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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九大报告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提出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织部分。通过对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实地考察发现，政府公权力治理力量在乡村治理

中不断强化，具体表现在乡村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方式的改变上。因此，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与贫困乡村发展实际，

“政府引导式治理”应是当前贫困地区乡村治理有效实现的重要过渡路径，其主要包括：明确政府职能，优化乡村治理结

构；壮大多元治理主体，实现乡村多元协同治理；优化治理方式，实现自治、德治、法治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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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并具体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强调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乡村治理的未来发展目标。精准扶贫主要是针对贫困地区脱贫与小康而展开的

一项综合性的社会治理活动，也是贫困地区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所实施的重要国家政策。显然，乡

村振兴、精准扶贫、乡村治理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一方面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与乡村治理的总

目标指引，另一方面精准扶贫与乡村治理均有助于乡村振兴的实现。

因此，本文以精准扶贫与乡村治理为主线，分析精准扶贫政策推进下乡村治理的变化，从而对乡村振兴

战略下的乡村治理提出有效建议。本文集中关注以下问题：国家精准扶贫对乡村治理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存在哪些问题？贫困地区通过何种路径实现更有效的乡村治理，从而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本文基于2017年
1月至8月在贫困乡村驻村调研的走访、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所搜集的数据资料深入分析与总结的基础上，

以现实案例呈现的方式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

二、国家精准扶贫与乡村治理：现状与问题

国家精准扶贫是掌握权威资源分配权的公权力机构进行资源集中供给农村的一种形式，其背后是以强

120



大的国家力量作为支撑的。精准扶贫所“携带”的不仅有人、财、物等资源，还有以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其所实

施的治理政策、治理理念、治理战略。也因此，国家精准扶贫自实施以来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结

合实地调研发现，国家精准扶贫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对乡村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方式的影响

三个方面。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耳村①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与描述。

“耳村位于县城东南部，距县城39公里，全村总面积6.6平方公里，平均海拔680米。全村辖2个自然寨6
个村民小组，共193户798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70户，全村为纯少数民族人口，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小学

文化的占80%以上。村庄自然条件恶劣，可耕地面积少，全村现有可耕种的水田906亩，旱土294亩，人均1.5
亩。村经济基础一直比较薄弱，村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是种植烤烟和外出务工，全村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达

280多人，分布在江浙地区。”②

耳村是典型的西部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村，具有生存环境恶劣、交通不便、文化素质低、经济基础薄弱

单一、封闭落后、资源匮乏、村庄空心化等特点。这些西部贫困乡村所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贫困地区乡村治

理与其他地区乡村治理的不同与任务的艰巨性所在。耳村一直以来虽也是扶贫的重点村，但扶贫的精准程

度及力度在2014年精准扶贫实施后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并且作为所在地区市委组织部的对口扶贫村，

耳村更是得到了市委组织部的扶贫强力支持，也因此精准扶贫在耳村所体现出的政府③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就更为突出。

（一）国家精准扶贫与乡村治理结构

国家精准扶贫强化了国家权力在乡村层面的力量，乡村治理结构呈现政府主导、乡村自治弱化、其他扶

贫力量参与的治理格局，并且整个格局中政府强势、社会弱势。一方面，国家精准扶贫所派驻的扶贫工作队

包括扶贫第一书记、扶贫驻村干部、扶贫对口联系单位及干部等，由于扶贫工作对精准提出“扶贫对象精准、

措施到户要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高要求[1]，使得

精准扶贫必须借助村干部及村民的力量以进入村庄内部，从而国家治理的力量也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而渗

透到了村庄以及村庄各家庭内部。由此乡村治理结构中政府的治理力量进一步强化，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

了乡村一级。另一方面，社会领域的乡村自治、市场、社会等治理力量则相对弱化。精准扶贫中的乡村是社

会学意义上的人类生存共同体，是基于血缘、亲缘所组成的熟人社会，乡村内部的有效自治资源——“乡规

民约”、家族族长、乡村长期生活中衍生出来的自然权威在国家精准扶贫所带来的行政力量下沉下被削弱

了，并且其他治理主体如市场、社会组织等治理力量也难以发挥较大的治理作用。整个乡村的治理结构呈

现以政府驻村干部与村支两委为代表的国家行政性治理力量强化其他治理力量弱化、乡村治理力量不均衡

发展的特征。

（二）国家精准扶贫与乡村治理主体

国家精准扶贫强化了政府的一元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发展则相对缓慢。在调研中发现，虽

然除了政府以外的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治理主体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乡村扶贫治理中，但以政

府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在贫困地区尤为明显。第一，贫困村第一书记、驻村干部、村支两委都是政府

行政性扶贫主体的代表，受上级行政机构领导，听从上级行政机构的任务安排。如从市委组织部派驻的耳

村第一书记由于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因此既负责将对口扶贫单位的扶贫理念以及扶贫资源向村庄传

递，又领导着整个村庄的扶贫工作以及其他的村庄治理任务。整个耳村的乡村治理规划大部分按第一书记

传达的理念来进行，其他扶贫工作队中的成员如乡镇驻村干部、村支两委成员基本上成为第一书记的下

属。在调研中，笔者从所参加的各项村务会议中能够强烈的感受到第一书记作为领导者领导整个乡村治理

的情况。第二，村民自治的消解。精准扶贫在耳村实施以前，村庄由于宗族、血亲等形成的原生自发的治理

格局基本上能够化解村庄的矛盾，做到利益协调、保持村庄的稳定与发展。但精准扶贫在带来扶贫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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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扶贫资源集中、扶贫成效提升的同时，也打破了村庄原本的治理主体格局与治理平衡。明显的例子即

是自扶贫工作队开展扶贫工作以来，由于较为支持村支书的工作，而使村主任的工作有所孤立，村主任与村

支书之间工作的开展受阻并较难协调，进而影响了整个村庄的整体治理。在政府治理主体的干预下，村庄

的治理主体由原本以村支两委为主的自治主体转向了政府为主的行政性治理主体，并且对口扶贫单位的权

力大小更是决定了乡村治理中政府的治理主体地位。第三，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主要通过政府引导的形

式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应然状态下的乡村治理应是多元主体平等协同的治理，而政府的强势介入致使其

他治理主体的治理是在政府的指导与干预下进行的。

（三）国家精准扶贫与乡村治理方式

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下乡村治理方式呈现政府引导下的半行政性乡村治理特征，主要体现为政府的

行政化治理与村庄自治相结合的形式。一方面，国家是资源的垄断方，国家精准扶贫垄断了大量的治理资

源，使行政性的治理方式“注入”乡村治理中。资源匮乏的贫困乡村尤为依赖外在的资源，而治理资源很大

程度上决定着治理主体的地位，进而决定了整个村庄的治理方式。因此，政府作为拥有资源量最大的治理

主体，其行政性的机构运转特征必然使乡村治理呈现出强烈的行政性色彩。但另一方面，在资源下乡的过

程中，资源的落地又必须经历村支两委的“村庄化”过程，该过程中村民自治性成分较大，乡村治理的行政性

大部分被去除，使得乡村治理最终呈现半行政化的特征。“村庄化”是指村支两委结合村庄实际与村民意愿

自行决定资源的分配，是国家的治理资源与村庄实际结合的过程。在该过程中，政府行政化的治理资源需

要村支两委结合村的治理实际，以政府引导者的身份将治理资源按政府的意愿首先在村庄层面进行集中，

再通过村支两委将扶贫资源落实至各贫困户。典型的例子即是扶贫项目在村庄的推行过程。按国家精准

扶贫对各贫困村发展产业扶贫项目的要求，市委组织部依据市场行情以及耳村的实际确立了两个项目：辣

椒种植与土鸡养殖项目。从耳村调研中了解到，在项目酝酿阶段，对于实行何种项目、项目的市场调查以及

项目的评定等基本上是由市委组织部第一书记、镇驻村干部与村支两委进行决定。在项目的实施阶段，项

目资金申报、项目施工、项目验收等也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门进行把控。同时，辣椒种植与土鸡养殖项目中辣

椒种植的大棚建设、选址、辣椒苗供应、技术支持以及土鸡养殖的养殖舍、鸡苗、鸡饲料等都由政府统一提

供。正如耳村第一书记所言：“我们给村民基本上完成了整个项目所需要的所有前期工作，村民什么都不需

要做，只需要完成辣椒的种植。后期辣椒的市场销售我们也为他们准备好了。”在项目后期的管理与运营阶

段，整个项目相关的基础硬件为村集体资产，归村集体所有，由村支两委进行管理。大棚及鸡舍的出租每年

进行一次变更，村民对种养殖大棚进行公开竞标。一般情况下，扶贫工作队以及村支两委会事先对有意向

租赁大棚以及鸡舍的人员进行摸底，一般都倾向于将鸡舍及大棚租赁给村中服从政府管理的致富能人。在

致富能人的带动下，贫困户以政府产业扶持资金入股以及务工的形式实现脱贫。从以上国家精准扶贫的方

式来看，政府的治理贯穿于整个扶贫过程，占据了村庄日常事务中的80%以上。村庄的发展、日常运转基本

上都依靠政府的资源投入来实现，村民的自治在该过程中则较为弱化，乡村治理的方式呈现出半行政性的

治理色彩。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贫困乡村治理路径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一方面贫困地区在人、财、物等各方面将得到国家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作为乡村

振兴战略重要一环的乡村治理也应该突破现状走向治理的现代化。针对当前贫困地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以及乡村治理中政府的介入程度及存在的问题，政府引导式的治理方式可以成为贫困地区乡村治理

向治理现代化过渡的重要路径，进而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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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政府职能，优化乡村治理结构

当前乡村治理结构中政府的治理权力主导了整个乡村治理格局，政府只有在自身权力与职能界限的划

定下逐步引导各治理主体进而实现政府、社会、市场、公民等各治理力量的良好布局，才能更好实现乡村的

有效治理。一方面，从政府外在的环境来看，应划清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界限，为明确政府职能提

供良好的宏观背景。乡村治理中政府引导式的治理应该是政府职能明确下的治理，政府只是治理中的一

元，其职能在于提供公共服务。虽然当前由于政府在人、财、物方面的优势使其在乡村治理中占据主导地

位，但乡村振兴的实现以及乡村治理的有效达成则需要政府进行职能的规范与明确。只有在政府、市场、社

会、公民各领域界限划定的宏观背景下，政府的职能才能够从外在得到有效的规范。由于治理主体的性质

决定了其治理的优势与相应的治理职能，只有相关治理主体各自规范自身治理职能并实现治理职能的有效

发挥，才能够对政府的治理职能进行较好的约束。另一方面，从政府内部而言，应积极谋求自身职能的转

变，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法规，将政府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进行良好的制度定位，从资源提供、资源分配、

治理人员设置、治理考核等多方位、多角度进行相应的制度设定。

（二）壮大多元治理主体，实现乡村治理多元协同

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单一性导致了以政府为代表的公权力系统治理主体的壮大和市场、社会、公

民等领域治理主体的弱小。政府引导式治理路径的实现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的壮大，同时当前多元治理主体

的壮大又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培育。首先，政府应增加社会多元主体进入治理场域的机会，实现多元主体

的协同治理。在耳村的实地调研中，政府基本上成为耳村乡村治理的唯一主体，企业、社会组织、村民及村

外爱心人士等对于乡村治理的影响相对较小，并且其他主体的治理基本上只能在政府的许可与干预下进

行。因此，今后政府应在职能明确的基础上，既要放宽各治理主体进入治理场域的准入机制，完善现有的制

度规定，保障其他治理主体治理的有效性，又要设立引导机制以培育多元治理主体，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壮

大，进而实现政府单一治理向多元治理的转变，还要增加多元主体对治理的参与，如在扶贫项目的项目酝

酿、项目申报、项目实施、项目后期管理与运营的各阶段，政府应积极引导其他治理主体特别是乡村村民的

参与，提高项目的透明与公开度，从而提高整个扶贫项目的实效。其次，多元治理主体要强化自身建设，提

升治理能力。各治理主体有其自身的组织规则与管理方式，应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充分利用政府的资源

优势与准入机制壮大自身，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再次，多元组织间应加强治理的协同与合作，形成多中心协

同的治理格局。“多中心治理意味着在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还存在非政府组织、

私营机构以及个人和社群在内的多个决策中心，它们在一定秩序的约束下，以多种形式共同行使主体性权

力。”[2]即强调各主体在地位平等基础上协商与合作，共同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

（三）优化治理方式，实现自治、德治、法治有效结合

针对当前乡村行政化色彩浓厚的治理方式，应加强乡村自治、德治以及法治的有效结合。十九大报告

中对自治、德治与法治作了重要强调。在整个乡村治理体系中，政府是公权力的代表，其治理方式主要是通

过行政命令与行政考核的方式实现，在乡村层面主要通过驻村工作队、村支两委将治理任务落实至各家各

户的形式达成治理。市场治理主体的代表——企业、公司等治理主体的治理则通过项目承包以及企业经营

等市场运作的方式实现。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自身特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理念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及乡

村的有效治理。村民通过自治体系实现村庄内部自身的有效自治。政府的治理主要依赖村支两委在乡村

中的关系进入村庄，但政府的强势介入容易导致自治的消解以及村庄其他治理主体的弱化。因此，自治应

强调村民在村庄中利用村庄自发而生的秩序、宗族、血亲等处理村庄内部事务、化解村民矛盾，进而实现村

庄的和谐共生与长远发展。同时，在乡村自治体系中应“将家庭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单元，发挥家庭在社会

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3]。德治强调传统的道德因素在村庄层面发挥治理的软约束作用，法治则通过健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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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法律法规的方式为乡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目前，还需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以实现自治、德

治与法治的有效结合，因为在贫困乡村中村民素质普遍较低，村庄道德约束力随着近些年村庄外出务工人

数的增加、村庄“空心化”现象的出现而不断减弱，乡村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尚在不断的规范与健全中，因此

政府的引导作用在当前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

四、结论

通过对典型贫困村耳村的现实案例考察，呈现了当前国家精准扶贫在村庄的整个实施过程，也发现了

国家精准扶贫带来的影响成为贫困村振兴有效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家作为公权

力的行政力量通过精准扶贫进入村庄甚至各个家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治理的结构、乡村治理的主

体、乡村治理的方式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并呈现出政府在整个乡村治理中的治理权力、治理主体地位、行政

性的治理方式均强化的特征。而这种强政府的趋势与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以及乡村治理的现代化都是相

背离的，也是与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治理多元、社会治理体系优化有所差异的。因此，结合当前贫困地

区乡村发展的现状以及政府在资源提供、社会稳定方面的不可或缺性，政府引导式的治理路径是当前及未

来一段时期应对贫困地区乡村治理问题、实现乡村振兴切实可行的路径。同时，政府引导式治理路径也需

要注重政府职能的明确，政府、社会、市场、公民等界限的明晰，多元治理主体的壮大以及多样化的治理方式

的结合，防止政府引导式向政府管控式发展。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战略下其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是一个长期

过程，需要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整体发展基础上的整体治理资源、治理能力的综合提升。

只有在各方面综合提升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及乡村振兴。

注 释：

① 基于学术研究的惯例，本文对相关的地名、人名都做了技术化处理。同时对于文中出现的相关个案、事例未作特别说明者，

皆来自于笔者的田野调查。

② 依据市委组织驻耳村扶贫工作队编制的《耳村扶贫开发实施规划（2015—2020年）》综合进行整理。

③ 此处的“政府”概念是对公权力系统的统称，是广泛意义上的大政府概念，包括执政党、行政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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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lem oriented method is the basic method of research. This article discusses why we ask questions, find out what
questions, how to cut in and how to express them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s. Consider that the use of question-oriented method in eco⁃
nomic research is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 of economic mission, but also the requirement of minimizing the cost of research. The ques⁃
tions to be studied in economics should meet five conditions: the questions should be true, the questions are important, the questions
are new, the questions are familiar, and the questions are interesting. When we cut in the questions, we should follow three steps:
choose the angle of view, find the constraint conditions, and refer to the reference theory. When we express the questions, should do the
following works: cut out the superfluous, construct theory model, empirical experience, generaliz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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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Liquidity Risk of Commercial Banks' Interbank Business
——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Random Effect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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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bank busine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gh-speed expansion of China's banking assets.
The interbank business, as a tool for interbank financing and liquidity adjustment, whether enhances the liquidity of commercial banks,
or increases liquidity risk? Based on the data of 34 listed commercial banks from 2008 to 2016,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com⁃
mercial banks on their liquidity risk an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ercial banks through the random effect panel model.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xpansion of interbank business increases the liquidity risk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this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joint-stock banks than in city commercial banks. To this en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reasonably locate
the inter-bank development model and be cautious and rational to carry out interbank business;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risk control
means. At the same time, regulators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peer supervision, to prevent funds out of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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