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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科技扶贫――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组织篇
Organization

科技赋能助推精准脱贫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发指导司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北京 100028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扶贫开发提高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科技扶贫作

为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的有效途径，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关键性举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科技扶贫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文章提出进一步促进科技扶贫工作的5点
思考：科技赋能助力培育扶贫产业；大力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统筹整合各类帮扶资源；做好科技扶
贫案例的示范推广；实现信息共通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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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到 2 707 个，脱贫攻坚任务接近完成。

央将扶贫开发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

科技扶贫作为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重

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要内容，是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的有效途径，是

局，提高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对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性举措。本文就科技赋能助推

扶贫开发工作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推进、亲

精准脱贫谈几点看法。

自督战，在多个重要场合、重要时点，就扶贫开发

1 认真学习领会中央领导同志对科技扶贫工

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作出一系列新决策、新
部署。经过 7 年多的精准扶贫，特别是近 5 年的脱贫

作的指示精神

攻坚战，截至 2019 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科技三会”①上强调，

困人口从 2012 年底的 9 899 万人减少到 551 万人，贫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

困县从 832 个减少到 52 个，贫困村从 12.8 万个减少

人民生活赖之以好”；在 2016 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0年9月24日

① 2016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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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的讲话指出，“在科技创新上，西部地区要不求

技扶贫放在全院的政治高度来抓。在科学规划的基础

所有、但求所用，东部地区要舍得拿出真技术支持西

上，中国科学院结合贫困地区科技实际需求及所属各

部地区。”中央领导同志的相关指示精神，为做好科

研究单位优势，确定了以猕猴桃、杂交构树、畜牧

技扶贫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业、马铃薯等产业为切入点，“点线面”协同发力，

2 科技扶贫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不断充实和完善科技扶贫模式，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我国实施脱贫攻坚战以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务院扶贫办”）积极配合科技
相关部门，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针对贫困

提供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扶贫模式”，取得显著成
效。

3 进一步做好科技扶贫工作

地区突出存在的科技和人才短板，扎实推进科技扶贫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

工作，不断增强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和自我增长能

到，科技扶贫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与发达地区

力。积极开展“科技扶贫行动”，建立科技扶贫行动

相比，贫困地区不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滞后，

部际协调机制，组织动员全社会科技力量服务脱贫攻

而且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市场意识、科技水平、劳

坚。出台一系列政策，扎实推进科技扶贫工作，大力

动能力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产业发展缺乏科技支

实施科技扶贫“百千万”工程 ②，建设创新创业载体

撑，贫困人口缺乏实用技术，这些问题是科技扶贫中

平台，培育脱贫产业，促进科技成果向贫困地区转移

的“硬骨头”，也是科技扶贫的重中之重。下一步，

转化，推动科技特派员对贫困村科技服务和创业带动

国务院扶贫办将积极配合科技相关部门，继续全力推

全覆盖。

进科技扶贫工作。

2016 年 10 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农业部（现农

业农村部）、国务院扶贫办，启动实施“科技助力精

3.1 科技赋能助力培育扶贫产业

2016 年起，《科技扶贫行动实施方案》和《科技

准扶贫工程”，确定了“千、万、十万” ③的工作任

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实施方案》分别出台，以期动员科

务目标。几年来，各级科技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积

技界力量，在贫困村开展科技特派员专项行动，在贫

极投身脱贫攻坚工作，务实开展科技服务，助力贫困

困乡镇开展科技协会专项建设行动，推动科技人才精

地区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使得贫困群众科技致富能力

准流向建档立卡贫困村，帮助贫困村通过转化实用技

不断增强、干部群众科学素质不断提升，从而为脱贫

术、扶持支柱产业、建立服务体系、培养致富人才等

攻坚作出了积极贡献，科技助力精准扶贫任务目标指

措施，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

标接近完成。2017 年以来，先后有 30 个科技组织获得

展能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未来，国务院扶贫办还将

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优秀组织单位， 259 个集体获

会同科技相关部门，从以下 2 个方面着手，继续推进

得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先进团队， 760 位科技工作

产业扶贫和科技扶贫的紧密结合。

者获得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先进个人。
中国科学院对科技扶贫工作高度重视，始终将科

（ 1 ）充分发挥科研院所专家队伍的作用。 要发
挥各类涉农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作用，建立专家储备和

② 在贫困地区建设“一百个”科技园区、星创天地等平台载体，动员组织高校、院所、园区、企业等与贫困地区建立“一千
个”科技扶贫帮扶结对，实现“一万个”贫困村科技特派员全覆盖。
③ 到 2020 年，组织 1 000 个以上农技协联合会、10 000 个以上农技协、100 000 名以上科技工作者参与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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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支持机制，为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

局，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凝聚强大合力。国务院扶贫办

持；鼓励支持各级涉农部门专家人才，建立产业扶贫

将进一步做好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加大科技扶贫的

项目“一带一”帮扶机制，开展对贫困农户的技术培

资金支持力度；推动科技扶贫与行业扶贫、定点扶

训和田间指导；依托科技特派员队伍和“专家大院”

贫、东西扶贫协作的深度融合；实现科技扶贫与民营

平台，构建起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推进科技精准

企业“万企帮万村”行动、“携手奔小康”行动有机

扶贫。

结合。

（ 2 ）建立科技园区，助推产业脱贫攻坚。 鼓励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与贫困

3.4 做好科技扶贫案例的示范推广

认真总结和推广各地创造的新鲜经验，树立一批

地区对接，帮助筹建科技园区、产业园区，实现贫困

“立得住、叫得响、推得开”的典型。例如，全国

人口转移就业。在西部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

脱贫攻坚模范、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同志，将

族地区建设 3 000 — 5 000 个星创天地，有条件的贫困

毕生精力投入科技扶贫，每年深入基层 200 多天，带

县至少建设一个科技产业园区，推进创业式扶贫，加

动 10 万太行山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事迹感人至深；

快先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同时选择一批对脱贫增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全

收有显著效果的成熟技术，在贫困县、贫困村示范推

社会向李保国同志学习。全国有大量像李保国同志这

广。

样的优秀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及时发现、及时宣传、

3.2 大力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

总结推广，让他们在社会上受尊重，在事业上有发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各地把培育致富带头人作

展。今后，国务院扶贫办将积极配合科技有关部门，

为引领贫困群众稳定脱贫、提升村级发展能力、加强

挖掘科技扶贫的好典型和好经验，进一步做好案例的

基层组织的重要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国务院扶贫

示范推广。

办已联合相关部门制订出台了支持贫困村创业致富带
头人的文件，着力在“选好选准致富带头人”“建立

3.5 实现信息共通共享

精准扶贫的前提是精准识别、信息共享，精准帮

致富带头人领办项目的带贫减贫机制”，以及“建立

扶。打通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才能实现精准帮扶，

以带贫减贫实效为导向的激励机制”上取得突破。目

这要下一番“绣花”的功夫。国务院扶贫办将会同有

前，正力争在 12.8 万个贫困村中，每村确定 3—5 位创

关部门，努力实现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数据与科技部门

业致富带头人培育目标，为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

信息的数据共通共享，推动建立起完善的科技精准扶

撑，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贫、精准脱贫的统计台账制度。

3.3 统筹整合各类帮扶资源

做好科技扶贫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国务

要进一步整合引导政策、人才、资金、项目等向

院扶贫办将与中国科学院等科技相关部门一道，加强

贫困地区倾斜，把中央地方、系统内外的一切资源、

对科技扶贫的工作指导和服务保障。相信在各部门的

一切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着力打造扶贫攻坚新格

共同努力下，科技扶贫工作一定能再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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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powering Promote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Development Guidance Bureau, the State Council Leading Group Offi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State Council Leading Group Offi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the core has rais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an important position of country governanc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lay the supporting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and is a key measure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Since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began, important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5 points of thinking to further promote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powering helps foster poverty alleviation industries; vigorously cultivate leaders for getting rich in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coordinate and integrate various possible resources; popularize and promote the sound practi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realize common information sharing.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powering,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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