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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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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种植业面源污染成为我国农村地区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有效控制种植业面源污

染态势，确保农产品产地环境友好，是推进全国生态环境治理和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现实要求。

本文针对我国种植业面源污染状况，分析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的主要措施和区域种植业面源污染

防治的探索实践。 指明种植业污染防治面临机制不完善、标准较低、监管体系不健全、投入缺乏等

主要问题。从培育新型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主体、加大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投入、推行种植业绿色

生产、促进种植业生态循环发展、强化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监管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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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 种植业生产方式产生的面源污染给农村环境带来严重的外

部影响，提高了土壤和水体污染风险，种植业面源污染成为农村地区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如何有

效控制种植业面源污染，确保农产品产地环境友好，已成为影响全国生态环境治理和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重要问题［1］。

现有国内外研究重点关注种植业面源污染成因及对区域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 缺少基于种植

业化学投入品及其面源污染治理进行的系统研究。 本文在分析我国种植业面源污染态势和主要防

治措施的基础上，以东中西部调研地区为案例，总结区域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实践经验。 针对种

植业污染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种植业面源污染状况

种植业面源污染主要指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等化学投入品使用过量及其使用方式不当造成的

环境污染，包括水体污染、耕地土壤污染、废弃物污染、大气污染等，对种植业生产环境、农村人居环

境和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危害。

（一）种植业化学投入品使用

我国耕地复种指数较高，种植业化学投入品使用量较大，使用强度较高。 全国化肥施用量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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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化肥施用总量的 35%，农药施用量占世界农药施用总量的 1/3。我国化肥、农药等投入品使用结构

还不尽合理，技术含量较低，尚未推广先进的施肥施药机械。

1.化肥施用量变化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化肥施用量总体呈现增加态势。 2016 年化肥施用量达到 5 984.1
万吨，是 1990 年的 2.31 倍；施肥强度增至 359.08 千克/公顷，是 1990 年的 2.06 倍，远高于国际公认

的安全施肥强度上限 225 千克/公顷，如图 1 所示。 我国化肥利用率低于 40%，而美国粮食作物氮肥

利用率达到 50%，欧洲大多数国家粮食作物氮肥利用率高达 65%。

我国种植业肥料结构不均衡，化肥施用量占肥料施用总量的比例很高，有机肥施用量占肥料施

用总量的比例很低。全国氮、磷、钾肥施用比例不平衡，其中氮肥和磷肥施用过量，钾肥施用量较少。

近年来氮肥和磷肥施用量增速减缓，复合肥和钾肥施用量增速加快［2］。

2.农药使用量变化

我国农药施用过度，2016 年农药施用量达到 174 万吨，是 1990 年的 2.37 倍。 单位面积农药施

用量高达 10.44 千克/公顷， 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农药施用强度。 全国主要粮食作物农药利用率低于

40%，而欧美发达国家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农药利用率可达到 50%~60%。 我国农药施用技术落

后，施药方法不科学，用药剂量和次数较多。农民缺乏关于农药施用的安全意识，将使用完的农药瓶

及包装袋丢弃在沟渠边，水体极易遭受污染。 未被利用的农药直接造成土壤污染，农药过量和不规

范施用将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

3.农用薄膜使用量变化

随着设施农业发展，农用塑料薄膜使用总量快速增加，2016 年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达到 260.3
万吨，是 1990 年的 5.4 倍。 地膜覆盖面积达到 1 840.12 万公顷，是 1995 年的 2.83 倍，如图 2 所示。

我国农用塑料薄膜回收率不足 50%，超薄农用塑料薄膜容易破损，其碎片残留于耕地中，非常不易

回收。残膜留在土壤中难以降解，破坏耕作层结构，严重影响土壤通气和水肥传导。农民将大多数地

膜使用后直接丢弃在田间，不能及时回收，造成白色污染。

图 1 全国化肥施用量和施肥强度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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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废水污染物排放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废水污染物排放量监测结果，2015 年全国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

业等）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达到 1 068.58 万吨，比 2011 年降低 9.91%；农业氨氮排放量达到 72.61 万

吨，比 2011 年降低 12.15%，如

图3 所示。 尽管农业废水污染

物排放量呈降低的态势，但是

农业废水污染物排放量占废水

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例仍然较

高，2015 年农业化学需氧量排

放量占比达到 48.06%，高于工

业和生活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

比； 农业氨氮排放量占比达到

31.58%，高于工业氨氮排放量

占比，如表 1 所示。

（三）种植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危害

种植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危害包括：土壤污染、土壤结构破坏、土壤酸化、水质下降、地表水富营

养化、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标、大气环境污染等，以及由此导致的种植业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产

图 2 全国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和地膜覆盖面积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

年份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比 农业氨氮排放量占比

农业 工业 生活 农业 工业 生活

2011 47.45 14.19 37.56 31.73 10.80 56.70
2012 47.60 13.96 37.66 31.79 10.41 57.03
2013 47.85 13.58 37.82 31.72 10.01 57.56
2014 48.04 13.57 37.67 31.67 9.73 57.90
2015 48.06 13.20 38.09 31.58 9.46 58.32

表 1 农业废水污染物排放量占比单位：%

数据来源：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2016 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 3 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农业废水污染物排放量

数据来源：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2016 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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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质量下降，食品和人畜饮水安全风险加大，居民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等。

我国每年因过量和不合理施肥造成 1 000 多万吨的氮流失， 化肥过量施用以及氮磷钾肥施用

比例不合理，造成土壤板结，耕地生产力下降。 同时，超过农田的养分负荷，化肥营养成分通过渗漏

和地表径流而大量损失，引发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造成环境污染。 粗放的施药方式致使部分农药

滞留在土壤与水体中，散发到空气里，随意处置废弃农药包装物将造成农药的二次污染［3］。

我国农作物秸秆总量大、种类多、分布广，目前农作物秸秆产量已超过 10 亿吨，列于世界首位。

如果大量秸秆不能得到适时处置，其废弃物腐烂变质将导致大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问题，秸秆就

地焚烧更容易造成大气污染、雾霾等。

二、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的主要措施

围绕国家制定的农业面源污染“一控两减三基本”目标，即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和农业水环

境污染，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实现畜禽粪便、农膜、农作物秸秆基本资源化利用，需要实施种植业

化学投入品减量和废弃物循环利用工程，推广先进的肥药施用和废弃物处理技术，加强工程实施的

制度保障，这将有效控制种植业面源污染态势。

（一）实施化学投入品减量和废弃物循环利用工程

我国已全面开展化肥、农药施用量零增长行动，2017 年全国农药施用量连续三年负增长，提前

三年实现化肥施用量零增长。 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粮食作物的化肥利用率达到 37.8%，比 2013 年

提高 4.8 个百分点。 农药利用率达到 38.8%，比 2013 年提高 3.8 个百分点，如表 2 所示。

实施化肥减施工程， 可以提高化肥利用

率，进而减少化肥施用量。充分利用洼地和河

道，建成拦截沟渠，种植半旱生和水生植物，

减少肥料流失对水系的污染。优化种植结构，

减少化肥投入。引导农户施用有机肥、种植绿

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耕地肥力。

实施农药减施工程，有效防治农作物病虫害。 严格禁止高残留和高毒农药的施用，降低农药流

失引发的环境污染程度。调整农药施用结构，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以及先进施药机

械，实行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通过选育抗病虫品种、合理的轮作换茬等措施，预防病

虫发生，减少防控次数，间接控制农作物病虫害［4］。

实施种植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工程，注重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

化、原料化、基料化利用。 提高废旧农用塑料薄膜回收利用率，推广使用加厚地膜。 在农药施用用量

大的农产品主产区，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无害化处理站。

（二）推广先进的肥药施用和废弃物处理技术

我国种植业生产具备应用先进技术的条件，可以推广测土配方精准施肥技术，施用有机肥料和

生态复合肥。 实行农艺与农机融合，推广生物固氮、机械深施肥等技术，提高化肥利用率。 推广生物

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有效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在秸秆产生量较大的重点地区，加快推进

年份 化肥利用率 农药利用率

2013 33.0 35.0
2015 35.2 36.6
2017 37.8 38.8

表 2 主要粮食作物化肥和农药利用率变化单位：%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2017 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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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综合利用试点，推广秸秆还田、秸秆饲料无害防腐和零污染焚烧供热等技术。 推广使用可降解

农用塑料薄膜，采用可降解地膜覆膜栽培技术，建立集中连片的可降解农用塑料薄膜试点区。 在地

膜覆盖面积较大的地区，应使用加厚地膜，示范推广残膜捡拾和回收技术，建设废旧地膜回收网点

和再利用加工厂［5］。

（三）加强工程实施的制度保障

防控工业和生活污染向种植业转移，执行国家农地土壤污染管控标准，依法禁止未经处理达标

的工业和生活污染物进入农田。 实行耕地土壤污染治理评价，强化污染耕地分类治理。 优化肥料结

构，推广新型高效肥料，推行有机肥替代化肥，鼓励农户和企业施用有机肥，鼓励区域有机肥厂建

设。扶持病虫防治专业化服务组织，注重植保机械与农艺配套，扩大统防统治辐射范围，提高科学用

药水平。落实秸秆禁烧制度，实施秸秆还田、秸秆资源化利用等补偿政策，推动秸秆处理和利用能力

建设。采取专业化组织回收、加工企业以旧换新等多种方式，推行农用塑料薄膜回收利用。构建耕地

残膜收集、输送网络体系，提升耕地残膜回收利用能力［6］。

三、区域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探索实践

针对区域种植业面源污染状况，江西、山东、黑龙江、浙江、四川、陕西等省区相继采取肥料施用

结构优化、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农用塑料薄膜等废弃物回收利用、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等措

施，区域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获得显著成效。

（一）优化肥料施用结构

许多省区随着测土配方施肥等项目的实施，提高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

术的应用水平，优化肥料施用结构，增施有机肥和配方肥，降低化肥施用比例。这将明显提升耕地质

量，降低种植业生产成本，减轻种植业环境压力。

江西省景德镇市实施化肥零增长行动，开展各类试验示范和推广，包括减量化配方施肥试验、

土壤调酸试验、生物肥试验、稻田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试验、水肥一体化、肥料利用率试验等。 2016
年全市化肥使用量达到 94 216 吨，首次出现负增长，比 2015 年下降 0.45%。 全市推广测土配方施

肥面积达到 191.5 万亩，减少化肥施用量，提高化肥利用率。 开展耕地地力保护与质量提升行动，加

强红花绿肥种植力度，在国道、旅游沿线集中规划红花种植示范区，支持现代农业示范区、专业合作

社、种粮大户开展绿肥种植。 设立 12 个市级耕地质量监测点，开展果蔬茶有机肥替代化肥活动，试

点面积达到 3 000 亩。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面积 500 万亩次以上， 主要在粮油作物和茶叶上实施

配方施肥，增产 10%~20%。 配方施肥推广方式主要包括：直接施用配方肥，或者为农户发放施肥建

议卡，使其据此购买肥料施用。南充市嘉陵区强化测土配方施肥在设施农业以及果树等经济作物中

的应用，通过改进施肥方式，农作物肥料利用率达到 40％。探索有机养分资源利用模式，鼓励农户增

施有机肥和种植绿肥，引导其积造施用农家肥，使用以畜禽粪便为原料的商品有机肥。

山东省莱芜市（今济南市莱芜区）推广使用商品有机肥，科学合理施肥，减少化肥施用量。 在土

壤酸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地区，施用土壤调理剂，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在果园中培育绿肥，增加土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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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质含量。 实行测土配方施肥，支持测土配方施肥整村、整镇推进。 实行农企对接直供配方肥方式，

给予新型经营主体补贴。扩大配方肥施用范围，实现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等各种作物全覆盖。推行先

进的施肥方式，减少氮、磷流失。 在设施蔬菜和林果栽培集中区域，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有效减轻

化肥过量施用对水体和土壤的污染。

（二）加强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

许多地区推广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注重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 加速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应用，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扩大生物农药实施范围。配置种植业植保

现代化装备，发展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提升区域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能力。

1.增加非化学农药施用量

宁波市奉化区全面推广的病虫害非化学防治技术，是以“三诱”（杀虫灯、性息素、黄板）技术为

核心，生物农药为补充的病虫防治技术。 自 2005 年以来，全区累计应用非化学防治面积 30 万亩次，

应用频振式杀虫灯和太阳能杀虫灯 380 盏，性诱捕器 2 万多套，色板 2.5 万张，以及各类生物农药 80
吨。 开展达标防治、低容量施药行动，发挥环境友好型农药功效，减少农药使用量和降低其使用频次。

实行水稻病虫专业化统防统治，在 2013—2017 年期间，全区累计完成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作业面积

28.6 万亩次，水蜜桃统防统治面积达到 5 000 亩，区植保专业合作社完成无人植保飞机防治作业

1.5 万多亩次。

黑龙江省海伦市采用“三改一提”措施，即改变施药机械，使用大型植保机械代替手动机械，农

药利用率提升至 45%，2017 年亩均除草剂用量 25 克，除草剂用量减少 15%；改变施药方式，以苗后

除草替代苗前除草，实行见草用药，用药量少，除草效果较好；改变药剂品种和配方，以高效友好型

农药替代残效期长、用药量大的农药，轮换用药，减轻抗药性；提升作业质量，采用绿色防控替代化

学防控手段，以生物药剂、专化性诱杀、趋避性防控为主要措施，这种方式具有无残留、无污染、生态

损害小等优势。

2.提高种植业植保水平

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推行物理防控农作物病虫害，减轻对化学农药的依赖，采用植保无人机、

宽幅电动喷雾器、自走式喷雾机等先进植保机械，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替代高毒高残留农药。

在粮油、果树、蔬菜种植基地建立病虫监测点，准确掌握病虫发生特点、分布情况，减少盲目施药、重

复施药情况的出现，降低农药使用量。 实行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提升专业化防治水平。 2017 年

郓城县共有 69 个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2 053 位工作人员、1 219 台（套）植保机械装备，日作业面

积 10 万亩，统防统治面积达到 132.4 万亩次。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以政府购买为引导，深入推进三方合作机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部

门、农资经销或生产商），制定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方案，实行农药统一供给和防治。 通常全季用药次

数比农民自行防治减少 1~2 次，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 20%以上，农药利用率提高 10%。 同时农药经

销商提供大包装农药，使用后集中回收农药废弃物，实现施药次数减少、施药剂量减少、农药流失减

少、农药废弃物有效回收的目标。

3.推行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

江西省景德镇市 2017 年农药使用量达到 1 049.29 吨，比 2013 年降低 9.2%。 全市已设立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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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疫情防控监测点，乐平市建立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网，浮梁县构建重大病虫害实时远程监控系

统。景德镇市实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示范试点，扩增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面积，

统防统治覆盖率和绿色防控覆盖率分别达到 38%和 28%。 乐平市众埠镇建立蔬菜病虫害统防统治与

绿色防控融合示范区，试点面积达到 5 000 亩。 乐平市高家镇、众埠镇分别设立 1 万亩水稻病虫害统

防统治示范点，浮梁县建立 17 个生物农药防控病虫害示范区，示范面积达到 1 万亩。

山东省烟台市设立 5 万亩苹果示范区， 全面实施苹果全生育期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模式。 同

时，以小麦、玉米、花生等主要粮油作物为主，向高效经济作物延伸，结合示范项目建设，签订承包合

同，加强专业组织建设，推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形成以植保专业合作组织为主体的农

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控体系。莱州、栖霞、莱阳、招远、海阳、蓬莱 6 个县市先后被确定为山东省农作

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控体系建设项目示范县，获得省扶持资金 870 万元，推动全市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专业化服务组织建设。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实行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在茶叶园区和蔬菜基地采用杀虫灯、黄板和

生物制剂农药。 2017 年在全县推广果树、茶叶、粮油绿色防控技术面积 15 万亩以上，建立 12 个示

范片，面积 2 000 亩以上。 开展主要经济作物全程绿色防控，推广物理防控和生物药剂防治技术，以

专业化统防统治替代分户防治，化学农药施用量从 2014 年的 89.4 吨下降至 2017 年的 65.3 吨。

2017 年全县实施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达到 7.5 万亩次，生物农药推广面积达到 4.2
万亩，其中水稻、玉米和小麦推广面积 3.8 万亩，果树推广面积 0.4 万亩。

（三）鼓励农用塑料薄膜等废弃物回收利用

目前，全国许多地区严禁生产和使用厚度在 0.01 毫米以下农用塑料薄膜，从源头上确保农田

残膜可回收。鼓励农户和企业采用多功能棚膜和可降解地膜，并对加厚地膜的使用、回收、加工利用

给予补贴。 同时，设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探索农药包装废弃物集中处理模式。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采用政府监督管理、专业机构处置、市场主体回收、公共财政补助的原则，

以区供销联合社下属控股农资公司网络为主要回收点、以乡镇为辅助回收点，建立种植业投入品废

弃包装物回收和集中处置体系， 由农资公司将各乡镇收集网络保管的农药等废弃包装物统一归集

至中心分拣仓库。 通过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方式，确定专业处置单位，签订委托协议，确保归集后的

农药和兽药等有毒有害废弃包装物作为危险固废进行集中处置， 对废旧农膜和肥料包装袋等开展

资源化利用。鼓励种植专业合作社、企业、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采取自行收集废弃物的措施，引导农

民将废弃包装物装入回收箱。 推进废弃包装物回收组织建设，为村级卫生保洁员提供补贴，组织开

展田间巡查捡收。

黑龙江省海伦市地膜使用面积 3 万亩，使用量达到 127 吨，棚膜使用面积 1.7 万亩。 海伦市内

废弃农用塑料薄膜回收点 20 余家，通过处理加工，然后运往外地，年处理量 500 吨。 全市可以及时

收集农用塑料薄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各乡镇由专业队伍管理，各村由专人负责回收。 在农用塑料

薄膜使用量较多的地区，以村庄为单位，设立农用塑料薄膜集中存放站。 支持种植业废弃地膜加工

企业在重点乡镇设立回收网点，鼓励现有废品收购系统为企业代收种植业废弃地膜。当年蔬菜等作

物收获后，推广采用残膜回收联合作业机一次完成地表残膜捡拾入箱成包，人工装车拉运。 采用农

用塑料薄膜机械化捡拾和专业化回收，减少农用塑料薄膜覆盖量，推广一膜多用、降解膜使用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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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型产品。 执行地膜新标准，使用厚度大于 0.01 毫米的标准地膜，保证地膜可回收，扩大可降解

地膜使用面积。

（四）强化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

我国已开展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示范区建设，推行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原料化和能

源化利用。实施购置农作物秸秆还田机械和推广使用耕地深松深翻技术的补贴政策，有效提升区域

耕地质量，促进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的产业化发展。

山东省莱芜市（今济南市莱芜区）培植六大秸秆资源化利用典型模式，发挥示范样板作用。 第

一，秸秆还田模式。 在小麦主产乡镇，实行秸秆还田技术示范，全区秸秆还田面积达到 2 万亩以上。

第二，秸秆生产建材模式。 山东星河公司引进集成房屋生产线，在每个镇各设立一个秸秆收购联络

处，在各村设立收储点。第三，秸秆压块技术模式。加工而成的秸秆煤燃烧充分，热值较高，符合环保

要求。第四，秸秆养殖食用菌技术模式。利用玉米芯为辅料，培植食用菌，不仅可以节约成本，而且可

以提高玉米秸秆利用率。 第五，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模式。 在设施农业区域，以秸秆作原料，在微生

物菌种、净化剂等的作用下，定向转换农作物生长所需的热量、酶、养料等，进而促进农作物高产优

质。 六是秸秆青贮技术模式。 结合粮改饲项目，推进水泥池青贮和打包青贮①。

四、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种植业污染防治面临机制不完善、标准较低、监管体系不健全、投入缺乏等主要问题。种植业化

学投入品减量增效的推行依赖于农业部门项目，种植业生态补偿标准普遍偏低，不能有效实施种植

业面源污染防控措施。

（一）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种植业化学投入品减量增效的推动能力薄弱，化肥和农药零增长行动主要依托农业

部门通过测土配方施肥、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植保防控等项目推进，缺乏社

会组织、企业和农民等相关者的参与。 农户和企业对种植业面源污染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充分认

识，片面追求农产品产量和经济效益，不惜以污染耕地环境和破坏生态为代价，不能有效实施种植

业面源污染防治措施［7］。

农药减量控害及包装废弃物回收政策缺乏，对绿色防控、生物防治技术和生物农药使用的补贴

支持力度不够。对农用塑料薄膜科学使用有一定的补助政策，但对废旧农用塑料薄膜回收利用缺乏

有效的奖补激励政策。因回收成本较高和经济效益不显著，农用塑料薄膜回收加工企业提出的回收

价格很低，降低了农民自觉回收农用塑料薄膜的积极性。

（二）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标准较低

影响种植业面源污染的因素很多，其中涉及降雨强度、空气湿度、空气温度等不明确性因素，这

些因素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化学投入品对区域土壤、水体、空气的污染程度。 同时，在通常情况下，农

药和化肥等投入品使用所造成的面源污染相互交叉，也容易发生迁移和转化，难以对某一种污染源

进行精确检测。 针对这些实际状况，我国种植业面源污染缺乏分类控制措施，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

①资料来源：调研地区农业局和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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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尚不能满足资源环境保护要求，缺乏以污染物削减控制为目标的质量管控标准。

（三）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监管体系未健全

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监管体系尚未健全，地区农业部门没有设置面源污染防治的监管职能

部门和人员编制，对种植业不规范的生产和经营行为缺乏指导和监督。 存在过量使用化肥、有机肥

替代不足、盲目混配农药等现象，造成耕地土壤肥力降低、土壤和水体污染等问题。

我国农资产业尚不成熟，难以对种植业面源污染源头进行监督。农药包装废弃物属于危险废

物，其回收处置难度大，农药包装废弃物无害化处置所需的配套设施不完善，急需专业环保设施对

其进行处置。 农作物秸秆收集、运输、储存等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产业化利用程度低，严

重制约秸秆资源化利用［8］。

（四）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投入缺乏

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缺乏必要的资金保障，专业技术力量不足，尤其乡镇缺少农技人员，不能

有效开展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 现有项目覆盖面受到资金总量的限制，只能在局部区域实施，规模

效应有限。农药包装废弃物管理和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涉及回收、储运、处置等环节，资金需求量

较大，缺少必要的专项资金支持。

目前，我国政府对种植业的直接补贴主要集中在农作物品种培育、粮食安全储备、农用机具配

置等方面。但是在种植业生态补偿方面，补偿标准普遍偏低，补偿额度量方法缺乏科学依据。生态补

偿方式以行政手段为主，经济手段不足，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和科技研发投入［9］。

五、加强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对策建议

（一）培育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主体

在现有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专业队、农民合作社的基础上，培育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服务组

织，提供有机肥购销、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农用塑料薄膜回收利用、农作物秸秆回收加工、种苗

统育统供等服务。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为有机肥生产企业、专业植保组织等提供补贴，加快有机

肥替代和生物农药推广。 发挥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作用，改进

机械施肥和施药方式。对于水肥条件较好的连片产区和新建园区，在增施有机肥的同时，促进“有机

肥+水肥一体化”模式的示范推广，提升设施农业肥料施用水平，提高水肥利用效率。同时，注重农药

施用安全间隔期，使农产品农药残留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实行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

提高专业植保社会化服务水平。

（二）加大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投入

将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经费列入地区财政预算，增加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投入。把种植业面源

污染防治纳入政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对各项具体任务的落实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针对化肥、农药

和农膜等一系列农资产品，应加大绿色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投入，加快推行测土配方精准施肥、

高效植保机械、绿色防控等技术，防止低劣化学投入品进入农资市场。 设立专项基金，针对有机肥、

生物农药、农用塑料薄膜回收、秸秆资源化利用等方面进行补偿。开展专业化现代种植技术培训，提

高农民科学种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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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行种植业绿色生产

按照种植业绿色发展产地环境安全、生产过程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推行种植业绿色生

产方式，制定与产地环境、投入品、产中产后安全控制、作业机械与工程设施、农产品质量等相关的种

植业技术标准。建立农产品生产管理规章制度，按不同农作物种类，制定农产品生产技术操作规程，

加强种植业绿色生产技术示范基地建设。 推广节肥、节药、节水等技术，减少化学投入品用量。 优化配

置肥料资源，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鼓励使用有机肥、生物肥料和绿肥等，推行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

药和先进施药机械。以种植业绿色生产为切入点，执行农产品生产标准，推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

产品、有机农产品的产地认定与产品认证，完善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增加安全优质农产品供给。

（四）促进种植业生态循环发展

改进种植业发展方式，推动生态循环发展。 以秸秆资源化利用、农用塑料薄膜回收利用等为重

点，提高投入品利用效率，促进种植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实施太阳能、沼气等清洁能源工程，应用

生物技术，实现产气和积肥同步，种植与养殖结合，提高农村资源利用率。政府应对种植业废弃物收

集、储存、加工利用等环节的主体予以补偿和优惠政策支持，联通废弃物收储、加工与销售等各环

节，提升生态循环产业价值。 在种植业废弃物收储环节，执行“谁收储、补偿谁”的规定；在废弃物加

工利用环节，实施“按量补贴”的制度；在加工产品销售环节，实行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

（五）强化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监管

健全种植业投入品管理制度、农产品生产记录档案制度和日常巡查检查制度，加强种植业各生

产环节的监管力度。 聚焦化肥、农药、农膜、添加剂、抗生素等问题，深化专项整治，严厉打击经营假

劣农资违法行为。 督促经营主体依照标准进行规范生产，合理施肥用药，严格执行禁限用规定和休

药间隔期等制度，履行生产安全责任。 完善农产品监测网络，形成包含政府主管部门、农民合作组

织、企业、农户等相关者参与的监管主体。 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制度，控制环境风险，构建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系统。实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和监督抽查，定期对农田、果菜茶园、绿色

农产品生产基地等开展监测和抽查，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种植大户等进行重点监督检查，

建立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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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ountermeasures fo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rop Farming

Bao Xiaobi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Research Center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of crop farming has been primary source of environmental pollu-

tion in rural area. The friendly environment will be conserved in producing area if th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s effectively controlled, which is actual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nd achieving agricultural quality security. The feasibility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rop farming and regional practices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this paper. The main problems o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re shown as incomplete mechanism, lower standards, imperfect supervision system and defi-
cient inputs.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re given by means of assisting new controller fo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creasing inputs fo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dvancing
green standardization production of crop farming, promoting ecological cycling development of crop

farming,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fo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rop farming;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reduction; Agricultural plastic film recovery; Straw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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