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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利益治理的动力机制及治理效应
———以鹤峰县“扶贫项目民营业主负责制”为例

刘 磊，吴理财
(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地方政府创新既是推进行政系统高效运转的基本内容，也是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以鹤峰县“扶贫项

目民营业主负责制”为例，基于利益治理的视角分析了该项目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形成过程，进而从行政压力、政绩追求、利
益互惠、秩序维系等方面分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机制，并分析了地方政府利益治理产生的成本分担、利益耦合、合作共

治等基本效应。据此，提出正确处理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与贫困户之间利益关系的具体措施，以推动该项目

可持续运作与地方政府利益治理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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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effect of interests governance of local government
—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of "Hefeng county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private owner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LIU lei，WU Li-cai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9，China)

Abstract: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is not only the basic content of promoting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of loca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takes "Hefeng county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private owner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as a case study，which expound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interest governance in
project implementation． It is considered that administrative pressure，pursuit of performance，reciprocity of interests and order
maintenance are the driving mechanism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ojects． The cost sharing，interest coupling an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re the basic effects of interest governance． Accordingly，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the project and
improve the governance of local government interests，we should put forward specific measures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as well as between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poor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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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鹤峰县“扶贫项目民营业主负责制”曾在 2001
年入围第一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该项目是鹤

峰县政府在扶贫困境中试行的创新做法，明确了地

方政府、民营企业和贫困户在扶贫方面的责任。其

中，地方政府主要是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并为民营企

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民营企业主要是建立特色

产品生产基地以吸纳就业以及以保护价收购农副产

品; 贫困户则是以民营企业为依托增强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责任意识的达成使三方之间形成了稳定

的利益联结关系，在利益耦合机制的牵引下，三方主

体在合理的利益分配中达成了利益共识，并进一步

上升为责任共识。这一项目在后来的扶贫运作中具

有较强的可持续性。其中，地方政府通过扶强扶优

的办法既保证了民营企业的还贷能力，也提高了扶

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民营企业通过建立生产基地和

组织贫困户生产保证了盈利能力; 贫困户通过保护

价销售农副产品保障了生产收入能力。三方主体利

益分配平衡的格局促进了该项目的长足发展。因



此，该项目是鹤峰县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实行利益治

理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既实现了地方政府的绩效、
民营企业的发展和贫困户的增收，也保证了基层社

会的稳定秩序，奠定了分利秩序的局面。
目前，学界主要基于经济利益的视角分析利益

治理。如邢凯旋等从海外经济利益维护和治理能力

拓展等方面对利益治理展开研究［1］; 程宇对区域协

调发展的利益治理进行研究，以期构建区域协调发

展的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合作机制［2］; 冯巨章对企

业利益相关者的治理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企业会主

动地在不同程度上满足各类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实

现利益相关者治理［3］。这些研究较为重视经济层面

的利益分析，较少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对利益治理进

行现实解释。因此，就鹤峰县“扶贫项目民营业主负

责制”而言，利益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围绕民营企业和

贫困户之间的利益契合点和利益纽带建立起来的相

互合作、互惠互利的利益关系，通过实现三者之间的

利益平衡在基层建构稳定的治理局面。可见，利益

治理是地方政府援引多种资源来平衡各方利益和化

解矛盾，以实现有效治理的基本格局［4］。在鹤峰县

的“扶贫项目民营业主负责制”中，地方政府、民营企

业和贫困户三者之间以互惠互利为前提，形成了休

戚与共、风险共担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紧

密的利益联结关系改变了原有的政府单一扶贫模

式，实现了民营企业带动就业的造血式脱贫，进一步

实现了基层社会有效的利益治理。该项目从发起至

今已经 20 余年，对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为了了解该项目的后续发展情

况，地方政府创新华中师范大学调研组于 2017 年 9
月对该项目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跟踪调研，着重分析

其利益治理的形成过程、动力机制及治理效应。

二、利益治理: 项目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形

成过程

利益治理是鹤峰县政府扶贫工作的重要机制及

特征。鹤峰县的利益治理模式与“扶贫项目民营业

主负责制”相伴而生，这种利益治理模式与项目发展

都有一个形成过程。在项目形成阶段，民营企业扶

贫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压力和实现企业发展，这成为

双方的利益契机，也是利益治理的开始时期; 在项目

发展阶段，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和贫困户之间建立

了利益联结关系，其中，组织模式和产业结构是利益

链接的关键因素，这也是地方政府利益治理的实行

时期，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需求成为利益治理的具

体内容; 在项目转型阶段，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和贫

困户之间建立了利益耦合机制，三方之间形成了利

益和命运共同体，此时的利益治理除了关注利益分

配平衡外，更为注重基层的治理秩序。
( 一) 利益契机: 政府扶贫减压与企业发展需求

( 1994—2000 年)

鹤峰县于 1986 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贫困县。
20 世纪 90 年代，鹤峰县贫困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60%，扶贫任务十分艰巨。按照当时的扶贫政策，

地方政府实行“一家一扶持”的扶贫模式。对山区

而言，这一模式在鹤峰县政府的扶贫实践中存在诸

多困境，这主要缘于: 一方面，山区地广人稀，居民

居住较为分散，耗费了政府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用于

定点扶贫; 另一方面，山区财富贫瘠，百姓创收能力

有限，贫困户返贫的现象较为严重。因此，地方政

府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扶贫任务，就会对地方

政府的基层治理造成政治压力。为了完成扶贫任

务和减少扶贫压力，鹤峰县政府在扶贫领域进行了

大胆尝试，通过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扶贫来分担扶贫

压力。这一项目在 20 世纪 90 年代获得了农业银

行的鼎力相助，逐步走出了一条“民营企业+基地+
贫困户”的信贷扶贫开发之路［5］。民营企业扶贫的

模式带动了大部分贫困户脱贫，超额完成了地方政

府的扶贫任务。之后，地方政府把民营企业扶贫作

为扶贫的主导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鹤峰县许多地区出现了

乡镇企业民营化浪潮。改制后的民营企业面临发

展资金缺乏、原材料供给不足、资源大量流失等困

境。民营企业为了实现自我发展，特别需要地方政

府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支持。但这一时期恰逢地方

政府处于推动贫困户脱贫的困境时期，急需转变扶

贫模式和缓解扶贫压力。于是，民营企业扶贫的模

式成为双方利益的契合点，既减轻了地方政府的扶

贫压力，也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而动员民营企

业扶贫的模式在全国没有先例，也没有成熟的经验

可以借鉴，虽然前期有试点，但尚未普及，且当时民

营企业的重心在于自我发展，于是，鹤峰县政府不

敢大规模推行，仅与县域内若干民营企业合作来推

动扶贫。因此，1994—2000 年是“扶贫项目民营业

主负责制”的新生时期，鹤峰县政府与民营企业的

合作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 二) 利益链接: 组织模式推动与产业结构主导

( 2001—2012 年)

2001 年开始，鹤峰县境内的民营企业逐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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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鹤峰县政府将优势产业

项目捆绑扶贫项目交由民营企业领办，开发资金由

民营企业承贷承还，民营企业与贫困户签订生产合

同，贫困户生产的农产品由民营企业保价收购并加

工后推向市场。地方政府在项目资金放贷时，要求

民营企业与贫困户签订收购合同或直接吸纳贫困

人口就业，保证贫困户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利益。
这一时期，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和贫困户之间形成

了紧密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通过不同的利益

形式来达成深入的利益链接，主要表现为组织模式

与产业结构这两种利益链接模式。
1．建立组织扶贫模式化的利益链接模式。具体

包括两种模式: ( 1) “政府+龙头企业+贫困户”模

式，即地方政府将培育龙头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扶

贫的关键环节来抓。在投入政策上，地方政府每年

安排一定的财政扶贫资金用于民营企业发展和生

产基地( 茶叶、蔬菜、果林等基地) 建设所需水、电、
路的改造和扩建，对龙头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厂房

建设和设备购置等给予适当的贷款贴息。龙头企

业在政府扶持下，以农产品购销合同为纽带来展开

组织合作，进一步实现龙头企业和贫困户的互动发

展。( 2) “政府+龙头企业+中介组织+贫困户”的模

式，即由地方政府扶持贫困户成立专业合作社、专

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将龙头企业与贫困户之间的直

接交易转为由贫困户成立的中介组织与龙头企业

之间的间接交易。这种模式由中介组织代表贫困

户与龙头企业展开合作，为龙头企业提供农产品或

初级加工品; 同时，中介组织为贫困户提供生产资

料、技术和信息服务，按照龙头企业的生产计划组

织贫困户生产。
2．强力推进产业扶贫结构化的利益链接模式。

2009 年以来，湖北省政府从省财政预算的固定资产

投资中安排 3000 万元，并从省级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资金中安排 4000 万元，用于 7 个试点县( 市) 的

产业开发项目建设。在省级政策和财政的支持下，

鹤峰县通过狠抓特色产业建设，强力推动县域经济

快速发展，不断加快全县脱贫奔小康的步伐。其基

本做法包括: ( 1) 科学定位。以调结构、转方式为主

线，扩大开放为先导，项目为转手，园区为平台，特

色化、集群化、外向化为取向，促进传统三大产业向

现代化转变。( 2) 发挥优势。壮大绿色产业集群，

推进新型工业产业化，发展现代服务产业。( 3) 全

民创业。激活创业主体，提升创业能力，强化创业

服务。( 4) 扩大开放。着力优化发展环境，聚力招

商引资引智，努力扩大外贸出口。( 5 ) 搭建平台。
着力规划建设“一区三园”，即“鹤峰经济开发区”
“太平工业园”“走马工业园”“燕子工业园”。( 6)

创新机制。即创新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土地山林流

转机制、指导服务机制和工作推进机制。
( 三) 利益融合: 扶贫模式制度化和治理化转向

( 2013 年至今)

在精准扶贫阶段，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和贫困

户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紧密，三者之间建立了长

效、稳定、良好的利益融合机制。这一阶段的民营

企业扶贫模式更加成熟，在之前的扶贫基本模式下

衍化出了多元化的扶贫模式。此时的利益融合表

现为两个方面，即产业扶贫的模式制度化与基层扶

贫的治理化转向。
1．产业扶贫的模式制度化。随着民营企业的扶

贫技术日益成熟，产业扶贫模式逐步制度化。在地

方政府主导下，民营企业与贫困户通过利益联结，

逐步探索出一条民营企业发展和贫困户致富的“1+
6”扶贫模式。具体包括: ( 1) “民营企业+加工厂+
贫困户”模式。即民营企业在贫困村无偿投资帮扶

建设加工厂，交由贫困户无偿经营管理，并在民营

企业与加工厂之间、加工厂与贫困户之间层层签订

脱贫协议，形成民营企业、加工厂、贫困户三位一体

的帮扶责任体系。( 2) “民营企业+合作社+贫困

户”模式。即通过领办或联办专业合作社集约利用

贫困户的土地和劳动力，为贫困户找到一条适合发

展养殖业和种植业的脱贫之路。( 3) “民营企业+
基地+贫困户”模式。即通过生产基地把分散的贫困

户集中起来，以合约的形式把贫困户和民营企业结

合在一起，由民营企业引导贫困户干、指导贫困户

做、帮助贫困户销，走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的路

子，实现产业规模化和管理标准化。( 4) “民营企业
+大户+贫困户”模式。即扶持具有示范作用的养殖

大户发展养殖生产，不仅对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

予以扶持，还承诺以市场保护价收购其产品。( 5)

“民营企业+就业+贫困户”模式。即民营企业优先

接收本地贫困户进厂务工，既为贫困户提供了在家

门口就业的机会，也让民营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中

获得稳定可靠的劳动力。( 6) “民营企业+电商+贫

困户”模式。即民营企业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通过

O2O、B2C 和 C2C 的形式实现销售，把民营企业生

产的产品与各专业合作社和社员生产的特色农产

品推向市场。
2．基层扶贫的治理化转向。民营企业在基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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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扶贫过程中探索形成了“民营企业+协会”的治理

模式。鹤峰县政府大力激发和鼓励民营企业承担

社会责任，推进生产要素向重点贫困村延伸，带动

贫困户脱贫致富。同时，积极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

与贫困村开展“村企结对”活动，通过产业带村、项

目兴村、招工帮村、资金扶村等不同形式进行结对

帮扶。这种模式主要由乡政府提出、民营企业具体

执行、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具体管理。民

营企业在对口帮扶的过程中，每个企业对口若干个

村的帮扶工作，实行一村一人的驻扎机制，重点了

解村情，制定脱贫计划。因此，该模式是实现乡村

社会治理的有效模式之一，民营企业在帮扶过程中

通过提供资金、技术和信息等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

致富，增强贫困户对民营企业的认可度，无形之中

也参与村庄的社会事务管理，有效促进各种社会问

题的解决。

三、利益与秩序: 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机

制分析

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可从时间和空间两

个维度来进行考量。其时间意义是指当前地方政

府创新项目是否存在; 空间意义是指创新项目是否

扩展到其他地区并存续。就鹤峰县“扶贫项目民营

业主负责制”而言，从时间上看，该项目发起于 1994
年，在 2001 年获得第一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后的十几年里持续推进，在当前精准扶贫的背景下

不断发展并逐步转型，向制度化、结构化、治理化方

向转变。从空间上看，民营企业扶贫一直是扶贫工

作的主要模式，该项目不仅在鹤峰县内积极推广，

而且在恩施州的宣恩县、来凤县、咸丰县、建始县、
巴东县、恩施市、利川市等广泛推广，成为武陵山区

较有影响的扶贫模式。可见，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

上，该项目都持续存在且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态

势。根据课题组的深入调研，该项目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机制主要源于以下 4 个方面。
( 一) 行政压力: 上级政府政治意志践履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其主要职责是促进

本地区的农民脱贫致富。在行政体制压力下，地方

政府面对上级政府的扶贫目标和任务，积极回应上

级政府的治理要求是最有效的选择，这既是贯彻和

执行顶层治理思想的政治表现，也是地方政府政绩

目标的自我追求。面对上级政府的扶贫目标分配，

鹤峰县政府主要采用产业扶贫的方式，通过产业扶

贫提供相关资金、信息、技术和管理等最大化地带

动贫困户脱贫和提升致富能力，且有效减轻了地方

政府的扶贫压力。可见，民营企业扶贫是地方政府

在行政体制压力下实行的较为理想的扶贫方式，保

证了“扶贫项目民营业主负责制”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产业扶贫方式是鹤峰县政府在行政压力驱动

下的现实选择。一方面，以产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是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要求。地方经

济发展是衡量地方政绩的重要标准之一，鹤峰县地

处偏远的鄂西南地区，其县域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成为其首要目标。另一方面，以

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是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

的扶贫任务要求。因此，在经济较为落后和贫困问

题较为严重的双重压力下，产业扶贫成为其回应上

级政府治理要求最为理想的方式。
( 二) 政绩追求: 地方政府的自利性行为

基层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既代表公共利益

和承担公共责任，也存在为自身组织生存和发展寻

找有力条件的自利性倾向。“扶贫项目民营业主负

责制”实施以来，鹤峰县政府一直在该项目中发挥

积极的主导作用。鹤峰县政府将上级政府的政治

意志与地方政府的政绩追求有效结合起来，在扶贫

过程中既贯彻了上级政府的政治意志，也实现了自

身的政绩追求，“扶贫项目民营业主负责制”的有效

运作是其政绩的直接来源。具体来说，获得了上级

政府的认可与支持，为该地谋求了更多的资源和政

策倾斜，促进了鹤峰县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该项

目的实施构建了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和贫困户三者

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既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形

象，也进一步奠定了地方政府的治理权威。可见，

民营企业扶贫与地方政府的政绩追求是相辅相成

的关系，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与地方政府的自利性

倾向密切相关。
( 三) 利益互惠: 社会动员中的盈利策略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化的动员方式逐渐

发挥重要作用［6］。鹤峰县政府将民营企业作为扶

贫的新型力量。在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利益互

惠关系中，鹤峰县政府需要民营企业通过产业扶贫

来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而民营企业则要依赖地方

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来实现进一步发展。为了加快

精准扶贫的进度，鹤峰县政府积极动员民营企业参

与扶贫，并为民营企业提供了诸多优惠条件 ( 如免

费为其建立基础设施、实行扶贫贴息贷款、建立扶

贫奖励机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等) ，帮助其发展

以实现扶贫目标。地方政府在动员民营企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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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的同时，民营企业也会提出相应的利益诉求，

在利益互惠原则下，双方建立了长期的利益联结机

制。民营企业参与扶贫不仅可以带动贫困户脱贫

致富，而且地方政府在民营企业自身利益需求得以

满足的情况下可以更有效地激发其社会责任意识

和参与精神，如民营企业为贫困户提供工作岗位和

无息贷款等，在某种程度上增进了有效的利益治

理。因此，利益互惠成为地方政府扶贫工作的策略

性选择，通过与民营企业达成利益平衡进而实现合

作共赢的局面。
( 四) 秩序维系: 分利秩序下的治理要求

鹤峰县产业扶贫的模式实现了地方政府、民营

企业和贫困户三方共赢的局面，奠定了三方分利秩

序的格局。分利秩序是扶贫资源下乡过程中各主

体合理的利益分配所形成的稳定的基层治理局面。
地方政府的自利性、民营企业的逐利性和贫困户的

趋利性达成利益分配平衡，有助于实现有效的利益

治理和保障基层社会的治理秩序。对地方政府而

言，产业扶贫是地方政府政绩追求和官员个人升迁

的重要渠道; 对民营企业而言，在扶贫进程中获得

了地方政府的项目资金、政策、技术、信息等资源，

实现了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对贫困户而言，产业扶

贫带动了贫困户的直接脱贫，并为其提供了致富途

径，促其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可见，地

方政府的自利性为民营企业的逐利性和贫困户的

趋利性提供了发展空间，而民营企业的逐利性表达

则是以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为前提，并成为贫困户趋

利行为的直接利益来源。于是，产业扶贫成为三者

之间的利益关联点。但在基层扶贫的运作过程中，

如何使精准扶贫的战略与农村社会生态相适应已

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决定农村扶贫成效的决定性因

素［7］。虽然三方之间的利益实现是关键因素，但基

层秩序维系才是地方政府扶贫运作过程中的治理

要求。地方政府实行的项目创新不仅保障了扶贫

任务的达成和实现了三方的共赢，还促进了基层社

会的秩序稳定，进而实现了地方政府有效的利益治

理。因此，地方政府的自利性、民营企业的逐利性

和贫困户的趋利性构建了当前分利秩序的基本格

局，这种分利秩序也成为“扶贫项目民营业主负责

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四、项目创新的效度分析: 地方政府利益

治理的基本效应

鹤峰县“扶贫项目民营业主负责制”的持续发

展与鹤峰县政府的利益治理模式紧密相关。利益

治理是在地方政府、民营企业、贫困户之间建立紧

密、长效、健康的利益关系，用利益来构建稳定的秩

序。该项目的实施实现了合理的利益分配，满足了

三方的利益需求。即地方政府扶贫增效，社会和谐

稳定; 民营企业扶贫获利，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应; 贫困户收入增加，实现脱贫致富。因此，该项目

创新合理地建构了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和贫困户之

间的利益关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 一) 成本分担: 项目创新的行动基础

鹤峰县的项目创新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扶贫成

本分担机制的建构过程。鹤峰县地处偏僻的鄂西

南山区，交通不便，农户收入来源较少，无形之中加

重了地方政府扶贫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压力，尤

其是扶贫移民搬迁安置及后续发展成本投入成为

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8］。面对严峻的扶

贫形势，完全依靠地方政府的力量来推动扶贫难度

较大。为了完成上级政府交付的扶贫任务，鹤峰县

政府改 变 了 扶 贫 策 略，动 员 社 会 力 量 参 与 扶 贫。
“扶贫项目民营业主负责制”通过地方政府动员民

营企业参与扶贫，给予民营企业相关优惠政策和资

源倾斜，将部分扶贫压力分解给民营企业，从而带

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这一成本分担机制的建构过程也是鹤峰县政府

平衡民营企业的利益分配过程。鹤峰县政府并不是

让所有的民营企业都参与扶贫，而是动员具备扶贫

能力的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尤其是将地方龙头企业

和发展潜力较大的民营企业作为扶贫的主体力量。
在利益分配中，鹤峰县政府重点向有能力的民营企

业提供相关优惠政策和资源倾斜，给予带动贫困户

脱贫的民营企业一定的扶贫补贴。因此，鹤峰县政

府对民营企业实行政策激励和责任分担的过程，就

是一种扶贫成本分担机制的建构过程。
( 二) 利益耦合: 项目持续的核心动力

鹤峰县“扶贫项目民营业主负责制”的实施创

造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得地方政府、民营企

业和贫困户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并且

在扶贫过程中让三方主体都同时获利。该项目的

可持续发展主要源于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和贫困户

之间建立了利益耦合机制。具体说来，三者之间有

利益契合点，脱贫是三者之间达成的利益共识。鹤

峰县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完成扶贫任务，为完成这一

任务政府实施各种策略和提供多种资源; 民营企业

为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实现自身发展，积极帮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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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完成扶贫任务; 贫困户是利益分享者，地方

政府的相关照顾和民营企业的相关帮助加快其脱

贫致富。
利益均沾是利益耦合机制的实施效果。对鹤

峰县政府而言，该项目的创新推进为其带来 3 种利

益: 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

增加; 提升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和权威; 提升了地方

政府官员的政绩。对民营企业而言，该项目为其提

供了较大的利益，具体包括: ( 1) 获得政府的资金支

持，享受到扶贫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 ( 2) 获得相关

资源倾斜，如政府支持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 路、
水、电等) 以及提供的销售渠道; ( 3) 提升了企业的

品牌形象，增强农民群众对企业的信任度。对贫困

户而言，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帮助其增加了收入来

源( 如土地流转收入、种植收入、务工收入等) ，并为

其提供了脱贫致富的途径。
( 三) 合作共治: 项目实施的治理效应

治理其实是官方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

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

的需要［9］。鹤峰县政府在基层扶贫的利益治理中，

运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公共规则来实现治理的有效

性，如除了在农村社会中运用村干部的影响力辅助

扶贫工作外，还整合当地民营企业和基层组织的经

济、人脉和资源等来推进扶贫工作，藉此有效贯彻

国家总的扶贫规划和扶贫精神并完成扶贫任务，并

进一步形成新的治理机制以实现基层的有效治理。
鹤峰县政府推动扶贫资源从外部依赖到内部

激发是实现利益治理的基本途径。鹤峰县政府在

精准扶贫中改变了输血式的扶贫模式，通过扶贫资

源的再分配，以及调动乡村干部、民营企业、农民群

体等内部力量的参与来实现间接性的扶贫。鹤峰

县政府的精准扶贫进程不仅代表了扶贫模式的转

变，更反映了地方政府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一方

面，地方政府避免过度运用行政权力来直接干涉基

层治理，而是充分调动、激发乡村社会内部的主体力

量在利益分配平衡的格局下实现合作治理; 另一方

面，地方政府非常重视扶贫资源的分配方式，改变

直接给予经济帮助的方式，在物质援助的基础上以

情感治理的方式给贫困户以现实关怀，注重贫困户

在脱贫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动员贫困户主动脱贫。

五、小结与讨论

利益治理的关键在于平衡各方主体的利益以

及处理利益失衡的局面，从而实现稳定的基层治理

秩序。“扶贫项目民营业主负责制”的政府创新虽

然在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和贫困户之间建立了稳定

的利益耦合机制，但也因为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出现

了利益分配失衡的局面，并对政府的利益治理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突出表现在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以

及民营企业与贫困户的利益博弈上。其中，在地方

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中，有 2 种情况不利于该项

目的发展: ( 1) 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利益而干预民营

企业的扶贫。地方政府在民营企业扶贫过程中，不

可避免地存在运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民营企业生

产经营 的 情 况，导 致 民 营 企 业 扶 贫 进 度 的 中 断。
( 2) 民营企业的过度逐利性易滋生利益套取行为。
扶贫工作是政府的主要责任，而追求利润最大化始

终是民营企业的本质属性。民营企业在利益驱动

下，会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以争取地方政府提

供的无偿或低偿的扶贫资源，存在套取政府资金的

恶劣现象。而在民营企业与贫困户的关系中，也存

在 2 种情况会限制该项目的发展: ( 1) 民营企业与

贫困户之间利益联结松散。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

与贫困户之间缺乏科学规范的合作约束，没有形成

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利益共同体。( 2) 贫困户的

组织化程度较低。由于贫困户的文化素质不高和

个体化倾向，贫困户之间没有形成较强的集体利益

维权意识和互助合作的公共意识，导致成立的各种

合作组织较为松散，在与民营企业的利益博弈中，

其利益要求容易被民营企业压制，处于被动地位。
因此，在利益分配失衡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地

方政府与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与贫困户之间的

利益关系是该项目可持续运作与地方政府利益治

理完善的关键。一方面，既需要合理把握地方政府

介入民营企业扶贫的程度，又需要地方政府有效地

监管民营企业的过度逐利行为; 另一方面，既需要

建立民营企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加强双

方之间的利益关联度，又需要扶持贫困户成立各种

合作组织并加强教育培训，以利于其与民营企业进

行平等对话。
1．正确处理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利益关

系。针对地方政府干预民营企业扶贫的问题，可从

以下 2 个方面着手: ( 1) 健全和完善地方政府扶贫

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地方政府应从项目实施中有

序退出，对民营企业扶贫只须提出原则性的要求，

实现政企分开，以免限制民营企业的扶贫行为; 同

时，地方政府应让渡一些自主空间，将扶贫的具体

运作细则交由民营企业去运作。 ( 下接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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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68 页) ( 2) 加大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

监管力度。对民营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地方政

府可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下，通过游

说、协商等手段激发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进而

减少其过度逐利的行为; 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导民营企业员工中的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

范带动作用，采用多元化的方式充分肯定民营企业

在扶贫中的价值实现( 如授予有突出贡献的民营企

业优秀荣誉称号) ，帮助民营企业在农民群体中提

升信誉度。
2．正确处理民营企业与贫困户的利益关系。针

对民营企业与贫困户之间利益联结松散的问题，可

从以下 2 个方面着手: ( 1) 实行利益捆绑机制。以

农产品购销合同为纽带将民营企业和贫困户的利

益联结起来，尽量将合同量化以形成深度的利益联

结。( 2) 建立股份合作机制。将民营企业和贫困户

的利益与生产、加工和销售挂钩，实行按股分红，真

正形成以生产要素产权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针

对贫困户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政府要加强对农

户的培训以及新型科技知识和管理技术的普及，有

意识地培养农村有潜力的青壮年，组织他们到高等

院校接受教育，将其发展为具有创新精神的组织骨

干; 同时，积极引导农户逐步联合起来成立各种合

作组织，加强与当地民营企业的合作，以此进一步

提升农户在双方互惠利益关系中的权利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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