教
授、硕士生导师，1971年出生
于内蒙古兴安盟。1994年在内
蒙古林学院大学毕业后赴日
本留学，2006-2009年任日本
国立熊本大学特别研究员，
2009年回国任教于内蒙古农
业大学林学院。近年来，张文
波作为作者之一在国内外学
术期刊发表论文14篇，还主持
多项国家自然科学研究项目。

张文波生前爱习武。他曾
在接受采访时称，“小时候虽
然学习好，但因为个头小经常
受同学欺负，看了李连杰主演
的《少林寺》之后萌生了习武
的念头。高中时跟着学校的拳
击队教练练习拳击；大二时有
幸认识了有着‘中国武术散打

十大名帅之一’之称的赵学军
老师，并跟随其学习武术散
打；1999年留学日本正式开始
极真空手道的学习。”

营救落水者，不幸遇难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有
目击者称，大约是10月3日下
午4时20分许，先是一名40岁
左右的女子下到江中游泳，游
了一会突然感到（体力）不支，
一名男子连忙下水施救，也在
水中遇险。另一名男子接着下
水施救，在拉了先前男子一把
后，自己沉入水中。报道称，事
发地100米外就是长江航运公
安局宜昌派出所。听到岸上人
们呼救后，派出所民警迅速出
动巡逻艇组织搜救。民警介
绍，溺水事故发生得非常快，从
听到呼救到出动巡逻艇救起一
名男子，整个过程在5分钟以
内。事后，警方在现场进行搜救
打捞，找到两名沉水者时都已
没有生命体征。宜昌市委宣传
部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
事公安部门正在调查，待调查
清楚或将发布通告。

张文波的散打老师赵学
军告诉记者，“他非常实在、讲
义气，有点热血青年的感觉，
碰到这样的事情肯定要去
管。失去一个学生，我们也比
较难受。”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王春 陈卿媛

内蒙古一大学教授
营救落水者不幸遇难

张文波 据内蒙古农业大学官网

美商务部将28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中方对此表示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外交部：
美方在涉疆问题上的伎俩

完全是徒劳的
美粗暴干涉我新疆事务祸心昭著

快评快评

袁隆平院士工作站9日
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小龙村
揭牌。袁隆平在揭牌仪式上
说：“选择灌阳作为工作站基
地，主要原因是灌阳超级杂
交稻和再生稻的产量非常
高。”2010年，灌阳县引进建
立袁隆平院士高产攻关示范
基地，推广新品种，应用新技
术，采用新种植模式，单产连
续9年创广西第一。2019年，
一季超级稻加权平均亩产
1005.62公斤，已连续3年突破
亩产1000公斤。

2018年12月，袁隆平院士
工作站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科
技厅批准正式成立。工作站正

式运营后，将由袁隆平带领科
研团队开展杂交水稻选育与
示范推广的研究工作，进一步
扩展杂交水稻的种植区域，有
效提高土地单面积产量，实现
粮食增产。工作站将选育出适
合当地种植的一系列杂交水
稻新组合，完成亩产1200公斤
的任务。据悉，袁隆平院士工
作站现拥有1250亩科研基地，
其中核心育种基地50亩、高产
攻关示范基地200亩、制种基
地约1000亩。工作站拥有国内
外水稻新种质3000余份、新品
系1500多个，将从中筛选出15
个新品种参加全国各级试验
示范。 据新华社

拥有1250亩科研基地
袁隆平院士工作站在广西灌阳揭牌

外交部宣布：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
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并对尼泊尔进
行国事访问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9日宣布：应印度共
和国总理莫迪和尼泊尔总统
班达里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10月11日至13日分别赴
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
非正式会晤、对尼泊尔进行国
事访问。

又讯 外交部9日举行中
外媒体吹风会。外交部副部长
罗照辉介绍国家主席习近平
即将赴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
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并对尼泊
尔进行国事访问有关情况，并
回答记者提问。

罗照辉指出，习近平主席
将应印度总理莫迪和尼泊尔
总统班达里邀请，于10月11日
至13日分别赴印度金奈出席
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
晤、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
此访是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后，习近平
主席首次出访，也是中国国家
主席时隔23年再次访尼，将为
中印、中尼乃至中国同南亚关
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为加强区
域互联互通与经贸务实合作
开辟新空间，为增进地区人民
互信与友谊搭建新平台，为世
界和平与繁荣作出新贡献。

罗照辉表示，中印同为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也
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10亿人
口级别的大国。中印携手合
作，不仅助力彼此发展，而且
有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
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发展中国
家共同利益。两国领导人去年

在武汉举行首次非正式会晤
以来，中印各领域交流合作全
面推进，有关分歧得到妥善管
控，两国关系步入平稳向好新
阶段。在金奈期间，习近平主
席将同莫迪总理继续纵论天
下大势，把脉龙象共舞，就事
关中印关系发展的全局性、长
期性和战略性问题深入沟通，
为下一阶段中印关系发展确
定基调、指明方向，向世界发
出中印一致声音，为当前充满
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稳定性、
注入正能量。

罗照辉表示，尼泊尔是中
国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也是
中国在南亚方向推进“一带一
路”合作的重要伙伴。建交以
来，两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树立了不同大小和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睦相
处、互利合作的典范。此次历
史性访问必将产生历史性影
响。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班达里
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欢迎
宴会，会见班达里总统，同奥
利总理举行会谈并见证签署
多领域合作协议，会见尼共
联合主席普拉昌达、尼联邦
议会负责人及有关政党领导
人。两国领导人将对中尼关
系发展做出新规划，共同开
启中尼关系快速发展新时
代，深化政治互信，夯实中尼
世代友好的民意根基，推动
两 国 高 质 量 共 建“ 一 带 一
路”，加快推进跨喜马拉雅立
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为两国
各领域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