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缓解和消除贫困，维护和促进贫困人口的
生存和发展权，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
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党和政府的重
要责任和神圣使命。到去年年底，我国已完成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 2010)》规
划的基本任务，2011年，是我国制定新十年扶
贫规划，实施新十年扶贫开发规划的开局之
年。我省也需要在总结前十年扶贫开发情况和
经验的基础上，对新十年的扶贫开发进行规
划，并在这一规划框架下指导我省新十年的农
村扶贫开发工作。

扶贫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过程中，追求富

裕，摆脱贫困是人们的不懈追求，也是社会发
展的基本动力。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前的各类社
会形态中，由于物质财富的匮乏，除了少数贵
族之外，大多数人口处于贫困之中，贫困是一
种普遍现象。而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物质财富
被大量地创造出来，整个社会得以逐步摆脱贫
困，走上富裕。然而，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
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人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
同，占有资源和从事职业的差别，以及社会收
入分配制度和个人能力的影响，贫困仍然会在
一部分人群中不同程度的存在。因而，消除贫
困，就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要求。

扶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实行的
是社会主义制度，而减少和消除贫困，实现共
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同
志有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道出了
社会主义的本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搞了几
十年的社会主义，由于错误地理解了社会主义
的本质，导致了普遍的贫困。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工业化开始起步，物质财富快速增加，
社会上大多数人口开始摆脱贫困，实现了小

康。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仍有相当一部
分人口处于相对贫困乃至于绝对贫困之中。不
解决这部分人的贫困问题，就背离了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

扶贫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在社会发展
过程中，贫富差别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但
是，社会要保持稳定和谐，实现全面进步，就
应该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使社会
财富更多地向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倾斜，使全体
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扶贫作为社会收
入分配调节的重要手段，是减少社会分配不
公，缩小贫富差距，增加低收入人口收入，实
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直接体现，也是各级政府的
重要责任。可以说，让贫困人口过上体面的、
有尊严的生活，正是人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
普世价值。

扶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工程。党
的十六大提出，我国要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全面小康，就意味着
全体社会成员，包括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
同职业的人都要实现小康，而不允许一部分社
会成员处于贫困状态。要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
目标，就必须通过实施反贫困战略，减少和消
除贫困现象。通过扶贫来达到这一目标，则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基础工程。

扶贫工作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基础的根本。
在我国，共产党是依靠穷人的支持打下了天
下。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和执政
基础，就必须时刻不忘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特
别是为穷人谋利益。工人和农民在我国仍然占
人口的大多数，是党的执政基础。如果党不能
代表他们的利益，就会失去执政的基础和执政
的合法性，就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目
前，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城市下

岗失业工人中。只有做好扶贫工作，完善扶贫
制度，特别是建立一种符合穷人利益的发展模
式，才能保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执政基
础。

新十年山东扶贫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通过在全省组织开展“四五扶贫攻坚计
划”、“扶贫开发十年规划”等，我省农村扶
贫开发工作取得长足发展。

一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经过十
年扶贫开发，全省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2000年
底的420万人减少到128万人，占乡村总人口的
比重由5 . 97%下降到2 . 16%。二是贫困地区农民
收入明显增加。34个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1年的2407元增加到
5738元，增长138 . 4%，年均递增11 . 5%，比同
期全省年均增长速度高1 . 25个百分点。三是贫
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近十年
来，全省贫困乡村累计新增基本农田59 . 8万
亩，整修及新建生产道路1万公里，累计解决饮
水困难村3805个；整体搬迁贫困村47个，搬迁
贫困人口1 . 6万人。四是农村贫困人口发展能力
不断增强。到2010年底，“雨露计划”累计完
成劳动力技能培训6万多人次，转移就业率达到
95%，年增加收入6亿元以上；农村实用技术培
训平均每年超过15万人次。通过扶贫、扶志、
扶能，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精
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我省农村扶贫开发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
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扶贫开
发的任务将长期存在。特别是我省农村人口
多、群体大，农民总体收入水平与东部其他省
份相比偏低，城乡、区域和农户之间的收入差
距持续加大，农村扶贫开发的任务更加艰巨、
难度更为突出。

一是农村低收入人口群体大，已经成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制约因素。根据去年全省调
查情况，全省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000元以下农村
低收入人口676 . 4万人，占乡村总人口的9 . 6%；
其中1500元以下农村低收入人口533万人，占乡
村总人口的7 . 5%。目前，江苏、广东、浙江2500元
以下农村低收入人口分别为468万人、316万人、
271万人，远低于我省。与东部沿海其他省份相比
较，我省贫困人口群体大，增收难，已成为影响全
省农民增收的突出问题。

二是全省还有一些特殊困难区域贫困问题
突出，亟待扶持。这些区域集中分布在山区、
黄河滩区、盐碱涝洼区、库湖区和一些少数民
族集中居住区等。这些区域，致贫和返贫因素
更为复杂，扶贫开发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很大。

三是城乡、区域、农户之间收入差距不断
拉大，扶贫开发任务更加艰巨。目前，全省城
乡收入差距已由2001年2 . 74：1扩大到2 . 93：
1。地区间差距，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市与
收入最低市之差，由2001年的1989元扩大到
4202元。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

掩盖了经济相对发达下的贫困问题，同时也加
重了扶贫开发的任务和紧迫性。

四是扶贫投入与任务目标极不适应。我省
虽然是东部沿海大省，但按贫困人口的基数测
算，目前我省省以上财政资金对每个贫困人口
的扶持水平只有国家的十分之一。从沿海各省
省级财政安排扶贫资金的规模来看，山东最
少，福建、辽宁是我们的3倍多，江苏、浙江在
10倍以上，今年这些省份的扶贫投入还要大幅
增加。今后十年，山东的扶贫任务仍然十分艰
巨，需要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否则，我省富
民强省的目标将很难实现。

新十年山东农村扶贫工作的思路与重点
新的十年，我省农村扶贫工作，形势非常

严峻，任务非常艰巨，扶贫开发工作只能加
强，不能放松；扶贫政策力度只能加大，不能
削弱；贫困地区的发展步伐只能加快，不能停
滞。按照中央的工作部署，结合我省省情和扶
贫工作实际，新十年扶贫的任务目标是：到
2020年，参照国际标准，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
象，努力缓解相对贫困、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
势；省重点扶持的贫困乡、村农民人均纯收
入，到2020年整体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水平。
目前国家的扶贫标准已初步确定为1500元。鉴
于国家扶贫标准提高并综合考虑兄弟省调整的
情况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我省新十年的
最低扶贫标准，建议按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
/3，提高到2330元，这个标准，与原国际标准
每人每天1美元比较接近。

新十年我省重点扶贫对象是:按照省确定的
扶贫标准，把扶贫标准以下具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主要对象，建档立卡，
实行动态管理。各市县可根据当地情况自行制
定扶贫标准。重点扶持区域：根据国家对重点
贫困区域集中扶持的规划和要求，省里继续将
山区、黄河滩区、盐碱涝洼区、库湖区和一些
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以改
善条件，产业开发为核心，加大力度，重点扶
持。拟在上述“五区”内，确定省级重点扶贫
乡镇300个、省级重点扶贫村4000个。

扶贫的关键是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各级
财政应根据全省扶贫开发任务和扶贫目标，制
定扶贫专项资金递增计划，逐年加大扶贫资金
投入力度，并列入年度预算。要加大省级财政
对贫困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确保资金
足额到位。有关市、县(区)必须把扶贫开发投
入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按照有关规定足额落实
配套资金，有条件的地方要尽量增加扶贫投
入，尤其是要把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金用于扶
贫开发。对应新十年全省4000个贫困村的扶贫
任务，按照国家每村投入100万元的标准测算，
共计需要财政专项投入40亿元，平均每年投入4
亿元。其中省级以上财政投资不少于60%。建
议省政府研究确定加大扶贫开发投入。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
中心主任)

山东新十年扶贫真扶贫扶真贫
□ 秦庆武

沂蒙精神作为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我
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已经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求我们结合
新的实践要求继续大力弘扬沂蒙精神。弘扬沂蒙
精神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层面作出
积极努力。

加强阵地和载体建设
建设沂蒙精神教育基地，是宣传和弘扬沂蒙

精神的重要途径。作为沂蒙精神发祥地，临沂市
红色资源得天独厚。近年来，临沂先后建立了华
东烈士陵园、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八路军第一一
五师司令部旧址暨山东省政府纪念地、大青山战
斗遗址、沂蒙母亲王换于纪念馆等70多处沂蒙精
神教育基地。今后，应进一步整合沂蒙红色资源，
规划和建设好沂蒙精神教育基地，并通过大力发
展沂蒙红色旅游，切实发挥好沂蒙精神教育基地
的导向作用。

文艺精品是抢占舆论主阵地的有效手段。近
年来，临沂成功推出了系列丛书《沂蒙颂歌》、文
艺演出《谁不说俺家乡好》、大型风情歌舞《蒙山
沂水》、交响乐《沂蒙山小调》、大型水上实景演出

《蒙山沂水》、电视连续剧《沂蒙》、电影《沂蒙六姐
妹》等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精品力作，
成为宣传和弘扬沂蒙精神的生动载体。今后，要
在继续发挥好这些文艺精品作用的同时，结合广
大干部群众弘扬沂蒙精神的新的实践，不断推出
新的文艺精品。

广播、影视、图书、报刊、网络、手机短信等大
众传媒，是宣传和弘扬沂蒙精神的重要载体。然
而，目前这些媒体对于沂蒙精神的宣传还非常不
够。今后，各类媒体都要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
沂蒙精神，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形成网上网下
弘扬沂蒙精神的合力。

做好结合的文章
把弘扬沂蒙精神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
实际工作相结合。弘扬沂蒙精神，最根本、最主要
的是将沂蒙精神贯彻到实践中去，落实到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实践中不断赋予沂蒙精神以
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实现弘扬沂蒙精神的时代
化、社会化、大众化。要把先进性要求与普遍性要
求结合起来，紧密结合人们的公共生活、职业生
活、学习生活等不同领域和层面的具体特点和实
际，把沂蒙精神的基本要求渗透到乡规民约、行
业规范、学生守则等具体行为准则之中，并善于
挖掘和发挥各类先进典型的榜样、示范作用，使
弘扬沂蒙精神具体化、形象化。

把弘扬沂蒙精神与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相结

合。弘扬沂蒙精神，要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这个核
心，着力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把弘扬沂蒙精神与深入研究沂蒙精神相结
合。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研究沂蒙精神
的形成发展、历史贡献、丰富内涵、时代特征、现
实意义，深入探讨沂蒙精神与长征精神、延安精
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和其他
地区、行业或个体在新时期的创业精神等的内在
联系，深入总结弘扬沂蒙精神的有效途径和科学
方法。

注重党建的引领作用
发挥党的政策对弘扬沂蒙精神的引领作用，

关键是要坚持和完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策措施，不断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
思曾经深刻地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
他们的利益有关。”邓小平也反复强调：“不重视
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
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
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
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
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过去，党之所
以在沂蒙人民心中拥有巨大的号召力、凝聚力，
根本原因就在于党真正代表和维护了人民的利
益。如今，党要引领群众弘扬沂蒙精神，就要牢固
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
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营
造有利于人民群众创业的社会环境，激发群众想
干事的创业热情，并在不断推进科学发展中更好
地保障和改善民生。

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发
挥党的作风对弘扬沂蒙精神的引领作用，就要全
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
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落实到时时处处的思想和行动中去，落实到关
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加强党的作风建
设，保持和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似乎
是一项“软”任务，但要增强其实效性，就必须把
它做“硬”、做“实”，为此，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
既要完善调查研究制度、党员领导干部联系点制
度、蹲点工作制度等各项联系群众制度，又要完
善服务承诺、结对帮扶、法律援助、领导督办等各
项服务群众制度，还要完善奖惩制度，对联系群
众好、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优先考虑提拔
重用，对群众意见较大的干部给予批评查办。通
过奖惩机制，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弘扬沂蒙精神的途径与方法
□ 王格芳

随着发达国家劳动力减少、市场竞争加
剧，服务外包和离岸贸易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全
球布局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服务外
包产业在山东发展迅猛、方兴未艾，尤其是高
技术、高附加值的服务外包业务，已成为我省
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承载国际服务产业转移
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如何以国际视野
解析山东服务外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个值
得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管理学大师迈克尔·
波特的“五力分析模型”理论颇具启发意义。

首先，提升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影响购买
者的议价能力。一般来说，如果买家较多，每
家买主都不能成为供方的重要客户时；或供方
的产品具有鲜明特色，买主难以转换供应来源
时；或供方能够方便地实行联合时，供应商的
议价能力就较强，也能较好地影响购买者的议
价能力。我省毗邻日韩，与之产业互补性较
强，积极开拓日韩市场当是山东服务外包产业
的重点。但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山东外包企
业还要加强在欧美市场的竞争。这不仅有助于
提高服务外包的产业层次，也有助于分散风
险，促进山东服务外包产业持续稳定发展，提
高自身的议价能力。

此外，香港和台湾都是发达的服务外包市
场，既有离岸接包，又有离岸发包业务。我省
可以充分利用鲁港合作洽谈会和鲁台经贸洽谈

会这样的平台，开拓港台接包—山东转包的新市
场。为了更好地协调国内接包商的行动，避免恶
性竞争，我省还应借鉴印度经验，建立行业协会，
吸收山东其他省市的服务外包企业，增强外包企
业对外谈判的分量。

其次，提高抗衡现有与潜在竞争者的能
力。国际上，服务外包行业的现有与潜在竞争
者主要有印度、爱尔兰、以色列、越南、巴
西、墨西哥、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东
欧各国。它们要么人力资源充沛、成本较低，
要么管理能力扎实、基础设施完善、语言文化
优势明显。在国内，我省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广
东、辽宁、江苏、北京、上海等省市。为了与
之抗衡，我省需在降低业务成本上多下工夫。
事实上，我省的劳动力价格与印度大城市的情
况大体相当，但与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相
比，已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在国内房地产市场
“高烧不退”的背景下，降低招商土地价格无
异于“痴人说梦”。我们唯一可以有所作为的
就是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专家群，在提高管理水
平和工作效率的基础上降低成本。当然，发包
方并非购买一次性服务，而是期望获得长期、
可信赖的战略支持，更看重接包方的服务品质
和商业信誉。为此，我省发展服务外包业务的
长久之计，是依靠人才降低成本、重视国际认
证以提升品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树立信誉，

抵消竞争者的威胁。
再次，增强抵御替代品威胁的能力。所谓

替代品的威胁，即他人提供的产品特色更鲜
明，在价格和质量上更具竞争力。产品的价格
和品质优势离不开人才，山东省是教育和人力
资源大省，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7 . 3万人。但
是，与国际竞争者相比，山东人才短缺问题依
然十分突出：缺少具有全球眼光并能带领大型
技术团队承接复杂外包工作的高级管理人才；
缺少了解特定外包要求、了解外包企业文化的
外语人才；基础员工队伍缺乏向外国企业提供
服务的经验。在培养人才方面，我们可以从本
土教育改革与加强国际合作入手，突出外语教
育，培养有技术、懂经营、善管理、精通外语
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在产品特色方面，山东要
结合自身制造业基础雄厚的优势，大力发展生
产性服务外包业务。

毫无疑问，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对于我省转
方式、调结构、促进就业具有重要意义。但
是，在服务外包这种经济活动中，发包方是矛
盾的主要方面，接包方总是被动的。假如有一
天接包方变成了发包方，这意味着接包方在经
济发展、科技进步方面上了一个新台阶，实现
了某种质的突变。接包方应尽力谋求这种突
变，这也应该是山东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目标
所在。

■ 齐鲁策论

■ 理论与实践

“汗青”上留下些什么，着实是吓唬了不少人
的。

大概人生世间，死之前总想留下点什么，证
明自己曾经来过，活过，精彩过，本是无可厚非，
而官场中人尤甚。因为平常老百姓，大多时候，只
是棋盘上的“闲子”，只有待革命闹将起来，才充
当士卒，跨楚河，过汉界，至此才可能有“照汗青”
的优荣。但如果有人说他，人生一世，“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那我得打个恭——— 那是佛，不在此讨
论范围之内的。

“汗青”上留下些什么？无非“立德立功立
言”。此三立，自古就被人特别看重，能满足这“三
立”的，皇帝一般给起个谥号，曰“文正”，司马光
认为，“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中国几千年
历史，细细数下来，有此谥号的，屈指也就那么些
人，如范仲淹、曾国藩等，可见其稀罕。明武宗的
时候，大学士李东阳要死了，大学士杨一清来看
他，见李东阳为谥号担忧，杨一清就向他表示，死
后给他“文正”的谥号。垂死的李东阳竟回光返
照，硬是从床上起来，朝杨一清磕了几个响头。真
是生死事大！

以中国习俗，评价一个人，也向来喜欢说“盖
棺定论”，论的是什么？也无非这“立德立功立
言”。为何要盖棺方论呢？一者或许是碍于活人的
脸面，放不开嘴，难以公允；二者大抵一个人的是
非功过，也要靠历史来检验，靠后人来评说。但其
实“盖棺”也是难以定论的，这人说三分功，七分
过，那人说五五开，四六分，纠缠不清。据说，左宗
棠就对曾国藩死后谥“文正”很不满，要是季高泉
下有知，知道自己只得个“文襄”，估计是要大敲
其棺材板呢。

对历史的敬畏，对谥号的在意，无疑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性中为恶的一面。这就像西
方基督教徒，死后是见上帝，还是入地狱，在其心
理上设置了一道为恶的防护线。

即使现今“三立”不再成为一些人的谈资，但
在历史的深处，这种评价相信无法抹去。作为“三
立”之首，立德最难。三五年工夫，立不起来，一辈
子的工夫也未见得，如果晚节不保，那也是为山
九仞，功亏一篑。现在的一些人，图生前身后名的
居多，保死后之名者少。既无立德之志，更无立德
之本，剩下的也就是立功或是立言了。在这两者
上，大做文章的人可谓是成群结队，你追我赶，将
手中所拥有的资源发挥到极致。所以，眼看他起
高楼，眼看他盖广场，眼看他著书立传，无非是想
求得事功而已，无非是想后人在其墓志铭上多添
几个字码而已。然而如于民生无益，功劳再大，最
终不过是马上匹夫，难入庙堂，著述再多，最终也
不过是跳梁小丑，难登大雅之堂。仿人民大会堂，
仿白宫式的建筑，我们见得少么？空无一人的广
场，我们见得少么？“羊羔体”式的文字，我们见得
少么？这些都是对功与言的误解，是急则治标的
后果。

德、功、言，能否立起来，其实最终还要落到
“人”上，而不在“物”上。德在润人，功在救人，言
在育人。过去常讲，身在公门好修行，现在又何尝
不是如此？把路修好，桥造好，不让那些花朵般的
生命夭折，少牺牲些民众的性命，摒弃浮华的心
态，舍弃追求大功大绩的势利，简简单单在民生
上做点事，只此一项，即能立德；增加就业，减少
失业，完善社会保障，即是立功；赢得民众的好口
碑，即是立言。舍此而他求，是舍本求末。

人是过客，历史是主人，但人人又都想照汗
青，都想不朽。米兰·昆德拉在《不朽》里面从范围
的维度提出了观点：对不朽来说，人是不平等的。
必须区别小的不朽和大的不朽。小的不朽是指一
个人在认识他的人的心中留下了回忆；大的不朽
是指一个人在不认识的人的心中留下了回忆。但
如果从赞誉度这一维度来讲，不朽还分流芳百世
和遗臭万年呢！不是吗？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汗青怎么照
□ 任宇波

■ 道听图说

书写终结了吗

“一旦我们失
去 用 纸 和 笔 的 能
力，我们无法解读
前人的情书只是一
个时间问题。如果
只有专业学者可以
领会前人的信件，
世界将会变得多么
可怜。”

——— 菲尔·达斯
特

卢 鹏/画

谋求从接包方到发包方的突变
□ 孙西辉

■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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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岸青

谢正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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