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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经验主要是 :一、制定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 ,明确扶贫开发的具

体帮扶对象 ;二、坚持开发式扶贫 ,把解决贫困问题与对贫困地区进行全面开发结合起来 ;三、坚持政府主导 ,

广泛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 ;四、积极开展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中的交流与合作 ;五、高

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科技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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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制定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 ,明确扶
贫开发的具体帮扶对象

贫困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存的普遍现

象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 ,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一定

数量的贫困人口。然而 ,由于每一个国家的历史

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同

的 ,因此 ,人们对贫困含义的理解和对贫困标准的

确定也是不同的。1985 年世界银行将人均年消

费支出 370 美元确定为全球居民最低生活水准

———即贫困线。按照这一标准 ,1985 年全世界总

共有贫困人口 15 亿 ,占全球总人口的 31 % ,其中

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存在于发展中国家[1 ] ( P3) 。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 ,农民占全国

人口的绝大多数 ,因此 ,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

在农村。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当全国农村贫困

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得到明显缓解、贫

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时 ,一些自然条件较差、生态环

境恶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贫困问题开始

明显地凸现出来。有鉴于此 ,中国政府决定在全

国农村范围内开展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

开发 ,以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为贫困地区的

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要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 ,

首先要确定一个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比较现实

的贫困标准 ,而世界银行在 1985 年确定的贫困标

准显然超越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

平。1986 年我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公布的农村贫

困人口的标准是人均年纯收入 206 元 ,这是中国

政府有关部门在对 6. 7 万户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

出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 ,即 1985 年

全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为 206 元。按照这一标

准 ,1986 年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

口是 1. 25 亿 ,贫困发生率是 14. 8 %[1 ] ( P222) 。这

一标准到 1990 年相当于 300 元 ,2000 年相当于

625 元[2 ] ( P158) 。中国政府所确定的贫困标准 ,是

一个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费用标准 ,可以确

保农村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因而是客观

的 ,也是符合实际的。

针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一部分

县、乡、村的实际情况 ,中国政府决定以县为扶贫

开发的基本单元 ,以贫困村、贫困户为具体的帮扶

对象。1986 年中国政府确定了 331 个县为国家

专项扶贫资金投放的重点对象 ,具体标准是 :1985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 150 元的特困县 ;1985 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 200 元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和

位于一般的老革命根据地的县 ;1985 年农民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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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收入低于 300 元的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老

革命根据地县 ;1984 —1986 年农 (牧) 民人均纯收

入低于 300 元的牧区县 (旗) 和低于 200 元的半牧

区县 (旗) [3 ] ( P313) 。这 331 个国定贫困县加上各

省区市确定的 371 个贫困县所覆盖的贫困人口占

全国贫困总人口的 80 %以上[4 ] ( P35) 。1994 年国

家在制定《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又重新调整了贫

困县的标准和范围 ,确定了 592 个县为国家专项

扶贫资金投放的重点对象 ,具体标准是 : 1992 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 400 元的县全部纳入国家重

点贫困县扶持范围 ;1992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

700 元的原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 ,一律退出国家

扶持范围。这 592 个贫困县分布在全国 27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涵盖了全国 72 %以上的农村贫

困人口[2 ] ( P158 - 159) 。进入新世纪 ,国家又在中西

部 2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少数民族地区、革命

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确定 592 个县作为新

时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 592 个县的农

村贫困人口覆盖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 50 %以

上、低收入人口的 60 %以上 ,是新时期扶贫开发

工作的重点[5 ] ( P98) 。

以贫困村、贫困户作为扶贫开发的具体帮扶

对象 ,这是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

标和现阶段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决定的。扶贫

开发的任务是解决贫困户的温饱问题 ,只有对贫

困村、贫困户进行具体的帮扶 ,才有可能解决他们

的温饱问题 ;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的基本经营形

式 ,只有把帮扶措施同家庭经营的活力结合起来 ,

才能增强贫困户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进

而脱贫致富。扶贫开发落实到村、落实到户的主

要方式包括 : 11 干部帮扶到户 ,即组织各级干部

与贫困户结成“一帮一”对子 ,采取签订责任状等

方式 ,明确干部帮扶任务。21 实体带动、效益到

户 ,即通过鼓励企业与贫困户合作建立农产品生

产加工基地 ,实现农产品产、供、销的良性循环。

31 社会各界帮扶到户 ,即组织社会各界对贫困户

进行直接帮扶。41 资金到户 ,即对贫困户实行直

接的小额信贷。

二、坚持开发式扶贫 ,把解决贫困问题
与对贫困地区进行全面开发结合起来

坚持开发式扶贫 ,就是鼓励贫困地区广大干

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国家的

扶持下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依靠科技进步 ,开发

利用当地资源 ,发展商品生产 ,改善生产条件 ,增

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 ,解决温饱进而脱贫

致富 ,克服“等、靠、要”等依赖思想。

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基本途径和主要形式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针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

灾害能力差的实际情况 ,安排以工代赈资金 ,鼓

励、支持贫困户投工投劳 ,开展农田、水利、公路等

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生产条件 ;把扶贫开发

与资源保护、生态建设、计划生育工作结合起来 ,

实现资源、环境和人口的良性循环 ,提高贫困地区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把扶贫开发与智力开发 ,提高

劳动者素质结合起来 ,全面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

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 ,提高贫困人口

的自我发展能力。

第二 ,重点发展投资少、见效快、覆盖广、效益

高、有助于直接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种养业和相关

的加工业、运销业 ;积极发展能够充分发挥贫困地

区资源优势 ,又能大量安排贫困户劳动力就业的资

源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 ;依托资源优

势 ,按照市场需求 ,开发有竞争力的名特稀优产品 ,

实行产业化生产 ,逐步形成一定规模的商品生产基

地或区域性的支柱产业 ;坚持兴办贸工农一体化、

产加销一条龙的扶贫经济实体 ,承包开发项目 ,外

联市场 ,内联农户 ,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

系列化服务 ,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在优先解决群众

温饱问题的同时 ,帮助贫困县兴办骨干企业 ,改变

县级财政困难的状况 ,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第三 ,鼓励和支持目前极少数居住在生存条

件恶劣、自然资源贫乏地区的特困人口通过移民

搬迁、异地开发的方式 ,开辟解决温饱的新途径。

移民搬迁、异地开发的主要形式有 :11 插户移民 ,

即由贫困户自行投靠亲友 ,分散安置 ,政府给予一

定的补助 ; 21 政府建移民开发基地安置移民 ,既

要保证稳定解决迁入户的温饱问题 ,又要保证不

破坏迁入地的生态环境 ; 31 吊庄移民 ,即采取搬

迁初期两头有家的形式 ,待移民点得到开发 ,生产

生活基本稳定后再完全搬迁。移民搬迁要遵循以

下指导原则 :一是制定具体规划 ,切实搞好试点 ,

在试点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组织、分阶段地进行 ;

二是坚持自愿原则 ,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三是从实

际出发 ,哪些群众确实需要搬迁 ,采取什么形式搬

迁 ,搬迁如何组织等等 ,都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

四是细致地做好搬迁后的各项工作 ,确保搬得出

来、稳得下来、富得起来。

第四 ,鼓励和支持贫困地区开展有组织、有计

划的劳务输出 ,实现贫困地区劳动力的异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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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中国政府强调要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的职

业技能培训 ,组织和引导劳动力健康有序地流动 ;

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要按照同等优先的原

则 ,积极吸纳贫困地区劳动力在本地区就业 ;贫困

地区和发达地区可以就劳务输出结成对子 ,开展

劳务协作 ;保障输出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关心他们

的工作、生活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贫

困地区劳动力实现异地就业 ,这不仅有助于解决

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劳动力通

过异地就业可以学到新技术、新生活方式、新工作

方法 ,开阔眼界 ,增强信心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坚持开发式扶贫 ,这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

根本出路 ,也是扶贫开发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基

本方针。开发式扶贫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 ,主要是 :首先 ,解决了 2 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

温饱问题。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由

1978 年的 2. 5 亿减少到 2000 年的 3 000 万 ,贫困

发生率从 30. 7 %下降到 3 %左右。其次 ,改善了

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1986 —2000 年 ,在农村

贫困地区修建基本农田 9 915 万亩 ,解决了 7 725

万人和 8 398 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到 2000

年底 ,贫困地区通电、通路、通邮、通电话的行政村

分别达到 95. 5 %、89 %、69 %、67. 7 %。再次 ,加

快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速度。1994 —2000 年 ,国

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农业增加值增长 54 % ,年均

增长 7. 5 % ;工业增加值增长 99. 3 % ,年均增长

12. 2 % ;地方财政收入增加近 1 倍 , 年均增长

12. 9 % ;粮食产量增长 12. 3 % ,年均增长 1. 9 % ;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 1 337 元 , 年均增长

12. 8 %[2 ] ( P158) 。最后 ,促进了贫困地区科技、教

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三、坚持政府主导 ,广泛动员和组织全
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

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社会和

政治问题。只有重视扶贫开发 ,才有利于缓解地区

差距 ,促进社会公正与公平 ,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追求社会公正与公平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目

标”[6 ] (P67) 。无论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在

努力实现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都十分重视对

贫困落后地区的扶持。这种扶持除了政府直接救

济之外 ,主要是通过各种渠道 ,以多种方式增加对

贫困地区的投资 ,同时 ,在财政、金融等方面对贫困

地区实行优惠政策。中国政府在扶贫开发中的这

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整体布局之中。1986 年 4 月 ,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定把扶持贫困地区摆

脱落后状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之中。

此后 ,扶贫开发一直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五年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 ,建立各级扶贫开发的组织领导机构。

1986 年 5 月 ,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

导小组 (199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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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

的统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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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中央政府不断加大扶贫资金投入的力

度。中央政府为了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

题 ,支持贫困地区发展所安排的专项资金主要包

括财政扶贫资金和银行信贷扶贫资金两部分。财

政扶贫资金主要包括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基

金、“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新增财政扶贫

资金、以工代赈资金等。银行信贷扶贫资金实施

项目管理 ,即通过项目组织扶贫开发 ,通过项目覆

盖贫困人口 ,通过项目匹配扶贫资金 ,通过项目推

广科学技术 ,通过项目检验扶贫效果。20 多年

来 ,中央政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逐年加大扶贫

资金投入 ,由 20 世纪 80 年代的每年 40 多亿增加

到 2002 年的 300 多亿 ,累计共安排各类扶贫资金

2 200 多亿元[7 ] ( P38) 。

第四 ,对贫困户、贫困地区和扶贫开发工作实

行各种优惠政策。例如 ,对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

贫困户 ,免除粮食订购任务 ,减免农业税和农业特

产税 ;根据扶贫开发的特点和需要 ,适当延长扶贫

贷款的使用期限 ,放宽抵押和担保条件 ;对贫困县

新办企业和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兴办的企业 ,在

三年内免征所得税 ;中央和地方在贫困地区兴办

的大中型企业 ,要充分照顾贫困地区的利益 ,合理

确定与当地的利益关系 ;国家制定和执行产业政

策时 ,要考虑贫困地区的特殊性 ,给予支持和照

顾 ;对贫困地区的进出口贸易 ,要坚持同等优先的

原则 ,重点支持。

第五 ,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安排部署

全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分别于

1994、1996、1999 和 2001 年 4 次召开全国扶贫开

发工作会议 ,安排部署全国的扶贫开发工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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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制定了《国家八七扶

贫攻坚计划 (1994 —2000 年)》,这是我国历史上

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

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第四次全国扶贫开发工

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 —

2010 年)》,这是继《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之

后 ,又一个指导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

文件。

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解决温饱问题 ,是党和政

府的重要任务 ,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广泛动

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 ,不仅有助于

贫困地区的群众脱贫致富 ,而且有助于增强中华

民族的凝聚力、培育和发扬良好的社会风尚。

第一 ,组织东部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贫困

地区。1996 年 7 月 ,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安排和部

署下 ,由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

辽宁、福建和深圳、青岛、大连、宁波等东部 13 个

沿海发达省市对口帮扶内蒙古、甘肃、云南、广西、

陕西、四川、新疆、青海、宁夏和贵州等西部 10 个

贫困省区的工作全面展开。协作双方根据“优势

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 ,在

企业合作、项目援助、人才交流等方面开展多层

次、全方位的扶贫协作。据统计 , 1996 —2000 年

东部 13 个省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累计为西部贫困

省区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 21. 4 亿元 ,双方签订

项目协议 5 745 个 ,协议投资 280 多亿元 ,实现投

资 40 多亿元 ,从贫困地区输出劳动力 51. 7 万人。

此外 ,东西部地区在干部交流、人才培训、援建学

校、建设基本农田、修筑公路、解决人畜饮水困难

等方面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协作[2 ] ( P161) 。

第二 ,党政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定点联系、

帮助贫困地区。根据扶贫开发的要求 ,在中央政

府的倡导下 ,各级党政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充

分发挥了自己的职能作用 ,定点帮扶贫困地区。

中央党政机关定点帮扶到县 ,省、地、县机关定点

帮扶到乡、村。各帮扶部门和单位都有特定的帮

扶对象和明确的任务 ,按照“不脱贫 ,不脱钩”的原

则 ,搞好帮扶工作。到 2000 年底 ,定点帮扶贫困

县的中央党政机关和大型企事业单位达 138 个 ,

共派出 3 000 多名干部到贫困县挂职扶贫 ,直接

投入资金 44 亿元 ,帮助贫困地区引进国内外各种

资金 105 亿元。1995 —1999 年 ,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也先后派出 4. 6 万名干部到贫困乡、村挂职

扶贫 ,直接投入资金和物质折合人民币 87. 62 亿

元 ,帮助引进各类扶贫资金 103 亿元 ,实施扶贫项

目 2 万余个 ,帮助引进技术人才 1. 3 万余名 ,引进

技术近 7 000 项[2 ] ( P161) 。

第三 ,全社会各行各业都要通过多种形式支

持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如“希望工程”、“幸福工

程”、“光彩事业”、“文化扶贫”、“春蕾计划”、“青年

志愿者支教扶贫接力计划”、“贫困农户自立工程”

等扶贫活动都取得了很大成效。其中以资助贫困

失学儿童入学为目的的“希望工程”,自 1989 年开

展以来 ,到 2000 年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近 19 亿

元 ,资助建设希望小学 8 355 所 ,资助失学儿童近

230 万[2 ] ( P161) 。以民营企业的资本技术带动贫困

地区致富的“光彩事业”,从 1994 年启动以来 ,到

2003 年共吸引海内外 1. 1 万名非公有制企业家

到西部投资 7 300 多个扶贫项目 ,累计到位资金

300 多亿元 ,解决了 150 万人的培训和 130 万人的

就业问题 ,帮助 350 万人脱贫[8 ] ( P86) 。

四、积极开展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

领域中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的扶贫开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同时中

国政府重视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中的交流

与合作。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政府积极借鉴

国际反贫困的历史经验 ,不断扩大与国际社会在扶

贫开发领域中的合作 ,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在扶贫开发领域 ,世界银行与中国的合作最

早 ,投入规模最大。世界银行与中国目前已经开

展的西南、秦巴、西部三期扶贫开发贷款项目援助

总规模达 6. 1 亿美元 ,覆盖 9 个省区、91 个贫困

县 ,800 多万贫困人口。其中 ,世界银行西南扶贫

开发项目 1995 年 7 月开始实施 ,援助规模为 2 亿

美元软贷款、5 000 万美元硬贷款 ,国内配套资金

21. 8 亿元 ,项目总投资达 42. 3 亿元 ,重点扶持云

南、贵州、广西三省区最贫困的 35 个县 ,项目完成

后可以稳定解决 350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

题。[2 ] ( P162)项目建设主要包括大农业、基础设施、

产业开发、劳务输出、教育卫生、贫困监测等内容。

这是中国第一个跨省区、跨行业、综合性的扶贫开

发项目 ,也是迄今为止利用外资规模最大的扶贫

开发项目。

此外 ,一些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也与中国在扶贫开发领域中开展了广泛的合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粮食计划署、人口基金会、儿

童基金会 ,荷兰、日本、英国政府 ,亚洲开发银行、

日本协力银行、福特基金会、世界宣明会、香港乐

施会等也都在中国开展了扶贫开发项目。如

1986 —1990 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根据中国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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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进展状况 ,向中国提供 1. 55 亿美元贷款 ,

用于改进边远贫困地区人口的饮食结构、卫生状

况 ;1991 —1995 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又向中国

提供 1. 89 亿美元贷款 ,用于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

发等 20 个项目[9 ] ( P74 - 75) 。这些项目都取得了很

好的成效。

积极开展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中的交

流与合作 ,这不仅有利于加快解决我国贫困人口

的温饱问题 ,而且有助于我国借鉴国际社会在扶

贫开发方面创造的成功经验 ,提高我国扶贫开发

工作的整体水平和扶贫开发的整体效益。

五、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科技教育在

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贫困地区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技教育

落后 ,劳动者素质低。因此 ,在扶贫开发中 ,国家

要求科技部门根据全国扶贫开发的总体战略和要

求制定科技扶贫战略规划 ,指导和推动扶贫开发

工作转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

轨道上来。

1996 年 ,国家科委制定了《1996 —2000 年全

国科技扶贫规划纲要》,提出了科技扶贫的目标、

措施和实施办法 ,以加强对科技扶贫的政策指导。

国家专项安排科技扶贫资金 ,用于优良品种和先

进实用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 ,以及科技培

训等。国家动员和组织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在贫

困地区积极推广农业先进实用技术 ,组织科技人

员到贫困地区挂职任教 ,组织科研单位到贫困乡、

村宣传普及农业技术。

国家科委仅在 1986 —1994 年就累计拨出科

技扶贫专款 3 850 万元 ,在贫困地区安排“星火”

扶贫贷款 2. 1 亿元 ,帮助贫困地区引进各种实用

技术 2 700 项 ,实施重大科技成果推广与开发项

目 400 项 ,建立科技示范点 1 400 个 ,开展科技培

训 120 万人次[4 ] ( P126) 。1986 —2000 年 ,科技部向

贫困地区提供技术人员 3 万人次 ,实施科技扶贫

示范项目 580 个 ,建立各种科技示范点 1 500 个 ,

解决关键性技术 200 多个 ,向贫困地区推广实用

技术 2 000 多项[2 ] ( P160) 。1995 年以来 ,教育部和

财政部联合组织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工程”,投入资金超过 100 亿元 ,重点投向国定贫

困县、部分省定贫困县、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

区 ,帮助这些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些措施

对于提高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 ,改变贫困地

区落后的生产方式 ,提高土地的产出率 ,增加农民

的收入等发挥了重要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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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Modern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of Supporting the Poverty

HAN Guang - fu ,WAN G Li - jun

(College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 The main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of supporting the poverty are :firstly ,draw up the poverty stan2
dards which match the condition of our country and specify the specific subj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upporting the poverty ;secondly ,

persist the type of development to support the poverty and integrate resolving the problems of poverty with developing roundly the poor

area ;thirdly , insist that the government is dominate ,mobilizing and organizing extensively the whole social power to participate it ;

fourthly , communicate and cooperate active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is field ; finally ,value highly and give full scope the im2
portant function of th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in development of supporting the poverty.

Key words : Chinese rurality ;development of supporting the poverty ;historical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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