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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改革开放40年来， 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
更加拓展，职能任务更加丰富，法宝地位更加
凸显。 全省统一战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始终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解放思想、务实进取，开展了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统一战线呈现出团
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为湖南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广泛力量支持。

11月29日上午， 湖南省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召开第23场新闻发布会， 省委统战部介绍改革
开放40年来全省统一战线改革发展成就。

团结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更加巩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通过落实知
识分子、民族、宗教等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党
外人士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

结合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五一口
号”发布60周年、湖南和平解放60周年、新中
国成立6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等，组
织开展了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搞好政治交接等系
列主题教育活动。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组织引导广大
统战成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党外代表人士“两学一
助”（学系列讲话、学优良传统，助力新湖南）
学习教育，推动民主党派“不忘合作初心，继
续携手前进”专题教育、开展非公经济人士理
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和党外知识分子、 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
教育，凝聚思想政治共识。

推动落实联谊交友、 对口联系、 暑期谈
心、“谈心日、走访月”等制度。组织开展湖南
省十大同心人物评选、 湖南省民营企业百强
发布、 湖南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表彰、 湖南省创新创业先进典型巡回报

告会、同心讲堂等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广大统
战成员的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凝聚了理解改革、支持改革、
参与改革的广泛共识和磅礴力量。

服务发展大局成效更加显著
全省统一战线始终坚持充分发挥人才荟

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紧紧围绕省
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献计出力。1994年由
我省创造的“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
部门落实” 参政议政专题调研模式被写入国
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 白皮
书。 建立各民主党派省委就经济社会发展有
关重大问题直接向中共湖南省委提出意见建
议“直通车”制度，每年提交重大调研成果10
多项，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100多条，为省委、
省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促成了长株潭

“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湘江流域污染治理、
武陵山区扶贫开发、 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建
设等一批事关湖南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纳入
国家重要战略规划。

鼓励党外知识分子立足本职岗位， 加强
技术攻关，以袁隆平、姚守拙、刘友梅等为代
表的全省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在诸多领域和项
目中取得骄人成绩， 近三年来先后发布重大
科研成果2000余项。

营造“两个健康”的社会环境，推动出台
《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关于加强湖南异地商会工作的意见》等系列
政策文件， 助力非公经济转型升级、 提质增
效。推动完善保障体制机制。省委、省政府明
确将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情况纳入绩
效考核范围， 把民营经济发展的软指标变成
硬任务。湖南的民营经济从萌芽、发轫，不断
发展壮大，焕发出勃勃生机。2017年，我省非
公经济实缴税金2040.26亿元，占全省实缴税
金的57.8%；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的59.4%， 比1978年的4.1%提高了
55.3个百分点；全省技术创新的70%来源于非

公有制企业； 全省城镇非公有制经济共吸纳
就业1543.19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86.1%；
全省各类市场主体总量达336.33万户，其中私
营企业63.87万户， 占全部企业户数的89.7%，
个体工商户256.95万户。

打造了“同心美丽乡村”“迎老乡、 回故
乡、建家乡”等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统战工
作品牌。 明确三年内组织全省统一战线对接
创建500个“同心美丽乡村”，其中省级“同心
美丽乡村”100个。2018年已对接创建了37个
省级示范点。

组织全省统一战线组织、 团体及广大成
员投身三大攻坚战，深入开展“万企帮万村”
“一家一” 助学就业、“万企联村、 共同发展”
“同心创建”、党外专家服务团、“千侨帮千户”
等活动。截至目前，全省共有5420个民营企业
精准帮扶贫困村6168个， 实施项目10635个，
投资97.7亿元，帮扶贫困人口75.2万人。“一家
一”助学就业募集资金8634.4万元，开办校企
合作班430个， 帮助21586名学生完成学业实
现就业。争取“泛海助学行动”资助我省建档
立卡贫困户考取本科的学生19451人，发放资
金9725.5万元。

促进社会和谐作用更加突出
全省统一战线充分发挥协调关系、 化解

矛盾的重要作用， 为改革发展创造和谐稳定
的环境。

出台《中共湖南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
行）》， 制定并落实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建设、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推进多党合作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十八大以来，省
委、 省政府或委托省委统战部召开的政党协
商会议61场，其中省委书记、省长主持召开或
出席33场。

着力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加快
发展、民生持续改善，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
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创新城市少数民
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0年
来，我省民族法规政策不断完善，民族地区经
济总量不断壮大， 民族地区社会事业不断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十二五”以来，
全省有58个少数民族村镇列入“中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名录。全省有23个地区或单位被
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州或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依法管
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始终坚持中国宗教
中国化，开展“和谐寺观教堂”创建，倡导开展“五
进五好”活动，宗教领域总体和谐有序。

适应社会阶层不断变化的趋势， 组织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开展“活力新阶层·湖湘新力
量”“看巨变·凝共识·谋发展” 和法律志愿服
务等多项主题活动， 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目前我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
体上超过300万人。

依托湖南省海外联谊会、台联会、黄埔军
校同学会、湖南欧美同学会、湖南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香港湖南联谊总会、澳门湖南联谊
总会等，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起来，筑牢坚
持“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的人心基础，形
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
强大合力。

凝聚海外力量支持开放崛起
作为更加彰显
� � � �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统一战线广泛联系港澳同胞、 台湾同胞
和海外侨胞， 深入联系工商界人士、 青年学
生、专业人士，积极开展交流交往活动，积极
引进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
理经验， 鼓励和引导了一批港澳台人士来湘
投资创业，有力地支持了全省改革开放事业。

仅2017年， 香港来湘投资企业489家，合
同外资185.15亿美元；澳门在湘新设企业4家，
合同外资3252万美元。成功举办十一届“海联

三湘行”活动，牵线引进高端人才230余名，投
资合作项目180余个，公益捐赠2亿元以上，成
为湖南海外联谊工作的金字招牌。

扩大湘台两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通过
开展“湘台经贸交流合作会”“湖湘文化之旅”
“台胞千人夏令营”等活动，实现互利互惠，促
进湘台两地人民心灵契合。目前，湖南已建立
9家省级台湾工业园，1家台湾农民创业园和1
家湘台文化创意产业园； 已累计批准台资企
业和项目2618家， 实际到位台资600亿元，湘
台双向旅游的人数累计达500万人次。

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积极开
展“海外侨胞故乡行———走进湖南”“亲情中
华”系列活动。近年来，美国、法国、澳大利亚、
爱尔兰、香港、澳门的组织以及海外华侨华人
累计捐赠款物3880万元，涉及教育、卫生、乡
村道路建设等方面。

统一战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人才基础更加坚实
� � � �坚持抓好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和统战干
部队伍建设，巩固壮大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
长远发展的基础。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统战工作
的领导，省市县三级党委全部成立由党委书记任
组长的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省市县三级全部由党
委常委担任同级党委统战部长。

深入实施“百千万党外人才计划”，加大
物色发现、教育培养、选拔任用、监督管理力
度，我省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数量不断增加、素
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目前，全省党外
人士担任各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3万余人，
实职安排党外干部2万余人，其中正职576人。
省市县人大、 政协领导班子党外干部全部配
齐， 省市县三级政府领导班子配备党外干部
107名。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政治坚定、
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要求，不断加强统战干
部队伍建设，一批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
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优秀干部充实到统战部
门，一批优秀统战干部得到交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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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巨变 统一战线工作范围更加拓展，职能任务更加丰富，法宝地位更加凸显

凝聚支持湖南改革发展的磅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