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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三农”工作的重心也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更加关注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也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推进脱贫根基薄弱、返
贫致贫风险高的欠发达地区提供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支持。本文从做好“十个好”方面,浅析了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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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ffectively connect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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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key tas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has been fully completed, and the focus of the
work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has also shifted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long-ter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also provides strategic support for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key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continuously promoting underdeveloped areas with weak foundation for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high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path between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aspect of doing well in
the "ten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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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施,充分结合当地传统习俗,尊重民

一是农户自愿原则。要在农户自愿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经济学

Economics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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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三个中心”各司其职、主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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