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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繁荣发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国家的一项

重要政治制度。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1951年 1月 28日，我省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

方政府———炉山县凯里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1956年 4月，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置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决
定。1981年 9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兴义地区建制，设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1982年 5月 1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正式成立，此外，全省还建立了 11
个民族自治县。

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关心下，历届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党的
民族政策落实，遵守和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促进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繁荣发展中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紫云在国家的关心和帮助下，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很符合紫云的实
际情况，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助推了经济
快速发展，让我们广大的少数民族过上
了好日子。”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民
宗局局长潘明松介绍，该自治县总面积
2284 平 方 公 里 ， 总 人 口 373130 人
（2013年户籍人口）。全县有苗族、布依
族、汉族、回族、僳僳族、仡佬族等民
族，1966 年 2 月 11 日，经国务院批准，
紫云成立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根据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在国家宪法框架内，在
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过程中，紫云可以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结合民族地区特点
出台自治条例，做到因民族制宜、因地
区制宜，这为紫云各方面的发展奠定了
政策基础。

潘明松感慨地说道，比如生态保护

方面，整个安顺地区，紫云自治县的生
态是保护最好的县之一，这得益于该自
治县出台的 《禁止捕杀野生动物》 条
例，麻山地区至今还有很多野生动物活
动。根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对投
入的项目，紫云可以减少配套资金，很
大程度上减轻了财政压力，让更多的人
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其他民生项目
上。在人才招聘方面，同等条件下，可
以优先录用本地少数民族人才。高考方
面，少数民族考生有降分录取的照顾，国
家重点大学，也有定向招生优势，这在很
大程度上，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提
供了重要通道。国家对基础设施投入资
金也有倾斜，教育、医疗、交通等都有了
很大提升，基础设施的改善让该自治县
群众受益匪浅，更让少数民族同胞真切
地感受到了国家的关心和关怀。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民族区域自治助力经济社会大发展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张赛

黔东南州凯里市下司古镇一角。

1949年 11月，炉山县获得解放，中共炉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同时宣告成立。当时的炉山县城镇面积
很小，人口不多，经济落后。

“与其说是城，不如说是一个‘大寨子’。既无
存款也无城市公共设施，全城仅有一户以木炭为燃
料的电灯厂，照明不足 100户。到 1951年，工业只
有小型农具厂、酒厂、糖果厂等极少的地方工业。
城区范围只有 0.5 公里，人口不足 1000 人。”凯里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友生介绍说，“党对少数民
族地区的工作非常重视。解放后不久，1950年 9月
23 日由团长费孝通、副团长杨辛正率领的中央民
族访问团到达炉山。在炉山凯里的几个月，访问团
深入群众、了解民情、学苗话、唱苗歌，宣传党的
民族政策。”

1951 年 1 月 25 日至 28 日，经中共贵州省委、
省人民政府批准，炉山县凯里区召开各族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成立了贵州省第一个民族自治政府——
炉山县凯里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顾怀安 （苗族）
当选为自治区长。12名政府委员中 8名苗族、4名
汉族，少数民族委员占自治区政府委员总数的
66.7%。1955年 1月 7日改为炉山苗族自治县。

炉山迎来了城市发展历史的转折点。
开展农民业余教育会议，动员上万农民开始读

书认字；举行全县妇女代表会，宣传妇女在社会中的
地位；举办农村武装委员、民兵班长和合作社干部培
训班，进行政治教育，鼓足干劲克服畏难情绪，进一
步搞好社会法制，社会治安和办好农业合作社。

农民积极分子通过“农训班”培训后，有的提
为国家干部，有的任不脱产村干部。

这样培养了数百名干部，特别是培养了少数民
族干部，解决了当时干部奇缺又不懂苗话的难题。
这些干部为宣传党的政策、接管建政、征借粮草支
援前线、收缴敌藏武器和清匪、反霸、减租、退
押、征粮 5大任务，以及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
压反革命 3大任务，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
献，并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1956年 7月，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
立，随后州府由镇远迁驻凯里，县府也随着迁驻凯
里而改称凯里县。从此结束了炉山县这个名称。
1984年 1月 1日，撤销凯里县，设立凯里市。

由于社会制度的改革和正确的执行了民族政
策，并坚持和不断完善民族区自治制度，保障和促
进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群众生
活水平的提高。各少数民族生活、生产、文化、科
学也都不断大幅度提高。

往日贫瘠、落后、闭塞的旧面貌实现了交通、
城乡面貌、产业建设、脱贫攻坚、社会事业、民族
团结等各方面的全面突破和跨越发展。民族文化在
政策的保护与激发中百花齐放、绚烂多姿，迸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

贵州省第一个民族自治政府——炉山

县凯里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民族区域自治的有益探索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余光燕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于
1956 年 ， 国 土 面 积 3.03 万 平 方 公
里，居住着苗、侗、汉等 46 个民
族，户籍人口 484.73 万人，其中少
数民族人口占 81.5%，是全国少数
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州。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州上下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
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个主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以实干实绩谱写了少数民族
地区繁荣发展新篇章。

全力以赴打好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攻坚战。黔东南是贵州省贫困人

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
深的市州之一。面对脱贫攻坚艰巨
任务，黔东南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力以赴向

“绝对贫困”发起总攻。“十三五”
时期减少贫困人口 96.67 万人，黔
东南 1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853个
贫困村全部出列，30.81万人搬迁进
城，是全省减贫成效最好的地区。
撕掉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

黔东南最基本的州情就是欠开
发、欠发达。长期以来，黔东南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
展理念，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用好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两个
宝贝，奋力冲出“经济洼地”，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注重抓宣传教育，营造了
共同繁荣发展良好氛围。紧紧围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
线，开展形式多样的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教育，切
实把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
促进民族团结、共建美好家园上来。

——注重抓传承保护，促进了
民族特色文化繁荣发展。围绕国家
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建
立 健 全 文 化 保 护 管 理 机 制 和 州 、
县、乡、村四级民族文化保护责任
体系，增强人民群众对本民族文化
价值的认同。

——注重抓法治建设，健全了
民族区域自治体制机制。制定、修
订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自治条
例》 及 17个单行条例，民族工作法
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出台实施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
作的实施意见》《黔东南州民族文
化村寨保护条例》 等一系列文件，

“一法两规定”和党的民族政策得
到较好贯彻落实。积极探索“民族
自治+全民共治”治理模式，形成
了剑河县“民歌调解”、锦屏县华
寨村合约管理等矛盾调解经验，民
族事务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注重抓示范创建，构建了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样板。扎实开展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创建，全
州有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
位 10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
地 1 个，省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
范单位 162 个，先后荣获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集体表彰 391 个，荣获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表彰888名。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谱写少数民族地区繁荣发展新篇章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李丽

“好花红，好花红，好花生在
刺梨蓬。好花生在刺梨树， 哪朵
向阳哪朵红……”一首流传黔南的
布依族民歌 《好花红》，唱出了黔
南州各族儿女沐浴着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的阳光，像好花一样红的幸福
生活。

1956 年 4 月，国务院全体会议
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置黔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的决定。1956 年 8 月 8
日，国务院批准成立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的伟大实践，是黔南发展历史上

的重要里程碑，从此掀开了黔南历
史发展的新篇章。

65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亲切关怀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
辉照耀下，黔南各族儿女，沿着民
族区域自治的正确道路，艰苦创
业，奋发图强，开拓进取，在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

方面，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唱
响了一曲民族团结的好花红绚歌。

如今的黔南，成功创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州，民族团结
和睦指数连续多年保持 100%。

如今的黔南，经济社区大踏步
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
高，城乡居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2020 年 1640 亿 元 ，人 均 GDP 达
49747元。

如今的黔南，紧紧围绕融入“一
带一路”发展战略，大力推进高速公
路、铁路、机场、水运建设，公路通车
总里程增加至近 30000公里，高速公
路通车里程达 1300 公里，铁路里程
达 540 公里，全面实现“村村通”“组

组通”，打造了“外联顺畅、内联快
捷、互联互通”的水、陆、空现代立体
交通网络，大山里的人们踏上了经
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

如今的黔南，将绿色理念植入
工业、农业、城市建设和旅游业发展
中，强化植树造林、石漠化治理、草
地湿地恢复保护等生态工程建设，
森林覆盖率达 65.82%，成功举办第
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青山常在、碧
水长流。

如今的黔南，民族文化得到传
承与发展，各族群众文化生活多姿
多彩。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经济社会共发展 民族团结好花红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梁晓琳

放眼黔西南州兴义市洒金街道
易地扶贫安置点，无论是整洁干净
的小区广场，还是配套齐全的崭新
楼房，抑或繁忙的绣娘扶贫车间，
处处呈现着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和
谐稳定、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幸福生
活场景。

“跟城里人一样上班拿工资，
这要是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事！”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王珍谈起
自己的切身感受说，从祖祖辈辈生
活的普安县深山里把家搬到了这
儿，还通过就业培训在一所学校里
当起了保安，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
的生活。

王珍只是黔西南州易地扶贫搬

迁项目的缩影。“十三五”期间，
黔西南州经过不懈努力，确保一个
又一个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稳步实
施，共建成 36 个易地扶贫搬迁新市
民居住区，实现了城镇化集中安置
比例全省最高，兴仁市、安龙县、贞
丰县、普安县、册亨县、晴隆县和望
谟县顺利摘帽，629 个贫困村（其中
深度贫困村 165 个）全部出列，47.09
万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全 部 脱 贫 ，

33.85万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提前完
成，全州贫困发生率从 13.75%下降
至 0；全州生产总值由 1982 年 4.2 亿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353.4 亿元，增
长了 322倍，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连续
4 年位居贵州省第一，一个繁荣、稳
定、和谐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示范州呈现在世人眼前。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时间很短，州内分布有布依族、苗

族、回族、汉族等 35个民族，总人
口 368.81 万，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占
全州总人口的 43.55%，1982 年 5 月
1 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宣
告成立，这个被永久载入发展史册
的日子，不仅拉开了彰显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优越性的新序幕，也是中
国共产党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生
动实践。

黔西南州各民族之间和睦相

处 、和 谐 发 展 ，互 帮 互 助 ，亲 如 一
家，在民族团结的号召下坚定跟党
走，通过制定出台 《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等地方性法
规，依法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
益，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使民
族团结深入人心，为各项事业发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在生态、交通、
教育、医疗、住房、文化等领域的
获得感显著提升，凭着自身的智慧
和勤劳，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升级，
坚持产业带动脱贫发展，奋力打造
民族特色山地经济创新示范，在这
个典型的喀斯特山区、曾经石旮旯
遍地的“经济荒漠”里找到了脱贫
致富的法宝。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和睦相处 和谐发展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雯

道真，地处黔北渝南之交，1941 年置县，1987
年撤县设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是全国仅有的两个
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之一，总面积 2157平方公里，辖
11镇 3乡 1街道 85个村（社区），总人口 35万人，其
中仡佬族 17万人、苗族 9万多人，素有“黔蜀门屏”
之称。

道真作为以仡佬族、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集
地区，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仡佬、汉、苗、土家等10多个
民族。和平解放70年来，道真历届县委、县政府认
真落实中央、省、市民族工作精神，牢牢把握各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始终用发展的
思维谋划民族工作、用发展的举措促进民族团结、用
发展的成果巩固民族关系，带领各族人民走出了一
条全面创建、遍地开花的具有道真特色的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之路，建立了团结奋斗、同甘共苦的深深情
谊，呈现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成功申报省、市、县三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

镇2个、村寨7个、社区3个、学校2所、企业 1家。
积极创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玉溪镇桑木坝

村荣获中国首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称号，洛龙镇
大塘村荣获中国第二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称号。

三江镇群乐村、洛龙镇丁氏坝社区、隆兴镇浣
溪村、民族小学等荣获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
范单位称号。

2020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9.49 亿元，增长
10.2%。财政总收入 7.59 亿元，增长 7.2%，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214元，增长 10%。

新时代、新起点、新征程。道真将在党中央、
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遵义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弘扬

“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
时代贵州精神，同心同行、同心同德、锐意进取、克
难攻坚，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振奋的精神、更
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作风，共同书写民族团
结进步、社会和谐发展的崭新篇章。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民族团结促发展 同心同德共繁荣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李杰

黔西南州易地扶贫搬迁群众逐步融入社区新工作。
杨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