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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reached the critical point of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and it needs
to win the all-round well-off society. However, financial technolog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o we ne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the existing “difficult” and precise, dynamic mechanism and other difficultie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o explore new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na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bine with Inclusive Finance and supply chain
finance, and use high-tech such as big data and block chain, it can optimize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 reduce poverty alleviation costs and improve poverty alleviation awareness of poor
households.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an make better use of fina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help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hich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follow-up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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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准扶贫到了攻坚克难的关头，需要决胜全面小康，而金融科技助力精准扶贫效果显著，故探寻金融科
文章引用: 赵萌, 曹洪, 何雅琪. 金融科技与精准扶贫的关系[J].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2): 147-152.
DOI: 10.12677/ass.2020.92024

赵萌 等

技与精准扶贫的关系。对于精准扶贫现存的“难”精准、动态机制等难点，探索金融科技背景下新扶贫
模式，与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结合，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高新技术，可以优化扶贫资源、降低扶贫
成本、提高贫困户脱贫意识。了解金融科技和精准扶贫之间的关系，能更好利用金融科技助力精准扶贫，
对后续的攻坚克难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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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实现让 7000 多
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既定目标，并提出坚持精准扶贫和加大金融扶贫的战略政策[1]。十九大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提到，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优先任务，推动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精准扶贫的内容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精准扶贫的
成效决定了 2020 年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
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2018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继续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显著下
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但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8 年
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 1660 万人，剩下的都是攻坚脱贫的“硬骨头”，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根据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金融科技主要是指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
带动，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业务模式、新技术应用、新产品服务等。
同时也是指一群企业运用科技手段让金融服务变得更有效率，因而形成的一种经济产业。金融科技助力
精准扶贫已在部分领域颇具成效，但相信今后还会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2. 精准扶贫现存的难点
2.1. “精准”的不易操作性
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在操作上是极为困难的。鲁春艳学者认为一是贫困程度难以界定，二是贫困地区
的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增加了精准识别难度，三是贫困对象个体差异较大，对扶贫工作人员要求较高[2]。
困难程度不能单纯的以总收入作为指标，还与每户人口数，能力，支出等情况有关，多维度指标的考察
给予了贫困界定一定难度。建档立卡时会因个人意识、思想觉悟出现一些填报与真实状况不符的现象，
甚至还有部分外出务工贫困户不能及时了解国家扶贫政策，错过申请。贫困成因也与个体情况有关，国
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资料显示贫困成因 30.54
%为疾病残疾，46.78%为缺乏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其他原
因占 15%以上，如图 1 所示[3]。
邓维杰学者在精准帮扶环节提出了九个排斥，一些帮扶措施对部分贫困户起不到作用或有进入门槛
[4]。比如进行项目扶贫，建立生产或养殖基地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时，一些丧失劳动力的贫困户依旧没有
办法实现创收，实现脱贫。乡村基础设施以及 IT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消耗大量帮扶资金，对产业的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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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帮助，符合大部分贫困户的利益，但可能对小部分贫困户有效价值不高。

摘自王介勇,陈玉福,严茂超《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及其创新路径研究》

Figure 1. Main causes and structural proportions of poor households in China
图 1. 中国贫困户主要成因类型及结构比例

2.2. 精准扶贫的动态机制
在整个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动态管理机制的及时性与准确性至关重要，但仍存在主要缺陷。一是数
据量大，贫困户的基本信息、帮扶项目、对接人员、资金流向、脱贫程度等需要录入以及更新[5]。部分
贫困户因自身原因，例如文化素质低下或疾病，而不能正确或及时反馈信息。二是贫困人口退出机制和
再入机制不健全，同时贫困户思想意识上的不配合，存在扶贫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的状况。比如有部分
群众为获取易地搬迁补贴而有目的性搬回危房，争做“钉子户”；有达标群众想继续享受扶贫福利而不
愿意脱贫，使扶贫资源的边际效益低下；贫苦户脱贫后，因飞来横祸或意识怠惰又再次返贫，不能及时
再入库，会使其得不到应有的帮助。

2.3. 扶贫效率数字化
扶贫效率数字化主要体现在精准管理，具体展现在扶贫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因村派人和脱
贫成效。扶贫项目的数量与大小可以决定扶贫效率，将贫困户进行分类，类别相似的贫困户分配有针对
性的扶贫项目，这样可以减少资金和人力的投放。不同资源的消耗量有不同脱贫成效率，可获得最大扶
贫效率，以此寻找最佳扶贫资源配置，以减少资源浪费。但贫困人口的点状分布、致贫原因的复杂化和
各种返贫的不确定性，导致扶贫效率数字化困难。而且贫困人口动态识别执行成本高，贫困户的主观能
动性不高，扶贫项目缺乏有效的群众监督，容易导致扶贫行为短期性和扶贫资源浪费[6]。

2.4. 企业和社会组织扶贫完善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企业和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参与脱贫攻坚既是
社会组织的重要责任，又是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
组织发展壮人的重要舞台和现实途径。社会组织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具备帮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具备参与到精准扶贫战略中来的实力。加之，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鼓励社会组织参与
到扶贫攻坚战中，为社会组织的参与提供了多方支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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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科技背景下新扶贫模式的探索
3.1. 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主要是为中低收入者、贫困人口和小微企业提供服务，让金融服务惠及所有贫困阶层[8]。
据上数据，22.88%的贫困户因资金短缺而致贫，而普惠金融能解决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短缺、农民贷
款难等难题。发展普惠金融，能够为贫困户提供价格合理、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指数与贫困
率负相关，即有利于地区和个人的脱贫[9]。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支持下，农村社区将加大社会基础设施和
IT 设施的建设，构建农村社区信息化网络。在此基础上，随着金融服务机构的普及，金融科技带给普惠
金融的影响越来越大。
利用贫困户建档立卡的资料和六度人脉理论，收集借款人的数据，对借款人进行信用评估，筛选或
推出符合借款人实况的微小信贷产品，还可收集大量数据进行产品反馈，对产品进行更新调整，提供更
加适合客户所需的产品，实现产品和服务全面化，满足不同客户的服务需求。金融科技扩宽普惠金融的
覆盖面，吸收空白人群，利用人脸识别等技术，贫困户获得金融服务门槛将降低，能以高效率的方式享
受金融服务。

3.2. 大数据、区块链等高新技术扶贫优势
大数据在精准帮扶工作中主要发挥识别、控制和评估的作用[10]。目前不仅有全国精准扶贫大数据平
台，另外还有 17 个省建立了本省的扶贫大数据平台。大数据筛选贫困对象更加精准，多维度比对用户条
件，客观给贫困人口打分，找出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户，已在多次实践中发现符合要求而被遗漏的贫困
户，也剔除不达标而入库的用户。大数据在分类施策上也有不凡的表现，利用贫困户的基本情况，根据
用户需求和致贫原因，可有针对性的帮扶，如：社会保障兜底、发展教育脱贫、生态补偿脱贫、易地搬
迁脱贫、发展生产脱贫等。大数据也可优化动态管理机制，向平台及时录入和更新贫困户的信息，实现
部门互通，上下联动，规避信息滞后性。还可以建立监督模型，严格控制资金流动，跟踪扶贫日志，数
字化考核脱贫成效。
区块链技术的共识机制、去中心化、防篡改机制、可追溯性、分布式账本特点给精准扶贫带来了优
势[11]。去中心化使每个贫困户都是节点，分布式的“信任化”破解扶贫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
扶贫过程透明可控，有利于评析扶贫绩效，同时能减少金融机构服务的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防窜
改机制和可追溯性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同时将每一笔资金的流向都盖上时间戳，资金从技术
层面可追溯，人员以及资源的动向都将透明化和公开化，避免贪污官员或不法分子的盗用资金和篡改数
据。

3.3. 农村供应链金融
供应链金融是实体经济在金融业务活动中，基于产业链结构性的分享式信用融资。根据国务院扶贫
办数据显示，精准扶贫的众多模式均涉及供应链金融，如产业扶贫、电商扶贫、行业扶贫、社会帮扶等。
其次，在供应链金融中，小额融资，如网贷、众筹，以及线上支付，如微信、支付宝，都给扶贫注入新
的活力。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为传统供应链金融实现基于技术和数据的信息资源共享以及与互联网金融的深入融合创造了有利条
件，无疑将进一步提升供应链金融的经济保障、成本削减和风险控制能力[12]。
随着普惠金融深入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农业供应链金融逐渐成为破解农村小微企业和贫困农户融资
困境的一个重要路径，该模式能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审计成本等难题，能
突破传统金融机构授信条件的约束和面向农村贷款的风险排斥，具有资金封闭运行、风险小、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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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复制性强等优势，可以实现农业供应链成员间的利益捆绑，成为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发展进而促进农户
减贫增收的有效路径之一[13]。

4. 金融科技与精准扶贫的关系
4.1. 优化扶贫资源
金融科技可以优化资源。首先体现在可以让扶贫项目因地制宜，物尽其用，人适其岗。扶贫项目的
选择可以更具针对性，利用当地的优势条件，如太阳光强烈地域进行光伏产业扶贫；打造西藏净土一捧
藜麦，建立生产种植基地和电商销售；打造文化扶贫产业，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旅游业务。地域、
气候、文化等都可以成为当地的特色帮扶的条件。
众多的社会组织与企业也展现了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战”，利用自身商业优势，构建
产业模型和探索扶贫新路径，如阿里巴巴的松果公益、上海寻梦信息技术的“多多农园”。利用金融科
技，经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筛查匹配，精准到户，对接双方满足以下条件，社会组织或企业能高效改
善其帮扶对象的贫困情况，或根源上帮助解决其致贫原因。企业或社会组织与贫困户对接优化，即帮扶
人员一户一策，因户制宜，双方帮助和被助契合度高，合理利用扶贫资源，帮扶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也发
挥到最大。
扶贫动态管理机制上的创新与升级也能优化扶贫资源，基础 IT 设施的普及与金融科技的加入使贫困
户实时信息录入与更新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及时性的优点能避免资金与物料的过度滞留，提高资源的周
转率，同一段时间内的资源利用率会有效提升。

4.2. 降低扶贫成本
目前的扶贫成本主要集中在对个人的资助和对扶贫项目的投资两大块。在个人方面，在一对一帮扶
的模式下，金融科技扩宽普惠金融的覆盖面，针对缺乏资金的贫困户，小额贷款、融资的门槛不断降低，
“e 农贷”等模式也不断推出，贫困户获得资金来源的渠道变多。以前贫困户只能靠国家拨款救助，随着
金融服务的普及，他们可以利用自身条件，如抵押农房、土地获得小额贷款，作为小本生意或生产种植
的脱贫启动资金。有金融科技助力的普惠金融可避免部分贫困户坐等“钱从天降”，当贫困户有渠道筹
集资金，能够“脱贫有钱”、“脱贫有道”，使贫困户筹集资金一定程度上“自力更生”，而不是政府
一味拨款，从而降低扶贫成本。
在项目扶贫的投资上，有产业扶贫、行业扶贫、电商扶贫，产业扶贫是扶贫开发工作的核心和关键，
是解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生存发展的根本手段，是实现稳定脱贫的必由之路和根本之策。行业扶贫利
用当地自身优势产业，发挥特色，带动贫困户积极性。电商扶贫为手段，建立电子商务系统支撑体系，
提升贫困地区运用电子商务的能力，推动自生特色产品与服务的电商化，增加贫困户收入，加快农村结
构化转型，从而实现长效脱贫。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在长期看来会大大降低成本。

4.3. 提升贫困户脱贫意识
金融科技对帮助我国农村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无疑是很有效的，但相较于城市人群而言，农村
地区居民金融知识和认知能力尤显不足，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较弱[14]。农村居民在金融知识方面上的认
知不足，导致会对这方面有些抵触。
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使得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更加普及。同时也应该加大激励机制
力度，鼓励贫困农村居民使用网络，使得收集这些贫困农户的金融信息和征信更加方便，对后续开展金
融科技与扶贫更有帮助。政府还应当安排相关的金融科技普及计划，即通过广播、电视、线下宣讲等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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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普及金融知识，宣传金融科技与扶贫的相关政策，开展农村消费数字技术知识普及以及提升金融素养
的相关培训，强化农民金融科技相关理论认识，合理理财，寻找金融服务的能力，增强保护和风险防范
意识，这样可以有效提升农村贫困户的脱贫意识。

5. 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科技能助力扶贫工作和有效改善精准扶贫现存难点。同时，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
农村供应链结合，大数据、区块链等高新技术的应用，探索新的扶贫模式。运用金融科技，可以一定程
度上优化扶贫资源、降低扶贫成本和提升贫困户脱贫意识，助力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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