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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改革 40 年”专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扶贫开发认识的发展*

丁 建 定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关注贫困群体基本生活的改善，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不断探

索和总结扶贫问题的思想、理论和有效途径，逐渐形成了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扶贫攻坚”到“大扶

贫格局”、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等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保
障和改善民生与共享发展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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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关注贫困

群体基本生活的改善，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

的现实，不断探索预防和减少贫困的有效途径，不断

提炼和总结预防与减少贫困的基本主张、核心理念

和成功经验，逐渐形成了从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和

精准脱贫的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本文基于江泽

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同志对扶贫开发的重要论述，系

统探讨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扶贫开发认识的发展。

一、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

1． 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

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解决贫困人口生活问题的

重要性。他指出，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关

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和长期稳定，

关系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

信。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①

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加快贫困地区的发展步伐，

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

政治问题，是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②

江泽民同志系统论述了扶贫开发的重大经济意

义和政治意义。他指出，第一，我们党和国家开展扶

贫开发，努力解决贫困人口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是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极大地坚

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

心。第二，扶贫开发取得的成就，不仅是对世界人权

事业的重要贡献，也为我们开展国际人权斗争、反对

西方反华势力干涉我国内政创造了有利条件。第

三，扶贫开发取得的成就，为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

展，促进民族团结、保持边疆安定和社会稳定做出了

贡献。第四，扶贫开发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积累的宝

贵经验，为我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增添了丰富生动的教材，应充

分运用它来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继续为推进改革和建

设而不懈奋斗。③

2． 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

江泽民同志明确强调扶贫工作必须从救济式扶

贫转向开发式扶贫，实施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

合的方针。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在

思路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由传统的救济式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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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开发式扶贫。走开发式扶贫的路子，增强自我

发展能力，才能稳定地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帮助

贫困地区人民摆脱贫穷，不仅是党和政府的任务，也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这

个优势; 我们中华民族，有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 现

在城市和一部分发达地区已经初步富裕起来，也有

这个条件。要发挥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

势，把政府扶贫同全社会扶贫结合起来，这应当作为

今后扶贫工作的一条重要方针。④江泽民同志还强

调开发式扶贫中的机制建设。他指出，要进一步统

一思想，下定决心，坚决如期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

划; 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

力; 更广泛更深入地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依靠

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地苦干实干; 进一步加

强扶贫工作的领导，层层实行责任制。⑤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

江泽民同志对扶贫开发的不断深入进行了系统

论述。他指出，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这项任务完成以后，扶贫开发仍然不能放松，要继续

抓下去。当然，这是在更进一个层次上的扶贫开发。
21 世纪继续开展扶贫开发，要首先解决剩余贫困人

口的温饱问题，巩固扶贫成果，使已经解决温饱的人

口向小康迈进，同时在稳定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全面

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江泽民同志还进一步

强调，扶贫开发必须纳入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并

与共同富裕的民生目标一起考虑。他指出，扶贫开

发这项工作，必须同我们对 21 世纪整个经济发展战

略的考虑结合起来，同加快中西部地区建设、缩小东

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结合起来。
到 20 世纪末，农村虽然可以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

饱问题，但标准还很低，而且很不稳定。许多地方还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生产条件，一遇自然灾害，

一部分人仍可能饱而复饥，温而复寒。改变这些地

方长期形成的生产力不发达状况，还要进行长期努

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这个意义上讲，扶贫开发是

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21
世纪，扶贫开发还要继续深化，并不断向更高的水平

推进。⑥

4． 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

江泽民同志十分强调扶贫开发中贫困地区与人

口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他指出，解决中国的所有

问题，最根本的要靠发展。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最

根本的也要靠发展。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要努

力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态条件，

提高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

和劳动力资源，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生产的发展，促

进群众生活的改善，并逐步增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

展的能力。要不断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

这是开发式扶贫的真谛所在。⑦

显然，江泽民同志的论述十分重视扶贫开发的

重大政治意义，将其提升到治国安邦、长治久安、民
族团结和人权发展的政治高度。扶贫开发的基本目

标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进而使得解决

温饱的人口能够向小康生活迈进，并在稳定解决温

饱问题的基础上，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扶

贫开发的主要方针是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
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的思路转变，是中

国共产党顺应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

化，结合贫困自身的发展变化，对我国预防和减少贫

困问题认识的重要发展和变化，对于推进当时的扶

贫事业的发展，改善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产生了积

极的作用和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后来的发展阶

段对扶贫开发的认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从“扶贫攻坚”到“大扶贫格局”

1．“两不愁”“三保障”与“四大突破”
胡锦涛同志鲜明地提出了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

和需要重点突破的任务。他指出，到 2020 年，深入

推进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是: 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

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⑧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扶贫工作必须要在以下四个具

体方面有大的突破: 一是生产条件有大改变。贫困

地区基本农田、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人均

基本口粮田得以保障，农户特色增收项目得到落实，

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展，特色支柱产业体系初步形

成。二是生活条件有大改善。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安

全保障程度和自来水普及率进一步提高，全面解决

无电行政村和无电人口用电问题; 实现具备条件行

政村通沥青( 水泥) 路，实现村村通班车; 扩大农村

危房改造规模，群众居住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三是

社会事业有大发展。贫困地区基本普及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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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县乡

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基本健全，县级医院医疗能

力和水平明显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加率稳定

在 90%以上，贫困地区群众获得公共卫生和基本医

疗服务更加均等。四是社会保障水平有大提高。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供养制度、临时救助制度

进一步完善，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

盖，农村社会保障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⑨

2． 主要途径、基本手段与主要机制

胡锦涛同志论述了扶贫开发的主要途径和基本

手段。他指出，做好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要坚持开

发式扶贫方针，同时实行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有效衔接，把扶贫开发作为脱贫致富的主

要途径，把社会保障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手段;

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坚持扶贫开发与推进城镇化、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⑩

胡锦涛同志系统论述了扶贫开发中的机制建

设。他指出，在扶贫开发工作中要着重把握好以下

几点: 第一，坚持政府主导、分级负责。要坚持中央

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管理体制，实

行扶贫开发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实行党政

一把手负总责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建立片为重

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要把扶贫开发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总体规划，确保扶贫开发

资金稳定增长，充分发挥政府投入在扶贫开发中的

主体和主导作用。瑏瑡第二，坚持突出重点、分类指导。
要从实际出发推进扶贫开发。中央将加大对扶贫开

发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

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中西部地区扶

贫要把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作为主要任务，

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主要瓶颈问题。东部有条件地

区要提高扶贫开发水平，探索减少相对贫困、实现共

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对致贫原因不同的贫困群众，

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扶持措施。瑏瑢第三，坚持全社会

参与、合力推进。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要形成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各部门、各地

区要按照中央颁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二

〇一一———二〇二〇年) 》确定的任务，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把支持贫困地区发

展纳入本部门、本地区工作，积极完成所承担的扶贫

开发任务。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扶贫开发中的重

要作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瑏瑣第四，

坚持尊重扶贫对象主体地位、激发贫困地区内在活

力。要充分发挥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的主动性和创

造性，积极推行参与式扶贫，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管

理水平和发展能力，帮助他们立足自身实现脱贫致

富。瑏瑤

3．“扶贫攻坚”与“大扶贫格局”
胡锦涛同志非常强调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实施

扶贫攻坚。他指出，要着力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

地区扶贫攻坚。这是新阶段我国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中央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新阶段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是根据我国国情和新阶段扶贫开发

面临的形势做出的重大决策，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地

区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发

生，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贫困程度

深。因此，改变落后面貌必须举全国之力打一场攻

坚战，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促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从根本上改变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面貌。瑏瑥

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实施专项扶贫、行业扶贫

与社会扶贫相结合的大扶贫格局。他指出，要着力

巩固和发展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大扶贫

格局。专项扶贫要按照省负总责、县抓落实、工作到

村、扶贫到户的要求，组织实施好易地扶贫搬迁、整
村推进、以工代赈、产业扶贫、就业促进、扶贫试点、
革命老区建设等重要工程。行业扶贫要密切结合各

行业业务职能，把改善贫困地区发展环境和条件作

为本行业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在资金、项目等方面

向贫困地区倾斜，扶持发展特色产业，开展科技扶

贫，完善基础设施，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改善公共卫

生和人口服务管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重视能源保

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扶贫要加强定点扶贫，推

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发挥军队和武警部队作用，动员

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扶贫。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

各单位、人民团体、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和

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国家重点科

研院校、军队和武警部队要积极参加定点扶贫，承担

相应的定点扶贫任务。要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全
国工商联参与定点扶贫工作，积极鼓励、引导、支持、
帮助各类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承担定点扶贫任

务。要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

方式参与扶贫开发，积极倡导扶贫志愿者行动。瑏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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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胡锦涛同志还强调了建立和完善扶贫开发政策

保障体系的重要性。他指出，政策是贫困地区加快

发展和扶贫对象脱贫致富的重要保障。要完善扶持

贫困地区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形成有利于贫困地

区和扶贫对象加快发展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要

逐步增加中央和地方扶贫开发投入，加大中央和省

级财政对贫困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加大中

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开发事业的力度，中央

财政扶贫资金的新增部分主要用于集中连片特殊困

难地区，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

护、民生工程等投入力度。要加强贫困地区金融服

务体系和能力建设，尽快实现贫困地区金融机构空

白乡镇的金融服务全覆盖，鼓励保险机构在贫困地

区建立基层服务网点，鼓励和支持贫困地区县域银

行业金融机构将新增可贷资金主要留在当地使用，

继续完善国家扶贫贴息贷款政策，鼓励开展小额信

用贷款，努力满足扶贫对象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

等。瑏瑧

可见，胡锦涛同志在扶贫开发的重要论述中关

于扶贫开发的目标更加明确，这就是“两不愁”“三

保障”和“四大突破”; 扶贫工作的重点更加突出，这

就是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着力实施扶贫攻坚;

扶贫开发的原则更加明确，这就是完善和推进专项

扶贫、行业扶贫与社会扶贫的“大扶贫格局”; 扶贫

开发的途径与手段更加综合，这就是扶贫开发与社

会保障相结合，扶贫开发是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社

会保障是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手段。从“扶贫攻

坚”到“大扶贫格局”思想的提出，反映出党在扶贫

工作方面不仅突出重点、着力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

难地区扶贫攻坚，更关注扶贫工作体制机制建设，发

展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大扶贫格局。这

是党关于扶贫问题认识的重要发展，不仅极大地推

动了扶贫事业尤其是集中连片地区扶贫事业的发

展，也为十八大以后党提出的“精准扶贫”和“精准

脱贫”思想和战略奠定了基础。

三、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

1．“两不愁”“三保障”与“两确保”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的新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

讲话，就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

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关于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重

大意义与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
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困难群众，

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千方百计帮

助他们排忧解难，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

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

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瑏瑨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时期脱贫攻坚的目

标。他指出，到 2020 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
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要加大

投入力度，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主战场，把

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

要任务。瑏瑩新时期脱贫攻坚的目标集中到一点，就是

到 2020 年实现“两个确保”: 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瑐瑠

2．“六个精准”与“四个一批”
关于提升扶贫与脱贫的精准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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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
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 第一书记)

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要

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

策，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

疗。要因地制宜研究实施“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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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瑐瑡

关于精准脱贫的主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要紧紧扭住发展这个促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第

一要务，立足资源、市场、人文旅游等优势，因地制宜

找准发展路子，既不能一味等靠、无所作为，也不能

“捡进篮子都是菜”，因发展心切而违背规律、盲目

蛮干，甚至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二要紧紧扭住包括就业、教育、医疗、文化、住房在内

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这个基本保障，编织一张

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坚决守住底线。
三要紧紧扭住教育这个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再穷

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务必把义务教育搞

好，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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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瑐瑢

3． 体制机制建设与“五个一批”
关于建立效果良好的脱贫攻坚机制，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脱贫攻坚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关键是

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第一，要解决好

“扶持谁”的问题。扶贫必先识贫。建档立卡在一

定程度上摸清了贫困人口底数，但这项工作要进一

步做实做细，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只有

这样，才能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瑐瑣第二，要解决好

“谁来扶”的问题。推进脱贫攻坚，关键是责任落实

到人。要加快形成中央统筹、省( 自治区、直辖市)

负总责、市( 地) 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做

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既各司

其职、各尽其责，又协调运转、协同发力。瑐瑤第三，要

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开对“药方子”才能拔掉

“穷根子”。要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

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

批，二是异地搬迁脱贫一批，三是生态补偿脱贫一

批，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

批。瑐瑥第四，要解决好“如何退”的问题。精准扶贫

是为了精准脱贫，目的和手段关系要弄清楚。要加

快建立反映客观实际的贫困县、贫困户退出机制，努

力做到精准脱贫。瑐瑦

4． 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还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保障制度在

扶贫攻坚与精准脱贫中的兜底作用。他指出，到

2020 年，难免还有这样的贫困人口，要有社会保障

来兜底。这就涉及农村扶贫标准与农村低保标准的

衔接问题。目前，农村扶贫标准是由国家统一确定

的，而农村低保标准则由地方确定，相当多的地方这

两个标准有一定的差距。要统筹协调农村扶贫标准

和农村低保标准，按照国家扶贫标准综合确定各地

农村低保的最低指导标准，低保标准低的地区要逐

步提高到国家扶贫标准，实施“两线合一”，发挥低

保先兜底的作用。还要加大其他形式的社会救助力

度，对因灾等造成的临时贫困群众要及时给予救助，

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五保

供养等社会救助制度的统筹衔接。瑐瑧习近平总书记

还十分重视医疗保障在防止和解决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中的作用，他指出，要大力加强医疗保险和医疗

救助。要建立健全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对因

病致贫或返贫的群众给予及时有效救助。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政策要对贫困人口倾斜，门诊

统筹要率先覆盖所有贫困地区，财政对贫困人口参

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补贴。要加大医疗救助、临
时救助、慈善救助等帮扶力度，把贫困人口全部纳入

重特大疾病救助范围，保障贫困人口大病得到医

治。瑐瑨

5．“实事求是”与“社会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的艰巨性和需要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他

指出，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推进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找准导致深度贫困的

主要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脱贫攻坚举措。要加快

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

为重点，以重大扶贫工程和到村到户帮扶措施为抓

手，以补短板为突破口，强化支撑保障体系，加大政

策倾斜力度，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

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到 2020 年，深度贫困

地区也要实现脱贫目标。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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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瑩

关于强化脱贫攻坚中的社会合力，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

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要坚持专项扶贫、行
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

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东西部协

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

扶贫开发积极性。要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投

入，坚持政府投入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

增加金融资金对扶贫开发的投放，吸引社会资金参

与扶贫开发。要积极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

多渠道增加扶贫开发资金。瑑瑠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

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

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

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

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

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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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

到 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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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脱真

贫、真脱贫。瑑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重要

论述，将精准脱贫的重要性提升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精准脱贫的目标从

“两不愁”“三保障”发展到“两不愁”“三保障”“两

确保”。精准脱贫的途径更加系统，这就是“六个精

准”和从“四个一批”发展到“五个一批”。精准脱贫

的机制更加明确，这就是“扶持谁”“谁来扶”“怎么

扶”“如何退”。这些论述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中国

脱贫攻坚工作的目标任务、途径手段和体制机制，是

新时代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新的战略部署，为新时代

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指出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

四、党的认识的发展推动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保障和改善民生逐

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理念之一，预防和减

少贫困更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性内容。中国共

产党对扶贫开发重要性的认识逐步从政治意义、经
济意义提升到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综合性高度; 对扶贫开发目标的认识从解

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实现贫困人口脱贫奔小康，

发展到“两不愁”“三保障”，进而发展到“两不愁”
“三保障”与“两确保”的目标; 对扶贫开发途径的认

识从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发展到专项扶贫、
行业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的“大扶贫格局”，进而

发展到“六个精准”“四个一批”乃至“五个一批”的

多种扶贫开发和精准脱贫途径，尤其是强调建立扶

贫开发与精准脱贫的有效体制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扶贫开发认识的发

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扶贫开发政策与事业的发展。
早在 1980 年，中央政府已经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

区发展资金。1984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的通知》，在

全国范围内划定了 18 个贫困片区进行重点扶持，并

实施“以工代赈”建设贫困地区基础设施。1986 年，

国务院正式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年开始实施

贫困县制度。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和国

务院更加重视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与民生改善。

1994 年，国务院发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用

7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农村 8000 万贫困人口的

温饱问题，该计划明确了扶贫攻坚的目标、对象、措
施和期限，是扶贫开发的行动纲领。2001 年，国务

院制定 和 发 布《中 国 农 村 扶 贫 开 发 纲 要 ( 2001—
2010 年) 》，扶贫开发工作进入巩固扶贫成果、提高

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综合开发阶段，贫困人口

集中的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

特困地区成为扶贫开发的重点。2011 年，国务院印

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 》，要

求建立健全扶贫对象识别机制，做好建档立卡工作，

实行动态管理，并明确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

发的重点。2013 年，国务院制定和发布《建立精准

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2015 年发布的《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对新时期脱

贫攻坚提出了具体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

产党对扶贫开发认识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扶贫开发

政策的不断发展和深度实施，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

扶贫开发政策的效果与国际影响力，中国农村贫困

人口大幅减少。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全

国农村贫困人口由 2012 年的 9899 万人减少到 2016
年的 4335 万人，累计减少 5564 万人，年均减少贫困

人口 1391 万人; 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由 2012 年的

10． 2%下降到 2016 年的 4． 5%，下降 5． 7 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下降 1． 4 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

入稳步增长。2013—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

年均名义增长 12． 8%，年均实际增长 10． 7%，比全

国农村平均水平高 2． 7 个百分点。其中，2016 年贫

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8452 元，名义水

平是 2012 年的 1． 6 倍，实际水平是 2012 年的 1． 5
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农村的差距在

不断缩小。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是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12363 元的 68． 4%，比

2012 年提高了 6． 2 个百分点。贫困地区社会保障

水平全面提升。2016 年全国农村享受低保人数为

2635． 3 万户计 4586． 5 万人，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

准每人每年 3744． 0 元，比 2015 年增长 17． 8%。全

国农村享受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人数为 496． 9 万

人，比 2015 年减少 3． 9% ; 全年各级财政共支付农

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为 228． 9 亿元，比 2015 年

增长 9． 0%。中国的扶贫开发还为全球减贫事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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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显 著 贡 献。按 照 现 行 农 村 贫 困 标 准 测 算，

1978—2016 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7． 3 亿，贫

困发生率从 97． 5% 下降至 4． 5%。按照每人每天

1． 9 美元的国际极端贫困标准，1981—2013 年，中国

贫困人口减少了 8． 5 亿，占全球减贫总数的 69．
3%。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使得东亚的极端贫困率

从 1990 年的 61%下降到了 2015 年的 4%。瑑瑢

总之，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扶

贫攻坚”到“大扶贫格局”，从“精准扶贫”到“精准

脱贫”，这些系统的扶贫与脱贫思想体系，是中国共

产党在不断推进扶贫开发实践、系统总结扶贫开发

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

思想和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

系尤其是反贫困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扶贫开发认识的不断发展，不

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扶贫政策与扶贫事业的发展，

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扶贫开发政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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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PC's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ince Ｒeform and Opening － up

Ding Jianding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basic life of the poor groups． Based o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the CPC has constantly explored and summarized
the thought，theory and effective ways of poverty alleviation，gradually formed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ideological system which trans-
formed from " relief － 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o " development － 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from " poverty alleviation" to " large
poverty pattern"，from "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to " accurate poverty eradication" ． These ideological systems have become an im-
portant par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fight against poverty，guarantee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hare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lief － 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development － 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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