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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
IMPORTANT ISSUES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开启了制度化反
贫困的历史进程。伴随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反贫困制度逐渐升级，形成开发式扶贫—扶贫攻
坚—综合扶贫—精准扶贫的演变历程，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反贫困成就。从这条反贫困的制度运动轨迹
来看，中国反贫困经历了经济发展视角下的反贫困，系统视角下的反贫困与精准瞄准、精准精细施助的
贫困治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不是前后替代关系，而是递进累积关系，这意味着2020年前最后的脱
贫攻坚与2020年后的脱贫质量提升应采用复合型脱贫策略，即系统性、精准性、发展性贫困治理思维
的综合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脱贫工作，确立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
展目标，明确提出确保全部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在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
展，年均减贫人数1300万人。但是，随着贫困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脱贫难度逐渐加大，脱贫攻坚战
触抵深度贫困。深度贫困被称为贫中之贫，如何在最后的决胜期取得预期脱贫目标，以及确保脱贫效果
持久，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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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度贫困地区顺利、如期脱贫，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组织和财政保障下，我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旧存在诸多问

题：一是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禀赋或现状的契合度不够；二是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

资源禀赋中优势资源的发现不足；三是具有长远脱贫效应的举措投入不足。深度贫困地区的高质

量脱贫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分阶段实施的工程，要精准分析导致深度贫困发生的系统性因素；

要精准提炼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需求；要精准发力，补偿深度贫困地区的功能性缺陷和发展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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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度贫困地区高质量脱贫

的指示与部署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脱贫攻坚的决胜期。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三五’的最后一年是2020
年，正好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
节点”，在这一时期中，“扶贫开发工作进入啃硬
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为保证我国脱贫攻
坚工作如期完成，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度贫困地区
的脱贫工作作了总体部署，始终强调提高脱贫质
量，将其放在脱贫攻坚工作的首位。

2016年，“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谈到建立精准脱贫认定、退出机制时强调：
“要事实求是，严格评估，用经得起检验的摘帽标
准来衡量验收，注重脱贫质量和可持续性⋯⋯留
出缓冲期，在一定时间内继续实行扶持政策。”
这是在充分尊重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规律的基础上
得出的科学论断，为这一时期及2020年后一段时
期中的脱贫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真贫、真脱贫”，短短
六个字蕴藏着精准脱贫与高质量脱贫的指示。随
着2020年日益临近，为避免各地方为急于完成脱
贫任务而只追求脱贫数量、忽视脱贫质量，习近
平总书记再次明确提出：“全面打好脱贫攻坚战，
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
位，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为
打赢这场硬仗，习近平总书记还进行了脱贫组织
战略部署，确定中央统筹、省负责、市县抓落实
的管理体制，基本形成四梁八柱的顶层设计，以
及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氛围。在
如此组织保障下，该如何高质量完成深度贫困地
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呢？习近平总书记做了以下几
个方面的指示。

第一，系统谋划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大扶贫格局，深入实施东
西部扶贫协作，将深度贫困地区精准脱贫与区域

性开发扶贫相结合，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创造良
好的外部环境，强化支撑体系，加大政策倾斜，
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 [1]加大道路、桥
梁等公共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资
源，饮用水、电、煤气、暖气等基本公共产品，
生活排污和垃圾处理系统等基本公共设备方面的
投入，为深度贫困者构建一个具有社会融入驱
动能力的外部系统。同时，主张通过外部政策、
环境的正向激励，以及外部体系的支持，注重扶
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培育深度贫困者积极脱
贫的内在动力。第二，将“精准”贯穿扶贫脱贫全
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深深认识到贫困现象虽然相
似，但是致贫的原因、各地脱贫的资源禀赋、贫
困者个人的脱贫能力各异，因此始终主张精准扶
贫、脱贫，对具体贫困问题进行具体分析。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了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
重要指示。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
“要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
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
效精准”。第三，提出“四个一批”的脱贫攻坚行
动计划。作为“精准扶贫”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了“四个一批”的脱贫行动计划，即通过
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
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
一批，化解深度贫困人群的生存与发展障碍。第
四，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贫困治理格局。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
会，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发挥政
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发挥金融资金的引导
和协同作用，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投
入支持力度；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第五，合理确定深度贫困地
区的脱贫目标。实现我国深度贫困地区高质量脱
贫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美好生活是最终的目标。
由于深度贫困的治理难度大，治理工程的成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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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短时间内显现，所以，需要明确2020年要达
到的脱贫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以唯
物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即使到了2020年，
深度贫困地区也不可能达到发达地区的发展水
平。我们今天的努力是要使这些地区的群众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使这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
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在这个问题上，我
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吊高各方面
胃口。”

我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已开展的工作及

不足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下，全国上下迅速行
动，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工作取得重大成效。截至2016年12月，我国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下降幅度大于全国贫困人
口下降幅度，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贫困人口增速。从各地方
的脱贫实践来看，主要采取“外向型扶贫模式”和
“内向型扶贫模式”，具体表现为易地变迁、技术
扶贫和信贷扶贫。

易地搬迁脱贫及有待完善的问题。易地扶
贫作为我国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四个一批”中的一
个“一批”，着力于深度贫困的外部环境重塑，建
立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科学研判的基础
之上，亦即严酷的外在环境已经无法满足由人类
规模逐渐扩大而产生的聚居、生存和发展的新需
求。通过使陷入深度贫困的人口迁离原有生计系
统，移入具备现代化、市场化、开放性或具备上
述三因素发展能力的生计环境，帮助贫困者摆脱
贫困。易地扶贫搬迁充分尊重外部环境对人类
生存与发展产生的极端客观性制约，是人类迁移
史上的一个壮举。根据我国《“十三五”时期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方案》的指示，2020年前完成约
1000万人口的搬迁任务，使他们与全国人民同步
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近1000万人口主要分布在

自然环境恶劣、水土光热条件难以满足日常生活
生产需要、地质灾害频发、地质构造对居民的人
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地方病严重，公共基础设
施与公共基本产品极为薄弱，并且建设难度大，
建设、维护成本高，以及《国家主体功能区》禁
止开发或限制开发的地区。

易地扶贫搬迁虽然对深度贫困进行釜底抽
薪式的治理，但是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果考虑不
周，就会导致迁出人口再次陷入贫困之中。世界
银行将“生活水平不降低”作为衡量易地搬迁成效
的准则。然而，由于深度贫困的成因复杂，以及
人所具有的生活系统适应性，要保障贫困人口迁
入新环境后“生活水平不降低”，就要运用系统思
维，做好应对生计和生活接续的系统性风险。例
如，虽然通过易地搬迁改善了深度贫困人口的居
住条件，但如果未能进行相应制度、资源、产
品、设施的有效补给，就无法对深度贫困人口进
行社会功能缺陷补偿，致使他们仍无法摆脱贫困
状态。

技能脱贫及有待完善的问题。与易地搬迁
着力于改变致贫的外部系统不同，技能脱贫以贫
困群体为潜在的人力资源为前提假设，通过对深
度贫困地区的贫困者进行劳动技能培训，使之掌
握融入现代市场的技能素质，从而提升贫困人口
内生性脱贫能力，改变贫困状态。目前，技能脱
贫成为各地具体落实培育内生脱贫能力的主要做
法。此种扶贫策略相较于传统的“救济式扶贫”具
有进步意义，但是对脱贫能力的单维度阐释，具
有严重的局限性。

首先，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导致贫困
的能力不足是个体与外部系统相断裂的结果。他
指出，除了经济上的技能缺失外，政治自由的
缺失、社会机会的缺乏、透明性担保的无法落
实、防护性保障的不足等亦成为贫困者深陷贫
困无法自拔的影响因素。换言之，深度贫困的
产生是个体融入社会系统功能性障碍长期积累
的结果。因此，仅依靠技能来实现脱贫能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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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存在明显不足。
其次，技能脱贫本身具有一定的排斥性，

即能够接受技能脱贫的是身体健全健康的贫困人
口，那些不具备劳动能力发展潜质的老年人、残
疾人、长期患病者，以及文化水平低、学习能力
差的人群被排除在外。此外，对于部分具有劳动
能力的个体，其长期与社会主流系统相割裂，导
致行动的结构性障碍内化为对自身的消极认知，
从而对技能脱贫产生内在排斥。

最后，技能脱贫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降低
了政策效应。例如，培训模式、内容未能有效对
接贫困群体的需求；技能脱贫的国家补助较少，
工作琐碎，脱贫周期长，导致基层组织积极性
不高；由于深度贫困地区的交通、通信设施不
足，技能脱贫的信息往往不能及时传递到贫困
者那里。

信贷脱贫及有待完善的问题。信贷脱贫是资
产扶贫的具体形式，在政府财政贴息的机制诱导
下，激励正规金融机构将信贷资金投向具有生产
潜力的贫困者或带动贫困户直接就业的扶贫产业
组织，提高他们的经营能力，激发深度贫困地区
的经济发展活力，从而使深度贫困地区生成造血
能力。但是，这种运用金融手段实现脱贫的做法
面临以下现实挑战：一是深度贫困地区对扶贫信
贷的有效需求不足，深度贫困者缺少除投资资本
以外的其他产业发展资源；二是农村金融市场尚
不成熟，融资风险保障服务缺乏，由于信贷扶持
对象为缺乏技术、经验与风险管理的农户，所以
信贷金融风险较高，同时限制了资本积累规模，
难以产生预期效果；三是容易造成深度贫困地区
内的贫富分化。

综上所述，上述脱贫举措在优化深度贫困
地区的外部与内部系统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
义，但是由于深度贫困成因具有复杂性与形成时
间的长期性，所以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必然具有艰
巨性、挑战性。总的来看，上述脱贫举措在与深
度贫困地区对接时存在以下共性缺陷：一是与当

地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禀赋或现状的契合度不
够；二是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禀赋中优
势资源的发现不足；三是具有长远脱贫效应的举
措投入不足。从各因素对脱贫质量的影响权重上
看，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影响最大，包括满足基
本需求的基础设施，如饮用水、生活能源和区
域性基础设施，如交通、通信、电力；影响较大
的因素是基本公共服务与产品的投入情况，包括
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再其次的影响因素
是技能培训与产业、资产扶贫。此外，在一些少
数民族聚居的深度贫困地区，文化因素与基础设
施建设情况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由于文化信仰
方面以及现代化水平方面存在差异，原有社会文
化系统与现代社会文化系统之间隔离，产生深度
贫困。此种贫困治理更具复杂性，其本质是少数
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即在保持民族社会文化
特色的同时，运用现代化的手段改善其生活，使
其享受到现代社会的发展成果。在我国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避重就轻倾
向，对那些建设难度大、投资见效周期长、产生
长远脱贫效应的民生事业方面投入相对较少，而
对那些项目上马快、投资见效快、产生快速脱贫
效应的民生项目投入较多，从而对深度贫困地区
的高质量脱贫产生消极影响。

我国深度贫困地区高质量脱贫的阐释框架

深度贫困，从空间上看，具有大范围区域性
或相对小范围的整村的特点；从时间上看，整体
性贫困或个体性贫困持续久，按照国际上的说法
是贫困持续超过5年以上；从贫困程度上看，具
有程度深的特点；从致贫原因上看，具有多维度
的特点。因此，深度贫困地区的高质量脱贫是一
项系统的、长期的、分阶段实施的工程。为阐明
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本质，进一步深入理解习近
平总书记高质量脱贫的理论内涵，本文运用系统
性、结构性、互构性思维，以培育内生性脱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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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核心，建立起深度贫困地区中的贫困个体、
深度贫困地区与外部环境之间层层嵌套、逐层外
展的分析体系。该体系内的核心——内生性脱贫
能力——来自于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
与一般的能力贫困理论不同，阿马蒂亚·森并未
将能力低下进行个体内在归因，而是分析了外部
社会结构对能力所产生的客观的形塑作用，他将
此称之为“可行能力”，具体说来，可行能力是一
系列能够使个体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
合体。这些功能性活动包括免受困苦，如饥饿、
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享受公共
教育资源和设施，享受医疗保健，享受政治参与
等。由此可知，个体在享受外部环境提供的各种
功能性活动的过程中，既融入了社会，也逐步提
升了可行能力。由此推知，内生性脱贫能力是个
体与外部结构持续良性互动的结果。

在进行具体地系统化建构时，本文遵循马克
思的人的本质观。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
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2]。其中，社会关系是在社会系统
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连接，由此可
以抽离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关系，即以个体
为中心而延展开来的关系网络与主流经济社会系
统的融合关系，若由个体延展开来的系统能够支
持个体融入主流系统，则个体陷于贫困的风险就
会降低，反之则升高。由此，可将深度贫困的结
构框架建构为，在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系统
中，致贫因素由产生、聚合和发生作用而逐渐引
发该系统功能性病变，导致个体无法从事功能性
活动，造成个体与主流社会系统相脱节。综上可
知，如果通过脱贫治理，人们能够从外部主流社
会系统获得社会、经济保障和参与社会的机会，
从而形成某种可持续的生计模式；外部社会系
统——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的有序结合体，具有
开放性、包容性特征，且具备集体认可的价值、
规范，以促进共同体形成；那么，该脱贫治理，
我们可以评价为高质量的深度脱贫，该阐释框架
如图所示。

深度贫困地区高质量脱贫的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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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易地脱贫区域而言，交通、水利、
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生活能源、家
庭设施、净化自来水等生活必需产品的供给，以
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是
必然选项。通过对宏观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
造，以及基本公共产品、资源与服务的有效供
给，满足深度贫困者基本的生存安全需求和基本
的能力储备，提升贫困者的生活质量，使其具备
向上发展的可行性。产业脱贫、信贷脱贫和技能脱
贫是可选项，亦即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发展产业
化生产。对于那些不适合发展现代产业的地方，可
将现代化因素融入其中，尽可能地维护原有经济、
社会生态；对于那些具备发展现代产业禀赋的地
方，可通过产业、信贷、技能等手段，实现其经
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同时为避免二次贫困的发
生，应着重加强现代生计的系统化建设。

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特点、脱贫资质与

类型

当前我国深度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以下几
类地区。一是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全国共有14
个。国家层面的连片深度贫困地区包括西藏、四
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
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等，
共24个市州、209个县，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
总人口的75.88%，成为“贫中之贫”。2016年年
底，“三区三州”的贫困发生率为16.69%，相当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3.7倍。[3]二是深度贫困县，截止
到2017年年底，全国共有334个，分布在中国中
西部和民族地区的14个省。三是深度贫困村，截
止到2017年年底，全国共有3万个。 [4]其中，连
片深度贫困地区具有区域性与个体性的双重困境
特点，具有分析的典型性。笔者以西藏、云南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甘肃定
西、山西吕梁、湖南湘西州等地为分析个案，从
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活环境、文化环境、人

口环境与经济环境等六个方面，从地理、基础设
施，教育、医疗、电力通信，生活能源、净化的
自来水、住房和家庭设施，文化信仰，民族与人
口构成，可发展的产业禀赋等14个具体指标，描
述以它们为代表的深度贫困地区的特征，从而阐
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资质所具有的差异性，据此
得出深度贫困地区的类型。

经过比较发现，这六个连片深度贫困地区
在原有基础设施数量，教育、医疗、电力通信水
平，生活能源、净化自来水的使用率，住房和家
庭设施的情况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即均
处于低水平。在整体地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难
度、文化信仰、民族构成、可发展的产业禀赋等
方面显现出了一定的异质性。从整体地理环境方
面看，西藏、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四川凉山
彝族自治州的地理环境更为严峻。例如，西藏的
高寒纯牧贫困区大多是海拔4800米以上的超高
海拔地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60%的深度贫困
人口居住在海拔为2500～3000米的深山区、高
寒山区，以及石漠化地区；云南怒江居住在25°
以上陡坡的深度贫困人口占比高，这大大增加了
基础设施建设与后期维护的难度，给高质量脱贫
提出严峻挑战。从文化信仰方面看，少数民族聚
居区的文化信仰深厚，形成民族生存、发展观与
现代发展观之间的摩擦，且过于同质性的民族居
住空间会产生强烈的对外排斥性，从而形成无形
的脱贫障碍。从可发展的产业禀赋方面看，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适宜发展旅游、生态农业、水
电矿产；甘肃定西适宜发展中医药、马铃薯、果
蔬等特色农业；山西吕梁适宜发展特色经济林与
药材、林育、林菌等林下经济，发展森林旅游康
养产业；湖南湘西州适宜发展生态旅游与林下经
济。相对来说，极端高寒区、偏远深山区与地质
灾害多发地的产业发展禀赋较差，难以在短期内
进行产业扶贫。

综上，受上述指标的严重程度与组合情况
的影响，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资质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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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脱贫资质差异性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整体
地理环境的外部客观因素，少数民族文化信仰的
内部客观因素，以及发展现代产业禀赋的内生脱
贫动力的客观潜质。对于同时具备上述三大因素
的深度贫困地区，在明了其脱贫难度最大以外，
还应该认清一定时期内其所具有的不同的脱贫期
待与需求。有基于此，依据整体地理环境无法适
应人类生存、适应难度大、适应难度相对较小，
有或无少数民族文化信仰，发展现代产业的先天
禀赋资源优或劣，将我国深度贫困地区划分为以
下十二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整体地理环境无法满足人类
规模增长需求，无少数民族文化信仰与天然资源
禀赋的深度贫困地区；第二种类型，整体地理环
境无法满足人类规模增长需求，且少数民族文化
信仰深厚的深度贫困地区；第三种类型，整体地
理环境无法满足人类规模增长需求，且具有发展
的天然资源禀赋的深度贫困地区；第四种类型，
整体地理环境无法满足人类规模增长需求，且少
数民族文化信仰深厚，具有发展的天然资源禀赋
的深度贫困地区；第五种类型，整体地理环境适
应人类生存的难度较大，且无少数民族文化信仰
与天然禀赋的深度贫困地区；第六种类型，整体
地理环境适应人类生存的难度较大，且具有少数
民族文化信仰的深度贫困地区；第七种类型，整
体地理环境适应人类生存的难度较大，且具有发
展的天然禀赋的深度贫困地区；第八种类型，整
体地理环境适应人类生存的难度较大，且具有少
数民族文化信仰和发展的天然禀赋的深度贫困地
区；第九种类型，整体地理环境适应人类生存的
难度较小，且无少数民族文化信仰与天然资源禀
赋的深度贫困地区；第十种类型，整体地理环境
适应人类生存的难度较小，且有少数民族文化信
仰的深度贫困地区；第十一种类型，整体地理环
境适应人类生存的难度较小，且具有发展的天然
禀赋的深度贫困地区；第十二种类型，整体地理
环境适应人类生存的难度较小，且有少数民族文

化信仰和发展的天然禀赋的深度贫困地区。

我国深度贫困地区高质量脱贫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
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对于深度贫困
地区，要精准分析导致深度贫困发生的系统性因
素；要精准提炼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需求；要
精准发力，补偿深度贫困地区的功能性缺陷和
发展短板。总的说来，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教育、
医疗、电力通信水平，生活能源、净化自来水的
使用率，住房和家庭设施的情况，是供给的必选
基础项目。而对脱贫行为偏好产生影响的是上述
十二种深度贫困地区的差异性资质，从而形成与
之相对应的高质量脱贫的实践路径。

就第一种类型而言，采取易地扶贫搬迁的脱
贫路径。不是少数民族地区且缺少先天的发展禀
赋，使得来自于深度贫困原生环境中的阻碍力量
较弱，工作开展相对容易，易于建立一个新的社
会生计系统。就第二、第三、第四种类型而言，
在充分做好思想引导和搬迁动员、准备工作的基
础上，在尊重少数民族或当地居民自主选择的前
提下，采取整体易地搬迁和部分易地搬迁两种思
路。对于整体易地搬迁而言，需要充分考虑少数
民族和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知识和方式，预先解
决好由新环境产生的生活成本问题，以及过渡时
期出现的诸多不适应问题；部分易地搬迁的发生
前提是，生活在禁止开发的国家保护区或拥有其
他发展天然禀赋的地区中，在积极引导与动员贫
困者易地搬迁的主流做法下，可保留部分原住居
民在国家保护区或可开发的产业中工作。这一方
面满足了部分安土重迁思想严重的少数民族个体
或当地人的精神需要；另一方面，能够满足地方
发展需求，因为他们对其生活环境充满感情且熟
悉，具备有效解决问题的地方性知识。

对于第五、第九种类型而言，将基础设施建
设放在重要位置，加强交通、电力、通信、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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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设施建设，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对于这一类型
下的贫困者而言，实现了上述目标，就是提高了
生活质量。与此同时，可酝酿、培育发展的内生
性资源，如对劳动力进行思想引导，开展专项培
训，提高劳动技能，为今后发展本地经济和进行
劳动力输出做好准备工作。对于第六、第十种类
型而言，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产品供
给与内生发展资源培育的同时，需要引入思想引
导和教育工作，加大宣传现代文明，帮助少数民
族人口尝试着接受现代文化。对于第七、第十一
种类型而言，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
产品供给的过程中，运用技术脱贫与产业脱贫手
段，充分挖掘发展的先天优势资源，发展现代产
业；对于第八、第十二种类型而言，将基础设施
建设、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现代文明宣传与思想
引导，以及挖掘资源优势的诸种举措整合起来。
在这部分中，每组中两种类型的差异在于，具体
脱贫攻坚过程中面临的难度是不同的。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是一项艰巨而富有
挑战性的任务，需要在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扶贫
思想和深度贫困地区高质量脱贫指示的指引下，
循序渐进地实现。

强调脱贫的系统性。由前文分析可知，深
度贫困地区具有系统封闭性，贫困的内循环系
统在代际传递。只有打破这个系统，逐步进行
系统更新，才能逐步化解贫困。强调脱贫的长期
性。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是一个短期就能实现

的过程，需要经历长期地系统重组与调试。强调
脱贫的阶段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需充分发
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顺应我国深度贫
困地区的脱贫规律，呈现出分梯度的脱贫攻坚过
程，即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产品投入为第一
阶梯；思想引导、教育，以及现代化转型为第二
阶梯；挖掘天然优势资源，发展现代产业，创新
新型生计维持系统为第三阶梯。强调脱贫的内生
性。以培育贫困者内生脱贫能力为核心，完善外
部社会支持系统，激发个体与区域发展的内在积
极性，将扶智与扶志相结合。强调脱贫的区域性
与个体性相结合，形成个体与其所嵌入的社会系
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保障脱贫效果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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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fting the seriously impoverished areas out of  poverty as scheduled is key to winning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in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due to the organizational and financial guarantee, substantial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reducing poverty in China,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First, in the poverty reduction work, 
the government fail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local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source endowments or status quo. Second, the 
government is incapable of  discovering the superior local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source endowments. Third, there is the lack 
of  investment in the long-term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The work of  lifting the seriously impoverished areas out of  poverty is a 
systematic, long-term project that should be finished in a phased manner.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accurately analyze the systemic 
factors causing extreme poverty, summarize the exact needs of  the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remedy the 
functional shortcomings and weak links of  their development.

Keywords: Seriously impoverished, high-quality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system, endogenous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