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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业生态补偿的研究
——以山东省烟台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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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COD和氨氮的排放量判断，畜禽养殖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水体环境污染源；但畜禽废弃物可再利用的资源
经济属性，决定着其处理方式有别于工业污染源。文章首先界定畜禽养殖业生态补偿的内涵和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其
次，以烟台市畜禽养殖业实地调查为基础，按照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的逻辑，分析畜禽养殖业生态补偿的做法与挑战，
具体是：（1）烟台市的政府手段为：畜禽养殖场生态拆迁的补偿和畜禽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机制创新的补贴；（2）烟
台市的市场手段通过大型养殖企业而实现，包括工艺之间的补偿、产品之间的补偿和车间（养殖场与处理厂）之间的补
偿；最后，针对烟台案例，提出完善畜禽养殖业废弃物资源化的生态补偿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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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ndustry: A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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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mission amount of COD and ammonia nitrogen, the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ndustry has 
become a major water pollution source in China. Yet the reusable nature of the livestock and poultry waste determines that 
the treatments will differ from those from industrial sources of pollution. Firstly, this paper defi nes the conten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ndustry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issue. Secondly, based on the fi eld survey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ndustry in Yantai,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ndustry, by the logic of government tools and market tools. Specifi cally, (1)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tools of Yantai is: compensa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s reallocation and subsidies for innovative 
mechanism of transforming livestock and poultry waste to resource; (2) The market tools of Yantai is realized by large-
scale breeding enterprise, which include compensation among processes, compensation among products and compensation 
among workshops (farms and treatment plants). Finally,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for perfecting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transforming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ndustry waste to resource, which is specifi c to the case of Yan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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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1  畜禽养殖业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与内涵
畜禽养殖业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是外部性理论。外部

性（或溢出效应）是指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施

加的成本或效益。随着社会人口日益稠密和能源、化学和

其他原料产量不断提高，负的外部性或负的溢出效应已逐

渐由微小的麻烦变成了巨大的威胁，这正是需要政府进行

干预的地方。政府干预的目的是控制住外部性，如空气和

水污染，药物、食品和放射性物质等所造成的不安全等问

题。矫正外部性问题的政策是，通过直接控制或财政激励

来引导厂商矫正外部性 [1]。建立在外部性理论基础上，本

文对畜禽养殖业生态补偿内涵的界定是，运用环境经济政

策或者说生态经济政策激励生产经营者采取保护性措施，

以消除或减轻畜禽养殖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即采用财政

补贴、税收罚款、市场激励等手段，以实现减少污染物排放、

降低对环境容量的占用或达到环境质量标准。

畜禽养殖业生态补偿措施包括：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

政府手段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资金支持；市场手段主

要是实现废弃物处理成本内部化的途径，包括大型畜禽养

殖企业利用不同有机肥产品的价格差异、不同废弃物处理

工艺的互补性和企业内对有机肥经营的补贴而实现。需要

说明的是，本研究将畜禽养殖企业废弃物处理和再利用内

部化的成本视为生态补偿，目的是揭示出企业内部化废弃

物处理和资源化的成本和存在的问题。由此，畜禽养殖企

业中不同分场（厂）之间、不同生产工艺之间、不同产品之

间存在着的补贴行为亦称之为“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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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进展
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简略概括为四

个方面。第一，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对策研究。

金书秦等 [2]认为：农业已经成为水体污染物

排放的重要来源，传统农耕文化的迅速瓦解、

制度环境、农业经营方式、市场的逆向激励等

因素都是面源污染产生的制度原因。杨惠芳 [3]

通过嘉兴生猪面源污染的案例分析表明，我

国农村生猪面源污染具有污染物量大、面广、

危害严重的特点，而生猪饲养者的有限理性、

公共物品作用下市场失灵和多因素主导的政

府失灵是引起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第二，基

于农户生产单元问卷调查数据，对生产经营

行为的影响因素与政策偏好的研究。潘丹等 [4-5]

的研究，利用同组农户生产者问卷调查数据，

分别分析了养殖户环境友好型畜禽粪便处理

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农户的政策偏好，

后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沼气补贴、牲畜粪便处

理技术支持、牲畜粪便排污费和粪肥交易市场

4种牲畜粪便污染治理政策对农户提高环境友

好型牲畜粪便处理率影响显著。第三，养殖环

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和资源化的研究。虞伟

等 [6]的研究显示，在我国由于生猪养殖的污

染治理成本高，现行环境规制对非规模养殖户

缺乏控制与激励手段，养殖户往往不支付或很

少支付污染治理成本。吴林海等 [7]的研究中，

以在一个县域内的不同规模养猪户的调查数

据，利用生产函数进行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估

计发现：在养猪户不承担环境污染治理成本

时，最佳养殖规模是年生猪出栏量 600～ 800

头；当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全部内部化时，最

佳养殖规模是年生猪出栏量 31～ 35头；之

所以有这样结论，除了反映调查县域特征外，

可能与其样本中小规模（147个）和中规模（105

个）与大规模（9个）的分布有直接关系；此外，

小规模养猪户污染成本内部化本质是，污染

的分散性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环境容量。韩

枫和朱立志 [8]对我国和甘肃临夏县的牛羊粪

便资源化利用做出梳理，分别对作为农家肥

和沼气资源加以利用的潜能做出测算。第四，

测度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产业联动绩

效。李鹏等 [9]的研究，测度农业生产废弃物

循环利用的产业联动绩效，分析农业废弃物

循环利用参与主体的协同创新绩效及区域差

异问题。

1.3  畜禽养殖业生态补偿问题的提出
2011-2014年，全国的 COD和氨氮排放量中，农业源 COD和氨

氮排放量占全国的百分比在 47.45%～ 48.04%和 31.67%～ 31.79%，

这一数据显示着农业源是我国 COD和氨氮排放的重要来源；其中畜

禽养殖业 COD和氨氮排放量占农业源的百分比在 95.17%～ 95.31%

和 76.79%～ 78.88%，即畜禽源排放是农业源的最主要贡献者（表 1）。

烟台市畜禽养殖业发展中显现出的环境问题是对水环境质量的影

响。严峻的现实是：从环境容量的角度，饲养规模已经饱和；从处理

技术的角度，若按照工业废水处理的工艺对待畜禽养殖业废弃物，由

于需要支付很不经济的过高成本而致使大多数企业只能放弃；从经济

的角度，若实现达标排放，不仅超过绝大多数养殖场的经济承受能力，

更重要的是在我国目前畜禽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水平、废弃物

处理技术和土地空间格局等因素制约下，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激励

手段，不能克服负的溢出效应。由此，提升环境容量的技术创新和制

度安排，成为畜禽养殖业废弃物管理的重要举措。鉴于生态技术提升

和制度创新的外部性，生态补偿成为必要的政策手段。

2  选择烟台案例的意义

2016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提出，加快推进畜禽养

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农业部将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作为

2017年农业和农村工作重点任务，并提出“一年试点、两年推广、三

年大见成效、五年全面完成的目标”。本文选择烟台案例具有以下三点

意义：第一，烟台畜禽养殖规模大，其面临的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的

压力是我国畜禽养殖业共同的难题；第二，烟台规模养殖程度高且大

型养殖企业地位突出，代表着我国现代畜禽养殖业的发展方向；第三，

烟台市规模畜禽养殖业废弃物管理中严格依法依规管理，已经先行开

展对规模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的生态补偿政府试点和市场化

的做法，对全国具有借鉴意义。

2.1  烟台市畜禽养殖规模大
2015年年底，烟台市生猪存栏量为 349.0万头，分别占山东省和

全国生猪存栏的 12.25%和 0.77%；全市生猪出栏量为 609.0万头，分

别占山东省和全国生猪出栏量的 12.59%和 0.86%（表 2）；烟台市存

栏蛋鸡 2 329万只、牛 41万头（其中奶牛 8.8万头）、羊 74万只、兔

192万只；出栏肉鸡 2.3亿只、肉牛 25万头、肉羊 68万只、肉兔 172

万只；全市肉蛋奶总产量 182.9万吨，畜牧业产值 138.9亿元，占农业

总产值的 17.1%。此外，烟台养鸡业的良种优势明显，全市共存养祖

代肉种鸡 47万套、祖代蛋种鸡 14万套，分别占全国的 34%和 40%；

表1  2011-2014年畜禽养殖业COD和氨氮排放量及占总排放量的百分比

来源 指标
COD 氨氮

2011 2012 2013 2014 2011 2012 2013 2014

农业

排放量
/吨 1 186.11 1 153.8 1 125.76 1 102.39 82.65 80.62 77.92 75.55

占全国百
分比

47.45% 47.60% 47.85% 48.04% 31.74% 31.79% 31.72% 31.67%

畜禽
养殖

排放量
/吨 1 130.46 1 098.96 1 071.75 1 049.11 65.20 63.13 60.40 58.01

占农业源
百分比

95.31% 95.25% 95.2% 95.17% 78.88% 78.3% 77.52% 76.79%

资料来源：《中国环境年鉴》（2011-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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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养父母代肉种鸡 700万套、父母代蛋种鸡 23万套，分

别占全省的 40%和 15%。

表2  2015年烟台市生猪规模及其占山东省和全国规模的百分比

烟台市 山东省 全国
烟台占山
东百分比

烟台占全国百
分比

生猪存栏 /万头 349.0 2 849.6 45 112.5 12.25% 0.77%
生猪出栏 /万头 609.0 4 836.1 70 825.0 12.59% 0.86%

2.2  烟台畜禽规模化程度和产业化水平高
烟台是生猪和肉鸡养殖占有重要地位，规模化养殖程

度逐步提高，到 2015年年底，生猪和肉鸡的规模化养殖

率分别为 80%和 100%，具体分布见表 3。

表3  2015年年底生猪和肉鸡的规模养殖场的分布
养猪场 养鸡场

出栏规模 养殖场 /个 出栏规模 /只 养殖场 /个
100～ 499头 8 477 1万～ 5万 4 400
500～ 999头 1 551 5万～ 10万 1 397

1 000～ 2 999头 56 10万～ 50万 523
5 000～ 9 999头 33 50万～ 100万 35

10 000～ 49 999头 14 100万以上 7
50 000头以上 6

烟台畜禽养殖业产业经营水平高。烟台市拥有国家级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5家，拥有民和股份、益生股份、

龙大肉食、仙坛股份这 4家“畜”字号上市公司，占山东省

的一半，在全国地级市中位居第一。

2.3  烟台市畜禽养殖业废弃物依法依规管理
烟台市规模化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管理与生态补偿的法

律依据和管理制度主要是：（1）《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

修订），其中第四十九条规定：国家支持畜禽养殖场、养殖

小区建设畜禽粪便、废水的综合利用或无害化处理设施。（2）

《畜禽规模化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4年 1月执行），这是

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畜禽养殖业环境管理的条例，其中第二

条规定：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规模标准根据畜牧业发展

状况和畜禽污染防治要求确定。（3）《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国发（2015）17号），其中规定：防治畜禽养殖污染，科学

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2017年底前，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

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区域提前一年完成。现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

要根据污染防治需要，配套建设粪便污水贮存、处理、利用

设施。自 2016年起，新建、改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

区）要实施雨污分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山东省人民政

府印发关于山东省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

知（鲁政发 [2015]31号），烟台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烟台市落

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烟政发 [2016]17

号）。（4）《山东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利用实施方案》（2016

年 3月 ,鲁政办字 [2016]32号），提出到 2017年，依法完成

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的关闭或搬迁。

烟台市畜禽养殖业废弃物的管理以相关的法律、法规

为依据，生态补偿的政府手段主要是财政资金的支持、市

场手段是大企业的制度和机制创新。

3  烟台市畜禽养殖业生态补偿的政府手段

烟台市政府手段的生态补偿包括：为生态搬迁和关闭

提供补偿，为以有机肥技术处理废弃物的机制创新试点提

供资金支持。

3.1  畜禽养殖业标准化管理中的生态搬迁补偿

烟台畜禽养殖业发展的路径是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

实现养殖业生产标准化的重要内容是，禁养区中存量养殖场

的搬迁、限养区和适养区养鸡场的改造。自国务院《畜禽规

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颁布实施的 2014年起，烟台市按照各

项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

区和适养区，对全市河道及水源地禁养区、限养区内畜禽养

殖情况开展了一次拉网式调查，基本摸清了底子。据排查，

全市畜禽禁养区内共有畜禽养殖场户 537个，限养区内共有

畜禽养殖场户 909个（其中有 359个已达标准化生产要求）。

由市环保、畜牧部门牵头，负责督促指导各县市区政

府加快落实关闭搬迁和标准化改造。2014年以来烟台已经

关闭 482个，烟台市地方政府财政为生态搬迁和拆迁提供

补偿资金。其中福山区政府已经出资 2 500万元进行关闭

和拆迁 100个养鸡大棚（1万头蛋鸡存栏），一个养鸡大棚

拆迁补贴 25万元。目前，烟台市养殖业的环境管理中禁

养区的养殖场搬迁是重要内容，巨额的搬迁费用需要当地

政府承担，烟台市政府面临资金压力。

3.2  有机肥技术处理废弃物的机制创新试点补贴

烟台市实现畜禽养殖业废弃物处理中重要的生态化技

术是畜禽粪污有氧发酵，即有机肥技术处理废弃物。其技术

要点是以猪粪、鸡粪、秸秆粉、花生壳、发酵菌种为原料，

经过混合搅拌、发酵、送氧翻拌、后发酵等工序，制成用于

粮田、菜地、果园的有机肥；其中，废弃物在养殖场就地发

酵处理，具有生物安全隔离和在一定程度解决水污染的优势。

但这项技术的应用中，存在着有机肥生产的规模经济大于畜

禽养殖规模经济的情况 [10]，这意味着需要以多个养殖场的

初级发酵产品为原料，方可能实现有机肥生产的市场化运作。

作为大型养殖企业，具备通过机制创新而达到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中经济上自负盈亏的可能性；而单个的中小型养殖场若

采用这样的技术，则可能面临着因产量过小、无法实现经济

上的收支平衡而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

为了化解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中的制度困境，2016

年山东省环保厅、财政厅利用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

护补助项目资金，支持烟台市开展“规模化养殖畜禽粪污

及病死鸡生物发酵无害化处理生产有机肥试点项目”，项

目为两年期，每个年度提供生态补偿资金 1 000万元。具

体的做法是，以企业（益生股份）作为试点执行单位，政府

协调工业用地指标，建立设计能力为年处理粪污 2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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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有机肥 6万吨的有机肥厂，其中，处理本企业粪污 5

万吨、社会收集粪污 19万吨。试点的最重要目标探索机

制而非化解全部粪污（仅烟台市牟平区年粪污量就达到 70

万～ 80万吨），为烟台市和山东省提供可复制的做法和机

制。政府 2016年的 1 000万元生态补偿资金已经到位，有

机肥厂 2016年年底前开始生产。

4  烟台市畜禽养殖业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手段

烟台市畜禽养殖业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手段可以概括

为：大型养殖企业废弃物处理中“场与厂”之间的补偿，产

品之间的补偿和工艺之间的补偿，分别以“益生股份”和“福

祖养殖”为例分析如下。

4.1  “场与厂”之间的生态补偿

4.1.1  “益生股份”概况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益生股份）是一家

上市公司，成立于 1992年，2010年上市。2015年年底拥

有 53个直属场（厂），市值 150亿元，净资产近 10亿元。

肉鸡种鸡存栏 200万只，占有全国市场的 35%；蛋鸡种鸡

存栏 10万只，占有全国市场的 78%；益生股份在我国肉

鸡和蛋鸡良种种源供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每个鸡场平均

为 10万只种鸡规模，每个鸡场有员工 40名左右，最大鸡

场员工达到 100名。

4.1.2  养鸡废弃物生产有机肥的技术与成本

从 2008年起，益生股份考虑鸡粪处理问题，起初采

用堆肥直接发酵，一个周期要 500～ 600天；现在，采用“鸡

粪处理车间”的方式。益生股份在胶东的每个养鸡场均有

自己的鸡粪处理车间，采用这种方式的目的是防止鸡粪

运输中通过车辆传染病菌，因为我国养鸡场疫情高发的

重要原因之一是鸡粪的随意堆放和鲜粪直接运输。其投

入为固定资产、物料和人工。（1）固定资产，包括生产棚、

发酵池、翻刨机和铲车和晾晒池，每个鸡粪处理车间平

均投资 92万元，这个数字占一个养鸡场总投资的 8%；

若按 20年折旧计算，每年成本为 4.6万元；（2）物料投入，

主要是由菌种、稻壳等构成的发酵添加物，每方产出物

的成本平均 250元；（3）人工成本，一个鸡粪处理车间需

要 3个劳动力，按每个劳动力全年收入 4万元计算，则

全年人工投入 12万元；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养鸡场的

40名员工中，需要 3人完成这项工作，人工成本约占总

人工量的 8%。

这一技术的最直接的效果是大大降低了发酵时间（21

天即可完成发酵）；其本质含义是节约了堆肥需要的土地

和提升了环境容量，取而代之是加工后的有机肥产品的库

存（胶东的有机肥主要用于水果和蔬菜，用肥的季节性强。

在用肥淡季，大量的发酵后的产品原料堆放在有机肥厂）。

换句话说，如果有充足的土地，最廉价的方式就是直接堆

肥发酵，待农作物需要时直接施用。

益生股份的有机肥生产起步于 2010年，当年销售量

3 500吨；2011-2013年的销售量分别为 8 300吨、12 000吨、

15 000吨，2014和 2015年均为 2万吨。2010-2015年益

生股份的有机肥生产经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以 2012年

为例的成本分析为：出厂价格 610元 /吨（每吨成本构成：

450元的发酵品成本，50元的运输费用，70元的包装用品

费用，40元的人工费用），企业核算的保本价格为 780元；

2012年核算亏损 160万元，相当于每吨销售额亏损 133

元。到农户价格 1 300～ 1 500元 /吨，中间商加价平均

为 50%，这是有机肥市场的现状。

4.1.3  益生股份废弃物处理中“场与厂”的生态补偿

由上述的技术构成与成本分析可以发现，益生股份需

要增加 8%左右的投资以治理污染，即内部化粪污处理成本

将使益生股份的盈利水平降低。本研究中将益生股份用企业

利润弥补鸡粪发酵生产有机肥的亏损定义为“场与厂”的生态

补偿，其运行机制如下：（1）养殖场发酵后的有机质原料提

供给总公司下属的有机肥厂，这一产品有相对稳定的市场价

格，2010年以来的价格在 400～ 450元之间；从会计核算

的角度，养殖发酵场可以得到覆盖处理废弃物成本的收入。

（2）有机肥厂得到来自养殖发酵场的有机肥原料，但并不需

要直接支付获得原料的费用，取而代之是由总公司进行核算；

换句话说，有机肥厂的经营亏损是由总公司弥补，这也是为

什么 2010年以来有机肥厂在连续 5年亏损的状态下生产规

模可以不断扩大；（3）益生的养鸡场和有机肥厂均不是独立

核算的盈利单位，益生股份弥补有机肥厂亏损的最重要的目

的是，试图通过管理中的机制创新，以实现废弃物处理的安

全性与资源化的有效性，且通过有机肥厂规模生产以求达到

粪污处理和资源化的经济可持续性。这样的视角和成本的分

析，有助于剖析如何借助市场手段和制度安排而实现废弃物

处理成本内部化，进而为达到以多个养殖场废弃物为原料的

有机肥生产规模经济提供可借鉴之处。

4.2  产品之间与工艺之间的生态补偿

4.2.1  “福祖养殖”概况

烟台福祖养殖有限公司（简称福祖养殖），起步于 20

年前，2012年开始在烟台莱阳建立养猪基地。到 2016年

莱阳基地养殖占地 3 000亩、生态农业园区占地 1 200亩，

全部为农业用途流转土地，一次性流转 50年期限；已经

建起 9个生猪公司，一个养牛场，一个饲料厂，4个生物

有机肥厂，以及菜地、果园、苗圃和大型观光温室。作为

一家拓展养猪业务时间较短的公司，这几年正值快速增长

时期，2015年生猪出栏 12万头、2016年将到达 27万头，

计划 2018年达到设计养殖规模的 50万头。

4.2.2  养猪废弃物处理的技术与有机肥生产

福祖养猪采用干湿分离技术处理废弃物，当前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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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集中在液体废弃物（猪尿）处理，表现为工业化的技术

处理后仍难以实现达标排放和过高的处理成本两个方面。

第一，养猪业的废弃液体（粪尿与废水的混合体）通过两级

好氧处理加一级厌氧处理，处理后的液体一般只能达灌溉

用水标准，次之是达到水肥一体化的标准，离胶东地区水

环境质量的二级标准仍有很大的差距。为此，福祖公司的

做法是将处理后的液体继续进入到有机肥生产环节；同时，

企业正在投入力量研制液体肥料。

福祖养殖的有机肥生产工艺为两次发酵：第一次发酵

时间为 20～ 25天，需要加入辅料和菌种，以及机械设备

的每日搅拌，目的是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充分发酵；第一次

发酵完成后的产品，静置发酵15天以上以完成第二次发酵。

就水分含量而言，原料含水量 55%以上，第一次发酵后

降至 40%左右，第二次发酵后降至 35%左右；为了达到

有机肥含水量 30%以下的标准，还需要烘干这一道工序。

福祖有机肥厂设计生产能力年产 50万吨，其中，40

万吨为畜禽废弃物直接发酵后的有机肥，10万吨为高端的

配方生物有机肥。目前投产两个生产车间，年产量分别 4

万吨和 12万吨。有机肥厂总投资 1.5亿元，其中一套预处

理死病猪和胎盘的设备投资 2 600万元，搅拌机器采用了

台湾生产的高端产品，每台购置价格 130万元，这样大大

增加了固定资产的折旧成本。每吨资源化基础有机肥售价

800元左右，配方生物有机肥价格售价 1 400～ 1 500元。

4.2.3  福祖养殖废弃物处理的生态补偿

福祖养殖废弃物处理的资金全部由企业承担，通过生

产工艺和产品互补实现处理成本的内部化。第一，生产工艺

投资对生态成本的补偿，即将有机肥生产与病死猪的预处理

在技术和设备环节上融为一体，以生产投资补偿生态成本。

第二，高端产品对资源化产品生态成本的补偿，即配方生物

有机肥因其有相当的技术含量而属于高端产品，目前阶段有

很大的利润空间，以此利润补偿资源化有机肥的生态成本。

5  畜禽养殖业生态补偿的政策建议

当前，畜禽养殖业生态化发展不仅是环境保护的要求，

更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污染治理外部性

的存在，政府应起主导作用，同时必须要重视市场的作用，

以实现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减量化排放、资源化利用。

政策建议如下。

（1）对畜禽养殖液体废物的存储与深度利用提供补贴。

鉴于当前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中技术难点突出显现为液体

废物（废水）处理，特提出两点建议：第一，规模养殖场需

要匹配一定数量的人工湿地以存放处理后的可以农业肥料

的液体，使之可以种植业的生产季节匹配；第二，建立支

持农业液体肥料的研发和使用的机制。

（2）生态补偿应瞄准提高环境容量的技术和制度。生

态补偿应注重激励的方向性，具体说应与提高环境容量的

技术和制度选择相联系。支付处理成本相当于承担相应的

污染费用，企业获得的适当补偿是也以此为据。粪污发酵

技术相对成熟，大大提高了环境容量的利用率，适度的设

备补贴有助于降低成本和推进健康发展；但补贴到产品和

消费者则要倍加谨慎，不应造成“劣品驱除良品”的现象，

例如：耕地质量提升项目中补贴有机肥补贴到厂商的产品

时，厂商以非粪肥发酵原料制成廉价达标有机肥，在竞标

中将成本不能降低的、以粪肥发酵为原料的有机肥挤出。

由此，生态补偿中，需要区分畜禽有机肥和配方有机肥；

大企业在成本内部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且创新的主体，

应作为机制创新的生态补偿重点。

（3）污染征税应定位于有利于产业健康发展。毫无疑问，

污染征税是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得到各国的重视。但到目

前为止，针对畜禽养殖业征收污染税的国家和最佳实践的企

业并不多见。我国在畜禽养殖业污染物的罚款和生态补偿手

段尚未应用成熟的情况下，目前已经讨论出对规模化畜禽养

殖场征污染税的法规和意向。这意味着规模化养殖企业将承

担高于非规模化养殖企业污染成本，对畜禽养殖业再次出现

非规模化的倾向的负面激励值得关注。畜禽养殖业废弃物管

理中应注重在交税、罚款和支付处理成本三项政策中进行权

衡，以促进畜禽养殖业的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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