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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指出ꎬ从全面脱贫攻坚行动参与的主体切入ꎬ将提高脱贫攻坚行动参与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作为

治理贫困的可持续战略ꎬ深入剖析贫困治理的主体作用发挥制约瓶颈ꎬ并积极探究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
创新路径ꎬ推动脱贫攻坚行动参与主体特别是扶贫对象内生动力的形成与发展ꎬ是持续打好新常态下脱贫攻坚行
动的重要课题ꎮ 贫困治理必须依靠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介入ꎬ创新和优化国家贫困治理体系ꎬ积极发挥多元化力
量的合力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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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依据ꎬ而且为实施全面脱贫攻坚行动实践提供了重

会奋斗目标出发ꎬ把“ 扶贫攻坚” 改成“ 脱贫攻坚” ꎬ

要的根本遵循与现实途径ꎮ 从全面脱贫攻坚行动参

并明确提出了新时期脱贫攻坚的目标ꎬ即“ 农村贫

与的主体切入ꎬ将提高脱贫攻坚行动参与主体的自

困人口实现脱贫ꎬ贫困县全部摘帽ꎬ解决区域性整体

我发展能力作为治理贫困的可持续战略ꎬ深入剖析

贫困ꎮ” 在 ２０１５ 年 召 开 的 中 央 扶 贫 开 发 工 作 会 议

贫困治理的主体作用发挥制约瓶颈ꎬ并积极探究多

上ꎬ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和全局高度ꎬ深刻阐述了推

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路径ꎬ推动脱贫攻

进脱贫攻坚的重大意义ꎬ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脱

坚行动参与主体特别是扶贫对象内生动力的形成与

贫攻坚任务作出部署ꎬ明确了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发展ꎬ是持续开展新常态下脱贫攻坚行动的重要课

的大政方针、目标任务、总体要求ꎮ 打赢新一轮脱贫

题ꎮ

攻坚战ꎬ是党和国家的坚定决心ꎬ更是欠发达地区

１

“十三五”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政治责任、最大
发展机遇ꎬ也是事关广大贫困群众利益的最大民生
工程ꎮ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主体视域下探讨全面脱贫攻坚行动推进

策略的价值意义
面对新阶段全面脱贫攻坚的新形势ꎬ扶贫开发、

决定» ꎬ就此明确了一系列措施、打出了一整套组合

贫困治理的新问题、新要求ꎬ通过对作为贫困治理结

拳ꎮ 在全国各地尤其是贫困地区ꎬ以此为契机ꎬ结合

构核心要素之一的治理主体及其行为关系、相互关

本土实际开展了脱贫攻坚行动ꎮ 习近平总书记曾这

联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ꎬ以期探求如何通过培育多

样指出ꎬ“ 打 赢 扶 贫 攻 坚 战ꎬ 还 存 在 许 多 方 面 的 制

元贫困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贫困体系ꎬ

约ꎮ 归结起来ꎬ不外乎两方面的因素ꎮ 一是客观因

借以提升贫困治理绩效ꎬ助推全面脱贫攻坚目标早

素ꎬ也就是自然方面的因素ꎬ不少贫困地区受资源环

日实现ꎬ对多维贫困下的区域性扶贫政策选择提供

境约束ꎬ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ꎮ 二是主观因素ꎬ

可能的、可行的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ꎬ具有极其重要

也就是人的因素ꎬ能不能把各方面积极性都调动起

的意义ꎮ

来ꎬ形成打赢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ꎬ直接决定着脱贫

１.１

理论价值

攻坚的进程和效果ꎮ” 这一科学论述ꎬ精辟阐明了打

一是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ꎮ 基于

赢脱贫攻坚战人的因素核心要义ꎬ不仅为扶贫开发、

全面脱贫攻坚的时代语境ꎬ从主体视域对多元主体

贫困治理学理研究指明了新的理论研究方向与理论

协同治理贫困体系进行全方位系统研究ꎬ深入考察
全面脱贫攻坚行动中各类主体协同治理良性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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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意蕴与运行机制ꎬ无疑会丰富贫困治理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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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拓展贫困治理研究的微观理论体系ꎮ 对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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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区域脱贫攻坚行动个案实证研究ꎬ提炼升华其
精准扶贫的实践成果ꎬ深度分析脱贫攻坚行动中各

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 ꎬ总结为中国走

出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一条重要经验ꎮ 这为当前各

类主体的行为方式、执行能力、心理特征以及区域非

地推进全面脱贫攻坚行动ꎬ特别为构建多元主体协

正式制度对贫困治理的影响ꎬ必将为社会各界把握

同治理贫困体系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可靠的学

新形势下脱贫路径提供新的理论认知视角ꎮ

理依据ꎮ

１.２

２.１

现实价值
一是有助于实现区域脱贫目标ꎮ 构建多元主体

构建的历史必然
贫困治理必须依靠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介入ꎻ

协同治理贫困体系ꎬ完善扶贫开发机制ꎬ旨在寻求创

创新和优化国家贫困治理体系ꎬ必须积极发挥多元

新扶贫开发模式和脱贫攻坚可行路径ꎬ为坚持群众

化力量的合力作用ꎮ 这种历史必然ꎬ是顺应全球治

主体ꎬ激发内生动力ꎬ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

理模式革新的时代应答ꎬ是完善国家贫困治理体系

的大扶贫格局而谋ꎬ定将助推区域脱贫攻坚的决策

的时代选择ꎬ是由千差万别的贫困现状、贫困主体需

部署有效执行ꎮ 二是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

求多样化所决定ꎮ 新形势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

展ꎮ 针对多维贫困现状ꎬ创新高效扶贫治理模式ꎬ提

转型ꎬ贫困问题的多重属性越发凸显ꎬ深入探究致贫

升扶贫开发主体决策执行能力ꎬ放大扶贫开发资源

原因的多维因素ꎬ开展扶贫实践的多样创新ꎬ促进扶

效应ꎬ提高脱贫攻坚行动效率ꎬ对于创新基层治理体

贫开发精准化、精细化与法治化ꎬ是提升扶贫开发绩

制、发展民生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价

效的必然要求和内在需要ꎮ 探索新型贫困治理路

值不容小觑ꎮ

径ꎬ创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贫困模式ꎬ是在“ 扶贫开

１.３

发合力还没形成” ꎬ“ 制度层面仍缺乏能扶尽扶、应

政策价值
一是对创新脱贫政策具有政策参考价值ꎮ 洞察

保尽保的有效设计” 等问题突出存在情况下ꎬ将脱

多元主体治理贫困的体制弊病ꎬ洞悉多元主体协同

贫攻坚行动落地生根的迫切需要ꎮ

治理机制推进阻滞因素ꎬ阐释多元贫困治理主体协

２.２

调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ꎬ阐明提升贫困治理绩效之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贫困体系结构的主体类型

划分

路ꎬ可为脱贫政策创新提供理论洞见和政策参考ꎮ

所谓贫困治理主体ꎬ笔者以为ꎬ理当涵盖在扶贫

二是对推动社会建设政策完善具有启迪借鉴价值ꎮ

开发、贫困治理活动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机构、组

检视扶贫开发中社会建设视角研究短视、社会组织

织、群体以及个体ꎮ 脱贫攻坚行动中的主体是多元

参与作用漠视、社会建设基础忽视等问题ꎬ展望扶贫

的ꎬ其类型包括:政府主体、市场主体、群众主体、社

开发中治理政策变革走向ꎬ冀望在扶贫开发中推进

会组织主体和党的组织主体等五种ꎬ且他们彼此地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ꎬ谋求社会建设与扶贫开发良性

位和作用各有独特表征ꎮ 明确各主体的责权关系、

互动之计ꎬ探寻社会建设纳入扶贫开发对应之策ꎬ这

角色规范ꎬ根据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对贫困治理体系

对于加强和改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ꎬ推动社

加以创新和优化ꎬ加强各主体在贫困治理中的角色

会管理与社会政策创新可以提供借鉴ꎮ

行为规范法治化创新性构建ꎬ是促成脱贫攻坚行动

２

目标实现的必要前提ꎬ是保障脱贫攻坚行动效果的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贫困体系构建的内在

机理
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中央
组织部等 １５ 个部门联合制定的« 创新扶贫开发社

会参与机制实施方案» 指出ꎬ“ 要进一步创新机制” ꎬ
“ 形成政 府、 市 场、 社 会 协 同 推 进 的 大 扶 贫 工 作 格

重要基石ꎮ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贫困体系的构建ꎬ要
义就是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 善治” ꎬ完成脱贫任务
目标ꎮ
２.３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贫困体系结构的主体关系

界定
协同治理贫困体系结构优劣ꎬ关系到各类主体

局ꎮ” 在 ２０１５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中ꎬ

的角色职能能否有效行使ꎻ如何科学合理地定位主

习近平总书记把“ 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ꎬ发挥中国

体在贫困治理场域中角色边界和职能权限ꎬ是关系

制度优势ꎬ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

贫困治理绩效能否最大化的根本问题ꎮ 防止贫困治

贫格局ꎬ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

理主体角色混乱、角色冲突、角色中断等情况发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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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厘定清楚主体自身的角色定位ꎮ 各类主体在协
同治理贫困体系结构中的应然地位、角色职能具体
为:政府主体ꎬ是贫困治理的主角和主导力量ꎻ市场
主体ꎬ是贫困治理的“ 调节器” 和引擎力量ꎻ社会组
织主体ꎬ是贫困治理的“ 助推器” 和社会力量ꎻ扶贫

３

８１

主体视角下推进全面脱贫攻坚行动的对

策建议

３.１

对策之一:构造政府主体制度规范
政府主体行为的法治化ꎬ是贫困治理体系结构

对象主体ꎬ是贫困治理的“ 关节阀” 和基础力量ꎻ政

优化、主体关系合理化的关键ꎮ 法治价值、法治形

党性组织主体ꎬ是贫困治理的中枢和领导力量ꎬ农村

式、法治实施都会影响政府贫困治理行为ꎮ 比如ꎬ法

脱贫致富的核心是农村党组织ꎮ

治规范的整体性要求制定治理贫困完善的立法规

２.４

构建的阻碍因素

范ꎬ为其行为提供具体依据ꎻ法治实施的强制性要求

建构的困境表现有三:价值困境ꎬ任务导向的被

政府贫困治理中任意化的行为ꎬ应及时矫正ꎬ司法权

动式治理ꎬ体现现代国家贫困治理的价值理念缺失ꎻ

利补救的特点为贫困者维权提供有效途径ꎮ 在这一

主体困境ꎬ主体间的能力差异明显ꎬ政府主导与社会

点上ꎬ«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的决定» 要求ꎬ各级党委

参与的非均衡突出ꎻ效力困境ꎬ治理和利益博弈不确
定性加剧ꎬ零和博弈加重ꎮ 构建的阻碍因素有四:主
体结构“ 一头沉” ꎬ主体互不信任、权利差异大、利益

关系难调和、离散ꎬ参与意愿弱化、程度低效能差ꎻ主

和政府要“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扶贫
开发工作” “ 提高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 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

上ꎬ贫困治理的法治建设在注重公共服务的公平化ꎬ

体功能“ 一勺烩” ꎬ主体发育不足ꎬ功能职能发挥受

与就业扶持、教育救助、健康保障相结合等方面都取

边倒” ꎬ习惯于体制陈规旧例ꎬ搞单向运动、单打独

公共权力配置不明晰ꎬ权力机关对财政监督权的行

抑制ꎬ自主运作能力低下ꎬ依附性强ꎻ主体关系“ 一

得了可喜成效ꎬ但仍还存在一些缺失问题ꎮ 主要有:

斗ꎬ合作平台、合作交往少ꎻ主体行为“ 一团糟” ꎬ主

使欠科学ꎬ事权与财权不匹配ꎬ地方基层政府缺乏足

烈ꎬ单个主体游离主体群体之外“ 原子化、孤立化” ꎬ

视不够ꎬ扶贫资金缺乏个性化和针对性ꎬ资金运用低

体内在关联隔裂ꎬ共同目标引领偏离ꎬ利益角逐激
行为劣化、道德缺失ꎮ
２.５

构建的制度保障
坚持以民生民权为引擎ꎬ以多元主体为主导ꎬ以

制度安排为制衡ꎬ用以实现贫困治理的效益最优ꎮ
内化治理理念ꎬ树立符合现代国家贫困治理的价值
理念ꎮ 建立多元主体参与贫困治理的互动平台ꎬ在
制度供给、引导协调、法律监管等为“ 多元主体” 创

够的财政支持ꎻ贫困者权利保障不充分ꎬ对发展权重
效ꎬ与贫困者的需求没能有机衔接ꎻ城乡公平、群体
公平、代际公平、矫正公平等缺失ꎻ地方政府贫困治
理能力与现代化要求不适应ꎬ能力差异悬殊ꎻ制度结
构形式不健全ꎬ制度设计中责任法治化程度不高ꎬ制
度执行存在对效率忽视ꎻ政策制度运行效果亟待改
进ꎬ立法政策衔接整合不足ꎬ制度体系整体效能难发
挥ꎬ等等ꎮ
对此ꎬ推进全面脱贫攻坚行动ꎬ必须加强政府主

造发展空间ꎬ着力优化农村社会组织良性发育的制

体的制度规范重塑ꎮ 要加强政府主体基本规范的法

度环境ꎮ 加大扶贫宣传力度ꎬ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

治构造ꎬ构造原则上ꎬ做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ꎬ权利

全力支持扶贫开发的强大声势和良好氛围ꎮ 强化和

保障优先ꎻ公平与效率兼顾ꎬ以公平为重ꎻ赋权与限

提升协同治理责任与能力机制ꎬ将贫困治理体系视

权相结合ꎬ实现权责对应ꎻ发展性和动态性统一ꎬ体

为一个开放的系统ꎬ政治、经济、文化因子是外界的

现可持续化ꎮ 权责规范上ꎬ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规

影响因子ꎬ而处于系统中的政府、市场、社会组织、贫

范建设ꎬ创新完善对地方政府支持制度ꎬ增强地方在

困群众、政党性组织这五大行动参与主体即系统内

贫困治理中的自治权力ꎬ强化和规范政府主体贫困

因子ꎬ确保这些内因子在扶贫对象瞄准、扶贫对象精

治理中财政支出责任ꎮ 扶贫对象主体法治构造上ꎬ

准帮扶、动态管理、精准考核等工作流程环节上有合

规范其义务责任ꎬ规范和加强对个体扶贫对象主体

作、有竞争又相互制衡地主动投入贫困治理中来ꎬ真

的文化观念培育、能力、参与制度建设ꎬ建设激励与

正建立起合作、竞争、制衡的“ 协同” 机制ꎮ

约束并重制度ꎬ推进信息公开ꎬ搭建贫困治理信息化
平台和参与渠道ꎮ 治理能力上ꎬ规范贫困治理工作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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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数量与素质要求ꎬ建立严格规范的检查、监督和

着力创新扶贫对象瞄准机制ꎬ抓好扶贫对象精准识

评估制度ꎬ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运行透明度ꎬ规范和

别机制、市场主体精准帮扶机制的创新ꎻ着力创新利

创新贫困治理协作机制ꎬ培育良好协同治理文化ꎬ提

益联结机制ꎬ抓好利益分配机制、利益保障机制、利

高与就业创业、教育就学、社会保险、社会服务、社会

益调节机制和利益约束机制的创新ꎻ着力创新多方

组织参与治理、规范实施等一揽子相关政策制度相

主体共赢机制ꎬ抓好市场主体构建共赢机制、各级政

衔接的创新力ꎮ

府构建共赢机制、村委会构建共赢机制和贫困农户

３.２

对策之二:创新市场主体参与机制

构建共赢机制的创新ꎻ着力创新关系治理机制ꎬ抓好

实践证明ꎬ市场是最具活力的因素ꎬ运用好市场

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履约机制的创新ꎮ

机制ꎬ不仅能够拓展扶贫开发的资源ꎬ更是破解片面
依靠行政手段难题、进一步提高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３.３

对策之三:构筑社会组织主体参与基础
脱贫攻坚行动中应有社会建设基础维度ꎬ因为

有效性的重要手段ꎮ 市场主体参与扶贫开发体现了

扶贫工作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ꎮ 扶贫开发理应将社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ꎬ兼

会建设纳入其中ꎬ坚持扶贫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目标ꎬ必须落脚到带动

互促进ꎮ 社会建设与扶贫开发协调发展ꎬ社会资源

贫困地区和贫困户脱贫ꎮ 有学者研究认为ꎬ“ 从国

尤其是扶贫资源的合理使用、公平分享ꎬ可促使扶贫

际减贫、国内扶贫开发的实践看ꎬ参与扶贫开发的市

开发朝着合理性方向发展ꎬ增强群众对扶贫开发的

场主体主 要 包 括 企 业 组 织、 金 融 机 构、 商 业 组 织、

认可度、满意度ꎬ又可增强群众特别是扶贫对象参与

‘新经济社会运动’ 非营利组织ꎬ以及近些年来呈现

机会ꎬ培养合作共事能力ꎬ挖掘本土资源ꎬ整合本土

市场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方式是不同的ꎮ

性、合作性和合理性基础ꎮ

出巨大活力和潜力的新型农村市场主体” ꎬ但这些

力量ꎬ增添可持续动力ꎬ必然会夯实扶贫开发的合法

总体而言ꎬ当前在中国市场主体参与脱贫攻坚

当前ꎬ对扶贫开发工作重视社会建设受到了国

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与重大挑战ꎮ 对于一些欠发达

内学者的高度关注ꎮ 正如有学者指出ꎬ“ 扶贫开发

地区来说ꎬ市场主体参与扶贫开发仍是一个新生事

如果没有夯实社会基础ꎬ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预期

物ꎬ存在着有待破解的难题ꎮ 比如:市场主体参与意

效果ꎬ不能有效地、可持续地解决贫困人口的贫困问

识不够ꎬ缺少自觉行动ꎬ有不少市场主体参与扶贫开

题” ꎮ 但实践中ꎬ社会建设滞后对扶贫开发的消极

发是源于对政府扶贫开发资源的考量ꎻ市场主体处

影响却仍然存在ꎬ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ꎮ 这些影响

于自我发展的起步阶段ꎬ发展能力不足ꎬ实力弱ꎬ技

主要表现为ꎬ降低资源开发普惠性、扶贫资源使用效

术水平低ꎬ规模小ꎻ市场主体参与的政策平台、工作

益ꎬ助长生态环境恶化ꎬ拉大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适

平台、信息平台都尚未完善ꎻ市场主体参与扶贫开发

用性、均等性差距ꎬ压抑资源型产业发展的社会性成

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ꎬ支持政策落实难ꎬ具体实施细

长ꎬ抑制社会组织良性发育发展ꎬ弱化社会管理自主

则稀缺ꎬ扶持政策操作难ꎻ资源配置随意性大ꎬ扶贫

性、扶贫对象主观能动性ꎬ加剧贫困脆弱性ꎬ引发新

宗旨被遮蔽ꎬ市场机制资源分配作用发挥难ꎻ市场主

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ꎬ从而加深社会分化和削弱经

体对贫困户的带动作用不够ꎬ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益

济社会发展的社会基础ꎮ 究其原因在于ꎬ扶贫目标

链条和多方共赢机制ꎬ等等ꎮ 挑战主要有ꎬ精准扶贫

被产业发展指向 ＧＤＰ 政绩目标遮蔽ꎻ社会诚信、公

与市场主体的利益难以契合ꎻ持久扶贫与市场主体

共性缺失ꎬ社会基础坍塌ꎻ钱权合谋向资源配置结构

的短效难以契合ꎻ市场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政策保

性侵蚀ꎻ有效可信平台缺ꎬ参与渠道不通畅ꎻ市场活

障难以落实ꎮ

力与社会公正、公平建设的内在一致没有真正形成ꎬ

对此ꎬ要让市场主体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ꎬ必须

社会组织的支持系统保障不力等等ꎮ

创新市场主体的参与机制ꎮ 方向上ꎬ进一步倡导市

对此ꎬ要让社会组织主体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ꎬ

场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理念ꎬ进一步完善参与平台、

必须着力构建社会建设与扶贫开发良性互动的机

激励措施、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益联结机制ꎮ 路径上ꎬ

制ꎮ 加强与社会资本合作ꎬ推进 ＰＰＰ 模式ꎬ创新资

坚持多样化的帮扶方式ꎬ进一步创新金融服务、推动
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参与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ꎮ

源输入形式ꎬ积极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ꎻ强化
产业扶贫、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联

龚晨:基于主体视角推进全面脱贫攻坚行动的对策探讨

８３

结机制ꎬ建立多样化的资源开发利益分享机制ꎻ以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ꎬ以培育信贷资金获取能

共财政资源作为杠杆撬动村庄层面的公共产品生产

力、提高文化素质和生存技能、增强政治参与协商治

与供给ꎬ探索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机构服务ꎬ建构政府

理能力为重点ꎬ以“ 提高基本素质、发展基本当家产

为主、多元补缺的公共服务体系及机制ꎻ扩大公民有

业、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基本发展机会” 为

序政治参与ꎬ大力完善村民自治ꎬ加强基层协商民主

主要途径ꎬ不断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参与、社会帮扶

建设ꎬ加快村庄价值、伦理、生活、利益共同体培育ꎻ

和群众自立的多元化扶贫到户工作机制ꎬ逐步提高

构建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专业人才培育机制ꎬ提升

其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ꎮ 破除阻碍贫困人口获

基层组织和农村社区工作者专业化水平ꎮ

取自我发展能力的体制和制度障碍ꎬ支持贫困群众

３.４

探索创新扶贫方式方法ꎻ加大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和

对策之四:提升贫困群众主体自我发展能力和

综合素质

贫困户教育培训工程实施力度ꎬ加快实施教育扶贫

“ 能力贫困” 概念提出者阿玛蒂亚森在讨论

工程ꎻ健全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

“以能力看待贫困” 问题时认为ꎬ贫困不仅仅是经济

关爱服务体系ꎻ积极推进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

层面上的低收入和低消费ꎬ它更多表现为人们自身

训工程ꎻ加强乡风文明建设ꎬ大力实施文化扶贫ꎬ倡

生活保障与发展机会缺失、能力不足和精神压力等ꎮ

导现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ꎬ振奋贫困群众精神风

对于造成农村贫困的主观因素ꎬ有调查显示ꎬ农民认

貌ꎬ激发贫困群众奋发脱贫的热情ꎮ

为造成贫困的主观因素的个案百分比由高到低依次

３.５

是轻商意识、缺乏奋斗勇气、封闭保守、怕失败、依赖

对策之五:提高党员干部主体领导经济社会发

展能力

家庭、怕吃苦、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向脱贫者请教、依

脱贫攻坚行动中必须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ꎮ 党

赖政府以及其他ꎮ 因此ꎬ贫困地区真正具备可持续

的建设与脱贫攻坚是高度契合的ꎬ彼此耦合ꎬ主要体

发展的内在动力ꎬ更应加强贫困群众主体的能力建

现在践行群众路线ꎬ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ꎬ两者相互

设ꎬ注重提高其应对贫困风险的可行能力ꎬ实现贫困

促进ꎬ双赢互补ꎬ须融合发展、同频共振ꎮ 党的领导

户脱困与区域发展的有机联动和协同发展ꎬ方可从

是扶贫开发的关键ꎬ是脱贫攻坚的政治保障ꎻ脱贫攻

根本上摆脱区域与贫困户“ 共陷贫困” 的尴尬处境ꎮ

坚是检验贫困地区党的建设成效的重要战场ꎬ党建

在推进全面脱贫攻坚行动中ꎬ注重贫困群众主

扶贫是助推全面脱贫攻坚的有效抓手ꎮ 从各地多年

体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一方

扶贫开发的实践效果看ꎬ抓好党建促脱贫攻坚ꎬ是贫

面ꎬ这是补齐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短板” 最为有

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经验ꎮ 基于经济新常态下的

效的措施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短板” 在农村ꎬ难

新发展、新变化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就提高党的领

点在农村贫困人口ꎮ 只有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面进

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ꎮ 犹

步ꎬ才会有农村的全面进步ꎻ另一方面ꎬ农村贫困人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ꎬ“ 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ꎬ越

口的全面发展ꎬ是农村全面进步的坚实基础ꎬ是做好

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

扶贫开发工作的核心所在ꎬ打赢脱贫攻坚战价值的

定信心、勇于担当ꎬ把脱贫职责扛在肩上ꎬ把脱贫任

指向所在ꎮ 最终解决贫困问题ꎬ关键在于贫困人口

务抓在手上ꎮ” 这给党员干部的领导力ꎬ特别是党员

自身脱贫致富能力的提升ꎬ只有贫困人口自身掌握

干部贫困治理能力、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提出了

了脱贫致富的技能和本领ꎬ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发

新要求ꎮ

展问题ꎮ 此外ꎬ还是促进区域发展的根本所在ꎮ 依

对此ꎬ要发挥党员干部领导脱贫攻坚行动的作

据马克思主义内生增长理论ꎬ外部因素的介入仅仅

用ꎬ必须要强力推进党的建设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ꎮ

是事物发展必要的环境条件ꎬ外因作用的发挥必须

而党的建设与脱贫攻坚要常态融合、有效融合、有机

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ꎮ 贫困地区区域发展的根本动

融合ꎬ就必须构建党建与扶贫“ 双促互赢” 机制ꎬ积

因ꎬ是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ꎬ而非其他外在

极探索党建扶贫新路子ꎮ 在组织层面ꎬ充分发挥党

因素的介入ꎮ

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ꎬ既要做好

对此ꎬ要让贫困群众主体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ꎬ
必须不断提升贫困群众主体自我发展能力ꎮ 要树立

组织“ 领导” ꎬ扶有“ 后盾” ꎬ强化贫困村活动场所建
设、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搭建服务平台和载体ꎻ又要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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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制度“ 领引” ꎬ扶有“ 后劲” ꎬ建立年度脱贫攻坚

域深层次统筹资金ꎬ强化扶贫资金源头管理和过程

贫工作成效的结果运用ꎮ 在党员干部层面ꎬ做好党

实党建工作责任制ꎬ构建激励保障、考评导向等机

报告和督查制度ꎬ完善扶贫工作的考核办法ꎬ强化扶

管理ꎬ提升资金效益ꎻ明确责任应“ 常态化” ꎬ切实落

员“ 领先” ꎬ扶有“ 后援” ꎬ自觉提升带领群众奔小康、

制ꎻ帮扶机制应“ 常态化” ꎬ推进党的建设与脱贫攻

力ꎬ积极开展党群直通、直连ꎬ结对帮扶活动ꎮ 在领

估等全过程无缝对接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ꎮ

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纠纷、依法治理基层等能

坚统筹规划、资源整合、项目实施、资金使用、监管评

导干部“ 关键少数” 层面ꎬ做好干部“ 领头” ꎬ扶有“ 后

台” ꎬ着力培养造就“ 四个铁一般” 脱贫攻坚领导干
部队伍ꎮ

农村基层党建是扶贫攻坚关键因素ꎮ 切实加强
农村基层党建既是长远之计又是当务之急ꎬ是坚实
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内在要求ꎬ是检验党员干部的
政策执行、作风建设成效的重要举措ꎬ是确保完成党
的扶贫开发艰巨任务的重要保证ꎮ 打赢脱贫攻坚行
动ꎬ要使之与夯实基层党组织有机结合起来ꎮ 构建

参考文献
[１]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建议» 学习辅导百问[ Ｍ] .党建

[２]

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 Ｎ] . 光明日报ꎬ

[３]
[４]

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机制ꎬ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ꎬ推
进扶贫开发工作ꎬ必须构建党建促扶贫的常态化支
撑体系ꎮ 为此ꎬ思想认识应“ 常态化” ꎬ树立起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ꎬ凝聚脱贫攻
坚共识ꎬ坚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心ꎻ组织保
障应“ 常态化” ꎬ功能化调整组织设置、模型化配强
班子、差异化聚集人才ꎻ经费保障应“ 常态化” ꎬ宽领

[５]

读物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１０－１７(２)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Ｎ] .光
明日报ꎬ２０１５－１２－０８(１) .

向德平ꎬ黄承伟. 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 ———市

场主体参 与 扶 贫 专 题 [ Ｍ ] .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出 版 社ꎬ

２０１５.

王春光等.社会建设与扶贫开发新模式的探求[ Ｍ]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６]

莫光辉.农民创业与贫困治理———基于广西天等县的

[７]

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 全党全国咬定目标苦干

实证分析[ 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实干[ Ｎ] .光明日报ꎬ２０１５－１１－２９(１) .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ＧＯＮＧ Ｃｈｅ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Ｈｅｚｈｏｕ Ｐａｒ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Ｈｅ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５４２８９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ｏ ｓｔ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ｔａｋｅ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

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ａｓ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ꎬ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ｗｅ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ꎬ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ｏｒ ｍａｓ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ｄｒ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ｖｅｒｔｙꎻ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ꎻ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ꎻ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