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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沙雅县政府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公布了公告，鼓励民众积极提供各类线索、

对提供有关被禁的 53 种行为的任何一种都将获得奖赏。考虑到沙雅县的维吾尔人

口占总人数的 83%，这一公告的对象显然是针对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 将沙雅县地方当局的这一公告(附加此简讯)全部翻译成英

文，并且深信这一公告通过金钱诱惑，加剧了当地居民之间的紧张情绪和猜疑。根

据政府的统计资料，沙雅县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远低于当地的平均水平。  

 

提供如下信息的可获得 50 元至 5 万元（8 美元到 8000 美元）不等的奖励。而对

“提供重大有现实危害的信息，予以 5 万元以上的重奖；提供危害社会政治安定类

信息的，奖励 5000 元至 5 万元”：对 2009 年 7/5 骚乱的歪曲、“反动”言论、鼓动

他人请愿以及鼓动他人集会。这一公告对于那些潜在的信息提供者罗列了 18 种可

以汇报的宗教行为，其中包括习俗性的宗教实践，这表明在东土耳其斯坦对宗教的

镇压已经无与伦比。 

 

这一公报是海外媒体过去对于中国政府日益加深对东土耳其斯坦宗教镇压进行了广

泛的报道之后出炉的。这些报道和沙雅县公告中对宗教史无前例的禁绝表明，自从

维吾尔人权项目在 2013 年 5 月发布了有关宗教镇压的报告后，维吾尔人的宗教自

由显著地恶化。 

 

维吾尔人权项目主任阿里木.斯伊托夫在华盛顿的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当局对于维

吾尔人宗教信仰的强化镇压导致东土耳其斯坦宗教自由的显著恶化。”“正如沙雅县

所揭示的那样，维吾尔人宗教信仰遭受的压制程度表明中国政府对于维吾尔人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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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宗教实践的压制无所不用其极。将维吾尔人的习惯性宗教实践同宗教极端主义相

提并论意味着每一个维吾尔人都是‘非法宗教活动参与者’，同时也意味着强迫维吾

尔人为了避免国家惩处而放弃信仰。” 

  

海外的诸多媒体包括路透社、华尔街日报、法新社以及英国的每日电讯都在 2014

年 4 月下旬报道了沙雅县官员如何通过提供奖赏，来获得有关“非法宗教活动”的信

息，包括维吾尔族穿着“奇装异服”以及男人胡须。这些报道基本上是基于中国的国

营媒体《环球时报》在 2014 年 4 月 24 日的一篇报道作出的。《环球时报》引用

一个新疆社科院人士的话说，沙雅县的公告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而且这样的做法

国际通行。 

 

《环球时报》甚至引述沙雅县的官员的话说，这一新的举措“更详细”，是“居于公安

部门此前的一个通告。”这一文件被广泛报道后，沙雅县的政府网站上取消了这一

公告。在《纽约时报》咨询沙雅县官员时，他们对于有关新的措施的提问不愿回答。  

 

维吾尔人权项目主任阿里木.斯伊托夫补充说， “这一公告将每一个维吾尔人及其邻

居变成奸细，为了金钱而监视和举报彼此的一举一动。为了维护习近平最近视察新

疆时所宣称的新疆政治稳定，这些举措在包括沙雅在内的维吾尔人乡镇制造了猜疑、

背叛及其恐惧的气氛。” 

  

对沙雅县公告的详细解读揭示了对维吾尔人宗教实践前所未有的限制，而这还没有

在先前的报道中得到详细披露。尽管对“伊斯兰面目”的控制已经有了诸多记述，但

对伊斯兰婚姻仪式“尼卡”的控制却是新鲜举措。 

 

“尼卡”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婚姻制度，缺失这一仪式的婚姻是不被穆斯林社会所承认

的。通过“尼卡”来确认婚姻关系是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每一个穆斯林的一种宗教义

务。在“尼卡”仪式期间，主持仪式的伊玛目要询问新娘和新浪是否愿意婚嫁，表明

了彼此的自愿意志。在婚礼期间，伊玛目需要就婚姻的意义进行宣讲。这一仪式在

维吾尔宗教和文化中根深蒂固，所有的维吾尔人结婚时都需要“尼卡”仪式。根据维

吾尔传统，缺失这一仪式的婚姻不被认为是穆斯林婚姻，并且含有一种文化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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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维吾尔社区中这样的婚姻不合法。沙雅公告中列举的举报行为将进行“尼卡”仪

式当作“危害婚姻法的实施。”根据沙雅县的公告，伊斯兰形式的离婚，即塔拉克，

也被认为是非法。 

 

沙雅县政府罗列的其他有关的宗教限制，包括禁止在斋月封斋、禁入清真寺以及禁

止进行私人宗教学习，已经在维吾尔人权项目 2013 年有关东土耳其斯坦的宗教自

由的报告“被玷污的圣权”中得到详细撰述，而且这些限制到现在依然有效。 

 

另一表明宗教控制变本加厉的迹象是阿克苏噶尔塔乐巴扎党委 2014 年 4 月 14 日

发布的通知，这一通知是有关一个国家公职人员努尔丁.突尔迪的“非法”丧葬仪式。 

这一广泛流传于社交媒体上的通知说，努尔丁.突尔迪在清真寺、而不是在家举行

的葬礼仪式违反了有关他这样身份的人如何举行的葬礼仪式的规定。这一违法的后

果是，那些通常由国家对此类人员支付的丧葬费取消，另外他家的福利被终止半年。 

根据以往习俗，以往国家允许任何希望举行伊斯兰丧葬仪式的维吾尔族按照自己的

意愿进行葬礼。 

 

自从“被玷污的圣权”在 2013 年 5 月发布以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了在东土耳其斯

坦有关限制宗教的一系列案例，包括 2013 年 8 月离喀什不远的布拉克苏；2013

年 5 月发生在离阿克苏不远的比十土革曼（Beshtugmen） 和伊革丽其（Igerchi）; 

2013 年 8 月发生在阿克苏乌什; 2013 年 11 在石河子； 2014 年 4 月在吐鲁番；以

及 2014 年 4 月，对维吾尔宗教领袖阿布杜克里木.阿布杜外力原本 12 年刑期的第

四次加刑。对维吾尔宗教严厉镇压的政策促使一个维吾尔代表迈出了超常的一步，

在 2014 年 3 月的政协回忆上大声疾呼。 

 

对维吾尔宗教信仰的镇压加剧呼应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定在东土耳其斯坦实施

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一战略将安全至于优先地位。国家的安全强化往往是以镇压

“三股邪恶势力即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进行的，但实际上却是攻击和平

的宗教活动。在自由亚洲电台在 2014 年 4 月 3 日发表了一篇报道中，美国国际宗

教自由委员会呼吁将中国政府列入美国国务院违法宗教自由的黑名单。美国国际宗

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卡特里娜兰托斯斯韦特对自由亚洲电台做如下表述：“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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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任何独立的宗教实践遭受攻击……除非各个宗教的信徒置于国家控制的宗教机

构和宗教活动的官控之下，这些活动成了被攻击的目标。” 

  

习近平 2014 年 4 月 30 日结束的对东土耳其斯坦的最近访问呼吁强化安全措施。

习近平访问了喀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他将这一维吾尔人占多数的

城市称之为反恐“前沿。”在访问东土耳其斯坦之前，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

调了中国需要对恐怖主义强化立场。正如美联社的报道，2014 年该地区的安全经

费将达 10 亿美元（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2010 年为 4230 万美元）。 

 

普世的宗教自由是人类的基本人权标准，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 18 条所规定的

那样。中国需要遵从的其他国家文件如如《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 也保障了宗教自由权利。中国的国内法如《宪法》和《民族区域自

治法》也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明文规定。尽管有这些国际和国内大法，通过实施违背

中国自己的国家法律的地方法规，对宗教自由的限制却被堂而皇之地“合法化。” 

 

维吾尔人权项目呼吁多边组织和相关政府对中国严厉镇压维吾尔族宗教权利展示行

动，强烈提醒中国、尤其是在其经济和政治影响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作为国际社会负

责任的成员的职责。此外，维吾尔人权项目深信，施压中国签署和通过《消除一切

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通过《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势在必行.  

 

 

附录： 沙雅县情报信息奖励公告 

 

2014-04-16 17:34    

社会稳定信息工作是做好稳定工作的第一要素，及时上报社会稳定信息可以积极预

防、准确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有效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鼓励广大

人民群众积极提供各类线索，现将我县情报信息奖励办法公告如下： 

凡是提供社会稳定信息一经核实查证属实的，根据信息种类和等级，按照标准分别

给予 50 元—5 万元不等的奖励。具体分为：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04/29/c_126448126.htm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4/29/us-china-xinjiang-idUSBREA3S03D20140429
http://bigstory.ap.org/article/chinas-xinjiang-doubling-anti-terror-budget
http://www.nytimes.com/2010/01/14/world/asia/14xinjiang.html?_r=0
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rc.aspx
http://www.iciba.com/%E6%B6%88%E9%99%A4%E5%AF%B9%E5%A6%87%E5%A5%B3%E4%B8%80%E5%88%87%E5%BD%A2%E5%BC%8F%E6%AD%A7%E8%A7%86%E5%85%AC%E7%BA%A6
http://www.iciba.com/%E6%B6%88%E9%99%A4%E5%AF%B9%E5%A6%87%E5%A5%B3%E4%B8%80%E5%88%87%E5%BD%A2%E5%BC%8F%E6%AD%A7%E8%A7%86%E5%85%AC%E7%BA%A6
http://english.people.com.cn/constitution/constitution.html
http://www.cecc.gov/resources/legal-provisions/regional-ethnic-autonomy-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mended
http://www.cecc.gov/resources/legal-provisions/regional-ethnic-autonomy-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mended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RD.aspx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RD.aspx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cpr.aspx


一、提供重大危安有现实危害的信息，予以 5 万元以上的重奖；提供以下危害社

会政治安定类信息的，根据提供信息价值，奖励 5000 元—5 万元： 

1、举报以分裂国家为目的，实施爆炸、投毒、放火、绑架、杀人，或制造、买卖

、运输、私藏枪支弹药，或为境内外反动组织刺探情报、提供资助等行为的线索。 

2、举报利用非法教经点，组织、实施传授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制造技术，或进行暴

力恐怖犯罪技能和体能训练的行为；向他人灌输分裂思想，鼓吹暴力，煽动民族仇

视的行为线索。 

3、举报以“阿拉木”为借口，攻击党和政府，实施或煽动他人拒绝使用人民币，拒

绝领用、销毁政府颁发的证件，拒绝办理婚姻登记，以“念尼卡”或“塔拉克”等方式

破坏婚姻法的实施，以及其它公然对抗国家法律、政策的行为线索。 

4、举报利用互联网制作、摘抄、复制、粘贴、登载带有煽动分裂国家、民族仇视

、歧视内容的音频、视频、图片、文字，并予以传播行为的线索；举报非法出版、

印刷、复制、销售和传播带有分裂国家内容的书刊、音像制品的行为线索。 

5、举报以宗教法庭等形式，实施强行裁判纠纷，妨害国家司法的行为线索。 

6、举报组织、纠集、强迫或者唆使多人参加非法宗教活动，干扰社会秩序的行为

线索。 

7、举报强迫、唆使、纵容应当接受国家义务教育的人员学经、封斋、礼拜，干扰

正常教学秩序的行为线索。 

8、举报争夺宗教场所和宗教团体领导权，强占讲经坛的行为线索；举报制造宗教

、教派之间矛盾，挑起宗教、教派纷争的行为线索。 

9、举报企图组织、纠集教民制造事端，干扰政府行使正常宗教事务管理职能，或

企图聚众围攻、冲击、强占、哄抢公共场所以及宗教场所的行为线索。 

10、举报非法讲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体罚和虐待他人身体的行为线索；干部

、职工、学生、党员、农村“三老人员”信教、进清真寺、私自改扩建宗教场所、收

取宗教课税等非法宗教活动的行为线索。 

11、举报涉及县域范围内有组织、有预谋的策划动乱、骚乱、非法游行、集会、

请愿、上访、罢工、罢课等严重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闹事苗头情报线索。 



12、举报对捕获危害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的重大通缉在逃犯罪分子起到直接作用

的线索。 

13、对防止或平息重大群体性闹事事件起到直接作用的线索； 

14、对防止集体叛逃、迁徙起到重要作用的线索。 

15、对取缔地下讲经点、非法“太比力克”等非法宗教活动起到直接作用的线索。 

16、对侦破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标语、传单、信件、反动宣传品、宣传圣战的影

像制品等煽动宣传性案件起到直接作用的线索。 

17、其他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全县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线索。 

 

二、凡检举、揭发或提供盗窃、抢劫、强奸、伤害、诈骗、毒品犯罪、交通肇事及

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等行为，

属《刑法》和《治安处罚法》规定的其它违法犯罪活动的，奖励 500－5000 元。 

三、凡举报以下其他类信息的，奖励现金 50-500 元： 

1、发现宗教场所有违反二十三条界定的； 

2、发现非法讲经的； 

3、发现本地人员到外地学经的； 

4、发现在公共场所做乃玛孜的； 

5、发现党员干部、未成年人进清真寺的； 

6、发现穿奇装异服，留大胡须人员的； 

7、发现刑释解教人员和其他人员经常聚会的； 

8、发现钱币上印有反动宣传口号的； 

9、发现有人歪曲“7·5”事实，说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有损党和国家形象的话的； 

10、发现有人言论反动，行动异常的； 

11、发现民汉居民之间存在矛盾纠纷的； 



12、发现有人观看反动碟片、手机、电脑存有反动视频的； 

13、发现私藏汽枪、猎枪的； 

14、发现私自制售火柴、燃气气瓶、管制刀具、烟花爆竹、汽油、水暖建材（水

管、堵头）等，未进行备案、未进行实名制登记、销售的； 

15、发现非法印刷、传阅反动宣传品的； 

16、发现公共场所墙壁上张贴反动标语的； 

17、发现种植麻烟、吸食麻烟、摇头丸、海洛因等毒品的； 

18、发现书店、音像店出售非法宣传品的； 

19、发现有聚众斗殴苗头的； 

20、发现有人要越级上访、集体越级上访的； 

21、发现有人教唆他人越级上访、闹访、缠访的； 

22、发现他人家中存放大量汽油、硝铵、玻璃输液瓶等危险物品的； 

23、发现违反婚姻法早婚的； 

24、发现违反计划生育法超生的； 

25、发现假冒国家公职人员或利用其他方式进行行骗的； 

26、发现搞封建迷信的； 

27、及时报告各类交通事故，并提供线索的； 

28、发现有人未经派出所允许，私自出租房屋的； 

29、发现聚众赌博的； 

30、发现本地人员失踪的； 

31、及时发现未在社区、村、派出所登记的流动人员的； 

32、发现未成年人辍学的； 

33、发现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和在游戏厅赌博的； 

34、及时发现进入我县的外国人的； 



35、发现公共设施、娱乐场所存在安全隐患的； 

36、其他涉稳信息。 

 

四、情报信息上报途径及方式： 

发现以上各类线索的，一是可向所在乡（镇）场政法书记、派出所汇报；二是可直

接拨打“110”进行汇报；三是可向县公安局汇报；四是可向社区（村）党支部书记

汇报；五是可向县委政法委汇报（电话：8322230）。汇报人本人可直接到以上单

位汇报，也可打电话或利用信件向以上单位汇报。 

凡检举、揭发或提供情报线索的群众，可留下联系方式，线索一旦查证真实有效的

，相关部门将与举报人联系，根据《沙雅县情报信息奖励公告》给予奖励。举报人

不愿意留下联系方式的，可留下银行账号，提供的线索经查证真实有效的，根据《

沙雅县情报信息奖励公告》的奖励标准，相关部门负责将奖金打入举报人提供的银

行账号。 

五、举报人安全保障 

县委政法委、县公安局、各乡（镇）场派出所、各乡（镇）场政法书记、各社区（

村）党支部书记将会为举报人做好保密工作，公安机关将会保障举报人的人身安全

。 

 

 

图：原网版公告在下页。  





 

美国维吾尔协会 

 

美国维吾尔协（UAA）致力于促进丰富、人文、多元维吾尔文华的保存和繁荣，

支持维吾尔人民以和平、民主的形式追求他们在东突厥斯坦的政治前途。 

 

 

 

维吾尔人权项目 

 

本着落实基本人权就可以推进实现一个群体民主梦想的启示，美国维吾尔协会与

2004 年成立的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以提升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及其他民

族的人权状况。 

 

维吾尔人权项目通过如下活动来揭示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及其他土著民族的困境： 

研究、撰写同民权、政治权利、社会及经济权利相关的反应基本人权状况的新闻和

长篇报道。 

 

就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及其他土著民族所面临人权状况以书面或个人面对面形式向

记者、学者、外交官、政治家进行吹分报道。 

 

美国维吾尔人协会 

1420 K Street NW Suite 350 

维吾尔人权项目 

1420 K Street NW Suite 350 



Washington, DC 20005 

www.uyghuramerican.org  

info@uyghuramerican.org    

Washington, DC 20005 

www.uhrp.org  

info@uhrp.org  

 

 

 

http://www.uyghuramerican.org/
mailto:info@uyghuramerican.org
http://www.uhrp.org/
mailto:info@uhrp.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