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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 于法稳

［摘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村社会文明和谐。在梳理已有文献基础上，阐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时
代价值，剖析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提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对策建议。包括：
完善机制，切实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制定规划，明确整治的内容及优先序；依据区位，确定整治的技术与模
式；科学匡算，为整治提供资金保障；加强监管，确保整治成效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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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以来，我国“三农”工作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然而，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
村人居环境恶化，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成为实现乡村
生态振兴必须解决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实现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更凸显了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紧迫性；当前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厕所
卫生以及村容村貌的现状，则表明了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艰巨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行动。2018年 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
提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村社会文明
和谐。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
见》再次提出，要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全面开展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和村容

村貌提升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阶段性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
本干净整洁有序，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因地制宜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推进“厕所革命”、垃圾污水治理，建
设美丽乡村。本文在对已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
础上，阐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时代价值，并对当前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形势以及存在问题进行探索，
继而提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对策建议，以期
能为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提
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农村人居环境不仅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
的问题之一，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农
村人居环境质量如何直接影响着农村居民的身体健
康。农村生态系统、农业生产系统以及农村人居环
境系统质量或者健康程度，直接影响农村居民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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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

健康水平①，其中，农村人居环境对健康的影响更
大②，良好的人居环境与寿命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
关性③。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需求层
次在逐步提升，关注食品安全、饮水安全、人居环境
安全成为新时代最明显的特点。一般而言，影响农
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因素，
也有人文社会因素，不同区域主要影响因素具有一
定的差异性④⑤⑥，由此也表明，不同区域推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路径自然也不同。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增进广大农村居民福祉和
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村人居环
境质量是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
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对村庄
环境整治满意度总体较高，影响满意度的制约因素
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方面⑦，但农民对于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评价普遍较差⑧。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
施，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但在快速
城镇化进程中，基层政府对农村人居环境问题的关
注度较低，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不但存在着技术
管理政策的不足，而且也存在着经济政策的不足⑨⑩，
突出表现在：资金投入不足、技术支撑能力弱以及适
应性差、机制保障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輥輯訛。实践表
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没有农民的广泛参与，难以
取得预期的成效，特别是农民的参与是实现成效可
持续的关键。但是农民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支付
意愿较低，只有 59%的农户有支付愿意，但额度不
高，只有 79.2元。輥輰訛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效地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也自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
重点。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难点在农
村，当前人居环境的城乡差距依然很大，迫切需要加
快改变农村面貌輥輱訛，因为乡村环境治理的成败关系
到三大攻坚任务能否完成輥輲訛。为此，应强化绿色发展
理念的引领、加大资金投入、创新与整合技术以及治
理机制，全方位推进农村生态治理水平，打好环境整
治攻坚战，打造宜居宜游“大公园”、打出农村生态组
合拳，打造和谐共生“大田园”等，这是高质量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提升，全力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的
有效途径。輥輳訛

从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近几年来的研究侧

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整治模式、
路径、政策等方面的探索，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
提供了参考。本文研究意义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时代价值进行明晰；二
是基于基层调研中的发现，全面剖析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中存在的问题；三是结合乡村生态振兴，提出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对策建议。

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时代价值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意义不仅在于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本身，更在于其重要的时代价值，这
种时代价值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战略目标的根本要求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
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全面”具有丰富的含
义，包括了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层面及要素，而且
涵盖了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农村既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所在，也是重点所在。广
大农村的全面小康自然包括了为农村居民健康提
供保障的良好人居环境。因此，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是实现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根
本要求。

2.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
矛盾的有效途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对广大农村而言，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
加，干净的农村人居环境与良好的生态环境、洁净的
饮用水、安全的食品等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而且这种需要会变得
日益迫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有效途径。

3.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2018年 3月 8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深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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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扎扎实实
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
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是习近平对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目标和路径的明确指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
组成部分。

4.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始于 2013年的美丽乡村建设是新农村

建设的升级版，那么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则是美丽乡
村的提升版。因为，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人们较
多地感受到美丽乡村建设的一种外在性，亟待在绿
色发展理念指导下，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推动美
丽乡村走向健康乡村，增进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态福
祉。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
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通过对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处理以及“厕所革
命”，可以有效地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提升生活
质量。因此，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现生态宜居的
有效抓手，也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重要内容。

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面临的形势及存在
的问题剖析

从现在到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期。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更是增
进广大农村居民生态福祉的重要内容。笔者在基层
调研中发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面临的形势依然严
峻，存在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面临的形势
前文已经指出，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厕所

卫生是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也是国
家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重点与难点所在。
1.农村生活污水产生与处理情况
从理论上来讲，影响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因

素包括农村居住人口、饮水条件、卫生设施水平以及
污水处理设施配置等，要准确匡算农村生活污水排
放量比较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于法稳等（2018）
匡算的结果为，2016 年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在
55.67亿 ~125.26亿立方米。輥輴訛如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0年制定的不同地区《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指南》所给出的比例进行匡算，
该数据则为 83.51亿 ~125.26亿立方米。

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面，2016 年全国 52.62
万个行政村中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为
20.0%，并不太高。但从动态来看，无论是对生活污
水处理的行政村数量，还是对生活污水处理的行政
村比例都有很大的变化。对生活污水处理的行政村
数量从 2007年的 1.5万个增加到 2016年的 10.5万
个，增加了 9.0万个，增长 6.0倍；同期，对生活污水
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从 2.6%增加到 20.0%，增加了
17.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 1.9个百分点（见图 1）。
从省级层面上来看，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

同以及地形地貌特征的差异，导致了广大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水平的差异。2016年对生活污水处理的行
政村比例最低的三个省区分别为黑龙江省（4.0%）、
内蒙古自治区（5.0%）、吉林省（5.0%），而该比例最
高的三个省市分别为浙江省（84.0%）、上海市
（64.0%）、江苏省（44.0%）。由此可见，省级层面的差
异性非常明显。

2.农村生活垃圾产生与处理情况
据估算，每年我国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2

亿吨，其中，63.3%的生活垃圾实现了集中堆放；从
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来看，集中堆放的生活垃圾以直

图 1 我国对生活污水处理的行政村及其比例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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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填埋为主，所占比例为 57.0%，实现资源化利用的
比例仅为 28.0%左右。有关数据表明，2016年对生活
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为65%。近年来，在全国
范围内开始推行“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
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在一些地方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但这种处理模式也有其明显的弊端，一是
对经济条件的依赖性强，二是具有明显的区域局限
性，三是转运过程中可能造成二次污染，四是农村垃
圾进城对区域垃圾填埋场造成了极大压力。

3.农村“厕所革命”情况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农村累计使用卫生厕

所的户数由 2000 年的 0.96 万户增加到 2016 年的
2.15万户。但目前卫生厕所的档次还不高，而且参差
不齐。可以说，农村“厕所革命”与实现产业振兴具有
紧密的关系，特别是乡村旅游发展更需要真正的“厕
所革命”。在推进“厕所革命”时，大多采取化粪池方
式，将厕所废弃物一并收集处理。在运营过程中，也
凸显了严重不足：一是这种改厕模式注重的是厕所
内部的“改”，而没有关注厕所之外的“治”；二是这种
改厕模式立足于“点”，解决的是单一问题；三是这种
改厕模式治标不治本，还谈不上真正的“厕所革命”。
（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存在的问题
距离 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越来

越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国家
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性措施势必极大地推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助力乡村生态振兴。但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

1.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实践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并没有得到基层

政府的广泛重视。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公园、
城镇生态环境建设是基层领导打造任期内政绩工程
的重要内容，也是展示其政绩的关键平台，自然成为
建设的重点。与之相反，尽管国家针对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采取了系列政策措施，但并没有得到基层政
府的积极响应并付诸实际，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改
善进展缓慢。

2.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投入不足
以生活污水处理投入为例，2016年农村排水设

施投资占市政投资的比例为 10.8%，而污水处理设
施投资占市政设施投资比例仅为 4.7%，占排水设施
投资的比例为 43.2%，相对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
资金需要，投入严重不足。与此同时，“撒胡椒面式”

的资金投入方式导致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设施的严
重不足和质量的低劣化，难以实现预期的整治成效。
特别是造成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设施的管护资金缺
失，直接导致“重建轻管”现象的普遍存在。

3.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错位
事实上，开始于 2013年的美丽乡村建设由于各

部委“自上而下”的推动方式将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
门推到了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线，使其成为美丽乡
村建设的主体，而真正应该成为主体的广大农村居
民则游离于美丽乡村建设之外。与此同时，为了突
出本部门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效，基层职能部门
往往倾向于选择一些基础较好的村庄作为项目实施
点，而真正需要项目的村庄则很难获得支持，不可避
免地导致“锦上添花”，而不是“雪里送炭”。当前，在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程中，一些地方为了完成
上级下达的任务，基层及相关部门替代农村居民成
为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而农民则因缺乏有
效的参与机制，成为了局外人。

4.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模式不当
笔者基层调研发现，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中，有的地方盲目推崇一些成功的模式，而没有考虑
这些模式所需要的保障条件。当然，这些模式所遵
循的绿色理念以及完善的管理制度值得借鉴，但模
式却难以复制。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为例，广泛推
崇“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这既没有
考虑所需要的运营经费的支撑，也没有考虑农村生
活垃圾进城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生活垃圾治理方面
缺乏系统的思考与统筹。又如，农村“厕所革命”中
一味地推崇三格化粪池模式，注重了厕所内的环境
改造，但没有实现粪污的有效治理及资源化利用，另
外，还需要对化粪池内的粪污每年进行一到两次的
抽取。一些地方探索出了“厕所革命”与生活污水一
体化处理模式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推广，原因可能就
在于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级政府布置的任务，只注
重工程数量的增长，而没有关注工程能否实现预期
效果及其可持续性。新闻媒体曝光的某地“厕所革
命”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5.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技术适宜性不足
在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生活污水、生活垃

圾处理技术规范性较差，更缺乏统一的标准。一些
地方在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时，简单地将城镇污水
处理的管网方式照搬到农村，不考虑农村生活污水

生态文明建设

83· ·



2019.2

排放的特点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状况。同时，对一些
特定区域而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技术严重缺失。
因此，当前所推广的技术区域适应性不足。

6.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相关机制不完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机制不完善体现在如下方

面：一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设施运营机制缺失；二是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评估与监督机制还没建立；三
是农民参与机制缺失。农村居民受传统生活习惯的
影响，对人居环境整治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对政府推
动人居环境整治行为不能充分理解，责任意识、参与
意识严重不足。农民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
其广泛参与是保障设施正常运转，实现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成效持续的关键。

7.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质量监管缺位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针对国家所推行的相

关行动计划，基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更多地关注
工程实施情况和对上级部门负责，而对实施效果关
注不够，更缺乏保障实施效果可持续的机制。出现
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缺乏监
督与评价。首先，我国最基层的环保部门是县一级
环保机构，乡镇一级尚无相关职能部门，县级环保部
门受各种条件限制，很难对农村环境进行有效的监
管。其次，我国基层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员相对
较少，不仅没有建立起农村人居环境的监测网络系
统，而且也无法充分利用相关的农村人居环境监测
技术。此外，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中对何种行
为应该处罚以及处罚的程度规定得过于笼统，导致
环保执行部门难以行使环境执法权。

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对策建议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
整洁有序，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为此，需
要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完善机制，切实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需要政府、企业与农民的广

泛参与，但农民始终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
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其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发
挥，就必须建立有效的参与机制。为此，应采取相应
措施，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宣传农村人居环境质
量对居民身体健康的影响，提高农村居民对农村人
居环境重要性的认知水平，在此过程中培养其责任

意识与参与意识，进而推动其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其
积极、主动、全面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全过程。
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应采取有效措施并配
以相应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农村居民的积极性，使得
他们真正成为主体。与此同时，应明确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中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企业的功能定位，一
方面避免“越俎代庖”，另一方面防止推卸责任。

2.制定规划，明确整治的内容及优先序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不但确立了

行动目标，而且还明确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
任务，即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开展厕所粪污治
理、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村容村貌。当
前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践来看，整治的内容依
然是根据上级部门资金投入额度及去向确定的，并
没有一个科学的整治规划，从而导致整治村庄空间
分布的随机性和不公平性。因此，需要在三年行动
方案对整治重点任务界定的框架范围内，在县级层
面根据村庄不同区位、不同类型、不同人居环境的现
状制定详细的规划及实施方案，明确不同村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内容，并确定每个村人居环境
整治重点内容实施的优先序，确保整治能够达到预
期成效，并实现成效的可持续。

3.依据区位，确定整治的技术与模式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内容不同，所需要的技术与

模式自然不同，即使同一种整治内容，不同区域农村
所需要的技术与模式也不同。因此，相关部委的技
术管理部门应对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所采用的
技术进行分类，科学分析这些技术的特点及空间适
宜性，提出一份“自上而下”的技术供给清单。在此
过程中，建议将民营企业成熟的农村生活污水、生活
垃圾处理技术以及“厕所革命”技术或者治理模式也
纳入进来，一方面增加技术或者模式的可选择性，另
一方面也调动企业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
性。同时，基层职能部门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进程中，可以基于对不同区域农村所需要的技术类
型及模式的了解，提出一份“自下而上”的技术需求
清单。通过技术供给与需求清单的对比，可以选择
出适宜不同区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技术和模式。

4.科学匡算，为整治提供资金保障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建立地方为主、

中央补助的政府投入机制。中央财政对农村‘厕所
革命’整村推进等给予补助，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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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县给予奖励。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专门资金支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允许县级按规定统筹整合相关
资金，集中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所有这些，将
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资金保障。相对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对资金的需求，当前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这也是导致农村人居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关键
因素之一。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国家
层面也应根据三年行动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对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所需要的资金规模进行科学核算，
确保资金投入能够实现预期成效。在基层层面，也
应根据区域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内容及优先
序，对所需资金进行科学匡算，据此将其纳入基层财
政预算，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资金的需求，将好
事办好、办实，切实避免“工程交差”。

5.加强监管，确保整治成效的可持续
针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过度关注工程建设数

量，而不关注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及可持续性问题，应
加强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全过程监管。针对当前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监管缺位问题，应尽快建立评估
与监督机制。采取第三方参与模式，建立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评估与监督机制，对参与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治理效果、满意度、存在
的问题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估，以寻求完善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途径与措施，确保整治成效的可持续性。
即实现全过程的监管，切实克服“重建轻管”，确保实
现“工程建一处，服务一方群众”的目标。

注释：
①于法稳.基于健康视角的乡村振兴战略相关问题研
究[J].重庆社会科学，2018(4).
②王晓宇、原新、成前.中国农村人居环境问题、收入
与农民健康[J].生态经济，2018(6).
③马婧婧、曾菊新.中国乡村长寿现象与人居环境研

究———以湖北钟祥为例[J].地理研究，2012(3).
④杨兴柱、王群.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
及影响分析[J].地理学报，2013(6）.
⑤李伯华、曾菊新.基于农户空间行为变迁的乡村人
居环境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9(5).
⑥杨锦秀、赵小鸽.农民工对流出地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8).
⑦张萌、郑华伟、高春雨等.基于农民主体视角的村
庄环境整治满意度研究———以江苏省4个地区的调
查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4).
⑧孙慧波、赵霞 .农村人居环境系统优化路径研
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J].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⑨朱琳、孙勤芳、鞠昌华等.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技术管理政策不足及对策[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14(6).
⑩鞠昌华、朱琳、朱洪标等.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配套经济政策不足与对策[J].生态经济，2015(12).
輥輯訛于法稳.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生态治理的对策研
究[J].城市与环境研究，2017(2).
輥輰訛李伯华、窦银娣、刘沛林.欠发达地区农户人居环
境建设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红安县个
案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1(4).
輥輱訛张建军.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J].农村工作通讯，
2015(7).
輥輲訛王晓毅.打好三大攻坚战，乡村环境问题十分关键
[J].国家治理，2018(2).
輥輳訛袁家军.高质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全力打造
现代版“富春山居图”[J].农村工作通讯，2018(10).
輥輴訛于法稳、侯效敏、郝信波.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8（3）.

责任编辑：周青

生态文明建设

8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