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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主要问题及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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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农村环保工作起步晚、基础差、保障不足，主要表现为政策标准体系尚需完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责任仍未

充分落实、适应农村社会经济特点的环境监管机制亟待建立、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模式欠缺以及农村环境保护技术

帮扶和宣传教育任重道远。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本文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要建立全面协调的农

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体系；二是要夯实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农村环保责任；三是要构建适应农村特点的环境监管体

系；四是要探索便捷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五是要完善农村环境教育和帮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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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上指出，要打几场包括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在内
的标志性重大战役，并确保 3 年时间明显见效。2018 年 11
月经国务院同意，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农
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的通知》，加快解决农业农
村突出环境问题，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增强广大农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但我国农村环保工作起步晚、基
础差、保障不足，亟需系统总结、补齐短板，为农业农村
污染治理攻坚战顺利实施夯实基础。

1� 我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现状

1.1�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初见成效

2008—2017 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农村环保专项资金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435 亿元，支持各地开展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已有 13.8 万个村庄完成
环境综合整治，近 2 亿农村人口直接受益 [1]。各地已建成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30 多万套，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
设施 900 多万个（辆）。而同时，全国尚有近 80% 村庄的
生活污水没有得到治理，近 50% 的村庄没有实施改厕；以
简单收集为标准，仍有 26.1% 的村庄生活垃圾没有得到治
理 [2]；已经完成整治的村庄的环保设施长效运行维护仍然困
难重重。

1.2�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尚处起步阶段

按照《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要求，已开展的农业
面源治理工作仍十分有限。一是在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方面，
不断推进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

作。截至 2017 年底，各地已完成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

全国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64%。二是开展农药

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截至 2016 年底，粮食、蔬菜、果树、

茶叶等主要作物绿色防控技术应用面积超过 5 亿亩，绿色防

控覆盖率达到 25.2%[3]。三是有条件的地区探索科学合理施

用化肥。截至 2016 年底，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基本覆盖到全

国所有县级农业行政区，技术推广面积达 16 亿亩。根据历

年环境统计年报，农业源总氮、总磷的排放基本保持稳定，

未出现大幅增长现象。但由于我国农业源污染物排放总量

基数大，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物总量的任务仍然艰巨。

1.3� 农村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开始得到关注

各部门陆续出台多份文件要求加强农村环保宣传教育，

利用新媒体宣传环保理念、吸引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

护的态势初步形成。原环境保护部自 2011 年起，启动农村

环保科普微电影拍摄工作，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电

影形式为依托，宣传国家环保政策和环境保护知识。2017

年，我国拍摄了首部以农村环保为题材的电影《绿水青山

我的家》。

2� 农业农村污染监管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从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战略安排与实践措施看，总体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进程

滞后于经济发展进程，农村环境保护又滞后于整个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进程，成为制约环节。就农业农村污染监管体

系而言，尚未解决政策标准、职责分工、监管机制、治理

模式和技术帮扶等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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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策标准体系尚需完善

近 20 年来，我国农业农村污染监管在法律法规、政策、

标准规范、规划、宣传教育等方面不断出台新制度、新文

件，但仍不能满足管理需求，尚需不断完善。

在法律法规方面，一是关于农村环境保护的各项要求

分散于多项法律法规中，缺少系统设计，尚无一部专门的

农村环境保护法律统筹规范农村环保工作的责任分工和协

调实施。二是关于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界定不清晰，

甚至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完全一致，执行力差。现行法规一

方面强调了地方政府对农村环境保护的责任，另一方面弱

化了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污染直接责任和治理的法律责任，

对其通常只提出原则要求而缺少罚则（仅在《环境保护税

法》中通过对规模养殖征税真正落实了污染者责任），不利

于农业农村污染治理责任落实。

在政策和规划方面，一是国家层面的政策规划多，而

基层政府出台的相关实施办法和方案不足。针对农村环保

政策和规划，各省级及以下政府通常为直接转发国家文件，

较少制订有本地域特点的相应政策和规划，缺少对国家政

策和规划的细化和解读，极大影响了政策和规划的落地和

实施效果。二是政策规划理论指导多，实践指导不足。国

家出台的政策多以目标要求和指导原则为主，只提出了

“做什么”和“做到什么程度”，没给出“如何做”的方法，

缺少对各地具体开展工作的指导，使得各项要求在操作层

面的分解严重不足。

在环境标准方面，一是农村环境标准少，进一步加剧

了农村环保政策在操作层面指导不足的矛盾。截至 2017 年

底，国家现行环保标准共 1833 项，其中涉及农村环境保护

的标准仅 20 余项，占比不足现行标准的 1.6%。二是标准制

订存在大量空白区。在水环境标准方面，缺乏农村生活污

水排放标准等；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没有农药喷洒、沼

气设施气体排放控制标准等；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缺乏

农药化肥污染控制标准；在固体废物管理方面，缺乏适用

于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处理处置标准、农膜残留回收利用

标准等。三是部分标准标龄过长。如现行的《渔业水质标

准》（GB11601—89）已实施 29 年，不能适应当前的农业

生产需要和环境管理要求，在控制项目、标准设定、监测

方法上都需要及时更新。四是标准适用范围存在“一刀切”

现象。

2.2�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责任仍未充分落实

我国农村环保的治理模式属于政府主导型，基层政府

是开展农村环保工作的主要力量，但各级政府部门关于农

村环保工作协调推动不足，各部门职能和相关人员责任未

得到有效落实。

一是各部门尚未形成顺畅的协同工作机制。农业农村

环境治理的政策分散在原环境保护部、住建部、原农业部

等多个部门，职责不清，相互之间配合也不顺畅。改革后

的国务院各部门新的分工还需要时间逐级推进，目前尚未

形成顺畅的部门合作机制。
二是基层政府农村环保意识缺失。由于各种原因，部

分地区农村“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发展观尚未扭
转，没有将农村环保纳入重点工作范畴，严重阻碍农村环
保工作开展。很多地方过度依赖中央政府投资，地方财政
对农村环保工作支持甚少。

三是基层环保力量薄弱。农业农村环境管理主要由乡
镇一级环保部门具体承担，但乡镇环保办尚不具备监测和
监察执法的能力。同时，地方环保部门在履行监管职责时，
追责环节频现责任部门轻松脱责、环保部门反而成为政府
追责对象的情况，严重影响农村环境监管人员履职积极性。

2.3� 适应农村社会经济特点的环境监管机制亟待建立

生态环境部负有开展生态环保工作顶层设计和统一监
管的职责，当行业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真正开始履行农村
环境治理职责后，监管将成为生态环境部门的主要工作。
我国现行环境监管体系主要是在应对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
型污染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监督指导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存
在以下不适应：

一是工业源分布集中而农业农村污染源较为分散，针
对工业源的台账式管理难以完全复制到农业农村污染监管
工作中。环评、排污许可证等工业污染源监管制度，都是
以污染源清单为管理基础，优点是管理的精确度高、针对
性强，缺点是需耗用大量人力物力，台账建立过程复杂且
艰难。农业农村污染源量大面广，如果直接复制台账式的
工业源监管方法，将面临海量的人力投入和漫长的工作周
期，恐难适应当前农业农村污染源急迫的管理需求。

二是农业农村污染源受地域及自然条件等因素影响较
大，针对工业源的标准化治理模式及统一的监管要求不适
用于农业农村污染源。农业农村污染源受地域等自然因素
影响较大，不同畜禽粪便中的污染物种类及废水中有机物
浓度不同，加之受降雨量影响，不同地区废水排放特征也
不尽相同，使得针对面源的治理很难提出标准化的措施，
进而难以开展标准化的监管，以点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污
染源取样分析等监督性监测技术体系也难以确定。

三是我国农民群体的特殊性增加了农业农村污染监管
的难度，不能简单套用同种类畜禽粪便中的污染物，需要
充分考虑这些特征对监管机制进行设计和完善。由于我国
农村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同时，农民居住分散，使得农
村环境监管对象量大、分散的特征显著，导致农村环境监
管单位成本高，环境效益低。此外，农民通过农业生产获
取的经济收入低——2017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仅为 13 432 元 [4]，这就使得农民缺乏承担环境违法罚款的
能力。农民的上述特征导致农村环境监管对象虚化，难以
按照现行的工业污染防治的监管方式开展监管。

目前，针对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化肥、农膜等农业
投入品的环境监管尚未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垃圾的环境监
管尚未形成常态，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平移”工业
企业监管方式进行统一监管，分散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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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要依靠公众环保投诉进行“一对一”管理，对农业生
产废弃物中的秸秆禁烧的环境监管，主要依靠行政手段，
通过人海战术进行监管。生态环境部需尽早谋划、及时布
局，尽快建立一套适应农村特点的可量化、可考核的监管
机制。

2.4� 便捷有效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模式严重欠缺

污染治理模式是包含管理思路、治理技术等关键要素
的结构化、可操作的实施方法，是指导解决污染问题的具
体方案和路线图。在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工作中，由于资金
有限、技术人员短缺，不能简单照搬城市生活污染治理模
式和工业污染治理模式，需要探索投入低、运维简单、便
捷有效的治理模式。目前我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工作多处
于试点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可推广的治理模式。

例如，即便是目前推广采用的“村收集、镇转运、县
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置模式，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农村生活垃圾“进城”加剧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
施供需矛盾，极易引发社会风险 [5]。按现行模式，分散在
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被集中转运至城镇进行无害化处
理，对城镇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设施造成巨大压力，各地不
得不新建大量垃圾焚烧和填埋处理设施。近年多地发生的
因反对生活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建设的群体性事件，对社
会稳定造成影响。仅 2018 年以来，全国就有 17 起由垃圾焚
烧电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或重大舆情风险。二是现行模式
运行成本高，难以持续良性运转。大量农村垃圾进城集中
处理，运营成本高，经济欠发达的县区财政难以承受。由
于经费无保障，保洁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清运效果差；
有些已建成的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不能正常运转，设施
空置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三是部分地区采取非规范化填埋
和焚烧处理垃圾，环境隐患凸显。一些地区将收集后的生
活垃圾在村头、废弃矿坑等简单填埋，缺乏防渗措施，容
易造成地下水和土壤污染。而一些地区采用小型垃圾碳化
热解设施就地焚烧可燃垃圾，这些设施尚未纳入环境监管
范围，选址也没有进行论证，废气经简易除尘后排放，燃
烧过程中产生的二噁英等有毒有害气体污染缺乏防控。这
些不规范的就地填埋或焚烧措施，只是将生活垃圾由分散
面源变成集中点源，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污染 
问题。

2.5� 农村环境保护技术帮扶和宣传教育任重道远

农民作为农村环境污染主体和治理受益主体有参与环
境治理、合理分摊治理成本的义务。帮助农民建立起承担
农村环保工作的意识和能力，是开展农村环境保护技术帮
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职责。随着农村环保宣传教育深
度和广度逐步加大，全民参与农村环保的态势正逐步建立，
但农村环境保护宣传教育还普遍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是农民环保权利义务观念淡薄，宣传教育在短时间
难以奏效 [6]。受传统小农经济思想影响，若无直接经济利益
激励，农民对履行农村环境治理主体的义务难有自知。此

外由于长期信息不对称和专业知识的缺乏，农民对表达环

保诉求、监督举报农村环境污染行为的权利认知程度不足，

存在置身事外的心理 [7]。

二是环境保护宣传培训向农村层面延伸不够。大部分

乡镇缺乏专业的环保机构和人才队伍，直接面向基层农民

的环保宣传培训未全面普及。

三是农村环保宣传教育体系尚不健全。农村环保宣传

教育在机构设置、人才培训和监督考核等方面组织形式和

开展方式尚未明确。

四是针对农民开展环保工作的技术帮扶严重不足。目

前已开展的农村环保教育多以提升理念为主，缺少操作层

面的具体指导和技术帮扶。农民不具备在农业生产中实现

绿色发展、农药化肥提质增效、减少排放等方面的操作技

能，对在村居生活中如何开展生活垃圾的就地资源化、生

活污水的有效利用也缺少专业指导。

3� 加强农业农村污染监管的对策建议

3.1� 建立全面协调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体系

一是完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法律法规。全面梳理现行

法律法规中涉及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相关内容，在系统评

估的基础上，调整存在冲突的条款，确保农村生态环境管

理法律体系的内部一致性。同时，研究建立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的专项法，增强系统性和针对性。

二是健全农村生态环境管理规范。对于普适性较强的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等技术设备

和装备，发布技术规范和专业化装备标准，细化技术参数

范围、设施质量要求、处理效果等指标，提高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质量。制定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技术指南、农田退水

污染防治技术指南、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预警技术规范等，

指导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监管。

三是完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标准。统筹考虑标准体系

建立方法和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特点，从规划、质量、监测、

防治和管理各个方面，建立层次清晰的环境标准体系。鼓

励各地开展有针对性的农业面源管理研究，以区域环境质

量达标为底线，一地一策，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

力求实效，解决问题。

3.2� 夯实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农村环保责任

构建覆盖政府、企业、农民的全民农村环境保护责任

体系。

一是各级人民政府对所辖行政区域内的农村环境质量

负责，承担指导教育农民在农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保护农

业农村资源环境的主体责任，为企业和农民承担污染治理

责任提供更加全面和有效的保障政策；国家、省、市三级

政府要强化对农村生态环保政策指导、技术服务、特别是

资金支持职能，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建设进程；县、

乡、村三级政府和基层组织承担农村生态环保的组织实施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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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按照“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
的要求，行业主管部门要在履行对本行业的管理职责时，
承担本行业污染治理的指导责任。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
部等行业主管部门应负责指导各地开展农业污染治理、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红线保护等工作，包括编制规划、
组织实施等。

三是逐步在法律层面明确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环保责
任，在提高农民保护农业农村资源环境意识的同时，加强
其法律责任感，倒逼其自觉采用高效、低毒、绿色的农业
生产方式，推动农业资源综合利用。

四是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加强对农村生态
环境管理成效的检查评估，并根据评估考核结果，建立奖
惩机制，客观合理地引导各级政府的资金投入方向和力度。

3.3� 构建适应农村特点的环境监管体系

在监管要求上，要分类管理。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
优先领域，各地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开展农业污染治理工作。
规模化畜禽养殖与规模化种植业比照工业污染管理，由业
主自行承担污染治理责任，结合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同时
跟进生态补偿政策，对养殖业主和种植业主进行适当补贴，
保护本土农业。农民小规模种植业、养殖业污染治理由地
方政府指导农民开展。允许不同地区采用不同标准。对于
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中西部地区和条件较差的贫困落后地
区，优先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突出环境问题，对
各类污染物宜用则用，宜治则治，宜排则排。对于经济发
展和居民环保意识较高的东部地区、城市近郊区等，要提
升农村绿色发展水平，推出“创新版”“加强版”的改革措
施和要求。

在监管模式上，要因地制宜。对于农村生活污染源，
以环境质量监管为主要量化考核办法，弱化对污染治理设
施的监管，减轻监管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对化肥农药等量
大面广的农业面源，以源头控制加抽样调查作为监管方式。
同时建立村民自治环境管理组织，依托村民自治组织，加
强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宣传教育，将环境保
护内化为农民群众的道德情感，外化为保护村庄环境的自
觉行动，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自
觉性。

在监管方法上，借助基层网格化管理等现有能力，共
享监控数据等基础资料，协同开展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加
强与公安、交通等涉农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农村可视化
监管系统资源共享机制，实现通过卫星遥感、摄像探头、
无人机拍摄等多种新技术新手段，开展农村环境监管。结
合第二次全国农业污染源普查和各部委已开展的调查统计
工作，建立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信息平台，统一管理养

殖业、种植业生产和污染治理情况，以及农村生活垃圾污
水治理设施建设、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设施建设等基本情况，
指导基层环境监管工作。

3.4� 探索便捷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

鼓励行业主管部门、各级政府积极探索更加便捷有效
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一是需要总结提炼各地的先进经验，
定期组织农村环境治理实用技术跟踪评估，发布各地农业
农村污染防治实用技术及典型案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经
验模式。二是用法规、规范和标准将先进经验模式固定下
来，组织专家团队编写操作手册，形成规范化文件，既强
化政策导向，又科学指导经验推广。三是政府要为先进的
治理模式制订保障机制，对好的治理模式一方面加大资金
支持，另一方面调动市场因素，加快经验推广。

3.5� 完善农村环境教育和帮扶体系

一是细化农村环境教育工作机制，保障农村环境教育
落到实处。充分依托农业基层技术服务队伍，提供农业污
染治理技术咨询和指导，开展技术帮扶，引导农民保护自
然环境，科学施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合理处置畜
禽粪污等农业废弃物。二是建立基层农村环保干部轮训制
度，快速培养一批农村环境保护宣传员。三是构建多渠道、
多形式的农村环境教育体系。在农村建设一批农村环境保
护宣传教育基地，使农民能够亲身体验环境保护的成果。
借助网络、微信等新媒体广泛宣传农村环境保护的工作成
效，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农村环境保护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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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在管理技术和资金投入上加强对县级政府的支

持和帮扶。省级出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市级政

府统筹编制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规划，省市两级财政加大对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投入力度。三是进一步明确县级政府

建设和运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具体责任。即在省市

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县级政府因地制宜开展污水治

理工作，细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方案，健全已建设施

长效运行管理制度，分类别、分阶段完成治理目标。

3.3� 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保障机制，强化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农民参与�

一是建立财政支持与农民收费互补的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资金支持制度。首先，强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公益性，

明确各级政府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运行的补贴比

例。其次，在纳入城市污水管网或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的城市近郊区、村镇规划区内的村庄，将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与水资源利用相挂钩，首先推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收费制度，将生活污水处理费包含在水费内进行合理征收。

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征求村民意见，确定污水处

理费的征收标准，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兜底，保障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设施长效运行。二是健全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
市场监管机制。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第三方设施建设、
运行维护和监督管理，探索对污水处理技术产品和服务的
认证管理制度，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市场的规范化管理，
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业的自我约束和良性竞争，引导
企业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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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of Rural Sewage Treatment in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Japanese Purification Tank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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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improve the rural dwelling environment, and curb agricultural and rural 

pollution, promoting the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he promulgation and effect of Japan's Purification Tank Law, as well as 

its supporting laws and policies were studied thoroughly in this paper.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technical 

standard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urban supporting rural, perfecting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leading, 

market operation and peasants participation, which might provide reference to regulate and promote rural sewage treat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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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started late, has a poor foundation and insufficient security,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policy standard system, the insu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llution control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the urgent need to establish 

an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adapted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areas, the serious shortage of convenient and effective 

mode of pollution control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assistance and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irst,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nated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policy system; second, to consolidate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s and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third, to build an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system adapted to rural 

characteristics; fourth, to explore convenience and efficient governance mode; the fifth is to improve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sup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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