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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之一，贫困发生率高，贫困

程度深，返贫现象严重，因灾、因

病、因债致贫问题突出，实现到

2020年全部脱贫和同步小康的难度

大，任务十分艰巨。在西藏实现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中，农牧

民收入低、公共服务滞后和人居

环境差已成为主要短板，而农牧民

收入低则是这些短板中的短板。

“十三五”期间，西藏要实现脱贫

致富和同步小康目标，必须实行转

赶结合，走跨越式绿色发展之路，

同时建立起能够促进农牧民持续稳

定增收的长效机制，不断增强造血

功能，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为此，

应针对不同地区特点和贫困户状

况，因地制宜、因户而异、分类施

策，采取多元化措施，进一步拓宽

贫困农牧民家庭的增收渠道。

全面把握同步小康的科
学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和全国

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

获得了持续快速发展，城乡面貌和

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1993－2015年间，西藏自治区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连续23年保持两位

数增长，年均增速高达12.6%。特

别是，自2011年以来，西藏的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已连续5年高于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

增速（见表1）。“十二五”期间，

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到

11.7%，比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平均增速高2.1个百分点；西藏自

对西藏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战略思考
 魏后凯

治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

增长率达到13.0%，其中城镇居民

为10.8%，农村居民为14.9%。这表

明，近年来西藏经济已经进入了持

续高速增长的快车道。

但是，应该看到，由于西藏经

济社会发展起点低、起步晚、基础

差、底子薄，加上自然条件艰苦、

生态环境脆弱，目前西藏发展水平

还较低，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还

较大，实现到2020年与全国一道同

步小康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按

照2013年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测

算，截至2014年年底，西藏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综合实现程度仅有65%，

在39项评价指标中，有18项指标的

实现程度低于60%。如果按2001－
2011年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

程度年均提高2.04个百分点推算，到

2020年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

现程度只能达到77.2%；而要确保到

2020年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

现程度达到85%－90%，平均每年将

需要提高3.33－4.17个百分点。由此

可见，确保西藏如期同步小康难度较

大、任务艰巨，是制约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统计局

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

指标体系是针对全国而言的，对地

区层面并不完全适合。由于发展阶

段、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特点的差

异，各地区的发展模式和需求应该

是多元化的。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

规划，西藏绝大部分属于限制和制

止开发区域，不宜进行大规模的工

业化和城镇化。因此，国家层面衡

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的

一些指标，如人均GDP、工业生产

率、城镇人口比重等，对西藏而言

都是不合适的。西藏土地面积约123
万平方公里，2015年末常住人口324
万，平均每平方公里2.63人，城镇化

率只有27.74%，因而国家层面确定

的城镇化率60%以上的小康标准值对

表1  2006-2015年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增长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西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西藏
（%）

全国
（%）

西藏-全国
（百分点）

全体居民
（%）

农村居民
（%）

城镇居民
（%）

2006 13.3 13.9 -0.6 12.1 17.2 6.3

2007 14.0 14.6 -0.6 20.3 14.5 24.5

2008 10.1 12.0 -1.9 13.8 13.9 12.1

2009 12.4 11.7 0.7 10.6 11.2 8.5

2010 12.3 13.1 -0.8 14.4 17.2 10.6

2011 12.7 11.8 0.9 13.2 18.5 8.1

2012 11.8 10.3 1.5 14.0 16.6 11.3

2013 12.1 9.5 2.6 13.5 15.0 11.1

2014 10.8 8.3 2.5 10.2 12.3 7.9

2015 11.0 7.9 3.1 14.2 12.0 15.6

2011-2015 11.7 9.6 2.1 13.0 14.9 10.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16》《西藏统计年鉴2015》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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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事实上，小康是一种生活状

态，与居民是否从事工业生产或者

居住在城镇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西

藏作为一个特殊的区域，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就必须从本地实际出

发，确定科学可行的小康目标值。

我以为，对西藏而言，应把重点放

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确保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二是

确保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并

达到国家小康标准；三是确保实现

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四是城乡

居民能够享受基本等值的生活质

量；五是享有充分的政治民主；六

是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其中，能否

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将是西藏能否实现同步小康

目标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

坚持走跨越式绿色发展之路

农村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最艰巨的任务，也是“十三五”时

期的“一号”工程。按照“十三五”

规划，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

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西

藏也把与全国一道全部脱贫作为

“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作为我国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西藏

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返贫

现象严重，因灾、因病、因债致贫

问题突出，而人居环境差、生产方

式落后、贫困人口素质低等因素则

加大了扶贫攻坚的难度。西藏农村

贫困人口规模虽然不大，2010年为

117万人，仅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

0.71%，但贫困发生率高达49.2%，

居全国首位。“十二五”期间，西

藏共投入扶贫资金91.9亿元，其中国

家扶贫资金74.2亿元，减少贫困人口

58万人，到2015年西藏仍有贫困人

口59万人，占乡村人口的25.2%（见

表2）。这些农村贫困人口70%以上

集中在日喀则、昌都和那曲。

按照规划，到2020年，西藏要

实现现有74个贫困县全部脱帽，5年
内减少贫困人口59万，贫困发生率

下降到5%。这意味着，“十三五”

时期西藏每年要减少贫困人口11.8
万，略高于“十二五”时期每年减

贫11.6万的幅度。但是，应该看到，

随着扶贫开发的深入推进以及发展

减贫效果的下降，西藏脱贫攻坚的

难度日益加大。西藏现有的剩余贫

困人口大都处于资源匮乏、交通不

便、生态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区

域，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同

时，西藏返贫率长期居高不下，至

今仍未得到根本改变，由此影响到

减贫的可持续性。到2020年，如果

西藏贫困发生率下降到5%，按城镇

化率30%和“十二五”时期人口平均

增长率推算，届时西藏仍有约12万
农村贫困人口。因此，西藏的脱贫

将是一项中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

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切实建立长

效机制。

发展是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问题的总钥匙。目前，西藏农牧区

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区域性整

体贫困问题突出，主要是经济社会

发展严重滞后。因此，对西藏而

言，要根本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实现同步小康目标，必须实行转赶

结合，走跨越式绿色发展之路。一

方面，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创造

“西藏速度”，实现跨越赶超。在

全国增速逐步放缓的新常态下，

西藏因起点低、基数小有条件实

现持续的高速增长。这种持续高速

增长是西藏实现脱贫致富和同步小

康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西藏要

实现跨越赶超，不能照搬其他地区

的模式，而应该从区情出发，坚持

生态第一、环保优先，实行全域保

护、点状开发，同时加快转变发展

方式，大力推进农牧业现代化和高

原特色城镇化，构建具有高原特色

的生态型产业体系，走绿色发展之

路，依靠绿色发展和生产方式转变

促进跨越赶超。

建立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长效机制

在西藏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征程中，农牧民收入低、公共服务滞

后和人居环境差是当前面临的主要短

板。近年来，在中央财政支持和对口

帮扶下，西藏农牧区公共服务和人

居环境已有很大改善。2015年，西藏

74个县公路通畅率达93.24%，乡镇通

达率达99.7%，电力人口覆盖率、乡

镇通光缆率达100%，广播电视人口

综合覆盖率、城乡养老和医疗保险参

表2  2010-2015年西藏和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情况

全国 西藏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贫困人口
（万人）

占全国比
重

（%）

减贫幅度
（万人）

贫困发生
率

（%）
2010 16567 17.2 117 0.71 49.2
2011 12238 12.7 106 0.87 -11 43.9
2012 9899 10.2 85 0.86 -21 35.2
2013 8249 8.5 72 0.87 -13 28.8
2014 7017 7.2 61 0.87 -11 23.7
2015 5575 5.7 59 1.06 -2 25.2*

注：* 为农村贫困人口占乡村人口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2016中国统计摘要》《2015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以及
西藏自治区2015年统计公报、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汇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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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率、农村安全饮水人口比重均超过

95%，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0%。

目前，西藏已在全国率先实现15年免

费教育、五保集中供养和孤儿集中收

养、城乡居民免费健康体检。

然而，至今为止，农牧民收

入依然是西藏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薄弱环节，是短板中的短板。2015
年，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8243 .7元，人均消费支出为

5579.7元，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

的72.2%和60.5%。由于城镇化水平

低，农村人口比重大，西藏全体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

平的55.8%，人均消费支出只有全

国平均水平的52.5%。因此，农牧

民增收问题已经成为西藏实现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在

“十三五”期间，西藏要实现脱贫

致富和同步小康目标，关键是建立

起能够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的

长效机制，不断增强造血功能，提

高自我发展能力。

为此，要针对不同地区特点

和贫困户状况，因地制宜、因户而

异、分类施策，采取多元化措施，

进一步拓宽贫困农牧民家庭的增收

渠道。具体地讲，对于有条件的农

牧区，要积极培育家庭农牧场、专

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加快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

现代农牧业发展；对于有资源和产

业基础的地区，要大力发展文化旅

游、清洁能源、天然饮用水、中藏

药、农畜产品加工、手工艺品等

特色产业，不断扩宽农牧民的增

收渠道；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要

加大对森林、草原、湿地的生态补

偿力度，并将冰川保护纳入生态补

偿范围，进一步增加农牧民的生态

政策性收入；对于边境地区的贫困

人口，要依托兴边富民计划，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进边

贸、物流、旅游等产业大发展，实

现创业就业和脱贫致富；对于那些

居住在偏远山区、缺乏生存条件的

非边境贫困人口，要通过易地搬迁

实现脱贫。边境地区的贫困农牧民

因同时承担着守疆卫土的重任，不

宜采取易地搬迁的脱贫方式，而应

着力加大国家财政投入，努力改善

其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提

高边境地区农牧民的生活补助标

准，想方设法实现就地脱贫致富，

努力把边境稳定与脱贫致富有机结

合起来。此外，还要积极探索资产

收益扶贫制度，通过土地托管、扶

持资金折股量化、农村土地经营权

入股、资源开发收益分享等方式，

大幅增加农牧民的财产性收入，使

贫困人口能够分享更多资产收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

究所所长、研究员

（上接64页）

仅盐业一项就使朝廷每年增加了

数百万缗收入，朝廷的财政状况大为改

善，每年的财政收入迅速提高到1300

万缗左右，虽然较“开元盛世”仍相

差较远，但财政危机基本解除了。

减税减赋

财政收入的增加为其他经济改

革创造了余地，在刘晏主持下，朝

廷又进行了其他领域的改革，使经

济运行更为顺畅。

这些改革的核心在赋税方面，唐

朝前期实行的是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

制，基本内容是：丁男到18岁以上由国

家向其授田百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

80亩为口分田，死后还田；授田后每丁

每年向国家交纳2石粟，称“租”，交

纳2丈绢、3两绵，或2.5丈布、3斤麻，

称“调”，服徭役20天，或按每天3尺

绢、3.75尺布代役，称“庸”。

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大量

贫苦农民失地逃亡，实际“纳税人”

不断减少，相关负担其实转嫁给了未

逃亡的农户，恶性循环，均田制和租

庸调制已很难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朝

廷改变了“按丁收税”的做法，实行

按田和资产多少来收税，分别称“地

税”和“户税”，唐代宗时又增加了

“青苗钱”，按亩征收，每亩开始收

10文，以后增加到15文。

沉重的税收，加上基层官员的

横征暴敛，直接导致了农民的反抗，

“安史之乱”后还爆发过多起农民

起义。赋税太重、征收不科学虽然是

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但这件事涉及

国本，没有足够的魄力不敢触碰，基

于漕运、盐政等成功改革和皇帝的信

任，刘晏果断地开启了赋税改革。

刘晏坚持“养民为先”和“富其

国而不劳于民”的宗旨，普遍降低税

负，还把纳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解决

农户的实际困难。对于工商户也制定了

措施，减轻他们的负担，改革前被评为

“上上户”的商户每年需交税4000文，

改革后这笔税负逐渐减少，最后只收500

文，标准降低了但商业却活跃了，商户

大量增加，总体税收不降反升。

这就是刘晏被视为“理财高手”

的原因，会理财不同于会敛财，敛来

的财再多也都是不可持续的，只能加

快失败和灭亡，刘晏理财的思路是先

让商人富裕、让百姓收入增加，在此

基础上实现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步增

长，因而是良性的和可持续的。一些

具体的改革政策，比如“国进”还是

“国退”、减税还是增税，这些都不搞

一刀切，而视具体情况具体去对待。

唐朝渡过了“安史之乱”后的危

险期，国祚又得以延续140多年，这与

刘晏在关键时期所主持的这场成功改

革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