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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桂黔石漠化区扶贫开发成效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凯里为例

刘小珉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家大规模实施扶贫开发以来，滇桂黔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黔东南凯里市扶贫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绩，贫困人口逐渐减少，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村居民收入

快速增长。但近十年来，相对于全国，凯里市农村的贫困状况有所恶化。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分析了凯里市

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以及扶贫开发进入新阶段后面临的新难点，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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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致力于经
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以

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扶贫

开发，极大地缓解了贫困现象，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根据中国政府的扶贫标准，中国农村的贫困

人口数从 １９７８年的 ２５亿人下降到 ２０１０年的

２６８８万人，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比重从 ３０７％
下降到２８％。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千年发展
目标中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为世界发展和

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从 ２０１１年至未来的
２０２０年，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攻坚新
阶段。为了更加有针对性地实施扶贫行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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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确定了１４
个 “连片特困地区”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

场①。贵州省是全国贫困问题最突出的省份之一，

贵州省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是整个滇桂黔石漠化片

区中的重点贫困片区。黔东南州是贵州省最贫困

的地区，其１６个县市都属于滇桂黔连片特困地
区。作为贫困问题突出省份的最贫困州的凯里市，

相对于黔东南州其他县 （市），虽然经济社会发

展较快，但由于自然、历史、生态、文化等各种

因素，农村贫困问题依然严重，作为滇桂黔连片

特困地区之一，是贵州省新十年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家大规模实施扶贫开发
以来，在中央、贵州省、黔东南州扶贫战略的统

一部署下，在各对口帮扶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凯

里市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

问题，下面我们阐述凯里市扶贫工作的措施、成

效、存在的问题，并试图给出一些针对性建议。

一、凯里市扶贫开发的实践

纵观中国长达３０多年的农村扶贫进程，无论
是农村贫困状况、政府的扶贫政策、扶贫目标、

扶贫措施、扶贫绩效，都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

和渐进性，形成了中国农村扶贫历程独特的历史

轨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的统一部署下，凯里

市的扶贫开发历程和国家、贵州省基本保持一致，

也经历了４个阶段，目前正在进行第５阶段：第
一阶段体制改革推动反贫困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
年）；第二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３年）；第三阶段扶贫攻坚阶段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第四阶段扶贫工作综合推进阶段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年）；第五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攻坚
新阶段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本文以下部分着重分
析 “十一五”以来凯里市的扶贫工作。

“十一五”以来，凯里市围绕解决贫困人口

的温饱问题，以推动贫困群众稳定脱贫为目标，

实行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自力更生与外援支持

相结合，以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和贫困劳动力

培训为重点，努力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

提高贫困人口综合素质，提振其自我发展能力，

最终实现解决贫困村民温饱并逐步实现脱贫致富

的社会共同理想。

（一）整村推进扶贫工程

为了改善贫困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升贫

困村民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贫困村民脱贫致富的

目的，２００５年开始，凯里市扶贫开发工作突出重
点，实施整村推进扶贫项目。 “十一五”期间，

凯里市共实施、完成了４８个整村推进项目村建设
工作。主要包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项目、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公益事业项目、先进种养殖技术项

目等。如２００７年实施整村推进项目村１２个 （三

棵树镇老鸦村、坂新村、浪寨村，舟溪镇新龙村、

大塘村、里禾村，鸭塘镇高泉村、马安村，炉山

镇角冲村、尖坡村，万潮镇大山村，洗马河街道

新台村）。以解决贫困农户温饱为目标，１２个村
实施了马铃薯温饱工程各３３３ｈｍ２，优质稻工程
各３３３ｈｍ２，同时在新台村实施反季节蔬菜
１３３３ｈｍ２，在大山村实施黄瓜种植２６６７ｈｍ２。

（二）产业化扶贫工程

２００７年以来，凯里市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开
始探索、实施特色优势产业扶贫工程，如以生姜、

红蒜、葡萄、核桃、脱毒甘薯、莲藕、优质蔬菜

等特色产业为主的产业化扶贫项目，投入逐年加

大，扶贫效益日益明显。如考虑到大风洞乡的土

地、气候特点，以及该乡有种葡萄的传统，２０１０
年凯里市投入财政扶贫资金２００万元，在大风洞
乡杉树林村、孙家寨村、黎山村、云丰村、大风

洞村、石板村６个村实施１３３３３ｈｍ２晚熟葡萄的
产业化扶贫项目；２０１１年，将晚熟葡萄确定为大
风洞乡的乡镇特色经济项目。凯里市将该乡的晚

熟葡萄产业化扶贫项目扩大规模，增加青杠林村、

老君寨村、下寨村、格田村、龙井坝村等村为项

目村。２０１２年，在大风洞乡追加葡萄项目１个，
项目扶贫资金３５０万元，１００ｈｍ２。此外，凯里市
大力实施核桃产业化扶贫项目。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投入财政资金２４０５万元，在９个乡镇４个街道种
植核桃 ６６６６７ｈｍ２，其中集中连片种植 ３３３３４
ｈｍ２，四旁地、（草）间作种植３３３３４ｈｍ２。

（三）劳动力培训工程

凯里市在扶贫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开展了

适用劳动技能培训和文化培训，使贫困劳动力

适应产业开发需要和增强外出务工适应能力。

另外，还注重对贫困村党政组织领导人及党员

的培训，使其更好地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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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劳动力培训工程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产

业化技能培训，培训内容为蔬菜种植技术、田

间管理、葡萄种植技术培训、病虫害防治、市

场营销等。“十一五”期间，凯里市配合产业开

发，举办了农业适用技术培训近 １００期，培训
农民２２８万人次。如２００８年在龙场镇的洛榜、
沙子冲、渔洞等３个贫困村集中培训种姜农户６
期，１１００多人次；２０１０年完成了葡萄、蔬菜产
业化技能培训７００人，项目资金１４万元；２０１１
年委托市一职校举办产业化技能培训 ９期，５００
人；２０１２年农业产业化培训１０００人。第二，劳
动力转移培训，其主要目的是增强贫困劳动力

外出务工能力。如２００８年，凯里市劳动力转移
培训项目 １个，培训农民工 ５００人，项目资金
２０万元；２００９年，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 １个，
培训农民工 ３５０人；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雨露计划工
程中的 “三位一体”培训每年 ５００人。 “十二

五”开始，凯里市针对工业强州、工业强市项

目需求，开展了一些适用技能培训，有目的、

有组织地展开劳务输出。第三，贫困村扶贫干

部培训项目。这个项目是对凯里市贫困村扶贫

干部的业务培训。如２０１０年完成４０个一类贫困
村书记和主任培训５０人，资金５万元。

（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为了完善贫困村的基础设施，提升贫困村

民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贫困村民脱贫致富的目

的，凯里市在扶贫的过程中，一直注重基础设

施建设。在开展其他扶贫建设工程时，一般都

会同时加强项目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在整

村推进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一

直贯穿其中。凯里市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主要包括两个项目，第一，基本农田配套小

水池。“十一五”期间，凯里市完成小水池建设

１３７０口，解决人畜饮水困难户 ５６００户。如
２００７年凯里市累计完成小水池 １７０口。其中：
３０ｍ３小水池２７口；围田蓄水９１４ｍ３，折合３０
ｍ３小水池 ３０口；新修山塘 １３座 ４７３２ｍ３，折
合小水池 １１３口。当年建当年产生效益，如浪
寨村小水池项目，结合该村无公害蔬菜基地建

设，群众受益后非常满意。第二，乡村道路工

程项目。“十一五”期间，凯里市新修或整修通

村公路１７３ｋｍ，有５６个村完成村组人行步道硬
化３２６ｋｍ。如２００７年在实施 １２个整村推进项
目的同时，在项目村新建村通组公路 ４条，结
束了５个村组通路不通车的历史，解决 ２３７户

１１８３人出行难问题。
（五）小额扶贫到户贷款工程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缺乏金融资本，也是贫

困村民致贫的因素之一。为了支持贫困农户发展

生产，增强贫困村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凯里市在

扶贫实践中，开展了小额扶贫到户贷款工程。

“十一五”期间，凯里市共发放小额到户贷款

６１７８万元，兑现贴息金额２５８９万元，受益农户
５０００户。如２００７年，凯里市小额扶贫到户贷款
共发放６０２万元，贴息２２３万元，３６８２户农户受
益；２００８年，小额扶贫到户贷款发放 ９４０万元，
财政专项贴息资金４７万元；２００９年，小额扶贫
到户贷款发放１１８５８万元，贴息５２４万元，使
２８５３户农户受益。并为两个州级农业龙头企业
（万富饲料公司、宏大良种猪繁殖场）争取到了

２７万元贷款贴息资金。
（六）对口支援扶贫工程

“十一五”末期，凯里市进入了专项扶贫、

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相结合的 “大扶贫”阶段。

２０１０年，凯里市获得宁波市对口帮扶项目２个，
一个是湾溪街道平茶村示范村建设项目，资金 ４０
万元。完成平茶村小平茶组进寨道路硬化４００ｍ；
平茶村屯上组进寨道路硬化３００ｍ；完成蔬菜基
地规范化种植 １３３３ｈｍ２；大平茶村种植香樟树
８０棵，绿化面积４００ｍ２，庭院整治２０户，建休
闲活动中心２００ｍ２。另一个是三棵树镇朗利村旅
游吊桥建设项目，完成７０×２ｍ旅游吊桥１座，
项目资金３０万元；２０１１年，宁波对口帮扶项目３
个，资金６０万元，分别是平茶生态示范村建设
４０万元，凯棠乡养小村一组公路硬化０６ｋｍ，１０
万元，龙场镇鱼洞村进村公路硬化０６５ｋｍ，１０
万元；２０１２年，宁波市对口帮扶项目３个，一是
炉山镇蔬菜基地项目１个，完成大棚２０个；高位
水池１个，输水管网渠道１０００ｍ；机耕道８００ｍ；
二是舟溪镇苗岭村猕猴桃种植项目１个，完成猕
猴桃种植 １３３３ｈｍ２；三是湾溪街道平茶村蔬菜
基地项目１个，建成蔬菜大棚２０个，规格为６×
３０ｍ。

（七）异地搬迁扶贫工程

针对凯里市一些长期贫困人口分布在生态环

境脆弱、地质灾害频繁，生产、生活条件恶劣、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偏远山区，短期内改变

他们的生存条件难度很大，采取就地扶贫方式，

不仅耗资巨大，也难以帮助贫困群众从根本上摆

脱贫困。凯里市在贵州省、黔东南州的统一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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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从２０１２年起计划用５～９年时间把这部分人
通过异地扶贫搬迁出来，依托城镇和园区集中安

置，鼓励扶持他们从事第二、三产业，彻底摆脱

贫困。凯里市需异地搬迁扶贫的人口为 ０２９万
人，主要为龙场镇００６万人、旁海镇００５万人、
三棵树镇００５万人、大风洞乡００５万人、开怀
街道００８万人。

（八）乡村旅游扶贫

乡村旅游扶贫，被称为 “不离土不离乡的贵

州扶贫模式”。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贵州省出台了 《关于

大力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倍增计划的意见》，每年

安排不低于１亿元的财政扶贫资金，５年内，在
３００个贫困村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倍增计划，围绕
红色旅游、民族风情游和生态休闲游等主题，加

快形成种类丰富、特色鲜明、功能配套、服务规

范的多元化乡村旅游扶贫产业体系。凯里市生态

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不少乡村的自然

风光与民族风情兼有，具有实施乡村旅游得天独

厚的优势。“十一五”以来，凯里市注重乡村旅

游扶贫，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如２０１２年，凯里
市扶贫办确定了大风洞乡平良村乡村旅游项目，

项目资金１５０万元。在 “凯里市 ‘十二五’扶贫

规划”中，确定了在凯里市市区及镇 （乡）周

边、舟溪、三棵树巴拉河沿岸、炉山、龙场、旁

海清水江沿岸等地村寨及相邻区域，积极引导发

展以农家乐和农耕文化、民俗民间文化等为主的

乡村旅游业点１０处。

二、凯里市扶贫开发实施效果的评估

（一）凯里市扶贫开发的成绩

　　３０多年来，尤其是 “十一五”以来，凯里市

实施了多项扶贫工程，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１贫困人口逐渐减少
从贫困人口的规模和发生率上看，按照国家

当年的绝对贫困标准，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凯里市农
村贫困人口从２０３万人减少到１４９万人 （见表

１），减少了０５４万人，贫困发生率从６９６％下
降到５０％，下降了１９６个百分点。

从表１可以看出，２００８年贫困人口规模和贫
困发生率都发生了大幅增长。原因有三，第一，

表中 “贫困人口”、 “贫困发生率”，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是按当年绝对贫困标准的监测值，从２００８年起
为当年低收入贫困标准的监测值①。第二，２００８
年初，凯里市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雪凝灾害，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了

严重影响，脆弱的贫困家庭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贫困边缘家庭陷入或重返贫困，使得２００８年的贫
困人口规模、贫困发生率大增。第三，２００８年的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了凯里贫困地区劳动力

外出就业机会的减少和外出务工收入的下降，从

而使贫困家庭 （或已经脱贫的贫困边缘群体）很

快陷入更加贫困 （或重回贫困）的境地。在这种

灾害和宏观经济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凯里农村贫

困人口 ２００８年比 ２００７年大幅增长，２００９年比
２００８年又减少０６６万人，表明政府扶贫政策发
挥着有力的作用。

表１　凯里市及黔东南州贫困情况

年份

　　　凯里市　　　 　　　黔东南州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

率 （％）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

率 （％）

凯里市贫困

人口占黔东

南贫困人口

比率 （％）

２００３ ２０３ ６９６ ４１０１ １０５０ ４９５

２００４ １９４ ６６ ３９００ ９９０ ４９７

２００５ １８６ ６３ ３７１５ ９４ ５０１

２００６ １７７ ５９ ３５５８ ８９ ４９７

２００７ １４９ ５０ ３０４７ ７９ ４８９

２００８ ４３９ １４７ ８８６８ ２２６ ４９５

２００９ ３７３ １２４ ８１３３ ２０７ ４５９

２０１０ ２８０ ９４ ６１３１ １５６ ４５７

２０１１ ７４９ ２４４６ １６７２９ ４２１１ ４４８

　　注：资料来源为黔东南州统计局 《黔东南统计年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下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凯里市农村贫困人口从４３９
万人减少到２８万人，两年减少了１５９万人，贫
困发生率从１４７％下降到９４％，下降了５３个
百分点。２０１１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３００元 （２０１０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

７５第５期　　　　　刘小珉：滇桂黔石漠化区扶贫开发成效研究———以贵州黔东南凯里为例

①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中国农村贫困标准有两个，一个是绝对贫困标准，另一个是低收入标准。２００９年后不再有绝对
贫困标准。在我国的扶贫实践中，２００７年以前，中央政府一直采用绝对贫困标准作为扶贫工作标准，用于确定扶贫对
象。２００８年及以后，正式采用低收入标准作为扶贫工作标准。本表中 “贫困人口”，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是按当年绝对贫困标
准的贫困人口数，从２００８年起为当年低收入贫困标准。这就是２００８年的贫困人口数及贫困发生率较前一年大增的原因。
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２０１１》，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准，这个标准比２００９年的１１９６元提高了９２％。
按照新标准，全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大增，同样凯

里农村贫困人口涨到７４９万人。只不过，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年，凯里市贫困人口占黔东南贫困人口的比
重是逐年降低的，说明同期凯里市不仅贫困人口

是下降的，减贫的速度比黔东南平均水平要快。

２贫困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与非贫困村居
民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随着政府对贫困村的扶贫开发，特别是整村

推进项目的实施，带动了贫困村居民的收入快速

增长。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重点扶贫村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从 １４２１元 （表 ２），增长到 ４８６１６元，
年均增长１６６％；非重点扶贫村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从 ２０２０元，增长到 ５４８０７元，年均增长
１３３％。与此相对应，重点贫困村居民纯收入与
非重点村农民纯收入的比呈波动性增长 （见图

１），说明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
缩小。另外，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重点扶贫村农村居
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从 ４２０元增长到 ２１０４３元
（见表３），年均增长２２３％；非重点扶贫村农村
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从 ５７５１元增长到 １７１０１
元，年均增长１４６％。很显然，凯里市农村居民
工资性增长快于纯收入增长，外出务工已经成为

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尤其是贫困村居

民工资性增长迅速，为贫困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做

出了很大的贡献。

表２　按重点与非重点扶贫村分组的
黔东南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年份

　　　　重点村　　　　 　　　非重点村　　　

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

（元）

比上年增

长 （％）

农村居民

人均纯

收入 （元）

比上年增

长 （％）

２００３ １４２１０ ２０２００

２００４ １７８５１ ２５６ ２１１３０ ４６

２００５ １８６７１ ４６ ２３３７７ １０６

２００６ ２１４３６ １４８ ２４４０２ ４４

２００７ ２４２４２ １３１ ２７６８６ １３５

２００８ ２５５３０ ５３ ３４６４５ ２５１

２００９ ２９４０７ １５２ ３８０９２ ９９

２０１０ ３７３８０ ２７１ ４２３２３ １１１

２０１１ ４８６１６ ３０１ ５４８０７ ２９５

表３　按重点与非重点扶贫村分组的
黔东南州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年份

　　　　重点村　　　　 　　　非重点村　　　

农村居民

人均工资性

收入 （元）

比上年增

长 （％）

农村居民

人均工资性

收入 （元）

比上年增

长 （％）

２００３ ４２００ ５７５１

２００４ ４９７２ ２５６ ６８２１ ４６

２００５ ８６４４ ７３９ ６２１２ －８９

２００６ ８９４０ ３４ ７４８０ ２０４

２００７ ９７６２ ９２ ８５５２ １４３

２００８ ９６９３ －０７ ９７７３ １４３

２００９ １２２０１ ２５９ １１３８６ １６５

２０１０ １４９５４ ２２６ １２２７９ ７８

２０１１ ２１０４３ ４０７ １７１０１ ３９３

３贫困村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发展条件逐步
夯实

凯里市在扶贫过程中，一直重视贫困村基础

设施建设。 “十一五”期间，以改善交通条件、

人畜饮水灌溉用水条件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成

效显著，共完成小水池建设１３７０口，解决人畜
饮水困难户 ５６００户。新修或整修通村公路 １７３
ｋｍ，有５６个村完成村组人行步道硬化 ３２６ｋｍ。
进入 “十二五”，凯里市以农村道路、饮水安全、

电网改造、信息通畅、使用清洁能源和环境整洁

等为重点，加快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

实施水、电、路、气、房、优美环境 “六到农

家”工程，着力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产生活

环境的条件，为贫困村脱帽、贫困人口脱贫奠定

了基础，目前已经初显成效。

图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凯里市重点贫困村农民纯收入
与非重点村农民纯收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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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民生保
障不断增强

通过多年艰苦扎实的扶贫开发工作，凯里市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 “两基”顺利

通过省州和国家验收，小学、初中、高中教育办

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全民素质教育进一步加强。

２０１３年，学前三年入园率达９８７１％、初中升学
率达９５７１％，九年义务教育初步均衡发展顺利
通过省级评估验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营养

午餐改善计划惠及１３１所农村学校３７万名学生，
基本实 现 了 “全 覆 盖”。新 农 保 参 保 率 达

９８９９％，新农合参保率达１００％，农村低保标准
由每人每年１６５０元提高到１９００元，惠及１５９３８
户３７８８３人；发放农村低保对象季节性救助粮
７５６吨，惠及３５９４户９３０９人；发放失地５０％以
上农民基本生活补助金１７９５６４万元，惠及９６３８
户３７０４９人。
５农业结构调整取得一定成效
产业化扶贫的实施，促进了凯里市农业结构

优化调整，为凯里地区主要农产品供给提供了有

力保障，为贫困村民脱贫致富开拓了道路。２０１２
年，凯里市建成了万亩商品蔬菜基地、万亩辣椒

基地、万亩晚熟葡萄基地、１３个乡镇 （街道）特

色农业示范园区、１０万头商品猪养殖基地、１５０
万羽商品鸡３０００ｔ禽蛋养殖基地。

总而言之，凯里市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尤其是 “十一五”期间，凯里市共投入财政

扶贫资金 ３０８６６６万元，宁波市对口帮扶资金
１９４万元，实施扶贫开发项目 ３４８个，贫困农户
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脱贫致富能力有了提高，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９５０元增
加到２９７０元，贫困人口减少了９２００人。另外，
为实现到２０１５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凯里
市加强扶贫攻坚力度，以促进农民增收为工作重

点，认真开展 “减贫摘帽”工作。凯里市 １０个
乡镇中，６个是重点贫困乡镇，其中，舟溪镇、
旁海镇、三棵树镇、龙场镇、湾水镇分别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实现脱贫摘帽，还剩一类贫困乡凯
棠乡未脱贫摘帽，计划在２０１４年年底前实现脱贫
摘帽。

（二）凯里市扶贫开发的问题、难点

经过３０多年的努力，凯里市的扶贫开发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扶贫开发效果并不尽

人意。２００３年，按照当年绝对贫困线，凯里贫困
发生率为６９６％ （见图２），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３８６个百分点；２０１１年，按照当年的扶贫线，凯
里农村贫困发生率２４４６％，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１１７６个百分点，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凯里市农村贫
困发生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呈波动性增长。

说明，相对于全国，凯里市农村的贫困状况有所

恶化。究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及频发的自

然灾害使得贫困村民的生存环境脆弱，极易受到

冲击，脱贫成果难以巩固，如２００８年初的一场特
大雪凝灾害，就使得该年凯里市的贫困人口、贫

困发生率急剧攀升。２０１２年凯里市先后遭受冰
雹、洪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和稻瘟

病生物灾害，共有２４２６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
６３５４２３ｋｍ２，绝收 １８６２４７ｋｍ２，因灾死亡 ５
人，因灾伤病 ３０人，因灾倒损危及房屋 １１５０１
户２７５２３间，直接经济损失 ６２５３４３２万元。另
一方面，凯里市贫困地区多分布于交通、环境、

基础设施较差地区，短期内改变这一基础条件难

度较大。特别是凯里市农村贫困人口分散于１４个
乡镇街道的２０１个村中，贫困情况各异，更增添
了扶贫措施及扶贫项目的选择难度。

第二，扶贫资金分配方式存在问题，导致贫

困户和低收入户在扶贫资金分配中没有受到优待，

使得扶贫资金的减贫效果大大降低。据我们的调

查了解，以前，贵州省基本上是按照各地区贫困

人口多少来分配扶贫资金。现在，贫困县市获得

贫困项目或资金需 “竞争入围”，即由那些有搞

产业扶贫的积极性又有条件且当地政府支持的县

市提出申请，贵州省请相关专家对各个县市申请

的项目进行评估，入围的项目才能获得扶贫资金。

当然，这种扶贫资金分配方式避免了扶贫资金撒

胡椒面的弊端，其项目实施容易显现。但是，一

般来说，越是贫困的县市越缺乏发展产业的条件

和基础设施等，在入围并获得扶贫项目的竞争力

方面也就越弱，获得扶贫项目和资金的可能性也

就降低。同样，在凯里市实施产业扶贫开发时，

一方面，由于产业扶贫是因地制宜，非贫困乡镇

也可参与，那些基础条件较好的非贫困村或贫困

程度不深的贫困村获得扶贫项目和资金的可能性

也就相对更大一些；另一方面，在那些有扶贫项

目的村，虽然在项目计划中会在一定程度倾向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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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户，但由于同样的原因，村里有种植、养殖技

术、有足够的劳动力的非贫困家庭获得项目支持

的比例也更大一些。概言之，目前，许多扶贫资

金和项目集中在非贫困乡镇和非贫困农户，而特

别需要扶贫的贫困乡镇、贫困家庭却得不到或较

少得到扶贫项目和资金，这就造成富者愈富，贫

者愈贫。譬如由于产业基础差、基础设施薄弱等

原因，凯里的湾水、旁海等贫困乡镇，近年来基

本没有扶贫项目、资金进入。

第三，扶贫开发投入资金不足，扶贫项目补

助资金的比例过低，导致贫困户难以获得扶贫项

目的支持。一方面，扶贫开发投入资金不足，集

中办大事、搞建设能力弱，对一些产业扶贫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力不从心，直接影响扶贫效果。

另一方面，因为扶贫项目补助资金的比例过低，

因此，贫困户无法或难以获得一些扶贫项目。据

我们了解，政府扶贫的重点项目 “产业化扶贫”、

“整村推进”等，贫困户获益的比例相对很低。

据凯里扶贫办官员介绍，在实施葡萄产业化扶贫

的乡村，老百姓种葡萄成本是７５０００～９００００元／
ｈｍ２，扶贫资金是１５０００元／ｈｍ２，还需自筹资金
６００００～７５０００元／ｈｍ２，没有经济基础的农户是
没有能力参与该扶贫项目的。 “整村推进”的一

些项目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贫困户缺乏自筹资金，

他们很难获得扶贫项目的补助。本来贫困户更需

要这些项目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但这些项目过

低的资金补助比例，让他们无法进入这些项目的

门槛。

第四，扶贫项目缺少配套支持，且没有连续

性，导致部分村民对参加扶贫项目的积极性不是

很高。首先，凯里市总体发展状况不错，但城乡

差异较大，被称为 “欧洲化的城市，非洲化的农

村”。许多乡村尤其是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如交通和灌溉水源等基础设施薄弱，严重

制约着农村的产业发展。以前，扶贫项目可以涵

盖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但近年来原则上不允许将

扶贫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由

各相关部门负责，如灌溉水源一般由水利部门建

设，但是水利部门的水利建设有自己的规划，很

难及时与某村镇的产业扶贫需要相配套①。其次，

政府在实施产业化扶贫项目时，没有及时跟进农

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配套支持，而参与扶贫项

目的村民对市场的整体把握能力不足，在产品销

售方面处于被动地位，他们不得不面临较大的市

场风险，或者被二道贩子赚取了其中大部分差价，

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增长及扶贫的成效。再次，

一般来说，政府扶贫资金是一次性到位，没有连

续性，生产周期长的产业的风险由农户自己承担。

而凯里是旱灾、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农

业产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产量不稳定；与

此同时，农业尤其是经济作物的产业化正在贵州

省和全国其他地方展开，受市场影响不可预计，

风险比较大。以上这些，都导致部分村民缺乏参

加扶贫项目的积极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目前

凯里市扶贫办和大规模实施葡萄产业化扶贫项目

的大风洞乡正在调研是否引进农产品深加工生产

线，以分解过剩的产能，提高葡萄产业的收益率。

第五，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凯里市农村青

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比例非常高，劳动力结构发

生了重大变化，农村产业扶贫项目所需要的专业

人才、精壮劳动力出现短缺，重视规模化的农村

产业扶贫模式，扶贫开发项目的落地机制最后只

能支持能人带动、大户带动，从而忽视了扶贫开

发工作的目标群体。

第六，基础设施薄弱。总体表现为建设的力

度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底子较薄，

投入不足，特别是交通、电力、通讯和水利基础

设施总量和规模较小、水平较低，基本设施及配

套的功能陈旧、老化、落后的问题比较明显，等

级化、现代化、综合化、系统化程度较低，抗御

大灾大害的能力和对经济发展的承载力较弱。

第七，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影响了扶

贫开发工作成效。凯里市附近乡镇，由于水、电、

路、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发展较快，相对比较完

善，扶贫开发工作效益显著；远离凯里市的乡镇，

基础设施落后，村民脱贫致富观念差，劳动技能

低下，加之环境因素等，扶贫开发效益不明显，

而这些地方又是凯里市最贫困最需要扶贫的地方。

扶贫开发不仅存在着以上种种问题，进入

“十二五”以后，还面临一些新形势，给扶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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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带来一些新难点：第一，进入 “十二五”以

后，国家大大提高了贫困标准，实际上就扩大了

扶贫开发的工作面。到２０１１年底，根据新的贫困
标准，凯里市的贫困人口仍有 ７４９００人。第二，
扶贫对象、制度安排和主要任务发生转变，增加

了扶贫开发工作难度。２０１１年开始，中央要求扶
贫对象扩大，过去扶贫工作主要针对绝对贫困人

口，同时关注低收入人口，新阶段要对低收入人

口全部施行扶贫政策；要求制度扩大，过去主要

是开发式扶贫，新阶段实行开发式扶贫和生活救

助 “两轮驱动”；要求任务提高，过去专项扶贫

比较宽泛，着重解决贫困群众温饱，新阶段则要

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和综合发展能力。

三、凯里市扶贫开发的建议

针对凯里市以往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以

及进入新阶段后面临的新难点，今后的扶贫开发

工作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努力改善生态环

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并与防灾避灾相结合。扶贫

开发中，有大量的产业开发项目，这对于提高贫

困村民的就业范围和收入，是毋庸置疑的。但只

有改善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以及基础设施，才可

能改善贫困村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从而提高贫

困村民的收入水平而实现稳定脱贫。另外，自然

灾害频发是导致凯里市贫困人口脆弱性的主要原

因，目前单家独户的农业生产，势单力薄，很难

规避自然灾害的风险。扶贫开发过程中，加强合

作化生产，加强种、养殖业的基础设施，可以减

少自然灾害的冲击。

第二，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应针对不同的农

户，分类指导、分类扶持。譬如，在整村推进、

产业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

农户，继续实行资金配套的政策；对于村里的低

收入户，在实行资金配套的同时，扩大项目资金

补助比例；对于绝对贫困户，则实行全额补贴。

以便使低收入户、绝对贫困户能够参加扶贫项目

并从中受益，真正实现扶贫项目先扶贫的目标。

第三，在扶贫开发中，应该扩大扶贫到户和

扶贫到人的政策范围。我国的扶贫政策从瞄准贫

困县到瞄准贫困村，减贫效果已经大大提高。考

虑到即使是以贫困村为主的整村推进项目，也因

为政策实施过程中没有优先考虑最应该扶贫的贫

困群体，而使得贫困户在整村推进项目的实施中

受益不多。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缩小瞄准对象，

出台针对贫困户、贫困人口的扶贫项目。

第四，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加大以及地方经

济的快速发展，建议继续加大扶贫资金规模，对

项目进行追踪支持，并且，在扶贫开发项目实施

的过程中，给予项目地综合配套支持，引导项目

地建立合作社、引进龙头企业，使得扶贫项目实

施一个、成功一个，尽可能提高扶贫项目的减贫

效果。另外，为了解决贫困农民发展农业生活和

从事其他行业所需资金问题，建议加大银行信贷

支持力度，为农民发展生产提供资金保证。

第五，进一步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人

力资本水平。首先，要保证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贯

彻实施，提高农村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质量，考

虑到目前贫困农村的孩子大多是上到初中毕业就

辍学，应该加强高中职业学校等职业技术学校的

发展，让贫困乡村的孩子在上完九年义务教育后，

能免费或低廉的费用继续学习职业技术，以提升

他们以后的职业技能，提高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

的竞争力。其次，为了增加贫困人群的收入，让

他们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输出队伍中，建议加强

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让他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

之前，得到了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再其次，对于

那些留守家园者，虽然他们大多是妇女或年龄较

大、教育水平较低者，也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农

业实用技术培训，加大对他们的技术支持和生产

经营指导力度。因为，在绝大多数年轻力壮劳动

力外出务工后，他们成了很多扶贫项目的真正参

与者，提高了他们的农业实用技术，才能有效提

高一些扶贫项目的成果。

第五，在扶贫开发中，要加强社会保障建设。

如朱兰和马丁·瑞沃林认为解决暂时性贫困需要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帮助农民克服暂时性的收

入波动。巴瑞恩托斯 （Ｂａｒｒｉｅｎｔｏｓ）等人则认为不
仅暂时性贫困会遇到风险具有脆弱性，持久性贫

困也会遇到风险和具有脆弱性，所以他认为社会

保障是解决贫困的核心，发展中国家应采用更宽

泛意义的社会保障来解决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

困。凯里市农村的贫困具有民族性、脆弱性特征，

且长期性贫困仍占一定比例、暂时性贫困比例高

的特征，因此，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应该是解决

贫困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第一，目前，凯里

１６第５期　　　　　刘小珉：滇桂黔石漠化区扶贫开发成效研究———以贵州黔东南凯里为例



市开发式 “造血”扶贫方式只适合有开发能力贫

困村民，对于那些不具有开发潜能的贫困村民必

须通过救济性扶贫作为保障，才能保证所有贫困

人口都能得到扶贫覆盖。五保供养、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是直接解决缺乏劳动能力的最贫困的那一

部分人的生活的，对反贫困具有重要的兜底作用。

第二，凯里市农村地方病、慢性病高发， “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成为现在贫困人口面临的主

要风险之一。第三，凯里市农村贫困地区自然灾

害频发，灾害救助不足也是贫困乡村人口长期贫

困的重要因素。第四，凯里市农村因为民族习俗

而建的木质建筑，以及传统的楼上用火习惯，使

得重大火灾事故时有发生，火灾成为贫困村致贫、

返贫的因素之一，在加强农村村寨防火灾的同时，

应该建立相应的保险机制来保障村民的生产、生

活财产的安全。

第六，应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协调城乡发

展以及各农村乡镇之间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区域差距拉大带来的新的致贫作用。在促进经济

增长和农民收入增长以实现减贫的目标的同时，

也应当关注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目前收入差距

的扩大在较大程度上抵消着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

缩小收入差距，一方面需要增强转移支付的再分

配功能，使之在目标瞄准上更加有利于农村贫困

人群；另一方面，应该注重提高贫困人群的自我

发展能力，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使他们能够有

效地参与经济增长过程的成果分享。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在２０２０年全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贵州作为目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最

慢的省份之一，扶贫的压力和任务非常艰巨。凯

里作为贵州发展较好的县市，要求在２０１５年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且要求在２０１５年实现所有
的贫困乡镇的脱贫摘帽。可以说，现在是凯里扶

贫开发的非常关键时期，相信在中央及贵州省的

全力支持下，凯里市农村的减贫事业顺利达到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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