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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elerating minority top talent’s training is the urgent request of accelerating minority reg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goal of fully constructing well-off society. For common university,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the function of 

minority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train top talent to meet the demand of minority region. After all, different from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ommon university is not focus on training minority cadres or professional technical talents. In order to further expand 

the function of minority higher education, we need to combine the necessity of minority top talent’s training and the feasibility of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development,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actual demand. Then accordingly adjust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layout 

and personnel training goal, build corresponding minority top talent 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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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需求分析 
——以贵州财经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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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迫切要求。对于普通

高校来说，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度匮乏的高端人才，有必要拓展民族高等教育办学功能。毕竟，普通高校区别于民族院

校，不是以培养民族干部或专业技术人才为办学重点，要进一步拓展民族高等教育办学功能，就必须将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的必要

性与自身学科专业发展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对人才培养现实需求进行实证分析，并据此调整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目标，构建相应

的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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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少数民族高端人才，是指热爱本民族、能够领导

和服务科学发展，且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建设做出较大贡

献的各类民族干部或专业技术人员的总称。加强少数民族

高端人才培养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实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迫切要求。对于普通高校来说，

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度匮乏的高端人才，有

必要进一步拓展民族高等教育办学功能。为此，必须从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学校自身学科专业

发展的可能性两个方面，对普通高校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

养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具体分析，准确把握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于高端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只有这样，

才能对普通高校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目标加以调整，

从而构建相应的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模式，将加强少数

民族高端人才培养、进一步拓展民族高等教育办学功能落

到实处。这里，我们就以贵州省普通高校为研究对象、以

贵州财经大学为研究个案，对贵州省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

养的现实需求进行具体。 

1．普通高校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贵州属于我国八个民族省份之一，少数民族占全省总

人口 37.9%，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总面积 55.5%，是全国贫

困问题突出的欠发达省份。对于贵州来说，实现后发赶超， 

人才是关键。当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必须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为此，必须充分利

用各种民族教育资源，尤其是拓展普通高校民族教育办学

功能，培养大批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尽快解决人才问题。 

1.1 贵州少数民族人才现状与需求预测 

贵州简称“黔”或“贵”，辖 6 个地级市、3 个自治州，共

有 88 个县(市、区、特区)，国土面积 17.6 万平方公里，是

一个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省份。[1]少数民族地区主

要包括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3 个自治州、11 个自治县、254

个民族乡。根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贵州少数民族常

住人口 1254.80 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 36.11%，同 2000

年第五次人口相比下降 2.24%；人口超过 10 万的少数民族

从多到少依次为苗族、布依族、土家族、侗族、彝族、仡

佬族、水族、回族、白族。[2]
 

1.1.1 贵州少数民族人才建设现状 

近年来，贵州省委组织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对全

省人才资源建设尤其是少数民族人才建设情况进行了多次

比较详尽的调研。根据最新人才建设调研报告，贵州少数

民族人才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贵州省少数民族人才基本情况（2012） 

人才类别 
少数民族人才现有量

（占该类比重）[3] 
全省人才现有量（学历比例）[4] 

《贵州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2020 年目标[5] 

党政人才 74059（39.7%） 
186515（研究生 3%、本科 52.2%、专科 38.3%、

中专及以下 6.5%） 
20 万，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 85% 

企业经营管理

人才 
67361（15.4%） 

436196（研究生 0.9%、本科 22.5%、专科

31.6%、中专及以下 45%） 

35 万，新任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通过竞争

选聘的比例达 50%以上 

专业技术人才 315291（37.4%） 
842020（研究生 2.1%、本科 40.1%、专科

46.1%、中专及以下 11.7%） 

105 万，高级、中级、初中比例达 10：40：

50 

技能人才 145494（19.6%） 
743417（研究生0.1%、本科5.1%、专科16.3%、

中专及以下 78.3%） 
90 万，高技能人才占 27.78% 

农村实用人才 228165（35.9%） 
635211（本科 0.4%、专科 2.2%、中专及以下

97.4%） 

60 万，每个行政村主要特色产业有 2 名以

上示范带动能力强的带头人 

社会工作人才 起步晚，很少 起步晚，很少 8 万左右，强调人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 

 

由上表可以看出，全省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技

能人才、社会工作人才现有量与规划量相比，均有较大缺

口；缺口绝对数量最大的是专业技术人才，缺口 21 万，其

次是技能人才和社会工作人才，党政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

人才虽然绝对数量与规划数量相差不大、甚至略有超过，

但学历结构偏低、高端人才需求上的缺口仍然较大，农村

实用人才中高端人才的比例也很低、缺口不小。再从少数

民族人才所占比例来看，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农村

实用人才均比较高，基本达到或甚至超过少数民族人口所

占比例 36.11%；相比之下，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

所占比例较低。目前看来，尽快缩小少数民族人才现有量

和需求量之间的差距，是有很大难度的。究其原因，主要

是因为少数民族人才队伍学历难以达到规定的要求。毕竟，

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缓慢、教育滞后、思想观念落后、

284



人才开发环境和人事管理体制有待优化等原因上大学的人

数比较少，文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低。[6]
 

1.1.2 贵州少数民族人才需求预测 

按照贵州省民委规划，贵州“十二五”少数民族队伍建

设主要有 3 个方面。[7]一是实施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工程。

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和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和选拔，重点

培养少数民族专家学者、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少数民族企

业经营管理者和青年科技干部，推进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

地区干部人才的交流，选派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到中

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二是少数民族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采取多种形式继续加大民族地区技能

人才培训力度，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艺术人才培训。在民

族自治地方开班民族技师班，实施“新技师培养计划”，建

设培养以高级工、高技能为重点的工种配套、结构合理的

少数民族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少数民族技能培训基地，培

养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特殊技能人才；

开展城乡少数民族妇女创业培训。三是少数民族农村实用

人才队伍建设。围绕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培养民族地

区农业科技人员、少数民族农村乡土人才、少数民族农村

能够巧匠和新型农民、创业带头人，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

广大农村群众的整体素质。另外，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工程

主要有 2 项，一项是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推进计划，即安排

一定专项资金，五年共培养少数民族党政人才 2000 名，少

数民族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500 名，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

1000 名，少数民族特殊技能人才 1000 名，少数民族农村

实用人才 10000 名，少数民族社会工作人才 500 名，各类“双

语”人才 1500 名。另外一项是少数民族人才“312”工程，每

年在“三支队伍”人才培训中安排培训少数民族人才 3000名

左右，选送优秀中青年少数民族人才 100 名赴国内重点高

校培训学习、20 名左右赴国外进修深造。具体少数民族人

才需求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贵州少数民族人才需求情况 

序号 人才分类 重点 

1 少数民族党政人才 
少数民族干部，重点培养少数民族

妇女干部、青年科技干部 

2 
少数民族企业经营

管理人才 
少数民族企业经营管理者 

3 
少数民族专业技术

人才 
 

4 少数民族技能人才 

少数民族艺术人才、少数民族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特殊技能

人才、城乡少数民族妇女创业人才 

5 
少数民族农村实用

人才 

民族地区农业科技人员、少数民族

农村乡土人才、少数民族农村能工

巧匠、新型农民、创业带头人 

6 
少数民族社会工作

人才 
 

7 其他 
高层次创新人才（少数民族专家学

者）、各类“双语”人才 

1.2 贵州民族院校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现状 

贵州现有民族院校 8 所，少数民族人才培养主要集中

在师范、医药卫生等社会发展领域。目前，在 8 所民族院

校中，贵州民族大学是贵州民族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全

日制在校生 21700 多人，少数民族学生和来自民族地区、

西部地区的学生占 80%以上，其省级特色和重点学科为民

族学、数学、法学、新闻传播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贵

州民族院校和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贵州民族院校和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情况[8] 

序号 学校名称 办学层次 办学规模 办学定位 

1 贵州民族大学 本科 在校生 21700 多人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学为主 

2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本科 在校生近 8083 人 师范为主 

3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本科 在校生 13000 余人 师范为主 

4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专科 在校专科生 5197 人 医药卫生为主 

5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在校生近 1.5 万人，含高

职生 9500 余人 

护理、临床医学、药学、口腔医学、会计、园林、

建筑工程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等 

6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以 4000 人在校生规模为

基础 

设管理系(旅游经济系)、财经系、机电工程系、生

物工程系、计算机科学系 

7 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在校生 7200 余人 
设生物工程系、机械与电子工程系、水利电力工程

系、商务系、医药系 

8 贵阳医学院神奇民族医药学院[9] 本科 在校生 5300 人 以医为主 

（数据来源：各高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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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看出，目前贵州各民族院校在校本科生为

42800 人左右、在校专科生为 36600 人左右，每年人才培

养规模大约 23000 人。如此人才培养规模和培养能力，显

然与《贵州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中关于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85%和高技能人才比例的要求相

差甚远，且与贵州“十二五”少数民族队伍建设规划中人才

需求重点也有很大差距。 

综上所述，面对贵州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巨大的需求缺

口，仅靠现有贵州民族院校培养少数民族高端人才是难以

胜任的。从贵州省高校和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看，加强少

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不仅有利于帮助民族地区加快经济

社会发展步伐、尽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而且也是拓展普通高校社会服务职能、培养面向基层和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必然要

求。因此，对于贵州省高校来说，有必要加强少数民族高

端人才培养，进一步拓展民族教育办学功能。 

2．普通高校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的可行性 

普通高校区别于民族院校，不是以培养民族干部或专

业技术人才为办学重点，要进一步拓展民族高等教育办学

功能，就必须将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的必要性与自身学

科专业发展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对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

养目标进行局部调整。为此，应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

条件，从培育办学特色、谋求特色化办学的战略高度，科

学筹划学校发展，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10]对于贵州

财经大学来说，也只有将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的需求与

自身学科专业发展结合起来，适当调整学科专业布局和人

才培养目标，构建相应的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模式，才

能切实加强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拓展民族教育办学功

能。 

2.1 贵州财经大学学科专业布局与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

的关联度 

贵州财经大学位于贵阳市，拥有河滨、鹿冲关和花溪

三个校区，总面积 5106.8 亩，花溪主校区总建筑面积 55

万平方米，总投资 22 亿元，现有在校本科生 25000 余人，

研究生 1000 人。学校是一所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体，法

学、文学、理学、工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

性财经类大学。现有 17 个二级学院，51 个本科专业（方

向），6 个教育部特色专业，9 个省级示范专业；有 7 个一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48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5 个专业

学位硕士点；有 7 个省级重点学科、16 个校级重点学科、

8 个校级重点扶持学科，6 个省级科研机构或研究基地；有

1 个国家级经济管理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 个国家级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1]

其现有学科专业分布和专业建设情况如表 4、表 5 所示。 

表 4 贵州财经大学现有本科专业分布（2013） 

所在分院 专业 所在分院 专业 

经济学院 经济学 资源与环境管理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

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农林经济管

理、土地资源管理、农村区域发展 

国际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投资学、国际商务 教育管理学院 教育技术学、应用心理学 

财政与税收 

学院 
财政学、税收学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保险、金融工程 文化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广告学、

传播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 法学院 法学 

旅游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会计学院 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商务英语、日语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工程管理、工程造价、房地产开发与管

理 
艺术学院 音乐学、舞蹈学、环境设计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

工作 
  

资料来源：《贵州财经大学本科培养方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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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看出，目前学科布局是以经济学、管理学

为主体的，分别达到 5 个学院和 4 个学院，还跨了多个其

他学院。相对来说，法学、文学、理学、工学、艺术学、

教育学涉及的学院相对单一，但也比较灵活，容易与学校

的主体学科相互融合，形成各自学科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特

色。上述学科，无论是主体学科，还是特色学科，都与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比较紧密，在少数民族高端人才

培养方面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再从专业建设水平看，目前所拥有的 6 个教育部特色

专业、9 个省级示范专业和 4 个省级特色专业，更是为加

强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拓展民族教育办学功能提供了

诸多便利条件。具体特色优势本科专业见表 5。 

表 5 贵州财经大学优势本科专业（2013） 

级别 专业名称 

教育部特色专

业(6 个) 

旅游管理、会计学、农村区域发展、金融

学、市场营销、工程管理 

省级示范专业

(9 个) 

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市场营销、会计学、 

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 

省级特色专业

(4 个) 

统计学、财务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电

子商务 

由上表可以看出，目前专业建设水平比较高的旅游管

理、会计学、农村区域发展、金融学、市场营销、工程管

理等 6 个教育部特色专业学科，都与贵州“十二五”少数民

族队伍建设规划中人才需求重点有着较大的契合度。至于

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务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省级示范专业和劳动与社会保障、电

子商务等省级特色专业，也与贵州“十二五”少数民族队伍

建设规划中人才需求重点密切相关。 

2.2 贵州财经大学学科专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

的可能性 

相对而言，贵州财经大学在加强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

养、拓展民族教育办学功能方面不仅潜力巨大，而且调整

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目标的难度也不大，只需要略微

调整一下人才培养的服务面向、更多地强调为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并据此确立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

的目标定位、构建相应的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模式。具

体说来，应充分发挥现有学科专业优势，将少数民族高端

人才培养聚焦于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社会服务人才，使民

族教育的办学重点放在领导和服务民族地区的科学发展

上。 

首先，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企业经营管理类高端人才。

贵州民族地区多处于武陵山区、乌蒙山区等集中连片贫困

区，民营经济发展非常薄弱。尽管目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绝对数量较多，但其学历结构中 45%为中专及以下，少数

民族高端人才数量仍然匮乏。贵州财经大学以经济学、管

理学学科为主体，是省委、省政府重点建设的贵州经济管

理人才培养基地，其学科发展目标为做强经管学科、做实

法文学科、做特理工学科，拥有培养少数民族企业经营管

理类高端人才的优势学科、科研机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和创新实验区等环境。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企业经营管理类

高端人才，有利于促进贵州集中连片贫困区民营经济的发

展，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促进贵州

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同时，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企业经营

管理类高端人才，也符合学校以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发展

研究生教育和创办有特色高水平财经大学的办学定位，符

合学校服务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为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提供高层次专业人才和智力支持的服务定位，有利于

发挥学校办学优势，突出学校办学特色，打造学校企业经

营管理类高端人才培养品牌。具体少数民族企业经营管理

类高端人才培养的专业情况见表 6。 

表 6 贵州财经大学少数民族企业经营管理类高端人才培养的专业情况 

专业名称 所在分院 专业名称 所在分院 

经济学 经济学院 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 会计学院 

投资学 国际经济学院 广告学 文化传播学院 

财政学、税收学 财政与税收学院 商务英语 外国语学院 

金融学、保险、金融工程 金融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 信息学院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工程管理、工程造价 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 旅游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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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社会服务类高端人才。贵

州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除了企业经营管理类人才需求

外，其他社会发展领域服务性人才也亟需引起关注。贵州

财经大学的法学、文学、理学、工学、教育学多学科协调

发展，亦为少数民族社会服务类高端人才培养提供了现实

可能性。目前，就电子信息、文化旅游、金融外贸、现代

物流经济发展领域和教育卫生、宣传文化、社会保障社会

发展领域，可以在不影响学校整体办学格局的前提下适当

调整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培养路径，以适应少数民

族社会服务类高端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具体少数民族社

会服务类高端人才培养的专业情况见表 7。 

表 7 贵州财经大学少数民族社会服务类高端人才培养的专业情况 

服务领域 需求分类 专业 所在分院 

经济发展领

域 

电子信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 信息学院 

文化旅游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 旅游管理学院 

金融外贸 
金融学、保险、金融工程 金融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投资学、国际商务 国际经济学院 

现代物流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社会发展领

域 

教育卫生 教育技术学、应用心理学 教育管理学院 

宣传文化 汉语言文学、广告学、传播学 文化传播学院 

社会保障 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工作 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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