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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固体废弃物处理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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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乡村的发展，各种资源的消耗量日益猛增，农村固体废弃物的种

类和排放量也迅速增多。结合农村固体废弃物的特征、分类以及固体废弃物的危害性，对我国农村固体废

弃物的处理现状和相应的改进对策进行深入阐述，旨在推动我国农村固体废弃物的综合治理，扎实稳步推

动乡村振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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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which makes the 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the types and quantities of rural solid waste increase rapidl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classification and the harmfulness of rural solid wast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solid waste treatment in China and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rural solid waste and steadi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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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这不仅是继“十三五”时期解决好“三农”

问题和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后的又一重大战

略，更是破解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

治本之策[1,2]。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现代农

业、生活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民转产就业、转移

就业空间持续增加，这不仅有效提高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保障能力，还能推动新型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较快成长，给农民群众带来更好

的经济效益[1,3]。尽管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农业农村

的发展进程中，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但是各种资源的消耗量日益猛增，农村固体废弃物

的种类和排放量也迅速增多。如果农村固体废弃物

处理不当，不仅造成农村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资

源匮乏等问题，还会给乡村振兴发展带来巨大的负

担，减弱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动力。特别是

农民群众对农村固体废弃物的危害意识相对薄弱，

政府、企业管理者对于农村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处置

方案的设计以及法律、政策的颁布与执行跟不上农

村固体废弃物的增长速度，若长期下去，势必会影

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农村固体废弃

物的治理，致力于创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美丽

乡村建设新格局。 

1 农村固体废弃物的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规定，固体废弃物指人们在生产、生活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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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产生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物

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废物管理

的物品、物质。近年来，由于乡镇企业兴建和第二、

三产业不断向农村、城镇聚集，农村固体废弃物的

排放也呈现出多样化。 

1.1 农村固体废弃物的特征与分类 

（1）农村固体废弃物的特征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乡村人口占比达到了

40%以上，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活动中产生

的固体废弃物数量较多。据我国工程院“固体废物分

类资源化利用战略研究”
[4]报告显示，2015 年，我国

农村废弃物的产生量为 5.3×10
9
t 吨，接近我国各类

经济活动和生活过程的固体废物总量的一半（见图

1 所示）。随着系列推动乡村发展政策的实施，农

村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村民的生活、生产方式

日益现代化，消费品种越来越丰富，例如：一次性

餐盒、包装袋、电子产品、纸尿裤等，由此产生固

废的数量和种类越多，废弃物的成分也越来越复杂。

此外，新型农村工厂、企业的兴起与发展对促进农

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产生固废的数量和

种类也逐渐增加；关于农村固废的种类也由原来传

统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产生的固废增多了农村工

厂、乡镇企业排放的工业固废[5]和其他危害固废，

从而增加了农村固体废弃物的处理负担和难度，加

剧了农村固体废弃物的污染形势。 

（2）农村固体废弃物的分类 

农村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日常生活垃圾、建筑

垃圾以及生产活动产生的垃圾等。其主要分类、来

源及其主要构成物质，如表 1 所示。 

 

 

图 1 2015 年我国各类固体废物的产生量[4] 

表 1 农村固体废弃物的分类、来源及主要构成 

分类 来源 主要构成物质 

生活固废 
日常生活 餐厨垃圾、废塑料、废织物、废旧电器、废家具、废金属、粪便等 

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 废玻璃碎片、砖瓦碎片、废弃混凝土和污泥等 

农业生产固废 
农业生产 农用塑料残膜、废弃农药瓶和袋、农作物秸秆等 

畜禽饲养 死禽畜尸体、畜禽排泄物、养殖废物等 

工业固废 
工业 各种废渣、工业粉尘、涂料等 

矿业 废矿石和尾砂 

其他危害固废 医疗 医用针头、过期药品、含放射性金属等 

 

1.2 农村固体废弃物的潜在危害 

（1）大气污染 

在固体废弃物堆放过程中，在一定温度、水分

的作用下，某些有机物发生腐烂分解，产生有毒和

有害气体散发到空气中，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一些固体废弃物在分解后形成悬浮固体粉尘颗粒和

渗出液扩散到大气和水中，使得大气污染指数变高，

水源受到污染，这给周围人们的身体健康以及动植

物的生存造成严重威胁。 

（2）水污染 

固体废弃物的堆积及随水流冲走，使得下雨天

或者恶劣环境的天气情况下大面积的河流和排水管

网堵塞。此外，废弃物在水中分解并产生大量有害

的物质和细菌，使得水体出现“富营养化”现象，水

生态系统遭受破环，对水体生物、鱼类等的生长造

成严重损害。另外，像秸秆类废弃物，长时间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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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中发酵产生有毒的酒精，用含有这种酒精的水

浇灌农作物，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负面影响，严重

时导致农作物枯萎死亡，对其他水体生物的生存也

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 

（3）土壤污染 

固体废弃物的露天堆积，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土

地资源。另外，一些难以降解的固体废弃物（例如：

废旧水泥块、轮胎、塑料等）遇到暴晒或雨水浸泡、

腐蚀时，这些固体废弃物逐渐被腐蚀、分解，并产

生含有酸性或碱性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不仅

会破坏土壤的结构功能，导致土壤碱化，还会致使

土中的微生物失去活性。此外，在农忙后部分农民

群众习惯性在田间焚烧秸秆、杂草，而在秸秆焚烧

过程中产生的高热量造成土壤中的微生物大量死

亡，土壤中的生物系统遭受破坏，土壤的腐蚀分解

能力被削弱，从而导致土壤的肥效大大降低。 

2 农村固体废弃物的处理现状与对策 

2.1 农村固体废弃物的处理现状 

随着农村的生活和生产发展水平的日益升高，

农村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及其种类也越来越多。特

别是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村人口

数量增加，生产方式发生改变，由此产生的生活和

生产固体废弃物也越来越多、成分越复杂，对于农

村固体废弃物的妥善管理尤其重要。目前，农村固

体废弃物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1）由于农村固体废弃物数量多处理不易，且

部分农民群众的环保意识薄弱，人们常将一些固体

废弃物倒置在坑洼和空旷的地方露天堆积或者简单

填埋，有的甚至直接倒进水沟、河道和湖泊，不仅

造成河流、湖泊和水利工程等出现淤塞。此外，像

一些医疗垃圾、电子垃圾等含重金属的固体废弃物

释放的渗出液和气体对周围水体、大气和土壤造成

了严重危害。 

（2）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农村人口数量多，产

生的固体废弃物数量大，并且零星分布，不易收集；

与此同时，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固体

废弃物专项治理的投入资金少（目前只能依靠政府

的投入管理）、融资难使得针对农村固体废弃物各

种分类与回收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输管理均相

对滞后，导致农村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率非常

低。此外，没有完整的管理方式，使得农村固体废

弃物统一处理难度大、资源化利用的成本高、回报

低，农民与企业的积极性不高。 

（3）乡村的振兴发展必定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

和发展。部分政府、企业管理者和村民环保意识淡

薄，没有意识到固体废弃物存在的污染的危害，为

了追求企业的收益或当地的 GDP 增长，将发展的关

注点聚焦在经济发展，而忽略了固体废弃物存在的

污染的危害。此外，农村环保方面的监管力度还不

够，相关的监管部门和机构的数量不多，环境保护

管理工作职责不明确[6]，一些偷排、乱倒现象以及

环境纠纷也时常发生。由此可见，加强对农村固体

废弃物的管理尤显迫切。 

2.2 乡村振兴背景下提高农村固体废弃物管理

的有效对策 

响应国家的乡村振兴号召，必须与美丽乡村的

建设相结合，而对于农村固体废弃物的处理问题恰

是重中之重。对于农村固体废弃物的整治问题，可

以从下几个方面着手：  

（1）增强环保意识，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 

乡村振兴也必先振兴人民、企业及政府管理者

的环保意识，若每个人都意识到农村固体废弃物的

危害，解决固体废弃物问题就事半功倍。增强环保

意识可以通过相关部门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达到。

例如：环保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和科研单位等应深

入农村调研和宣传、普及环保知识，让村民充分认

识到农村固体废弃物的危害性，熟悉并掌握一些科

学管理农村固体废弃物的知识，引导农民群众从自

身做起，养成讲卫生、爱护环境的好习惯，树立正

确的生态价值观，自觉把生活垃圾和生产垃圾管理

好；同时，带领村民、乡村企业积极参加环保活动，

倡导绿色消费意识，不过度包装产品，少用或不用

一次性物品，能重复使用的物品，尽量提高其使用

次数，努力从源头实现农村固体废弃物的减量化、

资源化。 

（2）加强处理技术、设施配备支持与应用 

针对农村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可以推行垃圾“二

次四分”[7]方法——农户、乡村企业源头将垃圾进

行初级分拣为易腐烂和不易腐烂固废；易腐烂的固

体废弃物可以利用沼气池、生物堆肥等技术处理后

就近生态还田；不易腐烂的固体废弃物进行二次分

拣，分为可回收垃圾和其它垃圾。对可回收垃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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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收集、回收再利用处理；而其它垃圾统一收集用

于焚烧发电、建材和化工产品生产等，有毒有害垃

圾按相关规定统一收运处理，从而提高农村固体废

弃物的处理效率及其资源化利用率。 

（3）构建监督管理机制和法律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投资利益方可能因

其逐利性而过于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对于农村固

体废弃物的污染防治关注度不足，最终造成利益失

衡、生态环境破坏。除了加强节能、环保意识和科

学技术的支持，还需要制定并落实相应的法律法规，

完善环境执法监管政策，运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度处理环境纠纷，从而以法制化、规范化的形式确

保乡村环境的良性发展，使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实

施有法可依。为此，建议国家尽快出台与乡村振兴

发展要求相应的农村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和法规，

并调整和优化现有的环境法，加强环境监督管理，

加大执法力度。最终，通过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加

强农村固体废弃物的科学管理，处理和协调好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3 结束语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的经济发

展快，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迅速提高，由此

产生的农村生活、农业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

也不容小觑，必须提高人们对农村固体废弃物危害

的认识以及加强科学管理方法的应用。通过宣传、

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加强分类

处理技术、资源化利用技术以及基础设施的支持与

应用，提高农村固体废弃物废物的处理效率和资源

化利用率；同时，制定并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维持

好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之间的协同关系，为我国乡

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提供强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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