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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6日电（记者潘莹 路一凡）6日，
新疆举行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首次公开披露新疆在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中，查
处长期隐藏在重点职位上的“两面人”希尔扎提·巴吾东
的犯罪事实。

希尔扎提·巴吾东1966年6月25日出生于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洛浦县，1988年毕业后到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警校任教，不久后申请调回和田。从一名基层公
安民警干起，曾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厅长、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并官至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希尔扎提·巴吾东以党员领导干部身
份为掩护，长期策划实施分裂国家活动，投靠“东伊运”组
织，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并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情报。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东伊运”在新疆境内策划实
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犯罪，造成大量无辜群众和警察伤
亡。2002 年，联合国将“东伊运”列为恐怖主义组织。
2004年，该组织更名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王浪涛介绍，希尔扎提·巴吾东为达到分裂国家目的，以
宗教为幌子，采取政治拉拢、宗教扶持、经济帮助、法律庇
护等方式，唆使、支持、纵容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公
开宣扬宗教极端和民族分裂思想，促使宗教极端思想急
速升温，为实施分裂国家、暴恐活动培植思想土壤、提供
行动环境；其长期在和田地区墨玉县充当“三股势力”保
护伞，为“独立建国”保留“火种”；在经济上扶持分裂分
子，积极储备分裂资金，并主动或者通过境内分裂分子勾
结境外分裂势力，以达到分裂新疆的目的。

2003年5月，希尔扎提·巴吾东任和田地区墨玉县公安
局局长期间，与从境外回到墨玉县的恐怖组织“东伊运”骨
干成员塔伊尔·阿巴斯会面，共同谋划“民族独立”，希尔扎
提·巴吾东承诺会尽己所能提供帮助。2006年，希尔扎提·
巴吾东安排墨玉县大清真寺原哈提普阿布拉江·巴克尔（已
判刑）出国朝觐，与塔伊尔·阿巴斯会面，互通信息。2015
年，因希尔扎提·巴吾东的“突出贡献”，被“东伊运”组织确
定为新疆“独立建国”后的领导人选。2015年9月，希尔扎
提·巴吾东在前往境外考察时，向境外人员提供情报。

此外，经法院审理查明，希尔扎提·巴吾东还教唆他
人参加“东伊运”组织；将其受贿所得的120万元和一套房
产提供给“东伊运”组织使用；唆使、支持墨玉县大清真寺
原哈提普阿布拉江·巴克尔干预司法行政事务；邀请宗教
人士在其女儿婚礼上进行非法讲经活动；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1112.2429万元；徇私舞弊，违
规为服刑人员提供庇护，故意隐瞒服刑人员脱逃事实；身
为司法工作人员，故意包庇违法犯罪嫌疑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对被告人希尔扎提·巴吾东以
分裂国家罪、投敌叛变罪、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参加
恐怖组织罪、帮助恐怖活动罪、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
施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
法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庭庭审中，依法保
障其各项诉讼权利。宣判后，希尔扎提·巴吾东认罪悔罪，
未提出上诉。

新疆披露一起官员勾结恐怖组织“东伊运”
分裂国家、投敌叛变犯罪事实

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6日电（记者
潘莹 路一凡） 以沙塔尔·沙吾提为首
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将民族分裂、
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等内容编入少数
民族语言教材，在新疆印发近2500余
万册，面向232万名维吾尔族在校学生
及数万名教育工作者，使用时间长达
13 年之久，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6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涉疆问题新
闻发布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首次披露了这一犯罪集团的
有关案情。

沙塔尔·沙吾提1947年11月15日
出生于新疆托克逊县，曾任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自治区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厅长、
自治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领导小组组
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党组成员、副院长王浪涛介绍，自
2002 年起，沙塔尔·沙吾提在上述职
务任职期间，以分裂国家为目的，利
用主持编写、出版中小学民族文字教

材工作之机，多次釆取单独授意和召
集会议等方式，组织阿力木江·买买
提明 （时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已
判刑） 等人，专门挑选多名具有民族
分裂思想的人员进入教材编写组，上
述人员在编写教材过程中，逐步形成
了以沙塔尔·沙吾提为首的分裂国家犯
罪集团。

经法院审理查明，沙塔尔·沙吾
提在传达教材编写、出版工作要求
时，违背教材编写宗旨和指导思想，
以突出“地方特色、本民族特色、体
现本民族历史文化”为幌子，极力要
求在教材中编入宣扬民族分裂、暴力
恐怖、宗教极端等思想的内容，以达
到“去中国化”的分裂国家目的。同
时，沙塔尔·沙吾提身为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形成
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
收 受 他 人 财 物 共 计 价 值 人 民 币
1505.27692万元。

经审查，这起少数民族语言问题
教材事件中查 处 的 具 有 民 族 分 裂 、

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等内容的问题
课文共计 84 篇，其中 2003 版 41 篇，
2009 版 43 篇（其中 22 篇选自 2003 版

“问题教材”）。现已查明，在上述教材
影响下，阿不都沙拉木·阿不都外力、
木太力甫·库尔班等人 （均已判刑）
参与实施了乌鲁木齐“7·5”打砸抢
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阿布力孜·热
西提 （已判刑） 参与实施了“4·30”
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暴力恐怖犯罪活
动；阿提坎木·肉孜 （已判刑） 参加
中 央 民族大学原教师伊力哈木·吐
赫提为首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并成
为其骨干。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相关规
定，法院对被告人沙塔尔·沙吾提以分
裂国家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
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庭庭审中，依法保障其各项诉讼权
利。宣判后，沙塔尔·沙吾提认罪悔
罪，未提出上诉。

新华社昆明4月6日电 （记者姚
兵 张雯） 云南省瑞丽市6日晚召开发
布会介绍，截至6日19时30分，瑞丽
市第二轮核酸检测共完成采样23.86万
人。

瑞丽市副市长杨谋说，6日，瑞丽

市启动第二轮城区全员核酸检测，在
主城区7个社区7个村委会设置363个
采样点，抽调医护人员1815人，采取
分片、分区、分时段的方法，通知居
民参加检测。每个采样点均按照生物
安全要求，做好医疗废弃物的收集处

理和现场消毒工作，设置“一米线”，
并安排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避免
人群聚集。

杨谋说，本次检测总体采用“混
采单检”策略进行，但对密接者、次
密接者及高风险、中风险、阳性病例
封控地区进行单采单检。截至 6 日 19
时30分，第二轮核酸检测共完成采样
23.86万人。

据介绍，待样本检测完成后，将
由“德宏抗疫情”后台与“云南健康
码”进行对接，通过“云南健康码”
向检测对象推送检测结果。少部分不
能使用健康码推送的人员，采取纸质
检测报告或短信进行结果反馈。

同时，瑞丽市对姐告玉城的商
户、密接及次密接两类重点人群的血
清样本进行抗体检测，已采集 2000
份，已完成1222份检测。

杨谋说，目前瑞丽市定点救治医
院共收治患者89人，按照“一人一方
案”要求精准制定治疗方案，所有病
例均实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生命
体征平稳，病情平稳。同时，再次完
善、梳理、优化医院各关键流程和应
急预案，做到医疗、护理、感控、抢
救各流程完备。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徐鹏航）抗生素过敏、花
粉过敏、备孕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吗？新冠病毒疫苗
会产生哪些不良反应？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
家就此回应：新冠病毒疫苗过敏的比例不高，“过敏体
质”、备孕者均可以接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
说，目前新冠病毒疫苗成分里不含抗生素，因此抗生素过
敏不作为接种禁忌。对一般的过敏，所谓的“过敏体质”，
比如过敏性鼻炎、花粉过敏，因为和疫苗成分没有直接的
关系，不是疫苗的接种禁忌。

安志杰表示，疫苗过敏的比例并不是很高，比较常见
的有过敏性皮疹，且很快就可以恢复，而比较严重的过敏
反应，比如过敏性休克，发生概率很低，在百万分之一以
下。尽管如此，安志杰强调，接种疫苗后仍需按要求留观
30分钟。“因为严重的过敏反应都是在接种完疫苗后15分
钟左右发生，如果万一发生相对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接
种点可以及时进行救治，避免发生其他的意外。”

针对备孕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
专家王华庆说，基于对新冠病毒疫苗安全性的理解，备孕
期男女双方都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如果接种疫苗之
后发现怀孕了，不需要采取特殊的医学措施，包括终止妊
娠。“这也是一个国际共识。”

王华庆表示，不建议妊娠期妇女接种疫苗是从慎重
的角度来考虑，目前还未监测到疫苗引起的孕妇或胎儿
的异常情况，后期将做好监测加强工作。

编写“去中国化”问题教材祸害青少年
新疆打掉教育系统以沙塔尔·沙吾提为首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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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侯雪
静 高敬） 中央农办副主任、国家乡村
振兴局局长王正谱 6 日表示，脱贫攻
坚战全面胜利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
就是防止返贫，将采取 5 个方面举措
防止返贫。

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人
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白皮书，同时举
行新闻发布会。王正谱在新闻发布会
上作出了上述表示。

他介绍，现在的脱贫户和一些
边 缘 户 有 返 贫 的 风 险 。 为 防 止 返
贫，一是建立了长效机制，即防止
返贫的监测和帮扶机制。主要监测
收入状况、“三保障”状况、饮水安
全状况。在国家层面，将对各地工
作进行定期调度，健全农村低收入

人口的监测帮扶机制，分层分类做
好救助工作，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
生活。

二是保持政策的连续和稳定。中
央决定对脱贫县设立五年的过渡期，
在这五年中，主要帮扶政策保持稳定
并不断完善，要“扶上马、送一程”。
对现有的帮扶政策，目前正在进行梳
理、调整、优化和完善，逐步由集中
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平稳过渡，共确定了30多项配套政
策，将陆续出台。

三是强化帮扶。继续做好易地搬
迁后续扶持工作，有针对性做好产业
帮扶、就业帮扶，加强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建设。抓好重点帮扶县工作，
中央决定在西部地区设立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帮扶其顺利走上乡村全面
振兴的道路。各省也要选择一些重点
县集中帮扶。

四是汇聚各方力量。脱贫攻坚工
作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汇聚社
会各方的力量集中攻坚。这些政策、
措施要继续执行，比如东西部扶贫协
作和对口支援、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等。

五是继续压实工作责任。在过渡
期内，继续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各项工作。将适时组织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的后评估工作，重点评估
巩固质量和拓展成效，进一步压实各
级党委和政府的责任，坚决守住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