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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coming of the goal of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by 2020,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must be changed from ext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aking targeted measur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big data and 

internet provided technical support. Based on big data thinking,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upport 

mechanism of big data to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esent the mode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one system, two subjects and four mechanisms and 

demonstrat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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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面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节点的迫近，扶贫工作必须由“大水漫灌”的粗放

扶贫向“精准滴灌”的精准扶贫转变，而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成熟恰为精准扶贫提供

了技术保障。本文基于大数据思维，分析了大数据对于精准扶贫的支持机理，提出了“一个

系统、两个主体、四个机制”的精准扶贫模式，并加以论证。 

1．引言 

中国30多年来共减少6.6亿贫困人口，是世界奇迹。但是，我国还有约7000万人生活在贫

困之中，要完成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每年要减少贫困人口1400万人，我国扶

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由于各省乃至全国都没有建立统一的扶贫

信息系统，长期以来我国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扶贫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

指向不准的问题较为突出，真正的一些贫困农户和贫困居民并没有得到帮扶，现实问题迫切

要求精准扶贫。2015年6月，习近平全面阐述了“精准扶贫”的概念，提出“六个精准”，即

“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和脱贫成效

精准”。大数据的发展迅猛，为精准扶贫提供了切实的技术保障。“大数据时代”将伴随着

人们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使得科学预测成为可能[1-2]。大数据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

“5V”特征，即Volume、Velocity、Variety、Value和Veracity[3]。大数据的蓬勃发展符合

了精准扶贫的现实需求，因此探讨大数据促进精准扶贫的作用机理，研究大数据助力精准扶

贫的具体模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CHSSR 2017) 

Copyright © 2017,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121

320

mailto:zhaoxutdwj@163.com
http://www.baidu.com/link?url=RZP1hvdvxUXkHMBnHEIja-WnetnPxG9mCg9XgOleIHtcm_QUZ4qmgy0NffytDzFKVdoDxfl6NOa9oRC_2uPh51lqFPTo1mnMHN6UmspkMzWU1qQFMEDhNO3mVZCLlnsk
https://www.baidu.com/link?url=uDbQPBS65rT0leEthhOEQsQ2ywog3YkDNxD6X9AufoJWe67T6kXTMkdMP-OhbW-pi0QzoRwmISusnMHhAlGaIFwoXnUPMgTIHW-8HB17Nfo2sAJaDUQlnfp_vV6zfFLR&wd=&eqid=bae3a0bb000096190000000356d7023a
mailto:zhaoxutdwj@163.com


2．大数据支持精准扶贫的机理 

扶贫领域的研究颇多，在具体的救助机理机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路锦非，其研究

了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扶贫救助机制[4]。大数据是一种新兴业态，其具体应用刚起步，尚不能

进行实证来分析大数据的具体作用效果，因而，基于大数据视角研究扶贫问题的较少。郑瑞

强，曹国庆（2015）基于大数据思维方式，总结了当前扶贫工作的挑战，提出“十三五”期

间扶贫策略[5]。除此之外，学术界并未对大数据运用到精准扶贫领域的作用机制、应用模式

进行过研究。本文基于这一背景，指出大数据支持精准扶贫的机理，探索建立基于大数据思

维的精准扶贫模式。 

2.1  原理支持 

在小数据时代，随机性的样本抽样导致长期以来扶贫工作中“谁是贫困居民”、“贫困

原因是什么”、“怎么针对帮扶”、“帮扶效果怎样”等问题较为突出。而当运用“大数据”

的思维和技术，拥有（几乎）全部的贫困人口数据时，就能从不同角度，深入细致地观察和

研究数据的方方面面，从而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 

2.2  数据积累支持 

精准扶贫工作实质上是政府、社会与扶贫对象等多元主体行为互动作用的过程，政府数

据主要包括扶贫对象规模与分布、扶贫资源结构与绩效等，这些数据囊括了各贫困村、贫困

户的具体情况和贫困原因，为大数据的信息搜集夯实了基础；物理空间数据主要指政府职能

部门对于部分扶贫项目的实时监测数据；网络数据较为丰富，既包括多元主体通信、社会网

络等日常生产数据，也包括扶贫项目建管、金融服务、服务购买、文本图片、视频音频等各

种媒体信息。 

2.3  技术保障支持 

推行大数据扶贫管理模式，就是在综合利用遥感遥测、网络宽带、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

数字技术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贫困地区产业、人口、环境等相关数据，整合农村、交通、环

境、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信息，了解和掌握贫困对象的实际需求和利益诉求，实现扶贫工作的

精准定位、动态管理和科学预测。 

1）精准定位。精准扶贫的首要问题就是定位扶贫对象，运用“大数据”思维，可以实现

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将扶贫对象的基本资料、动态情况录入到系统，建立起一

整套的扶贫对象网络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并通过统计技术系统模拟出扶贫对象的贫困程度。 

2）动态管理。在进行精准定位后，必然面临的是信息化管理，对扶贫对象进行动态管理，

对扶贫项目进行动态跟踪，对扶贫资金进行动态监督，这种动态调整管理，可以极大克服以

往瞄准目标静态、滞后的弱点。这种动态管理的方式可以实现扶贫对象有进有出，不断缩减

贫困户数量；可以对实施跟踪扶贫项目的进展和困难，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准确管理

每一笔资金的流向，保证专款专用，落到实处。 

3）科学预测。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使我们实现了从数据收集到

数据分析的转变，接下来就是从大数据中预测扶贫需求，预判扶贫问题，通过大数据系统数

据和科学方法的合理预测，我们可以准确把握扶贫对象的需求，正确处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引导资金流的方向，解决贫困农户最切身的问题。确保“好钢用在刀

刃上”，避免“手榴弹炸跳蚤”的现象，避免资源浪费，提高扶贫效率。 

3. 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精准扶贫模式 

基于大数据的思维，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本文提出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精准扶贫

模式，简洁概括为“一个系统、两个主体、四个机制”。“一个系统”是基础，即政府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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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建档立卡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大数据扶贫管理系统，实现扶贫工作的网络化、科学化、

精准化、动态化；“两个主体”是核心，指政府和企业两个主体的联合，政府建立大数据扶

贫管理系统和贫困户大数据中心，企业在市场供给侧建立生产者大数据和农产品大数据，在

需求侧建立消费者大数据，通过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对接确保特色产品的精准销售，通过需求

侧对贫困户生产者的政策倾斜实现精准扶贫；“四个机制”是保障，即通过股权收益扶贫制、

脱贫工作责任制、社会保障兜底制和扶贫投诉巡查制保障模式的平稳运行，如图1： 

 

图1  大数据思维下的精准扶贫模式 

3.1  基础：政府主导的大数据扶贫管理系统 

各省应适时建立大数据扶贫管理系统，为全国建立扶贫系统提供基础，为精准扶贫的顺

利开展奠定基石，扶贫管理系统可以概括为“一个平台、两个系统、四个中心”。 

1）“一个平台”。即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分为村、镇、县、市、省级组织管理架

构。由省建设统一的应用软件系统、制定规范标准，各级管理建设所需的扶贫工作人员配置、

软硬件配置等有关经费纳入各级财政。 

2）“两个系统”。即手机和电脑两个管理软件系统。软件系统分别设置扶贫方面的数据

采集、档案录入、项目申报、帮扶单位推荐、扶贫解答等多项专栏及服务功能，实现贫困信

息、需求信息与社会各界的扶贫资源、帮扶意愿等对接共享，整合农业生产、农业科技、市

场价格等涉农信息资源，为农民提供适用的信息服务，解决贫困农民生产生活遇到的问题。

同时，实时在线采集扶贫数据、分类数据、在线申报扶贫项目等数据，所有数据分类后传输

汇总至各级大数据中心，达到数据传输在线同步。 

3）“四个中心”。即采集、申报、评审和大数据中心。采集中心：由省建立统一的表格

化数据采集标准体系和对应的数据采集模型，各级中心匹配相应扶贫工作人员、采集设备；

申报中心：省一级建立统一的申报标准体系和对应的申报模型，各级中心匹配相应扶贫项目

申报人员；评审中心：扶贫申报项目评审设置镇、县、市、省四级审核管理机制，省级管理

建立统一的扶贫项目评审标准体系和评审模型；大数据中心：县、市、省级管理下设各级大

数据中心，建立县、市、省级数据库系统，实时备份数据及定期更新、升级数据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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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心：两个主体 

扶贫工作政府和企业共同发力。政府应在发掘本地区资源、产品特色的基础上，引导以

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参与，发展高效特色农业，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农产品加工业、乡

村旅游、农村电商等特色产业。企业层面，在供应侧建立农产品大数据和生产者大数据，在

需求侧建立消费者大数据，实现农产品供给和需求的无缝对接；政府依托于大数据扶贫系统，

联合生产者大数据，企业即可设计向贫困人口倾斜的农产品生产供应链，实现精准扶贫。 

3.3  保障：四大机制 

1）股权收益扶贫制。上世纪90年代的城乡企业蓬勃发展，产权的合理分配正是促进这一

趋势的重要保障，涌现出永钢、得利斯等为代表的一批乡镇企业，这为各地提供了思路：农

村要充分利用本地区的优势资源，探索以资源换股权的机制。各地方政府要深化农村产权制

度改革，建立股权量化、资产收益扶贫机制，引导贫困户将耕地、林地、个人财产和集体“三

资”股权，采取入股、委托经营、合作经营等方式，增加贫困农户的财产性收益。 

2）脱贫工作责任制。对干部实行脱贫责任制，适时实施挂职干部下村承包贫困户脱贫工

作机制，按不同职级承包数量不等的贫困户脱贫任务，实行挂职干部带资帮扶与奖惩制相结

合，扶贫工作与职务升迁相结合的政策，改变政绩考核片面以GDP衡量的方式。 

3）社会保障兜底制。搭建政府部门救助资源、社会组织救助项目与贫困农户救助需求相

对接的信息平台，鼓励、引导、支持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开展慈善救助，强化

民政、残联、妇联、红十字会组织慈善救助的职能，逐年提高农村低保保障标准和特困人员

供养标准，对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困难群众实行应保尽保。 

4）扶贫投诉巡查制。为确保扶贫资金的正确使用、扶贫项目的顺利进行、扶贫工作的平

稳推进，建立扶贫投诉巡查机制十分必要巡查对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扶贫资金使用

扶贫项目落实的巡查，二是对惠农政策落实的巡查。 

4 结论 

本文基于大数据的背景提出的精准扶贫模式在一些地方在精准扶贫模式方面已经开始了

探索，比如贵州省黔南州携手互联网企业广州奇码，丹寨县万达集团“企业包县扶贫”模式。

目前，学术界对于精准扶贫模式的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各地区也都有着自身特色，因此，

精准扶贫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随着大数据在扶贫工作中的深入应用，探讨精准扶贫

的作用效果成为必然，从理论上构筑“扶贫精准度”测量模型将会成为一种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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