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国家乡村振兴局”成立
从脱贫到乡村振兴，90万社会组织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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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6 日 ，《求是 》 杂志
（2021 年第 4 期） 出版，

发表一篇署名为“中共国家乡村
振兴局党组 ”的文章 《人类减贫
史上的伟大奇迹》。

这是“中共国家乡村振兴局
党组 ” 首次在中共中央机关刊
《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通
过搜索引擎检索发现，国内部分
媒体以 “国家乡村振兴局 ”作为
关键词为题转发了 《求是 》杂志
文章。 同时，这篇标题为《人类减
贫史上的伟大奇迹》的文章同样
被国务院扶贫办官网首页转载。

文章署名透露出一个重要信
息———“国家乡村振兴局”已经成
立。 值得一提的是， 文章在总结
“精准施策，攻克千年难题”经验
时明确提道“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形成脱贫攻坚合力……开展民营
企业 ‘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
动，建设社会扶贫网，动员社会组
织、公民个人积极参与”。

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 近年
来， 社会组织通过产业扶贫、教
育扶贫、健康扶贫等多种方式参
与到脱贫攻坚中，取得了令人满
意的成绩。

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
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各级民政
部门共登记社会组织超过 90 万
个。 社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作
用受到国家乡村振兴局署名文章
的肯定， 预示着从脱贫攻坚到乡
村振兴，社会组织将大有可为。

新机构首次
以发文署名方式出现

此次在《求是》杂志署名发
文，是“中共国家乡村振兴局党
组” 在公开场合的首次亮相。
2019 年 4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修
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
例》，对于党组的解释是：党在中
央和地方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
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
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领导
机构， 在本单位发挥领导作用，
是党对非党组织实施领导的重
要组织形式。

由此可知，“中共国家乡村
振兴局党组”的出现意味着“国
家乡村振兴局”已经成立。

这个新机构的出现，与当前
党的中心工作密不可分。

2020 年 12 月 28-29 日，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强调，在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巩
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 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
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 全党务必
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
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坚持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
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
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2020 年 12 月 30 日，全国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

话。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顺应“三
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的新形
势新要求，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接
续支持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
活改善。

国家领导人讲话及几次会
议的召开均显示出一个重要的
信息，即要推动脱贫攻坚工作体
系全面转向乡村振兴。

“国家乡村振兴局”应运而
生，无疑是实现从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保障。

在一些地方，也有乡村振兴
局成立的信息透露出来。

2021 年 1 月 15 日， 河南省
焦作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
第十一届焦作市委第十三次全体
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相关情
况。 焦作市农业农村局（市扶贫
办）党组书记王国建就焦作市“十
三五”“十四五” 时期三农和乡村
振兴相关工作进行了发布。

王国建透露，焦作市将根据
上级相关工作安排，推动焦作市
扶贫办的整建制改革，组建焦作
市乡村振兴局。

扶贫办与乡村振兴局

“国家乡村振兴局”成立了，
与国务院扶贫办将是什么关系？
这是社会各界十分关切的焦点
问题。

国务院扶贫办是国务院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根
据国务院扶贫办官方网站显示，
该机构是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
构，成立于 1986 年 5 月 16 日，当
时称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
领导小组，1993 年 12 月 28 日改
用现名。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的主要任务是：1. 拟定扶贫开发
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规划；2.
审定中央扶贫资金分配计划；3.
组织调查研究和工作考核；4.协

调解决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要
问题；5.调查、指导全国的扶贫开
发工作；6. 做好扶贫开发重大战
略政策措施的顶层设计。

2020 年 11 月 23 日，贵州省
宣布最后 9 个贫困县退出贫困
县序列。 至此，国务院扶贫办确
定的全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脱
贫摘帽。

脱贫攻坚的任务完成后，国
务院扶贫办是否会发生变化？

2021年 1月 4日，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到国务院扶贫办调研强调，统筹做
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工作机制和政
策体系平稳过渡、有序衔接。

目前，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还担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组长。

要求国务院扶贫办“统筹做
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工作机制
和政策体系平稳过渡、 有序衔
接”是否意味着国务院扶贫办将
转为“国家乡村振兴局”？

截至发稿时，《公益时报》记
者查询国务院扶贫办官网，并没
有在这方面进行变化的痕迹。

而另据 2 月 22 日《新京报》
一篇未透露信源的报道显示，新
设立的国家乡村振兴局确由国
务院扶贫办改组而来，为国务院
直属机构，其人员编制、内设机
构及行政关系，与国务院扶贫办
基本一致。 国家乡村振兴局将成
为农业农村部代管的国家局，行
政级别为副部级不变。 2 月 25
日，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将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后国家乡村
振兴局将正式挂牌。

多个内设机构负责人
陆续亮相

据《新京报》报道表示，国家
乡村振兴局的“三定”（部门职
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方案已
初步形成。

而随着 2 月 18 日脱贫攻坚
大型政论专题片《摆脱贫困》在
央视的开播，更多内设机构及其
负责人接踵亮相。

陆春生任国家乡村振兴局
信息中心主任，左常升任国家乡
村振兴局开发指导司司长，杨炼
任国家乡村振兴局考核评估司
司长，苏国霞任国家乡村振兴局

综合司司长。
不过，国家乡村振兴局的局

领导尚未披露。
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

在《摆脱贫困》第一集中出镜，可
看出其已卸任该职务； 原国务院
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在第二集中
出镜，职务变更为“国家乡村振兴
局副局长”；原国务院扶贫办副主
任夏更生在第三集中出镜， 职务
变更为“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
长”；原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
云在第四集中出镜， 职务变更为
“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大
有可为

在《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
迹》一文中，“中共国家乡村振兴
局党组”从 8 个方面总结了脱贫
攻坚的辉煌成就：一是贫困群众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二是贫困地
区基础设施显著改善；三贫困地
区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四是
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五
是贫困群众精神面貌明显变化；
六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
巩固；七是为做好“三农”工作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累了宝贵
经验；八是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
重大贡献。

文章指出，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
整体贫困，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文章同时强调，脱贫摘帽不
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
后，“三农”工作重心将实现向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

“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
坚向乡村振兴转移后，作为脱贫
攻坚重要力量的社会组织将何
去何从？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组织的
作用已经受到了“中共国家乡村
振兴局党组”的肯定。

《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
迹》一文在精准扶贫“攻克千年
难题”的中国经验部分中“第七
点”写道，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形
成脱贫攻坚合力。 发挥社会主义
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东
部省市与中西部省份开展扶贫
协作和对口支援，中央单位开展
定点扶贫，军队与贫困村结对帮
扶，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
持续加大帮扶力度。 开展民营企
业“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建设社会扶贫网， 动员社会组
织、公民个人积极参与。

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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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社会组织发展壮
大的重要舞台和现实途径。

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
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各级
民政部门共登记社会组织超过
90 万个。

社会组织已经被纳入“国家
乡村振兴局”的视野，在接下来
的乡村振兴工作中将发挥重要
作用。

央视专题片《摆脱贫困》显示，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已卸任该职务

中共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在《求是》杂志上署名刊发《人类减贫
史上的伟大奇迹》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