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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industrial projects is the basic way to implement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However, in our country,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has appeared some new problems: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simplification, singleness, and conflicting with local resource, poor households “sharing the spoils”, limited project sources, high incubator project risk, the lack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and poor project environment. These problem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our country,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defect of the
project itself, the weak local economy and the poor innovation ability. Therefore, the project must
be strong with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inking; improve knowledge to get rid of povert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use of funds; promot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individual poor households out of poverty; improve the assessment mechanism and encourage
innov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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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项目扶贫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路径。但是，我国在实施产业项目扶贫过
程中却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扶贫项目简单化、单一化、与地方资源冲突、贫困户“坐地分赃”、项目
来源渠道有限、孵化项目风险高、项目缺乏内生动力以及项目环境较差等。这些问题与我国的行政管理
体制、扶贫考核机制、项目自身缺陷、地方经济弱以及参与人员创新能力差密切相关。因此，必须用产
业化思维做大做强项目，扶贫先扶智，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发展地方经济，强化贫困户个体脱贫能
力，完善考核机制和鼓励创新等多措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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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精准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产业
项目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说，能否精准地找到产业
项目决定了精准扶贫的胜败。一些地区和扶贫部门正在积极推进产业项目，力图促使贫苦地区和贫苦户
按期脱贫，永不返贫。应该说，这些初衷是好的，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初见成效的，但是，也应该冷静
地看到，目前很多地区推行的产业项目扶贫也面临着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克服这些问题，才能真
正实现产业项目扶贫的目的，才能真正发挥产业项目扶贫的社会价值。

2. 产业项目扶贫：定义、特征与意义
2.1. 产业项目扶贫定义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的重要指示[1]。这是精准扶贫首次成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顶层设计指导思想。在接下来围绕如何脱贫，
习近平主席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入手，提出坚持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
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实现精准脱贫
[2]。其中，“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是置于第一位的选择，发展生产就要精准地选择适合的产业项目，项
目选对了就成功了一半，在进行积极的扶持，发展生产脱贫的目标就会实现。
其实，项目扶贫是联合国扶贫开发计划署在全球各地推行减贫计划的基本措施。在我国一些省区，联
合国支持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扶贫项目已经取得积极的成效，加快了贫困地区的脱贫步伐。在中国西
部的一些地区，贫困人口的比例有所增长。地广人稀是导致当地生产和生活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而不科
学的放牧和耕作方法，则加剧了土壤侵蚀和酸化，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系统造成了威胁。联合国扶贫
开发计划署与我国政府发起了“中国绿色扶贫项目”，即充分利用当地已有的资源，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加
工工业。据项目有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在贵州、四川、云南等省用麻风树种籽生产生物柴油之外，他们还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干旱地区种植可以作为中药原材料的红柳大芸。这种植物除了富有药用价值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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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防风固沙也具有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项目执行方组织专家对当地农民进行相关的培训。此外，
这个项目还将在内蒙古自治区为一些贫困牧民提供小型风力发电机，从而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3]。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金融项目部主任蒋任重认为，项目扶贫的实质是为贫困地区找到一个适合发展的
项目，同时要引进一个有能力拉动这个项目发展的龙头企业，在两个前提基础之上，再调动金融的资源、
科技的资源和其他的资源来推动这个项目的发展[4]。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孙小兰认为，项目扶贫使贫
困地区的贫困人群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5]。可见，产业项目扶贫就是通过在贫困地区确定适
合地区特色发展的典型项目，改变传统的给钱给物方式，使贫困地区的贫困人群实现持续增收，实现从
“输血”向“造血”的转变。

2.2. 产业项目扶贫的特征
2.2.1. 项目的特定性
精准扶贫对象主要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摸清致贫原因、明确扶贫对象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以
往一些贫苦地区并非没有实施过产业项目扶贫，之所以越扶越贫，很大程度与选择的产业项目水土不服、
外生性有直接关系。因此，产业项目扶贫不是抓来一个项目就可以，有资金投入就会立刻脱贫致富，选
准项目，选择适合的特定项目，不一定是大项目，可能是“小”的，却是美好的[6]。
2.2.2. 项目的稳定性
产业项目一般不是单一的一个项目，而是具有很强的上下游关联性，项目自身一般需要较长的孵化过
程、成长过程，之后进入回报期。在此期间，项目管理和开发均处在比较稳定的阶段，不宜进行较大变动
或者追求过高过快，而是按照项目的成长规律，稳步推进，稳步收益。此外，项目的相对稳定，也比较适
合贫困地区人们的技能掌握和学习，只有他们技术适应了，能力满足了，项目的最终价值才能体现出来。
2.2.3. 项目的延展性
项目延展性指从扶贫项目衍生出一系列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满足人们的需求。扶贫项目的延展性体现
在可以促进上下游企业的发展。部分贫困地区的养殖(如养猪)项目发展，是项目延展性的典型例证。一方
面通过盖猪舍，购买饲料促进上游企业(建筑行业、饲料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出售猪毛、猪肉促进
下游企业(如餐饮行业、刷子行业)的发展。除此之外，运输贫困地区产品还能促进物流行业的发展。
2.2.4. 项目的简易性
贫困地区大多贫困户知识水平有限，能力不足。产业项目一般比较简单、易学、易用。比如传统的
养殖、种植、编织以及简单手工服务业等。贫困户可以根据自身状况，从产业项目不同阶段入手，找到
自己的结合点，获得一定的收益。
2.2.5. 项目的实用性
项目扶贫所选项目要符合地区特色，具有实用性，最重要的是符合地区特色，与地区发展相适应，
能够很快的获得经济回报，同时，产业项目不能孵化周期过长，贫困户需求的项目还是以短期、见效快
为主，望梅止渴的项目，对短期脱贫不利。

2.3. 产业项目扶贫的意义
2.3.1. 有一定历史积累和国际援助经验，是发展经济脱贫的基本方式
经过多年的扶贫治理，我国即便在最贫困地区，也尝试过发展产业项目脱贫的探索。同时，国际组
织也在我国许多地区进行过产业项目扶贫的努力。因此，我国继续加大产业项目扶贫力度，可以视为一
种产业项目“接续扶贫”，是通过发展经济脱贫的主要形式，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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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实现全面脱贫，奔向小康社会[7]。
2.3.2. 防止返贫的最主要物质保障，能够可持续地为贫困地区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
产业项目扶贫较之其他模式是一种长效扶贫机制，可以有效避免二次贫困以及返贫不能自拔。一般
来说，贫困地区人们很容易在受到天灾、疾病、环境恶化和市场危机复杂因素作用下再次陷入贫困。大
力开展有序、科学和符合市场规律的产业项目扶贫，做强和做长产业链，扩大项目经济收益，围绕产业
项目带动各种贫困人口就业，相当于为贫困地区拉起再贫的防护网。
2.3.3. 扶贫干部的基本工作抓手，同时，可能培育出新的地方经济增长点
精准扶贫工作错综复杂，广大一线扶贫干部一般会立足地方实际，开展产业链某一环节的项目扶贫
模式，进而可能引进或者内生出产业链其它高端项目，地方造血能力不断增强。扶贫干部可以进一步丰
富工作内容和提升扶贫工作绩效。此外，产业项目扶贫从产业链角度看，很可能给区域经济带来新的增
长动力，产业项目由扶贫初衷，提升为整个社会经济注入活力。
2.3.4. 考核区域脱贫状况的客观标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奋发有为
产业项目扶贫因为其投入、产出的客观性，往往成为上级部门考核地方扶贫工作的评价标尺。产业
项目最根本特性就是客观性、实在性，物质总量和价值就摆在那里，做的如何，好不好，群众可以直接
感受到，上级领导可以直接看在眼里，以此促进各级干部集中精力谋发展，一心一意为脱贫。

3. 项目扶贫：老疤未去新疮起——关注新问题
3.1. 扶贫项目简单化，单一化
调研中发现，越是贫困户集中的地区，资源越是有限，脱贫的阻力越大。许多驻村脱贫工作队以及
上级帮扶部门，几乎都选择了“短、平、快”的帮扶项目：养殖猪、牛、羊、驴等；种植药材、特色农
业和开发山林资源等。这些项目确实具有本地性、易扎根、快出效益等优点，但是，如果这些简单的项
目就能发挥从根本上脱贫的目标，这些地区或者贫困户也不至于依旧未打翻身仗。比如养殖业，很多贫
困户不具备养殖条件并非是缺钱，而是因为受到自身和其他客观条件限制，如养羊遭遇的“封山育林”
问题，养鸡遭遇的“环境污染和群众反对”的问题，养蘑菇等遭遇的“人力和技术瓶颈”问题。因此，
大量的帮扶这些传统项目、单一的项目，没有给出帮扶这些项目的产业规划、可持续性发展设计、最重
要的人员技术保证，很可能秋后算账时，产品遭遇市场寒冬，最后是难以摆脱日复一日的贫困怪圈。

3.2. 贫困户消极抵触甚至“坐地分赃”
贫困并不怕，怕的是人们失去脱贫信心。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脱贫成效世所关注。
但在最艰难的地区或者特殊家庭，积贫积弱仍如影随形，成为缠绕在贫困地区人群心头的噩梦。部分贫困
地区以及贫困户面对各种脱贫举措，几乎每次都是满怀希望，热情参与，最后失败告终，在脱贫面前缴械
投降，人们脱贫信心一次次遭受冲击。特别是一些贫困户在得到低保政策保障后，反而觉得干了也不会脱
贫，反而不如吃低保更实在认识不清这轮的特殊性情势，采取躲避观望的消极态度，对项目扶贫是“能躲
则躲，该避则避”，对各种思想动员、案例示范无动于衷。甚至有部分贫困户借精准扶贫的良机，大肆侵
吞、毁坏和暗中破坏扶贫项目资金和资源，迫使一些扶贫项目中途黯然退出。也有部分贫困户不按照贷款
合同约定，采取多种手段，及时变现获利，或者干脆变成腹中餐，最终使项目扶贫难以继续开展下去[8]。

3.3. 项目来源渠道窄，先验性项目为主
扶贫项目应该百花齐放，因地制宜。但在实践中，大部分扶贫项目来源渠道非常有限，主要依靠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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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区输入、扶贫干部或者扶贫单位引进以及部分当地项目的培育孵化等。这些项目尽管具有一定的当
地适应性，但是，很难给贫困户带来更多的收益，甚至一些贫困户认为很多“新项目”根本带不来脱贫
的转变，新项目还不如当地已经被验证的老项目更具有脱贫效果，一些驻村干部的脱贫指导还不如他们
的累积经验管用。可见，项目来源渠道有限，好的项目、有潜力的项目不能引进来，很可能意味着贫困
户还将在贫困轨道上继续爬行，所谓的扶贫项目仅仅能起到微不足道的加速度作用。

3.4. 孵化项目的风险性限制了项目推广和效用扩散
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在经济承受力、社会恢复能力方面弹性脆弱，难以经受更大的风险，或者是一
点意外风险。因此，贫困地区孵化的扶贫项目要求具有收益稳定性、风险最低性等特点。当地传统经营
项目尽管收益低，面临的局限多，但是村民也不愿意做出冒险性改变。众所周知，项目的收益和风险往
往是成正比的，而一个项目的孵化到成长再到成熟，需要一个时间，一个过程，这就加剧了项目未来的
不确定性，这对急于摆脱贫困和有考核指标压力的扶贫干部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另外，即便个别户
先期示范已经收到成效，依然会有很多贫困户拒绝模仿或者跟着学习，严重影响到孵化项目的扩散和发
挥积极效应。

3.5. 项目缺乏内生动力以及项目环境较差
扶贫项目落地生根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特别是这些项目最后要融入到贫困地区，扎根贫困地
区，转变为一种内生的项目，才能发挥项目的最大价值。一些扶贫干部引进了在其他许多地区证明是好
的项目，如设施农业、特色农产品等，但是，忽略了传统项目的水土适应性以及新项目的匹配性，如人
力、社会环境等，最后，好的项目，大量投资，但收益微乎其微，甚至遭到贫困户的抵制。这就需要考
虑项目引进过程中，如何内生化，即与当地资源、人文产生化学效应的问题。很多扶贫项目最后夭折，
就是忽略了项目的内生性和环境匹配性，如某地效仿外地植菊花，结果，由于菊花不适应本地环境，很
难存活而且品质也不高，很难以高价出售，导致扶贫项目流产[9]。

4. 项目扶贫：把脉腠理—辨明疾患症结
4.1. 行政职能越位，部分项目扶贫人员思想意识落伍
精准扶贫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使命，项目扶贫是从根本上实现脱贫目标的保证。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已经明确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也就意味着精准扶贫也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和价值，特
别是扶贫项目更要符合市场规律，依靠市场机制做大做强扶贫项目。尽管有人认为贫困问题本身就是市
场失灵的表现，在这个领域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但这不能成为行政职能越位，完全不考虑市场
决定作用的借口。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政府要承担责任主体地位，引领贫苦地区和贫困户走向富裕道路。
但在这个过程中，扶贫项目的具体运行和管理，必须尊重市场规律，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能发挥必须在
权限范围内，该由市场决定的经济运行问题，就交给市场。
同时，部分扶贫干部思想意识落后，甚至比较保守，难以带领群众打开扶贫工作新局面。一部分原
因是一批扶贫干部来自政府职能部门，不熟悉市场规律和市场状况，容易滋生行政权力可以解决一切问
题的急躁情绪；另一部分原因是部分扶贫干部缺乏经济项目知识和学习意识，不能及时弥补扶贫项目知
识，也不善于向群众学习，最后造成扶贫项目不符合当地情况或者贫困户需要，扶贫工作和当地群众需
要两张皮，互不买账等新问题。可见，要做好扶贫项目必须先做好扶贫干部的思想提升工作。

4.2. 贫困户对精准扶贫认识不足，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
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尽管这句话有些绝对，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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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麻痹确实可能造成很多工作难以开展和落实。因为受到诸多复杂因素制约，贫困地区以及贫困人群
对“十三五”期间必须完成精准扶贫任务，有各种狭隘的认识，给精准扶贫工作造成极大的被动和不必
要的成本增加。精准扶贫不仅仅是政府和爱心人士的主动作为，更离不开广大贫困户家庭和贫困者的积
极参与。换句话说，部分地区政府部门及其人员对贫困户不信任，不相信贫困户的自我脱贫能力，在具
体工作实践中，扶贫干部过大的主观性判断和硬塞项目做法，极大影响了贫困户参与项目扶贫的主动性、
积极性。有些地区和贫困户甚至现在就产生“脱而不富不如领国家补助”的消极念头。当然，也有一些
贫困户对精准扶贫缺乏坚定性态度，恐惧于以往的多次扶贫项目失败，而不敢贸然参与到精准扶贫项目
当中来，无疑将会造成精准扶贫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4.3. 扶贫考核机制不科学，阻断许多大型项目上马和脱贫效应扩散
项目扶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特定的规律。政府部门要针对项目扶贫进行年度绩效测评，
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或者不黯项目扶贫规律，扶贫考核机制反而会成为项目扶贫的桎梏，
甚至是引入歧途，背离项目扶贫的初衷，中断或者彻底终断一些本来具有极强脱贫效应的大型项目实施。
比如，以年度脱贫绩效考核为依据，迫使一些扶贫干部只能选择那些见效益快，偏重当前利益产出的项
目；或者干脆不去考虑项目之间可能具有的上下游关联效应，断章取义地攫取项目的眼前最大价值，忽
略项目的更长久影响和潜在价值。调研发现，许多地区和扶贫干部均在这样的考核压力下，失去了做更
大项目、可能获取更大脱贫效应的好项目。如此考核，无异于自杀。

4.4. 地方经济综合实力不配套，技术人员缺乏
地方经济综合实力在孵化项目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着孵化项目的发展[10]。一方面，地方
经济实力可以为扶贫项目就近提供融资条件，降低资本运作风险；另一方面，地方经济综合实力也是扶
贫项目产品的直接消费者和最初顾客。如果一个地区贫困户较少或者贫困地区面积不大，完全可以实现
区域内经济技术和人才的互补转移，助力脱贫目标的实现。技术人员是项目扶贫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可
能正因为缺乏技术、信息和相关条件支持，才使得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深陷贫困泥沼不能自拔。技术人
员成长成熟需要特定的条件支持，贫困地区往往是吸引不到技术人才，也无法培养出本地技术人才，使
得一些新的养殖项目、设施农业、种植项目、手工艺产品无法高质量实现预期效益。实践证明，传统方
式对待新品种，几乎都是费力不讨好，极大降低新项目的综合产值和影响力。

4.5. 对地区特色产业把握不准确，内生动力严重不足
精准扶贫首先要做到精准把脉，即真正找准致贫因素以及以往项目失败的核心问题。一些扶贫干部
受制于自身能力以及外部环境干扰，很难真正找准适合本地区的特色产业项目，而如果产业项目把握不
准，盲目引进项目或者扶植本地项目，其结果很可能都不理想，项目难与当地接轨，造成外生式扶贫现
象。内生动力包含很多方面，但是，知识和技术是内生动力中最基本的要素，贫困地区内生动力往往不
足，没有足够的知识资源和智力资源去支持项目扶贫的发展，仅仅依靠粗放式的扶贫项目，只能做到短
期内效益提高而可持续性发展不够[11]。此类贫困地区每年都处在找项目过程中，每年都没有从产业项目
扶贫中获益。

5. 对症下药—攻克项目扶贫天王山，助力小康
5.1. 提升扶贫工作人员的素质，用产业化思维做大做强项目
扶贫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决定了精准扶贫最终效果，更会影响到产业项目扶贫的成败。要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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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干部以及相关人员的业务素质、能力素质等，使其能够不断突破自我局限，用产业化思维搞好扶贫
工作。首先，扶贫干部要改变传统只重经济效果的政绩观，转向注重公平的全新理念；其次，要充分发
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让市场去推动产业项目发展，让市场决定扶贫产业项目的未来；再
次，要建立扶贫干部定期学习和交流机制，为广大扶贫干部提供定期学习、能力提升以及参观学习等培
训服务；最后，要学习和掌握最新的产业化项目协同发展机制，即通过产业化的思维把项目做大做强，
让更多贫困户参与到产业链中来，让他们看到希望，看到未来。

5.2. 加强贫困户自立意识教育和技能传授工作
毫无疑问，贫困户具有内在的脱贫意愿和强烈的致富追求，但是，受到主客观因素影响，自主脱贫
意识逐渐消沉，丧失掉脱贫的内在动力。首先，政府要用多种激励方式，加大政策支持和环境支持力度，
比如目前实施的优惠项目贷款制度、政府担保制度、外部项目输入机制等，让贫困户感到通过自身努力，
完全可以脱贫；其次，要加大贫困地区脱贫示范户的支持力度和宣传力度，要鼓励贫苦地区适宜脱贫的
项目扩散，重点帮扶具有上下游联动效应的脱贫产业项目传播和市场推广；再次，要大力弘扬自主创业、
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优良社会传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为脱贫户选择产业项目、加入项目
开发提供支持；最后，授之以“渔”，一定要结合贫困户自身条件和能力状况，立足社会需求，找准脱
贫点。例如，传统服务行业具有广泛的吸纳就业和脱贫致富效果，完全可以组织伤残人士、体力较差人
员，从事修鞋、配钥匙、清洁洗衣等技能传授，进而支持他们开办自己的服务点。这些传统项目并不轰
轰烈烈，但却实实在在，具有良好的脱贫效应。

5.3. 完善动态考核机制，坚决从制度上消灭数字脱贫的空间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特别是干部任用体制机制改革，是确保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其中，完善精准扶
贫考核机制，更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制度设计。一要充分吸收以往干部考核好的经验基础上，重
点结合精准扶贫工作特点和需要，建立起动态科学的激励考核机制；二要切记避免完全短期任务考核制，
而应该改为项目进度跟进制，即在 2020 年前，围绕具体产业扶贫项目，建立年度完成百分比制度，可以
有一定的弹性空间，给扶贫干部一定的灵活权限激励他们探索好的产业扶贫项目；三要多元主体参与讨
论和设计考核指标，即要把贫困户、扶贫干部和上级行政部门聚合起来，一起商量年度、进度考核指标
和量化要求，最后考核结果就以完全脱贫为制度上限，每个人都清楚考核要求了，也就知道努力方向了；
四要在 2017 年、2019 年分两次邀请社会第三方评估产业扶贫项目的进展和问题，及时为扶贫干部指明
产业项目的改进内容，评估脱贫效果，为上级领导决策和采取断然措施提供客观依据，更主要的是避免
了后期干部“数字脱贫”问题。因此，好的制度设计能够帮助扶贫干部全力投入扶贫工作，坏的制度设
计逼迫好的干部走极端、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精准扶贫工作不容有失，红线划定的很清楚，地方动态
考核机制的设计和实施，意义十分重大。

5.4. 鼓励“能人”回乡创办光彩产业，扶持好的扶贫项目成为地方潜在经济增长点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月是故乡明。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思乡情结和乡土为傲的传统。许多从贫困
地区走出去的好儿郎，大多怀有报效家乡，为左邻右舍做一点物质支持、带领他们脱贫致富的意愿。现
实调查也表明，贫困地区到外地发展的能人不在少数，他们大多秉承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在各行业上都
有能人出现，崭露头角。为此：一是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要通过多种途径向这些走出去的能人，宣讲目
前的精准扶贫政策，好时机，用感情、乡情吸引他们回来创业，举办光彩事业，为他们留下美名；二是
各级政府要举办“老乡会”、“能人会”，向他们介绍精准扶贫的巨大意义和目前困难，鼓励他们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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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产业，并且为他们创办产业项目提供环境支持；三是鼓励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项目与能人擅长的领
域对接，至少可以为能人创办的产业项目提供上下游配套，解决扶贫产业项目盲目性、不确定性市场风
险，还可以获得能人产业项目的技术、人才、信息和资金支持；四是地方政府要着眼未来地区经济发展，
谋求地方经济社会增长，即选择那些潜在经济效益好的扶贫产业项目，争取扶持为地方经济增长点，把
扶贫产业项目和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而不应该视之为包袱。

5.5. 激发内生动力与活力，发展创新项目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时代的主题。贫困地区人民依然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和内生活力，关键是要提
供给他们环境和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精准扶贫能否成功，关键还是看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内在愿景以及一定程度的外部适宜输入保障。首先，贫困地区在进行项目扶贫时要“认清自己”，选准
适合本地区特色发展的项目，要因地制宜，不能盲目进行嫁接高收益项目，不能只是照抄照搬，舒马赫
倡导的扶贫理念“小的，是美好的”依然适用；其次，要从解决突出问题入手，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
力与活力，建立让贫困人口能够依靠产业项目劳动致富的长效机制；再次，真正实现从“输血”向“造
血”的转变，要特别传授给贫困地区人民以技术、技艺，至少要培训若干名与扶贫项目密切相关的技术
能手，为乡村扶贫项目提供直接的技术支持；最后，要扶“智”、用“智”，要重点解决贫困地区和贫
困家庭大学生或者技校人员的就业问题，就业是脱贫的基本保证。要把先期支持贫困家庭孩子读书，逐
步转为为这些家庭孩子就业谋求出路，比如，在县乡公益岗人员选择上，重点向这些地区孩子倾斜，设
置一定的比例，杜绝公益岗被挤占、乱占的现象。

6. 结语
项目扶贫作为我国精准扶贫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在过去的几年里虽然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帮助一
部分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但是在项目扶贫中还存在着很多尚未解决，阻碍项目扶贫持续健康发展的
问题。我国的精准扶贫任务依旧很重，要清醒的认识到精准扶贫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要着力解决项目扶
贫中出现的问题，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出更好、更适宜的扶贫项目，真正帮助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
富，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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