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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十四五冶时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的战略任务
王 宾

于法稳

摘 要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袁不仅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健康和根
本福祉袁而且直接影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施效果遥野十四五冶时期袁接续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袁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袁推行野政府引导尧市场运营尧农民参
与冶模式袁以提升农民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根本目的袁以全面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和厕所粪污治理为重要抓手袁高标准推进尧高效率监管袁建立长效运营和管控机制袁持续改善村容村
貌袁不断提升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袁更高质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遥
关键词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曰厕所粪污治理

农村人居环境作为衡量农民生活质量的重

取得了显著成效袁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

要指标袁关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广大农民

大改善袁但是与城市相比袁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袁且

根本福祉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

状况不容乐观咱4暂遥 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误导了农村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评价普遍较差咱1暂袁这些问题仍然是制约农村人居

一咱1暂遥 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议曳尧2020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都强调要加快
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遥

人居环境建设咱5暂袁农民对于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
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瓶颈遥 从目前来看袁农村地
区仍然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袁加

在相关研究中袁吴良镛较早提出了野人居环

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袁以全面且高质量水平改善

境冶的概念袁构建了人居环境研究的框架袁认为人

农村人居环境袁是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必

居环境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袁是与人类生存活

然要求遥

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袁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以

我国地域面积较广袁区域资源禀赋存在差异袁

生存的基地袁是人类利用自然尧改造自然的主要

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因素既有自然因素袁又

场所 遥 农村人居环境是人类聚居环境的重要组
咱2暂

成部分袁对于社会人居环境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遥 近年来袁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咱3暂

有人文社会因素袁这就导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质
量以及建设能力存在差异袁推动不同区域的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路径也自然不同咱6-8暂遥 从农户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野加快构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政策研究冶渊17AZD012冤曰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野农户偏好和行为反应影响农业新技术应用机制的实地研究冶渊19CJY0038冤曰中国社会科学
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野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内在逻辑冶渊2020YQNQD0017冤遥
作者简介院王宾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曰于法稳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遥

层面来看袁收入水平尧教育程度尧价格补偿尧社会

渊一冤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效果明显

监督尧交通条件的改善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农

农村生活垃圾量大尧面广尧成分复杂袁对农村

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积极性遥 现有文

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危害遥按照国家相关部署袁

献认为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关键在于对农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和生活垃圾分类试

村人居环境物品属性的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设
计的行动方案咱7暂遥

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遥 表 1 数据显示袁我国农
村生活垃圾处理率呈现逐年递增态势袁其中袁建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的现状尧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路径袁以及微观层面
的农户行为反应遥系统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的进展袁阐述野十四五冶时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思路的文献并不多见遥 因此袁需要正视我国
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的瓶颈及区域不平衡现状袁探
索未来差异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路
径遥 本文在总结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
得成就的基础上袁指明了存在的突出短板袁提出

制镇的生活垃圾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已经从 2015 年的 86.03%尧44.99%分别增长至
2019 年的 88.09%尧65.45%袁分别提高了 2.06

个和20.46 个百分点遥 2019 年全国乡的生活垃圾
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较 2015 年分别

提高了 3.50 个和 22.45 个百分点遥2019 年镇乡级
特殊区域的生活垃圾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较 2015 年分别提高了 25.77 个和 43.94

个百分点遥同时袁各省份在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

了野十四五冶时期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方式上袁摸索出了具有典型地区特征的处置方

升工作的总体目标和具体任务袁力求为农村人居

案遥如部分地区已经推行的野户分类尧村收集尧镇

环境向更高质量发展尧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态环境

转运尧县处理冶模式袁有效推进了城乡环卫一体化

水平提供参考遥

进程袁极大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和村庄面貌遥
渊二冤农村厕所改造稳步推进

一尧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主要进展

近年来袁国家积极推进农村厕所改造工程袁

近年来袁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有序

推进袁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遥 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高了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率遥 1993 年第一次
农村环境卫生调查结果显示袁全国农村卫生厕

三年行动方案曳明确要求的六大重点任务进展

所普及率仅为 7.5%遥 图 1渊下页冤中袁2017 年全

年行动方案目标任务基本完成袁农村生产生活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也达到了 62.54%袁农村

顺利遥 农业农村部指出袁截至 2020 年年末袁三
垃圾和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袁人居环境基本
实现干净整洁有序袁野农村美冶的目标正在逐渐

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已经达到 81.70%袁农村

已累计使用卫生厕所户数达到 21 701 户遥部分东
部发达地区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甚至达到了

90%以上遥 农村厕所改造稳步推进袁既美化了农
表 1 2015要2019 年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渊单位院%冤

实现遥

生活垃圾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建制镇

乡

镇乡级特殊区域

建制镇

乡

镇乡级特殊区域

2015

86.03

70.37

63.85

44.99

15.82

13.96

2017

87.19

72.99

72.64

51.17

23.62

39.36

2016
2018
2019

86.03
87.70
88.09

70.37
73.18
73.87

数据来源院历年叶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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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9
8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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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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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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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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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村累计使用卫生厕所户数及卫生厕所普及率

数据来源院叶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曳叶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曳

村生活环境袁又有效杀灭了粪便中的寄生细菌袁从

水处理模式的选择上袁由于我国地域较广袁生活

源头上控制了疾病的传播遥

习惯尧地理环境尧财政支持等差异较大袁各地根据

在农村无 害化卫生 厕所类型 的 选 择 上 袁

2004 年袁中央财政设立农村改厕专项转移支付

实际情况袁探索出了不同的处理模式袁并逐渐形
成了沼气池处理尧土地渗滤处理系统处理尧人工

项目袁推行三格化粪池式尧双瓮式尧三联沼气池

湿地处理尧生物滤池尧太阳能/风力微动力污水

式尧粪尿分集式尧双坑交替式尧完整下水道水冲式

处理等技术遥 这些技术的使用大大改善了农村生

卫生厕所等六种模式遥 多年以来袁六种模式在不

活污水处理难的问题袁告别了黑臭水体袁改善了

同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2000 年以来袁三格化粪

池式是得到普遍使用的农村无害化厕所类型遥
2017 年袁有 8146.4 万户选择该模式袁而 2599.6

户选择三联沼气池式袁1536.5 户选择双瓮式袁
313.3 万户选择粪尿分集式 遥
淤

农民居住条件遥
渊四冤村庄规划管理工作有序开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要坚持规划先行尧有序
推进袁做到注重质量尧从容建设遥村庄规划管理工
作有助于科学合理地制定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袁

渊三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初见成效

只有野好的冶村庄规划袁才能保障村庄健康发展遥

与城市生活污水相比袁农村生活污水具有流

近年来袁各地区从实际出发袁制定了符合发展实

量小尧浓度低尧收集困难等特点袁加之中西部地区
村庄分布较为分散袁农村生活污水的集中管理存
在较大困难遥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缺乏规划袁
建设模式分散袁仍处于起步阶段遥 而伴随着新农
村建设尧美丽乡村建设尧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

际和未来需求的村庄规划遥表 3渊下页冤数据显
示袁2019年袁全国有村庄总体规划的建制镇占比

已经超过 90%袁有超过 70%的乡尧镇乡级特殊区
域已制定规划遥

进袁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遥表 2渊下页冤

二尧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的突出短板

处理率已经由 2015 年的 50.95%尧41.57%分别增

入了大量的人力尧物力和财力袁对于全面改善农

数据显示袁建制镇污水处理率和污水处理厂集中
长至 2019 年的 54.43%尧45.26%遥在农村生活污

近几年来袁国家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投
淤数据来源院叶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曳遥

表 2 2015要2019 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渊单位院%冤
污水处理率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建制镇

乡

镇乡级特殊区域

建制镇

乡

镇乡级特殊区域

2015

50.95

11.46

40.75

41.57

5.42

29.25

2017

49.35

17.19

52.06

39.56

8.20

45.07

2016
2018
2019

52.64
53.18
54.43

11.38

59.32

18.75

42.49

51.35

18.21

5.92

42.97

62.97

48.78

11.12

45.26

45.45

12.27

55.91

数据来源院历年叶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曳

表 3 2015要2019 年村庄总体规划情况渊单位院%冤
设有建设管理机构占比

有总体规划的占比

建制镇

乡

镇乡级特殊区域

建制镇

乡

镇乡级特殊区域

2015

93.97

78.14

81.49

94.12

78.67

74.49

2017

92.33

74.29

78.81

89.90

73.28

77.52

2016
2018
2019

94.72
93.03
93.07

80.13
75.36
75.88

数据来源院历年叶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曳

81.16
83.36
79.87

94.24
89.81
90.02

80.28
73.73
73.86

76.65
77.20
70.35

业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尧提高民生福祉发挥了重要

求和地方实际袁选择更适宜地区需要的改厕模

作用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也取得了很大成效袁提

式袁而是复制发达地区的做法袁既浪费了资金袁又

升了农民生活幸福感遥 但是袁也应该清醒地认识

挫伤了农户参与积极性遥

到袁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仍然面临

渊二冤技术缺乏规范性且适应性较差

着诸多挑战遥

我国地形地貌复杂袁经济尧社会尧文化和资源

渊一冤农民主体地位尚未得到充分尊重

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大差异袁这就需要在农村人居

农民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袁只有激发

环境整治的技术选择上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尧不同

其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袁才能激活乡村生态振兴

发展水平的农村生态承载能力遥 但是袁目前推广

的内生动力遥 目前袁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陷入

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技术袁存在适应性差尧不规

了野政府强推动尧农户弱参与冶的困境遥 农民主体

范等问题袁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尚未形成遥 这就

地位始终未得到充分尊重袁农民参与积极性和主

导致了部分地区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设备闲置袁

动性仍有待进一步提升遥

甚至损毁等现象袁极大浪费了物力和财力遥以村庄

在野自上而下式冶的推进方式下袁基层政府为

规划为例袁尽管大多数村庄已经制定发展规划袁

了完成各项指标与任务袁存在形式主义尧应付上

但是存在简单套用尧移植城市规划思路的问题袁

级检查的现象遥 特别是县级财政紧张的地区袁并

这种简单的野借用冶及由此而生的缺陷并不符合

未明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优先序遥由于缺

地区发展实际袁没有突出传统村落的特色袁也使

乏农民的参与袁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技术采纳

得规划无法协调与平衡公共利益袁缺乏指导性和

和模式选择中袁不能因地制宜袁部分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成为基层政府的野面子工程冶遥以农村
厕所改造为例袁部分基层政府并没有根据农民需

可操作性咱9暂遥

渊三冤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所需资金缺口较大
由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欠账多袁且脱贫攻坚

任务繁重袁各地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府在干尧农民群众在看冶的情况不在少数遥以农村

中袁将大部分的资金投入道路硬化尧绿化等野见效

改厕为例袁部分地区存在野重建设轻管护冶的现

快冶的基础工程袁虽然方便了农民出行袁但忽视了

象袁政府没有从实际出发袁而是野一刀切冶地选用

村内卫生尧家居环境的改善遥野十三五冶期间袁农村

改厕硬件设施袁且缺乏后期的跟踪管理及维护袁

生活污水治理尧生活垃圾处理以及厕改项目的治

造成了改厕工作初期得到农民支持袁但是后期由

理资金缺口巨大咱10暂遥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为

例袁它涉及收储尧转运尧无害化处理等诸多环节袁

于抽取粪污费用尧设备维修费用等问题袁厕所利
用率不高遥

所需经费零散且巨大遥农民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在监督机制方面袁有效的监督和评估应该贯

的认知水平不高袁增加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成

穿于项目的计划尧执行等多个环节袁这样才能够

本遥野户分类尧村收集尧镇转运尧县处理冶模式固然较

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尧规范性和公正性遥 农村人

好袁却是以强大的地方财政为支撑的袁在中西部

居环境整治工作量大尧任务繁重袁每个环节都应

欠发达地区较难推行遥

该建立有效的评估和监督机制遥 但是袁我国基层

现阶段袁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处于向高质量

环保部门力量薄弱袁机构虚设尧人员短缺尧经费紧

发展的转型阶段袁各地财政收入持续低位运行袁

张等问题已经成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但财政支出保持增长袁造成了财政收支平衡压力

工作的现实制约遥

加大遥 在这种压力下袁如何保证地方财政支撑农

在协调机制方面袁国家各部门围绕农村人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袁是极大的考验遥野撒胡椒面

居环境整治出台了多项措施袁如农业农村部的美

式冶的资金投入方式必然导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丽乡村建设尧财政部和环境保护部的农业环境连

设施的严重不足和质量的低劣化袁难以实现预期

片整治工程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改善农村人居

的整治成效咱11暂遥

渊四冤相关体制机制不健全
完善的体制机制袁对于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尧维护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至关重
要遥 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运营机制尧参
与机制尧监督机制和协调机制等方面还存在明
显不足遥
在运营机制方面袁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为例袁
农村生活垃圾的排放量不断增长袁主要构成成分
从有机物质向无机物质转变袁从而使得农村生活
垃圾的治理难度不断加大遥部分地区虽然投放了
大量的垃圾桶尧垃圾箱尧中转站等袁但是在运营方
式尧组织管理等方面并没有提供详细方案袁单纯重
视工程建设袁而忽略了后期的运营和维护工作遥
在参与机制方面袁农民参与度不够袁效果精
准性有待提升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长时间内积
累而形成的系统问题袁涉及面广尧点多尧难度大遥
在现阶段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袁野地方政

环境示范村创建等袁但是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
沟通和协调机制袁在广大农村形成了野锦上添花冶
而不是野雪中送炭冶的局面咱12暂遥

渊五冤城乡差距大袁城乡环卫一体化进程较慢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城乡一体化的总抓手袁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的基础性保障咱13暂遥尽管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袁且农村各项公共卫
生服务都有了明显改善袁但是与城市的差距依旧
较大遥 叶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曳数据显示袁2019

年袁我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和污水处理厂集中
处理率分别为 96.81%和 94.81%袁而以建制镇为

例袁其生活污水处理率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分别仅为 54.43%和 45.26%袁与城市分别相差

42.38 个和 49.55 个百分点曰在生活垃圾处理率

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方面袁2019 年城市地

区已经分别达到99.60%和 99.20%袁而农村地区
两项指标分别为88.09%和 65.45%曰在生活垃圾
处理的硬件上袁城市环卫专用车辆设备总数达

28.16 万台袁而建制镇仅为 12.10 万台遥

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袁打造更加优美整洁文明

方面的原因遥从另一个角度讲袁很大程度上取决

意度袁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最终目的遥

城乡差距大袁既有历史原因袁又有体制机制

的农村人居环境袁不断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和满

于个体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认知差距导致的

渊三冤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以及未来

行为偏差遥 以垃圾分类为例袁上海市尧北京市尧浙

发展的不确定性要求高质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江省等已经相继推出垃圾分类具体措施袁而在广

治工作

大农村地区袁生活垃圾收集的习惯还未全面养成袁

我国经济进入野新常态冶以来袁经济下行压力

垃圾分类意识更低袁这就导致了农村人居环境整

较大袁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袁以及国际日

治工作推进难尧见效慢遥

益严峻的经济形势袁为农业农村各项工作都带来

三尧野十四五冶时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面
临的新形势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遥而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底子薄尧欠账多 咱6暂袁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财

政支持袁野十四五冶时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

作要在科学匡算资金需求的基础上袁主动作为以

来了巨大冲击袁也给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有效应对经济下行挑战袁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

构成了严峻挑战遥 面对当前国内外疫情的不稳

力和资金使用效率遥

定性袁以及未来发展形势的复杂性袁野十四五冶时
期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既有机遇袁又存在
挑战遥
渊一冤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
接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出了更高要求
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袁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点任务遥
野十四五冶时期袁农业农村工作要在巩固脱贫成果

基础上袁加快补齐乡村振兴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民
生短板 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生态宜居尧生态振
咱14暂

兴的重要内容袁要在不断保障现有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水平不降低的基础上袁做好政策衔接和资金
保障袁稳妥推进脱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遥
渊二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急需破解当前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野政府强推动尧农户弱参
与冶困境

四尧野十四五冶时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
总体目标与具体任务
野十四五冶时期是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工作成效巩固和逐渐完善的关键阶段遥在乡村
振兴战略推进的大背景下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价值遥
渊一冤野十四五冶时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的总体目标
野十四五冶时期是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由脱贫

攻坚向乡村振兴转移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
一步深化的关键期咱15暂遥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袁提升
农民生活获得感和幸福感袁建立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的长效管护机制袁将是这一时期我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主攻方向遥到 2025 年袁全
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要取得阶段性进展袁为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袁导致我国城乡公

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成效提供生态支撑遥农村生

共资源配置不均衡袁农村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供给

活垃圾处理尧农村卫生厕所普及实现全覆盖袁大

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遥政府供

幅提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袁明显改善村容村貌袁

给与农户需求之间的错配失衡袁使得农村人居环

全部完成村庄规划管理袁基本形成长效管护和

境整治陷入了野政府强推动尧农户弱参与冶的困

监督机制袁农民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基本养成袁持

境遥 野十四五冶时期要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袁充

续提升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袁呈现野村庄美尧庭

院美尧生态美冶的全新面貌遥

化厕所的重要性遥推广农村改厕和生活污水处理

分地区而言袁由于我国农村资源禀赋差异

相结合的方式袁真正实现改厕前期的野改冶与后期

较大袁农村发展状况和潜力也各有不同袁野十四

的野管冶相衔接遥 要加大改厕工艺技术研发袁探索

五冶时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不宜野一刀

在东北寒冷地区尧西部山区等特殊地形尧特殊环

切冶地制定考核指标袁而应根据村庄发展阶段和

境下的厕具适用技术遥

地方财政能力袁依次尧渐进尧梯度实施遥 东部地区

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方面袁要制定更加详细

要率先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先行区和示范

科学的规划袁根据不同地貌特征尧不同发展条件袁

区袁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袁打造农村人居环境

增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适宜性袁选择更加科学

整治提升的样板袁努力形成供全国可复制可推广

合理的生活污水处理模式袁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处

的经验遥中部地区要基本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理技术和模式的创新遥 此外袁还应建立科学的生

各项目标袁加大幅度提升人居环境质量袁力争实

活污水设施运营尧评估和监督机制袁确保生活污

现生活垃圾处理尧卫生厕所普及全覆盖袁生活污

水处理及时有效遥

水处理率显著提升袁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明显提
高遥 西部地区则要在充分保障农民生活基本条件
的基础上袁实现人居环境整治有所突破遥 绝大部

五尧野十四五冶时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
对策建议

分农村要完成生活垃圾处理尧卫生厕所普及工

针对目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

作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能力有所提升袁农民环境

在的短板袁结合野十四五冶时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保护意识有所增强遥

提升的总体目标和具体任务袁野十四五冶时期我国

渊二冤野十四五冶时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的具体任务
针对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存在的短
板袁野十四五冶时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重点
应该聚焦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尧厕所改造和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三项工作袁并将管护机制建设贯穿
其中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袁在技术尧资金尧体制机制上做足文章袁深入推
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袁以保障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工作持续有效展开遥
渊一冤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袁增强基
层干部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一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袁明确目标责

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方面袁要努力培养农民

任遥基层党组织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过程中

健康生活和垃圾分类意识遥通过加大生活垃圾处

应该发挥带动作用袁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理技术研发力度袁使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减量化尧

作用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地位袁完善村规民

无害化和资源化遥要因地制宜推进差异化的垃圾

约袁积极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生态环境保护意

处理体系袁针对经济基础较好的农村袁可以推行

识袁将环境保护理念植入人心袁筑牢人居环境整

野户分类尧村收集尧镇转运尧县处理冶模式曰在经济

治的政治堡垒遥 通过党员带动和示范袁形成齐抓

欠发达且垃圾集中处理较困难的地区袁采取野就

共管的浓厚氛围遥 确立目标责任袁让基层干部更

近冶原则袁能够转运县或镇一级处理的袁交由县或

有紧迫感和使命感袁使其肩负更重的责任袁时刻

镇处理曰偏远山区且交通不便的袁要在村内实现

为农民利益着想袁以更大程度上避免出现形式主

无害化处理遥

义和官僚主义遥

在厕所改造方面袁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第二袁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奖罚机制遥 奖

和主动性袁改变其生活卫生习惯袁宣传使用无害

罚分明的机制建设能够促使领导干部明确哪些

可为袁哪些不能为遥 野十四五冶时期中央财政应继

的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投入进行全面摸底排

续加大农村专项资金投入强度袁用于改善农村生

查袁科学配置袁分地区尧分类别尧分方案计算农村

产和生活条件遥利用好这笔资金袁使其产出最优袁

人居环境整治的资金需求袁避免出现野吃大锅饭冶

就需要完善的奖罚机制遥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现象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遥

工作成效明显的区县袁要给予奖励袁用于地方统

第二袁探索多元投入机制缓解地方财政资金

筹相关工作曰对于存在形式主义尧资金使用效率

压力遥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袁激活市场要素袁使

低的区县袁则应给予相应的惩罚遥

市场真正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遥要允许成

渊二冤因地制宜确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技术
和方案

熟的市场主体进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设备研
发尧后期管护等环节遥 要积极探索和创新资金投

第一袁明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优先

入方式袁努力构建野政府引导尧市场运作尧社会参

序遥 由于我国农村发展水平和层次不同袁所亟待

与冶的多元投入机制袁鼓励市场作为农村人居环

解决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内容存在差异袁各地

境整治资金的有效补充袁持续改善基础设施袁进

区不应该脱离实际情况追赶或比超发达地区的

一步激发农村活力袁以此拓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农村袁而应该充分认识到自身发展的困境袁根据

资金渠道遥

不同发展类型尧不同区位条件袁明确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的路线图袁并且一张蓝图绘到底袁避

渊四冤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袁提高农民参与
积极性

免出现为追赶而追赶尧为指标而指标遥 中西部地

第一袁让农民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

区袁特别是西部偏远山区袁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主角袁让野要我做冶转变为野我要做冶遥 农民始终是

整治工作中袁要充分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袁然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袁是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再选择将哪项工作置于优先发展位置袁以保障资

的维护者尧监督者和受益者袁其自觉参与是农村

金使用精准到位遥

环境整治的内在动力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政

第二袁因地制宜选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技

术方案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19 年 4 月 9日

和2019 年 8 月 27 日分别出台了叶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工程技术标准渊GB/T 51347-2019冤曳尧叶村庄

府尧市场和农民三方共同参与完成的系统工程袁
只有真正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袁才能真正将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落到实处遥
第二袁创新工作方式袁调动农民参与积极性袁

整治技术标准渊GB 辕 T 50445-2019冤曳遥 2021 年 1

营造良好氛围遥 借助微信尧微博尧QQ 等平台袁以

月袁环境保护部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尧农业农村部

喜闻乐见的形式袁加大宣传开展农村生态文明建

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叶关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标准

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袁不断提高其对环境保护的

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曳遥三项标准的出台袁对农村

认知水平遥 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为例袁可以探索

生活污水处理尧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和厕所改造等

建立区域性野生活垃圾绿色银行冶袁开设野生活垃

内容作出了规范袁为新时代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圾绿色账户冶袁以生活垃圾分类为前提袁实现生活

治提升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遥各地要在认清自身

垃圾源头减量化袁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和

发展需求前提下袁选用适宜的技术和方案袁实现

主动性袁以寻找生活垃圾资源化途径为根本袁提

投入产出效率的最大化遥

高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遥

渊三冤科学核算资金缺口袁探索多元化的资金
筹措渠道
第一袁科学匡算资金缺口遥 要对所辖范围内

渊五冤健全长效监管和管护机制袁强化督导检查
第一袁借助大数据尧物联网等先进技术袁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综合监管平台袁实时掌握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遥对于一些

理成本袁建立城乡双向供应链遥针对经济欠发达地

偏僻山区袁农民居住相对分散袁管理成本极大增

区或者城乡距离较远的农村地区袁要统一城乡基

加袁综合监管平台的搭建袁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服务标准和相关制度规范袁

管理成本遥 要借助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袁科学测

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遥

Reform

算农村生活污水产生量尧生活垃圾产生量等信息袁
为动态调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案提供数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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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Task of Improving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Renovation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ANG Bin YU Fa-wen

Abstract: The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re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hich not only concerns the health and fundamental well -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but also directly affects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at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renovation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full respect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rural residents,
strengthen the mode of "government guidance, market operation, and rural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take
improving farmers' sense of happiness and sense of gain a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sewage treatment, rural domestic waste treatment and toilet transformation as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t last, this paper indicated that we should improve
the appearance of the village, establish a long -term operation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const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public health services,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renovation; rural sewage treatment; rural garbage

treatment; toilet manure treat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