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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固体废弃物污染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美丽乡村的建设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资源化是农村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的

必然趋势。本文在明确农村固体废弃物含义及资源化意义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我国农村固体废弃物的种类、特点和现状，对还
田改土、厌氧消化、好氧堆肥、焚烧发电的优势及应用现状进行了总结，分析了目前农村固体废弃物资源化面临的技术难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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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llution from rural solid wastes seriously restricts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Waste resource utilization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solid waste treatment and disposal in rural areas.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rural solid waste and discu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reusing i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types, characteris⁃

tics,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solid waste in China, and summarized the advantages and application status of returning straw to soil, an⁃
aerobic digestion, aerobic composting, and refuse incinerating power generation, while also analyzing the technical problems and policy is⁃

sues as well a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utilization of rural solid waste resources.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
ral solid waste recycling were proposed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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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突出[1]，早在 2010

以及畜禽粪便、尾菜、秸秆、生活垃圾等。农业生产废

产排放的 COD（化学需氧量）、N、P 等主要污染物量已

散性、复杂性、多样性等特点，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

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就显示，我国农业生

远超工业源与生活源，成为污染源之首。然而至今，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问题仍未受到足够重视。农村固
体废弃物（下文简称“农村固废”
）是农业面源污染的
主要来源，包括农业生产中施用的化肥、农药和农膜

弃物与农村生活垃圾作为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具有分
用难度大，严重威胁着我国农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
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
出：
“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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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现废弃物资源化，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畜禽

性和有机质含量，使土壤贫瘠，导致作物减产，同时污

粪污处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废弃农膜回收”。

染地下水，加大水土流失风险[6-8]。开展资源化处理

同年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

能实现农村固废由“污染源”向“资源”转变，减缓不当

将农村生活垃圾和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列为重点

处理方式对环境带来的危害。

任务之一。2019 年，国务院印发《
“无废城市”建设试
点工作方案》，提出以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主要农业
废弃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危险废弃物为重点展
开。由此可见，开展农村固废资源化利用是大势所
趋，也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根本保证。

1

1.2.2 农村固废蕴含巨大的资源潜力

我国农村每年固废产量高达 40 多亿 t[9]，一半以

上未被合理利用，其所含资源潜力巨大。2015 年全
国露天焚烧秸秆量 8000 多万 t[10]，其养分与 800 万 t 复

合 肥 相 当 ，可 产 沼 气 约 300 亿 m3，可 发 电 约 400 亿

kWh。全国每年畜禽粪便可生产有机肥理论量 2.79
亿 t[11]，未被利用的部分经估算相当于 1 亿 t 的有机

农村固废资源化含义和意义

肥[12]。虽然我国《农膜回收行动方案》指出到 2020 年

1.1 农村固废的含义

近些年来，由于农村工厂兴建、工业污染“上山下

乡”，农村固废的定义发生变化。传统定义认为农村
固废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所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总
和 [2] ，高明侠 [3] 在此基础上将农村工厂和乡镇企业排
[4]

放的固体废弃物纳进了农村固废的范畴，刘颖杰 认
为农村固废是相对于城市固废而言的，是对固体废

全国农膜回收利用率达到 80% 以上，但目前全国每
年仍有上百万吨农膜未被回收利用[13]，100 万 t 的地膜

可再生 20 万 t 的塑料颗粒原料，经济效益巨大。农村

每年产生上亿吨生活垃圾，其中 1/3 是餐厨垃圾[14-15]，
具有极高的堆肥与清洁能源生产潜力。

2

我国农村固废产量及资源化现状

弃物所存在地域上的划分。笔者从农业发展和农村

农村固废有别于城市固废，受地域特点、经济发

环境的角度思考，认为无论是传统农村固废还是排

展、当地人们生活方式及政策措施等因素影响差异

放在农村地域内的工厂固废都以农村为消纳场地、

显著，具有产量巨大、面积广、治理难、环境风险大等

都对农村环境和农业发展具有潜在威胁，因此都应

特点。

属农村固废。
我国农村固废种类繁杂，现阶段，可根据其来源

2.1 我国农村固废产量现状

目前我国还未出台农业农村固废资源收集政策

分为三类：农业生产固废、农村生活固废、其他固废。

规范，根据最新的相关文献，对全国主要的农村固废

1.2 农村固废资源化的意义

的农膜、农药化肥包装、农村居民粪便等废弃物数量

各大类固废所包含废弃物类型如表 1 所示。
1.2.1 降低环境危害

年产量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2。此外，全国每年产生
也同样巨大。2015 年我国农膜（棚膜、地膜）年使用

秸秆及生活垃圾露天焚烧在农村较为常见，释放

的有毒气体及粉尘颗粒物，易引发中毒及雾霾天气；
其余部分大多就地填埋或堆置，产生的渗滤液随地表
[5]

径流扩散，严重污染周围水体、土壤、作物等 。农业
生产中化肥农药施用、农膜残留会直接降低土壤渗透

量达到 280 万 t，预计 2020 年约为 400 万 t[20]，每年产生
的农药包装废弃物总量约为 15 万 t，化肥包装废弃物
总量约 12 万 t，以人均每日排泄粪便 0.5 kg 计算，全国
农村每年产生的居民粪便总量高达 1×108 t。随着人
口的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农村
固废产量将会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表 1 我国农村固废的主要种类

Table 1 Main types of rural solid waste of China
农村固废种类
Classes of rural
solid waste
农业生产固废

表 2 我国农村主要固废年产量

Table 2 Annual output of main rural solid waste in China

具体类别
Specific categories
畜禽粪便、秸秆等农产品副产物，农膜、农药
化肥包装，尾菜、果袋、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等

种类 Types

产量 Quantity/108 t

年份 Year

秸秆

7.2[17]

2015

畜禽粪便（湿质量）

农村生活固废

厨余类、灰土类、粪便类、橡塑类、金属类、
纸类、玻璃类、陶瓷类、竹木类、纺织类等

农产品加工副产物

其他固废

农村工业固废、向农村转运的城市固废

生活垃圾

— 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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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6]

5.8

[18]

1.48[19]

2015
201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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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农村固废资源化现状

农业源污染之首[33]。对塑料薄膜主要使用地区的调

2.2.1 资源化处于起步阶段

我国农村固废资源化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全

国畜禽粪便综合利用（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率仅

为 60%[21]，而丹麦、荷兰、加拿大等国家通过实施严格

查表明，我国地膜残留量一般为 60~90 kg·hm-2，最高
可达 165 kg·hm-2[34]，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3

我国农村固废资源化方法

的 种 养 平 衡 政 策 ，基 本 实 现 了 畜 禽 粪 便 的 全 量 还

秸秆与畜禽粪便资源化是我国农村固废处理工

田[22-24]。农药包装废弃物是农村环境管理中的“盲

作的重点，目前，秸秆资源化方式包括肥料化、饲料

区”，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 30 亿件农药包装废弃物
被随意丢弃 ，而早在 2011 年巴西、法国、加拿大、波
[25]

兰等国家的农药包装回收率已分别达到了 94%、
77%、
73%、70% 。目前我国 70% 的农村未设有垃圾收集
[26]

点，40% 左右的农村缺少垃圾收集处理设施

[27-28]

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等，粪便的资源化方式包
括肥料化、饲料化等。还田改土、厌氧发酵、好氧堆肥
是我国目前秸秆与畜禽粪便资源化应用较为普遍与
成熟的方法。针对尾菜尚没有成熟的规模化处理技

，大部

术，针对农膜尚未发现成熟有效的收集方法和替代产

分的生活废弃物都未进行正规化处理，
仅采用堆放、
就

品；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

地掩埋、
露天焚烧等处理方式，
与资源化处理水平相差

式基本相同，包括焚烧发电、卫生填埋和堆肥等。

甚远。

2.2.2 资源化难度大

3.1 还田改土

还田是秸秆“三化”的重要方式，具有环境与经济

直接还田是秸秆综合利用中最经济、最直接的手

双重效益，从环境角度来讲，耕地具有巨大的秸秆消

段，但小农户家庭经营导致秸秆资源分散，难以统一

纳能力，充分还田可大大降低秸秆焚烧可能性，同时

管理，加大了丢弃与露天焚烧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
资源化成本。
“ 养殖不种地，种地不养殖”的种养分离
模式客观阻断了我国畜禽粪便还田渠道，同时全国养
殖业分布严重不均，部分地区畜禽粪污量超过了土地
承载力，将其运至其他地区消纳，运输成本高昂。在

农膜使用方面，我国目前使用的地膜厚度小于 0.008
mm，极易破碎，机械难以回收完全，人工捡拾费时费
力，严重阻碍农膜回收及资源化利用。与秸秆、畜禽

粪便和农膜相比，农村生活垃圾组分复杂、分散性强，

可增加土壤对 C、N、P 素固持能力，减缓农业面源污
染及温室效应[35-36]；从经济角度来讲，已有大量的研

究发现，秸秆还田可提高 10%~60% 的作物产量[37-38]，
在众多农村固废资源化方式中所需的资金、人力、物

力都相对较小，大大降低了资源化成本的投入。世界
农业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土地的用养结合，秸秆还田和

农家肥用量高达施肥总量的 2/3[39]，而在我国，化肥仍
是耕地养分的主要来源。

秸秆还田方式众多，包括直接还田、过腹还田、堆

目前在收集与运输方面研究较多，缺乏适用的资源化

沤还田、炭化还田等，直接还田又分为机械粉碎翻压

利用实践模式。

还田、覆盖还田和留高茬还田，我国秸秆直接还田量

2.2.3 环境风险大

近些年，虽然政府加大了对秸秆露天焚烧监督与

处罚力度，但每年全国秸秆露天焚烧事件时有发生。
Mehmood 等 的研究表明，2002—2016 年我国秸秆露
[29]

天 焚 烧 排 放 的 炭 黑 、有 机 碳 、PM2.5、PM10、CH4、CO、
CO2、NH3、NOX、SO2 和 NMVOC（非甲烷挥发性有机物）
增幅从 173% 至 225% 不等，秋冬季雾霾天气与大范
[30]

围的秋收秸秆集中燃烧有密切关系 。我国农村养

殖户缺乏环保意识，同时农村养殖业缺乏有效的废弃

约占秸秆总量的 15%~20%[40]。目前，全国秸秆还田

以机械粉碎翻压还田、过腹还田为主。机械化秸秆还
田技术具有抢农时、抢积温、保墒情、生产效率高等优
点，但存在加大病虫害风险及因秸秆不能及时腐熟而
减产现象，适合我国华北水热条件好、土地平坦、机械
化程度高的地区。过腹还田需要投入一定的机械、劳
力，但社会效益显著，一方面节约了饲料用粮，缓解了
“人畜争粮”矛盾，另一方面，秸秆经家畜肠胃发酵、分
解，肥效明显增强，更利于作物的吸收。

物无害化处理手段，所产生的畜禽粪便、病死畜禽尸

我国人多地少，耕地压力大、休耕时间短，影响了

体、兽医医疗垃圾等养殖业废弃物对整个农村生态环

还田秸秆的腐熟程度，限制了秸秆的全量还田。目

[31]

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据统计，农业面源污染中有
95.78% 的 COD、37.89% 的总氮和 56.34% 的总磷来源
[32]

于畜禽养殖中流失的畜禽粪尿 ，畜禽粪便污染已居

前，我国正在积极探索多种新型秸秆资源化方式。经
调研发现，在内蒙古河套地区有企业将芦苇秆做成板
材，在黑龙江省有企业将玉米秆做成吸管等餐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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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些资源化方式生产出的产品没有明显的市场

肥的研究成果众多，但大都集中在机理、工艺优化、特

竞争力，均未实现规模化生产。

种固废堆肥等，而堆肥在农村的应用现状却少有相关

3.2 厌氧消化

文献报道。

在农村地区，通常以户用型沼气池将秸秆与畜禽

粪便通过厌氧发酵生产沼气。沼气是一种可再生的
非化石燃料气体，在生产过程中具有绿色、环保的优
势。沼气的使用改变了农村以秸秆、
树木、
煤炭为燃料
的传统能源结构，
大大减缓了温室气体的排放[41]，
预计

到 2020 年我国农村沼气生产量将高达 385 亿 m ，温室
3

气体减排将达 4679 万 t 的 CO2 当量 。沼气工程在农
[42]

好氧微生物的活性是堆肥成功的关键，影响其活

性的因素包括：C/N、C/P、水分、温度、氧含量、pH 值

等。C/N 是堆肥首要考虑的因素，有机固体废弃物堆

肥化处理的最适宜 C/N 为 25~30[55]，普通作物秸秆 C/N
为 60~100、畜禽粪便为 10~15。好氧堆肥技术主要分

为四类，分别为条垛式、静态堆垛式、槽式、反应器式。
条垛式与静态堆垛式操作简单、投资少，适合在农村

村的推广，
不仅极大地控制了人畜禽粪污的随意排放，

运用，但缺点是发酵周期长、臭气不易控制，可通过添

缓解了病原体与营养物质对水体的污染风险，同时也

加堆肥微生物接种剂进行缓解。随着堆肥设备的迭

有效降低了农村人口因使用化石燃料而患呼吸道疾

代更新，目前小型化、移动化和专用化是堆肥设备的

[43]

病的可能性 ，
而且沼渣作为高效有机肥，
可显著提升

发展趋势[56]，市场已有多种家用型的堆肥设备，家庭

土壤有机质含量，
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44]。

堆 肥 费 用 低 ，而 且 能 从 源 头 对 有 机 固 废 进 行 减 量

提高厌氧消化产气率与产气量、实现低温发酵及
沼气工程自动化是该领域一直以来的研究热点，近些
年成果颇丰。对秸秆与畜禽粪便进行预处理能大大
提升厌氧发酵产气率与产气量，方法包括物理法、化
学法、生物法等，主要的作用原理是通过破坏秸秆与
粪便中的纤维素与木质素结构，加大与厌氧菌的接触
面积，从而提升有机组分利用率

[45-46]

。利用太阳能、

沼气催化剂等，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严寒地区冬季因
温度低不能正常产气等问题。随着沼气自动化设备
的发明与技术的成熟，沼气工程自动化在我国部分农
[47]

村已经推广应用，大大节省了人力的投入 。

化[57]，在我国农村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3.4 焚烧发电

我国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发展迅速，1985 年全国

仅有两台日处理能力为 150 t·台-1 的焚烧炉，到 2018
年我国已是世界第一垃圾发电量大国，年可处理垃圾

量约 1×108 t[58]。垃圾焚烧发电的优点在于其处理的

彻底性，农村生活有机废弃物经过焚烧后减量率可
达 95% 左右[54]，与垃圾填埋和堆肥相比，垃圾焚烧发
电具有占地面积小、垃圾种类受限程度小的优势。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尚未实现分类，种类混杂，含
水率高，平均热值低[59]，垃圾发电厂的建成需要投入

目前，我国农村沼气工程效果不够理想，实地调

大量资金，正常运行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废弃物资源，

查结果表明，农村沼气池正常运行比例偏低，约为

全国大部分农村垃圾产量相对较少且分散难以收集，

60%，主要原因包括：家庭劳务输出、商品能源代替、
进料量不足、沼渣处理难等，村民对沼气池的使用意
愿不高

[48-51]

。集中式的沼气供气系统可较好地解决

上述问题，该系统由村民集体出资，并有专门的技术
人员负责系统运行，不仅能够提升固废有机组分的产
气效率，同时能减少人力投入，因此，集中式供气系统
在农村沼气工程建设中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3.3 好氧堆肥

运输成本高，尤其是西北地区农村，因此，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技术更适合于城市及城市周边农村地区，不宜
作为全国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的首要考虑方式。
3.5 农村固废资源化方式对比

对农村固废资源化方法中的还田改土、厌氧消

化、好氧堆肥、焚烧发电技术的优点及不足进行对比，
结果见表 3。

影响农村固废资源化效率的因素众多，包括固废

好氧堆肥是在有氧的条件下，利用好氧微生物对

资源量、经济条件、气候、交通、环境承载力等。还田

秸秆与畜禽粪便中的有机物进行吸收、氧化和分解，

改土、厌氧消化、好氧堆肥等技术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使其转化为腐殖质的一种方法[52]。好氧堆肥通过高

及适应条件，面对我国农村固废数量巨大、种类复杂

[53]

温杀灭堆料中的病原菌、虫卵和草籽 ，工艺简单，投

的现状，资源化应多种方式并存，同时保证因地制宜、

资少，运行成本低，满足无害化和减量化的要求，能最

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本地特色及资源化方式的优点，

大限度地保持废弃物中的营养成分，实现资源化利

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新型的资源化方式，如江西瑞

[54]

用 。堆肥工艺在我国的应用历史悠久，目前关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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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四种资源化方式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four types of waste disposal and recycle method
资源化方式
Waste disposal and recycle methods

处理对象
Types

优点
Advantages

缺点
Disadvantages

厌氧消化

秸秆、畜禽粪便

解决农村能源问题、改善卫生状况、促进有机
农业发展

需投入人力，存在安全隐患及环境风险

好氧堆肥

秸秆、畜禽粪便

投资较低，技术简单，促进有机农业发展

占地面积较大，易产生臭气

焚烧发电

生活垃圾、秸秆

处理彻底、快捷，减量率高，并能产生能源

建设费用高，原料集中收集、运输成本高，
易产生有害气体

还田改土

秸秆

投入成本低，有利于增加作物产量及土壤肥力 应用范围有限，不适合水热条件差的西北地区

理，通过出售与蚯蚓相关的系列产品带动当地老百姓
脱贫致富，不仅为传统资源化方式分流，同时也提升
了固废资源化的利用率。

4

而导致其增殖[69]，如果将这些最终产品直接施用于农
田，势必会造成 ARGs 的二次扩散，此外堆肥还存在
着温室气体排放、氮素损失等问题，对大气环境造成

威胁[70]。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开展环境可降解农膜

我国固废资源化存在问题

的应用示范研究，但其分解后是否会对环境及作物产

4.1 应用技术不成熟

生危害尚不明确；其次自动化农膜回收机及机械秸秆

近些年农村固废资源化已成为热点，各种新的发

还田虽然推进了农村固废资源化的进程，但是其对土

现与发明不断涌现，但是目前农村固废资源化发展缓

壤存在扰动，对土壤结构有一定的破坏，进而引发氮

慢，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应用技术不成熟、资源化收益

磷元素的挥发和流失，加大了农业面源污染的风险。

低，不能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其次我国农村背景

垃圾焚烧发电产生的有毒废气、废液、废渣无害化处

条件差异大、固废种类复杂多样，对应用技术提出了

理成本高[71]，无疑加大了其向环境排放的可能性。

更高的要求。
农村目前使用的农膜回收机主要是搂扒式捡拾

4.3 未形成盈利模式

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发展循环经济，但是整体

机，其回收率低，大致为 50%~60%[60]，农膜再造机大

而言，我国循环经济活力不强，尤其是农村地区。农

都依赖进口，国产机技术含量低且运行不够稳定[61]。

村固废资源化利益是内驱力，实现固废资源化的企业

秸秆还田机存在秸秆粉碎质量差、耕翻过浅、混土不

盈利是我国农村生态健康发展所要坚持不懈追求的

[62]

[63]

匀等问题 ，殷文等 的研究表明秸秆还田不均会导
致部分秸秆堆积，阻碍作物出苗率。其次我国沼气工

目标。
我国农村地广人稀，固废混杂、分散，不易收集，

程也面临着一些长期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北方农村沼

各种分类、运输等基础设备不足。唐旭等[72]的研究表

气季节性产量过剩与不足、沼气发酵过程人力投入过

明我国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收运的实际费用大约为

大、沼气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等，虽然有相关解决方案，
但都未能推广应用。好养堆肥设备耗能高、利用率
低，堆肥技术也存在腐殖化进程缓慢、产物质量不稳

23.21 元·月-1·人-1，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收运费的支
付意愿约为 6.50 元·月-1·户-1，村民垃圾分类与回收

意识不强，加大了资源化的成本，技术支持力度不足，

定、衍生臭气等问题。垃圾焚烧炉逐渐趋于国产化，

目前只能依靠政府的投入，成本高、回报低，农民与企

但大型千吨级焚烧炉仍需依赖进口，企业投资大，运

业的积极性不高，总体来讲农村固废资源化盈利形势

[64]

营负担重 ，此外，与欧盟国家垃圾发电厂的能效水

严峻，要实现农村固废的资源化利用必将是一场持久

平相比，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能源利用水平

的攻坚战。

比较低，平均约为 21% 。
[65]

4.2 存在环境安全隐患

我国已经颁布了多部有关秸秆、畜禽粪便、农膜

厌氧发酵产沼气与好养堆肥是我国农村畜禽粪

便资源化的主要方式，有学者认为厌氧发酵会增加体
系的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丰度

4.4 政策法规不完善

[66-68]

，也有学者的实

验表明高温堆肥过程不能有效去除所有 ARGs，而且
对于某些 ARGs，堆肥可能还是良好的生物反应器，从

管理与处理的法规政策（表 4），但只阐述了宏观的方
法与总体目标，具体的行为要求、操作规范、资源化产

品标准等未进行详细说明，这使得资源化水平参差不
齐，
资源化产品也存在安全风险。例如，
秸秆资源化利
用与农膜回收补贴政策只在我国部分农村开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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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面不全。秸秆补贴政策包括秸秆农机补贴、秸秆

类试点城市，采用积分换礼品、光荣榜表扬等方式激

“三贮一化”
利用补贴、
秸秆综合利用能源化补贴、
秸秆

励居民开展垃圾分类。政府应当积极扶持环保企业，

粉碎还田补贴等，各地方政府未能科学引导村民合理

对固体废物再利用企业进行补贴，同时加大对公民的

选择秸秆资源化方式，补贴价格成为村民选择秸秆资

环保教育，采用政府引导、公民参与，强制、教育、奖励

源化方式的主导因素，
导致政府资金浪费，
秸秆也不能

和监督手段并行的管理方式，改进传统的贴标语、拉

充分合理资源化。农膜回收价格偏低（不足 1000 元·
t-1），
人力、
物力不相匹配，
难以调动积极性。

5

横幅、喊口号的宣传教育，从转变观念、纠正行为的角
度在源头解决农村固废的不当处置问题，为最终实现
资源化利用做好前端准备。2019 年我国已开展“无废

建议与展望

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政府要吸取“重城市，轻农村”而

5.1 建议

5.1.1 做 好 顶 层 设 计 ，明 确 农 村 固 废 资 源 化 的 法 律
责任

推进农村固废资源化立法，从法律层面明确资源
化的责任主体。摸清底数、统筹协调，编制污染防治

使面源污染加剧的教训，因此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要
做到全民参与、城乡统筹，
“无废城市”也应带着“无废
农村”
两条腿一起走。

5.1.3 制定农村固废资源化管控标准和方法

我国农村固废产量巨大、种类众多，不可能采用

规划，将农村固废资源化工作作为我国固体废弃物污

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资源化处理。应在摸清底数、查

染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组织开展污染排查整治工

明状况的基础上，对农村固废污染源进行类型划分

作，形成我国农村固废资源化技术优化集成与验证的
系列技术规范与指导性文件。制定风险排查等级，并
根据等级分区、分批组织开展农村固废污染的系统整
治；城乡统筹、区域协同，推进农村固废资源化利用；
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思路由末端治理转为源头控

（图 1），对于不同类型的固体污染源制定相应的资源
化利用标准规范，为全国农村固废的排查整治、资源
化利用工作提供指导性文件。

5.1.4 加强新技术的研发及应用示范

固废资源化技术在农村发展应用缓慢主要由于

制，最大程度降低农村固废对地表水、地下水和环境

技术本身不接地气，要求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技

空气的影响。

术难度等超过了市场可接受能力，利益空间小，或者

5.1.2 政府引导，多种方式提升公民参与意识

资源化周期过长、资源化产品满足不了村民的需求。

我国许多城市在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方面累积

了宝贵经验，2019 年，上海市施行《上海市生活垃圾

亟需提升我国农村固废资源化技术水平，加强国际
交流合作，促进资源化技术的革新换代；同时对已有

管理条例》，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强制执

的成熟资源化技术，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推进应用

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浙江省台州市成立全国首个垃

示范。

圾分类教育学院，采用柔性手段让居民对垃圾分类从
了解到熟悉、从熟悉到参与；北京市作为全国垃圾分

5.1.5 探索可持续的资源化经济模式

许多发达国家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实现了农

表 4 我国农村固废资源化相关政策

Table 4 Relevant policies on solid waste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类型 Types

政策 Policies

年份 Year

主要内容 Policy content

面源污染

中央一号文件

2019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推进畜禽粪污、秸秆、农膜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现畜牧
养殖大县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治理全覆盖，下大力气治理“白色污染”。

秸秆

《关于开展秸秆气化清洁能源利
用工程建设的指导意见》

2018

农业部“东北地区秸秆处理行动
现场交流暨成果展示”

2018

到 2020 年，建成若干秸秆气化清洁能源利用实施县，实施区域内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到 85% 以上，能有效替代农村散煤。

畜禽粪污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
（2017—2020）》

2017

农用地膜

《农膜回收行动方案》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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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东北地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0% 以上，50% 的重点县市秸秆综合利用
率稳定 90% 以上，露天焚烧现象明显减少，力争到 2030 年实现秸秆的全量利用。

坚持政府支持、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方针，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
的治理路径，以沼气和生物天然气为主要处理方向，以农用有机肥和农村能源为主
要利用方向，全面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到 2020 年，全国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到 75% 以上。
到 2020 年，全国农膜回收网络不断完善，资源化水平不断提高，农膜回收率达到
80% 以上，
“白色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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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垃圾

好氧堆肥

引导分类

农村固废

小农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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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农村固废资源化流程

Figure 1 Technological process of solid waste recycling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村固废资源化，对我国而言，农村固废资源化管理的

望实现从“废弃物”到“资源”、从“污染源”到“绿色产

责任主体是政府，政府负责农村固废的污染防治工

品”的转变。全国各个地区要加强交流，
“ 高水平”充

作。目前农村有限的固废资源化方式依旧处于投入

分带动“低水平”发展，最终实现我国农村固废资源化

高、回报低的瓶颈期，大众对资源化效果认可度低。

整体水平的提升。

探索可持续的资源化经济模式能够吸引企业加入，为
农村固废资源化注入新活力。我国诸多现代农业示
范区，例如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通过发展有机农业不仅有效控制了污染、实现了
农民增收，同时也吸引了大批优秀企业落户。因此政
府应充分发挥政策引导、资源整合作用，将政府与企
业联合、技术与资金整合，通过技术优化集成、品牌经
营、订单销售等方式，打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为
我国农村固废资源化开拓出环境治理和经济利益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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