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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反恐辦：採取一切手段堅決打擊
疆恐襲漏網群兇全部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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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通社報道，國務委員
、公安部部長郭聲琨27日簽署命令，給
新疆巴楚縣公安局色力布亞派出所記集
體一等功，追授在處置 「4．23」暴力
恐怖案件中英勇犧牲的任昌舉、買買提
明．吾布力、張立山、劉牧、努爾買買
提．艾買提、買買提明．阿布力米提等
6名民警全國公安系統二級英雄模範榮
譽稱號。

公安部網站29日報道，面對窮兇極
惡的暴徒，任昌舉等民警以對黨和人民
高度負責的精神，置個人生死於度外，

英勇無畏、不怕犧牲，捨生忘死、前赴
後繼，與暴徒展開殊死搏鬥，為維護國
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保衛人民群眾生命
財產安全作出了突出貢獻。

公安部網站消息稱，在處置過程
當中，巴楚縣公安局色力布亞派出所
所長任昌舉、教導員買買提明．吾布
力、民警張立山、劉牧、努爾買買提
．艾買提和夏馬勒派出所民警買買提
明．阿布力米提等6名民警光榮殉職，
譜寫了感人至深、催人淚下的英雄壯
歌。

喀什各族千人追悼先烈

色力布亞派出所獲記一等功

【本報訊】處置 「4．23」嚴重暴力
恐怖案件烈士追悼會29日舉行，15名犧
牲的社區幹部、警務人員親屬以及數千
名各族幹部群眾來到喀什市喀什噶爾賓
館會議中心，為已故英烈送行。

據新華社報道，追悼會現場莊嚴肅
穆，氣氛沉重。主席台正中擺放15名
英烈的遺像，追悼大廳四周，立滿了社
會各界緬懷英雄烈士的花圈。

10點30分，追悼會正式開始。參加
追悼會的全體人員立正，向烈士致敬默
哀，追悼會闡述了15位烈士的生平經歷
和抗擊暴行的英勇事跡。全體在場人員
站立靜聽，不時有人落淚抽泣。

追悼大廳右前方，艾尼瓦爾．艾海
提帶一家人，強忍悲傷與其他英烈
家屬靜靜地站在那裡。 「4．23」暴力恐
怖事件中，艾尼瓦爾．艾海提失去了兩
位至親：兒子艾克拜爾．艾尼瓦爾和弟
弟塔伊爾．艾海提。

「我為他的行為感到自豪」
「兒子已經訂婚，原本計劃4月25日

就舉行婚禮，哪會想到發生這樣的事？
」他哽咽地說，弟弟留下了兩個正在上
學的兒子，家裡突然失去了支柱，兩個
孩子到現在都不相信這是真的。

艾克拜爾．艾尼瓦爾和塔伊爾．艾
海提於26日中午入土下葬。葬禮當天，
艾克拜爾．艾尼瓦爾的母親坐在院子角
落不停抽泣；72歲的吾書爾漢．艾外孜
滄桑的臉上掛痛苦和茫然。23號的中
午，可憐的老人失去了一個兒子、一個
孫子。

「嫁給這樣的人我不後悔」
「這樣的晴天霹靂換作誰都受不了

，不過，到現在依然還是沒有後悔讓兒
子走上警察這條道路，他的血不會白流
，我為他的行為感到自豪。」艾尼瓦爾
．艾海提說。

事件中新疆巴楚縣色力布亞鎮派出
所長任昌舉擊斃一名暴徒，6發子彈全部
打完後被殘忍地殺害。

29日，妻子陳麗芳帶兒子參加丈
夫的追悼會。 「多希望他還在身邊，為
他端一盆熱水燙燙腳，看他和孩子玩
耍的笑容。」她說， 「服從命令是公安
幹警的天職，他是一個好警察、一個好
丈夫、一個好父親，嫁給這樣的人我不
後悔。」

事件發生後，新疆各族幹部群眾對
暴徒的殘忍行徑無比憤怒，並表示要與
暴力恐怖行為鬥爭到底。

【本報訊】隨着以喀斯木．買買
提、艾比布拉．巴拉提為首的25名暴
恐團夥成員全部歸案，巴楚縣 「4．23
」嚴重暴力恐怖犯罪案案情基本查清
。警方透露，該團夥先後進行5次試爆
活動，並預謀今夏在喀什市 「幹大事
」。

據中新社報道，警方還查獲20枚
爆炸裝置，3面 「聖戰」旗幟，以及大
量製爆原料、管製刀具、習武器材和
非法宗教宣傳品等作案工具，查明了
該暴恐團夥形成、活動及案發等基本
情況。

2012年12月初，喀斯木．買買提
帶領買買提明．馬合木提、木沙．艾
山等人及家人集中至巴楚縣色力布亞
鎮分散租住，團夥成員經常集中在買
買提明．巴拉提家中進行體能訓練，
並模仿暴恐視頻練習殺人技巧，喀斯
木．買買提對團夥成員進行了分工。

2013年3月初，喀斯木．買買提糾
集團夥成員籌備暴恐活動經費，製造
爆炸裝置、頭套、遙控器等作案工具
，為暴恐活動做準備。3月中旬，該團
夥製造了8把大刀，先後進行5次試爆
活動，並預謀今年夏天在喀什市人員
密集的公共場所 「幹大事」。

4月23日上午10時許，喀斯木．買

買提安排買買提明．馬合木提、艾尼
瓦爾．阿布都熱依木在買買提明．巴
拉提家中製作火藥，自己帶領其餘成
員在附近幹活。13時許，買買提明．
巴拉提、艾比布拉．巴拉提返回家時
遇見當地社區工作人員和民警入戶走
訪，艾比布拉．買買提藉口取鑰匙向
喀斯木．買買提等人報信。喀斯木．
買買提等5人隨即乘坐摩托車趕回，將
藏匿在木沙．艾山出租房內的大刀等
兇器分發給團夥成員，在買買提明．
巴拉提家附近觀察情況，當看到製爆
物品被發現、製爆人員被控制後，害
怕罪行敗露，喀斯木．買買提帶領團
夥成員衝進院內，與院內團夥成員對
在場社區幹部及民警進行砍殺。

搏鬥中，鎮派出所所長開槍擊斃
暴徒1名、擊傷l名，3名社區女幹部被
殺害，其餘9人被迫至房內，暴徒向屋
內潑灑汽油並縱火，致全部遇難。後
續趕來的鄉鎮幹部及民警相繼遭受設
伏暴徒的襲擊，民警擊斃暴徒l名，l名
鄉鎮幹部遇害，2名民警重傷後不治身
亡。此後，4名暴徒衝出巷道打砸燒毀
車輛，在衝擊鎮政府時1人被擊斃，另
3人劫持一輛三輪摩托車轉而衝向派出
所，將派出所檔案室和民警宿舍點火
焚燒，被擊斃。

【本報訊】經過連續5晝夜奮戰，新疆警方宣布，截至
4月28日，巴楚縣 「4．23」 嚴重暴力恐怖犯罪案件告破，
25名暴恐團夥成員全部歸案，其中6名被擊斃，當場抓獲8
人，逃往喀什、巴州和烏魯木齊等地的11名犯罪嫌疑人先
後落網。國家反恐辦主任、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29日在新
疆表示，對於那些不思悔改、繼續挑戰法制、以身試法實
施暴力的恐怖分子，將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堅決打擊。

據中通社、新華社報道，新疆喀
什29日為在處置4．23嚴重暴力恐怖案
件中犧牲的15名民警和社區工作人員
舉行追悼大會，並對相關人員進行表
彰。

孟宏偉在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稱
，新疆巴楚縣4月23日發生的案件，
是一起嚴重的暴力恐怖犯罪案件，恐
怖分子對從事日常工作的執法人員和
手無寸鐵的社區服務人員發動了突然
襲擊，造成了重大損失。該案案情已
基本查清，並查獲了一批自製的爆炸
裝置和兇器，以及 「東突」恐怖旗幟
等。

孟宏偉稱，被暴徒殺害的15人中包
括維吾爾族10人，漢族3人、蒙古族2人
，另外還有2名維吾爾族人受傷。案件
中的恐怖分子殘殺執法人員，殘害無
辜群眾，不分男女，不分民族，充分
暴露其反人類、反社會的真面目，同
時說明， 「三股勢力」是新疆各族人
民的共同敵人。

孟宏偉表示，沒有任何一個負責
任的國家可以容忍恐怖活動，對於那
些不思悔改、繼續挑戰法制、以身試
法實施暴力的恐怖分子會採取一切必
要手段，堅決打擊。

嚴打「三股勢力」除惡務盡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已評定塔

依爾．艾海提等15名在案件中被暴徒殘
忍殺害的英烈為烈士，29日上午在喀什
市召開處置 「4．23」嚴重暴力恐怖案
件有功人員表彰大會。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副書記、
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在大會上說
： 「被施暴的對象沒有民族之分，事
實證明暴力恐怖分子、宗教極端分子
犯下的種種暴行，既不是民族問題，
也不是宗教問題，而是分裂與反分裂
、維護祖國統一與破壞祖國統一的政
治鬥爭，沒有絲毫妥協、退讓的餘地
。」

他認為， 「4．23」嚴重暴力恐怖
案件只能使各族幹部群眾更加擦亮眼
睛，認清暴恐分子反人類、反社會、
殘害群眾、破壞祖國統一的反動本質
，團結一心，構築反分裂、反暴力恐
怖鬥爭的銅牆鐵壁。

努爾．白克力說，目前新疆社會
大局總體保持穩定，但受境內外各種
複雜因素影響，穩定形勢仍然十分複
雜，面臨的挑戰依然十分嚴峻。「4．23」
嚴重暴力恐怖案件的發生表明，新疆
分裂和反分裂的鬥爭是長期的、複雜
的、尖銳的，有時甚至是十分激烈的
。要繼續保持對 「三股勢力」的嚴打
高壓態勢，主動出擊，露頭就打，毫
不手軟，除惡務盡。善用底線思維，
不斷研究新情況新問題，發揮好基層
組織戰鬥堡壘作用和現代文化對意識
形態的引領作用。

他指出要進一步增強處置能力，
堅決切斷境內外民族分裂勢力的聯繫
渠道，堅決把各類滲透破壞活動消滅
在預謀階段和行動之前，確保一旦發
生暴恐案件，能夠第一時間、第一現
場果斷處置。

巴楚暴恐案細節全曝光

疆獨密謀今夏做大事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右一）在追悼會上安慰烈士親屬
中新社

▲追悼會現場 新華社

▲29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黨政領導、烈士親屬和當地近千名幹部
群眾參加了哀悼犧牲烈士活動 中新社

▲29日上午，新疆 「4．23」 暴力恐怖事件中
有功人員表彰會在喀什市舉行 新華社

▶一名受傷警察在表彰會上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