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党中央提出了野四个全面冶发
展战略袁其中之一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而确保

到 2020 年全部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袁 按现行标

准彻底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重点和难点遥 为提高扶贫的精准度尧针对性和有效

性袁党中央提出了野精准扶贫冶的扶贫新策略袁先精

准锁定贫困户尧贫困村和贫困区域袁然后根据致贫

原因分门别类地制定帮扶措施尧 出台发展规划尧确
定帮扶单位和责任人等袁集全国之力并动员全社会

的力量袁以确保到期脱贫遥 而野精准扶贫冶能否如期

实现预期目标袁关键在野资金资本化冶和野收益定向

化冶袁 先将暂时性的外部资金投入转变为能产生长

期收益的资本袁然后再让持久的收入流源源不断地

流向贫困户袁以确保贫困户拥有一个长久并可持续

的收入流袁从而持久脱贫遥 为此袁本文将围绕野资金

资本化冶和野收益定向化冶分析精准扶贫的理论架构

和各种具体的运行模式袁明确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具

体的完善对策遥

一尧相关文献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袁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尧经济基础

弱袁 城乡贫困尤其是农村贫困一直是一个普遍性问

题袁从 1986 年国家成立扶贫办开始袁政府正式开始

行政干预扶贫袁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巨大成效袁但也

存在若干问题袁 而且传统扶贫模式也越来越不适应

新时期的扶贫需求遥 2013 年袁政府正式提出野精准扶

贫冶战略袁并写入官方文件袁精准扶贫正式拉开帷幕遥
因此袁 国内有关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近三

年遥 从国外角度袁精准扶贫研究主要集中于 20 世纪

70要90 年代的西方国家袁[1]时间较久袁而且借鉴意义

不大遥 有鉴于此袁下面将主要从精准扶贫内涵尧模式

和问题三大方面综述最近三年国内有关精准扶贫的

相关研究遥
渊一冤精准扶贫内涵

关于精准扶贫的提出渊源袁说法各异遥葛志军等

认为袁 精准扶贫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广东省扶

贫野双到冶工作的经验遥 [2]左停等认为袁精准扶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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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前的政策准备可追溯自 2009 年国务院扶贫办

和民政部等部门为推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

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对接而开展的贫困户识别与

分类工作遥 [3]对于精准扶贫的内涵袁陈少强等认为袁
精准扶贫的本质即实事求是袁注重效果遥 [4]刘解龙认

为袁精准扶贫应当从经济尧社会大系统到具体项目

都体现精准化袁从扶贫理念到扶贫行为尧扶贫结果袁
都注重精准度遥 [5]汪三贵等认为袁精准扶贫基本定义

是扶贫政策和措施要针对真正的贫困家庭和人口袁
通过对贫困人口有针对性的帮扶袁从根本上消除导

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和障碍袁 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

标遥 [6]杜志雄等认为袁精准扶贫即通过野靶向疗法冶袁
定位定向扶贫袁总攻绝对贫困遥 [7]总体上袁关于精准

扶贫的内涵袁重在精准袁关键在精准袁核心也在精

准袁既要识别精准尧项目精准袁还要成效精准袁即扶

贫全链条精准遥
渊二冤精准扶贫模式

由于贫困地区和贫困户致贫原因各异袁实践中

精准扶贫的模式也各种各样袁部分模式还处于试点

阶段遥 姚成分析了精准扶贫中的数据构建问题袁提
出要建立叶扶贫企业数据库曳和叶贫困村数据库曳两
大数据库遥 [8]王萍等分析了农民资金扶贫互助社模

式遥 [9]何得桂等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模式遥 [10]余佶分

析了资产收益扶持模式遥 [11]宫留记分析了政府模式

和市场模式之后袁认为合作扶贫应当是最优选择遥 [12]

赵晓峰等分析了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

机制袁 主张由农民合作社来承担扶持主体的角色袁
化解野谁来扶冶的难题遥 [13]孙飞宇等从生产野社会冶还
是社会自我生产的角度分析了 NGO 扶贫面临的一

系列困境遥 [14]对于国外的精准扶贫袁亚历山大德罗窑
平莎尼等分析了巴西的野家庭补助金计划冶遥 [15]总体

上袁 随着精准扶贫各种模式的推广应用和完善袁其
种类会不断增加袁运行机制也会日益完善遥

渊三冤精准扶贫存在问题

精准扶贫从提出到现在仅仅三年时间袁经过三

年的实践也发现了很多问题遥 关于精准识别袁罗江

月等认为政策瞄准存在玉类弃真型误差和域类存

伪型误差两种曰[16]汪三贵等调查发现袁以收入标准判

断袁民主评议导致的识别错误接近 50%曰[6]杜志雄等

从识别成本角度袁认为目前识别一个贫困户的平均

成本约为 30 元袁 完成一个乡镇识别需要耗时 1 个

月袁总成本约 1 万元袁全国 592 个连片特殊贫困县袁

每年仅此一项支出就接近 6000 万元遥 [7]从精准扶贫

过程看袁左停等认为存在精英捕获渊Elite Capture冤
问题袁并同时指出五大具体问题袁分别是规模排斥尧
特惠扶贫资源普惠化尧 扶贫开发有效手段不足尧精
准帮扶难度大尧 不同村庄贫困户实际识别标准不

同曰[3]赵武等认为存在规模排斥尧区域排斥和社会排

斥曰[17]王剑利等研究发现袁野民主的规则冶和野市场的

竞争原则冶两条所谓野合理性冶规则容易在分配资源

时产生社会排斥和瞄准偏离遥 [18]关于扶贫资金使用袁
张全红实证分析发现袁中国农村扶贫资金没有成为

促进农村贫困减少的重要因素曰[19]邓维杰研究发现袁
扶贫资金入贫困村后袁直接到达贫困户的资金比例

只有 16.6%遥 [20]从精准扶贫评估角度袁徐莉萍等认为

传统评价模式偏离引导激发扶贫资金野造血冶功能

的初衷袁演变为考核野输血冶任务完成目标袁以传统

扶贫绩效评价模式为基础的审计也就变成 野输血冶
合规审计袁而不是野造血冶功能审计遥 [21]

总体上袁从 2013 年政府正式提出野精准扶贫冶
战略袁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大力推进精准扶贫袁相关

研究也日益增加袁但主要围绕精准扶贫内涵尧运行

模式和存在问题展开袁 尤其是对问题研究的较多袁
这与精准扶贫实施时间短尧部分模式处于试点阶段

有密切关系遥 现有相关研究总体呈现出系统化不

足尧整合力不够遥 下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袁从野资
金资本化冶和野收益定向化冶两大精准扶贫的关键点

切入袁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袁整合并系统分析精

准扶贫的内在理论逻辑和具体运行模式遥
二尧精准扶贫理论逻辑

改革开放后袁受长期野二元冶经济体制和计划经

济的影响袁农村贫困问题比较普遍袁贫困人口也较

多袁国家主要采取了野输血式冶的救济式扶贫和野大
水漫灌冶的粗放式扶贫方式袁扶贫成效无疑是显著

的袁但问题也是存在的袁以兰考县为例袁在焦裕禄精

神的鼓励下袁 经过几十年的扶贫却始终未能脱贫袁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传统的扶贫方式急需改革尧完
善遥 同时袁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尧野插花式冶空间分布

方式的形成和贫富差距的扩大袁 为了到 2020 年彻

底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袁党中央提出了野精准扶

贫冶的扶贫新模式袁确保扶贫到村到户袁通过摸清底

数袁分析原因袁一个一个地寻求对策袁一个一个地明

确责任袁一个一个地实现脱贫袁核心便是扶贫对象

精准尧项目安排精准尧资金使用精准尧因村派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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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尧措施到户精准尧脱贫成效精准等野六大精准冶袁以
解决野扶持谁冶尧野谁扶持冶尧野怎么扶冶和野如何退冶等
野四大问题冶遥 具体理论架构如图 1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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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精准扶贫内在逻辑图

渊一冤野六大精准冶与野四大问题冶内在逻辑一致

在野精准扶贫冶的战略思路下袁野六大精准冶是一

个相互联系尧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袁可谓缺一不可袁环
环相扣袁但在野精准扶贫冶的总体框架下袁野六大精

准冶并不是平行关系或者并列关系袁与扶贫所要解

决的野四大问题冶相适应袁野六大精准冶是一个功能各

异尧定位各有所不同的系统整体袁与野四大问题冶的
内在逻辑是一致的遥

1援 扶持谁院对象精准

野精准扶贫冶的首要问题是野扶持谁冶袁以确保扶

该扶之人遥 在贫困户的选择方面袁以野收入型贫困冶
为基础袁综合考虑野支出型贫困冶袁在规模控制下袁主
要是通过三大方式确保扶贫对象选择精准袁分别为

外派的驻村工作队尧村组织内部民主商议和年度动

态调整遥 贫困村和贫困县的选择则主要通过自上而

下统一的识别标准来筛选袁关键创新是通过野定时

脱贫冶的方式来抑制争戴贫困村和贫困县帽子的冲

动遥 在锁定野扶持谁冶即贫困户尧贫困村和贫困县的

同时袁为其建档立卡并输入扶贫信息系统袁实现信

息化和动态化管理遥
2援 谁扶持院项目精准+资金精准

在锁定野扶持谁冶的基础上袁还必须锁定野谁扶

持冶遥 首先袁根据野以人为本冶的扶贫理念袁深入分析

每个贫困户尧贫困县尧贫困区的致贫原因袁在帮扶

人尧驻村工作队尧定点扶贫单位及相关行业部门的

共同努力下袁因地制宜地确定野帮扶项目冶袁以确保

野对症下药冶袁并明确项目主体袁包括村委会尧新型经

营主体和龙头企业等遥 然后袁将扶贫资金准确投入

扶贫项目袁划拨到项目主体袁不仅确保扶贫资金准

确划到项目主体袁同时确保扶贫资金准确投向扶贫

项目袁防止贪污尧挪用和截留遥
3援 怎么扶院措施到户

精准扶贫中野怎么扶冶的问题主要涉及扶贫措

施问题袁这与野六大精准冶中要求的野措施到户精准冶
是内在一致的遥 一方面袁扶贫措施要从贫困户自身

要素禀赋尧 贫困原因和发展需求出发量身定做袁明
确要求野到户冶而不是野到村冶甚至是野到片冶曰另一方

面袁作为扶贫措施的合同式文本袁野帮扶协议冶中必

须明确项目主体尧 村委会和贫困户三方的权利义

务袁 尤其是扶贫措施必须具体到户且明确要求袁确
保贫困户能得到明确具体且有保障和相对持久的

收益袁实现野收益到户冶遥 不能野收益到村再到户冶袁更
不能野收益只到村不到户冶袁而要切实做到扶贫措施

来自于贫困户袁最后归宿到贫困户遥
4援 如何退院脱贫成效精准评估

精准扶贫野如何退冶问题主要是如何实现应退

尽退且退后不返贫袁因为野扶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

野不扶冶袁这就涉及脱贫成效的精准评估问题袁与野六
大精准冶中的野脱贫成效精准冶是内在一致的遥 一方

面袁 对脱贫成效必须设计客观实际的评估指标袁脱
贫标准与识别标准必须保持一致袁 用多维标准识

别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用单维标准评估显然是不科学

的袁因为若根据相关学者的调查研究袁单纯用收入

标准评估脱贫袁不用扶贫脱贫率也将接近一半遥 另

一方面袁评估过程必须客观公正袁必须聘请独立第

三方进行全方位的精准评估袁防止脱贫评估过程简

单化尧数字化尧行政化袁杜绝数字脱贫和行政脱贫遥
总体上袁在精准扶贫的野六大精准冶中袁野因村派

人精准冶属于保障措施袁以保障其余五大精准的精

准度和野四大问题冶的切实解决遥 因此袁野六大精准冶
和野四大问题冶是浑然一体尧相辅相成的遥 以野四大问

题冶作为问题导向袁扎实推进野六大精准冶袁才能实现

扶真贫尧真扶贫尧真脱贫遥
渊二冤野资金资本化冶和野收益定向化冶前后有机

统一

无论是粗放扶贫还是精准扶贫袁无论是财政扶

李圣军：资金资本化、收益定向化与精准扶贫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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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模式 运行特点 资金资本化方式 收益定向化方式

资金入股模式 扶贫资金入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企业 资金股份化 按股分红

劳动报酬

土地投资模式 扶贫资金投资农地增值 提升土地资本价值 增加土地收入流

资本积累模式 扶贫资金投资于贫困户生产服务设施 资金生产资本化 提供新的收入流

公共设施模式 扶贫资金投资于村庄公共设施 资金固定资本化 无直接收入流

降低潜在生产成本

资金信贷模式 依托合作社信用合作或扶贫互助社发放信贷扶贫 资金信贷资本化 贫困户定向低息或无偿发放信贷

利息收入再分配

贫资金还是社会扶贫资金袁对于相对持久的贫困户

来说都是暂时的袁为了实现相对持久的扶贫和永久

的脱贫袁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首先要实现野资金资

本化冶袁从而产生持久的收入流袁然后通过野收益定

向化冶袁 将持久的收入流转成贫困户的持久收入来

源袁从而实现持久脱贫遥 因此袁野资金资本化冶和野收
益定向化冶是精准扶贫战略中前后相依的两个关键

点和一个系统整体遥
1援 资金资本化

无论财政资金还是社会资金袁实现资本化的关

键是依托合适的扶贫项目实现野资金冶向野资本冶的
野惊险跳跃冶袁从而使一次性的外部资金投入转变成

能产生持久收入流的内部收入源泉遥 其中野惊险跳

跃冶的关键是合理尧科学尧可行的项目载体袁只有依托

持久盈利的项目载体才能产生持久的利润袁进而转

化成资本的持久收入流遥 因此袁如果说野资金资本化冶
是精准扶贫的第一个关键点袁那么野扶贫项目精准冶
则是影响这一野惊险跳跃冶的关键环节中的关键点遥

2援 收益定向化

野精准扶贫冶的落脚点是野扶贫冶袁而野精准冶仅是

扶贫的方式尧模式或者要求袁因此野精准扶贫冶的成

败关键是能否让贫困户增加收入真正脱贫遥 而从持

久脱贫的角度袁贫困户能否依托精准扶贫从而拥有

一个相对稳定的收入流便成为关键袁这样袁通过野资
金资本化冶产生持久收入流之后袁便急需实现野收益

定向化冶袁从而确保收入流流到贫困户手中遥 在精准

扶贫的大战略下袁 收益定向化的关键在 野帮扶措

施冶袁为保证贫困户收益袁帮扶原则应是项目主体承

担风险尧贫困户收益优先保障尧村委会监督实施遥
总体上袁从理论分析角度袁野精准扶贫冶战略主

要包括野六大精准冶尧野两大关键冶和野四大问题冶袁其
中野六大精准冶和野四大问题冶是内在逻辑一致的袁

野六大精准冶是解决野四大问题冶的保障袁能否解决

野四大问题冶则是是否实现野六大精准冶的试金石遥 而

在实现野六大精准冶和解决野四大问题冶的整个逻辑

架构中袁野资金资本化冶和野收益定向化冶则是整个系

统架构的关键点袁前者将一次性的外部资金投入转

变为持久的内部收入流袁后者将源源不断的外部收

入流转变为贫困户持久的收入来源袁从而实现精准

扶贫扶真贫尧真扶贫尧真脱贫的战略目标遥
三尧精准扶贫运行模式

我国贫困人口分布区域大尧涉及人群广袁而且

要素禀赋不同尧致贫原因各异尧发展需求不同袁根据

因地制宜尧因人而异的扶贫原则袁不同地区尧不同人

群应该采用不同的扶贫模式袁这也是精准扶贫的内

在要求遥 根据对山东省 X 县的实地调研袁以野资金资

本化冶和野收益定向化冶两大关键点作为切入点袁精
准扶贫目前主要有五大模式渊见表 1冤遥

渊一冤资金入股模式

精准扶贫资金以投资入股的方式转化为家庭

农场尧合作社尧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股

份袁 在确定村集体或贫困户所占股份的基础上袁村
集体或贫困户按股分红袁同时通过签订帮扶协议规

定贫困户与项目主体之间的用工量袁因此其收益定

向化均为野分红收入+工资收入冶袁从而让贫困户获

得稳定的收入流遥 根据资金资本化主体的方式袁具
体分为三种类型院

1援 企业股份

根据扶贫资金入股企业的类型袁主要包括农产

品龙头企业和非农企业两种遥 根据调研情况袁农产

品龙头企业主要包括仓储企业尧流通企业袁入股生

产企业和社会化服务企业的案例比较少遥 非农企业

方面袁随着光伏扶贫项目的大力推进袁扶贫资金入

股光伏企业的案例越来越多遥
表 1 精准扶贫五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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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 种植大户

种植大户作为农村中的先富群体和农民中的

高素质人群袁土地经营规模大袁经济作物种植比重

高遥 扶贫资金入股种植大户袁既解决种植大户的资

金难题袁又让贫困户增加了一个新的收入来源遥 根

据调研袁扶贫资金入股的种植大户主要经营类型包

括设施农业尧果树种植尧水产养殖等遥
3援 合作社入股

合作社作为包括贫困户在内的农民自我组织袁
扶贫资金入股合作社袁 促进合作社开展土地流转袁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袁 形成集中连片大规模种植袁统
一采购果树苗尧统一施肥尧统一病虫害防治尧统一销

售袁通过合作社的力量提高产品销售价格袁压低农

资采购价格袁并塑造市场品牌袁增加村集体和贫困

户收入遥
渊二冤土地投资模式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袁也是影响农民收

入的重要因素遥 根据实地调研袁土地投资模式主要

是利用扶贫资金修建水利设施袁包括打井尧铺水管尧
拦河坝等袁同时统一平整土地袁以改造荒山荒滩袁改
善土地灌溉条件袁调整土地产业结构袁改种果树尧桑
树尧蔬菜尧花生尧烟叶等高附加值作物袁提高土地价

值袁增加村集体和贫困户收入袁其野收益定向化冶方
式均为增加土地收入流袁但根据投资土地归属的不

同袁具体分为两种具体类型院
1援 定向投资贫困户自有土地

扶贫资金定向投资于贫困户自有土地袁根据调

研结果袁由于贫困户土地高度分散袁单独投资难度

大尧成本高袁具体采用模式大多是通过土地流转尧互
换等方式将贫困户土地集中到一起袁然后集中利用

扶贫资金开展土地整治或水利设施修建袁无论是贫

困户出租还是自己耕种袁均能通过提高租金或提高

产量的方式袁直接且相对持久地增加贫困户收入遥
2援 非定向投资村集体土地

扶贫资金非定向投资村集体土地包括村集体

所有的四荒土地或者是集中连片土地袁包括贫困户

承包土地尧村集体出租土地尧非贫困户承包土地袁针
对性不高遥 通过土地整治增加土地生产能力袁村集体

通过提高租金尧向非贫困户收费等方式增加村集体

收入袁然后通过村集体再分配定向增加贫困户收入遥
渊三冤资本积累模式

贫困户致贫的因素很多袁但资本缺乏尤其是生

产资本尧产业资本缺乏是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遥 以

此为切入点袁综合考虑贫困户的劳动力数量尧发展

内在需求尧资金需求状况等因素袁为贫困户提供信

贷资本袁也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遥 根据调研袁现实

扶贫中主要有生产资本积累和旅游资本积累两种

模式袁野资金资本化冶直接到贫困户袁而相应收益也

直接定向归贫困户所有袁不存在野收益漏损冶情况遥
但此种模式的缺点是单家独户组织实施袁无论是实

施成本还是扶贫管理成本都较大袁难以大面积开展遥
1援 生产资本积累

生产资本积累主要是提高贫困户的生产能力

和生产效率袁不管是贫困户自营还是出租袁均能直

接增加贫困户现金收入流遥 根据调研袁利用扶贫资

金定向为贫困户积累生产资本主要包括投资建设

大棚尧果园等产业项目袁同时为其提供种苗尧技术尧
防疫尧销售尧耕种等相关社会化服务袁解决其致富无

门或资金不足的问题袁提高贫困户的资本拥有量和

致富能力袁为其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遥
2援 旅游资本积累

随着最近几年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和野旅游扶

贫冶工程的大规模启动袁通过改造贫困户老旧房屋袁
包括房屋整修尧厨卫改造尧下水道铺设尧住宿环境改

造和观光采摘园建设等袁全方位扶持贫困户发展乡

村旅游业袁包括吃住尧游玩尧观光尧采摘尧体验等参与

式乡村旅游遥 改造完成后交由贫困户自营或交由合

作社统一经营袁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大约 30%收

入留给合作社袁以增加村集体收入曰70%收入分配给

改造农户袁以增加贫困户直接收入遥
渊四冤公共设施模式

无论是贫困村还是贫困户要想脱贫袁均需要改

善相应的外部公共设施遥 根据调研结果袁精准扶贫

资金投资公共设施的模式主要包括利用扶贫资金

修建或改造村内生产路尧村容村貌和自来水尧文化

广场等袁以改善村民出行条件和饮水条件曰还包括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袁实施贫困村联治袁甚至改造村

委会办公条件等袁从而为村民致富提供必要的交通

支撑尧环境支撑和文化支撑遥 在实践中袁这种扶贫模

式的扶贫资金资本化难以变现和流转袁尤其是村内

贫困户无法在扶贫中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流袁短期

收益不明显袁扶贫精准度不高遥
渊五冤资金信贷模式

对于贫困群体中有劳动能力尧有致富意愿和有

李圣军：资金资本化、收益定向化与精准扶贫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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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项目的贫困户来说袁解决其信贷资金需求是促

使其脱贫的有效手段遥 贫困户由于缺乏抵押物尧收
入低袁难以获得信贷支持遥 为此袁在政策允许的情况

下袁 各地也围绕扶贫资金信贷化进行了一定的探

索袁试图通过扶贫资金的注入袁依托一定的组织载

体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袁从而实现扶贫资金的放大

效应遥 根据定向程度或信贷范围袁主要存在贫困户

资金互助社和合作社信贷服务两种模式遥
1援 贫困户资金互助社

贫困户不仅是弱势群体袁而且是同质性较强的

群体袁通过组建资金互助社可以有效解决其自身抵

押物缺乏导致的信贷供给不足问题袁依托贫困户自

己组建的互助社开展贫困户之间的信贷合作袁以实

现贫困户之间的野金融自助冶和野贫困自扶冶遥 扶贫资

金通过注入贫困户资金互助社袁既可以壮大资金互

助社的资金实力袁也可以满足贫困户额度相对较大

的信贷需求遥
2援 合作社信贷服务

在大型综合合作社内部袁部分合作社也开展了

信贷服务工作袁服务于包括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在内

的所有社员遥 扶贫资金注入综合性合作社袁通过转

化为集体股或者贫困户个人股的方式袁定向为贫困

户提供低息尧贴息尧免息等信贷服务袁同时在经营利

润中按照股份或事先约定定向优先向贫困户分配袁
在满足贫困户信贷需求的同时袁为其提供一份相对

稳定的财产收入流遥
总体上袁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野精准冶特色决定

了扶贫模式的多样性袁除上述五种模式外袁还包括

电子商务尧教育培训尧小额信贷尧异地搬迁等各种模

式遥 本文仅从野资金资本化冶和野收益定向化冶两个关

键点入手分析了上述五种相关模式袁这五种模式各

有优缺点袁适用于不同的区域和贫困户袁但总体上

都坚持了野两步走冶的路子遥 首先袁扶贫资金先资本

化袁产生稳定且持久的收入流曰然后袁通过收益定向

化袁让收益真正流入贫困户袁从而实现精准脱贫遥
四尧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精准扶贫从 2013 年明确提出到现在已经在全

国推广袁覆盖了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尧592个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 12.8 万个贫困村袁涉及

贫困人口更超过七千万袁在具体实施中袁出现各种

问题是难免的袁而且要求越野精准冶出现的问题也会

野越多冶袁 关于精准扶贫存在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多袁指

出的问题也不少袁本文将围绕野资金资本化冶和野收
益定向化冶两大精准扶贫的关键点袁结合调研结果袁
梳理调研中发现的各种问题遥

渊一冤资金资本化可持续性差

精准扶贫项目安排是资金资本化的载体袁直接

影响一次性扶贫资金向持久性收入流的转化遥 根据

调研结果袁实际运行的扶贫项目均存在项目选择不

科学尧项目监管不到位尧项目针对性不强等问题遥
1援 项目选择不科学

扶贫项目选择程序处于野上面做决策袁下面走

程序冶的状态袁与贫困村实际不尽吻合遥 村级决策程

序也乱象丛生袁村民代表大会不开尧假开现象严重袁
伪造村民代表签字尧 贫困户签字现象时有发生袁扶
贫项目与贫困户实际需求亦不尽吻合遥

2援 项目监管不到位

项目实施主体选择程序不合理袁招投标比例太

低袁个别项目招投标过程流于形式走过场遥 同时袁个
别项目工程质量监管委员会组长尧 村委会主任尧项
目承包主体甚至是同一个人遥 项目验收报告自查自

验袁没有引入第三方评估验收袁项目全过程监管形

同虚设遥
3援 项目针对性不强

精准扶贫项目离农倾向严重袁个别项目甚至与

农村尧农业和农民尤其是贫困户毫无关系袁从决策尧
实施到分配均没有让贫困户参与遥 调研中发现几个

乡镇集合覆盖上千贫困户的扶贫资金集中发展光

伏发电袁贫困户既没有股份也没有直接受益遥
渊二冤定向收益不定向现象严重

精准扶贫的目的是增强贫困户的发展能力袁提
高贫困户收入水平袁 从而达到贫困户脱贫的目的袁
因此收益定向化是保障贫困户利益的关键遥 但在调

研中发现袁定向收益不定向现象极其严重袁帮扶协

议形同虚设遥
1援 项目盈利性较差

扶贫项目大多为盖大棚尧种果树袁甚至是修公

路尧建设施等袁持续盈利性较差袁甚至没有任何盈

利袁难以增加贫困户收入遥 个别地方为了完成扶贫

任务袁以扶贫资金入股为条件袁不切实际地强制要

求项目主体每年拿出固定金额分配给贫困户袁以促

其达标脱贫遥
2援 收益定向性不足

贫困村和贫困户叠加存在的现实决定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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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既要到村也要到户袁而实际情况是项目收益到

村再到户袁 贫困户既不占有明确的扶贫项目股份袁也
无法从扶贫项目中获取相对固定的收益袁精准扶贫

难以做到真扶贫袁扶真贫袁间接化尧集体化现象严重遥
3援 帮扶协议形同虚设

根据扶贫设计袁扶贫资金资本化之后袁项目主

体与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袁促其脱贫遥 根据调研袁实
际情况是村委会要求项目主体根据贫困户实际收

入与脱贫标准线的差距给予贫困户相应的补助袁定
额化现象普遍遥 同时袁帮扶协议签订不规范尧不科

学尧不标准现象严重袁个别帮扶协议甚至空缺不填尧
协议主体不盖章袁基本形同虚设遥

总体上袁精准扶贫具体实施中存在各种各样的

问题袁但如果在野资金资本化冶和野收益定向化冶环节

出现重大偏离袁 将导致精准扶贫从根上产生动摇袁
影响的不是产生多少扶贫效果袁而是能不能产生扶

贫效果袁因此必须高度关注尧集中监管袁务必保证扶

贫资金资本化到能持续盈利的项目载体上袁务必保

证扶贫收益定向流入贫困户手中袁只有实现野两个

务必冶袁才能确保精准扶贫真见效尧见真效遥
五尧精准扶贫的完善对策

精准扶贫是我国扶贫事业进入新阶段的重要

战略转型袁不仅任务重而且影响大袁直接涉及我国

野四个全面冶 战略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完成

和实现遥 精准扶贫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模式袁核心内

容是野六大精准冶袁主要解决野四大问题冶袁其中的关

键点便是野资金资本化冶和野收益定向化冶遥 从理论逻

辑角度袁野六大精准冶尧野四大问题冶和野两大关键冶构
成一个完整的精准扶贫架构袁 其中 野六大精准冶和
野四大问题冶内在逻辑一致袁野资金资本化冶和野收益

定向化冶则前后相依遥 从运行模式角度袁根据实际调

研结果袁从野资金资本化冶和野收益定向化冶角度袁主
要有资金入股尧土地投资尧资本积累尧公共设施和资

金信贷五大模式袁各种模式虽实现野资金资本化冶和
野收益定向化冶的具体方式不同袁但在不同程度上均

实现了上述两个关键点袁具有明显的扶贫成效遥 但

是袁在野资金资本化冶方面袁依然存在项目选择不科

学尧项目监管不到位尧项目针对性不强等三大问题袁
在野收益定向化冶方面袁则存在项目盈利性较差尧收
益定向性不足和帮扶协议形同虚设等三大问题遥 为

此袁 针对精准扶贫的要求和具体运行中存在的问

题袁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院

渊一冤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扶贫全流程进行无缝

隙监管

第三方机构相对独立且专业性较强袁在监管过

程中可以摆脱各种干扰开展相对客观公正的监管遥
从精准扶贫全流程的角度袁适宜引入第三方监管的

环节主要包括扶贫项目选择尧可行性论证尧项目选

择程序监督尧扶贫资金使用监督尧项目进度监督尧项
目验收评估尧扶贫效果评估等袁覆盖了从项目立项

到效果验收等扶贫整个流程遥 引入第三方袁不仅可

保障野资金资本化冶和野收益定向化冶的顺利实施袁同
时还能切实解决扶贫决策者尧执行者尧监督者野三位

一体冶的不合理局面袁有效防止数字脱贫尧行政脱

贫尧一时脱贫等不正常现象的发生遥
渊二冤加大动员力度实施贫困户全程参与式精

准扶贫

加大贫困户动员力度袁让贫困户充分了解国家

扶贫政策尧扶贫资金安排和自身的合法权益袁从扶

贫对象识别开始袁 全程参与精准扶贫的整个流程袁
这样既能充分维护贫困户的权益袁又能监督扶贫过

程不走样尧不流于形式遥 个别地方可以探索成立野贫
困户扶贫监督委员会冶袁监督扶贫对象的识别尧扶贫

项目的选择尧扶贫资金的使用尧项目收益的分配和

项目绩效的评估验收等袁这样既能减少不必要的误

会和矛盾冲突袁又能真正从贫困户需求出发实现精

准扶贫和精准脱贫袁提高扶贫的野精准度冶遥
渊三冤明确项目产权确保贫困户财产权益

产权尤其是所有权是野剩余索取权冶的依据袁扶
贫资金所投资扶贫项目的产权必须明确袁最好以股

份的形式明确到贫困户袁在缺少监督机制或贫困户

缺少监督能力的现实制约下袁村集体可以代行监督

权袁但剩余索取权必须按股份明确给贫困户袁村集

体可以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或管理费袁但不能代行剩

余索取权遥 目前袁针对村委会和贫困户扶贫项目产

权分配不合理尧不科学的问题袁可以探讨乡镇财政

所按扶贫项目股份份额统一收缴应分配利润袁然后

通过野打卡冶方式再行直接分配到贫困户的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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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cise poverty reduction is the emphasis and difficulty of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鄄
ety, which is one of four comprehensives strategy, the core content is "six precision", mainly to solve the "four problems", two
key are "fund capitalization" and "profit oriented", the three together constitute complete theory architecture of precise poverty
reduction. From the angle of operation mode, there are mainly five mode, which are fund shares, land investment, capital ac鄄
cumulate, public facilities and credit funds, all the modes follow the "two steps" of fund capitalization and profit oriented. In
practice, the main problems of fund capitalization are project selection not scientific, project supervision not in place, project
targeted not strong. The main problems of profit oriented are project profitability poor, profit oriented weak, assistance agree鄄
ment useless. To this end, we should introduce the third party to supervise the whole chai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crease
mobilization effort to implement the full participation of poor households in precision poverty reduction, definite project rights
to ensure property rights of poor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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