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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干部驻村帮扶 30 多年，成效斐然，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也存在不足。学术界近年来

对该主题的关注，随着精准扶贫方略的推进而不断深入。既有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微观独立个案

调研多，宏观整体性考量较少; 在研究学科上，社会学和管理学等西方理论运用多，纵横本土的系

统性建树较少; 在研究主题上，精准帮扶现状考察多，精准帮扶长效机制探索较少。乡村振兴背

景下，增强区域人村精准匹配、削减其负效应作用、注重可持续性减贫，有助于完善当前干部驻村

帮扶制度，提升脱贫质量，对接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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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初，主流媒体关于基层扶贫干部的舆情并存两种情形: 一边是呼吁给他们“送些

温暖”［1］“更多关爱”［2］，一边是批评或监督扶贫干部的消极情绪和不良行为［3］［4］［5］［6］。学

术界对驻村帮扶制度的效果评价也有两类: 一说驻村帮扶干部是“实在亲戚”和“精准滴灌管

道”［7］，绝大多数观点充分肯定驻村帮扶增强了扶贫开发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转变了干部作

风，培养锻炼了干部，有助于完善基层乡村治理; 但也有少数观点认为，他们“还游离于乡村

社会之外”［8］，“形式主义严重，效率很低，易造成扶贫依赖，加剧政绩竞赛不公。长期看还会

强化权力寻租，资源配置的扭曲”［9］，甚至被诟病“工作方式已过时”［10］，“潜藏着巨大的治理

隐患和治理危机”［11］。30 多年的干部下乡帮扶实践和 20 多年的驻村干部帮扶制度，何去何

从，回顾与反思尤显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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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干部驻村精准扶贫研究背景

( 一) 30 余年干部下乡———长期化、制度化、规范化

有关研究表明，党政机关选派干部下乡扶贫，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12］。上世纪 80 年代

初，国家科委、农牧渔业部、林业部、水电部、民政部、商业部等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帮助贫困

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的号召，派遣干部赴贫困地区帮助群众摆脱贫困。1986 年，国务

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明确提出“凡有条件的部分，都应该抽派干部，深入一片贫困

地区，定点轮换常驻，重点联系和帮助工作”［13］。其后，随着国家机关定点扶贫工作和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的推进，“中央决定，要把组织党政机关干部下乡扶贫，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

持下去”［14］。1997 年，中组部、人事部联合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选派干部下乡扶贫工作的

意见》，表明干部下乡扶贫已形成一项制度。《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1994 － 2000) 》( 1994

年)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 － 2010) 》( 2001 年)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 －

2020) 》( 2011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2018 年) 等重要文件，

都强调各级党政机关要把选派干部下乡扶贫作为一项制度坚持。20 多年来，干部驻村具有

长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特点。通过对贫困村配备专职干部，以及推动扶贫政策在基层执

行与落实的驻村帮扶制度，不仅提高了扶贫开发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转变了干部作风，培养

锻炼了干部，而且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也表明，该措施有助于改进党的工作作风与基层乡村的

治理。

( 二) “精准扶贫”基本方略———战略性、精准性、艰巨性

2013 年“精准扶贫”基本方略被提出后，扶贫开发工作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程。精准扶( 脱) 贫方略的基

本要义———“六个精准”，其中“因村派人精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不可或缺、至关

重要。动态识别、因户施策、政策宣传、产业发展、稳定脱贫等等，驻村干部是其中坚力量。

在这场攻坚拔寨战役中，全国 28 个省区市以不同形式开展了干部帮扶活动，共选派 277． 8 万

人驻村帮扶［15］，19． 5 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16］。很

多地方，还将下派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行政村。党的十八大以来，累计减贫 6853 万人，消除绝

对贫困人口 2 /3 以上。成绩背后，驻村扶贫干部为之付出了汗水、心血乃至生命( 据国务院

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 2018 年“两会”时说到，脱贫攻坚战以来，已有 500 多位基层同志倒在

一线) 。

但是，也有一些驻村干部被指责“形象工程和无所作为”“对地方事务干预过多和不能发

挥监督保障作用”［8］; 驻村帮扶制度也被认为存在着稳定性保障不足和缺乏公平分配的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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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考量问题［17］ 等。2016 年，四川省召回和调整 1416 名第一书记，占该省选派总数的

12. 3%，引起全社会较大关注。随后，青海、河南、广西等省区也曾召回扶贫不力的干部。随

着脱贫攻坚战的持续深入，长时间、高强度投身一线，“厌战”“懒怠”“畏难”“急躁”“补偿”

等不良情绪悄然滋生( 半月谈评论员，2018) 。面对未来三年还有 3000 多万人的脱贫重任，

针对选人不优、管理不严、作风不实、保障不力等问题，为更好发挥驻村工作队脱贫攻坚生力

军作用，2017 年 12 月，中办、国办出台了《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

意见》。

( 三) 乡村振兴战略———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乡村振兴战略对精准扶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 一是宏观层面。精准扶贫是为

了实现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基本方略; 乡村

振兴战略是为了实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

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后者是前者的愿景，精准扶贫的口号由“打赢脱贫攻坚战”变为“打

好脱贫攻坚战”。二是中观层面。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意见》中的“三步走”“七条路径”，对“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协同性提

出了更高要求———“必须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三是微观层面。乡

村振兴提出“打造农村基层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并再次强调

“建立选派第一书记工作长效机制，全面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和集体经济薄弱村党组织派

出第一书记”。

2018 年 2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召开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特别强调“不放松、不停顿、不懈怠，提高脱贫质量”。高压传导机制的最底端最前线，是

驻村帮扶干部。强化驻村帮扶，被列为 2018 年全国扶贫工作重点之一。驻村帮扶，作为“落

实脱贫攻坚责任的三项硬措施之一”，将“加大派的力度、增强帮的效果、加强管的措施、提高

服的水平”( 2018 年 1 月 8 日，国新办举行脱贫攻坚工作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

富讲话要点) 。由此可见，政府对该项制度的完善有着热切期待———驻村帮扶在农村治理创

新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驻村帮扶是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党的

工作传统，有着经验也面临着诸多任务。干部驻村帮扶制度研究，对于当下和未来，都有着

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二、干部驻村精准扶贫研究回顾

本文所说干部驻村制度，是指为了减贫与发展，由各省市区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

派、企事业单位派出驻村干部帮助所在村发展的政策机制措施等。驻村帮扶干部主要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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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组) 等，主要考察精准扶贫基本方略提出后，“因村派人精准”的实施

状况。

( 一) 干部驻村帮扶制度的研究

尽管精准扶贫基本方略已经实施五年，但对驻村干部精准帮扶制度的回顾性研究非常

之少，与之相关的关于干部下乡或工作队的回顾性研究也不多。有几项研究恰好从宏观和

中观角度描述了该制度的变迁和内容。刘金海对向农村派出的各种工作队的变迁情况作了

分析，将当代中国农村工作队工作模式归纳为“党 － 军”“党 － 党、政”“党 － 党、政、事”“党 －

党、政、军、企、事”“党 － 事”“党、政 － 政”“党 － 党”“政 － 政”八种; 第二、三、六种是现实中主

要的组建形式，其共同点在于都是农村出现党组织建设问题或经济问题时，党政系统向农村

派驻工作队。通过进一步研究工作队的组建形式、规模、人选、工作内容、工作对象、特殊性

和历史作用，他认为“历史地看，农村工作队是中共农村工作的一种有效形式，及时处理了农

村急需解决的问题，对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18］; 韩广富等回顾了党政机关选派干部下乡扶贫制度的建立过程和基本内容( 包

括组织实施、工作要求、选派标准、主要任务、管理考核等) ，认为党政机关选派干部下乡制

度，“有助于推动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是践行党的宗旨的实际体现，是培养、选拔和锻炼干部

的途径，是配合好贫困县领导班子工作的渠道，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举措”［12］; 赵慧

认为数十年来，“包村”方式“叫好声”“喊骂声”交错，上层基层意见不一，但其在处理国家与

社会、政府与民众、外力与内力之间关系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还需

要解决面临的一些问题［19］。另一些研究主要是微观角度的历史追溯和现实考察，如李里峰

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历史地考察了工作队作为非常规运作的一种国家权力机制的运行情

况，认为一方面工作队“帮助党和国家实现民众动员、精英监控、乡村治理的目标”，但另一方

面“破坏了科层化党政机构的日常运作，增加了国家统治成本，从而使运动式乡村治理模式

难以长期维系”［20］; 蒲敏认为“在城乡二元的发展格局、新农村建设进入瓶颈的背景下，干部

下乡是主动满足民众需求、寻求政治认同的路径选择，是一种从外部全攻略、引进资源的方

式解决乡村资源短缺，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践行群众

路线的方式”［21］; 管志利对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进行了简要溯源，认为干部驻村帮扶工作制

度，是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三个子机制之一，是 2014 年国务院扶贫办下发《建立精准扶贫工

作机制实施方案》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之一，提出从协调治理视角重构精准扶贫工作机

制［22］。覃志敏、岺家峰认为，在新一轮脱贫攻坚时期，驻村干部被赋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新

使命，其工作变化，一是范围扩展和明确化，二是更为制度化和规范化［23］。

( 二) 干部驻村帮扶实践的研究

1． 驻村干部的素质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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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对驻村干部的素质与能力的表述是

“有经验、有能力、懂扶贫、善于同农民打交道的干部”; 2015 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的标准是“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职能部门的报告通常是

从理想信念、价值观、工作作风、品德等方面概括驻村干部的素质与能力，而学术研究主要从

公共领导力的角度来探讨驻村干部的素质与能力。一项驻村干部胜任力研究，构建了驻村

干部与贫困村的理论模型，测算了精准匹配度，并对样本进行了运用，提出“驻村干部专业知

识、组织实施能力、协调沟通能力、价值认同度、脱贫责任感和职位特征”，对于发挥驻村干部

胜任力和脱贫成效具有重要作用［24］。王亚华、舒全峰通过对“第一书记”群体调查发现，村

庄内部领导力不足、保障不足、不公正对待、培育不足、可持续性作用不足明显，因此，“在提

高第一书记的领导力水平、充分发挥其对乡村治理和精准扶贫贡献的同时，要重视制度和文

化建设，培养农村人才，实现农村领导力的内生性供给”［25］。

2． 驻村干部的工作角色

多数研究认为当前驻村干部角色繁多，这“一根针”穿起需要贯彻的“千条线”工作，他

们承担了资金引进、技术支持、参与或主导贫困村的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等多重角色［26］，是

促进贫困村发展的“指导员”、群众纠纷的“调解员”、政策方针的“宣传员”［27］。王晓毅认

为，2015 年相关政策让扶贫工作队队长兼任第一书记，第一书记须参加村两委会议，从而让

第一书记有了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的角色。李小云、许汉泽认为扶贫“第一书记”与上级政府、

派出单位、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多元主体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指出“第一书记”的工作一方面受

到上级政府目标设置权责不匹配与原单位有限资源的条件限制，另一方面遭遇乡镇干部与

村干部之间“共谋”与“乡村”关系的双重结构性排斥［28］。

3． 干部驻村特点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干部驻村具有“嵌入治理”的特点。“嵌入治理”研究者们认为，当

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包括驻村干部工作机制都具有主体嵌入、技术嵌入、制度嵌入以及

关系嵌入等特点，嵌入机制的关键在于“实现嵌入与引领的统一”［29］。袁立超、王三秀研究

认为，嵌入型乡村扶贫体现在具有“嵌入”乡村治理的工作性质、运动式治理的工作方法、明

显的时效性三个方面; 村治组织的羸弱和村治民风的落后为“嵌入”提供了现实性和需求性

空间，要防止一时推动外力帮扶，贫富差距再度拉大的“梅佐乔诺陷阱”; 从制度理论角度

看，干部驻村具有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特征。黄承伟、覃志敏认为，“精准帮扶机制具有制

度化特征，但在帮扶资源供给上具有非制度化、非持续等特点”，帮扶体系呈现出“系统化、封

闭性的特征”［30］。覃志敏、岺家峰认为，干部帮扶一方面属于具有科层化制度化特点的政府

扶贫范畴，另一方面属于具有非制度化特点的社会范畴。干部驻村制的非科层化的特征还

表现为，干部驻村制使得乡村治理呈现政治动员、跨部门互动和人格化交往等，使得政府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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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机制从“单线动员”转向“多线动员”，资源配置机制从“弥散”到“精准”，政府组织机制从

“僵化”到“弹性”［31］。

4． 干部驻村帮扶短板

干部驻村精准扶贫有许多需改进的地方。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肯定干部驻村精

准帮扶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就曾指出其存在对基本要求认识不够到位、职能定位不够清

楚、主要任务不够明确、工作开展不平衡、培训力度不足、指导督察比较弱、评估奖惩机制待

完善等问题［32］; 研究界基于此前的驻村帮扶情况，提出了一些相关观点。如有研究从村民视

角对驻村工作效果进行了调查，发现农户对驻村工作队的认识并不充分，农牧民的实际困难

与工作队要解决的问题之间有较大差异，提出要抓核心问题，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3］。

河北课题组指出，由于要迅速落实帮扶任务，省市县层面迅速组建了帮扶工作组，存在行政

化、形式化、运动化倾向;“一刀切”的选任方法，政绩、“镀金”可能是内在驱动力［34］。随着精

准扶贫方略的深入推进，尽管尚未开展系统性的绩效评估，但该项制度的不足之处依然明

显。

一是运动式功利性较强。有些下派的扶贫干部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扶贫成绩并呈

现良好的政绩，急于实施一些短期可以看到成效的项目，甚至为了政绩而将有限的扶贫资源

集中在少数典型村，伤害了反贫困的公平性和合法性，“缺少有扶贫经验的驻村干部、较快的

人员流动和缺少对扶贫效果的有效监测制约了驻村帮扶在精准扶贫中作用的发挥”［26］。

二是省市县层面制度不够健全。有的省级层面还未形成统一的扶贫工作队伍组建、管

理和考核的标准和政策; 有的地市层面统筹推进细则缺乏，扶贫工作组仍按老思路推进工

作; 有的县本地化的驻村扶贫工作规范机制还不完善［35］。另外，驻村干部激励制度化有待加

强，考核物质投入指标与内涵建设指标权重不合理等现象也应引起重视［36］。

三是资源供给和统筹资源的效果差异大。各驻村干部素质和能力的差异很大，特别是

在精准识别、统筹运用资源、村级基层组织建设上影响力参差不齐，可能加大贫困县中贫困

村之间的差距。黄承伟、覃志敏认为各层级各派出单位的资源和权力存在差异，在普遍化帮

扶制度下，帮扶资源供给上的非制度化和非持续特点，可能会加大扶贫资源在贫困人口和贫

困村的不均等分布，甚至会影响到整体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益。“帮扶体系系统化、封闭性的

特征”，使得社会扶贫力量较难以制度化参与精准帮扶机制，从而不利于构建政府、市场、社

会力量协同推进扶贫开发大格局。

四是可能造成与村民自治的冲突，加大资源供给不公，影响资源使用效益等［37］。例如，

许汉泽、李小云认为双重排斥的结构性变化不仅影响了“第一书记”扶贫工作本身，还导致了

驻村帮扶制度的变迁，使得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弱化; 再如，李鑫诚认为干部

驻村制这种权力下沉式乡村治理模式，可能加重地方财政负担，侵蚀村民合法权益，加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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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政府信任，尤其挤压基层自治的内生活动空间，因高昂的政治成本和财政成本而具有不可

持续性。

( 三) 完善干部驻村制度的对策研究

1． 制度和机制建设

进一步建立健全包括选拔、培训、管理、激励、考核、保障、评价等政策及落实，以及工作

机制的调整与改革。国务院扶贫办联合调查组建议建立驻村干部培训常态化机制、融合资

金资源机制、激励机制、考核机制等。黄承伟、覃志敏认为“先确定帮扶关系再进行致贫因素

分析和扶贫需求调查，容易造成帮扶资源供给与帮扶对象扶贫需求难以实现最优匹配”，“为

了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工作制度，建议加强帮扶监测，并运用监测结果，对效果不佳的研究

制定联合帮扶工作制度”。

2． 能力建设

从改进方式方法入手，进一步提高资源整合能力，加大统筹选派力度，明确扶贫各主体

分工，实现优势互补等。王晓毅提出，在总结经验、强化监督和评估及提供培训等方面开展

能力建设。对于一年期的驻村工作队员要提前选拔，提前进行系统培训; 对于希望在贫困村

较长时间帮扶的干部，要提供系统和周期性的培训，借鉴农村社区发展经验，形成有针对性

的培训方案。管志利提出“加强相关利益主体的协调力度。协调贫困者、扶贫单位、项目资

金单位的复杂利益关系，并将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规范化; 协助基层组织贯彻落实强农惠农政

策; 积极参与各项扶贫开发工作”［22］; 覃志敏、岺家峰认为“要促进驻村帮扶资源供给的制度

化，提出建立省级层面的驻村帮扶专项基金，各级地方政府配套，专项用于解决驻村干部依

靠自身力量无法帮助所驻村解决的问题。专项基金可以采取共同申报、竞争性使用的方式，

严格按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要求审批和管理项目”［23］。基于干部驻村对贫困

村内源发展能力影响的正负向两种可能性，提出“驻村干部要促进贫困村内源发展作用的发

挥，既需要其增强责任意识，融入乡村社会，积极发掘和培育贫困村治理‘能人’和推动社区

组织化，也需要相关部门完善驻村帮扶制度，强化促进贫困村内源发展的政策内容，并制定

相应的激励与考核措施”［23］。

3． 协同治理

精准扶贫要放到农村发展的大框架中。如河北课题组提出把驻村干部制度和村民自治

机制、“一事一议”制度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省市派驻村干部对项目帮扶资金的监管、监督

作用，省市派驻和乡镇驻村干部协同创新。王晓毅提出强化帮扶单位的责任感，使帮扶单位

对驻村工作队提供更有效的支持，从制度上保障驻村工作队参与贫困村的治理( 如参与建档

立卡、发展产业、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和推动基层组织建设) 。谢小芹提出从国家顶层设计、地

方政府行为、乡村政权建设和基层社会的“四位一体”，进一步完善第一书记扶贫制度与村书

—27—

地方治理研究 2018 年第 2 期



记制度在扶贫领域的“新双轨制”［38］。

( 四) 既有研究的反思

王晓毅认为，目前对扶贫工作队缺少系统的研究; 许汉泽、李小云认为，还没有把驻村干

部开展工作的具体实践机制展现出来，更缺乏详细的个案经验材料作为支撑; 黄承伟等发现

已有研究对减贫效益仍有分歧，对减贫机制讨论较少; 袁立超等认为对支撑干部驻村帮扶生

发、存续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结构性因素等问题探讨较少。

三、干部驻村精准扶贫研究述评

( 一) 在研究视角上，微观独立个案调研多，宏观整体性考量少

既有研究多聚焦各地个案经验，缺乏其在选派、构成、工作内容、作用发挥、制度保障等

的整体描述和深入分析。同一标准考量、不同驻村帮扶模式的共同性、差异性的比对缺乏，

影响整体判断与系统评估，不利于顶层改进和完善。当前对西南、西北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

区个案居多，如国务院扶贫办联合调研组对甘肃和贵州两省的 2 个县驻村帮扶工作进行了

专题调研［39］; 王晓毅也对上述两省 2 个县 6 个村驻村工作队进行了调查; 郭世优等对四川藏

区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了研究［40］; 王丹莉等对西藏驻村干部的公共产品服务供给进行了研

究［41］; 葛志军等在宁夏调查了扶贫工作队状况，等等。其他贫困地区各角度具象调研有: 河

北省驻村制度实施调查［42］和河北省驻村干部选任评估，山东 S 村、广西龙州县［43］、河南 J 县

第一书记调查［44］，闽东南 C 村干部驻村非科层化运作调查［17］，等等。

( 二) 在研究学科上，社会学和管理学等西方理论运用多，纵横本土的系统性建树少

社会学的场域理论、结构排斥理论、嵌入理论、管理学协同治理理论、接点治理［45］、胜任

力理论、公共领导力等西方理论，被用于生动描述和分析驻村干部的工作情境和特点等。干

部驻村作为中国特色的治理工具，本土理论分析相对较少。2005 年，谢耀南提出了“干部驻

村的公共管理价值”［46］的概念; 刘金海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共在各时期派工作队的历史、模

式、作用等进行了研究; 李里峰对华北以土改为中心的考察工作队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分析，

但都对精准扶贫驻村帮扶着墨不多。管志利应用协同治理理论，提出着重从过程协同、制度

协同、主体协同、技术协同等方面助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模式的重新调整与改革深化; 雷文

艳等受费孝通的“双轨政治”启发提出新“双轨制”，研究了第一书记扶贫制度与村书记制度

在扶贫领域的交汇、互动和嵌入状况［47］。

作为一种重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方式，无论从历史经验、现实需要和未来战略考

虑，其价值、内涵、特征、效益、模式、路径依赖及创新性，都需要系统而进一步的研究。这既

能丰富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共享中国减贫经验。各阶段、各区域干部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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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成、规模、人选、工作内容、工作对象、作用发挥的条件、影响等有哪些异同，哪些可资互

鉴，乡村振兴要求其有哪些转变，等等，系统阐明精准扶贫中干部驻村帮扶的整体状况和机

制成效，对于进一步形成驻村帮扶共识和促进驻村帮扶制度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 三) 在研究主题上，精准帮扶现状考察多，精准长效机制探索较少

李小云认为，扶贫政策的最终效果已不再取决于政策顶层设计，更多地取决于乡村底层

的制度发育及扶贫资源的公平传递。当前驻村干部是基层治贫的不可忽视的外力因素。不

仅如此，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管长远、管全面”，要求实现高质量扶贫，干部驻村帮扶作用必

须精准，可持续机制必须建立。“三农”发展“三步走”“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是优

先路径，驻村干部也是提升“三农”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驻村帮扶”作为 2018 年

脱贫攻坚重点工作之一，有高配、长配、精配之势，有利于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第一阶段战略目

标。干部驻村帮扶这一中国特色减贫方式，值得从精细化、专业化、长效化再深入挖掘。

四、干部驻村精准扶贫研究展望

( 一) 历史维度的功能定位

从驻村帮扶史、精准扶贫基本方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三个角度纵观干部驻村工作机制变

迁，定位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干部驻村帮扶研究，有利于拓展该领域研究视野，完善驻村帮扶

的整体性研究。因此，特别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驻村扶贫的政策、任务、构成、模式、特点、

效果等，阐明其共同性和差异性，形成“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中干部驻村帮扶的功

能定位。从而，进一步完善新形势下“因村派人精准”机制。

( 二) 现实维度的再精准

实际精准帮扶中存在诸多欠精准问题: 一是职能部门较少在选派前进行定量化的评估，

只是粗线条的分类，如贵州的经验做法( 把科技干部配产业村、经济干部配贫困村、政法干部

配乱村、党政干部配难村和退休干部回原村，而忽视精准发挥作用和可持续效果) ，但村村个

个匹配精准很难; 二是在实际的考核评估中，尚无定量化的匹配检测; 三是要做到精准化的

匹配，还要掌握贫困村的贫困数据，包括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数量、致贫原因、计划脱贫时

间等，及环境、公共服务、集体经济等; 四是即使选派精准并不意味着作用精准。未来研究还

可以在模型运用、实证评估、再精准机制上下功夫。通过实地调研干部驻村的“选”“派”

“配”“帮”“管”“服”等各环节工作机制设置及运行基本状况并进行比对，实现选人、人村匹

配、县域人村匹配、区域人村匹配等全过程的再精准化; 还可以从派出单位、组织部门、贫困

村、驻村干部等角度研究再精准的经验做法，加以分析和推广。着眼选派配置再精准、脱贫

作用发挥再精准两个重点的跟踪调查研究，帮扶资源与脱贫需求最佳匹配，有助于提升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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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贫能力。

( 三) 未来维度的对接转型

乡村全面振兴，非短期所能成就，仍需外力推动。如何协同乡村振兴政策体系的落地和

落实，如何在扶贫脱贫中促进基层治理主体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能力的提升，如何促进农民

主体性发挥，提高脱贫致富中的参与度和受益面，确保稳定增收、安居乐业等等，都是包括驻

村干部在内的基层治理主体面临的难题。无论谁到农村都要既遵循农村发展的规律，又要

不断完善帮扶制度。驻村扶贫有其逻辑基础、实践经验，也有其用武之地。要把脱贫攻坚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干部驻村机制是重要载体之一。脱贫攻坚既要解决好眼下的

问题，更要形成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干部驻村帮扶机制要在汲取我国驻村帮扶经验的基础

上，根据精准扶贫基本方略，特别是“因村派人精准”的要求，实现“主体、供体、载体”［48］三位

一体均衡协同的、可持续减贫与发展的效果再精准。可持续性减贫( 发展) 视角的研究成果，

有利于弥补运动式治理弊端，完善驻村长效机制，为处理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打好精准脱

贫攻坚战的关系提供路径和方法参考。驻村干部的可持续性效果，主要表现在减贫“主体、

供体、载体”三位一体均衡发展。干部驻村帮扶既要促进贫困主体( 需体) 在机会、技能、利益

等方面的可持续性提高，供体在资源、项目、信息等方面的可持续性供应，也要促进载体在市

场、生态、社会等方面的可持续性供给。干部驻村帮扶在未来的道路上，要更加注重协同培

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实现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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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development evaluation． Only when the two are well coordinated can it be favorable for the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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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strengthened infrastructure and conditions，improved qualities of community officials
and upgraded community services，urba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has taken a new step． How-
ever，the community － level governance in cities still remains traditional in that resident autonomy is
generally inadequate，and the tendency towards centralization is more evident，which presents the basic
pattern of“strong construction and weak governance”． Strong construction is not and cannot replace
strong governance． Therefore，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 level governance should turn fo-
cus to improving and innovating the philosophy and system of governance．

—87—

Local Governance Ｒesearch No． 2，2018



Key words: urban communit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technical governance;

rural and urban community － level governance; social construction

Main Problems and Local Innovation Experience of Urban － Ｒural
Community － level Governance in Areas with Population Inflow ( 29)

YE Mina． b ＆ XIONG Wan － shengb

( a． Academy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 b． Centre for China’s Urban － Ｒural Development Studi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

Abstract: In contrast to less developed areas with population outflow，developed areas with population
inflow are the leading and pilot areas in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communi-
ty － level governance，which also means they are facing more obstacles in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han
ever before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main problems are: unequal rights，respon-
sibilities and benefits among different levels and incoordination among different departments，mismatch
between large jurisdictional range and effective service delivery and management，contradiction between
informal employment in government and effective incentive management for officials，weak social coor-
dination in community － level governance，the administrative trend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and shortage
of officials． Therefore，urban － rural community － level governance should give more power and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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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lf － governance，strengthen the competence of officials and Party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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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habited areas of the migrant older population has quietly emerged and have showed unique
features in location advantage，functions and facilities，population composition，life style and social in-
tercourse． The migrant older population has urgent need for formal support and medical resources．
Therefore，social management should be positive in the philosophy and explore new method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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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Japanese community － level governance has always been valued by Chinese
scholars，which is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Japan and China share similar cultural tradition and the
state play a major role in community － level governance． Japanese community governance adopts a state
－ led model in which the State plays the role of meta － governance in legislation，organizing，planning
and developing community． China should start from cultural tradition，work better in meta －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Japan in self － governance，refined
management，scientific planning and community welfare to improve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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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30 years of officials stationed in villages to help people out of poverty has remarkable a-
chievements and accumulated a lot of experience，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strateg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the academic world gives more attention to this problem．
Current research is featured as more individual case study and less macro － level study，widely applica-
tion of western theories and lack of domestic construction，more focus on the status quo and less on the
long － term mechan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n-
crease the targeted match of officials and villages，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and focus on 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which will be favorable for improving the current system and the quality of poverty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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