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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设地方高端智库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的重要方面和有力补充。全面推进地方

高端智库建设，既要放眼全球、谋全局，更要立足地方、接地气。要针对特色不明显、机制不完善、服

务不高端等突出问题，坚持高点定位，立足地方实际，瞄准重大需求，突出抓好创新体制机制、突出特

色优势、集聚高端人才、借鉴国际经验等几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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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地方高端智库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特别是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

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我国新型智库建设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地方智库建设快速推

进，亮点纷呈。建设地方高端智库正在成为中国特色

新型智库建设的新亮点。
( 一) 地方高端智库建设现状

一是数量迅速增长，互补合作的地方智库体系

初步形成。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智库

建设，大政新政频出，为智库发展注入了“强心剂”
和“暖心剂”。在良好制度供给的推动下，地方高端

智库建设进入高速发展的新时期，主要表现为大量

新生智库不断 涌 现，原 有 传 统 智 库 加 快 转 型 升 级，

初步形成了政府与民间相互补充、专业化更加明显

的新型智库体系。地方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体

系建设日趋规范，地方高校对智库建设的重视程度

正在不断增强，各类社会力量也积极投身智库建设。

地方智库体系的不断完善，为地方高端智库的建设

夯实了基础。
二是功能不断拓展，服务决策、服务发展的能力

明显增强。近年来，各类智库紧密围绕改革开放的重

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推出了一批具有全局性、综合

性、战略性、长期性决策价值的精品力作，为全国和

地方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从不同渠道和角度对国家和地方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地方智库举办的成果发布会、学术研讨会、讲座

和培训会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地方智库正在

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新兴利益群体发表观点、
表达诉求的新渠道，正在成为承担政府与社会各界双

向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三是影响持续扩大，话语权与公信力显著提升。

近年来，国家对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日益关注，

各级党委、政府对地方智库更加倚重，越来越多地将

事关区域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委托给地方智库，并

乐于倾听地方智库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地方智库

发表的研究成果和主办的学术会议往往更容易成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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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关注的焦点。地方智库网络化建设取得新的突破，

以山东智库联盟、上海高校智库联盟、 “一带一路”
智库联盟等为代表的地方智库网络化合作平台建设正

在有序推进。地方智库对外交流更加规范化和常态

化。我国地方对外交往中 “只 见 政 府、不 见 智 库”
的尴尬局面正在得到有效改观。

( 二) 地方高端智库建设面临的问题

一是特色优势不明显。受诸多因素影响，大多

数地方智库，包括高校、社科院等 智 库 机 构 在 内，

明显存在“经院式”研究模式，脱离发展现实、脱

离地方特色的现象十分明显和普遍。地方智库具有

可操作性的成果相对偏少，远不能满足地方决策需

求，更无能力为国家高层决策服务。
二是开放机制不健全。目前多数地方智库偏于保

守，各行其是，妨碍了地方智库的成长和进步。主要

表现为: “旋转门”制度的缺失使得智库专家在实践

中锻炼的机会少，导致研究人员缺乏多层次、多视

角、多渠道接触理论前沿和先进管理实践的机会，与

西方高端智库研究人员大多有过政府系统内从业经历

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 智库之间交流不畅通，不同类

型的智库各自为战，针对类似问题开展低水平重复性

研究的现象屡见不鲜; 智库与民间交流的渠道过于单

一，很多智库尚不能熟练使用现代互联网技术与公众

进行沟通和宣传，成果惠民能力不足。
三是治理机制不完善。受到现有体制机制的影响，

多数地方智库的人事管理、经费管理等制度建设尚不

能完全适应高端化建设的需要，有待创新。多数地方

智库仍然采取传统的社会科学科研管理评价体系对科

研人员进行考核，缺乏专门的智库人员考评机制，重

理论、重数量的问题普遍存在，甚至有的机构尚不能

区分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智库评价方法的不同。
在经费使用方面，条条框框过多，偏重于直接成本考

核，不考虑或较少考虑间接成本，严重制约了科研工

作的顺利开展，也压制了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

二、地方高端智库建设要高点站位

地方高端智库是新形势下我们党凝聚各方智慧，

探索治国理政规律，谋划执政方略，提高重大决策科

学化水平的重要参谋助手。地方高端智库建设，必须

坚持高点定位，立足地方发展实际，体现地域特色，

瞄准地方发展重大战略需求，为地方和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1］

( 一) 立足于发挥好咨政建言功能，建成各级党

委政府离不开的“思想库”“智囊团”
相比较一般地方智库，地方高端智库的定位要更

高，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建言献策，要强化问题导

向、应用导向，致力于研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

略问题，致力于前瞻性、针对性地提出地方发展热点难

点问题的解决思路，致力于推动地方发展战略上升为国

家战略，在政策研究、决策评估、政策解读方面充分发

挥作用，为地方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具有可操作性和借鉴

意义的对策建议，努力建成地方党委政府用得上、信得

过、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库”“智囊团”。
( 二) 立足于发挥好理论创新功能，建成区域性

特色学术研究中心

对地方高端智库而言，就是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现状，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构筑特色学科

体系和研究格局，扩大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影

响，建成地域历史文化学术研究中心，不断提升地方

文化软实力，使当地的风土人情、地域文化得到充分

的体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使之在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中与现代文明气息交相辉映，成为一个

地区发 展 的 时 代 精 神，支 持 和 引 导 地 方 经 济 社 会

发展。
( 三) 立足于发挥好舆论引导和服务社会的功

能，建成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和评价中心

地方高端智库应该发挥好自身的中立性、专业

性，并在权威性上下功夫，积极开展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综合调查、地方政府竞争力评估，承接有关第三方

委托的评估，以丰富翔实的数据资料，以客观中立的

研究视角，发布权威分析评价报告，实现对重大经济

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监测、评估、预警和预测，为公共

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思想和行动方案。通过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和评价中心建设，地方智库能

够更好地发挥壮大主流舆论、凝聚社会共识的积极

作用。
( 四) 立足于发挥好公共外交功能，建成地方国

际合作的高端学术交流中心

智库活动常被称之为第二外交。国际知名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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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大多在公共外交领域有着重要影响，甚至能够

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对地方智库而言，通过搭建对

外交流平台，开展对外交流活动，有效传播地域文

化，扩大地方在国际上的影响，进而实现为地方对外

开放和国际合作铺路搭桥的作用。建设地方高端智

库，就要把智库建成地方国际合作的高端学术交流中

心。为此，应瞄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国际智

库一道开展区域合作研究，为地方对外开放和国际合

作提供政策建议; 应通过举办高端国际性学术研讨活

动，宣传推介地方，推动地方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合

作; 应实现地域文化走出去，扩大优秀传统文化的国

际影响，树立地方乃至国家的良好形象，提升地方文

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地

方乃至国家声音。

三、地方高端智库建设的着力点

地方高端智库建设是全国高端智库建设的重要内

容和重要方面，全面推进地方高端智库建设，既要放

眼全球、谋全局，更要立足地方、接地气。
( 一) 建设地方高端智库必须突出特色优势

一是重视强化地方特色学科建设。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加

强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建设以及保护冷门和绝学学

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论述。这是指导和推动我国地方

高端智库学科建设的重要指导和基本遵循。毫不夸

张地说，这些需要重视发展的特色学科，绝大部分

都产生和发展于地方。
二是重视发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历史悠久和地

域广阔这两大禀赋维度决定了我国地方文化资源必然

蕴含着深邃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特点。几千年来，我

国各地孕育积淀了影响全世界、各具特色的智库文化

资源，这些都是支撑我国地方高端智库建设的宝贵文

化资源。
三是善于处理好地方特色与全局综合的关系。高

端智库的重要职能就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本而

重大的矛盾问题。解决这类问题需要坚持综合性和专

业性的统一。地方高端智库建设不但要发挥和建设好

自身的专业特色，更不能忽视综合研究能力的提升。
处理好地方特色与全局综合的关键在于研究视角的选

择。地方高端智库在成果研究选题上，要高点站位、
着眼地方、服务全局; 在研究机制上，应注重开放合

作，积极融入大局智慧。只有恰当地处理好特色与综

合的关系，才能够把我国的地方高端智库建设得既别

具特色又更加出色。
( 二) 建设地方高端智库必须打造高质量平台

聚焦国家战略，努力打造地方高端智库研究平

台。科学研究是产生智库思想的根本途径，建设地方

高端智库应重视高端研究平台建设。地方高端智库产

生于地方、发展于地方，然而地方高端智库的战略视

野和战略目标却不能仅仅局限和停滞于地方。地方高

端智库必须在“事一屋与事天下”的大局逻辑认知

指导下，聚焦国家全局战略，努力在高处占位，放眼

长远，充分发掘和利用好自身的地方优势，努力整合

地方、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各类智库资源，积极打造高

端研究平台，才有可能切实践行其“立足地方、服务

高端”的智库职能。
瞄准领导决策，努力打造地方高端智库咨政平

台。为领导和决策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是高端智库根本

职能，因此，建设地方高端智库应重视打造与之相适

应的高端咨政平台。很多高质量的地方智库成果，由

于缺乏必要的高端咨政平台和渠道而被束之高阁，无

法与高端决策者谋面，这其实是国家智库智力资源的

巨大损失。国家只有高度重视和实质性回应地方高端

智库在咨政服务平台方面的建设需求，国家领导和决

策部门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从谏如流”。
面向全球发展，努力打造地方高端智库交流平

台。俗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充满创新

活力的智库机构肯定不是自我封闭和自以为是的，

而应该是开放的和包容的，这一点对于地方高端智

库建设而言更是如此。地方高端智库建设绝不可以

因为强调地方特色化而故步自封，否则，本应是底

气十足的特色智库 “战局”过不了多久就会演化成

“一盘死棋”。建议国家在推进参与各层次、各领域

的国内外交流方面给予地方高端智库更大的财力和

政策支持，尤其应重点支持地方高端智库根据自身

特色自主打造更加开放、更具生机活力的全球化交

流平台。
( 三) 建设地方高端智库必须集聚高端智库人才

一是注重开拓高端智库人才引进渠道。受传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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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管理体制影响，地方高端智库人才的补充主要依靠

高校毕业生招聘，智库人才成长需要较长一段时间，

难以满足快速集聚高端智库人才的需要。因此，建设

地方高端智库就必须创新智库人才引进方式，建立开

放式的高端智库人才引进平台，探索借助 “外脑”，

积极整合国内外高端智库人才资源，不断把有思想活

力、有实践经验、有政策研究能力的智库人才根据需

要吸纳到地方高端智库队伍中来; ［2］对于一些受体制

或其他因素难以引进的高端智库人才，更需采取“不

求所有、但为所用”的柔性引才政策，努力打造地方

智库人才的集聚高地。
二是注重培养高端智库复合型人才。面对日趋复

杂多样的公共决策需求，地方智库仅仅具有单一学科

背景的智库人才是远远不够的，打造地方高端智库必

须具备一支多学科、复合型的智库人才队伍。在专家

构成上，除了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人文社

会科学专家外，地方高端智库还需自然科学类的数学

家、计算机学家、信息学家等，重视培养跨学科的复

合型人才，改变专家一元导向为多元结构导向，以适

应当今智库研究手段的信息化、数据化等发展趋势，

从而在对经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时，充分发

挥不同专家的专业特长，集体研究、联合攻关，大力

提升地方高端智库研究的准确性和创造性。［3］

三是注重优化高端智库人才使用环境。 “人才

者，求之者愈出，置之则愈匮。”我们要认识到地方

高端智库在吸引高端智库人才的时候并不能完全依

靠物质待遇，首先，要给予高端智库人才以干事创

业的有效平台，鼓励多出成果和贡献; 其次，要重

视营造重视人才、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支持高端

智库人才的创新精神，做到以感情留人; 最后，要

健全人才激励机制，一流人才要给予一流报酬，对

为地方高端智库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高端智库人才，

要给予应有的社会荣誉和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做

到以待遇留人。
( 四) 建设地方高端智库必须创新体制机制

进一步加强顶层化设计，为地方高端智库建设释

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国家正在着力打造全国

百家高端智库，倡导有条件的地方积极争取，并已开

始受理地方智库申报。国家确实早已为地方高端智库

建设留出了位置，但是由于现有的制度设计更多地考

虑了国家级智库建设需要，地方智库在争取国家高端

智库资格的过程中，一方面缺乏国家高层的便利化政

策支持，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地方智库建设制度推进不

足的牵绊，很难与国家级智库在同一个起跑点上公平

竞争。建议国家把地方高端智库建设放进全国高端智

库建设的“总盘子”，尽快出台涵盖地方高端智库建

设内容的全国高端智库建设指导性意见，为全国地方

高端智库建设营造更加公平、高效的体制环境。
进一步强化协同化合作，为地方高端智库建设凝

聚更强劲的发展动力。受传统的激励机制影响，地方

高端智库之间普遍存在着博弈竞争关系，如果处理不

当，很容易进入“囚徒困境”，对竞争双方和国家全

局都会带来不利影响。地方高端智库之间应该自觉利

用好协同论和系统论的基本理论，主动优化和完善彼

此之间的合作机制，有效避免互害性竞争。然而，单

靠竞争主体之间契约式管理很难达到最优化目的，因

此，我们建议，国家应该站在更加全局的高度，为地

方高端智库的协同化合作谋划一体化制度，从而谋求

实现高端智库建设的国家利益最大化。
进一步重视专业化指导，为地方高端智库建设谋

定更稳准的发展思路。地方高端智库建设既要遵循尊

重地方特色的个别化原则，也要遵照符合智库发展规

律的一般化原则，两者共同决定地方智库建设的高端

化水平。无论是尊重地方特色，还是符合智库发展规

律，都需要富有成就和经验丰富的高端智库或智库管

理机构为其提供专业化指导。为强化全国在地方高端

智库建设方面的专业化指导，我们建议，一方面应积

极发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主体的专业化指导作用，另

一方面应重视发挥国家和地方各类决策咨询学会的第

三方专业化引导作用，进而为加快推进全国地方高端

智库建设谋定更加稳准的发展思路。
( 五) 建设地方高端智库必须借鉴国际经验

借鉴“旋转门”机制，提升地方智库决策服务

能力。人才“旋转门”机制在西方现代智库中普遍

存在。地方智库在建设高端智库过程中，要努力创造

条件一方面积极输送优秀研究人才到相关政府机构交

叉任职，另一方面大力引进在各级政府工作并获得突

出研究成果的专家型人才，从而在智库人才组成上进

一步拉近智库和政府间的相互了解，有助于强化智库

决策研究和咨询服务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从而实现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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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和政府双赢的局面。
引入理事会治理机制，提升地方智库内部管理能

力。国外智库一般都采用理事会 ( 或董事会) 的治

理模式，其特点便是由重要捐助者组成理事会，其成

员大多是大企业家、捐助基金会负责人、前政府官员

和著名学者等，优点是他们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

和人际网络，利于为智库筹集资金并拓展智库影响

力。［4］在不同类型的地方高端智库建设过程中，我们

可以创新智库治理模式，探索借鉴理事会治理机制，

吸收政府、企业、社会群众组织等参与智库治理，助

推地方 高 端 智 库 发 展，努 力 提 升 社 会 知 名 度 和 影

响力。
建立多元化筹资机制，提升地方智库运转动力。

美国智库资金主要来源并非政府拨款，而是依靠基金

会、企业捐助、个人赠款、有偿研究合同等方式。［5］

然而我国主要智库的资金来源恰恰与此相反，尤其是

社科院、党校系统的地方智库，其资金的主要来源是

地方政府拨款。这种单一来源的筹资方式，势必导致

地方建设高端智库过程中经常面临资金瓶颈，因此应

积极借鉴国外智库的现代化筹资模式，在争取政府资

金支持外，多方吸收社会资本参与智库建设，努力培

养自身造血功能，确保高端智库建设经费投入的充足

性和可持续性。
打造立体化智库品牌，提升地方智库综合影响

力。国外智库十分重视智库品牌的塑造，除了面向决

策者的成果快报、面向学者和决策者的学术论坛、面

向大众的皮书和期刊等，他们更加重视现代媒体的开

发和使用，以提升智库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

此，在地方高端智库建设中，要汲取国外智库的先进

经验，除了办好成果简报、高级别研讨会、期刊等主

流智库品牌外，还要积极探索采用社会易于接受的方

式和有效载体，比如 APP、微信、微博、邮件、专业

网站等方式推送成果，塑造品牌，做好自身智库成果

的宣传和推广工作，从而打造出地方高端智库的特色

品牌。
( 六) 建设地方高端智库必须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政府的组织领导是搞好地方高端智

库建设的基础前提。地方高端智库的建设是一项系

统性、长期性工程，除了要求地方智库自身努力外，

也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有力领导和支持。各级

党委政府应为地方高端智库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

分类施策，重点打造一批直接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
在本地乃至国内外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端专业智库，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富有地方特点的地方高端智库

体系。
整合各类地方智库资源中应善于发挥各级党委、

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要充分发挥地方党委的组织领

导核心作用，将建设地方高端智库与建设高水平大学

同等看待，整合党政部门研究室、社科院、党校、行

政学院、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社会研究机构等部

门的研究力量，组建地方高端智库协会或地方高端智

库联盟，汇集专家、官员、民间、企业家和媒体等多

方智慧，搭建优势互补、平台共建、资源共享、课题

共研、成果共创、利益共享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合作平台，建立各类地方智库间长期、全面、稳定

的战略合作关系，从而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科学、民

主、依法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大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健全各项利于地方

智库发展的制度保障。建设地方高端智库不仅需要对

原有束缚发展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还需要优化

智库建设的外部制度环境。促进地方高端智库健康、
有序发展，必须围绕高端智库功能发挥这一核心要

义，着重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重大决策意见征集

制度、政策评估制度、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
社会舆论引导机制、一流人才支撑保障机制和高端智

库现代资金管理机制的建设，不断创新有利于智库发

展的制度体系，确保地方高端智库建设目标的顺利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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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s on local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policy imple-
mentation in the field． The reason why they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is that excessive emphasis is put on analysis of
the efficiency of incentive，while the approach to analyze is
too simple and littl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beyond the
limit of research field exists． These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difficulty in offering overall interpretation on the implemen-
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Based on Chinese unique
environment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an analysis framework
of‘motivation － incentive － information’is created combi-
ning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variables in literatures． What
is more，eight types of implementation are also concluded．
The framework is later used in the analysis of local govern-
ment’s enviro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since Ｒeform
and Opening，while relevant advice on policy is also provid-
ed．

Key Wor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Central － Local Ｒelations，Motivation，Incentive，In-
formatio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of First Secretary
and Leadership Supply in Ｒural China

WangYa － hua ＆ Shu Quan － feng
Abstract: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battle of rural China

is the core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13th Five － Year
Plan． As an important public policy，the poverty alleviation
of First Secreta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rural leadership．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ub-
lic leadership，this paper makes an in － depth analysis on
the state，issues and causes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of First Secretary with the in － depth interviews and ques-
tionnaires，and then puts forward some related countermeas-
ur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overty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should be highly visible，not only improves the leader-
ship level of First Secretary to make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rural governanc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but also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fter
that we can cultivate rural talents，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
ral population and then achieve endogenous supply of rural
leadership，which establishes sustainable foundation for good
governance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f rural China．

Key Words: Leadership，Targeted Poverty Allevia-
tion，First Secretary，Good Governance

Why the Poverty Targeting is
not Accurate Enough?

———The three focusing procedur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Wang Yu － lei
Abstract: It is the found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

viation to recognize the real poor households． However，it is
often found that the poverty targeting is not accurate e-

nough． In other words，some rich households are found on
the targeting list，even which the list are not made according
to the household incomes． The targeting process contains
three procedures: targeting the poor villages，targeting the
poor households，double － checking the poor households，
which are executed by poverty alleviation officer，village ca-
dres and accredited cadres successively． Finally，the princi-
ple of dividing equally，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vil-
lage and the pressure of examination prevent the poverty al-
leviation from targeting unaccurately．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Political
Process，Village Cadres，Village Governance

Adverse Selection，Moral Hazard and
Accurate Assistance: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cy Direction

Hu Si － yang ＆Zhao Man
Abstract: Moderate levels，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are the core of accurate assistance． Based on the lit-
erature review，this paper found that: ( 1 ) Controversy still
exists on the moderate level and the selection of the path．
( 2) We lack the effective signal screening mechanis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dverse selection． ( 3 ) We have neg-
lected the research on the supplier’s moral hazard，which
may affect the effect and the devi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
tion． Ｒecommendations are as follows: subsistence allow-
ances system should be“accurate”，return to the function of
the assistance system standard;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a
good job of policy convergence between accurate assistanc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ivilian charities，to form a
reasonable policy network; the government should guide the
social expectation return to rationality．

Key Words: Accurate Assistance，Information Asym-
metry，Adverse Selection，Moral Hazard，Signal Screening

Ｒeflec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High － end Think Tanks

Zhang Shu － cu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high － end think

tank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onstruction a new high －
end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 strong
compliment． Local high － end think tank has a unique con-
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It is based on local high － end
services and with distinctive local characteristics，which can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major needs of local public policy．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high － end think － tank is new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in the meaning and the objective
need for the shaping of local soft power and also the inevita-
ble requirement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ca-
pacity and level of decision － m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high － end think tanks should highlight the innova-
tiv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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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advantages of high － end talent gathering，and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other important as-
pects．

Key Words: High － End Think Tank，Local Charac-
teristics，Service Decision － Making

Impact of County Attributes on the
Subsidies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ree Western Provinces
Ju Yuan － yuan ＆Zuo Ti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subsidies 11 different subsi-
dies to farmers ar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the expend-
iture related subsidies and the unconditional subsidies．
Then，based on the data of 271 counties of 3 western prov-
inces in China，we find that farmers from the State Poverty
Counties get the highest level of subsidies and the farmers
from the Main Grain Production Counties get the least． A
farther analysis show that the attributes of a county，include
which the province and type of the county，can determine the
final amount of the subsidies by affecting the unconditional
subsidies to farmers．

Key Words: Subsidy，the State Poverty County，the
Main Grain Production County

Farmers’Cooperatives: the Characteristics，
Effects，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ianchimei Cooperative in Ningwu County
Ｒesearch Team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uniques to Tianchimei Coop-
erative except the general characters in common． First is the
“timely”service mechanism initiated and implemented by
poverty alleviation team． Second is the“two － way forward”
working mechanism led and formed by the village party
branch． Third is the“poverty dividend”support mechanism
participated in and practiced by all the poor farmers．
Tianchimei Cooperative is facing the difficulties of poor coop-
eration，lack of operating funds，lack of management talent．
Therefore，Tianchimei need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five aspects: from land lease cooperation to
land share development; from a production cooperation to the
“three production”fusion development; from a single indus-
trial function to play a variety of functional development; from
internal credit cooper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financial sector; from the amateur managers to pro-
fessional managers to develop．

Key Words: Farmers’Cooperatives，Characteristics，
Effects，Difficulties，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Ｒedistribution Effect Evaluation and Policy
Ｒecommendation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 Questionnaire to Beijing
Ｒesearch Team

Abstract: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al period，govern-
anc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megacities is tough and
complex，especially for Beijing．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about the recent redistri-
bution policies’effect of floating population，we find that a-
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floating population，majority show
high willingness to stay in Beijing． Considering the restriction
of“Hu Huanyong line”，we suggest recognizing the centripetal
flow patterns，taking“inclusion”and“redistribution”meas-
ures together，chang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develop-
ment，analyzing and preventing unintended consequences，and
exploring new ways of inclusive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Ｒedistribution Poli-
cies，Unintended Consequences，Inclusive Governance

The Approaches of Public Deliberation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Satisfac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for Cadres of 12 Provinces

Li Qiang － bin ＆ Xie Xing － qua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for cadres dif-
fer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execution period，the posi-
tion levels of cadres，the administration units and the admin-
istrational regions． We carried out an empirical research re-
vealing that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liber-
ative democracy among bureau － level cadres is higher than
the cadres on division － level and section － level，particular-
ly in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more frequence of policy
hearing，public visiting and opinion collecting，the higher of
satisfac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while less satisfied
with more petition letters． Our research also explores that
the CPPCC cadres can achieve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more
frequent public opinion collecting and there is higher delib-
erative democracy satisfaction in eastern regions than west-
ern． In the long run，promo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re-
quires favorable 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for
its implementati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motivate the ca-
dres at the basic level to develop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enhance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initiatives
to pu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to practice．

Key Words: Public Deliberation，Satisfaction of De-
liberative Democracy，Cadres，Analysis of Vari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