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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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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献和统计数据的分析显示，我国农村垃圾具有产生量大、组成成分复杂有害化、自然

和经济上的地域差异性以及分布广而散等特点,且其总量仍在增长。 目前我国农村垃圾处理的

基础设施、资金投入、收集率和处理率等状况都有了较大改善，但垃圾无害化程度不高。 基于对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历程的回顾和对现有的处理模式的总结，提出农村垃圾处理城乡一体化、垃

圾分类、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垃圾焚烧方式改进以及 PPP 建设运营模式等正成为发展趋势。

当前农村垃圾处理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完善、体系建设滞后、基础设施落后、建设运营 资金 不 足

和垃圾分类滞后等问题，由此提出完善并细化农村垃圾管理法律法规、建立多元化垃圾处理体

系、探索政府保底的多元投入机制、科学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和回收利用以及加强垃圾

处理终端技术研究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对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研究”（17AZD0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2018NFSA01）。

［中图分类号］ F323.22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6-0046-011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6.004

作者简介：操建华（1970—），女，汉族，湖北襄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生态、资

源与环境经济。

①来源：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 划 纲 要》，http://www.gov.cn/xinwen/2016-10/25/con-

tent_5124174.htm，2016-10-25 19：4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农村生活垃圾产生

量随之不断增长。 与过去相比，农村生活垃圾的组成成分日益复杂化，不易分解的工业制品废弃物

和有毒有害物质日益增多。 与城市相比，由于处理能力和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农村生活垃圾难以获

得全部、及时和有效的处理，给大气、土壤和水体带来污染，并产生一系列其他农村环境卫生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威胁到了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影响了乡村面貌。 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特别强调生活环境因素对人民健康的影响，提出要“加大农村

人居环境治理力度，全面加强农村垃圾治理”①。 同时，生活垃圾治理结构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平衡的

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因此推进我国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必然要求。 2018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实际、方式多

样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有条件的地区要推行适合农村特点的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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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来源： 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http://www.gov.cn/

zhengce/2018-02/05/content_5264056.htm，2018-02-05 18：16。

②来源：央视网，《农村垃圾年产生量达 1.5 亿吨 只有一半被处理》，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19/

c_129073917.htm，2016 年 06 月 19 日 09:47:07 。

式”①。从现实看，相对城市来说，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的建设总体上是滞后的，很多地区还处

于起步阶段，但是发展变化非常快。从理论研究看，与时俱进的研究与总结也不多。本文研究的目的

就是探讨总结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及其处理体系的特点、处理模式和发展趋势，针对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农村生活垃圾的特点和处理现状

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1］， 农村生活垃圾主要包括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炉

灰、渣土、粪便、厨余、废旧电器、园艺废物、商品包装、弃用的生活用品等。 相对城市生活垃圾，它具

有低“厨余”、低金属和高灰土的特点。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和构成随经济发展阶段和地域的

不同呈现出不同特点，垃圾处理各地进展差异大，但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一）农村生活垃圾的特点

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农村生活垃圾具有量大面广、分布分散、组成成分复杂、有害成分上升和

地域差异大等特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面临的形势并不轻松。

1.产生总量大且仍将增长

我国目前尚无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全面统计资料， 相关数据都是研究者根据各自的实地调

研或住建部的统计年鉴数据推算出来的，并没有形成一致和连续的看法。 如国务院参事室“农村垃

圾问题研究”课题组（2016）认为，农村生活垃圾年产生量是 1.1 亿吨［2］，“央视网”报道 2016 年农村

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为 1.5 亿吨②。 尽管如此，王金霞等人认为已有研究还是支持“农村生活固体垃圾

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人均排放量接近城镇水平”这一观点的［3］。 黄开兴等人 2010 年的实地调查还表

明，我国农村生活固体垃圾人均日排放量约为 0.95 公斤，增速快于城镇，且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存

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4］。 基于实践判断，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生活垃圾产生量应该还处于倒

“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 随着中西部经济加速发展赶超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可

能会迎来一个迅猛增长的新阶段，垃圾治理也将面临严峻的形势。

2.组成成分复杂化，有毒有害物质增加

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垃圾的种类不断增加，成

分逐渐复杂化，由传统的堆肥类垃圾转为以可堆肥类垃圾为主、多种组成成分并存的类型。目前，可

堆肥类垃圾占垃圾总量的 60%以上［5］。 由于农村居民生活和消费习惯日趋城市化，生活垃圾的组成

和分布特征也日趋城市化，一次性用品、工业制品和塑料制成品增加。 以前农村居民不轻易扔的衣

物、耐用消费品也逐渐在垃圾中占有一定比例。曾经可当饲料喂养畜禽的剩菜饭、果皮菜叶，农作物

藤蔓、秸秆等，现在都成了垃圾。 由于塑料、工业制品等在农村居民生活中越来越被广泛使用，农村

垃圾中有毒有害物质和不易降解物质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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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均产生量和构成与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

从人均产生量上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农村地区，人均产生的生活垃圾量越多。 早在 2004 年

王俊起等人的研究就揭示出这种差异性：北京农村生活垃圾人均日排量在 1.5kg—3.0kg，而青海省

农村生活垃圾人均日排量在 0.2kg—1.5kg［6］。 韩智勇在 2017 年的实地调查也表明，农村生活垃圾产

生量总体上呈现出东部高于西部的特点。 从构成上看，与城市垃圾相比，农村生活垃圾尽管组成成

分上与城市生活垃圾类似，但是在组成比例上却差异较大。 农村生活垃圾具有低“厨余”、低金属和

高灰土含量的特点，含水量也高于城市［7］。 这种差异性也体现在农村的农业地区和非农业地区：农

业地区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低于非农业地区，垃圾组成成分较简单，以“厨余垃圾”为主。 非农业地

区尽管也以“厨余垃圾”为主，但是组成成分更为复杂，塑料包装等白色垃圾和废旧工业制品占据一

定比例［2］。 同时，特殊的农村地区垃圾类型也会有所不同，如旅游发达地区，易燃垃圾含量较高。

4.南、北方农村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和构成存在地域差异

从地理上看，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总体上呈现北方高于南方的特点。 岳波等人的研究表

明，南方农村生活垃圾人均日产生量为 0.66 kg，低于北方的 1.01 kg。 同时南、北方农村生活垃圾的

组成成分差异明显。 我国南方地区的农村生活垃圾以“厨余垃圾”为主，占总量的 43.56%，其次是渣

土，占 26.56%；而北方以渣土为主，占总量的 64.52%，其次是“厨余垃圾”，占 25.69%。 其他组成成分

如金属、玻璃和布类则基本相同［8］。 这可能与地理特征、生活习惯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关。

5.空间分布广而散，随意堆放现象依然存在

从空间分布上看，我国农村村庄内部、村庄之间和村镇之间距离较远，与城镇集中居住产生的

生活垃圾相比，农村生活垃圾空间上具有分布广而散的特点，决定了在收集和转运上要更为困难。

同时，我国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日趋增长的垃圾产生

量与落后的垃圾处理能力之间冲突严重，农民只能寻求最简便的方式，将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堆放在

路边，各种类型垃圾混合在一起，污染周围环境。

（二）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发展现状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和处理比率显著提高，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治理资

金投入不断增加。 但是，无害化处理率不高，处理能力地区差距明显。

1.收集率和处理率显著提高，但无害化率不高，地区差异明显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已初见成效。首先，行政村总体的生活垃圾收集率和处理率提高。《城乡建设

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显示，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从 2007 年的 10%持续提升到 2016
年的 65%， 增加了 55 个百分点； 有生活垃圾收集点的行政村比例从 2007 年的 26.8%持续提高到

2014 年的 64%，增加了约 38 个百分点①。 其次，从乡镇一级看，生活垃圾处理率更高，但是无害化处

理率还较低。 以 2017 年为例，全国乡、镇生活垃圾处理率分别为 72.99%和 87.19%，但是无害化处

理率分别仅为 23.62%和 51.17%［9-12］。 第三，地区差异显著。 东部乡、镇生活垃圾处理率和无害化处

理率远高于中西部乡、镇。 2017 年东部乡、镇生活垃圾处理率分别为 83.58%和 90.16%，中部乡、镇

分别为 67.89%和 68.06%，西部乡、镇则分别为 64.84%和 73.95%。 但是从无害化处理率看，东部乡、

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为 46.52%和 56.82%，中部乡、镇分别为 23.32%和 27.2%，西部

①注：2015 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不再发布“生活垃圾收集点的行政村比例”；2017 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

年鉴》不再发布“全国行政村生活垃圾处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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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 2017 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表 3-2-1 和表 3-2-9 中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②来源：中国新闻网，全国三分之一村庄生活垃圾未收集，须建立保洁队伍，http://www.xinhuanet.com//gongyi/

2017-06/15/c_129633515.htm，2017 年 6 月 15 日。

乡、镇则分别仅为 13.2%和 23.74%①。 此外，贫困地区状况较差。 2016 年底，在 12.8 万个国家级建档

立卡的贫困村中，有 47%的村庄垃圾未得到收集，基本处于乱扔乱丢的状态②。

2.基础设施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乡镇拥有的环卫车辆设备和垃圾中转站在数量上有了明显提高。统计数据显示，建制镇和乡环卫专

用车辆设备从 1990 年的 0.5 万台和 0.16 万台分别增长到 2000 年的 2.9 万台和 0.68 万台；并从 2007 年

的约 5 万台和 1 万台继续分别增长到 2017 年的 11.46 万台和 2.76 万台，有了数倍的增加。 乡镇拥有的

垃圾中转站的数量也在缓慢增长中。镇、乡垃圾中转站拥有量分别从 2007 年左右的 2.25 万座和 0.46 万

座增长到 2017 年的 2.77 万座和 1.04 万座［9-11］。 可见，农村垃圾处理的物质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3.治理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增加

农村垃圾处理资金投入及其在环卫资金中所占比例持续增加。 统计数据显示，农村镇、乡垃圾

处理资金分别从 2007 年的 13.83 亿元、1.15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89.18 亿元、10.16 亿元， 增长显

著。 农村垃圾处理资金占环卫资金的比例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分别从 35%、31%提高到 47.9%、

51.5%。 行政村垃圾治理资金在 2014—2017 年间，投入量从 63.2 亿元增长到 135.6 亿元，增量和绝

对值都赶超同期乡镇垃圾处理资金投入。另外，村环卫资金的比例也从 37%提高到 46.1%［9-11］。这充

分说明我国目前对农村地区垃圾问题，尤其是农村基层垃圾处理问题的重视。

三、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进程、主要模式和发展趋势

垃圾治理是为了消除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 农村垃圾污染的形成与长期以来农村居民基本不

承担制造生活垃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处理成本有关。 由于制造的垃圾量与应该付出的处理费用之

间的相关性弱， 农村居民通常不会主动约束制造垃圾的行为， 生活垃圾常常被随意丢弃于公共区

域，堆积多了就会形成环境污染。这是典型的经济负外部性。垃圾治理就是要消除这种负外部性，实

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

（一）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历程

经济发达的地区首先有了垃圾治理意识。中央政府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垃圾治

理的要求，并不断完善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 具体地看，可以说经历了起步、“以奖促治”和“专项治

理、全面推进”三个阶段。

1.起步阶段

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在 21 世纪初开展新农村建设和村庄整治时期开始得到关注。 浙江自 2003
年起就提出要从花钱少、见效快的农村垃圾集中处理和村庄环境清洁卫生入手、推进村庄整治并进

行相关工作部署。 2005 年修订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首次将农村生活垃圾纳入公共管理范

围。农业部从 2005 年 6 月起,通过试点示范，在全国 11 个省 251 个村实施了乡村清洁工程。2007 年

中央一号文件、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及其后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要推进农村清洁工程和生

活垃圾等的综合治理及转化利用，对农村垃圾治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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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奖促治”阶段

2008 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求实施“以奖促治”开展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 当年，中央财政设立了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 2009 年 2 月 27 日，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了《关于实行“以奖促治”加快解决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的实施方案》。同年 4 月，财政部和环保

部印发了《中央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村庄实施“以

奖促治”。 一些发达地区政府也陆续推出农村地区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

3.全面重视和专项治理阶段

2014 年，住建部起草了《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年底启动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专项行动”，提出用 5 年时间实现全国 90%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治理的目标，并建立逐省验收制度。

各省区市均制定了相关方案，多数省份落实了专项资金。 2015 年 11 月，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

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村庄保洁制度、推行垃圾源头分类、全面治理、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规范垃圾处理和清理陈旧垃圾等要求。 2016 年 11 月浙江省金华市召开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现场培训班，宣传推广浙江金华等地经验。 2017 年 6 月，住建部公布了首批

100 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 提出示范县在两年内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

减量覆盖所有乡镇和 80%以上的行政村，并在 2020 年底前将每年组织公布一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 2018 年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该《行动方案》确定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以农村垃圾、

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并根据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垃圾处理基础和经济发展水

平，明确了农村生活垃圾分区域治理目标。 《行动方案》提出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主要任务是建立

健全符合农村实际、方式多样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推进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着力解

决农村垃圾乱扔乱放的问题。

为强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各省市区近几年纷纷出台了由地方人大通过或地方政府发布的农

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或具体办法，以及农村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这为依法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提供了

更具权威性的法律依据。

（二）现有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模式

我国农村垃圾治理体系从无到有，逐步获得重视，经过多年发展，处理能力明显改善。由于各地经济

发展不均衡，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起步和所处发展阶段差异大，形成了多样化的处理模式。 以下分别从

产业链、建设运维主体、垃圾收集方式和最终处理方式四个角度，探讨这些模式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1.从全产业链看，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包括城乡一体化、就地分散减量和分类减量分散处理

三种方式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的选择与当地经济发达程度和自然地理条件密切相关。 从垃圾处

理全产业链来看，主要有三种处理模式：一是“户收集、村集中、镇转运、县（市）集中处理”的城乡一

体化运作模式。 即：将城市环卫服务，包括环卫设施、技术和管理模式延伸覆盖到镇和村，对农村生

活垃圾实行统收统运，集中到县（市）进行最终处理。 这种模式在起步早的发达地区已广泛推广，并

在全国逐步推开。 二是就近就地分散、减量的处理方式。 主要在人口密度小、县域面积大、经济相对

不发达的地区采用。如黑龙江、陕西等地的一些村落，由于基础设施和管理滞后，将垃圾转运出农村

和集中在县城处理面临很多困难，于是就地就近简易处理。 三是分类减量分散处理的方式。 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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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不同类型分开收集、分别处理。一些发达的农村地区正在探索这种方式。在垃圾分类的基础上，浙

江、江西等很多地方正在试图利用小型设备专门将厨余垃圾处理成有机肥，进而资源化利用，对堆

肥类垃圾的减量处理非常有价值。

2.从建设和运营主体看，有行政运作和市场运作两种模式

从建设和运营主体上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府运行体系。 即垃圾处理体系不仅由政府投资

建立，还由政府维持运行。 与之相对的，是市场运行体系。 即由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

专业的保洁和垃圾清运处理公司运营管理的体系。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目前以政府运营为主，市

场化程度、民营企业和社会资金参与度低。 将部分或全部垃圾处理委托给第三方的 PPP 模式正在

浙江、山东等地推行，在江西等省探索试行。

3.从垃圾收集方式看，主要有混合收集和分类收集两种方式

混合收集方式是当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的主要方式。 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是将垃圾不

加区分地混合收集后直接填埋或焚烧，只有极少村庄在混合收集之后进行了二次分拣。垃圾分类收

集目前还处于探索和试点示范阶段，一些发达地区已经推广。垃圾分类主要有一次分类和二次分类

两种方式。 一次分类就是从源头就将垃圾按照不同处理方式分类到位。 不同地区分法有差异，如北

京的马各庄村将垃圾分为“灰土、厨余、可燃、有害、不可再生”五类，浙江的谢家路村将垃圾分为不

可回收、可回收和有毒有害三类，还有的只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类等。 二次分类主要是指浙江金

华等地实施的“两次四分”法。 即农户进行第一次分类，将生活垃圾分成“会烂的”和“不会烂的”两

类，分别投放到户用垃圾筒，然后村保洁员做二次分类，将“不会烂的”垃圾再分为“好卖的”和“不好

卖的”两类。 这种分类方式既通俗易懂又易于操作。

4.从最终处理方式看，主要分为填埋、焚烧和资源化利用三种方式

垃圾的最终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填埋、焚烧和资源化利用。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处理的主

要方式是填埋，其中又以简易填埋为主。 填埋操作简便，但是占用大量土地，简易填埋二次污染严

重，制约了后续处理方案选择。 垃圾焚烧后剩余物质重量只有之前的 20%~30%［2］：换言之焚烧可以

使垃圾减量 70%~80%，能够解决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并延长填埋场的使用寿命，在发达地区有较

大需求。 资源化处理也是目前重要处理方式，除可回收利用的垃圾外，占大头的堆肥类垃圾的资源

化利用成为该类垃圾处理方式的重点。

（三）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发展趋势

在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趋于增长、土地资源紧缺及环境保护日益重要的背景下，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呈现出以下趋势：

一是“城乡一体化”处理模式将全面推开。 很多地区已经做出硬性规定，要求对农村垃圾实行

“户收集、村集中、镇转运、县（市）集中处理”的城乡一体化运作模式。 有信息显示，2016 年底，全国

行政村处理的生活垃圾中，有 43%是集中运送至城镇处理设施处理的①。 近几年由于推广该模式的

地区不断增加，该比例应该正在稳步提高。

二是垃圾分类和厨余垃圾堆肥化利用的探索和推广。 混合收集与城乡垃圾无差别处理体系结合

后，对终端处理设施及场所造成很大压力。 垃圾分类可显著实现垃圾的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因此成为

①来源： 中国新闻网， 全国三分之一村庄生活垃圾未收集， 须建立保洁队伍，http://www.xinhuanet.com//gongyi/

2017-06/15/c_129633515.htm，2017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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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鼓励和探索的方向。 江西乐平的试点经验就表明，垃圾分类可以在源头实现 60%以上的减量①。

浙江农村垃圾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垃圾分类，尤其是厨余垃圾。 宁波以行政村为一个终端处理单元，

在垃圾分类基础上对有机垃圾因地制宜确定了太阳能成肥和机械成肥两类处理模式，效果较好②。

三是市场化运作模式将被更多的地区接纳。 自 2013 年年底以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 PPP 模

式获得财政部和一些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将农村垃圾从清扫、收集到终端处理，

都交给第三方环保公司运作，促进了城乡垃圾处理规范化、一体化和专业化，成为有条件地区推广的

模式。

四是垃圾填埋和焚烧的技术将不断革新并运用到实践中。目前，各地垃圾填埋和焚烧技术正在

升级改造中。 地方上有很多简易垃圾填埋场和焖烧炉，由于这些场所的垃圾堆放区地面没有硬化，

会造成垃圾渗透液污染，而焖烧炉燃烧不充分的烟尘会造成空气污染，所以革除改造这些简易处理

方式势在必行。江西余干县就对本县焖烧炉和简易填埋场开展了整治和拆除③。同时，现有的技术也

在不断升级中，浙江宁波多地就对现有的焚烧发电厂进行了技术升级和改造。

五是垃圾焚烧将取代垃圾填埋成为主要处理方式。 垃圾填埋存在占地多、 渗滤液难处理、恶

臭较难控制等缺点，由于经济、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限制，填埋场存在不同程度的二次污染。相对来

说，焚烧是利用高温氧化作用处理生活垃圾，可燃废物焚烧后会转变为二氧化碳和水等，焚烧后剩

下的残渣仅占垃圾原体积的 10%~20%［2］，大大消减了固体废物量和填埋占地，还可以消灭各种病

原体，焚烧产生的热量也可用于发电和供暖，是最符合生活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

的方式。在越来越成熟可靠的技术保障和规范管理制度下，越来越多的省份正在大力推广以垃圾焚

烧取代垃圾填埋。浙江全域推广垃圾焚烧，提出在 2020 年垃圾处理原则上不允许填埋，江西一些地

区甚至期待通过焚烧处理已被填埋的垃圾④。

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政策建议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建设起步晚，发展快。在发展过程中，法律法规、基础设施和整个收运处

理体系建设、环境意识、资金投入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垃圾分类总体上也只是刚

刚起步。 这些问题都需要引起重视并得到解决。

（一）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立法，存在重视程度不高、垃圾处理体系覆盖率低、监管机

制弱、建设和运营资金保障不足、收运和处理设施落后、垃圾分类普及推广难和正确投放率低等问题。

1.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法律不完善，首先表现在没有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专项立法。现阶段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

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①资料来自“健康中国”课题组 2018 年在江西乐平的实地调研。

②资料来自“健康中国”课题组 2018 年在浙江余姚和奉化的实地调研。

③资料来自“健康中国”课题组 2018 年在江西余干县的实地调查。

④资料来自“健康中国”课题组 2018 年在浙江宁波、苍南和江西景德镇、上饶多地的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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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零散的方式存在。如《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农村生活废弃物的处

置工作”，第五十条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其他废弃物处

理……”,再如《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七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等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倾倒、堆放废弃物的地点倾倒、堆放固体废物”。 第三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统筹安排建设城乡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从中可以看出目前缺少以农村垃圾处理为主体

的法律。 以农村垃圾为主体的规定仅在《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第四十九条出现，即“农村

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的具体办法，由地方性法规规定”。该条文是原则性的，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

防治措施。其次是各地出台地方性垃圾管理办法的法规进展不一，权威性不同，详略差别大。比如有

的管理办法是由地方人大通过的，有的则是由当地政府发布的。有的地区不仅出台了农村生活垃圾

管理办法，还出台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如浙江），而有些地区则连管理办法都没有。 有的

地方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实施细则，有的则仅是方向性规定。

2.垃圾处理体系建设滞后，重视程度待提高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建设滞后，未能实现农村地区全覆盖。几乎所有地区垃圾处理所需的配

套设施、人员队伍、资金保障和行政监管体系建设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与工作需求不匹配，不能

满足任务需求。这与我国农村环境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获得足够重视有关。相当部分的农村地区生活

垃圾处理没有纳入环卫收运体系，环保先天重视不足。农村垃圾处理从规划、建设、运营到管理监督

都较弱。面对复杂的农村垃圾问题，一些地方领导还存在畏难情绪。农民对垃圾危害性认识不足，环

保卫生意识也不强，垃圾分类意识更弱，履行垃圾处理义务的积极性较低。

3.乡镇以下垃圾处理基础设施落后

基础设施落后首先表现在收运设施存在设置数量少、服务半径小和放置位置不合理等问题。首

先，大部分地区收集垃圾使用的露天垃圾池或垃圾桶缺乏必要的密封和清洁措施。 其次，转运工具

也存在数量不足和设施不配套问题。除个别地区配备了垃圾压缩车外，大部分农村以其他交通工具

运送垃圾，存在转运效率低、运输费用高和转运中的跑冒滴漏现象。一些距离生活垃圾处理地点远、

运输费用高、财力又较弱的农村就会选择就近处理，存在较大的环境风险。再次，一些既有填埋场和

垃圾堆放场建设标准低，配套设备如压实机械数量少、防渗处理不到位，存在对水土的二次污染风

险和填埋气体迁移聚集风险。 还有些地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简单， 垃圾处理基本采取集中填

埋，没有进行无害化及防渗处理。

4.建设和运营资金保障不足，来源单一

除各种试点和创建活动点外，各级政府对农村垃圾处理的投入很少，基层开展相关工作主要依

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 由于财政支持力度和村镇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经费

缺口较大。 欠发达的村庄由于本级财政收入少、集体经济弱，垃圾处理费用更难以在本级及以下筹

集。 农民不愿或不能承担垃圾收运处置费。 由于后期的运营也需要大量资金保障，在财力薄弱农村地

区由行政命令硬压下建设的集中处理设施，往往建得起却用不起。 发达农村地区由政府包办一切也

有资金压力。

5.垃圾分类缺乏强制性，管理弱，村民分类意识差

从法律角度看，垃圾分类没有立法，不具有强制性。基层工作以示范、劝导为主，缺乏硬约束。从

政府角度看，基层政府任务重、压力大，配套管理滞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基础不扎实，如认识不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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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套资金不足、管理不规范，基层工作机制不健全等。这是很多农村地区堆肥类垃圾机械化处理

终端不能正常运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机械成肥运营体系的资金筹措为例，由于机械成肥需要配备

专门的清运、分拣人员，而且设备能耗比较高，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不够富裕的集体经济积累

较难承担每年生活垃圾处理运行费用，导致设备买得起用不起。从村民角度看，分类意识尚待提高，

正确投放率低。 在宣传发动过程中，村民的不理解给工作带来阻力。 部分村民认为在农村开展垃圾

分类不切实际，发达的城区都没有做到，农村更难做到；也有人认为垃圾分类太麻烦，分类意识被

动，在反复劝导下才勉强为之，正确投放率较低。

（二）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政策建议

为促进农村垃圾处理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针对现有问题，有必要完善和细化农村生活

垃圾管理办法，加大农村垃圾处理的资金保障力度，积极探索政府保底的多元投入机制，建立多元

化、综合性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置方式，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和终端处理技术研发。

1.完善法律，因地制宜与相互借鉴相结合细化地方管理办法

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专项法律缺失的情况下， 要抓紧研究出台相关专项单行可行的法律。 同

时，应根据现有法律中关于固体废弃物的处理规定，进一步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国家标准和技

术规范，出台农村生活垃圾的具体管理办法或政策文件，进一步细化责任，明确防治要求。 由于东、

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农村垃圾处理体系建立起步有早晚，体系的完备性和先进性差异大，

在制定相关法规时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差异性。同时，农村生活垃圾管理的落后地区应该借鉴成熟地

区的法律法规，因地制宜制定并细化本地农村生活垃圾管理的具体办法。

2.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推进体系建设，建立多样化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

垃圾处理体系建设遵循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三个原则，在明确政府、企业和公民各自责任

的前提下，建立和落实生活垃圾源头减量、资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 一要加大基础设

施投入和更新改造力度。 利用和完善各种现有设施，改建和兴建垃圾中转站，建立覆盖村镇的乡村

保洁和垃圾回收基础设施体系。二要健全农村垃圾处理的环卫机构和各项管理制度。完备的机构和

人员队伍是顺利处理垃圾的必要条件，要解决农村生活垃圾管理缺位和实现城乡一体化，首先要建

立起垃圾管理机构和人员队伍，实现配备上的城乡对接。 在此基础上，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和垃圾处

理技术规范。 三要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垃圾处理模式，确定适合当地的工作重点。 垃圾处理的城乡

一体化、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应该根据不同地区实际情况逐步有序推进。应该允许人少、面积广、

地形复杂且财力不足的地区，在条件不具备时暂时采取就地就近处理模式。允许这些地区从村庄保

洁开始， 逐步建立适合当地的垃圾处理模式。 四要探索适合当地的市场化运行体系。 政府运维和

PPP 委托第三方运维是两种方式，应该给当地选择的余地。 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专业环保企业介入

垃圾处理全过程是有价值的，但是不宜一刀切地要求必须推行。

3.加强资金保障体系建设，探索政府保底的多元投入机制

农村垃圾处理是一项公益事业兼民生工程，政府保底是责任。但是，农民作为受益主体，也应适

当承担清洁费用。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住户付费、村集体补贴、财政

补助相结合的管护经费保障制度”。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费用主要由政府出资解决，但是

运行费用则应该由政府和村集体、村民共同承担。 各级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探索以政府为主体

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 支持地方积极探索引入市场机制， 逐步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推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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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通过市场化运作筹措资金。 通过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吸引社会力量和企业参与垃圾分类处理

和综合利用。 如可对参与企业（如从事垃圾填埋、沼气发电项目）所得进行税收抵扣、优惠和减免。

4.总结经验，科学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和回收利用

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可显著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可以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行垃圾

源头强制分类。在当前情况下，第一，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典型经验的宣传推广和代表性地区的示

范、各种媒介的宣传和社会专业化组织的参与，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第二，源头分类要科

学，在明确每类垃圾处置去向的基础上制定分类方法。 比如，厨余垃圾在堆肥化处理和焚烧处理之

间的选择，可堆肥化处理的品质高的厨余垃圾可分出来，不可处理的就不必分出而直接焚烧。 同时

有毒有害垃圾和建筑垃圾的分类收集也要重视。 第三，根据各地垃圾治理基础，设置合理的垃圾分

类目标和要求，合理规划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方案，合理规划布点。科学规划终端位置，针对村庄

实际，优选机器成肥处理为主的适用技术模式，鼓励多村联建，并细化辖区内终端设施的布点、规

模、辐射区域，合理配备保洁员(分拣员)数量。第四，逐步量化每户垃圾量，探索建立垃圾排放付费制

度。 第五，建立垃圾分类个人诚信制度，促进自觉实行垃圾分类。 第六，支持可回收垃圾资源化利用

项目落地的研究和立项，建立资源化利用制度；通过垃圾处理技术的改进提高无害化处置能力。 同

时相关制度、资金应该配套，确保各环节有足够的资金投入。

5.加大垃圾处理终端技术研发，促进垃圾减量、无害和资源化利用

垃圾的清洁焚烧是未来垃圾处理的主要发展方向，但是在选址建设中经常遇到“邻避困境”，公

众对周边建设这样一个项目充满担忧和疑虑，主要原因是担心垃圾焚烧会产生二噁英污染。在推广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时，除加强宣传外，应加强针对有大量农村生活垃圾混入的焚烧相关技术和废气

排放标准的制定，研究和引入适用于农村地区生活垃圾特点的无污染、高质量的清洁焚烧技术。 垃

圾填埋要保证严格按照技术规范操作，重点研发推广技术先进、经济可行的垃圾渗滤液收集和处理

技术。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考虑研发能收集垃圾填埋场废气的适宜技术，用于发电或利用其热值。

对于厨余垃圾，应该鼓励相关堆肥化处理专用设备的研发和推广运用，以保证在农村地区最大限度

实现生活垃圾就地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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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ural Domestic Waste Disposal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ao Jianhua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and statistical data, China's rural domestic wast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amount of increasing production, complex and harmful component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dispersion. The infrastructure，capital investment，collection rate and treatment
rate ofrural domesticwaste disposal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but the harmlessness rate is not high.
After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disposal, the existing governance modelsare
summarized.The following ways have become the development trendof ruralwaste disposal: the
urbanization integration, waste classification, utilization of kitchen waste, waste incineration instead of
landfill, and PPP. At present, rural waste disposal still has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 lagging system construction, backward facilities, insufficien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funds, and lagging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making
rural waste management perfect,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waste disposal system, exploring government
guaranteed and diversified input mechanisms, promoting source classification and recycling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and enhancing of waste disposal terminal technology research.

Key Words: ruralareas; domestic waste disposal;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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