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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社会组织推动精准扶贫

社会组织具专业优势

对于社会组织在脱贫攻坚
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中国社科院
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
认为，引入专业社会组织进行精
准扶贫很有必要。“富裕的家庭
都是相似的，贫困的家庭则各有
各的原因。 贫困的成因比较复
杂，涉及资源匮乏、自身能力不
足等不同方面的原因，而每一个
方面又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涉及
经济、社会、政治、环境、文化、生
理和心理等各个领域。 ”

“一个贫困家庭可能受到以
上各种因素的部分或全部影响，
所以为了落实精准扶贫要求，就
要对贫困个案进行研究。对于贫
困家庭，一家一户进行诊断，挨
个找出致贫原因， 制订脱贫方
案， 针对不同家庭实际情况给
予扶贫或救助， 直到这些贫困
家庭都具备了自立能力， 有了
自我发展的资源、环境和条件，
并且逐渐成为一种现实保障，
就是真正脱离了贫困。 ” 唐钧
说，“如果要从个案入手实现精
准扶贫，就要具备可持续性，讲
究慢功夫、细致活。 所以，专业
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能取得
不错的效果。 ”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
究院院长王敬波认为， 社会组
织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作用，
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社会组
织的专业性可以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发挥较为明显的积极作
用。 因为扶贫不是简单地改善
贫困现状， 更多的是要扶智和
赋能， 也就是要赋予贫困人口
能够长期摆脱贫困的能力，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这个角度
来看， 因为大部分社会组织都
有比较强的专业性， 社会组织
的工作人员所拥有的专业技
能， 包括社会组织在相关领域
中所拥有的专业资源， 都可以
为解决贫困户长期发展能力问
题发挥重要作用，为提高贫困户
就业能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其次， 社会组织可以拓展
脱贫攻坚的渠道。 因为社会组
织的联系面比较广， 很多时候
能够连接政府和社会公众，所
以社会组织能够成为政府的有

效补充。 社会组织所具备的特
有资源和渠道，可以为脱贫攻坚
提供重要助力。

再次，社会组织可以优化脱
贫攻坚的整体格局。 脱贫攻坚是
一项长期工作，因此不能单独完
全依靠政府部门，试图毕其功于
一役，一定要调动多方资源来共
同参与。 社会组织在社会结构当
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可以作为连
接政府和社会的桥梁。 通过社会
组织的积极参与，避免政府有关
部门陷入单打独斗的境地之中。

“社会组织主要分为两类，
即在乡村的社会组织与在城市
的社会组织，这两类社会组织有
所区别，各自有不同的作用。 乡
村的社会组织常常不在公众视
野范围之内，有时候不被当成社
会组织。 其本身又分为好几类，
文化类、体育类均有。 ”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
任杨团举例说，在村里组织文娱
活动的舞蹈队，实际上也是社会
组织；老年人互助组织，也是社
会福利组织。

据杨团介绍，同时，还有乡
村建设类组织， 以地方为例，有
的地方有供水协会。 在中国北
方，前些年有一些有关部门对口
项目，如修水井、整理村庄土地
等， 由于这些工作的专业性，需
要成立专门的组织予以实施以
及在项目完成后对其进行维护
修理。 另外，还有一种乡村社会
组织是“书院”，多由所谓的“新
乡村人员”， 包括退休回乡老干
部、复转军人、返乡青年等创办。
如今乡村“书院”总量不少，但大
多未登记注册。

杨团认为，脱贫攻坚除了要
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更重要
的是增强贫困户的生活能力，能
够成为自己的主人。 现在的脱
贫攻坚工作内容比过去丰富很
多，除了人均收入之外，对于医
疗、社区、老弱服务等都有相应
的指标要求。 这种综合、全面的
包括改善公共服务在内的扶贫
工作， 需要乡村社会组织的参
与， 由于一些乡村社会组织扎
根贫困地区， 能够发挥出比较
重要的作用。

“社会组织对于乡村振兴战
略也很重要。 根据去年中央发布
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
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没有农业农
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
化。 乡村人口多，但在社会环境、
公共服务等方面处于弱势。 城市
的资源整合、发展、再生能力比
乡村强，因此城市社会组织要责
无旁贷地支持乡村。 ”杨团说。

拓展社会组织参与渠道

对于如何推动社会组织发
挥作用，业内专家也发表了各自
的看法。

王敬波认为，要进一步拓展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工
作的渠道，这需要从多个方面努
力。 从中央层面上来说，需要有
更多政策来鼓励社会组织积极
参与脱贫攻坚，包括出台各类较
为细致的政策、措施以及较为严
格的规章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参
与脱贫攻坚工作。

“从地方来说，需要建立一
些确保社会组织能够深度参与
脱贫攻坚工作的机制，或者整合
一些资源及平台。 比如，建构更
多、更广泛的平台，吸引社会组
织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之中，并
且为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提
供渠道。 ”王敬波说。

唐钧认为，社会组织可根据
当地的生活生产条件招揽各类
专业技术人员，在较长一段时间
内，持续有针对性地关注和帮扶
贫困家庭。

“从某种意义上说，扶贫先
扶志，只有在社会心理层面帮助
受助者摆脱既成的心理状态、生
活方式和文化环境，耐心帮助他
们走上脱贫之路，才能收获丰富
的脱贫攻坚成果。 因此，社会组
织应持续给予贫困家庭关注和
帮扶。 ”唐钧说。

“要重视乡村社会组织，促
进其发挥作用。 在支持方式上，
城市社会组织要支持乡村社会
组织。 如果城乡两地的社会组织
能够联动，携手合作，就能更好
地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杨
团说。

整合资源提高精准度

在引导更多社会组织深度

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同时，也要
及时预防和规范一些问题。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称， 下一步将继续为社会组织
参与脱贫攻坚提供方便、 创造
条件， 及时解决社会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同时也将依法对社会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中弄虚作假的行为进
行公开曝光批评， 对假借扶贫
名义搞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坚决
予以打击。

王敬波认为，社会组织在脱
贫攻坚工作中持续发挥作用的
同时，也存在三个比较明显的问
题：

首先， 一些社会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工作后， 仍然处在各
自为战的状态之中， 资源整合
力度还不够，也难以形成合力。
因为社会组织本身就处于相对
比较分散的状态， 社会组织之
间以及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相
互联系的纽带并不是非常牢
固， 所以要想办法让不同社会
组织围绕脱贫攻坚工作不断形
成合力。

其次，有些社会组织参与脱
贫攻坚的精准度还不够。 毕竟社
会组织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所
以到底各类社会组织分别在什
么领域扶贫能够更好地发挥作
用， 如何精准对应扶贫对象，都
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

再次， 社会组织参与脱贫
攻坚的范围和数量需要进一步
扩大， 要积极去培育相关社会
组织， 尤其是增加脱贫攻坚工
作中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
的数量。

“实际上，这些社会组织从
一开始就有非常明确的扶贫宗
旨。 多培育这类社会组织，将其
引入脱贫攻坚工作中来，这对于
脱贫攻坚工作整体质量的提高
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王敬
波说，“所以，为了更好地发挥社
会组织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作
用，需要不断完善政策、制度，进
一步整合资源，改变社会组织各
自为战的状况；要提高扶贫精准
度，增强社会组织在专业领域内
的作用和功能；还应积极培育专
门扶贫的社会组织。 ”

杨团认为，目前，社会组织

政策、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有待
完善之处， 主要是促进社会组
织发挥作用的机制需要进一步
完善。 例如，比较重视城市社会
组织， 对乡村社会组织关注度
不够；比较重视大型社会组织，
对一些草根类社会组织关注度
不够。

“我国目前登记在册的社会
组织已经超过 81 万个， 但是有
些乡村‘书院’以及其他乡村社
会组织都不在其中。 而乡村社会
组织多为未登记注册的社会组
织，容易受到忽视。 其实这些乡
村社会组织与乡村福利、 治理、
文化、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在脱
贫攻坚工作中也能发挥应有的
作用，但是这类社会组织有时候
只能凭自己的努力开展工作。 ”
杨团说。

“另一方面，城市社会组织
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单打独
干， 没有将重点放在怎样启发、
支持、 帮助建立乡村社会组织
上。 现阶段，我国城市社会组织
要么是投钱立项， 要么是反过
来先立项再投钱， 但是有些时
候等到项目结束、资金用尽，可
能相关人员也离去了， 缺乏长
期持续的项目。 当然能够在乡
村立项比无人问津要好得多，
但相关人员应该认识到， 乡村
振兴、 脱贫攻坚的重点不是做
项目，而是做事业。 应该强化制
度保障长效机制， 在项目结束
后重点培育当地农村社会组
织， 否则项目虽然多但缺乏可
持续性。 ”杨团说。

唐钧认为，当前社会组织参
与脱贫攻坚工作的范围还不够
广。 现阶段的脱贫攻坚工作大部
分依然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做，社
会组织的参与力度和范围有待
进一步加大和拓宽。

“通常情况下，各个行政部
门都有自己相应的工作职责，各
有关部门在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的同时， 自身工作也不能耽误。
相对而言， 社会组织能够长期、
稳定地专注于某一领域。 因此，
通过进一步完善制度、 政策，吸
收更多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让更多社会组织以脱贫攻坚为
目标、功能，是现阶段需要做的
工作。 ”唐钧说。

（据《法制日报》，有删节）

� � 来自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9 日，全国社会组织数据系统显示全国登记社
会组织已超过 81.6 万个， 其中民政部登记社会组
织 2300 个。

据相关媒体报道，民政部专门成立了引导社会
组织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先
后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慈善联合会等 180 家
全国性社会组织，召开多场动员会，通过树典型带
动全面、抓重点推动整体的工作方式，引导全国性
社会组织积极与深度贫困地区对接， 将扶贫资源
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那么，为数众多的社会组织应该如何更好地参
与脱贫攻坚工作？ 《法制日报》 记者就此采访了业
内有关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