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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rural domestic waste harmless treatment in Chongq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status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production and treatment in China were analyzed, and the
feasible rural domestic waste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were discussed. For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the key measures including improving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and project planning, strengthening the propaganda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through establishing diversified financing channels were carried out.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technical strategy “sorting and distributed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centralized treatment”, the rural domestic waste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On the basis of measures, the treatment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could realize source reduction, sanitary treatment and resource recovery,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rural domestic waste could be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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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全国及重庆市村镇生活垃圾产生的原因和处置现状分析，提出了进一步推进重庆城乡统筹区村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对策。即通过完善行政立法和项目规划，加强环保宣传，建立多元化环保融资渠
道从而加大投入，进一步完善垃圾收运系统，推进实施“分类分散处理与集中处理相结合”的生活垃圾
处理技术，实现村镇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从而逐步缓解村镇生活垃圾带来的
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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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农民新村的建设，特别是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农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但同
时也使农村固体废弃物增加、污染程度加剧。统计表明[1]，目前我国村镇两级居住社区的人均生活垃圾
产生量分别为 0.4~0.9 kg·(人·d)−1 和 0.5~1.0 kg·(人·d)−1，全国农村一年的生活垃圾量接近 3 亿吨，其中居
民随意堆放的垃圾就约 1 亿吨。村镇生活垃圾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元凶”之一，其对村镇环境和发展的
困扰，已成为“三农”中的一个亟须破解的问题。
本文首先对全国及重庆市村镇生活垃圾产生的原因和处置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进一步推动重庆城
乡统筹区村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相关对策。

2. 全国村镇生活垃圾处理面临的严峻形势
自实施“以奖促治”为核心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以来，北京、四川等部分省(市、自治区)针对当
地实际情况出台了处理农村生活垃圾的相关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2]。然而，全国包括重庆地区在内
的村镇生活垃圾污染仍呈加速恶化的态势，各种建筑材料、包装材料、玻璃碎片等装饰品废弃物，炉灰、
食品袋、水果腐烂品、废电器等生活废弃品不断增多。各级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虽然对消减垃圾污染能
起一定效用，但垃圾处理的能力未能跟上垃圾污染的“脚步”。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显示
[3]，我国 60 多万个村落中，垃圾集中处理的村仅为 15.8%，有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的村仅为 1.6%，
有沼气池的为 33.5%，生活垃圾通过各种途径沉积在村边沟渠和村庄地面而得不到及时清运，已经超过
了自然界的自净能力。
重庆位于长江上游，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有
特殊的区位地势。全市农村人口占 80.91%，日产垃圾约 8000 吨，基本上都是经“拾荒者”简单的挑选
后，进行简单填埋。这样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土地，也给百姓带来潜在的、巨大的有害渗漏液和有害空气
污染；同时，也使得垃圾里的巨大可回收资源被白白丢失、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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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庆村镇生活垃圾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村镇生活垃圾未能得到妥善治理的主要原因有，相关法规的欠缺且落实不到位、公共财力投入不足、
垃圾处理设施欠缺、居民环保意识薄弱等。
国家虽然颁布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规，但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和执行，而且国家出
台的政策法规原则性过强，难以适于各地农村和农民。对垃圾分类回收管理缺乏明确规定和技术指导。
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当前我国村镇居民的环保意识还比较淡薄、思想认识很不到位，农民面对垃圾处理问
题上不是优先考虑分类回收、循环利用，而是选择怎样省事就怎样处理的方式，在经济利益与保护环境
方面的权衡中更多的是趋向于前者[4]。
重庆素有“山城”之称，村镇居民居住点分散，甚至有部分人居住在高寒边远山区和深山峡谷地区，
垃圾收集、转运更加困难。虽然目前重庆地区各村镇居民生活条件有很大提高，但是经济实力仍然薄弱，
国家长期以来的财力投入又相对不足，导致村镇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匮乏。

4. 重庆村镇生活垃圾的处置现状
解决村镇生活垃圾的困扰已不仅仅是对垃圾简单清理的问题，而且是一场涉及转变村镇居民环保观
念的思想变革。各级政府应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清洁工程建设为契机，积极推动村镇生活垃圾
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政策的落实。
目前，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村镇生活垃圾的处置主要可分为垃圾收集、转运、处理三个过程，处
理模式主要有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 2 种[1]，处理方式主要有卫生填埋、堆肥、焚烧[5] [6]。从工艺技术
角度分析，各系统所追求的目标相互一致，各有利弊，但技术难易程度差异较大。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置
首要问题是垃圾的收集与运输，一般来说，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
发达国家选择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一般原则是：首先是通过分类收集尽可能对有用物质进行回收和
循环利用；其次是尽可能对可生物降解物进行堆肥处理；再次是尽可能对可燃物进行焚烧处理；最后是
对不能进行其他处理的垃圾进行填埋处置。
我国村镇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应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选择适当的处理方式。投资费用较大的垃
圾焚烧技术在我国农村实用性较差，而垃圾填埋以其处理成本低，适用范围广的特点较易在农村推广，
同时，农村生活垃圾堆肥技术也有广泛的应用。但是重庆村镇生活垃圾具有高有机物含量以及高热值的
特点，有较高的堆肥和焚烧潜力。截止 2012 年，重庆市生活垃圾纳入无害化处理的乡镇占全市总数的
40%，无害化处理率达 55%，主城基本已经实现了镇乡垃圾无害化处理全覆盖，主城区外綦江、万盛、
大足和荣昌实现了全覆盖，南川、永川、铜梁、长寿等达到了 85%以上[7]。

5. 重庆城乡统筹区村镇生活垃圾处置对策
要彻底解决好垃圾问题应该从源头做起，通过以下措施进行综合管理，以实现垃圾处理的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

5.1. 完善城乡统筹区的生活垃圾收运系统
进一步深入对重庆市传统村庄、城乡统筹一体化村镇、乡村旅游村镇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方面进行调查，分析与之对应生活垃圾的污染源特点、组成成分特征以及排放规律，提出与之相适应的
村镇生活垃圾收集转运技术体系。
通过生活垃圾运输系统改造和创模工程建设，重庆市城区的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已较为完善，部分重
点小城镇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也得到了升级改造。重庆市是全国首批 8 个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省(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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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对 25 个区县的 79 个示范片区的 586 个行政村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7]。目前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户
集中–村收集–镇运输–区处理的四级农村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并逐步得到完善。
何品晶等[1]通过文献调研及实地考察，在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的基础上，提出了“分类分散处理与
集中处理相结合”的技术路线，可在村镇就地处理与利用 60%~80%的垃圾量，有效削减处理总成本并提
高无害化水平。基于农户分类收集处理的村镇生活垃圾处理技术，通过集成示范形成我国村镇生活垃圾
处理的技术支柱，努力实现垃圾处理城乡一体化。

5.2. 进一步完善垃圾处理法律法规及项目规划
发达国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从法律法规的角度处理固体废物产生的问题。因此，应借鉴国
内外成熟经验，加强对生活垃圾治理的法规建设，并通过项目规划弥补法规的欠缺，同时在立法过程中
积极与新农村建设政策结合。
市政府应尽快组织编写重庆市村镇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及垃圾回收处置技术规范等法律法规，并对
今后 5~10 年内全市村镇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处理规模及处理设施进行规划，逐步完善乡村生活垃圾收运
处理管理办法和制度。
2011 年 9 月，《重庆市乡村生活垃圾收运及处理“十二五”规划》实施了“村收集、镇(乡)运输、
区(县)处理”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模式。2012 年，市环保局组织编制《重庆市“十二五”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规划》完成 2403 个建制村的环境综合整治[7]。

5.3. 加大投入
2012 年以来，财政部、环保部提出的“以奖促治、以奖代补”政策，整合各方资源，吸引社会资金，
鼓励农民投工投劳，促进了农村环境的连片整治工作[2]。但重庆地处中国西部，国家环保资金投入有限，
因此还必须建立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多元化环保融资机制，拓宽环保资金的筹集渠道，积极落实好市级
财政现有的垃圾处理运行经费“以补促收”政策，引进先进处理设备和高新技术，实现处理方式的科学
化，推动村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

5.4. 建立村镇可利用物资回收网络，并加强物流准入管理
垃圾的资源化归根到底是修复、重塑或延续废品价值的过程，这个价值并非单一的经济价值，还包
括环境价值、社会价值等[8]。村镇生活垃圾处理应充分整合、改造、利用现有废旧物资回收网络资源，
鼓励社会参与村镇废旧物资回收利用，逐步建成以村级回收点收购、乡镇回收站集中转运、县级集散中
心分类处理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使农村可利用物资得到有效回收利用。
但是，目前在已开展村镇生活垃圾处理的区域，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村镇工业废弃物及农业生产废物
进入生活垃圾收集处理体系的状况。因此，应建立村镇工业和农业废物与生活垃圾混合处理的管理和技
术准则，明确村镇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职责，加强农村垃圾收运处理设施运行监管和回收资源物流准入管
理，有效控制村镇生活垃圾处理的衍生污染风险。

5.5. 加强宣传教育和行业指导
根据不同县(区)的实际情况，加强垃圾分类指导，坚持集中处理与分散处理相结合，因地制宜地选择
先进适用的技术。要通过宣传教育，引导村镇居民增强环保意识、文明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摒弃陋习，
移风易俗。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村镇生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理的目的和意义，做到家喻户晓，倡导
居民培养低碳生活习惯，从节地、节水、节肥等细节着手，强化村民的责任意识，提高村民环保自觉性，
最终实现从源头上解决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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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随着农村垃圾问题愈加突出，应该从现在做起，在大力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的同时高度关注村镇生态
环境，切实将农村垃圾问题提高到议事日程，因地制宜，将政策扶植与处理技术紧密结合，有效控制农
村生活垃圾源头，加强垃圾分类管理，使农村生活垃圾真正实现减量化、资源化及无害化处理。村镇生
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理工作是一项惠及全市镇乡和农村居民的民心工程，也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社会系统
工程，政府应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并在政策上、资金上给予适当倾斜和支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生态环境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推动城乡共同发展，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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