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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 

边疆地区的政策指向及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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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边疆地区发展和边疆地区人民生活改善，不同
时期根据边疆地区发展的需要采取了有效的支援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通过特殊帮扶政

策，初步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条件，赢得了民心，疏通了民族关系，巩固了边疆地区的和

谐稳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针对边疆地区落后状况，采取特别照顾和倾斜政策，使得边

疆地区经济社会服务融入了国民经济体系，促进了各民族共同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缩小边

疆地区与内地省区的差距，主要采取中央支持与对口支援相结合的政策，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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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站在国家统一、

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战略高度，针对边疆地区特别是

少数民族聚集边疆地区特殊性，一直毫不动摇地坚

持支援政策，并不断完善，提高政策实施的实效性。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支援边疆政策的演变，可分为

特殊帮扶、政策倾斜、对口支援几个阶段。实践证

明，这些政策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形成了民族融合团结的局面，使得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特殊帮扶政策，

重点资助教育卫生等基础性民生工程，改变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基本生存状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一穷二白”的国情，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当时，

少数民族聚集的各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

情况更是突出。因此，中央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在

很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想方设法从财力、物力、人力

上大力支援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少数民族发

展生产，逐步改变其贫困落后的状况。具体的对策

主要有： 

1．重点采取了“派驻”和“组织参观”的重
大措施，进行社会调查，增进民族间互相了解，消

除民族隔阂，改善民族关系。在旧中国，历代统治

者处理民族问题的具体策略和方法上实行民族歧

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政治上、法律上歧视少数民

族，甚至挑拨民族关系，挑起民族间的互相仇杀。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勾

结在一起，散布各种谣言，离间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和合作，造成了少数民族对党的民族政策缺乏了解

甚至有些误解。因此，中央政府认为推动民族地区

发展的前提是要做好民族疏通工作。1950—1952，
中央先后派遣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 4个
访问团 300余人，历时 15个月，[1](P701) 进行慰问，

视察民情，宣传《共同纲领》及民族政策，征求少

数民族对于中央人民政府实施各种政策的意见。同

时，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阶层人士到北京及

内地参观。如 1950—1951 年，仅到北京来的各民
族参观团有 18个，900多人，包括 40多个民族成
分。1950—1965 年的 15 年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
会组织和接待少数民族参观团达 395 个。[1](P703)这

些参观团到北京以后，大多受到中央领导人的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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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他们亲身感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

少数民族的关心和重视，看到了希望，思想感情发

生了深刻变化，回到本地区后，自觉成为党和国家

民族政策的宣讲者。  
2．实行“政权未建，贸易先行”①

的方针，解

决了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困难。据统

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年中，各地贸易部门在

少数民族地区先后设置了国营贸易公司、门市部、

采购站、代销店、加工厂等 750个企业机构，组织
了大批流动贸易小组。[2](P54)从省城、县城派出民族

贸易工作队，他们用马驮、肩挑把生活必需物资送

到少数民族地区。各级人民政府还为少数民族及时

发放大量的救济粮和救济款，如：广西省各级人民

政府 1950—1952 年就拨给当地少数民族群众 750
万公斤左右的救济粮，在海南仅 1950 年就发放救
济粮、优抚粮 280万公斤，救济款 15万多元。[1](P705) 

3．派出医疗大队帮助改善少数民族卫生健康
状况。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各种疾病

猖獗，严重危害各族人民身体健康。新中国成立后，

从 1950—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拨专款 1 000万元
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先后派出 8
个防疫大队和医疗大队，分赴西南、中南、内蒙古、

西北民族地区，进行巡回医疗，开展卫生宣传教育，

培养民族医疗卫生干部。各有关省和地区分别派遣

各种卫生工作队、巡回医疗队和疟疾防止队等，到

少数民族山区、牧区送医送药，免费治病。[1](P702-708) 
同时，为培养少数民族医疗卫生干部，先后在民族

地区设立医学高等院校，这些措施使少数民族地区

的医疗卫生面貌有了显著的改善，及时控制了危害

少数民族人民身心健康的严重疾病，培养了大量民

族医疗卫生干部，保证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身体健康

和少数民族人口的繁衍。 
4．国家特设“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补助费”，为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内蒙

古、新疆、甘肃牧区，过去学校教育几乎一片空白，

到 1955 年不仅发展了牧区的小学教育，而且设立
了牧区中学。西藏地区直到 1952 年才在拉萨成立
第一所小学，到 1955年全区已有小学 31所，学生
2 000 余名。云南省 1951 年仅有省立民族小学 32
所，到 1955年达到 3 700多所。过去根本没有学校

的地区，也建立了学校。[3](P662-676)同时，高等教育

也开始了发展的步伐。1950 年 11 月，政务院第六
十次政务会议批准通过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

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根据这

两个《方案》，从 1950年开始有关部门着手建立中
央民族学院和地方民族学院共 6 所。到 1958 年，
他们培养训练了各民族干部 3万多名；在各高等院
校和民族学院就读的在校学生达 2.2 万多名，比新
中国成立前增加了 35倍。[1](P738) 

5．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帮助，使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水利水电、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事业从无

到有得到发展，巩固和加强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

关系，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奠定了基

础。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兴修水利。1953年，新疆第
一座现代化灌溉工程红雁池水库，海南黎族苗族聚

集地区都总灌溉工程，云南保山专区大盈江防洪工

程等竣工。[4](P300-301)二是帮助发展交通运输业。在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铁路、公路的重点放在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如：全国新建的 8 条铁路干线
中有 5 条在少数民族地区或直接与少数民族地区相
连。同时，修建了川藏、青藏、新藏等一批公路。

至 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铁路通车里程达 6 300
多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 9.4万多公里。[5](P99)一些

少数民族地区还开通了空中航线，经过疏通、炸礁，

少数民族地区开辟了大量内河运输航道等。三是帮

助发展民族地区的邮电信通信事业。当时，县以上

地区普遍设立了邮电局，在有厂矿和乡以上地区大

部分设立了邮电代办所。这对加强各民族间的关系，

加快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推动少数

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6．组织大量的内地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农
民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经济文化建设。据报

道，1953年 4月，四川省重庆市 4 000多名工人前
往康藏地区支援藏族人民发展工业经济；1954年 4
月底江苏省支援新疆发展丝绸工业的第一批缫丝

女工 73 人到达和田丝绸厂；1955 年 8 月中旬至 9

① 民族贸易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政权进入民族地区
的两块“敲门砖”之一（另一个是医疗队）。20世纪 50年
代初期，民族贸易事实上充当着民族地区新政权建设的“先

行官”，即所谓“政权未建，贸易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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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国务院派遣的首批 300多名干部陆续到达
拉萨和昌都，支援西藏的各项建设；1956年 3月，
山西省太原市欢送山西省 1 040名青年组成的垦荒
队，赴内蒙古河套地区和固阳县支边垦荒；1956年
7 月，由河南到新疆的首批 2 200 名男女青年志愿
垦荒队到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苏兴滩开始建设

新农场。[1](P740)他们扎根边疆，为边疆的社会主义

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驻在边疆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也积极

参加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各项建设，也

为当地发展做出了贡献。例如：1952年 4月前，新
疆军区生产部队在天山南北创建了 4个完全机械化
农场，这在新疆地区是破天荒的；1953 年 10 月，
西藏军区部队在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甘孜县修建的

一座火力发电站开始发电；自 1950—1956 年的 7
年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各地建立的拖拉机

和汽车修配、发电、煤炭、面粉、榨油、皮革、糖

果副食等各种厂矿企业达 97 个，支援了当地经济
建设，为国家积累了 2.4亿多元资金。[1] (P801)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针对边疆少

数民族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

领域，通过特殊帮扶，争得了民心，疏通了民族关

系，比较顺利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了其执政

地位。  

二、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实施，重点是加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基

础设施建设，增强边疆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为了进一步改善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落后状况，中央人民政府

在基本建设的投资方面采取了给予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特别照顾和倾斜的政策。 
1．工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的倾斜和照顾，逐
步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工农业落后的状况。据统

计，在 1978 年至 1997 年的 20 年间，新疆建成投
产项目 5 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 64 个，形成固
定资产 1 900多亿元。这些投资使新疆的水利、交
通、邮电等基础设施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同时， 政
府通过无偿发放农具、发放生产资金、减免农牧业

税、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等措施，扶持少数民族地

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到 1998年，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 633．11元，
是 1980年的 21.5倍。[6] 

2．各类低息无息贷款和税务减免方面的倾斜
和优惠，推动了农牧业及工商业的发展。在国家信

贷计划中，1983—1984年，每年安排专项低息贷款
3亿元，用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从 1985年
起，这种专项贷款每年增加到 10 亿元，贷款范围
扩大到其他全国省市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县和贫困

地区。另外还增加了每年扶贫贴息专项贷款，贫困

牧区专项贷款等。到 1990 年年初，上述几项贷款
累计安排 134 亿元。[7]同时，税务上，在一些生产

特别落后的地区免去税收。如：“‘七五’期间，民

族 8省区共计减免农业税 1.5亿元。”[8](P49-50) 
3．通过设立各类发展基金，注入资金，照顾

民族自治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1980年财政体
制改革，在全国实行“包干制”体制过程中，中央

财政对民族地区保留了财政补助制度，相应地增加

了“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地区财政预备费”

和“民族地区机动金”等三项财政补助数额。补贴

数额 1980—1987年每年递增 10%，1988年以后改
为定额补助，将每年递增 10%改为按 1987 年的补
助数额固定下来。1980—1991年，12年共补助 800
多亿元；中央在专项拨款的分配使用上也注意了对

少数民族地区的照顾，中央财政从 1980 年起，设
立了“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到 1991年
中央财政共分配 8 个多民族省区近 40 亿元，占这
项资金总数的一半以上。从 1977 年设立的“边境
建设事业补助费”分配给 6个边境民族省区近 6亿
元，占总数的 58%。1990年起，中央财政设置“少
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专门用于扶持全国 142
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发展经济。[1](P731) 

4．加大对文化设施的投资，推动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如：1979 年国家拨出专款
3000 多万元的民族图书出版事业的标志性文化建
设工程“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 403 卷的出版，
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有的。[1](P732)

同时，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成绩显著，特别是三

大史诗的抢救整理引起世人注目。抢救、搜集、整

理以及出版了大量的古籍、书籍。现已达到各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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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护管理机构、文化事业机构齐全，各县市有博物

馆、文化馆，各乡（镇）村有文化站和艺术表演团体

以及有相当数量和较高质量的从业人员的状况。 
5．继续放宽政策，发展民族贸易，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的生产工作作为国

务院在 1981 年提出的“三项照顾”政策的主要内
容之一，在照顾少数民族生活需要，搞好农副土特

产品和中草药材等商品供应，改善人民生活，增强

民族团结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八五”期间，

国家对 426个民族贸易县的商业、供销、医药企业
和 2 300多家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在信贷、投资、
税收和商品供应方面给予优惠照顾，并设立专项贴

息贷款用于民族贸易网点建设和民族用品生产企

业的技术改造。1990 年，民族用品生产产值达 30
多亿元，比 1980年增长近 3倍。[1](P894)同时，在“八

五”期间每年设立了 1 亿元“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
业专项贴息贷款。”[1] (P909)从 1993—2000年，每年增
加的 50亿元扶持乡镇企业专项贷款中，大部分用于
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1] (P911) 1999年民族地
区乡镇企业数达到 3.6万个，比 1995年增长 46.5%；
完成增加值将近 1 600亿元，占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
值的 20.5%，比 1995年增加 8.3个百分点。[9](P67) 

6．制定民族教育特殊照顾政策，推动民族教
育事业发展。首先制定推进义务教育普及的优惠政

策。1975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边疆和少
数民族地区普及小学五年教育问题的请示报告》；

从 1985 年起，国家每年拨出 1 亿元作为普及教育
基建专项；1990 年又设立了少数民族教育补助经
费，每年安排 2 000万元用于少数民族教育发展；
1995 年国家设立“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共投
入 39 亿元（加上地方配套款共 100 亿元）主要用
于 5个自治区及青、甘、滇、黔 9个多民族省区；
1997年又设立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助学金”，
四年累计拨款 1.3 亿元，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而
失学、辍学的儿童，特别规定优先资助少数民族儿

童和女童。此外，师范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专项

经费的分配，也向边疆民族地区倾斜。1996 年至
2001年，国家利用国债和其他专项经费，通过实施
国家扶贫教育工程、“211 工程”，西部每个省和区
重点建设一所高校、西部校园网建设、西部中等职

业教育发展、高校扩招自主、普通高中发展、高校

基础设施建设、内地西藏班和新疆高中班等项目，

对西部地区投入的经费达 53.68亿元。[1] (P895)同时，

从 50 年代开始采取“适当照顾录取”、“最低分数
线，比例录取”、“加分照顾录取”等优惠政策，照

顾录取少数民族考生；国家根据地区的特点，采取

办寄宿学校、开办民族班、开办预科班等多种办学

形式等，培养了大量少数民族人才。 
7．下大力气推动少数民族医疗事业发展，提高

少数民族健康水平。一是加大了医疗基础设施建设

的扶持力度。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建起了上万个卫生

机构、医院等。二是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人员的培养

方面下大力气。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根据《关于
全国重点高等医学院校培养少数民族高级医学人

才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内地重点医学高校开始招

收一定数量的边疆少数民族学生，培养了一批医学

人才。三是扶持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推动了蒙

古、藏、维吾尔、傣等许多少数民族的医药事业在

国内外的研究和发展。  
8．采取优惠政策，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的对外贸易和各项对外交流事业。如：根据全方位

开放战略，国务院在 1992年相继批准 13个沿边开
放城镇，并制定减收关税、工商税等八项优惠政策。

同年国务院发出通知 20 多个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
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等。[1] (P957)这些政策活跃

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对其经济社会的发

展增添了活力。 

三、西部大开发以来，加强中央支持与

对口支援相结合，特别重视软实力支持，缩

小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发展差距  

国家的支援政策，再加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给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更多的发展

机遇和活力，增强了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各

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由于

多种原因，出现了与东中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来越

加大的现象。因此，根据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

以均衡发展的思路，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

继续采取扶持政策的同时采取了经济比较发达地

区的支援政策，特别是重点对西藏和新疆进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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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以“对口支援”为抓手的边疆支援力度。  
1．采取“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的对口

支援，增强边疆地区硬实力。20 世纪 80 年代后，
根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中央批

准确定组织内地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和少

数民族地区。（1）在协作方面初步成立了一批区域
性合作组织，帮助和促进边疆民族地区提高经营管

理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如：“晋陕蒙宁能源基地”、

内蒙古三盟一市与东北三省成立的“东北经济区”

等。从 1985年到 1986年，民族地区同发达地区落
实协作项目 12 837个，人才交流 24 463人次，引
进资金 20.86亿元。同时国家援藏的 43项工程顺利
竣工。[1](P25)（2）加强了横向经济联系，组建了一
批西南五省区、西北五省区各方经济技术协作联席

会，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如：西南五省区实施协作

项目 380个，新增产值 8.14亿元，利税 1.62亿元，
商贸和物资协作 85.2亿元，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经济
的发展。[1](P934)（3）对口支援工作发挥了重大的作
用。据统计，截至 2008 年底，国家及各省市累计
投入对口援藏资金达 111.28亿元，安排 6 050个对
口援藏项目。2008 年，民族地区经济总量由 1952
年的 57.9亿元增加到 30 62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增长了 92.5 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78年的 307元增加到 13 170元，增长了 30多倍；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 1978年的 138元增加到 3 389
元，增长了 19倍。[10](P464)（4）随着东西横向经济
联合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的深入发展，对口支援项

目更加具体化，呈现出了协作项目层次提高、规模

扩大和对口支援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新特点。如

1995年，上海纺织系统已向新疆转移 6万纱锭，投
资规模达数亿元，上海教育、卫生、邮电、公用部

门也出资出力，支援西部四省区建立“希望小学”

等。[1] (P935)  

2．通过“智力支边”，发展边疆地区的软实力。
推动软实力建设关键是人才与干部。因此，对口支

援工作中，中央及各省份都非常重视干部和各类人

才的培养，采取了一系列的培养模式。一是培养和

选派相结合的干部边疆支援模式。国家在党校、团

校、干部学院、行政学院以及少数民族人才培训中

心举办民族干部培训班，培养边疆少数民族干部。

如：中央党校早在 1954 年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提
议下开办新疆班，1980年开始正式开办西藏民族干
部培训班。培养出的干部分布在各行各业，组织和

带领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

用。同时，中央及各发达省市给西藏、新疆选派了

大量干部，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组织保证，已成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相互了

解的窗口和互利合作的纽带。如，“截止 2015年，
先后有七批 5 965名优秀干部进藏工作，实施援藏
项目 7 615个，投入援藏资金 260亿元，主要用于
改善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11]二是创立在内地开办新疆班、

西藏班模式。从 1985年开始，全国 18个发达省、
市开班内地西藏班，每年选送 1 300名藏族和其他
少数民族小学毕业生到内地学校学习，学制七年，

国家每年投资 100 多万元专款作为西藏班的学生服
装、医药、学习、取暖等费用。从 2000年开始，在
北京、上海等 12 个城市的 13 所重点学校陆续开办
了内地新疆高中班，2005 年扩大到 25 个城市，35
所学校，年招生规模达到 3 075人，从 2007年起，
每年招收 5 000人。截止 2008年 9月，国家财政已
投入新疆内高班各类办学经费 4 亿多元。[12](P133)三

是用专项计划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支援模式。主要

是通过启动“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实施“内地

高校支援新疆协作计划”和“少数民族科技骨干特

殊培养工作”“公派自费出国留学”“海外智力援疆

工作”等项目，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能强、思想政

治素质高、综合素质全面的优秀人才，弥补了边疆

地区高层次、高素质专业技术人员和少数民族科技

骨干的短板。他们已逐步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

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

和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边疆

的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

贡献。四是选派专业技术人员、优秀教师等专项对

口支援模式。1980 年，四川、江苏等八省市派出
500多名中学教师到西藏各地中学任教。1992年，
国家教育部挑选全国最好的高等院校安排对口支

援，110 所民族师专指派教育系统重点大学定向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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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民族师范人才。从 2000 年起，教育部实施了东
西部地区校对校对口支援及城乡对口支援的“两个

工程”，加大了对民族教育的扶持力度。从 1992年
到 2001 年，内地省市教育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资
金、教学设备及培训费总计达 1.6 亿元；救助民族
地区失学儿童 38 000余名；培训中小学教师 15 000
余人次，培训教育管理干部 4 898人次。[13]五是选

派干部和挂职锻炼相结合的对口支援模式。目前，

仅在新疆援疆省市和援助单位共选派第七批援疆

干部 3 260多名，接近前 6批的总和；计划外选派
指挥部专职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近 2 800人进
疆工作，柔性引进各类干部人才 10 742名。各援疆
省市组织培训新疆各类干部人才 35.9 万人次。[14]

同时，采取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到国家机关和经济相

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的措施。如，从 1990年到 1999
年，分期分批参加挂职锻炼的民族地区干部人数达

到 1 000名，平均每年 100人。从 2000年到 2009
年，每年选派 400~500名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
地区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

职锻炼。[15]  
同时，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

扶贫开发推进政策、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

等，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完成了铁路“八纵八横” 重
大项目，公路建设上完成“五纵七横”重大项目，

完成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

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农牧区建设取得了成

效，贫困人口明显减少，民生改善，民族地区的经

济社会全面发展。 
回顾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支

援边疆地区政策，实际上走了一条从生存到发展，

从物质到文化，从单一到全面的支援发展道路。这

条道路既解决了当时的急需，又为边疆地区的持续

发展打下了基础，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

定，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全方位发展，实践

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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