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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电“2019·南南人
权论坛”11 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坚
持文明多样性 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主
旨演讲。

黄坤明指出，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
进步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党和政府的一贯追求。

新中国的 70 年，是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70 年，是中国人民各项基
本权利持续得到尊重和保障的 70 年，也是中
国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不断作出贡献的 70
年。在这一伟大历程中，中国成功走出了一
条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积累了十分宝
贵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

作为不变的初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
终以维护全体人民利益为根本。中国坚持人
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坚持以合作促
发展、以发展促人权，不断增进全体人民的幸
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黄坤明指出，新形势下，广大发展中国家
应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人权发展

环境，创造丰富多样的人权发展模式，谋求平
衡充分的人权发展愿景，完善公正合理的全
球人权治理，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进步、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和外交部主办，来
自 80 多个国家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高级
官员、专家学者、驻华使节等 300 余人出席。

“2019·南南人权论坛”在北京举行
黄坤明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电
（记者曹典、马卓言）“文明多
样性背景下的人权道路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人
权治理”“从发展权视角：‘一
带一路’促进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南方国家人权保障的
实践与经验”……

由国务院新闻办和外交部主
办的“ 2019·南南人权论坛”
10 日至 11 日在京举办，来自 80
多个国家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
高级官员、专家学者、驻华使节
等 300 余人出席论坛，围绕“文
明多样性与世界人权事业的发
展”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交流并
取得共识。

“中国经验激励

我们人权发展”

“我非常感谢中国能够与我
们分享如何以和谐和全面的方式
推动人权的享有，在国家整体发
展框架下，保障全体公民的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中
国的宝贵经验将持续激励我们非
洲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莫
桑比克希萨诺基金会执行主任、
前外长莱昂纳多·桑多斯·西
芒说。

在“ 2 0 1 9·南南人权论
坛”上，中国在人权事业发展方
面取得的成就，赢得与会嘉宾普
遍称赞。受访人士表示，中国人
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为人类人权
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为广大发展
中国家人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
有益的经验。

经济不发达、人口众多是发
展中国家的两大特点，也是发展
中国家在人权事业发展中的两大
难点。中国坚持把生存权、发展
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努力通
过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更加充分的人权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在健康、医疗等方面
还比较薄弱，但是中国通过经济建设加强了自己在各个领
域的人权保障。”加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司法部人
权总司研究员格尔曼·姆贝加·埃邦说。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会前，主办方安排外方
嘉宾参访了上海和浙江杭州，走访了两地城市社区、农
村、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

“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感到他们非常幸
福。”乍得司法和人权事务部人权司司长阿卜杜勒-纳赛
尔·穆罕默德·阿里·加尔博阿说，“我们现在讨论人
权，在我们国家自己理解的概念就是有饭吃、有水喝、有
地方住、有其他的基础条件，就让我们感到高兴，在中国
我们看到了这一切的实现。”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认
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
家具有典型性。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保障众多人口
的人权问题，其困难之大、情况之复杂是世界上其他国家
难以想象的，但是中国做到了。”李君如说，“明年中国
将要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这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性
成就。在脱贫问题上是这样，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
等各个方面尊重和保障人权问题上也是这样。”

“中国发展为各国人权改善提供机遇”

“感谢中国”是与会嘉宾的高频用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断推进自身人权事业的同时，

中国也积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
独立、消除种族隔离的正义事业，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的
发展能力、提供发展援助、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等。

赞比亚穆隆古希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迈克尔·恩琼加·
穆里基塔的工作地点不远处就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坦赞
铁路，这条铁路为赞比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而如今在中
国支持和援助下，更多的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建立，极大地促
进了中国和非洲，以及非洲各国间的互联互通。“很多非洲
国家是‘一带一路’的参与国，从与中国的接触和合作中获
益良多。”

2019 年 1 月至 10 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的 61 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 5494 份，新签合
同额 1121 . 7 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
额的 63 . 5% ，同比增长 38 . 6% 。
吉布提处在“一带一路”的中心地带。吉布提国家人

权委员会总报告人穆罕默德·法拉合·凯尔东表示，“一
带一路”为吉布提带来了基建升级，使吉布提深度参与了
亚非国家经济的合作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
非常尊重人权发展的，我们深感受惠于此。”

“中国是非洲在互利共赢机制之下最好的合作伙伴，帮
助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民走出了贫困，为非洲的人民带来了
更好的生活条件，获得了更好的教育、卫生、交通、通信条件
等等，这对于我们非洲人权是最大的尊重与贡献。”几内亚
比绍国家电台信息部主任巴卡尔·卡马拉说，“中国在人权
方面做出的贡献不限于为伙伴国家，更因推动了互利共赢
的机制，推动了全世界人权的发展。”

“中国智慧为全球人权治理指明方向”

战乱、疾病、饥饿、生态环境恶化……严峻的现实问题
是发展中国家绕不开的障碍。与会嘉宾指出，当前西方国家
片面强调公民与政治权利而忽视解决发展中国家当下面临
的紧迫问题，在人权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而中国提出的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难题提
供了可行方案。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人权治理”分论坛上，
塞拉利昂人权委员会主席帕特里西亚·娜苏·达内马表示，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重要的概念就是打
造共同未来，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增强互信和信心，保障各
国人民、各个民族的人民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指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强调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挑
战，开展全球性的协作，建立命运与共的局面，来应对全
球危机。

布隆迪总统府高级顾问兼发言人让·克洛德·恩登扎
科·卡雷鲁瓦说，“我们应该更多地把讨论转化成行动，
我们应该共同站起来，让自己的声音被全世界听到，特别
是让西方世界听到，当然我们需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
训，但是我们也可以给西方国家上重要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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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
电（记者成欣）“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正通过实现承
诺、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卓越
的领导来实现梦想。中国正
在创造奇迹，并向世界展示
奇迹。”在中国国际新闻交
流中心 2019年项目非洲、亚
太中心联合结业仪式上，索
马里国家通讯社记者阿卜
迪说。

由外交部指导、中国公
共外交协会举办的中国国际
新闻交流中心 2019年项目非
洲、亚太中心联合结业仪式
11 日在北京举行。参与了这
一项目的阿卜迪认为，此次
媒体培训交流项目提供了一
个更好地了解中国实际情况
的机会，让他有机会拿起手
中的笔和相机向索马里介绍
中国，介绍非洲和中国富有
成效的友谊与合作。

走访山西、湖南等十余
个省区后，中国令人惊叹的
发展成就、先进技术和完善
的基础设施给阿卜迪留下了
深刻印象。

“中国的经济改革使 8
亿人摆脱了贫困，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仅自
己在发展，而且在世界其他
国家的发展中也发挥着重要
作用。”阿卜迪说，中国提
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推动了洲际间的互联互通合
作，让众多国家从中获益。

近年来，非洲国家积极
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中非在共建“一带一
路”框架下加快推进全方位
合作，实现发展战略对接。

阿卜迪认为，一个个项
目和工程在非洲落地，技术
培训和文化交流次第展开，
不仅改善了非洲国家的基础
设施，还为数千人创造了就
业机会。“正如索马里副总
理古莱德在首届中国-非洲
经贸博览会开幕式上所说，
中国是非洲国家的好朋友、
投资者，也是支持者。”

尼泊尔国家通讯社编辑
苏贝迪也有同样的感受。 10
个月以来，他参观了不同的

媒体、智库和学术机构，收获颇丰。“中国是一
所面向学习者的开放性大学。中国的和谐社会、
乐于助人的人民、高质量发展、对历史的尊重和
对未来的期许，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回想起在中国的日子，苏贝迪赞叹不已。
“中国的发展势不可当。在过去的 70 年间，
中国实现了从弱国向国际贡献者和新兴世界强
国的巨大飞跃。中国是意志力的象征，中国的
发展也在启迪着像尼泊尔这样的发展中国
家。”

中国国际新闻交流中心 2019年项目非洲、
亚太中心于今年 2月下旬启动，共邀请 49国 50
名记者来华培训和采访。 5 个多月来，两中心
记者接受了中国国情、文化、新闻业务的系统
培训，对两会、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进行采访，
并赴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等单位和海南、
江苏等地参访，发表相关报道 1000余篇。

外
国
记
者

中
国
正
在
创
造
奇
迹
并
向
世
界
展
示
奇
迹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12 月 11 日电（记者孙
哲）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通过所谓“2019 年维
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歪曲抹黑新疆去极端化和
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新疆广大干部群众表示，
依法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为推进新疆
社会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美方毫无底线的双重标准和霸权逻辑
令人愤慨，新疆由乱到治的事实不容任何诋毁。

美方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我的家乡在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前些年，
当地一些群众受到宗教极端思想毒害，远离了
文明社会和现代生活，哪还有什么人权可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副厅长买买提·
阿不都热衣木说，他曾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挂
职，暴恐活动多发频发极大影响了拜城的经济
发展和各族群众的生活。

“我永远不会忘记几年前的新疆，那时暴恐多
发频发，宗教极端思想像瘟疫一样蔓延。”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副局长买买提艾力·吐尔洪
说，“近年来，自治区多措并举、依法打击暴力恐怖活

动，注重源头治理，积极开展去极端化工作，最大
限度地保障各族人民的生命权、生存权、发展
权，大家的信心更足了，幸福感更强了。美国国
会的做法完全是颠倒黑白，我们绝不接受。”

乌鲁木齐市居民薛赵斌表示：“作为大学
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我来到新疆工作生活已
有 5 年多，早已将这里视为‘第二故乡’。从曾
经的缺乏安全感到连续 3 年没有发生暴力恐
怖案件，我亲身感受到新疆的巨大变化。然而
美国所谓的‘法案’却罔顾事实，对我们的努
力视而不见，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去极端化工作成效有目共睹

喀什地区岳普湖县的尼加提·穆合塔尔
曾受朋友影响感染宗教极端思想。结婚后，他
不让妻子梳妆打扮，孩子生病也不去医院，还
干涉别人的正常生活。“在教培中心系统学习
法律知识时，我逐渐意识到，过去对妻子是多
么的不尊重。一天下课后，我主动给她打电话
道歉，瞬间就听到妻子的哭泣声。”从教培中
心结业后，尼加提与家人变得愈发融洽和谐，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教培中心带给我的帮助，
让我重新收获了幸福的家庭。”

新疆农业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海拉提·艾尼
瓦尔 2018年底曾参观过和田职业技能教育培
训中心。他说，为帮助学员早日走出宗教极端
主义阴霾，教师们密切关注每一名学员的思想
变化和成长进步。喜欢音乐就教识谱，喜欢汽
修就教技术，引导他们全身心投入学习。“我真
心为他们的进步感到高兴。”海拉提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阿克苏地
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卡米力·赛麦提说：“孩子
犯了错，祖国母亲不会不管，教培工作根本不
是什么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我生活在
南疆，这里的很多维吾尔族同胞不懂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培中心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
法律、学技能，帮助他们尽快融入社会。大部分
学员结业后，依托一技之长，都找到了满意的
工作，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标。”

各族群众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受益

“由于过去的石子路坑坑洼洼，

1984 年我去上海上大学时，从皮山到乌
鲁木齐就在路上耗了 6 天。”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吐尔洪·吾
买尔回忆，“近年来，我目睹了家乡不断
发生的变化。如今，每次回皮山探亲时我
可以选择飞机、火车，高速公路也通到了
县里，柏油马路通到乡村。看到村里一排
排整齐漂亮的富民安居房，我由衷地为生
在新中国感到幸运和自豪。”

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居民盛延枫说：
“随着这几年稳定红利不断释放，独库公路
在国内外名声越来越大，独山子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游客，不仅带动了经济发展，城市面
貌相比往年也有了大变化。”

“为拓宽就业渠道，我们阿瓦提县引
进一批内地企业前来投资兴业，各族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贫困发生率从
14 . 89% 降至 2 . 2% ，今年底全县将整体
脱贫。请问那些胡说八道的西方政客，你
们知道什么叫‘掩耳盗铃’吗？”阿克苏
地区阿瓦提县县长吾布力喀斯木·买吐
送说。

新疆干群：去极端化工作成效不容美方诋毁

江西、西藏、内蒙古、贵州采取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在集中宣讲的同时，组建各级各
类宣讲团，进农村、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全会精神“聊”进群众
心窝，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人心。

江西：宣讲“遍地开花” 讲

活全会精神

12 月 5 日，在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日星
社区一座小院内，30 多位居民聚在一起，大
家站的站、坐的坐，共同聆听“学习伙伴”区委
书记杨博、志愿者夏云剑的宣讲。

一番简单的开场白后，杨博开始转动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知识抢答“大转盘”。
当指针指向题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了要坚持和完善什么样的社会治理制度”时，
居民便齐刷刷举起手来。

“共建共治共享！”居民刘念花赶紧抢答，
乐滋滋地冲上前去领取小奖品，一下子就把
大家逗乐了。在互动环节，居民们争相抢答，
气氛热烈。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后，江西全
省共组织各种形式的宣讲团 500 余个，分赴
各地开展宣讲。其中，湘东区成立了由“党
员干部+志愿者”组成的“学习伙伴”志愿宣
讲队伍；赣州市各县（市、区）则组织脱贫攻
坚小分队、红军后代小分队等广泛开展宣讲
活动。

在欢声笑语中就能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送到老百姓身边，夏云剑觉得意犹未
尽。“没想到现场效果这样好，特别是‘大转
盘’你问我答环节，大家参与度特别高。”
他说。

西藏：扎根雪域高原 到

农牧民身边宣讲

12 月 7 日下午，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拉孜县基层骨干宣讲员平措来到拉孜县曲
下镇桑珠村，为当地农牧民进行一场宣讲
活动。在小小的村会议室里，90 多位桑珠
村农牧民们的到来让现场显得尤为热闹。

“我在宣讲过程中，把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与群众身边的实例相结合，让老
百姓愿意听、听得懂。”平措通过有奖问答
等方式，活跃现场气氛，调动农牧民们的听
课兴趣。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西藏
自治区组织专家学者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相关文件翻译成藏文并编印成册，供基
层党员干部和农牧民群众学习。同时，编
写藏汉文对照的宣讲提纲，印发全区供各
级宣讲员使用。

西藏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副团长范磊介
绍，自治区特别注重发挥已建立起来的广
大农牧民宣讲员队伍的作用，开展驻点宣
讲、巡回宣讲。截至 12 月 8 日，自治区宣
讲团集中宣讲 125 场，直接受众 4 万余人；
全区各级各类宣讲团、队、组、员开展宣讲
1 . 35 万场，受众 104 . 5 万人。

内蒙古：回应群众关切

家常话谈大道理

11月 20日起，内蒙古自治区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团分赴盟市、厅
局、高校、企业等地区和单位进行集中宣讲。

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阿拉善左旗，内蒙
古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
教委员会主任高志明走进街道社区，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把全会精神“聊”进群众心坎里。

在额鲁特街道安达社区，高志明围绕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等内容向社区党员和群众代表进行了面
对面、互动式宣讲，回答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

“阿拉善在生态建设和保护上如何做？”
“如何应对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在互动环节，居民们争相提问。高志明围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用朴实生动的语
言，给出了深入浅出的答案。

“宣讲内容精彩，通俗易懂，不仅增进了
我对全会精神的认识和理解，还解答了我对
老龄化问题的困惑。”78 岁的社区老党员王
廷永说，“我要时刻发挥退休不褪色的精神，
继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贵州：多种载体宣讲 放大

宣讲效果

11 月 14 日至 11 月 30 日，贵州省委宣
讲团赴全省各地各系统，通过报告会、互动交
流等多种形式，紧密联系省情实际，把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到高校、社区和农村
等地。17 天共 43 场集中宣讲，直接听众近 2
万人，通过电视直播、网络转播等渠道间接收
听收看达 100 多万人。

在宣讲中，贵州省委宣讲团紧密结合宣讲
地区和对象，把全会精神与行业系统宣讲、重
点领域宣讲结合起来，同时深入基层一线，开
展面对面、互动式调研宣讲，把全会精神带到
寻常百姓家。宣讲团成员还充分运用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等载体开展宣讲，有效放大宣讲
效果、扩大宣讲覆盖面。

“我们将创造性抓好落实，用全会精神武
装广大党员的头脑、指导实践，切实把全会精
神贯彻落实到实处。”聆听宣讲的贵州省正安
县县长吴起说。
（记者赖星、侯捷、李桢宇、勿日汗、李惊亚）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电

宣讲走访拉家常 全会精神入心窝
江西、西藏、内蒙古、贵州全面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

四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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