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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策略研究
包晓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根据

我国乡村生活环境建设、生态环境整治和规划布局状况，分析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进展，指明生态宜居乡村建
设存在乡村环保设施薄弱、公共卫生服务不到位、乡村总体建设规划不能适应发展需求、乡村生态环境缺少有
效的监管手段、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投入不足等问题。确定以生态环境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布局建设和文化建
设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宜居乡村建设重点任务。加大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投入、构建生态宜
居乡村建设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全面提升乡村生态服务价值、加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长效管护、引导村民参
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等有利于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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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生态宜居是关
键。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农村是“十四五”时期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
务，也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良好
的生态环境是建设宜居乡村的必备条件，为了建
设宜居的乡村生态环境，需要保护农村生态系统，
合理控制自然资源利用强度 [1]。同时，应加强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村庄整体规划布局，提高
乡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为突破口，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 [2]。
一、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状况
（一）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内涵
在现代乡村建设中，“生态宜居”意味着农
村生态环境安全、友好，生活环境洁净、美丽，
村民居住舒适、便利。实现乡村生态宜居，需要
硬件和软件建设配套。硬件建设包括房屋、道路、
给排水、电力、燃气等农村生活设施建设，环境
保护、卫生健康等社会建设，农田、林网等农业
基础建设。软件建设包括乡村规划布局、村容村
貌、乡风文明、文化传承等方面 [3]。
我国城乡生态环境建设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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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力度也明显大于乡村。随着农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希望乡村水、电、
路等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也对农村生活环境有更
高的期待。同时，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城市
居民希望乡村能够提供休闲度假的场所 [4]。在乡
村经济振兴的过程中，需要同步实现生态振兴，
协调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保护
乡村自然资源，改善乡村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避免以牺牲环境来换取农村经济的短期增速。加
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促进城
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国家对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
要求，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提出更高的标准，村
民将成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最大受益者 [5]。
（二）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进展
全国各地区全面开展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将
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建设的重要内
容，推动乡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绿化、美化、亮化、
净化、硬化”工程，促进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
饮用水的水源地保护、种植业面源污染和规模化
畜禽养殖污染的防治等，探索生态宜居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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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6]。
1. 乡村生活环境建设状况
全国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强化水源地保
护。2018 年全国乡供水普及率达到 79.23%，比
2006 年增长 24.97%。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
程，切实保障村民生活用电，实现城乡各类用电
同网同价。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加强县乡道路改
造和连通道路建设，完善乡村公路网络。支持鼓
励农村清洁能源开发和利用，加快推进农村清洁

图1

全国乡市政公用设施变化

2018 年全国集中供水的行政村达到 396 384
个， 比 2007 年 增 长 60.58%。 集 中 供 水 的 行 政
村 比 例 为 75.24%， 比 2007 年 增 长 74.17%。 村
庄年生活用水量 169.37 亿 m3，供水普及率达到
77.69%，比 2007 年增长 73.96%，如表 1 所示。
表1

行政村供水变化 †

年份

集中供水的行政村数
量/个

集中供水的行
政村比例 /%

供水普及率 /%

2007

246 848

43.20

44.66

2010

294 749

52.30

54.10

2013

329 360

61.30

59.57

2016

361 572

68.72

65.23

2018

396 384

75.24

77.69

† 资料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2018》，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2018 年 全 国 3 117 个 乡 对 生 活 污 水 进 行 处
理，污水处理率 18.75%。2018 年全国乡生活垃
圾 中 转 站 9 423 座， 乡 生 活 垃 圾 处 理 率 持 续 提
高，2018 年达到 73.1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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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全国乡级的市政公用设施稳步增加，
2018 年 乡 燃 气 普 及 率 25.61%， 比 2006 年 增 长
50.65%。 农 村 沼 气 池 产 气 量 达 到 112.2 亿 m3，
是 2000 年 的 4.33 倍。 全 国 乡 公 共 厕 所 3.55 万
座，是 2006 年的 1.22 倍，如图 1 所示。2017 年
全国农村累计使用卫生厕所户数达到 21 700.6 万
户，是 2000 年的 2.27 倍；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1.7%， 比 2000 年 增 长 82.37%， 累 计 使 用 卫 生
公厕户数达到 2 997.7 万户①。

率 32.18%。2014 年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
村数量 54 574 个，是 2007 年的 3.64 倍。对生活
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所占比例 10.0%，是 2007
年的 3.85 倍。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数量
263 412 个，是 2007 年的 4.56 倍。对生活垃圾进
行 处 理 的 行 政 村 所 占 比 例 48.2%， 是 2007 年 的
4.77 倍，如表 2 所示。
表2

行政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变化 †

2007

生活污水处
理行政村数
量/个
14 982

2010

33 807

6.0

117 095

20.8

2013

48 851

9.1

196 412

36.6

2014

54 574

10.0

263 412

48.2

年份

生活污水处
理行政村比
例 /%
2.6

生活垃圾处
理行政村数
量/个
57 703

生活垃圾处
理行政村比
例 /%
10.1

† 资料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2018》，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2. 乡村生态环境整治状况
2018 年全国乡绿化覆盖面积达到 87 833.14 hm2，
其中，绿地面积 49 290.93 hm2。乡公园绿地面积

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3 736.51 hm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5 m2，是
2006 年的 1.76 倍。乡绿化覆盖率达到 13.43%，

图2

比 2006 年增长 20.99%，如图 2 所示。

全国乡绿化水平变化

2013—2017 年，中央财政累计投资 6 592 亿
元，用于支持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保护乡村山水
田园景观，保持农村环境整洁。2017 年全国 2.8
万个村庄完成环境整治的任务，累计达到 13.8 万
个村庄。全面开展化肥和农药减量控制行动，农
药使用量连续三年负增长，化肥施用量实现零增
长。完成 26 个省（区、市）内 9.2 万个畜禽养殖
禁养区的划定，推进规模化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
利用。
3. 乡村规划布局状况
从合理规划布局出发，使乡村居住的房屋建
筑、基础设施、公共空间等更加科学合理。将生
态宜居乡村建设与农村综合治理、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紧密结合，以村庄环境整治为重点，加强农
村综合治理。完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等
制度，增强农村居民环保意识。以创业增收为根
本出发点，发展具有区域乡村特色的有机农业、
循环农业等绿色产业。实行乡村资源整合，制定
村域综合治理规划 [7]。深入挖掘乡村的自然地貌
和民俗风情等特色，发展乡村风景观光、文化体
验及休闲度假等生态旅游。在村容村貌及景观改
造上凸显区域特色，将乡村本土文化融入到生态
宜居乡村建设实践中，坚持以文化传承和发展为
根本出发点，保护乡村历史古迹，弘扬优秀农耕
文化，继承传统技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创建
生态文明示范村，组织开展村庄环境治理、卫生
保洁、房屋庭院美化等活动。倡导村民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提高自身文明素养，保护人居环境，
维护公共设施，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举办各类乡

村文化节，加强文化广场建设，组织开展各种有
益的乡村文化活动，促进乡村文明和谐 [8]。
二、生态宜居乡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乡村环保设施薄弱，公共卫生服务不
到位
我国乡村自来水普及率和污水处理率均低于
城市，同时，乡村人居环境管理水平落后于城镇
化发展水平。大多数乡村环保基础设施不足，难
以开展村庄的污水处理系统和粪便处理系统等设
施的配套建设，乡村污染排放现象依然存在。许
多乡村没有建成密封式的垃圾箱，所建垃圾池是
开放式的。缺乏乡村环卫车辆，不能及时运送，
部分乡村卫生配套设施形同虚设。尽管目前城乡
垃圾收运一体化模式运行平稳，但是仍需进一步
改善乡村垃圾收运和处理环节，积极推广垃圾分
类，建立乡村垃圾资源化利用体系。
（二）乡村总体建设规划不能适应发展需求
一些地区未能制定乡村总体建设规划或者规
划不尽合理，照搬城镇建设样式，缺乏整体空间
布局，宅基地违规占用，农房建造无序，没有综
合考虑供水、排水、植被绿化、社区活动场所、
农业废弃物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厕所改建、畜
禽养殖粪污处理等所需的配置，导致公共资源抢
占和工程重复建设。有些村庄未能设置适宜的集
中倾倒生活垃圾的投放点，造成垃圾收运困难。
部分村庄建设不注重区域特色，房屋设计和建造
雷同，没有体现美丽乡村风貌。
（三）乡村生态环境缺少有效的监管手段
一些企业搬迁到农村地区，由于缺少环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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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这些企业随意排放污染物，致使地区土壤与
河流遭受污染，农产品产地环境污染日益加剧，
严重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也给当地农民生活带
来危害。许多乡村的污水排放方式依然非常粗放，
没有建立系统的污水处理管道和设施。乡村生活
污水直接排到河道里，渗入地下，不仅造成水资
源浪费，也导致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对下游地
区饮水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乡村生活垃圾处理
不当、厕所革命开展不彻底等问题，也对乡村生
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四）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投入不足
目前，许多地区乡村生活垃圾清运及其资源
化利用、畜禽粪污集中处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卫生厕所改建、生活污水处理等项目，均缺
少治理专项投入保障。一些乡村不能解决环境卫
生保洁的人力工资和垃圾收运设施的基本经费，
村民也不愿意支付垃圾处理费。通常情况下，大
部分的小型单村供水工程由村集体委托专门人员
进行管理，供水规模较小，水费收取率低，管护
经费不足，致使水源保护、消毒净化、水质检测、
设备维修等措施难以落实到位，工程效益得不到
充分保障 [9]。
三、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重点任务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包括乡村生态环境建设、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布局建设、乡村文化建
设等，聚焦乡村生态系统保护、林草绿化、饮水
安全、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治理、卫生厕所
建设、村容村貌美化等领域，完成相应的重点任务。
（一）乡村生态环境建设
1. 乡村生态系统保护
实行山水林田湖草统筹治理，推进乡村生态
系统保护。加强乡村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注
重耕地资源保护和水资源节约利用。坚持规划引
导和权益保障的原则，对乡村土地进行综合整治，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减少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干扰
和破坏。改善乡村生态系统的涵养水源、改良土
壤、净化空气和水质、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
恢复田间生物群落和田园生态景观，保护乡村河
湖湿地，实施流域环境综合治理。支持将河湖长
的责任体系延伸至村庄，实现乡村河湖长制全覆
盖。坚决禁止城市污染产业和生活垃圾向农村地
区转移，避免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生态环境
遭受破坏。深入开展乡村环境污染治理，调整能
源结构，实行农村散煤替代，逐步推广天然气、
液化气等清洁能源，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全面实
施“煤改气”“煤改电”的工程，推进新能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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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乡村高耗能、高排污行业和企业，进行重点
排查整治，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有效控制
环境风险。
2. 乡村林草绿化
围绕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
防护林体系、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林业重点生态工
程，全面实行乡村绿化建设。根据区域特征，合
理调整林种和树种结构，优化平面配置和立体配
置，发挥林草植被在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中的重要
功效。在乡村公路和河道旁边、村庄周围以及重
要水源地、生态屏障建设区等，实施植树造林种
草绿化工程，增加植被覆盖面积。鼓励村民在房
前屋后种植林果和花草，绿化美化庭院环境。加
强村庄人口聚居地和公共空间的植被建设，提高
乡村的整体绿化水平。充分利用乡村闲置土地，
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义务植树种草等活动，推动
具有乡村特色的绿化景观建设。严格保护乡村古
树大树和特色名木，推广乡土树种，强化农田防
护林建设。实现庭院、沟渠、通道、农田周围全
面增绿，形成农田林网、围村片林、灌溉渠系等
生态廊道，完善乡村绿化格局。
（二）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1. 乡村饮水安全
合理设置乡村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严格
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加强乡村水源保护区
污染防治。在水源井周围 30 m 的范围内，应实
行植被绿化，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保证水源不
受污染。按照用水要求，对地下水进行定期监测，
确保水质达标。合理布置村庄供水管网，更新饮
水管道。选用标准的给水管材，设置检修阀口、
排气阀口，安装泄水设备，便于管道维护与管理。
在供水井处布置饮水消毒设备，从源头上对水质
进行检测和处理，保障村庄饮水安全。
2. 乡村生活污水治理
根据乡村实际状况，梯次推进生活污水治理，
将城镇周边乡村的污水管网纳入城镇污水主管
网；在距离城镇较远且人口密集的乡村，开展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在偏远人稀的村庄，推行
终端污水处理设施。推广低能耗、易维护的污水
处理技术，合理布置污水管道。充分利用乡村地
形条件，实行短线顺势排水，减少管道迂回，保
证良好的水力条件，降低污水治理成本。推进乡
村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黑臭水体整治行动，降
低废水污染负荷。实施乡村河流生态修复工程，
以房前屋后、村内河塘沟渠为重点，实行清淤疏
浚和全面治理，确保渠塘洁净和通畅。开展乡村

生活污水源头减量和尾水回收利用，推行人工湿
地、氧化塘等生态处理模式，提高生活污水治理
率。乡村生活污水净化后可用于农田灌概，实现
村庄废水的循环再利用。
3. 乡村生活垃圾治理
建立区域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开展乡村生活
垃圾治理。在所有具备条件的县（区、市），推
广乡村生活垃圾就地分类处理，实行垃圾定点存
放，配备专职保洁员和垃圾清运车辆，基本做到
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健全村庄保洁管理体系，合
理设置垃圾中转站、收集点，实现村庄设置垃圾
场、村民小组设置垃圾池、农户设置垃圾箱，保
证垃圾处理设施设备齐全、保洁人员队伍稳定、
监管制度完善。在交通便利且转运距离较近的地
区，对乡村生活垃圾实行户分类、村收集、镇运
转、县处理的模式，在较远的村庄，实行就近分
散处理。开展非正规垃圾收集点排查整治，严禁
在村庄河道、沟渠、公路等沿线存放垃圾。坚持
村庄日常保洁和生活垃圾收集相结合，提高乡村
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设施，
推进垃圾资源化利用，加快乡村生活垃圾综合利
用循环经济园区建设 [10]。
4. 乡村卫生厕所建设
深入开展乡村厕所革命，执行财政奖补政策，
推进卫生厕所建造和粪污治理。推广不同类型的
乡村卫生厕所，强化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注重乡村卫生厕所改造与生活污水治理
的衔接，鼓励将厕所粪污与畜禽养殖粪污集中处
理并资源化利用。因地制宜选择卫生厕所建造的
技术模式，严格执行标准规范，确保施工质量，
健全维修服务体系。尊重农民对厕所改建的意愿，
引导户用厕所进入院室，避免出现建造的厕所使
用不便和长期闲置等问题。加强乡村卫生厕所的
日常管护，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禁止未经处
理直接排放粪污，不能将处理后未达标的粪污还
田 [11]。 在城市近郊区等具备条件的地区，加快推
进乡村户用卫生厕所建设和改造，同步实行厕所
粪污处理或资源化利用，实现无害化卫生厕所全
覆盖。在中西部具有较好基础的地区，力争实现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5% 以上。对于乡村新建住
房和保障性住房等，须要配套建造无害化卫生厕
所。全面推进乡村中小学、卫生院、社区综合服
务站、集贸市场、旅游景区、公路沿线等区域的
无害化卫生公厕建设。
5. 村容村貌美化
开展乡村建设用地整理，优化空间配置。加

强新建农房规划管控，推进“空心村”改造。实
施“五化”（硬化、亮化、绿化、净化、美化）
工程，集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拆除村庄各种违
章的建筑物，清除道路上堆放的障碍物，全面禁
止秸秆焚烧。对村内废弃的场所进行综合整治，
优先建设乡村田野公园。严禁供电、网络等线路
的私拉乱接，保证线路有序安全。实行农户庭院
自清，落实村庄环境卫生责任，确保村庄街头巷
尾清洁畅通、房前屋后干净整齐、村容村貌美化。
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特色风貌，对历史文化名村、
传统村落以及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民居等进行重
点保护，对具有历史和人文价值的古村落建筑不
得拆建。保护乡村田园风貌，保留具有浓郁地方
特色和乡土风情的人文景观 [12]。开展田园建筑示
范，注重农房单体个性设计，实行就地取材，充
分利用原有砖瓦和原石，降低建设成本。
（三）乡村布局建设
对现有村庄进行科学分类，确定需要整体搬
迁、撤并集中和保留提升的村庄，完善乡村整体
规划和空间布局。乡村整体布局要依据乡村实际
状况，科学编制乡村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合理布局乡村生产和生活区
域。明确村庄整治的重点领域，率先在中心村建
设。推进乡村土地整治，集约使用集体土地，统
筹利用闲置土地，改造、建设村庄公共活动场所。
加快乡村危旧房改造，推动农房集中连片治理。
实施统一规划工程，节约土地资源，满足农民的
居住习惯和居住意愿，建设乡村幸福家园 [13]。加
强乡村公路、供水、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
服务设施配套，推进通村组道路、入户道路建设，
铺设水泥路，修建路边沟渠。鼓励村民结合屋顶
改造，在各户屋顶统一设置太阳能热水器，满足
日常生活需要。建设乡村晾晒场、农机棚等设施，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四）乡村文化建设
建设生态宜居乡村，不能忽略乡村的文化特
色，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弘扬乡村历史文化，保
护乡风民俗，成立乡村文化大院，振兴乡村文化。
依据当地特色资源和生态条件，建立乡村植物园、
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充分利用乡村的山林、
河流、湖泊、湿地等资源和乡村文化资源，开展
各种户外竞赛活动和休闲娱乐活动。开发乡村文
化创意产品和土特名优产品，构造乡村文化产业
链条，提升乡村文化价值。在具有条件的地区，
建立旅游度假村，包括乡村酒店、民宿等。以乡
村生态旅游为主线，将农业园区体验活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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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传统民俗、休闲娱乐等乡村文化产业项目
结合起来，提供特色文化服务，吸引更多的外地
和城市游客来到乡村，体验乡村文化，推动乡村
旅游的发展。
四、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策略
（一）加大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
设的专项投入
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改善传统基础设施，
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需增加对乡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专项投入，地方政府要统筹关于农业
综合开发、土地治理、危旧房屋改造、饮水安全、
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环境综合整治等相关领域
的项目资金，推进涉农资金整合，确保乡村人居
环境改善。同时，加大乡村水、电、路等基础设
施投入力度，包括县乡村交通体系建设、农田水
利工程、乡村电气化建设等方面。简化乡村人居
环境整治项目的审批和招投标程序，降低项目成
本，保证工程质量。鼓励支持乡村专业施工队伍
承接村庄环境整治、植树造林等小型涉农工程项
目。 政 府 需 完 善 扶 持 政 策， 采 取“ 以 奖 代 补”
“以工代赈”等多种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按照“以奖代补”政策，针对完成创建任务并通
过命名的生态宜居乡镇、村庄进行资金奖补。
（二）构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多元化投入
机制
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吸引金
融资本和工商资本加入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中，形
成政府、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生态宜居乡村建
设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发挥政府投入的带动作用，
支持社会资本参加乡村重点领域建设。开展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的示范项目，鼓励商业银行扩大
贷款投放，引导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支持，健全农
业信贷担保体系。发挥社会资本的优势，采取投
资、捐建、帮扶等方式，助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对收益较高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实行市场化运
作，开展股权债权融资。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可
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特色产业、休闲农业发展
相结合。强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和运营机
制创新，鼓励更多企业参加乡村饮水安全、生活
污水和垃圾处理、卫生厕所建设等项目。探索建
立乡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的收费制度，完善政
府财政补贴政策。
（三）全面提升乡村生态服务价值
建设生态宜居乡村，应以修缮改造为主，以
重建新建为辅，最大程度地保护历史文化村落、
传统建筑物、名木古树等。尽量不改变乡村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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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水系道路，不破坏植被，突出区域原生态
特色。将乡土风貌与乡村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传
承民俗文化，促进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协调乡
村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将乡村生态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增加农业生态产品供给 [14]。以生态
引领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修复乡村生态景观，盘
活旅游资源，提升乡村生态服务价值。建立乡村
全域生态旅游共赢模式，支持特色民宿、休闲农
庄、乡村酒店建设，推进乡村生态旅游与康养、
教育、文化等产业融合。打造乡村生态旅游品牌，
实行旅游产品线上线下立体营销，形成乡村生态
旅游产业链。实施乡村生态旅游精品工程，创建
特色生态旅游示范乡村和精品线路，推进乡村生
态旅游的标准化建设。
（四）加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长效管护
坚持乡村建设规划先行，在有条件的地方应
全域全要素编制村庄规划，加强规划许可管理，
推进规划实施。在乡村环境建设中，应实行乡村
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规范管理，合理
确定村庄分类布局，避免无序建设。随着城镇化
进程加快，乡村人口持续减少，需要实行村庄整
合，强化乡村环境卫生等公共设施建设，开展生
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等重点项目，同时推行乡村环
境综合整治。提高政府对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监
管能力，落实管理责任 [15]。健全乡村环境基础设
施管护的规章制度，鼓励专业化服务组织承担环
境卫生保洁和设施管护，健全服务绩效考核制度。
在村庄成立以村民为主的环境监管小组，监督生
活污水处理、垃圾收集和清运、卫生厕所建造、
街道清洁、家庭卫生、生态保护等方面工作，针
对村庄环境建设短板，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 [16]。
建立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长效管护机制，推进村
庄日常保洁管理，提升乡村环境的管护水平。
（五）引导村民参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
全面执行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政策，完善生
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决策程序制度，切实保障村民
的知情权。引导村民积极参与乡村人居环境规划、
建设、运营、管理的全过程，发挥村民在生态宜
居乡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支持村民参与乡村环
境治理的常态化工作，明确维护村庄公共环境的
责任，提高环境卫生意识，增强他们做好家庭环
境卫生的主动性。尊重乡土文化和风俗习惯，倡
导乡村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鼓励村民自觉采取
节能、节水、废弃资源回收利用等措施。完善新
型乡村社区关系，发挥乡村社区服务的基本管理
职能，由村委会组织开展村庄公共环境整治活动，

鼓励村民积极投工投劳，改善乡村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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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Ecological Livable Rural Construction
BAO Xiaobi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ecological livable rural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implementing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actual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report analyzes the progress and
typical regional practice on ecological livable rur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n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rural overall arrangement. It shows the main problems during the ecological livable
rural construction, such as, weak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acilities, imperfect public health services, rural overall
construction planning unadapt to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ineffective supervising methods for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sufficient input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Meanwhile, the primary tasks of ecological
livable rural construction are identified 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liv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ural layout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for promoting
ecological livable rural construction, including increasing special investments on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stablishing multiple-input mechanism for theecological livable rural construction,
enhancing rural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s, strengthening the maintenance for theecological livable rural construction and
encouraging peasant participation in ecological livable rur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rural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livability; living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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