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要闻
2021年３月30日 星期二 责编：叶勇 孟宪东

“新疆数十万少数民族劳工被迫手
工摘棉花？”“教培中心女学员被性
侵？”……3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多名干部群众在外交部举行的涉疆问题
新闻发布会上与中外媒体面对面，以亲
身经历讲清事实真相，揭露西方反华势
力的谎言谬论。

“外出务工是为了过更好的生
活，跟‘强迫劳动’没有任何关系”
对于所谓“强迫劳动”的指责，新疆博

乐市纺织企业工人阿丽米热·吐尔孙说，外
出务工是为了赚更多钱、过更好的生活，跟
境外所谓“强迫劳动”没有任何关系。
“2020年4月，在村委会的宣传栏

上，我看到博乐市一家纺织公司的招工
信息，我一看工资待遇挺不错，就报名应
聘了，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她说，上
岗后公司给每名新进员工安排了师父，
不到半年时间她就成了公司的技术骨
干，现在每个月能拿到4800元，家里的
生活越来越好。
面对西方反华势力借棉花生事，吐

尔孙很是生气。“境外那些人没有来过我
们公司，根本不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他
们说的那些话都是瞎编的，他们这样做
就是想砸掉我们的饭碗，毁掉我们的幸
福生活，让我们没活干、没饭吃，他们这
么做非常可耻、可恨。”
“棉花是白的，但一些人的心却是黑

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
发言人伊力江·阿那依提说。
他介绍，从棉花种植来讲，新疆特别

是南疆地区的各族农民都愿意种植棉
花，因为收益高、销路广；从棉花采摘来
讲，从过去到现在，新疆棉花的采摘根本

不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这些年，新
疆的棉花生产已经实现了高度机械化，
即使在忙碌的采摘季节，也不需要大量
的采棉工。据新疆农业部门发布的2020
年数据显示，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
69.83%；从棉花加工来讲，新疆的棉纺企
业都是合法注册、依法依规生产经营的
企业，根本不存在“强迫劳动”问题。
“我们欢迎各国企业到新疆的棉花

产地、棉纺企业实地参观，与棉农和棉纺
工人聊一聊，做出明智的选择。”他说。

“如此造谣诋毁，你们
良心不痛吗？”
针对西方有媒体称所谓新疆“再教

育营”存在对妇女的性侵，喀什地区泽普
县教培中心的结业女学员迪丽娜尔·卡
哈尔现身说法，狠狠“打脸”这一报道。

她说，女学员在教培中心学习期间，
各项权利都得到了充分保障。“当听到境
外这些不堪入耳的谣言时，我和同学们
都特别气愤。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我
心里最清楚，教培中心根本没有任何女
学员被性侵过。如果是你们的姐妹，你
们也会这样造谣污蔑吗？”
“我想对那些造谣者说，你们整天胡

说八道，靠诋毁教培女学员的名誉来达到
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你们不感到羞耻
吗？良心不痛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你们的丑恶言行必将受到惩罚！”她说。

伊力江·阿那依提说，英国广播公司
关于女性教培学员遭受“性暴力”的报道，
纯粹是无中生有、危言耸听。新疆的教培
中心严格贯彻落实中国宪法和法律关于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充分保障学
员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严禁以任何方式

对学员进行人格侮辱和虐待，根本不存在所
谓的女性学员遭受“性暴力”的情况。

“奉劝一些国家承认现
实、回归理性”
近日，欧盟、美国、英国、加拿大基于谎言

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
中国新疆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
人徐贵相表示，个别反华势力在种族问题
上集体“失法”、集体“失理”、集体“失忆”、
集体“失智”。
“为了插手新疆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他们丧失了理智、丧失了良知、丧失了底
线，热衷于政治操弄，沉迷于‘制裁’把戏，
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欧盟、美国、英
国、加拿大合伙借涉疆问题搞政治操弄，目
的就是通过打‘人权牌’搞乱新疆、遏制中
国。”他说。

针对近日H&M等企业基于谎言声称
抵制新疆棉，徐贵相表示，H&M作为一家
企业，应该搞自己的经营活动，不应把经济
行为政治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把各
国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作为
国际性的企业，应该看到这一点。
“现在的中国不是1840年的中国，中

国人民遭受西方列强任意欺凌的时代一去
不复返了。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
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奉劝一些国家承认
现实、回归理性，如果一意孤行、错上加错，
中国人民也必将以牙还牙，坚决奉陪到
底。中方的反制措施正当、合理、适度，无
可指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企业要擦亮眼
睛、明辨是非。”他说。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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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
董雪 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9
日说，美国一些人不仅把新疆棉花污名
化，还企图将中国政府与民意割裂对立，
其心何其毒也！希望有关企业在华经营
合法合规，不要沦为某些政治势力的工
具，更不要挑战中国民意。

赵立坚说，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上海代表处日前发表声明说，中国区项
目团队从2012年开始对新疆项目点所
执行的历年可信度审核和验证，从未发
现一例“强迫劳动”。“我们不禁要问，既

然该协会没有发现‘强迫劳动’，那么‘强
迫劳动’的结论是从哪来的？请你们拿
出确凿证据来！”

赵立坚强调，做生意讲究尊重，一面
赚着中国消费者的钱，一面对中国抹黑攻
击、损害中国利益，用一句俗话说，“吃着
中国的饭，还砸着中国的锅”,天下哪有这
种美事。“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我们
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始终为各国
企业在华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希望有关
企业在华经营合法合规，不要沦为某些政
治势力的工具，更不要挑战中国民意。”

因所谓的“抵制中国新疆棉
花”，一个名叫BCI（瑞士良好棉
花发展协会）的组织引起广泛关注。新华
社记者前往BCI的瑞士总部实地探访，其
办事人员拒绝接受采访，只是隔着玻璃窗
写了个网址让记者进行联络，而该网址登
出的电话为印度区号，通过这个电话根本
无法联系该组织总部。BCI如此操作，显
然与正规的国际组织有天壤之别，颇有几
分“草台班子”本色。
首先，BCI不专业。该组织自称，其目标

是在全球推广更好的棉花种植标准及行动。
业内人士指出，其倡导的棉花种植标准并不
高，起点较低，甚至其中一些标准在中国已遭
废除和淘汰。这样一个自我标榜的棉花产业
“行业标杆”，在去年初美、澳一些机构炮制新疆
不实报告之后，未经实地调查就马上停止了对
中国新疆地区的棉花发放认证书。之后BCI
又发表声明诬称新疆地区农场“强迫劳动”风
险越来越大，完全无视新疆这个全球举足轻重
的产棉区已普遍实现机械化作业的事实。人
们不禁要问，没有展开独立调查就人云亦云，
如此得出的结论有几分可信度？更令人不解
的是，日前BCI上海代表处称，中国区项目团
队严格遵照BCI的审核原则，从2012年开始
对新疆项目点所执行的历年第二方可信度审
核和第三方验证，从未发现一例有关强迫劳动
的事件。但BCI总部对自己分支机构的现场
调查结论置若罔闻，对之前的错误做法保持沉
默。不难看出，BCI在新疆棉花问题上是蓄意
抹黑，自相矛盾，毫无专业性可言。
其次，BCI不独立。BCI官方网站显示，

美国国际开发署是其重要资助者之一。作为
直接服务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联邦政府机构，
美国国际开发署“名声在外”，其网站宣称“通

过伙伴关系和投资等手段”，主
导美国的国际开发、灾害援助等

工作，致力于拯救生命、削减贫困等使命。不
过，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一机构曾多次被
指责干涉受助国内政。其作为维护美国海外
霸权的工具属性不言自明。BCI有这样一个
“金主”，很难不让人怀疑其独立性。同时有
证据表明，BCI早期曾获得大量美国商户及
品牌商赞助扶持。BCI理事会主席马克·莱
科维茨同时是美国Supima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而Supima正是美国皮马棉的推广和营销
组织。皮马棉和新疆棉存在市场竞争关系。
BCI此番罔顾事实，一味“打杀”新疆棉，是否
有其他利益考量？
第三，BCI不透明。BCI总部仅仅在一

个办公楼一层租了几个办公室，没有多少
研究人员的情况下，如何做出令人信服、甚
至可以影响全球贸易的决定？尽管BCI自
我标榜非营利，但收起钱来却毫不手软。
2000多会员个个都要付会费，单单为了在
服装吊牌上挂BCI的标识，一众零售和品牌
商就要付出从6000到45000欧元不等的年
费，颇有种“花钱进圈子”的感觉。但BCI并
未公开其制定标准的依据何来、如何决策，
如此缺乏透明度的运作，着实令人生疑。
尽管BCI宣扬“体面劳动”与“环保高标

准”，但其自身操作既不体面、更无标准。尽
管BCI声称自己脱胎于世界自然基金会倡
议，但该基金会向新华社记者证实，BCI从
2009年起已与基金会没有关系。这样一个
出身可疑、决策失据、自相矛盾、以圈钱为目
的的“非营利性”机构，竟然企图通过自身所
做的决定抹黑中国、打压蓬勃发展的中国棉
纺织产业，实在是不自量力，荒唐可笑。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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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棉机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一处棉田进行采收作业。 新华社发

国际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