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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9 日
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近年
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持续开展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打击治理，取得了初
步成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系统观
念、法治思维，注重源头治理、
综合治理，坚持齐抓共管、群防
群治，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
措施和金融、通信、互联网等行
业监管主体责任，加强法律制
度建设，加强社会宣传教育防
范，推进国际执法合作，坚决遏
制此类犯罪多发高发态势，为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
治中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
出，依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的成效要继续巩固并深化，
更好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与
合法权益。

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
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
国务委员、国务院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总召集人赵克志在会
上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为做好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工作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
实把打防管控各项措施抓细抓
实抓落地，坚决遏制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以优
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习近平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态势

揭批反华势力涉疆“数据库”
让谣言谎言原形毕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见闻

一段时间来，总有一
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就涉
疆问题散布谣言，把子虚
乌有的事情说得有鼻子
有眼，他们是如何造谣生
事的？背后又有怎样的
利益链条？一些人频频
以“受害者”形象出现在
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但事
实真相又是怎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9日在外交部举行涉疆
问题新闻发布会，其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
负责人用大量调查和数
据，揭批了国际反华势力
就新疆问题炮制的所谓
“数据库”。

“背后都有
美西方反华势力的影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
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相表示，
近年来，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
炮制了所谓“新疆数据项目”

“新疆受害者数据库”“维吾尔
过渡期司法数据库”，笼络收
集了一批所谓的“证人证言”，
妄图以假乱真、诋毁新疆、蒙
骗世人。

徐贵相介绍，“新疆数据
项目”由“澳大利亚战略政策
研究所”建立，得到了美有关
政府部门和反华组织“人权观
察”的资助和支持。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战
略政策研究所’长期接受来自
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军火商
的经费支持，为了金主利益，
热衷于炒作各种反华议题，
四处散布谣言，丑化、妖魔化
中国，根本就不是学术研究
机构，而是美国政府操纵的
反华工具，是披着‘学术’外
衣的反华‘急先锋’。”徐贵相
说，特别是在涉疆问题上，该
机构一再抛出毫无事实根
据、充满幻想臆断的谬论，早
已臭名昭著。

据介绍，“新疆受害者数据
库”由美国人斌吉恩伙同反华

“专家”、“东突”分子建立，得到
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有关方
面的资助和支持；“维吾尔过渡
期司法数据库”由“世维会”下
属的“挪威维吾尔委员会”主席
拜合提亚尔·吾买尔建立，得到
了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
的资助和支持。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所
谓的涉疆‘数据库’均由国际
上一些反华组织、人员或‘东
突’分子建立，且背后都有美
西方反华势力的影子。”徐贵
相说。

内容粗制滥造
造假手法低劣

这些所谓“数据库”中的
内容，真实性如何？

徐贵相介绍，所谓涉疆
“数据库”中一些“证人”，其实
是被美西方反华势力雇佣的、
在境外靠抹黑新疆为生的“演
员”。此外，境外一些反华分子
为博取国际社会同情，蓄意编
造境内亲属“被拘捕”“遭迫
害”“失踪失联”等谎言，严重
误导国际社会舆论。

2020年2月，《华盛顿邮
报》曾发布题为“波士顿的维
吾尔族女子为其父亲的释放
而战”报道称，赛米热·依明江
的父亲、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
历史系原副教授依明江·赛都
力被中国官员拘禁，并以极端
主义罪名被逮捕。

“但事实真相是，依明江·
赛都力一直在自由生活。”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副厅
长亚力坤·亚库甫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副院长阿克拜尔·艾
克拉木表示，在所谓涉疆“数
据库”提及的人员中，还有一
些人因为触犯了中国法律，被
依法判处刑罚，根本不是所谓
的“受害者”。

“大量证据表明，美西方反
华势力炮制的所谓涉疆‘数据
库’，是彻头彻尾的‘造假库’

‘谣言库’‘伪证库’，编织着弥
天大谎，充斥着污蔑攻击。”徐
贵相说，经认真研究核对，三个

“数据库”共涉及12050人，查
实10708人，1342人系凭空编

造。查实的10708人中，6962
人在社会上正常生活，3244人
因危安暴恐犯罪和其他刑事犯
罪被判刑，238人因疾病等原
因死亡，264人在境外。

“快回来吧”
“不要再被坏人利用”

“女儿我想对你说……今
后千万不要被境外反华势力
欺骗，好好完成自己的学业和
工作。我想你了，我希望你早
一点回祖国，家人团聚的话大
家都高兴。”在发布会现场播
放的一段视频中，如今已从新
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退休的依
明江·赛都力这样对远在海外
的女儿说。

当日发布会现场，播放了
多段视频，对境外所谓“受害
者”散布谣言谎言的案例进行
一一揭批。视频中，当事人的
亲友们纷纷在摄像机镜头前
澄清事实真相，他们中的很多
人也表示，希望远在海外的亲
人能早日归来，不要再被境外
反华分子利用，发表危害祖国
的言论。

而对于海外维吾尔族侨
胞能否正常回国探亲的问题，
发布会现场，亚力坤·亚库甫
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说，中国是
法治国家，公民的人身自由和
出入境权利依法受到保护。新
疆从未限制包括海外维吾尔
族侨胞在内的各族群众的出
入境自由，也从未限制他们与
疆内亲属之间的联系。

他表示，只要属于中国籍
公民，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
的，均可向居住地的中国使领
馆申请换发或补发护照。

“据我们了解，向我驻外
使领馆提出换发或补发护照
申请的中国新疆籍人员，绝大
多数申请已获得受理并批准；
仅有极少数因不符合中国法
律规定，包括参与或涉嫌参与
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员，未被批
准换发或补发护照。”亚力坤·
亚库甫说。

“我们希望广大海外新疆
籍侨胞不信谣、不传谣，放放
心心地回国探亲。”他说。

据新华社

教育部明确
幼儿园不得设学前班

小学严格执行
免试就近入学
幼儿园不得设学前班

《指导意见》强调，小学严
格执行免试就近入学，严禁以
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
证书等作为招生依据，坚持按
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

幼儿园不得提前教授
小学课程内容，不得布置读
写算家庭作业，不得设学前
班，幼儿园出现大班幼儿流
失的情况，应及时了解原因
和去向，并向当地教育部门
报告。

教育部门应根据有关线
索，对接收学前儿童违规开
展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进行
严肃查处并列入黑名单，将
黑名单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按有关规定实
施联合惩戒。对办学行为严
重违规的幼儿园和小学，追
究校长、园长和有关教师的
责任。

防止把小学教育内容和
方式简单搬到幼儿园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要改变过度重视知识准备，
超标教学、超前学习的状况，
规范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的
教育教学行为，合理做好入
学准备和入学适应，做好科

学衔接。大班下学期要有针
对性地帮助幼儿做好生活、
社会和学习等多方面的准
备，建立对小学生活的积极
期待和向往。要防止和纠正
把小学的环境、教育内容和
教育方式简单搬到幼儿园的
错误做法。

一年级上学期
设为入学适应期

《指导意见》提出了“小
学实施入学适应教育”。小学
将一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入学
适应期，重点实施入学适应
教育，地方课程、学校课程和
综合实践活动主要用于组织
开展入学适应活动，确保课
时安排。要切实改变忽视儿
童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的现
象，坚决纠正超标教学、盲目
追赶进度的错误做法。

伴随《指导意见》同步印
发的《小学入学适应教育指
导要点》中提出，要充分理解
和尊重新生在原有经验、发
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上的差
异，有针对性地为每个儿童
提供个别化的指导和帮助，
切忌提过高的统一要求或进
行横向比较，以免挫伤儿童
入学的积极性。

缓解家长的压力和焦虑

对于完善家园校共育机
制问题，文件中也有明确指
导方向。幼儿园和小学要把
家长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建立有效的家园校协同沟通
机制，引导家长与幼儿园和
小学积极配合，共同做好衔
接工作。

要及时了解家长在入
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方面的
困惑及意见建议，积极宣传
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政策要
求，宣传展示幼小双向衔接
的科学理念和做法，帮助家
长认识过度强化知识准备、
提前学习小学课程内容的
危害，缓解家长的压力和焦
虑。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家长“拔苗助长”，
学前班“野蛮生长”、小
学 一 年 级“超 标 教
学”……近年来，幼小衔
接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
备受关注。日前，教育
部印发《关于大力推进
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
的指导意见》。文件明
确提出：小学严格执行
免试就近入学，幼儿园
不得提前教授小学课程
内容、不得设学前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