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数民族社会发展行动计划 

主要任务和/或拟议行动 目标和指标 时间表 责任机构 资金和资源 

A. 产出 1：农业现代化 

A.1 保证少数民族可参与项目的详细设计，如坡改梯、农作物选择

和农业基础设施改良 

A.2 保证少数民族可参与灌溉，道路设施和河道维护管理 

A.3保证少数民族可参与建立设备和材料的维护管理机制 

A.4 保证少数民族可以受益于现代农业系统 

目标: 

➢ 40%少数民族参与项目细节设计 

➢ 40% 少民族参与灌溉，道路设施和河

道维护管理 

➢ 40%少数民族了解设备和材料的维护

管理机制 

➢ 40%少数民族将从此产出活动中受益 

基线: 0 

2018–2023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 乡镇政府与村

委会、少数民族宗教

事务办公室、设计

院、社会咨询顾问 

项目预算 

 

B． 产出 2：面源污染防治工程 

B.1保证少数民族可以自愿方式参与造林或造林的选址 

B.2通过对土壤测试和配方施肥、农药残留物回收、塑料薄膜和秸

秆收集等的社区参与和咨询以制定农村废物管理手册 

B.3 保证少数民族可以受益于面源污染防治工程以及废物和环境管

理体系 

 

目标:  

➢ 40%少数民族参与项目设计、项目选点

等   

➢ 40%少数民族参与创办农村废物管理手

册 

➢ 40%少数民族将从此产出活动中受益 

基线: 0 

2018–2023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 乡镇政府与村

委会、农业合作社、

少数民族宗教事务办

公室、设计院、社会

咨询顾问 

项目预算 

 

C. 农村居民的培训、意识提升和机构能力建设 (涉及每个产出) 

C.1 意识提升  

C.1.1. 以海报、日历、宣传册等形式开展秸秆循环利用、水土保

持、农业废弃物回收、节水灌溉、水源涵养等方面的宣传工作。 

小册子可以在少数民族的节日和活动时分发。 

目标:  

➢ 40%少数民族参与提升意识的活动  

基线: 0 

2018–2023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少数民族宗教事

务办公室、林业局、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水资源局、水利局、

教育局、妇联 

项目预算和

当地相关部

门的日常预

算    



主要任务和/或拟议行动 目标和指标 时间表 责任机构 资金和资源 

C.2 培训和机构能力建设 

C.2.1 向农村居民包括少数民族提供培训和教育课程  

(i) 节水灌溉 

(ii) 有机肥、配方肥和绿肥的使用；秸秆还田 

(iii) 土壤改良措施（测土配方） 

(iv) 保护性耕作 

(v) 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品种推广和品种改良  

(vi) 环境保护意识 

(vii) 虫害、水灾、森林防火教育 

(viii) 小微企业、电商培训 

(ix) 农技推广 

C.2.2为农民合作经营、生产技术、市场营销和管理提供培训 

C.2.3 (i) 当地语言培训：培训语言建议使用少数民族广泛接受的当

地方言； 

(ii) 根据不同的需求以及以当地居民能够接受的培训方式、地点、

时间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 

目标:  

➢ 40%少数民族参与公众意识教育和培训 

➢ 30%少数民族参与商讨培训时间、类型

和地点等事宜 

基线: 0 

2018–2023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少数民族宗教事

务办公室、林业局、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水资源局、水利局、

教育局、妇联 

项目预算和

当地相关部

门的日常预

算 

D. 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涉及每个产出) 

D.1为农民合作社的经营提供就业机会 

D.2在工程建设中聘请当地群众作为建筑工人 

D.3在项目运营期间聘请当地劳工 

 

目标:  

➢ 农业合作社的建设期间产生的新就业，

其中 40%提供给少数民族 

➢ 项目建工中产生的就业岗位，其中

30%提供给少数民族 

➢ 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就业岗位，其中

30%提供给少数民族 

2018–2023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农业合作社、少

数民族宗教事务办公

室 

农业合作社

日常运营预

算 

E.  符合劳动法和核心劳动标准     

(i) 符合劳动法和核心劳工标准，包括没有童工、最低工资、同工同

酬、职业健康安全;  

(ii) 参与有关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毒/艾滋病，性传播感染和其他传染

病的公共卫生知识宣传和培训； 

目标:  

➢ 100%少数民族就业者享有关于维护他

们权利的培训 

➢ 100%建筑工人能够意识到少数民族节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少数民族宗教事

务办公室、林业局、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项目预算 



主要任务和/或拟议行动 目标和指标 时间表 责任机构 资金和资源 

(iii)  承包商施工人员须参与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性病防治宣传活动； 

(iv) 分发关于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性病的研究和宣传材料

（如海报和小册子）； 

(v) 向建筑工人提供的特定类型的健康措施和接受服务的人数（按性

别和种族划分）。 小册子可以在少数民族的节日和活动中分发。 

日和风俗习惯 

➢ 基线: 0 

F. 自愿土地使用权转让，确保农民受益 

(i) 提供关于项目目的和土地使用情况的信息 

(ii) 按性别、民族和地理区域与缔约方协商进程 

(iii) 承诺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协议时没有任何压力，并遵守法律和政

策合规 

(iv) 以公平的方式收取租金（相当于市场价格，并定期调整租金） 

(v) 如果有任何争议，缔约方可以获得申诉补救机制 

(Vi) 向缔约方提供以简洁明了方式表达的书面合同 

(vii) 缔约方之间（农户间、农业合作社、村民委员会）的协定将得

到核查和监测。 

目标: 

➢ 100% 或所有协议均经过验证，包括

夫妻双方同意以及确认已商定的租金

和/或福利。 

 

基线: 0 

2018–2023 少数民族宗教事务办

公室、林业局和国土

资源局、乡镇一级技

术推广站，妇联、少

数民族宗教事务办公

室 

谈判协议 

G.  项目管理支持 

G.1指派当地工作人员在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收集有关他们的数

据。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将聘请一名外部顾问对少数民族发展

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测。 

目标:  

每个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农业合作社至

少有一名当地工作人员、一个外部社会顾

问、以及至少有 30%为少数民族工作人员 

基线: 0 

2018–2023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农业合作社、少

数民族宗教事务办公

室 

项目机构能

力建设预算 

G.2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内部监控将每年报告一次，此外社会顾问

将对此开展监测和支持。 

目标:编制并提交的半年度监测报告给亚行 

基线: 0 

2018-2023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 农业合作社、, 

少数民族宗教事务办

公室、省农业综合开

发办公室, 社会咨询

顾问 

项目机构能

力建设预算 

G.3 在县和省内任命一个受训的工作人员专门确保少数民族发展计 目标:  2018–2023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项目咨询服



主要任务和/或拟议行动 目标和指标 时间表 责任机构 资金和资源 

划内的各项内容可以有效实施。 

 

在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和县农业综合开发

办公室各委派一名工作人员以负责少数民族

发展计划的执行  

基线: 0 

室, 农业合作社, 妇

联 , 少数民族宗教

事务办公室, 省农业

综合开发办公室, 社

会咨询顾问 

务预算 

G.4 提供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实施的培训.  目标:  

向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和省农业综合开发

办公室相关少数民族工作人员提供培训  

基线: 0 

2018–2023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农业合作社、, 

少数民族宗教事务办

公室、省农业综合开

发办公室、社会咨询

顾问 

运营预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