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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貧困與反貧困理論

18世紀工業革命開始以來，科學技術發展迅猛，機器開始替代人工，

勞動力得以解放，生產效率逐步提高，社會財富不斷積累；同時，科技進

步也加劇了世界各國的不均衡發展，貧富差距加大等問題日益凸顯。第二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着全球化進程加快，發展中國家不斷發聲，貧困問

題為全世界所關注，「消除貧困」成為世界大多數國家重要的發展目標。

一、貧困的定義與成因

貧困是伴隨着人類社會形成與發展而存在的世界性現象，是相對於富

足而存在的，因而不同國家、不同民族都會出現貧困；貧困的表現方式是

隨着國家或區域的經濟條件變化而發展的。因此，不同國家的人們，在不

同的時間，對貧困的認識也不盡相同。

19世紀末到 20世紀初，英國的布什（Booth）和朗特里（Rowntree）

出版了專著討論貧困問題。朗特里最早系統地提出貧困的定義：「如果一

個家庭的總收入不足以維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活動要求，那麼，這個

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貧困之中。」1人們早期對貧困的理解只停留在物質層

面。百年間，學術界和國際機構都依據區域國家或全球發展的不同狀況對

*  感謝婁新琳為本章做出的工作。

1　西博姆．朗特里：貧乏研究 [M]. 長澤弘毅，譯 . 東京：株式會社千城，19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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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進行了定義，隨着貧困理論的不斷發展，貧困的定義也越來越完善。

加爾布雷斯（Galbraith，1958）認為一個人貧困與否同時由他個人所

擁有的收入和社會中其他人的收入水平決定。此後，魯西曼（Runciman，

1966）與湯森德（Townsend，1971）提出相對貧困理論。湯森德認為那些

缺乏獲得各種食物、參加社會活動和最起碼的生活與社交條件等資源的個

人、家庭和群體就是貧困的，他們被剝奪了享有這些資源的權利。11998年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首次使用權利方法進

行貧困研究，在 20世紀 90年代提出從「可行能力」視角對貧困進行分析，

指出要「用一個人所擁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的實質自由，

來判斷其個人的處境」，森認為貧困是「基本可行能力被剝奪，而不僅僅是

收入低下」2，收入低下只是可行能力缺乏的一種直觀表現和重要原因。

《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根據森的貧困理論將貧困定義為「缺少達到

最低生活標準的能力」3。《2000/2001年世界發展報告》中，世界銀行將廣義

的貧困定義為「貧困是指福利的被剝奪狀態」，指出「貧困不僅指物質的

匱乏，而且還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除此之外，「貧困還包括風險和

面臨風險時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達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響力」。4

人們對貧困產生原因的認識也是隨着貧困概念的研究而開展的。早期

人們對貧困的解讀主要集中在物質層面，認為造成貧困的原因是收入少導

致的生活資源缺乏，即絕對貧困，這時的貧困研究主要以經濟學理論為依

據。隨着貧困研究的不斷深入和人類需求層次理論的形成、相對貧困的概

念確立，精神文化需求的缺失成為造成貧困的重要因素。

20世紀 90年代，阿馬蒂亞．森提出的「能力貧困」開拓了貧困研究的

1　郭熙保、羅知：論貧困概念的演進 [J]. 江西社會科學，2005（11）：38-43。

2　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 [M]. 任頤、于真，譯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3　世界銀行：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 [M]. 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52。

4　2000/2001年世界發展報告：與貧困作鬥爭 [M]. 2000/2001年世界發展報告翻譯組譯 . 北
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

新方向，貧困理論不再局限於經濟學分析，還加入了倫理學理論。「能力貧

困」理論引入「可行能力」和「可行能力集」兩個新概念，並認為自由是人

類發展的目標和手段，「可行能力」被剝奪將直接導致喪失實質自由，進而

產生貧困。因而，貧困外在形式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能力和機會被剝奪。

貧困是一個多元化概念，包含物質、健康、文化、法律和政治等多方

面內涵。貧困概念和相關理論的不斷完善，有力地支持了反貧理論的發展

和反貧政策的制定。

二、反貧困理論

反貧困理論的構建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即

主流經濟學，以保羅．薩繆爾森（Paul A.Samuelson）的「收入可能性曲

線」動態分析和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的「漏斗理論」為代表 1，

多強調經濟在貧困中的重要性，只有解決資本不足導致的收入低才能解決

貧困問題；二是福利經濟學，以霍布森（Hobson）、阿瑟．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增加社會福利總量為宗旨的傳統福利經濟學、「帕累托最優狀

態」為前提的新福利經濟學和阿馬蒂亞．森以收入均等程度為指標的福利

經濟學為代表；三是發展經濟學，以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的《世界反貧困大綱》中的反貧困思想為代表。2 20世紀中後期，

福利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貧困研究更為主流認可。福利經濟學和發展經

濟學強調機會缺失和能力缺乏導致貧困，主張國家通過政策引導和體制改

革提高貧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從而在根本上解決貧困。

岡納．繆爾達爾 1970 年在《世界貧困的挑戰》一書中首次提出「反

貧困」概念，「反貧困」的研究就此展開。目前，反貧困的概念主要有以下

幾種表述：一是 poverty reduction，即減少貧困發生因素，強調反貧困的

1　陳昕：反貧困理論與政策研究綜述 [J]. 價值工程，2010，29（28）：256。

2　王俊文：當代中國農村貧困與反貧困問題研究 [M]. 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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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性。二是 poverty alleviation，即減輕、緩和貧困的手段。三是 support 

poverty，即扶貧，主要是政府或民間的反貧困計劃與項目。這在中國解決

農村貧困問題工作中得到廣泛運用。四是 poverty eradication，即根除、消

滅貧困，強調反貧困的目的性。1這些概念分別從不同角度闡述反貧困，反

映了反貧困的內在邏輯，即通過政府或民間組織的政策或項目減少發生因

素、緩和貧困，向消除貧困的長遠目標而努力。

三、中國扶貧理論與政策的發展

中國的反貧困鬥爭始終伴隨着國家的建設與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國民經濟破壞嚴重，人民普遍貧困，中國

以馬列主義為基本理論指導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並結合中國國情，以發展

生產力、恢復國民經濟為主要目標，着力開展集體所有制經濟建設，發展

工業，以經濟增長緩解貧困，對於生活困難的特困和受災群眾，國家財政

專項撥款下發救濟金。此時，中國還未形成系統的扶貧理論，也沒有制定

明確的扶貧政策。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着手解決農村貧困問題。在推進經濟體制改

革、加快對外開放等措施大力發展國民經濟，從而實現共同富裕的同時，

政府還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扶貧項目，針對中國區域發展不均衡的

狀況，以開發式扶貧為理論基礎，提高貧困人口生產力，改善地區生活環

境。至 20世紀末，中國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

隨着扶貧工作的推進，中國貧困人口大幅下降，農村普遍貧困狀況得

到緩解。至 21 世紀初期，中國貧困地區呈現出區域化、分散化的特點，

並且貧困也不僅表現為物質生活資料的缺失，還向文化、教育、健康等多

元貧困形態發展。針對這一現象，政府將以貧困縣為基礎的扶貧開發調整

1　王俊文：當代中國農村貧困與反貧困問題研究 [D].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7。

為「整村推進」，注重貧困人口的能力培養，通過教育培訓、醫療改革、

發展涉農產業等方式提高貧困人口自身發展能力。貧困人口規模進一步下

降，但貧困地區發展滯後問題仍未解決，扶貧工作進入最後的攻堅階段。

近年來，隨着「精準扶貧」理念的提出，中國扶貧理論得以創新和發

展。精準扶貧是一種合作型扶貧模式，它針對精準識別的貧困戶，以參與

式扶貧為基礎，強調政府、貧困人口通力合作，依託社會平台進行產業發

展、資源開發和基礎建設，從而實現脫貧。依託「精準扶貧」戰略，政府

加大扶貧投入，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出台並落實各項扶貧政策。中國扶

貧工作效率大幅提升，貧困人口脫貧速度明顯加快。

同時，改革開放以來國外先進反貧困經驗的傳入和國際組織對中國的

扶貧援助，都推動了中國扶貧理論的完善和扶貧政策的發展。

第二節  中國的扶貧歷程與成就

一、扶貧歷程

解決貧困問題與增進人民福祉息息相關，歷來為政府所重視。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國致力於社會主義建設，發展工業帶動國民經濟恢

復，以期緩解普遍貧困的狀況。對於極端貧困和受災致貧群眾，則由國家

財政撥款救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土地

經營制度變革、放開農產品價格、發展鄉鎮企業等一系列措施，促進了農

村經濟的發展，緩解了農村貧困狀況，為扶貧工作的進一步開展奠定了基

礎。據統計，1978年到 1985年，農村人均糧食產量增長 14%，棉花增長

73.9%，油料增長 176.4%，肉類增長 87.8%；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 2.6

倍；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從 2.5億人減少到 1.25億人，佔農村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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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下降到 14.8%；貧困人口平均每年減少 1786萬人。1

中國系統化的扶貧工作起步於 20世紀 80年代中期。改革開放政策實

施後，在「先富帶動後富」理念的引領下，中國總體經濟水平顯著提高，

同時，區域發展不平衡現象逐漸顯露，中國貧富差距開始拉大，一些地區

由於地理環境、歷史因素和政策傾斜等原因逐漸落後，人民生活困苦。在

這一背景下，1984年中央下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幫助貧困地區儘快

改變面貌的通知》，決定採取放寬經營政策、興辦企業、減輕稅賦、加強

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教育事業等一系列措施，「幫助這些地區的人民首先

擺脫貧困，進而改變生產條件，提高生產能力，發展商品生產，趕上全國

經濟發展的步伐」。

1986 年第七個五年計劃出台，設專章規劃「老、少、邊、窮地區的

經濟發展」，同年國務院成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全面負責扶貧

攻堅事業。這一階段，中國確定了開發式扶貧政策和規劃，根據貧困標準

確立了扶貧工作重點縣，實施優惠政策，投入扶貧專項資金，啟動開發項

目，使中國扶貧開發實現新跨越。至 1993 年，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農民

人均純收入從 1986年的 206元增加到 1993年的 483.7元；農村貧困人口

由 1.25億人減少到 8000萬人，平均每年減少 640萬人，年均遞減 6.2%；

貧困人口佔農村總人口的比重從 14.8%下降到 8.7%。 1但同時，中國大部

分貧困地區選擇以工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以期快速、便捷地增加區

域經濟收入，實現開發扶貧。實踐證明，這一方式雖促進了縣域經濟發

展，但缺乏與貧困人口的直接聯繫。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及扶貧政策的實施，中國貧困發生率逐年下降，

貧困人口規模顯著降低。但同時貧困的表現形式有了新變化，貧困人口主

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貧困人口呈現出明顯的地緣化分佈，貧困人口脫

1　《中國的農村扶貧開發》白皮書，2001。

貧速度放緩，「以解決溫飽為目標的扶貧開發工作進入了攻堅階段」1。1994

年，《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以下簡稱《扶貧攻堅計劃》）出台，重新

認定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詳盡部署扶貧工作，從產業發展、財政資金安

排、政策保障、教育衞生事業、基礎設施建設、社會合作等方面，加大政

府投入及部門合作，「力爭用七年左右的時間，基本解決全國農村 8000萬

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這是中國第一個目標明確、措施詳細、時間限定

的扶貧計劃。1996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儘快解決農村貧困人口

溫飽問題的決定》頒佈，強調了解決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的緊迫性和重

要性，堅持《扶貧攻堅計劃》，集中力量推動扶貧工作開展，確保 20 世

紀末實現既定目標。1998 年、1999 年中國相繼召開扶貧工作會議，從上

而下動員，對於堅定扶貧幹部工作信念，鼓舞貧困人口脫貧信心，堅定不

移地實施扶貧政策、達到脫貧目標都有重要意義。到 2000 年年底，中國

基本實現了《扶貧攻堅計劃》確立的脫貧目標。貧困人口生活條件明顯改

善，貧困縣累計修建基本農田 6012萬畝（一畝 ≈666.67平方米），新增公

路 32萬公里，架設輸變電線路 36萬公里，解決了 5351萬人和 4836萬頭

牲畜的飲水問題，通電、通路、通郵、通電話的行政村分別達到 95.5%、

89%、69% 和 67.7%，其中部分指標已經接近或達到當年全國平均水

平。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 648 元提高到 1337 元，年均增長速度為

12.8%。2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由 1992年的 8000萬人左右下降到 3209萬

人，平均每年減少 532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由 8.8%減少到 3.5%。其中

國家重點扶持貧困縣的貧困人口由 1994 年的 5858 萬人下降到 2000 年的

1710萬人。3

經過 20 餘年的扶貧奮鬥，中國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已基本解決，但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印發《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通知。

2　中國扶貧開發情況簡介 [EB/OL].  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01-11/07/
content_5073269.htm.

3　《中國的農村扶貧開發》白皮書，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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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部分貧困人口因為地理、環境或歷史原因等在貧困線下掙扎；同時，

隨着中國國民整體經濟水平的提高，相對貧困依然存在，且呈現出文化、

教育、就業等多方面機會缺失的貧困表現，貧困人口整體生活質量偏低。

面對 21 世紀新的貧困態勢，中國及時調整政策，制定《中國農村扶

貧開發綱要（2001— 2010 年）》，確立貧困人口的主體地位，以「解決

少數貧困人口溫飽問題，進一步改善貧困地區的基本生活條件，鞏固溫飽

成果，提高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和綜合素質」「為達到小康水平創造條件」

為奮鬥目標，堅持扶貧政策保障和扶貧工作隊伍建設，以產業發展、環境

改善、素質提高為切入點，通過市場化經營、基礎設施建設、教育培訓、

科技指導、醫療救助、勞務輸出、搬遷扶貧等途徑，輔以社會力量和國

際組織，進行貧困地區開發建設，並將扶貧重點轉向貧困村。進行整村推

進、產業扶貧、勞務輸出、搬遷扶貧等具體扶貧措施的創新，因地制宜，

推動農村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進一步緩解貧困，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群眾的生活環境和居住條件。2001 年至 2010 年，592 個國家扶

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從 2658元增加到 11 170元，年均增

長 17%；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從 123 元增加到 559 元，年均增長

18.3%；農民人均純收入從 2001年的 1276元增加到 2010年的 3273元，

年均增長 11%（未扣除物價因素）。1十年間，貧困發生率從 10.2% 降至

2.8%，貧困人口減少 6734萬人 2。

2011年，中國大幅上調貧困標準，由於新標準的提出，農村貧困人口

數量則由 2010年的 2688萬人增加到 16 567萬人。同時，連片特困地區的

扶貧任務依然艱巨，區域性貧困和貧困人口脫貧動力不足問題亟待解決；

返貧現象時有發生。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目前各地返貧率平均達到 15%

左右，而有的統計則認為中國目前返貧率為 15%— 20%，最高的則認為中

1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新進展》白皮書，2011。

2　中國統計年鑒 2017，按 2008年貧困標準統計。

國每年的返貧率為 20%— 30% 1。針對中國貧困地區出現的新問題，中國

政府下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 2020年）》，以「穩定實現扶

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貧困地區農

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

近全國平均水平，扭轉發展差距擴大趨勢」為目標，調整扶貧資源配置，

強化專項扶貧措施的實施。2010年至 2012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近

6700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從 17.2%下降到 10.2%；重點縣農民人均純收

入從 3273元增加到 4602元，年均增長 18.6%，增幅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2。

2013 年，隨着「精準扶貧」理念的確立，中國扶貧工作翻開了新篇

章。當年年底，國務院下發《關於創新機制紮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

意見》，強調要從根本上改變貧困地區發展落後現狀，通過改革創新扶貧

工作機制，「着力消除體制機制障礙，增強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加大扶持

力度，集中力量解決突出問題，加快貧困群眾脫貧致富、貧困地區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步伐」，詳細部署重點工作，「踐行黨的群眾路線，轉變作風，

紮實工作，切實幫助貧困地區改變面貌，幫助貧困群眾脫貧致富」。2014

年以來，中國政府出台一系列相關政策保障精準幫扶，創新和完善扶貧方

式，改革財政管理，優化金融服務機制，廣泛引導社會參與，開拓適合中

國國情的特色扶貧之路。2016年，正值「十三五」開局之年，國務院印發

《「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詳細指導專項扶貧工作的開展，並創新性地

提出健康扶貧、資產收益扶貧、電商扶貧、「互聯網＋」扶貧等新舉措。

2013年至 2018年，農村貧困人口從 8249萬人減少到 1660萬人，貧

困發生率降至 1.7%3，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全國農村平均水

1　陳端計、楊莉莎、史揚：中國返貧問題研究 [J]. 石家莊經濟學院學報，2006（2）：166-169。

2　劉永富：國務院關於農村扶貧開發工作情況的報告— 2013年 12月 25日在第十二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 [J]. 北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
2014（1）：105，109。

3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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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差距進一步縮小，同時貧困地區基礎設施明顯改善，基本公共服務保

障水平持續提高。

二、扶貧的成就與意義

經過近 70 年的扶貧開發，中國農村的貧困狀況得到很大程度的緩

解。在不同扶貧標準下，中國的農村貧困人口和貧困發生率均有大幅下

降。1改革開放 40年來，貧困人口數量從 1978年年末的 77 039萬人下降

到 2017年末的 3046萬人，累計減貧 7.4億人，年均減貧人口近 1900萬，

貧困發生率也從 97.5%下降到 3.1%（圖 1-1），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七

成 2，中國成為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 3。中國向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的偉大目標又邁進了一步。

中國的扶貧質量也在不斷提升。貧困距指數（poverty gap index）是

國際公認的貧困深度測量指標，反映了貧困人口收入與貧困線差距的百分

比，數值越大說明貧困人口整體收入越低，越接近赤貧狀態。中國的貧困

距指數自 1981年以來迅速降低（圖 1-2），表明中國貧困人口的收入水平

有了整體提升，基本與貧困線持平，也說明中國目前的極端貧困人口已經

很少，貧困深度明顯降低，扶貧質量不斷提高。2

具體來看，中國扶貧取得的成就切實反映在居民、地區和國家發展的

方方面面。

（一）貧困人口生活水平提高

貧困人口脫貧最直觀的反映就是生活水平的改善，包括收入和消費水

1　張騰、藍志勇、秦強：中國改革四十年的扶貧成就與未來的新挑戰 [J]. 公共管理學報，
2018，15（4）：101-112，154。

2　改革開放 40年  貧困人口減少 7.4億 [EB/OL]. http://cn.chinagate.cn/news/2018-10/17/
content_66636367.htm.

3　《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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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1978—2017年中國貧困人口數量及貧困發生率（2010年貧困標準）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 2017》

圖 1-2　中國貧困距指數變化情況

資料來源：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povOnDemand.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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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住房狀況、地區基礎設施三個方面內容。

1. 收入和消費水平

貧困地區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一直保持快速增長，與全國農村平均水

平的差距在逐漸減小。2017 年，中國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為 9377 元，是全國農村平均水平的 69.8%；其中，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

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 9250元以上（圖 1-3）1。

2013年實施「精準扶貧」戰略以來，中國反貧困鬥爭取得突破性進展。與

「精準扶貧」實施前即 2012 年的指標相比，2017 年中國貧困地區農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水平是 2012年的 1.8倍，扣除價格因素，實際水平

是 2012年的 1.6倍，年均實際增長 10.4%，比全國農村平均增速快 2.5個

百分點，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全國農村平均水平之比提高

了 7.7個百分點。其中，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 2012—

2017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年均增長率分別為 10.3%和 10.7%，

均高於全國農村平均增速。

2017 年，中國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 7998 元（圖 1-4），

與 2012 年相比，年均名義增長 11.2%，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

9.3%。其中，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 7915 元，年均名

義增長 11.2%，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 9.2%；扶貧開發重點縣農村

居民人均消費支出 7906元，年均名義增長 11.3%，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

際增長 9.3%。1

同時，貧困地區農民家庭耐用品升級換代，消費結構不斷優化。從傳

統耐用消費品來看，2017年貧困地區農村每百戶擁有電冰箱、洗衣機、彩

電分別為 78.9台、83.5台和 108.9台，分別比 2012年增加 31.4台、31.2

台和 10.6 台，擁有量持續增加，和全國農村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漸縮小。

1　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扶貧開發成就舉世矚目  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 [N]. 中國
信息報，2018-09-04（1）。

圖 1-3　2013—2017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情況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 2017》《農村改革書寫輝煌歷史  鄉村振興

擘畫宏偉藍圖—改革開放 40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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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2013—2017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增長情況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 2017》《農村改革書寫輝煌歷史  鄉村振興

擘畫宏偉藍圖—改革開放 40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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