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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
变迁与发展
韩广富摇 辛摇 远
[摘摇 要] 摇 2020 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任务的圆满完成标志着困扰中国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将彻底消
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贫困治理的终结,相反今后贫困治理的重心将转为相对贫困。 相对贫困视角下中
国农村贫困治理目标、治理形势、治理动力将发生变迁,同时也面临着相对贫困人口数量较大、贫困治理
难度增加、巩固脱贫成果任务艰巨等挑战。 相对贫困要求 2020 年后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需要注重发展成
果人民共享的公平性,需要现有扶贫体制机制的调整与完善,需要建立更加精细化的贫困治理体系,需
要更加注重协调均衡可持续治理。 相对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将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即稳步推
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构建稳定脱贫与长效减贫机制、调整完善创新减贫机制、加强农村减
贫成效的监督与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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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扶贫工作的超常规推进,中国的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其标

志就是 2020 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彻底消除。 这不仅是中国反贫困事业的重大突破,
也为人类反贫困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虽然绝对贫困在中国将彻底消除,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的
终结,更不意味着今后不再需要关注贫困问题,相反贫困治理依然是党和政府必须关注的重大社会
问题。 这是因为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贫困也将会存在和发展,并且将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始
终,但是不同阶段的贫困其表现形态是不同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冶 [1] 这一论断为我们更清晰地把握今后贫困的表现形态指明了
方向,即今后贫困将以相对贫困形态存在和发展,为此,今后反贫困的工作重心将是在相对贫困视
角下的贫困治理。 而着重分析相对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将发生哪些变迁及面临哪些挑
战,相对贫困又对 2020 年后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提出哪些新要求将变得十分必要,最终明确在相对
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发展趋势,为今后更为有效的贫困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相对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变迁及挑战
( 一) 相对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变迁

2020 年中国的贫困治理将取得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的阶段性发展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贫

困就此终结。 相反,贫困将以另一种发展形态存在,即相对贫困。 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视角
下的农村贫困治理的目标、形势、动力将发生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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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郾 贫困治理目标的变迁

只要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就必然存在发展差距,相应地就会存在相对贫困。 既然贫困是无

法彻底消失的,那么贫困治理就会长期存在发展,但贫困治理目标会随着贫困性质的变化而改变,
对标 2020 年后贫困性质的变化,贫困治理目标将发生变迁。

一是,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目标的转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

效机制,这是党和国家审时度势对今后反贫困事业的总体部署,同时也意味着中国贫困治理目标将
转为相对贫困。 贫困治理目标的变迁意味着工作重心、治理重点、政策体系等扶贫举措都要作出相
应的调试与优化,以更好地适应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要求。
二是,由注重脱贫速度和质量向长期持续减贫目标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贫困人口

从 2012 年的 9 899 万人减少到 2019 年的 551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2012 年的 10郾 2% 降至 2019 年的

0郾 6% ,创造了每年减贫 1 000 万人以上的成绩淤;到 2020 年按照既定目标全部消除农村贫困人口,
这样的减贫速度创造了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 在注重减贫速度的同时,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我们严格对标“ 两不愁三保障冶 目标要求,既不随意降低标准,也不盲目拔高目标,确保脱贫成效能
够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但 2020 年后依然存在低收入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等脱贫不稳定性
人口,依然会存在因不可抗力出现的返贫致贫等风险挑战,因此,相对贫困视角下贫困治理目标应
转向注重长期持续减贫。
三是,由保基本生存向谋共享发展目标的转变。 绝对贫困解决的是人们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
问题,在满足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求之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将变得更加强
烈。 但与此同时,由于城乡、区域、人群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导致了相对贫困问题,而相对贫困的
本质就是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发展成果不能由人民共享所造成。 因此在相对贫困视角下贫
困治理的目标应转向在发展中共享、在共享中实现发展的新变迁。
2郾 贫困治理形势的变迁

扶贫形势的变迁会随着贫困性质的变化而变化,实现贫困形势的变迁是适应 2020 年后相对贫

困治理的新要求,也是提升贫困治理能力的必然需要,更是满足相对贫困人群稳定持续脱贫的现实
需要。 2020 年后相对贫困视角下中国的贫困治理形势将实现新的变迁,具体表现在:

第一,由集中性扶贫脱贫向常规性减贫的变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宏伟目标,创新扶贫方式,提出聚焦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方略,采取超
常规的举措对识别出来的贫困人口进行集中性、有针对性的帮扶,目的是确保 2020 年如期实现全
部贫困人口脱贫。 脱贫攻坚期内形成的这种集中性扶贫脱贫方式在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方面起到关
键作用,但进入相对贫困阶段后,再采取这种集中性的减贫方式显然已经不适合今后贫困治理的现
实需要。 因此应由集中性扶贫脱贫逐步转向常规性减贫扶贫。
第二,由注重短期脱贫向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变迁。 在脱贫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为完成既定
目标下的脱贫任务,难免会采取一些短平快的产业或脱贫项目,这对于贫困人口短期内实现脱贫起
到关键作用,但脱贫后这些项目能否可持续发展仍将是一项难点任务。 因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
难的根源在于市场化发展逻辑与社会道德帮扶逻辑之间的矛盾,这会导致产业在项目选择、投资管
理等方面存在影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2] 因此,为确保 2020 年后脱贫人口、边缘人口、低
收入人口等脆弱性脱贫人员能够实现持续稳定脱贫,就必须实现从短期脱贫向长短结合标本兼治
的变迁。
淤

习近平.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20 03 07(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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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 两不愁三保障冶 标准到多维全面减贫的变迁。 “ 两不愁三保障冶 是衡量是否摆脱绝对

贫困的重要指标,这一指标仅仅能够保障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 但转入相对贫困阶
段,对相对贫困人群的识别则需强调收入、消费、医疗、教育、住房等的综合性多维状态 [3] ,识别标
准不同,会出现不同类别的相对贫困人口,因此,要统筹考虑当地多维减贫指标的设定,力求通过多
维减贫指标的设定实现相对贫困人口的全面减贫。
3郾 贫困治理动力的变迁

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无论是治理难度、治理周期,还是标准体系、目标人群等都将更加复

杂,这与其相对贫困自身的特性,即动态性、多维性、复杂性等特征有关。 因此,2020 年后相对贫困
视角下中国贫困治理的动力驱动方式也要相应地变迁,以适应新扶贫形势的变化,更好地促进贫困
治理能力的优化升级。
一是,在治理主体上,从政府驱动向政府、市场、社会协调驱动的变迁。[4] 中国取得以消除绝对

贫困为目标的伟大成就,离不开政府对贫困治理的积极推动与支持。 2020 年后随着贫困性质的变
化,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主的减贫新阶段,在减贫新阶段中,要更加注重贫困治理主体的多元
化发展。 不仅发挥政府主导贫困治理的显著优势,而且能够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益贫式增长,此外
还应该发挥志愿者、社会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等在帮扶困难人群中的机动灵活性等专业优势,以弥
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这样通过多元贫困治理主体的参与实现贫困治理驱动力的变迁。
二是,在治理对象上,由注重外在依赖向逐步重视内生动力的变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
贫困治理实践中常常出现争当贫困县、争当贫困人口、等靠要或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

等社会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部分贫困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5] ,对外在的依赖较重。
进入 2020 年后,在相对贫困视角下的贫困治理应该更加关注对相对贫困者内生动力的激发与培
养,注重把脱贫的动力放在相对贫困人口自身的努力与奋斗上,让相对贫困群体逐步摆脱外界的依
赖,依靠自身能力实现稳定脱贫。
三是,在治理形式上,由自上而下推动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推动的变迁。 中国的贫困治
理之所以成效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党和政府对贫困治理的积极支持与推动。 正是由于这种自上而
下的积极动员,并在实践中形成中央领导、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垂直管理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动
员各种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 2020 年后也应继续发挥这种管理制度的优势,但面
对相对贫困的复杂多样性,贫困治理主客体也应该有守正创新的意识,基层地方政府、扶贫工作队
等贫困治理的主客体,都应该结合地方治理实践,创新贫困治理模式,并及时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
相对贫困治理的有益经验。
( 二) 相对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

2020 年后我国的贫困性质将转为相对贫困,而相对贫困意味着难度更大,复杂程度更高,这就

给今后的农村贫困治理带来新的挑战,这也是今后贫困治理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认真分析相对
贫困视角下我国农村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今后贫困治理的发展趋势。
1郾 相对贫困人口数量较多

2020 年后的贫困治理是在相对贫困视角下的治理,其治理标准不同、界定范围不同会产生不

同的相对贫困人口。 但总体上看,相对贫困人口无论采取什么标准进行界定,其人口规模和数量比
例将比绝对贫困要大、要多。

第一,脆弱性脱贫人口依然存在。 2020 年在现行标准下从 2012 年开始脱贫的 9 899 万贫困人

口虽然从统计意义上全部摆脱了贫困,但转入 2020 年后,这部分人以及未纳入精准扶贫的边缘贫
困人口可能仍具有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抗风险能力较低等特征,他们在维持自身及家庭正常开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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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是足以摆脱贫困的,而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不可抗力的影响,极容易落入贫困边缘。
因此,2020 年后贫困治理要考虑脆弱性脱贫人口的现实境遇,及时针对其现实困难进行精准帮扶。
第二,农村困难群体贫困逐步凸显。 我国的困难群体主要包括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
困难老病残幼、困难流动人员及留守人员及其他原因陷入短期或长期困难的个人或家庭。[6] 此外,
现阶段对农民工的保障不足,尤其是高龄农民工、贫困农民工等外出务工人员由于收入不稳定、疾
病潜伏等内外因素的多重影响,可能会成为未来困难群体。[7] 这部分困难人群在相对贫困视角下
的贫困治理中逐步凸显出来,必须更加注重对困难群体的帮扶工作,让困难群体也能够与其他群体
平等共建共享发展成果。
第三,农村老年贫困人口逐步增加。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中国实
际上已经提前进入了老龄社会。[8]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老年人的比例将不断上升,因
其老年人行动能力受限、增收较困难及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存在,使得农村老年贫
困将在相对贫困治理中逐步凸显。[9] 关注老年贫困,不仅是相对贫困视角下贫困治理的必然要求,
也是更好落实全体人民全面共享改革成果的必然趋势。
2郾 农村贫困治理难度增加

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无论是存在形态、变化形式,还是治理难度、治理周期等,都将比绝

对贫困治理更加艰难。 一方面,相对贫困的动态性决定贫困治理难度增加。 相对贫困从其概念内
涵来说,其本身就是相对的,因标准不同而动态变化的一种贫困,本质是一种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导
致的贫困,但与绝对贫困有根本区别。 因为绝对贫困是一种生存性贫困,即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
与发展需求;而相对贫困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要求,即满足了人的最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同时它
又是在此基础上与其他群体相比而动态变化的一种贫困。 这种相对贫困的动态性决定了因标准不
同而治理目标不同,因各地发展程度不同而治理手段不同,这就会无形中增加 2020 年后贫困治理
的难度。

另一方面,贫困问题的多维性增加了贫困治理难度。 人的需求是多维的,不仅希望实现收入的
增加,而且希望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维度都能够享受到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然而现阶段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存在明显差距,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较低 [10] ,这
在客观上容易出现城乡居民不均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导致的多维相对贫困状态。 2020 年后相对
贫困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贫困治理不仅要关注收入维度的贫困,更要密切关注多维的基本公共服务
等福利维度。 但同时各地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城乡区域农村内部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情况都不太
相同,这也会增加相对贫困视角下贫困治理的难度。 因此相对贫困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贫困治理不
可能像之前那样在既定时间内集中式解决,而必须采取渐进式稳步推进的长期治理模式。
3郾 巩固脱贫成果任务艰巨

2020 年达成脱贫攻坚宏伟目标,并不意味着能够巩固好、发展好、维护好脱贫攻坚期内实现的

脱贫成果。 2020 年后相对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继续巩固发展脱
贫成果,这也是接续进行贫困治理的首要前提和必要准备。

一是,脱贫攻坚期取得的成就尚不稳定且需要继续巩固提升成果。 在当前,还有近 200 万已脱

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存在返贫风险,近 300 万贫困边缘人口存在致贫风险,还有大量因新冠肺炎疫
情致贫返贫的困难群众,不少都需要通过兜底保障实现脱贫。[11] 虽然这部分人到 2020 年能够如期

摆脱现行标准下的贫困问题,但他们的脱贫能力并不会在短期内形成,需要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此外“ 三区三州冶 等深度贫困地区的“ 三保障冶 依然存在薄弱环节,产业可持续发展有待进一步优化
提升。 异地扶贫搬迁后如何能够巩固好、有提升等系列问题,都需要在接续进行的贫困治理中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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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脱贫成果进行巩固提升。 治理贫困绝非朝夕之功,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与奋斗。
二是,贫困性质的根本改变势必会增加巩固脱贫成果的难度。 习近平强调:“ 全部脱贫,并不
是说就没有贫困了,就可以一劳永逸了,而是指脱贫攻坚的历史阶段完成了。 相对贫困问题永远存
在,我们帮扶困难群众的任务永无止境。冶 淤 这一重要论述指明贫困问题将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始
终,只不过是在 2020 年后贫困性质转为相对贫困。 而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要求是要阻断返贫,巩
固已经取得的脱贫成就,与此同时预防新贫困的产生;也要根据相对贫困的发展要求在巩固的基础
上有拓展、有提升,这势必会增加巩固脱贫成果的难度。 为此更要逐步形成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
制,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巩固脱贫成果,而且能够为相对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

二、相对贫困对 2020 年后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提出的新要求
( 一) 需要注重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公平性
习近平指出:“ 我国经济发展的‘ 蛋糕爷 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
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 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
的地方。冶 [12] 我们要认识到实现共享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稳步推进、梯度
升级。 当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就是为了让广大贫困群众也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广大贫困群
众脱贫摘帽之后,仍然可能会面临着相对贫困问题,而相对贫困是发展成果不能在人民群众中实现
均衡协调共享的问题。 因此,相对贫困视角下的农村贫困治理需要更加注重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
公平性。
第一,通过制度设计保障贫困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公平性。 当前,“ 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冶 [13] 究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制度导致资源
在城乡之间的不合理流动,进而导致城乡居民不能平等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在相对贫困视角下,要
使中国今后的贫困治理取得实效,就必须以接续推进的乡村振兴为契机,逐步破除阻碍农村贫困的
制度根源问题,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最终通过制度公平保障全体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相对
贫困人群实现共享发展,以保障共享改革成果的公平性。

第二,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促公平。 2020 年后接续进行的贫困治理,是以相对贫困为目

标,以多元共治为手段,以实现共享成果为旨归的贫困治理。 2020 年后的相对贫困治理如果脱离
相对贫困群众的参与,仅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的帮扶与支持,则不能更好地反映相对
贫困群众的真实需求,亦不能让相对贫困者真正共享发展成果。 要让相对贫困群众参与贫困治理
的全过程,调动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避免“ 等靠要冶 型贫困,逐步摆脱宁愿苦熬、不愿苦干的贫
困意识束缚,阻断贫困意识的迁移性和传递性,实现在共建相对贫困治理中共享贫困治理实际成
效,通过共享贫困治理的发展成果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公平正义。
第三,树立渐进共享、逐步实现共富的致富共识。 习近平指出:“ 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
之功,非一春之暖冶 。[14] 广大贫困群众脱贫摘帽之后,并不是说贫困也就消失了,也不是说广大贫困

群众就实现共同富裕了,而是说在现行贫困标准之下彻底消除了困扰中国数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
但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进入后扶贫时代,与较富裕阶层或社会平均水平相比,相对贫困群
体他们的整体收入水平较低,从事正常社会活动所需的机会、能力、资源仍匮乏,随时会面临贫困的
淤

张琼文. “ 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冶 ———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脱贫攻坚奔小康. 新华网. 2020
http: / / www. cpad. gov. cn / art / 2020 / 6 / 12 / art_624_126588.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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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15] ,因此,继续加强对相对贫困人群的贫困治理,不仅是困难人群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让困
难群众渐进共享、逐步实现共富的生动体现,更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写照。
( 二) 需要现有扶贫体制机制的调整与完善
扶贫开发实践表明,贫困问题发生有着系统性的根源,因而贫困问题的治理首先要突破若干制
度性的障碍,通过机制层面的创新来提高扶贫开发的效能。[16] 2020 年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
人口,离不开党和国家对扶贫工作的重视,也离不开针对扶贫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的一系列体制机制
创新。 2020 年后中国反贫困战略将转为相对贫困,相对地扶贫对象及扶贫标准也应作出新的调
整,现有的扶贫体制机制也要适应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形势变化的需要。

第一,贫困性质的变化需要调整现有体制机制。 十八大以来开展的脱贫攻坚战,是立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的阶段性任务,是集中全国的资源优势开展的一项扶贫运动,
是以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为目标的一项短期行为。 在实现脱贫攻坚战之后,相对贫困问题将逐步凸
显出来,要逐步缓解相对贫困问题首先就必须突破现有体制机制中一些不可持续机制的束缚,转而
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这个长效机制的核心是“ 稳定、可持续冶 ,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必要举措,也
是着眼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期性而建立的。

第二,致贫原因的复杂性需要调整现有体制机制。 解决相对贫困难度更大,其根本原因在于致
贫风险的多元化和致贫因素的不确定性。[17] 从相对贫困者致贫的外在原因来看:既有因灾、因疫、
因家庭变故、意外伤害等不可抗力陷入贫困境遇,又有因所处自然条件较为恶劣、贫困文化长期存
在等因素的影响;从内在原因来看,主要是由于相对贫困者自身综合实力较弱所导致的脱贫能力弱
等因素影响。 为此,要从致贫原因入手,构建综合性的相对贫困人口社会保障机制,以防止返贫及
新贫的产生,提高相对贫困者的风险应对能力。
第三,贫困治理新要求需要调整现有体制机制。 贫困性质的变化决定贫困治理目标要求的变
化。 现行的贫困治理体制机制是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而设定的制度体系,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
实践,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精准扶贫体制机制。 然而 2020 年后随着贫困性质由绝对贫困转为相
对贫困,相应地将对今后的贫困治理提出新要求。 相对贫困视角下的贫困治理不仅面临着如何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以防止返贫的现实需要,而且也面临着现有精准扶贫体制机制需要逐步完善以适
应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衔接需要。
( 三) 需要建立更加精细化的贫困治理体系

2020 年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摘帽,离不开党和国家根据扶贫形势的变化进行的

贫困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创新。 2020 年后,我国的反贫困形势将发生变化,反贫困工作将以相对贫
困为主要目标,而相对贫困属于发展性贫困,相比绝对贫困治理将更加复杂多元 [18] 。 因此在延续
经过脱贫攻坚实践检验的贫困治理体系的基础上,需要建立更加精细化的贫困治理体系,以应对后
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第一,在治理目标上,由注重脱贫向防贫与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2020 年后虽然从统计意义上

不存在绝对贫困人口,但是在低收入层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家庭,他们当中许多个体虽然从收入统计
上看没有被纳入贫困者之列,但由于在其他方面存在的困难而导致其实际生活举步维艰,依然需要
得到一定的帮助。[19] 因此,在相对贫困视角下不仅需要继续保持现有脱贫政策的总体稳定性,而且
需要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位置。 此外,在巩固脱贫成果的
基础上,今后的贫困治理要更加注重对相对贫困者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激发与培养,把发展能力建
设作为今后贫困治理的核心目标。
第二,在治理策略上,由政府主导推动向多元共治的转变。 政府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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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着决定作用,政府主导是中国减贫最重要的特点和经验之一。[20] 2020 年如期实现全部农村贫困
人口脱贫,离不开在政府主导下构建的大扶贫开发格局。 面对 2020 年后贫困性质的变化,相对贫
困、多维贫困将成为今后贫困治理的重点难点,其治理难度更大、治理周期更长,更加需要形成多元
共治、各方参与的局面,更加需要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主体在治理相对贫困中的优势,这样
可以从多角度、多方面实现对相对贫困的多元审视,进而为解决相对贫困提供多维治理路径。
第三,在治理理念上,由短期冲锋脱贫向长期持续减贫的转变。 贫困治理没有终点,只有连续

不断的起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每年减贫都在 1 000 万人以上,这离不开广大扶贫工作者的艰
辛努力,也离不开党和国家制定符合实际的在既定时间内必须完成的扶贫目标,为此就必须集中全
国的资源优势打好脱贫攻坚战。 在脱贫攻坚结束之后,贫困治理并未因此结束,相反贫困治理依然
应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因为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广大扶贫工作者要树立长期持续推动
减贫的理念。
第四,在治理手段上,由碎片化治理向系统综合治理的转变。 现有减贫政策的部门化、条块化
和碎片化特征依然明显,不同政策的实施过于细碎。[21] 这不利于资源间的整合与优化,也不利于发
挥资源优势对贫困者的帮扶。 相对贫困视角下贫困治理的难度复杂性将不断加大,为此要突破碎
片化治理的局限,整合现有扶贫政策、扶贫资源,同时加强不同政策之间的衔接与优化,提升对相对
贫困的系统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
( 四) 需要更加注重协调均衡可持续的治理
第一,需要注重发展的协调性。 之所以会产生相对贫困,与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

的不协调不充分有很大关系,因此 2020 年后农村贫困治理必须注重发展的协调性。 积极推动城乡
协调发展,建立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延伸,逐步实现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从根本上打破空间贫困陷阱;积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使东中西部之间
的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避免差距逐步拉大导致区域间的相对贫困,引导东部优势资源要
素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建立正常的利益联结机制以保障这种资源要素流动的可持续性;积极推动经
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注重发展成果在不同成员之间
的合理分配,尤其注重对低收入人口、贫困边缘群体的倾斜与支持。
第二,需要注重发展的均衡性。 这里的均衡并非是指绝对意义上的均衡发展,而是指在可控范围
内的相对均衡的发展。 在绝对贫困彻底消除之后,相对贫困将持续存在,要逐步缓解相对贫困,就必
须注重发展的相对均衡性,避免不均衡发展导致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绝对发展差距,但同时要
摒弃为了均衡发展不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而随意改变发展规律的观念,要在注重发展的均衡
性的同时鼓励竞争、鼓励创新、鼓励相对贫困人口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相对贫困现实境遇。
第三,需要注重发展的持续性。 在脱贫攻坚期内,为在既定时间内完成脱贫目标任务,采取了
超常规的运动式脱贫攻坚方式,这种集中作战式的脱贫方式在解决绝对贫困人口方面发挥了关键
作用,然而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这种扶贫方式不再适用于相对贫困。 因为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
贫困它的紧迫程度已经大大降低,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通过超常规治理在短期内解决。[22] 因此,
就必须改变治理方式,更加注重发展的持续性,这是因为在脱贫期内形成的脱贫方式,有些可持续
性较弱。 比如在产业发展上,运动式扶贫导致一些地方的帮扶采用托管托养、入股分红等方式,贫
困户对产业的参与程度低、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很弱。[23] 因此,相对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
要更加注重产业、就业等各方面发展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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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对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发展走向
相对贫困视角为我国今后农村贫困治理方案的设计与调整指明了前进方向,影响着今后农村
贫困治理的发展走向。 明晰相对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发展走向,能够更好地把握发展
规律,推进今后贫困治理工作的稳步升级。
( 一) 稳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以巩固贫困治理基础

2020 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能够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也能够为接续进行的贫困治

理注入新的活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只能说明脱贫攻坚的各项任务目标得以全面实现,但是巩固
好、有提升、有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需要通过乡村振兴以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如果在脱贫攻
坚之后,不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就不能使脱贫成果得以有效提升,就不能实现脱贫效益的最
大化,更不能为今后贫困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因此,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指示精
神,即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第一,积极推进体制机制衔接,平稳转型升级。 在脱贫攻坚期内所形成的责任、政策、帮扶、动
员、监督、考评这六大机制,不仅在决胜脱贫攻坚期内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是经过脱贫实践检验的
机制,也将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 要把这六大机制运用于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之中,促进脱
贫攻坚期内形成的机制能够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并能够成为支撑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机制。
第二,积极推进扶贫主体衔接,形成帮扶合力。 在脱贫攻坚期内,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

抓扶贫的扶贫主体责任制,并在脱贫实践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五级书
记抓乡村振兴冶 是一种扶贫治理方式的平行转移,但是完全的平行转移难度还是很大。[24] 由五级书
记抓扶贫到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体现的是目标任务的变化,虽然实现扶贫主体的平行转移在实践
过程中存在挑战,但从长远来看,实现扶贫主体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形成帮扶合力,有利于为乡村振
兴注入活力。

第三,积极推进脱贫成果衔接,整合资源优势。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的脱贫攻坚事

业将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 从直接减贫成效来说,现行标准下全部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了
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从间接减贫影响来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良好的扶贫助困氛围,大扶贫格
局也逐步形成并发挥作用。 但是在 2020 年后的相对贫困视角下,中国的贫困治理要接续推进就必
须以巩固脱贫成果为基础,以整合脱贫攻坚期内的各项资源要素为关键,进而形成贫困治理的坚实
基础,变如今的资源优势为今后的贫困治理优势。
第四,积极推进扶贫理念衔接,达成思想共识。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是农村,尤其是贫困村、贫困
人口,其贫困治理重点是聚焦贫困村的贫困人口而实行精准扶贫战略。 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之后,接续推进的乡村振兴,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全面振兴,其覆盖面不止局限于贫困村、贫困人口,
而是要实现广大农村的整体而全面的振兴。 因此,扶贫理念要在精准扶贫思想指引下逐步实现共
享,在全面振兴乡村背景下优先考虑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地区的农村发展。
( 二) 构建稳定脱贫与长效减贫机制,以确保贫困治理有序推进

2020 年后,相对贫困将取代绝对贫困成为今后贫困治理的主要目标。 然而由于致贫因素的复

杂性,短期内通过集中性减贫举措摆脱了绝对贫困处境的人群,可能会在之后面临脆弱性脱贫返贫
的风险挑战,要防止返贫及新贫困的产生,就必须在相对贫困视角下构建稳定脱贫与长效减贫机
制,以确保 2020 年后贫困治理能够有序推进。

第一,建立返贫阻断机制,防止返贫及新贫的产生。 国内外减贫理论与实践表明,扶贫工作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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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会进入“ 扶贫 - 脱贫 - 返贫冶 的恶性循环。[25] 2020 年后要防止返贫情况的出现,就必须建立返贫
阻断机制。 这一机制的核心理念是由之前的事后扶贫转变为事前预警干预,也就是对即将落入贫
困陷阱的人群提前采取扶贫措施。 对于贫困边缘户、易致贫返贫户、低收入户等脱贫脆弱性群体,
要建立预警,提前干预,避免返贫后再扶贫的事后干预,要牢牢地把阻断返贫及预防新贫的产生作
为 2020 年后贫困治理的底线目标。

第二,要建立稳定脱贫机制,实现可持续脱贫。 2020 年实现现行标准下的脱贫攻坚目标,并不

意味着能够达到稳定脱贫的要求。 因为脱贫人口中还存在脆弱性脱贫人员、脱贫地区的发展环境
并未根本改变、贫困文化对人的影响并未随着脱贫攻坚的终结而消失,这些因素的存在使 2020 年
后接续进行的贫困治理必须要建立稳定脱贫机制,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最终实现可持续脱贫。

第三,要建立缓解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实现贫困治理稳步推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这是党中央着眼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而提出的一项长远战
略,这也反映出反贫困行动的长期性,同时也说明贫困性质将转为相对贫困。 为此,要制定缓解相
对贫困长效机制,以实现今后贫困治理的接续推进与稳步升级。 因此,在相对贫困视角下构建稳定
脱贫与长效减贫机制,确保贫困治理有序推进是今后贫困治理的基本走向。
( 三) 调整创新完善扶贫体制机制,以提升贫困治理水平和能力
脱贫攻坚是在既定时间内,通过超常规的举措实现脱贫任务目标,而脱贫攻坚结束之后接续推
进的乡村振兴,则是一项长远战略,需要通过常规性的举措推动实现。 在脱贫攻坚期内所形成的各
项扶贫体制机制,要通过调整完善创新,逐步运用到乡村振兴战略中来。[26] 2020 年后贫困治理的
落脚点是乡村振兴,贫困治理的主战场依然是农村,而不应是城市。[27] 因此,要把脱贫攻坚期内形
成的体制机制通过不断调整完善与创新融入到乡村振兴战略之中,最终通过乡村治理提升贫困治
理能力。 第一,完善扶贫机制,适应扶贫形势的变化。 2020 年后的贫困治理将在相对贫困视角下
开展扶贫行动,需要把巩固脱贫成果与治理相对贫困结合起来,需要把防止返贫与提升脱贫成效结
合起来,同时也需要根据贫困性质的根本性改变来健全完善稳定脱贫监测机制、返贫阻断机制、高
质量就业增收保障机制等利于相对贫困人口发展的工作机制。

第二,调整扶贫体制,巩固治理成效。 为了在 2020 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全部贫困人口脱贫摘帽,

党和国家采取了超常规的扶贫举措,动员和投入了前所未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精准扶贫,逐渐
构建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维一体和政府、市场、社会协调推进的大扶贫开发格局,并
在具体的扶贫实践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是在扶贫目标一致的情况下,扶贫任务分属不同的扶贫
部门,容易造成碎片化治理,对应对今后相对贫困的复杂性显然是不利的,而且也不利于巩固脱贫
成效。 因此,可以考虑将涉及相对贫困群体的帮扶机制整合统筹起来,建立综合性的社会保障与扶
贫开发机制,以更有利于巩固扶贫成果,实现稳定持续减贫。

第三,创新扶贫体制,提升贫困治理水平。 由于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短期内能够完全
彻底消除以基本生存和发展为核心的绝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则很难消除,只能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
发展而逐步缓解。 进入后扶贫时代,中国的贫困治理将以相对贫困为主要目标,而相对贫困具有相对
性、多维性、复杂性、长期性等特征,需要结合新的贫困特征,创新减贫扶贫体制,用与时俱进的扶贫理
念调整扶贫机制,以适应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新发展要求,最终提升贫困治理水平和能力。
( 四) 加强农村减贫成效的监督与管理,以保障贫困治理的实际成效

2020 年中国将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冶 脱贫目标,将消除绝对意义上的贫困人口,贫困治理将取

得巨大发展成就,这其中离不开完善的减贫体制,也离不开对扶贫目标的监督与管理。 而相对贫困
本身就是动态发展的,衡量标准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贫困人口,而且它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贫困,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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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意义上的贫困,是基于参照物的不同而呈现动态变化的一种贫困形态。 针对这种情形,要使今
后的扶贫工作取得实效,就必须加强农村减贫成效的监督与管理,防止今后减贫工作走形式、走过
场等蜻蜓点水式扶贫。

第一,优化扶贫工作监督机制。 2020 年后的相对贫困治理难度更大、周期更长,不能期望在短

期内就彻底解决,同时也不能有歇歇脚、转换频道等消极扶贫思想,不仅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贫困
治理,更需要在治理中出实效、出成果。 为此,就必须加强通过第三方独立评估、省级交叉考核等方
式对扶贫主体、扶贫项目、扶贫成效等扶贫全过程的监督,同时结合相对贫困的变化与发展,创新监
督形式,确保以监督促减贫实效。
第二,完善减贫考核评估机制。 考核评估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确保减贫成效不打折、减贫举措真

实可靠、脱贫成果扎实稳固。 2020 年后的相对贫困,其治理成效因标准不同而不同。 对于短期内
能够见到实效的扶贫项目,要注重短期培育与长效发展的支持;对于周期较长、效果不明显的扶贫
项目,要设置合理的阶段性目标,分步骤分阶段地稳步推进,不能出现做与不做一个样、做多做少一
个样的情况。 为此,要完善减贫考核评估机制,用更加精细化的考核方式评估对相对贫困治理的实
际成效,以此通过完善的精细化的考评机制实现贫困治理的稳步推进与梯度升级。

第三,优化扶贫项目资源管理机制。 2020 年后贫困将不再表现为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将

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 这意味着脱贫攻坚期内形成的各项扶贫资金、项目等将纳入乡村振兴
战略的总体规划之中,而乡村振兴的目标区域是广大农村地区,不仅包括脱贫攻坚期内的贫困村,
而且包括广大非贫困村,远比脱贫攻坚聚焦的贫困村范围要大,这就更加需要对扶贫项目、资金的
整合利用,需要统筹考虑贫困村与非贫困村的整体发展,需要把有限的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到最需要
的地方,以确保今后贫困成效有稳步提升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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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蒺s Rural Povert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ve Poverty
HAN Guangfu摇 XIN Yuan
Abstract摇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task of a decisive victory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2020 marks the complete
elimination of absolute poverty that has plagued China for thousands of years. 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the end of pov鄄
erty governance. On the contrary, the focus of poverty governance will shift to relative poverty in the future. From the per鄄

spective of relative poverty, China蒺s rural poverty governance objectives, governance situation, and governance dynamics
will change.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lso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a relatively large number of poor people, increasing diffi鄄
culty in poverty governance, and greater difficulty in consolidating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ative poverty re鄄

quires that China蒺s rural poverty governance after 2020 needs to focus on the fairness of development results shared by the
people, the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of exis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complete and refined pover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ordinated, balanced and sus鄄
tainable governance. China蒺s rural povert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ve poverty will present a new develop鄄

ment trend, that is, to steadily promot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uild stable

and long鄄term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s, adjust and improve and innovate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iv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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