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贫困人口减少约 8 亿

过去四十年来，按照世界银
行每人每天 1.9 美元的绝对贫困
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大约
8 亿， 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的
75%。2021 年，中国宣布现行贫困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无论以世
界银行标准还是中国现行贫困
标准衡量，中国减贫速度和规模
均前所未有。 虽然消除了绝对贫
困，但仍然有一定数量人口的收
入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普遍
采用的贫困标准。 为此，中国确
立了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的新目标。

虽然中国尚未制定具体的
指标，但毫无疑问，未来共同富
裕政策将聚焦于这一群体。

《报告》聚焦中国过去四十
多年帮助近 8 亿人口摆脱贫困
的驱动力量及其借鉴意义，并对
中国未来政策走向提出建议。

《报告》认为，中国解决绝对
贫困问题的两大支柱是基础广泛
的经济改革发展和政府主导的扶
贫战略与政策。其中，基础广泛的
经济改革发展为贫困人口提供了
新的机会并提高了收入。 政府主
导的扶贫战略和政策是政府认识
到需要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进
行有针对性的支持后， 最开始瞄
准因地理环境导致缺乏发展机会
的地区， 之后转向瞄准贫困人口
的精准扶贫战略。 精准扶贫战略
在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有效治理是
中国减贫成功的基础， 政府的可
信承诺、 政府内部协调以及与非
政府部门的合作为实现减贫目标
提供了支撑。

贫困人口年递减 1900 万

《报告》指出，过去四十年，
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减贫的速度
与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以 2010
年国家贫困标准计算 ，1978 -
2019 年， 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97.5%下降到 0.6%， 农村贫困人
口从 7.7 亿下降到 550 万， 减少
近 7.65 亿。 换句话说，在过去四
十年里， 中国平均每年减少近
1900 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平
均每年降低 2.4 个百分点）。根据
世界银行每人每天 1.90 美元的
贫困标准衡量，中国贫困发生率
从 1981 年的 88.1%下降到 2018
年的 0.3%， 大约 8 亿人口脱贫。
如果使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普遍使用的

更高贫困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
发生率也呈现快速持续下降的
趋势———虽然慢于 2010 年国家
贫困标准下的减贫速度。 2021 年
2 月 25 日，中国政府宣布实现了

“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目标。

平均寿命接近 77 岁

《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四十
多年来，中国的各项福利指标改
善明显。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
口平均预期寿命为 66 岁， 远超
其他发展中国家，处于有利的发
展起点。 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
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2019 年
中国人口平均寿命接 77 岁，婴
儿死亡率从 1978 年的 52‰下降
到 2019 年的 6.8‰。

初中教育人群比例翻番

《报告》指出，早在 1978 年
前，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水平就已
高于同类型国家。 改革开放后，
随着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逐步
普及， 中国教育水平进一步提
高。 到 2010年，中等教育入学率
已达到 88%。 虽然中国当时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远低于巴西和
南非等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但中
等教育入学率指标与这些国家的
差距不大。 1982-2010年，完成初
中教育的成年人比例从 22.8%增
长到 65.3%，提高近两倍。

总体来看， 过去四十多年不
断提高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体
现了中国在收入、健康和教育等
方面的大幅改善。 中国人类发展
指数排名的排名从 1990 年的第
106 名（共 144 个国家） 提升到
2019 年的第 85 名（共 189 个国
家）， 与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的
差距不断缩小。 在过去四十多年
里多维（非货币）贫困也有所改
善， 中国多维贫困人口比例从
2002 年的 12.5%下降到 2014 年
的 3.9%。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具有
重要的世界意义。

中国的减贫成就不仅帮助
世界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还提
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第一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消除极端贫
困。 1981-2017 年，按照世界银行
每人每天 1.9 美元贫困标准，全
世界平均每年减少近 3400 万贫
困人口，其中 2400 万来自中国的
贡献，中国减贫人数占全球摆脱
极端贫困总人数的四分之三。 整
体上看，中国的减贫进程始终领
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减贫史是经济社会发展史

《报告》称，自 1978 年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保持了数十年的经
济快速增长，这部分得益于有利
的初始条件，包括受过良好教育
的健康人口、低生育率、高储蓄
率和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同
时，改革开放政策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中国与一些其他曾经
实现过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特别
是东亚地区经济体具备共同特
征。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主要内
容包括注重教育、实施外向型发
展、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宏
观经济稳定、实施与比较优势一
致的结构性政策体系，以及支持
市场竞争等，这些政策既有其特
殊性，也与其他高速增长的经济
体有共同之处。 中国 1980 年以
来的减贫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中国的经济追赶过程。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
基础广泛的经济改革发展。

中国的改革发轫于贫困人
口相对集中的农业部门。 得益于
引入市场激励机制，贫困人口生
产率提高。 低技能要求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
供了转移就业机会。 城镇化进程
有助于农民工利用城市新机会，
其向农村家庭的转移支付又提
高了留在农村家庭的收入。 由政
府投资的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村
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了农
村、 城市和出口市场的互联互
通。 这些领域的改革是渐进的，
有利于企业和劳动者逐步调整
并适应改革。

当贫困发生率低于 10%以
后，精准扶贫战略和社会保障体
系开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013
年起实施的精准扶贫战略覆盖
了从贫困识别到贫困退出的整
个过程，对于帮扶谁、谁来扶、怎
么扶、如何退以及防止返贫的各
个环节做出部署。 这一战略获得
全政府、全社会的支持，有效解
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对于
消除绝对贫困意义重大。

减贫成功得益于有效治理

《报告》称，和其他东亚国家
一样， 中国拥有一个有能力、高
效率的政府。 中国政府对减贫目
标做出可信承诺， 并在政策执行
过程中推动各层级政府和不同部
门间的协调， 积极动员非政府部
门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合作。 中
国根据国情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广阔国土面积要求中央政府在政
策实施中进行分权， 地方性政策
试验空间很大， 地方政府之间竞
争程度也很高。 为了保持政策一
致性， 各级政府对政策试点开展
了严格的监督和问责， 同时对官
员进行了强有力的行政激励。

消除绝对贫困并不是中国
减贫事业的终极目标， 未来政策
重点需要转向缩小优质公共服务
等方面的差距、 解决长期存在的
收入不平等和经济机会不平等、
减少低收入群体因经济向绿色
化、城镇化、服务业驱动转型而
面临的风险。 作为实现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政策框架的
一部分，需要进一步调整国家低
收入标准，以适应不断提高的国
民收入水平。 低收入人口帮扶措
施需要与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
深度融合，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支
持，降低少数群体获益过多的风
险。 这些政策取向已经反映在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具体的
行动计划将在“十四五”期间制
定并实施。

减贫进程领先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提出
了在总结回顾中国减贫经验领
域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首
先，关于中国扶贫战略和政策究

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贫困地
区发展，以及减贫和增长之间关
系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与
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贫困地区的
发展息息相关。 第二，关于中国
将地方性政策试点试验与强有
力的绩效激励制度相结合的经
验对于其他国家有何启示需要
进一步分析，这将有助于理解分
权模式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
间的关系。 第三，关于中国精准
扶贫经验、具体的政策干预效果
及政策间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
分析， 这对于理解政策效果、效
率和可持续性意义重大。

广义上讲，分析政策干预的
成本及收益有助于理解“算大
账”的含义。 这对于解释基础设
施投资对减贫的影响，户籍制度
和中国的城镇化等相关政策十
分重要。 在以上这些研究领域，
应该鼓励国内外的研究者、政策
界和学术界人士开展广泛交流，
在更大范围内提供高水平实证
研究所需要的数据。 这些努力将
有助于中国的减贫成就在世界
范围内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理解。

� � 3月31 日，由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开展研究的《中国减贫四十
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以下简称《报告》）在京发布。 该研究报告

分析了过去 40 年中国减贫的主要驱动力量，总结了中国减贫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
并对中国的未来政策方向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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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减贫四十年》报告：

8 亿人口摆脱贫困，人均寿命接近 77 岁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 年国家贫困标准
（按照 2011 年购买力平价为每人每天 2.3 美元）下的农村贫困发生率

人均国民总收入比较（按购买力平价折算国际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