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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面脱贫后东西部发展协作新格局
檀学文

[摘要]地区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在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指导下，中国经历了

地区间从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转变，建立了区域均衡发展总体战略，东西部扶贫协作

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面脱贫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相对贫困治理的常规化，以扶

贫援助为主、发展协作为拓展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将转变为以发展协作为主和以扶贫

援助为补充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协作机制，促进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

展、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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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是为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作出的

制度创新，是“先富带动后富”的“两个大局”思想

的先导性实践。在脱贫攻坚期，东西部扶贫协作

和其他扶贫方式一样得到了极大加强，对打赢脱

贫攻坚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解决相对贫困阶

段，东西部扶贫协作既要长期坚持，又要实现常规

化，更多地采用市场性手段，帮助相对贫困地区补

足深层次短板，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富裕。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早在“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就采用了将全国

划分为沿海与内地两大地带的“两分法”。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详细讨论了沿海与

内地的关系问题。1996 年起，中国开始采取东

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划分法。2006年起，中国

又单列出东北地区，整体上将中国划分为四大地

区。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总体特征是，东部地

区由于靠近沿海，地势平坦，区位条件优越，得益

于对外开放政策，总体发展水平较高。从东部地

区向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渐次降低，贫

困程度也逐渐加深。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前发展

水平与东部地区持平，但是改革开放后与东部地

区差距逐渐拉大。

中国发展的地区差距在改革开放前就一直存

在，即使是在国家实行平衡发展战略的“三线建

设”时期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后，区域发展差距扩

大。进入新世纪以来，即使在国家已经实施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无论用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还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

地区的绝对差距都在扩大；相对差距则是经历了

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不过缩小速度非常缓慢。

例如从 2013—2016年，东部与中部地区间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对差距系数由 35.5% 下降到

34.7%，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的相对差距系数由

41.2%下降到40.0%。①

区域协作是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促进

区域均衡发展的一项基本制度

由于巨大地区发展差距的存在，区域均衡发

① 魏后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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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新中国 70

余年发展历程中，国家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实施

某种均衡发展战略。只是在 1978—2000年期间，

中国在东部沿海地区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对

外开放，实施特殊优惠政策，这是一种非均衡发展

战略。东部地区优先发展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

“起手式”，是对邓小平“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思想的贯彻实行。在此期间，东部地区

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流

向东部地区，以低工资的丰富劳动力资源支援了

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以汇款、带回收入等方

式实现西部地区居民的增收和减贫。20 世纪 80

年代末，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局”的

战略思想。第一个大局是“先富”，中西部地区要

顾全这个大局，这是对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实践

的概括；第二个大局是“先富带动后富”，当发展到

一定时期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

快发展，这是对下一步工作的新要求。从 20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开始转向均衡发展战略，

以 1999 年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典型标志。从

此，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成为一项国家总体战略，规

定了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同步的区域均衡发展目标

和战略。

以西部大开发为核心的中国区域均衡发展战

略，还包含更多的内容，例如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

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与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一起，形成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基本与西部大

开发战略同步，国家陆续划分出革命老区、民族地

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等发展相对落后

地区，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老少边穷地区，实施特殊

扶持政策。扶贫政策既是区域政策，也是特殊群

体政策，与其他区域发展政策也有交叉。考虑到

国家在 20世纪 80年代初就实施“三西”地区扶贫

开发，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开发式扶贫，并陆

续划定贫困片区和贫困县，因此早期的贫困地区

扶贫开发成为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先行先试者。

中国的贫困农村地区扶贫开发政策从一开始

就是综合性的。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

性的体现，也是国家财力有限、需要多方援助的客

观需要。20世纪 80年代中期刚开始实行开发式

扶贫时，中央政府就安排了中央部委定点包片扶

贫，这是当前形成的多维度、多层次定点扶贫的前

身。①1994年发布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系

统地提出扶贫开发部门、各政府部门、各级地方政

府的职责，以及包括定点挂钩扶贫、人民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扶贫、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科技扶贫、大

城市和沿海较发达省份对口帮助西部地区等广泛

的社会动员机制，形成了当前专项扶贫、行业扶

贫、社会扶贫共同发挥作用、全社会参与扶贫的基

本格局。这个全社会扶贫的格局，在“十一五”后

期被表述为“大扶贫”。②大扶贫格局在 2013 年

《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

见》中成为正式政策表述，并在 2015 年以来的脱

贫攻坚战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1996年 5月，党中央确定北京、上海、天津、辽

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 9 个省市和大连、

青岛、宁波、深圳 4 个计划单列市与西部 10 个省

区开展扶贫协作。同年 10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进一步作出部署，东西部扶贫协作正式启动。

20 多年来，东西部有关省市开展了多层次、多形

式、宽领域、全方位的扶贫协作，逐步形成了以政

府援助、企业合作、社会帮扶、人才支持为主要内

容的工作体系，涌现出了闽宁协作、沪滇合作、两

广协作等各具特色的东西帮扶模式。③闽宁协作

于1996年11月率先启动，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典

范，由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亲自推动，25

① 谢扬：《社会扶贫功能的一个特例——中国部门包片扶贫分析》，《经济开发论坛》1994年第6期，第1—11页。

② 范小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基本经验》，《求是》2007年第23期，第48—49页。

③ 黄承伟：《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实践与成效》，《改革》2017年第8期，第5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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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如一日，累计投入宁夏各类扶贫资金超过 30亿

元，建设移民扶贫的闽宁镇和示范村，推动一大批

福建企业到宁夏投资，创建特色扶贫产业园区，援

建各类急需项目，推动社会参与，形成扶贫协作的

大扶贫格局。①

在脱贫攻坚期，地区区域扶贫协作不断演

化、完善和扩展。2016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升了扶贫协作的重要地

位，指出这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

发展的大战略。此后，东西部扶贫协作得到了进

一步发展，协作结对关系得到精细化调整，实现

了对贫困地区更好的覆盖；开展东西部发达的和

贫困的县、乡镇、村之间结对帮扶“携手奔小康”

行动；深化对新疆、西藏以及四省藏区的对口支

援；细化和加强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

资金支持、社会参与等协作内容。北京市的扶贫

协作和支援合作后来居上，范围涵盖了中国 7 省

区 89个县级地区，坚持首善标准，高位推动，完善

顶层设计，大幅度增加资金和人力投入，发挥首

都教育、医疗、人才、金融、市场的资源优势，在产

业就业、消费扶贫、党建引领、科技扶贫等领域，

都形成北京特色的扶贫支援模式。②在 2020年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东西部扶贫协作在劳务协作、

消费扶贫等方面发挥了强有力作用。此外，中西

部地区省内发达市县与贫困县之间的扶贫协作、

东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协作、东西部地区以及贫困

地区省内普通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对口支援也相

继发展起来，形成多维度、多层次区域协作体系。

扶贫协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丰富了“先富帮助

后富”的实现机制，促进了区域均衡发展，对打赢

脱贫攻坚战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构建全面脱贫后东西部发展协作新格局

“十三五”时期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得到了极大

的发展，且具备鲜明的脱贫攻坚特征，主要体现

在：东部地区党委政府都站在讲政治高度，将支援

西部地区当作重大政治任务，在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统一部署下开展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东部地

区对标对表西部地区贫困县脱贫摘帽目标，大幅

度增加资金支持、人才交流、经贸合作、劳务协作

等方面的支援力度；东部地区需要“双线作战”，既

要同步开展本地区的脱贫攻坚任务（广东、浙江等

地是一定程度上解决提高了标准的“相对贫困”），

又要大力支援西部地区。因此，扶贫协作作为脱

贫攻坚战的一部分，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

脱贫攻坚体制机制。现在的问题是，随着脱贫攻

坚期的结束和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全面消

除，东西部扶贫协作制度该何去何从？

在脱贫攻坚期，中央对于东西部扶贫协作和

对口支援的目标定位主要体现在 2016年《关于进

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即

不断健全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机制，

拓展合作领域，充分发挥综合效益，确保 2020 年

全面脱贫目标的实现。这个目标已经得到很好的

实现。今年 4 月，全国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

点帮扶工作推进会在银川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

出重要指示，要求完善东西部结对帮扶关系，深化

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这表明，中央致力

于建立东西部协作的基本制度，扶贫协作是第一

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东西部协作的未来发展走

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一是服从“两个大局”的

长远战略部署，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发达地

① 《闽宁协作——我国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典范》，中国广播网，http://news.cnr.cn /native /city /20200905/ t20200905_

525242322.shtml。

② 《扶贫协作，北京这么干》，澎湃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31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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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协作关系也不能置身之外。二

是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已经被确定为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举措，成为一项不断发

展和完善的基本战略。三是东西部扶贫协作作为

最早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之一，经过 20年的发展

之后，被确定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

同发展的大战略和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

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①党的十九大对现代化进

程做了新的安排，到 2050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水平将进一步提高，但是发展生产力的主基调不

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不变。在新发展格局

中，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协作和援助机制将作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部分，长期坚持，

共同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大局。

随着打赢脱贫攻坚战和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

贫困的全面消除，中国的贫困形势已发生根本性

转变，贫困户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

决，相对贫困成为主要贫困形态。相对贫困，一方

面仍然具有某种绝对贫困的“内核”，主要是能力

贫困以及机会贫困，但是毕竟与绝对贫困阶段的

缺衣少食已然大不相同，从而减轻了紧迫性；另一

方面具有与社会进步相关以及其他群体相比的相

对性，从而具有长期减贫的必要性。在新发展阶

段，中国设立为期五年的脱贫攻坚过渡期，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同时，

国家将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

制，其中将酝酿缓解相对贫困的新思路。超常规

攻坚战方式将不再适用，相对贫困治理将逐步走

向常规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减少短期政策性行

为，减少对自上而下干预的依赖性。但是如前所

述，相对贫困具备发展能力和机会缺失的“绝对内

核”特征，以及相对于社会一般群体而言发展水平

明显低下的相对剥夺特征。无论如何称呼，未来

仍将存在科学定义的相对贫困人口以及相对贫困

地区，且不一定局限于过去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县，

这是决定东西部扶贫协作未来走向的基本国情。

总的来说，以扶贫援助为主、发展协作为拓展

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将转变为以发展协作为

主、扶贫援助为补充的东西部发展协作机制。具

体地说，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向东西部发展协作

机制的转换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出台发展协作

指导意见和制度，对协作目的、机制、条件予以界

定，对协作方式予以指导，并出台相应的支持政

策。二是简化协作结对关系，由中央统一安排的

协作结对关系变为可只规定到省级层面，根据经

济发展水平对省级协作关系重新安排，基本以一

对一协作为主。三是优化协作结对机制，在省级

正式结对基础上，鼓励地方各级政府、公共服务机

构、企业基于优势互补、互利互助原则，按有关制

度规定，不受地域限制，自主、自愿建立多层次发

展协作关系。四是调整发展协作内容，减少资金

支持和计划性项目，加强产业合作和劳务协作的

市场性，优化双向人才交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教

育、医疗、科技方面的支持，动员东部地区社会力

量支持西部地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五是以

新基建、大数据发展为契机，畅通发展协作地区间

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以及市场联通，推动国内大

循环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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