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十三五”少数民族事
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
式印发，这是我省民族工作领域首
个专项规划，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加
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 加强民族团结的行动指南，
开启了我省民族工作的新征程。针
对规划亮点， 有关专家进行了解
读。

亮点一 以习近平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

《规划》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省委民族
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开创
全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的新局面。

“《规划》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自始至
终贯穿着习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
的新决策、新部署和新要求。”省民
族宗教研究所所长朱朝晖认为，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关怀少数民族、 关注民族地区、关
心民族工作，就民族工作发表了系
列重要讲话。 特别是在 2014 年召
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族工作的
大政方针，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新论断、新认识，作出了一系列新
决策、新部署、新要求。《规划》的一
大亮点，就是在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发展目标，到主要任务、政策措
施、组织实施等各个方面，自始至
终贯穿着习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
的新决策、新部署和新要求，并将
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地方化、具体化。

亮点二 紧扣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

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民生不
断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民族团结更加巩固，民族事务治理能力不
断提高。

“当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
依然较大，仍然是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 ”
吉首大学教授鲁明勇认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 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攻坚期。
近年来， 随着国家对民族地区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显著，已初步具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条件。 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差、
发展起点低、历史欠账多等因素影响，民族地区困难群
众多、少数民族困难群众多的现象还比较突出。

《规划》的一大亮点，就是围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深入分析了我省民族工作
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机遇，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亟待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将促进团结、补齐短板和提升
能力， 作为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载
体，为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省同步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亮点三� � 坚持实施对民族地区的差别化支持政策
《规划》对民族地区的差别化支持政策作出了许多

具体规定，如“对民族地区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
消县以下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市州级配套资金”，“对民
族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比照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享受
优惠待遇”，“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
新增可贷资金 70%以上留在当地使用”等。

“给予民族地区差别化的支持政策，才能确保民族
地区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曾立认
为，我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地区自然遗产特色鲜
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且基础薄弱、自身造血能
力不强，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实
施，周边省份加大了省际边界地区的开发力度，区域比
较差距日趋明显，对我省民族地区形成“吸金效应”和政
策落差。 要如期啃下少数民族脱贫这块“硬骨头”，必须
给予民族地区差别化的支持政策。

长沙理工大学教授刘解龙认为，《规划》着眼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 有针对性地从财
政、投资、金融、土地、产业、生态补偿、对口帮扶等 7 个
方面明确提出实行差别化支持政策。 这些差别化政策的
实施，必将有力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

（苏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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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项规划
引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省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徐克勤谈《湖南省“十三五”少数民族事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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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人民政府同意， 湖南省民宗委日

前印发《湖南省“十三五”少数民族事业发

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了未

来 5 年我省加强民族工作、推动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指导思想、 总体要

求、主要任务、政策措施。 对此，省民宗委

党组书记、主任徐克勤就《规划》起草过程、

主要内容和意义等作

了说明。

徐克勤指出，“十三五” 时期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在这么
一个历史时期，制定和实施好《规划》，
是深入贯彻中央、 省委民族工作会议
精神的重要举措， 是全面落实国务院
《“十三五” 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
民族发展规划》、《湖南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
重要步骤，事关中央、省委一系列战略

部署在我省民族地区的贯彻实施，事
关我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 事关我省少数民族和
民族地区与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徐克勤强调，《规划》 的编制充分
体现了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对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
去年，国家“十三五”专项重点规划从

“十二五”的 95 个压缩到 22 个，但仍
然保留了民族工作专项规划；我省在压
缩专项规划的背景下，第一次启动了民
族工作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 省委、省
政府对《规划》编制工作高度重视，省民
族工作领导小组专题听取《规划》编制
工作汇报，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就《规
划》编制作出指示、提出要求，有力地推
动了《规划》编制工作。

科学编制《规划》是深入贯彻中央、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

徐克勤介绍，本次《规划》编制由
省民宗委牵头， 省民族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省民委委员单位、民族地区
相关市州人民政府等参加编制。 省民
宗委党组坚持把编制《规划》作为贯彻
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
措，2015 年全面启动《规划》编制工作，
成立《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和起草
工作组，制定了《规划》编制工作方案。
安排相关人员参加了国家民委举办的
规划编制研讨班， 及时了解掌握国家
层面关于促进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最
新政策和动态， 并专题向上级规划编
制工作主管部门汇报我省规划编制工
作进展情况。 组织专门班子，围绕规划
中涉及的区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精
准扶贫、特色产业发展、少数民族特色

村镇保护与发展、 人才队伍建设等重
大课题，开展调查研究，进行可行性论
证，先后完成了《关于我省民族地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调研报告》、《关于
我省民族教育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关于武陵山片区旅游协作发展的调
研报告》等多项课题，为规划编制工作
提供了有力支撑。 省民宗委领导还带
队深入湘西、张家界、怀化、邵阳、永州
5 个市州， 民族地区 24 个县市区和辖
有民族乡的县（市、区）开展专题调研，
认真听取当地党委、政府、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民族工作部门的意见建议。
《规划》文本形成后，征求了省民族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省民委委员单
位、民族地区相关市州人民政府意见，
并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了评审论证。

徐克勤介绍，《规划》 是建国以来
我省编制的第一个少数民族事业发展
规划，开启了我省以专项规划引领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河，在我省
民族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主要

有以下 4 个特点：（1） 紧贴中央及省
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中央、 省委民
族工作会议精神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
根本遵循， 是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
的纲领性文件。 在编制《规划》 过程
中，坚持用中央、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
神这根“红线”贯穿始终，充分体现了
中央、 省委关于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
和中央、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2）
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规划》以国务
院《“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
少民族发展规划》和《湖南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为指导，全面分析“十三五”时期我省
民族工作面临的形势， 结合我省少数
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 紧扣 2020
年民族地区与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总体奋斗目标， 力求增强前瞻
性和指导性。（3）注重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 按照“发展靠项目引领，工作靠
项目落实， 规划靠项目支撑”，“抓住
大项目、大工程、大政策，就抓住了规
划的牛鼻子” 的工作思路，《规划》充
分吸纳前期研究成果及湘西州、怀化、
邵阳、张家界、永州 5 个市州，民族地
区 24 个县市区和部分省民委委员单
位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草案）成果，
使得规划实施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4）突出民族特色。 民族团结是各
族人民的生命线，《规划》把加强民族
团结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涉及民族
事务方面的内容有 5 个大类 11 项工
程项目，这是该《规划》与省政府其他
专项规划侧重点不同的地方， 也是
《规划》的特色和亮点。

《规划》既紧扣中央精神又紧贴湖南实际，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

徐克勤强调，《规划》坚持以中央和省
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奋斗目标，牢牢把握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
主题，提出了当前及今后几年我省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十二大任务：一是加
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推进全省
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三是推进民族地
区社会事业发展，四是推进民族地区新型
城镇化进程，五是加大民族贫困地区精准
扶贫力度，六是加大散居少数民族工作力
度， 七是大力促进民族关系和谐融洽，八
是推进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力度，九是加强
少数民族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十是加强民
族理论政策体系建设，十一是加强民族法
制体系建设，十二是提高依法管理民族事

务的能力。
徐克勤介绍，为了更好地实现《规划》

目标任务，《规划》 提出了民族地区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保护、
民族特色旅游、民族教育扶持、民族文化品
牌保护、扶贫攻坚、民生保障改善、少数民
族干部人才培养、民族团结进步、民族政策
法规等 12 个大类，64 项重点建设工程，明
确了“十三五”时期我省支持少数民族和民
族地区发展的建设重点。

徐克勤认为， 一个规划实施效果如
何，政策支撑是关键。《规划》提出了包括
财税政策、投资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
策、产业政策、生态补偿政策、对口支援政
策等 7 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比如，在财政
政策方面，《规划》提出：“加大省级财政对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在计算均衡性转
移支付、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时，给予
倾斜和照顾。 安排专项经费时，提高因素
分配法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因素的比
重。 加大财政对扶贫开发的投入，扶贫资
金、以工代赈资金重点向湘西州倾斜”。 在
民族地区比较关心的配套资金方面，《规
划》明确：“对民族地区公益性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取消县以下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市州级配套资金”。 这些政策既在顶层设
计上充分考虑我省民族地区的实际，又在
扶贫攻坚、推动区域发展、改善民生方面
明确了政府职责，充分体现了“十三五”时
期我省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
政策取向。

《规划》提出了当前及今后几年我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主要任务

徐克勤认为，从总体上来看，这次《规
划》理念新、质量高、内容实、有特色，具有
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是“十三五”
时期指导我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

为确保更好地贯彻实施，《规划》从加
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加强督促评
估，确保“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落到实

处， 提出了建立保障规划实施长效机制、
把实施少数民族事业规划作为评价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纳入绩
效评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评价体系，加
强规划实施情况监督检查、建立规划实施
评价监测体系、组织开展实施情况评估等
具体要求。

徐克勤指出，《规划》 提出的主要目标，

经过努力是可以如期实现的。 蓝图已经绘
就，任务已经明确，接下来，省直各部门特别
是民族地区各级党委、 政府及其部门要把
《规划》 实施作为事关全局的大事来抓，把
《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纳入各地
各部门的规划和计划中， 纳入具体工作中，
分解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分工，制定时间表、
路线图、责任状，确保完成规划任务。

《规划》是指导“十三五”时期我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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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女子不如男”。 杨凤菊 摄

“美丽家园”。 滕俊 摄 “情醉苗乡”。 蔡尚涛 摄

“身在春宵紫气间”。 林安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