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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奇

迹。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始终高度

重视贫困问题和反贫困工作，不断制定和实施有利

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为大规

模减贫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要求出发，把扶贫开发摆在了治国理政

的突出位置，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和制

度安排，逐渐形成了完备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

本方略，出台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

致力于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以 2010 年

贫困标准计算，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77039 万减少到了 2017 年末的 3046 万，贫困发生

率从 97.5% 下降到 3.1% ①。从 1978 年到 2020 年，

人民生活将实现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

性跨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积累

了丰富的扶贫工作经验。中国也是全球最早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

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

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成果，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

奇迹，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本文

主要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反贫困的历程与阶

段、基本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当前脱贫攻坚及

2020 年之后中国减贫事业的开展进行了展望。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反贫困的历程与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的逐步确立，中国的扶贫政策在扶贫对象、瞄准方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反贫困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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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扶贫重心经历了从生产开发式扶贫到综合

性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贫困村到当前的到户到人的精准扶贫 ；从解决普遍性贫困、解决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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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的实践，应当认识到贫困的长期性、复杂性会持续存在，需要将反贫困工作主流化并内生成一种行为自觉

和重要理念，构建减贫的综合性保障体系，统筹衔接脱贫攻坚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 ：精准扶贫 ；改革开放 ；反贫困 ；绝对贫困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2019）03-081-08

收稿日期 ：2018-12-20

基金项目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立项课题“实现‘脱真贫’‘真脱贫’跟踪评估研究”（18VSJ099）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左停，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卫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8 年

3 月 1 日。

左停等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反贫困的经验与启示

DOI：10.14100/j.cnki.65-1039/g4.20190114.001    网络首发时间：2019-01-15 16:42:29
网络首发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5.1039.G4.20190114.2009.002.html



·82· 基层治理·扶贫专题研究（三）

式、扶贫政策内容、扶贫治理体系等方面都不断发

展创新。在扶贫对象和瞄准方式方面，改革开放初

期从农村普遍性的贫困问题入手，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开始确定并聚焦到贫困县，21 世纪初再聚焦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再到确定贫困村、整村推进，

最后瞄准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直到当前精准扶贫战

略、深度贫困等概念的提出，中国农村贫困治理体

系结构呈现出逐渐走向精准聚焦的趋势 ；中国的贫

困标准制定也是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体现了可操

作性和“多数人帮助少数人”的原则，现在的贫困

标准已经基本上与世界银行制定的较低的国际贫困

标准相当 ；在反贫困政策内容方面也从早期的以区

域经济发展为主，到开发式扶贫，到当前的开发性

扶贫与保障性扶贫并重的综合扶贫方式 ；在治理体

系上也从部门化的扶贫体系演变到五级书记抓扶

贫、全社会动员促攻坚的格局。中国扶贫的历程，

也是一个扶贫领域不断深化改革的历程。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贫困事业的阶段划

分，学界一般以 1986 年、1994 年、2000 年、2010
年、2013 年等时间节点为依据，且各自划分的具

体年份又不尽相同 ；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如反贫

困策略与政策变迁、相关益贫重大制度改革、贫

困瞄准焦点变化、反贫困背后的政治力量驱动等，

存在着三阶段论①、四阶段论②③或五阶段论④⑤⑥⑦。

本文根据不同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国家扶

贫战略扶贫政策的演变，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

贫事业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
1985 年）主要是通过改革开放打破平均主义，解

放农民生产力，解决普遍性贫困问题 ；第二个阶

段（1986-2000 年）开始进行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

的开发式扶贫策略，瞄准贫困区域和贫困县，注重

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集中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

题 ；第三个阶段（2001-2012 年）主要以“一体两

翼”（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培训、产业化扶贫）、

各类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

综合性扶贫举措的实施为抓手 ；第四个阶段（2013
年至今）是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和全面实施，采取

超常规的多样化举措，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参与脱

贫攻坚战，确保到 2020 年如期脱贫。这四个阶段

的划分主要依据反贫困政策工具的维度，并参照反

贫困的政策背景，体现了政策工具逐步适应市场导

向的改革，并不断多样化、综合化、系统化。

①贾玉娇 ：《反贫困的中国道路 ：1978-2018》，《浙江社会科学》，2018 年第 6 期。

②李培林、魏后凯、吴国宝 ：《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

③张琦、冯丹萌 ：《我国减贫实践探索及其理论创新 ：1978 ～ 2016 年》，《改革》，2016 年第 4 期。

④黄承伟 ：《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研究 ：评述与展望》，《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6 年第 5 期。

⑤曾小溪、汪三贵 ：《中国大规模减贫的经验 ：基于扶贫战略和政策的历史考察》，《西北师大学报》，2017 年第 6 期。

⑥郑风田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反贫困经验——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http://www.71.cn/2018/0629/1007321.
shtml.

⑦朱玲、何伟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减贫 40 年》，《劳动经济研究》，2018 年第 4 期。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201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年版。

图1  按2010年贫困线标准度量的主要年份贫困人口变化及阶段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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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78-1985 年，改革开放初期，打破平均

主义，依靠解放农民生产力，解决普遍性贫困问题

由于“十年内乱”和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

束缚，不仅使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普通百

姓的生活水平也迟迟得不到改善，人民生活处于普

遍性的贫困。1978 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

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当时中国人

均 GDP 只有 156 美元。面对这一窘境，邓小平提

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发展生产

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打破平均主义“大

锅饭”，邓小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允许“让

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①的目标，强调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

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

在农村，其核心问题是解放农民的生产力。针

对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土地

产出率低下的现象，这一时期缓解贫困的主要途径

是制度变革，通过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彻底变革、家

庭联产承包制度的确立、农副产品流通市场相对放

开、农业人口就业制度相对放松等体制改革手段，

使农民获得了多种自主权，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

村温饱问题，通过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扩

大就业和增加收入，使数量众多、长期处于温饱

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成功摆脱了贫困。农村贫困人

口从 1978 年的 77039 万减少到了 1985 年的 66101
万（按 2010 年贫困标准）。这一阶段的农业和农村

经济的发展显示出显著的减贫效应，大规模的减贫

工作得力于农村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商品经济发展所

释放出来的改革开放红利。在解决普遍贫困问题的

同时，党和政府开始关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实施了一些先导性的反贫困措施。例如，1980 年，

国家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1982 年，

将甘肃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并称为“三

西”地区，列入国家区域性扶贫的专项建设计划 ；

1983 年，中国人民银行在信贷计划中安排了专项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贷款”③ ；1984 年，划定

了 18 个集中连片贫困区进行重点扶持并设立了以

工代赈资金，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直接促进

了部分极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条件的改

善，也为后来实施制度化的农村扶贫开发举措积累

了经验。

（二）1986-2000 年，反贫困工作的制度化和

农业生产开发为中心的扶贫工作全面展开，集中解

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

中国农村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开放，农业基础设

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均不断得到改善，但

农村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经济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

的生存需要，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以及农村居民与

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贫困问题从普

遍性贫困向分层、分块演化，区域间发展不均衡问

题开始显现。

这一时期，中国在过去救济式扶贫基础上确

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

划、有组织和大规模的以提升贫困人口生产能力为

主要目的的开发式扶贫，中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一

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发式扶贫的体制机制逐渐确

立。1986 年，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

导小组（后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其

主要职责是制定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方针、政策和

规划，协调扶贫开发中各职能部门的关系，解决扶

贫开发中的重要问题，集中管理不同口径的扶贫资

金，督促检查有关工作。随后，各有关部委以及各

省（区）、地（市）、县（旗）也分别成立了扶贫开

发的组织领导机构。

在扶贫对象瞄准上，中央政府以县作为扶贫

开发的基本单元，以贫困村、贫困户为具体的帮

扶对象。1986 年，中央政府确定了 331 个县为国

家专项扶贫资金投放的重点对象，1994 年，国务

院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力争用 7 年左右

的时间在 20 世纪末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 8000 万

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

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

计划，并重新调整了贫困县的标准和范围，确定了

592 个贫困县，实施以工代赈、农业综合开发等农

村公共工程以及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蓬勃发展④，

显著地提升了农业生产能力。《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还在扶贫主体上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提出动员社

会力量进行社会扶贫、党政机关对口扶贫、东西扶

①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②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③王爱云 ：《1978-1985 年的农村扶贫开发》，《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 年第 3 期。

④张蕾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历程、特点及改革方向》，《中外企业家》，201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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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协作等中国特色的扶贫方式，这些方式一直沿用

至今。开发式扶贫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按照

现行标准计算，2000 年时，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

46224 万，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49.8%。

（三）2001-2012 年，包括社会保障政策在内

的综合性扶贫举措的实施

进入 21 世纪，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城市

化、工业化的发展，中国的贫困状况有了新的特

点 ：一是从贫困人口分布上看，贫困人口数量大幅

减少带来了贫困人口分布“大分散、小集中”态

势，贫困人口呈现出整体集中度下降和边缘化程度

上升、从重点县向重点村转移的特征 ；二是从贫困

深度来看，不平等程度增加使经济增长的益贫效应

不断弱化，随着贫富差距拉大，部分地区贫困程度

不断加深 ；三是致贫因素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

同性的致贫因素开始弱化，而农户个体化致贫因素

日趋显著。

在这一阶段，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扶贫开

发政策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形成了众多益贫性政

策 ：一是更加强调坚持综合开发，用整村推进方式

改善贫困村生产生活生态条件，既重视加强贫困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环境优化，也强调贫困地区

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提高贫困

村的整体发展能力 ；二是更加注重利用市场力量减

缓贫困，通过劳动力转移培训和龙头企业产业化扶

贫提高贫困人口进入市场的机会来摆脱贫困，拓展

了开发式扶贫的深度和宽度 ；三是强农惠农政策

基础上的减贫，从 2004 年开始，国家先后设立农

作物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种粮直接补贴三项

补贴，同年中国正式启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

作，2006 年全面取消农业税等惠农政策极大地促

进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 ；四

是社会保护性的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先后建

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农村迁移工人参加

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的制度等，引入了带有兜

底性质的保障性扶贫措施，拓宽了扶贫的政策维

度。在这一阶段，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到 2012 年

底，农村贫困人口首次下降到 1 亿以下，为 9899
万（按现行贫困标准衡量），贫困发生率为 10.2%，

但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也在不断加大。

（四）2013 年至今，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和全

面实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将扶贫工作摆到了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不断创新

思路、改进模式，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

略，开创了中国扶贫开发事业的新局面，形成了一

套完备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体系。面对当前中

国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

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

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

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

一个贫困群众。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

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强调扶贫要实事求

是，因地制宜。2015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到 2020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

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确保我国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强化政

府责任，引领市场、社会协同发力，鼓励先富帮后

富，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

的大扶贫格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以六

个精准、五个一批为基本要求与主要实现途径 ；扶

贫目标的多维性、扶贫措施的多样化，区域性与精

准性相结合，超越了以往开发式扶贫举措，重塑了

扶贫策略 ；形成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

落实”的扶贫管理体制，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

员促攻坚的局面 ；对于“扶持谁、谁来扶、怎么

扶、如何退”等关键性问题有了切实明确的工作路

径 ；动员全社会力量扶真贫、真扶贫、脱真贫、真

脱贫。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由 2012 年的 9899 万人减少到 2017 年底的

3046 万人，累计减贫人口为 6853 万人，实现平均

每年减贫 1300 万人，153 个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

在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贫困历程与阶段，

既有显著变化性又保持连续性。“变”的是针对不

同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切实

需要、贫困的时代特征等不断调适中国的贫困线、

扶贫政策供给和相关制度安排 ；“不变”的是国家

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持续关注关心关爱，是坚

持以需求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一以贯

之的做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推进改革开放，致力

于社会的公平正义。改革开放不仅是决定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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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关键一招 , 更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一招。

同时，广泛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推进实施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使农村减贫事业迎来了历史

性的跨越和巨变。中国的减贫事业在变与不变之

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勇于

创新，不断向前推进。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贫困问题的解决，针对不同

贫困情况，不断改革创新，采取了一系列的扶贫措

施。在过去的 40 年里，扶贫政策经历了从救济式

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

整村推进、扶贫入户，到当前的精准扶贫战略。从

1978 年到 2017 年，7.4 亿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中国的减贫事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效，得益于党和

政府始终把扶贫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坚持以人为

本，以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为导向，能够在不同发

展阶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扶贫策略，针对新情况新

问题不断创新扶贫政策以及在反贫困当中形成了一

系列制度化的保障体系。

（一）始终坚持改善民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以消除贫困作为全党全社会的重要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开

发事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社会

主义应该消除贫困这一本质要求，以消除贫困作为

全党全社会的重要工作。从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到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体现了对人民群众民

生问题的关注，这些直观的减贫目标更契合人民群

众的实际需求。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

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

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要消灭贫穷”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摆到治国理政的

新高度，提出了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

强调帮扶措施“到村到户到人”，提出“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②，“小康路上一个都

不能掉队，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关心和帮助贫困人口

和有困难的群众，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③。这些充分体现了在

扶贫开发事业中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和发扬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深刻认识。

（二）始终使反贫困事业保持着一个合理的节

奏向前推进

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反贫困历程，反贫困

的政策和管理工作始终保持着一个合理的节奏向前

不断推进，这也是党和政府一以贯之的经验方法。

坚持合理地制定和及时调整贫困标准 ；坚持整体

性、区域性和精准性相结合，从注重贫困区域、贫

困县、贫困村到贫困户、贫困人口的不断瞄准，先

易后难，既注重整体性的全面发展，又注重个人微

观层次的能力提升 ；坚持阶段性推进与内在连续性

相结合，能够根据不同时期贫困人口的实际需要，

确定集中解决的核心问题、制定阶段性的方案，同

时又保持措施的连贯性、目标的一致性 ；坚持稳定

性和动态性相结合，在不同阶段既出台了具有纲领

性的指导文件，又根据实际进展情况不断更新调整

政策的瞄准性和需求回应性，如在打赢脱贫攻坚战

过程中我们逐步认识到要集中力量在深度贫困地

区 ；坚持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的有机结合，在纲领

性文件中确定合理的、可实现的贫困标准和目标愿

景，既不好高骛远又实事求是，同时也在不断总结

提升经验性的做法，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既是一个阶段性

的工作总结、也是一个短期的目标设定，更是一个

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制度安排。这种反贫困的合理

节奏性工作模式，使我们的反贫困事业得以健康、

有序地向前推进。

（三）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持续形成有

利于贫困人口的政策创新体系

中国反贫困政策的出台，体现的是一个不断

持续和深化提出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政策创新体系

安排。中国政府根据不同阶段贫困人口的基本需

求（从温饱需要到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和基本特

征（从生存型到发展能力的提升）来创新扶贫开发

与管理政策。从改革开放初期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允许市场

交易等给予了农民农业生产、产品销售的自主权来

提升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摆脱普遍性贫困问题 ；再

①邓小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②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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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1 世纪前十年，中国不断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和

支持力度，取消农业税、实施各项农业补贴、政策

性农业保险等强农惠农政策 ；以及开展农村扶贫整

村推进、以工代赈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

共服务供给，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农村低保制

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和精准扶贫

到户到人的具体举措。扶贫政策是一个不断丰富和

深化拓展的过程，形成了有效的、生命力强的具有

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政策体系，极大地改善了贫困

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

（四）注重反贫困的制度化体系建设与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注重反贫困的制

度化体系建设，在各个阶段结合不同的历史背景，

不断深化和创新，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集中各方面资源，

动员全党全社会投身到扶贫工作中，丰富和创新中

国扶贫体系的理论内涵和时代特征，形成了自上而

下跨部门的专门扶贫体系。该体系发端于 20 世纪，

通过不断强化，形成了包括五级书记抓扶贫、扶贫

领导组长的党政主要领导双组长负责制、第一书记

和驻村工作队等跨部门专门化的扶贫体系，体现了

党的领导和各级政府的跨部门协作，充分发挥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形成了扶贫开发全社

会动员体系。反贫困不但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

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不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也

是全社会的事。党和政府在反贫困中积极动员和凝

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

面力量，构建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

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建立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对

口支援、定点扶贫等有益机制并鼓励支持民营企

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吸纳贫困人口

就业、支持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村社会服务供给，形

成了扶贫绩效考核体系。为保障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和规范有序开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扶贫工

作的绩效考核评估监督体系建设，相继出台了《省

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中央

单位定点扶贫工作考核办法》《脱贫攻坚督查巡查

工作办法》等①。

三、改革开放四十年反贫困经验对脱贫
攻坚和 2020 年之后反贫困工作的启示

总结归纳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反贫困的基本成

绩、阶段历程和基本经验，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和

2020 年之后在新的阶段、新的语境下减贫治理及

其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贫困的长期性、历史性、复杂性将会持

续存在

当前，全国仍有 670 多个贫困县尚未实现脱

贫摘帽，特别是“三区三州”贫困发生率高达

14.6%，2017 年底各省区市确定的 334 个深度贫

困县贫困发生率达 11.3%，有 1.67 万个村贫困发

生率超过 20% 且近几年贫困县和贫困村贫困发生

率平均每年下降幅度在减小②，因此脱贫任务和

难度依然较大。即使到 2020 年，中国将历史性

地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作为社会主义国

家，关注底层人群，解决贫困问题，仍将是党和

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面，在未来新形势下，应当认

识到贫困识别难度更大、更为复杂。如表 1 所示，

2017 年农村居民按五等份分组的低收入户人均可

组别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低收入户(20%) 2877.9 2768.1 3085.6 3006.5 3301.9

中等偏下户(20%) 5965.6 6604.4 7220.9 7827.7 8348.6

中等收入户(20%) 8438.3 9503.9 10310.6 11159.1 11978.0

中等偏上户(20%) 11816.0 13449.2 14537.3 15727.4 16943.6

高收入户(20%) 21323.7 23947.4 26013.9 28448.0 31299.3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201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年版。

表1 农村居民按五等份分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 元）

①刘永富 ：《不忘初心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的成就与经验》，《求是》，2017 年第 11 期。

②刘永富 ：《有效应对脱贫攻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人民日报》，2018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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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收入为 3301.9 元，与 2017 年现价贫困标准

2952 元相比较，表明仍有较多人口收入处在贫困

线边缘，长远来看，这种相对性的绝对贫困会持

续存在。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制约

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东部地区

已经进入一个以相对贫困识别与管理的阶段，中

西部地区在一定地区一定范围内仍将会存在着与

基本需求相联系的绝对贫困现象，因此要兼顾相

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兼顾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贫困的差异化。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

的不确定性日趋增加，人口老龄化以及城市化、

基本公共服务不充分不均衡等，需要我们关注贫

困人口的多样化形态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对更

容易陷入贫困的城乡人均低收入人口进行跟踪监

测，为完善科学的贫困标准提供依据，并适时进

行系统测算与评估，使陷入贫困的人群能够及时

得到识别和获得相应帮扶。

（二）使减贫工作主流化并内生成一种行为自

觉和重要理念

经过四十多年中国反贫困的实践，全党全社会

应当对减贫事业具备了一致共识，尤其是随着绝对

贫困的逐渐消除，相对贫困会呈现出多种形态，所

以今后的减贫事业要体现在方方面面，这就需要使

减贫主流化、常态化、制度化，深入到各层级政府

部门和各行各业，并内化成一种行为自觉和理念认

同，形成对贫困人口的主动关怀，如此才能使市场

机制和政策实施真正产生减贫脱贫的功效①。落实

到具体工作中，需要各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充分

考虑政策相关条件是否会排斥贫困人口享有政策，

避免政策实施中的非主观排斥，同时也需要各政府

部门之间的协调互助，通过制度衔接保障贫困人口

有效脱贫、长远致富。

（三）迈向减贫的综合性保障体系构建

当前剩余贫困人口中大多数都是缺乏劳动能

力的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截至 2017 年底，因

病、因残致贫人口分别占贫困人口总数的 42.3%、

14.4%，65 岁以上贫困老人占 17.5%，初中以下文

化程度的占 96.6% ②。因此，应根据剩余贫困人口

的基本特征和实际需求，在做好开发式扶贫、精准

扶贫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保障性、服务性扶贫举

措的制度安排和创新，建立以社会保障为主体，以

社会多元力量参与为辅助的扶贫综合保障体系，满

足贫困人口包括物质、服务、护理、预防、精神慰

藉以及市场参与、社会融入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切

实需要，提高扶贫脱贫质量。此外，还要继续不断

完善各类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确保贫困人口生计可

持续性。

（四）统筹衔接脱贫攻坚与新型城镇化、乡村

振兴战略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底层贫困人口流

动性也在不断加大，这就要求扶贫政策要不断拓宽

范围，应打破城乡分治的反贫困治理模式，推动反

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化融合并关注城市贫困问题。其

次要充分考虑到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乡村振兴

战略中，应更多地使各类资源向欠发达落后地区倾

斜③，补齐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增强乡

村发展的潜力，使贫困人口能够满足基本需要和发

展的可能条件，以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夯实乡村振兴

战略的基础，以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历程，中国的扶贫

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

迹，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

历史发展史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这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距

离 2020 年消除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

有两年时间，时间紧、任务重，需要我们集中力

量，精准施策，攻坚克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他们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并在全社会形成更有力

的社会关怀和包容性发展，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社

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和贫困人口生计改善。我们还

应该继续保持改革开放的精神和心态，不断探索

2020 年之后的反贫困工作路径，研究新语境下底

层群体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反贫困

永远在路上，需要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实

事求是、不忘初心，发扬改革开放的精神，因地

制宜地不断探索创新各种方式方法，实现共同富

裕、共享发展成果。

组别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低收入户(20%) 2877.9 2768.1 3085.6 3006.5 3301.9

中等偏下户(20%) 5965.6 6604.4 7220.9 7827.7 8348.6

中等收入户(20%) 8438.3 9503.9 10310.6 11159.1 11978.0

中等偏上户(20%) 11816.0 13449.2 14537.3 15727.4 16943.6

高收入户(20%) 21323.7 23947.4 26013.9 28448.0 31299.3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201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年版。

①左停 ：《稳定脱贫的制度设计和路径选择》，《光明日报》，2018 年 9 月 25 日。

②刘永富 ：《有效应对脱贫攻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人民日报》，2018 年 1 月 21 日。

③李小云、左停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挑战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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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and Revel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during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ZUO Ting  XU Wei-zho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rural anti-poverty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past 40 year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have gone through relief-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to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reg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argeting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whole village promo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o current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and alleviation, from solving general poverty and solving food and clothing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rural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 well-off. It embod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dherence to the people-
centered philosophy of development, and always maintains anti-poverty policies and management work along a reasonable pace, 
and continues to propose pro-poor policy innovations and focus on anti-poverty institutionalized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for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and the anti-poverty work after 2020,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the long-term and complex 
nature of poverty will persist, and that the CPC and the whole society should mainstream anti-poverty work and generate a behavioral 
consciousness and important ideas, build 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system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ordinate the strateg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and Alleviation ； Reform and Opening-up ； Poverty Alleviation ； Absolute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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