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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Pass旗舰版检测报告

简明打印版
比对结果(相似度):

总     体：95% (总体相似度是指本地库、互联网的综合对比结果)

本地库：83% (本地库相似度是指论文与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图书数据库的对比结果)

期刊库：77% (期刊库相似度是指论文与学术期刊库的比对结果)

学位库：58% (学位库相似度是指论文与学位论文库的比对结果)

会议库：33% (会议库相似度是指论文与会议论文库的比对结果)

图书库：67% (图书库相似度是指论文与图书库的比对结果)

互联网：93% (互联网相似度是指论文与互联网资源的比对结果)

报告编号：5DFB9488630C5HP8B
检测版本：旗舰版
论文题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
论文作者：*
论文字数：6561字符(不计空格)
段落个数：20
句子个数：168 句
提交时间：2019-12-19 23:17:28
比对范围：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书籍数据 、互联网资源
查询真伪：http://www.paperpass.com/check

句子相似度分布图:

本地库相似资源列表(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书籍数据):
1 .相似度：22% 篇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

来源：学术期刊 《当代兵团》 2015年7期
2 .相似度：22% 篇名：《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来源：学术期刊 《当代兵团》 2015年7期
3 .相似度：15% 篇名：《党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团结发展》

来源：学术期刊 《中文信息》 2015年9期
4 .相似度：14% 篇名：《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来源：书籍数据 民族出版社 2009-09-01
5 .相似度：14% 篇名：《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

来源：书籍数据 民族出版社 2009-11-01
6 .相似度：  9% 篇名：《民族区域自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

来源：书籍数据 民族出版社 2007-09-01
7 .相似度：  9% 篇名：《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来源：学术期刊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3年1期
8 .相似度：  9% 篇名：《民族团结在新时代下的新内涵 ——以青铜峡地区教育为例》

来源：学术期刊 《新西部（下旬刊）》 2017年12期
9 .相似度：  8% 篇名：《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概论》

来源：书籍数据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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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相似度：  8% 篇名：《中国统一战线简明教程》
来源：书籍数据 华文出版社 2008-06-01

11 .相似度：  8% 篇名：《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
来源：学术期刊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7年4期

12 .相似度：  6% 篇名：《民族政策过程及实证分析》
来源：书籍数据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01-01

13 .相似度：  6% 篇名：《新中国成立60年党的民族发展理论的与时俱进》
来源：会议论文 2009-10-01

14 .相似度：  5% 篇名：《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当代化的几个问题》
来源：学术期刊 《攀登》 2011年3期

15 .相似度：  5% 篇名：《内地高校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与管理研究——以南京工业大
学为例》

来源：学位论文 南京工业大学 2010
16 .相似度：  4% 篇名：《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选择和确立》

来源：学术期刊 《福建党史月刊》 2010年4期
17 .相似度：  4% 篇名：《2008-2009理论学习问答》

来源：书籍数据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09-01
18 .相似度：  4% 篇名：《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

来源：书籍数据 民族出版社 2009-11-01
19 .相似度：  4% 篇名：《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区域自治——兼论新修改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对
西部大开发的意义》

来源：学术期刊 《广西民族研究》 2002年4期
20 .相似度：  4% 篇名：《中共中央党校讲稿选 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来源：书籍数据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8-1
21 .相似度：  3% 篇名：《新中国民族工作十讲》

来源：书籍数据 民族出版社 2006-1-1
22 .相似度：  3% 篇名：《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新内涵》

来源：学术期刊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3期
23 .相似度：  3% 篇名：《关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若干问题》

来源：学术期刊 《西北民族研究》 2009年4期
24 .相似度：  3% 篇名：《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民族区域自治思想探析》

来源：学术期刊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年1期
25 .相似度：  3% 篇名：《从修宪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新发展与新特征》

来源：学术期刊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4期
26 .相似度：  3% 篇名：《新中国民族工作十讲》

来源：书籍数据 民族出版社 2006-1-1
27 .相似度：  3% 篇名：《习近平的民族团结思想探析》

来源：学位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 2016
28 .相似度：  3% 篇名：《改革开放以来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发展研究》

来源：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2014
29 .相似度：  3% 篇名：《新时期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要求》

来源：学术期刊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5期
30 .相似度：  3% 篇名：《新中国民族工作十讲》

来源：书籍数据 民族出版社 2006-1-1
31 .相似度：  3% 篇名：《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

来源：学术期刊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2期
32 .相似度：  3% 篇名：《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研究》

来源：学位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 2007
33 .相似度：  3% 篇名：《新世纪中国民族问题的思考》

来源：学位论文 三峡大学 2011
34 .相似度：  3% 篇名：《中国民族理论新编 试用》

来源：书籍数据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08-01
35 .相似度：  3% 篇名：《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来源：学位论文 青海师范大学 2011
36 .相似度：  3% 篇名：《论“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统
一》

来源：学术期刊 《神州(中旬刊)》 2013年4期
37 .相似度：  2% 篇名：《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与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政策、制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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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术期刊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1期
38 .相似度：  2% 篇名：《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

来源：书籍数据 民族出版社 2005-1-1
39 .相似度：  2% 篇名：《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

来源：书籍数据 民族出版社 2009-12-01
40 .相似度：  2% 篇名：《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来源：学术期刊 《中国统一战线》 2014年12期
41 .相似度：  2% 篇名：《关于深入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思考》

来源：学术期刊 《广西民族研究》 2014年3期
42 .相似度：  2% 篇名：《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形态及其发展逻辑》

来源：学术期刊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年4期
43 .相似度：  2% 篇名：《中国首个民族自治区诞生与发展传奇》

来源：学术期刊 《文史精华》 2007年11期
44 .相似度：  2% 篇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模式的多维性思考》

来源：会议论文 2008-09-01
45 .相似度：  2% 篇名：《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若干社会现实问题解读》

来源：书籍数据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7-09-01
46 .相似度：  2% 篇名：《简述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民族发展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九十周年》

来源：学术期刊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1年2期
47 .相似度：  2% 篇名：《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新发展》

来源：学术期刊 《满族研究》 2006年3期
48 .相似度：  2% 篇名：《坚持和发展党的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来源：学术期刊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0年3期
49 .相似度：  2% 篇名：《开创新时代民族工作新局面的思想指南与行动纲领》

来源：学术期刊 《广西民族研究》 2018年2期
50 .相似度：  2% 篇名：《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来源：会议论文 2008-12-01

互联网相似资源列表：

1.相似度：79% 标题：《《民族团结教育材料汇编》.doc 全文免费在线阅...》
https://m.book118.com/html/2015/0409/14577408.shtm

2.相似度：60% 标题：《（党课）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资料(1).doc》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415/8067065020002017.shtm

3.相似度：56% 标题：《（党课）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资料(1)》
https://www.docin.com/p-1124773067.html

4.相似度：56% 标题：《民族团结教育通读本.doc》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113/8077033056002001.shtm

5.相似度：42% 标题：《民族团结73047 》
http://www.doc88.com/p-9945158494425.html

6.相似度：22% 标题：《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
http://www.doc88.com/p-9418283864830.html

7.相似度：21% 标题：《未标题文档》
http://www.duanmeiwen.com/savetotxt.php?id=34970

8.相似度：21% 标题：《 民族团结教育读本连载三-哈尔滨工程大学电子版《...》
http://hrbeu.cuepa.cn/show_more.php?doc_id=331239

9.相似度：21% 标题：《民族团结诗歌8则_诗词_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ddb8434f77eeaeaad1f34693daef5ef7ba0d12b0.html

10.相似度：21% 标题：《民族团结手抄报资料5篇》
https://www.docin.com/p-1953529697.html

11.相似度：20% 标题：《 党的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_ 区民族...》
http://www.ptxy.gov.cn/gzcy/hdjlzsk/qmzzjj_30226/201908/t20190812_1395111.htm

12.相似度：19% 标题：《民族团结宣讲稿(教师、医生篇)(DOC)word...》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79g7tKCipf.html

13.相似度：19% 标题：《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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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pc.people.com.cn/GB/165240/165242/9976257.html
14.相似度：19% 标题：《公共基础知识:党的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_新疆人事考...》
http://xj.huatu.com/2014/0723/1012970.html

15.相似度：18% 标题：《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形成性作业小论文_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912d464cda38376baf1faecb.html

16.相似度：12% 标题：《 2015电大本科民族理论...》
http://m.doc88.com/mip-9933453591776.html

17.相似度：  9% 标题：《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创新观点面对面》
http://www.seac.gov.cn/seac/xxgk/201506/1073901.shtml

18.相似度：  9% 标题：《闵言平：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说法可以休矣_爱...》
http://www.aisixiang.com/data/81566.html

19.相似度：  8% 标题：《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doc - 淘豆网》
https://m.taodocs.com/p-253556882.html

20.相似度：  6% 标题：《第三章 民族团结_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917f3c3ac950ad02de80d4d8d15abe23492f031f.html

21.相似度：  5% 标题：《 电大BBS》
http://www2.open.ha.cn/myforum/showpost.aspx?ThreadId=02ab2d0a-c936-4110-b05b-98
d27d67c14c

22.相似度：  5% 标题：《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形成性作业...》
http://www.wendangku.net/doc/bff0e47abed5b9f3f80f1c61.html

23.相似度：  4% 标题：《2016年政法干警考试行测常考点：我国的民族政策...》
http://v.huatu.com/beikao/20160727/180237.html

24.相似度：  4% 标题：《三支一扶考试公共基础理论：国情常识汇总（1）_搜...》
http://www.sohu.com/a/48522384_223149

25.相似度：  4% 标题：《民族区域自治是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政治制度》
http://dzb.gzmzb.com/P/Item/37983

全文简明报告:

摘要：  {100%：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族工作是党的全部工
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100%：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时代特征和具体实际相结合，}  {100%：开创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政策。}  坚持道路自信。

关键词  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

{100%：有人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要搞了，民族自治区可以同其他省市实行一样的体
制。}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100%：我再次明确说一遍，取消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这种说法可以休矣！}  {93%：民族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和根本，我们
的民族政策都是由此而来、依此而存。}  {100%：这个源头改变了，根基就动摇了，在民族
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等问题上就会产生多米诺效应。}

{72%：——摘自习近平2014年9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93%：19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100%：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00%：  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族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100%：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的历史进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时代特征和具体实际相结
合，}  {100%：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民族
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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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
项基本政治制度，}  {100%：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
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  {100%：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必须
全面贯彻执行。}  {100%：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100%：各
族人民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不断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92%：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100%：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
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  {55%：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
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  {98%：既充分考虑了我国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
主义道路的基本事实，又充分考虑了各民族在发展水平和文化风俗上存在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基
本事实，}  {100%：既深刻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又积极借鉴了世界上一
些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教训；}  {100%：既保持了基本原则、基本理念的稳定性、一贯性、
连续性，又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充实、更新、完善。}  {100%：党的民
族理论和政策，深刻阐述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学内涵、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当代
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规律，}  {100%：以及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则、
根本途径和根本保证，比较系统地回答了}  {100%：什么是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民族问题这
个我国民族工作最根本最主要的问题。}  {100%：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是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00%：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  {100%：在推进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在这一点上要坚定不移、
毫不动摇。}  {100%：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
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100%：其前提是国家的集中统一，
核心是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根本目的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00%：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
因素、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的统一，}  {100%：有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民族的自主、
平等结合起来，}  {100%：有利于把党和国家总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
实际、特殊情况结合起来，}  {100%：有利于把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的感情与热爱自己民族的
感情结合起来。}

{100%：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对采用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来解决民族问题进行
了不懈探索，}  {100%：经过长期实践和反复比较，最终确立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民族问题
的基本政策。}  {90%：共和国成立前，在1947年，在内蒙古建立了第一个民族自治区。}
{100%：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正式确定在我国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  {100%：确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对我国国情和民族问题实际的
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  {100%：第一，几千年来，我国各民族都把国家统一作为最高的价
值追求，统一理念深入人心。}  {100%：同时，历代王朝都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特殊的治理
政策，}  {100%：“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创建了带有自治色彩的管理
制度。  {100%：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依
据。}  {100%：第二，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各族人民共
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  {100%：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捍卫了祖国统一和
民族团结，共同推动了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  {100%：特别是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抗
争中，各族人民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和各民族的大团
结。}  {100%：这样的民族关系格局，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100%：第三，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  {100%：同
时各地区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  {100%：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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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分布和发展状况，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现实条件。}

{100%：1947年5月1日，伴随着迎接全中国解放的隆隆炮声，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
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在王爷庙宣告成立。}  {100%：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向自治
区政府发出贺电，指出曾经饱受苦难的内蒙古同胞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
{100%：号召蒙古族群众与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起来，为建设新家园与新中国而奋斗。}
{100%：这是内蒙古革命的重大胜利，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伟大
胜利。}  {100%：2009年3月28日，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彩旗飘扬、鼓乐喧天。}  {100%：
各族干部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隆重庆祝百万农奴翻身纪念日。}  {100%：如今，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
{100%：2008年，西藏经济总量达到396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176元。}  西藏的历史
性巨变充分表明：  {10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95%：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
基础。}  {100%：选择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民族艰辛探索、反复比较的结果。}
{100%：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00%：各民族围绕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进行了种种探索和斗争，但最终都归于失败。}
{100%：实践证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
派领导的民主革命，}  {100%：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方案，既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
的历史任务，也无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  {100%：在不断失败又重新奋起的过程中，各
族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100%：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
日起，就自觉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  {100%：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浴血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100%：完成了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100%：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00%：党和
国家制定实施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繁荣进步为核心的民族政
策，}  {100%：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启了我
国民族关系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  {100%：各族人民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
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00%：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绝非照搬“苏联模式”，
相反，这一制度是对苏联模式的自觉摒弃。}  {100%：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以俄为师，曾受
苏联民族政策的影响，提出过“自决权”、“联邦制”等主张。}  {100%：但在长征途中，
我们认识到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必须与中国民族问题实
际相结合。}  {100%：在长期摸索和反复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
的主张，首先在内蒙古取得了成功，}  {100%：并在《共同纲领》中确立为解决民族问题的
一项基本政策和制度。}

{96%：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

{10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成功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00%：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
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00%：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00%：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100%：
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是一条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的康庄大道。}  {100%：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
会主义。}

{10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各民族共同的事业，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重要组成部分。}  {10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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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道路上，阔步前进、顺利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  {100%：少数民族和民族
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
{100%：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少数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
质和健康素质明显增强；}  {100%：我国的民族关系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
剧变、苏联解体的严峻挑战，}  {100%：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一步巩固
和发展，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空前提高；}  {100%：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民族复兴大业展现出宽广而美好的前景。}

{100%：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各民族、解放各民族、团结各民族。}
{100%：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繁荣各民族、发展各民族、振兴各民族。}  {100%：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  {100%：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  {100%：新中
国成立后，为消除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党和国家通过派出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组织边疆少
数民族各阶层人士到内地参观，}  {100%：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困难，大力培
养少数民族干部，争取和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有效地疏通和改善了民族关系，}
{100%：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信任和团结，增强了各民族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  {100%：为了
帮助少数民族实现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党和国家采取措施，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歧视的一切
有形痕迹，}  {100%：开展民族识别、确认民族成分，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使少数民族得以
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一员的地位登上历史舞台，}  实现了千百年来当家作主的夙愿。
{100%：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在民族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100%：使生活
在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农奴制度、封建地主经济等众多社会制度下的各民族，}
共同携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100%：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社会主义
的新型民族关系由此开始形成，我国民族关系的性质实现了根本性变化。}  一位瑶族干部形
象地说：  旧中国，我们瑶族被称作”猺”，是”动物”；  解放了，我们被称作”傜”，
变成了”人”；  民族识别后，我们被称作”瑶”，变成了”玉”。  {91%：从”动物”
到”人”再到”宝”，真正体现了新旧社会少数民族地位的不同。}

{10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进
入新阶段。}  {100%：党和国家实现了民族工作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明确了社会主义条件
下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性质，}  {100%：明确了民族关系方面的矛盾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指明了方向。}  {100%：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把民族工作的重心转
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  {100%：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扶
持力度，进一步巩固了各民族大团结的良好局面。}  {100%：目前，我国共建立了  155个民
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  120  个自治县（旗）。}  {100%：在55个少
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
的71％，}  {95%：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  {100%：还建立了1000多个
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补充形式。}  {100%：与此同时，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中国
特色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100%：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全面展开
的新时期，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  {100%：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世界
民族主义浪潮汹涌的背景下，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实施西化、分
化。}  {100%：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也给我国民族关系带来了许多
新的问题。}  {100%：面对严峻挑战，我们党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发展
变化，明确把民族自身的发展引入民族问题的内涵，}  {100%：提出加快发展是增强民族团
结的核心，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100%：进一步打牢
了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98%：我们党还明确提出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
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重要思想，}  {100%：科学概括了我国民族关
系的发展现状，集中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100%：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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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命运、心连心，经受住了一系列重大挑战的考验，}  {100%：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100%：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征程中，
我国民族关系实现了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发展。}  {98%：我们党明确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为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100%：我们党把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进一步概括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100%：明确指出，平等是基石，团结是主线，互助是保障，和谐是本质。}  {98%：把”和
谐”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民
族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100%：对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00%：顺应少数民族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制定一系列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
的政策措施，}  {100%：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民族
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  {100%：对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100%：这
些措施，进一步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了各族人民和
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  {100%：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
族工作的主题。}  {100%：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
要任务，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  {100%：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支持、帮助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100%：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
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要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100%：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是一项战略任务，要大力培养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级
各类人才。}

{94%：结语，在当代中国，只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制度，能够实现各民
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00%：上世纪八十年末，针对苏联和东欧出现的动荡，
邓小平对一些来访的外国领导人说：}  {98%：”我们中国是团结的，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
是好的，毛主席是英明的，没有搞什么民族自治共和国”。}  {97%：”解决民族问题，中国
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  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
适合中国的情况。  {100%：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能放
弃。}  {100%：”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
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  {100%：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
削弱。}  {100%：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责任。}

{79%：18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伟大成果。}  {100%：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
关系，各民族都肩负着重要责任，都应该为之共同努力。}  {72%：回顾过去，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56个民族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风雨同舟，并肩奋进。}  {48%：展望未来，各民
族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  {56%：我们昂首阔步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一定会谱
写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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