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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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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业农村环境保护关系到党中央提出的脱贫攻坚和污染防治两大攻坚战及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决策, 非常

重要。 但同时, 农业农村环境保护涉及面广, 欠账多, 管理能力弱, 工作难度大。 本文在对形势深入思考的基础

上, 阐述了目前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思路, 就加强监督管理、 理顺优惠政策、 完善政策制度设计和

有针对性地建立工作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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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做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形势利好

做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是一个老话题, 多年来一直

没有很好地解决, 原因很多, 诸如投资不足、 管理缺失

等等, 但认真思考起来, 有两方面深层次的原因: 一是

政府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职责分工的问题。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 涉及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职责主

要在农业部门, 单纯加强农业部门的相关职能职责, 容

易陷入 “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 的窘境, 影响政策

效力。 随着全国生态环境压力增大, 环境保护机构得到

加强, 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职责向原环境保护部门转

移, 直到成立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负责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 指导生态农业建设”。 实践证明, 原环境保护部

门责任主体力量薄弱, 有责任没有抓手, 推动涉及很多

部门的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主要依靠协调, 而且

很容易出现 “公对公, 说不清” 的情况。 就农业建设而

言, 由于管不了发展, 所以责权脱节, 指导无力。 2008
年原环境保护部成立后, 其农村环境保护职责由 “负

责” 改为 “组织指导”, 生态农业职责由 “指导” 改为

“协调指导”。 然而, 在具体工作中如何组织指导? 如何

协调指导? 由于职能交叉分散, 难以形成合力。 二是社

会经济发展的背景对整体环境保护工作的影响。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近 20 年 GDP 年均 10%左右的高速

增长期, 环境保护从开始让位于、 服务于经济发展, 到

后来环境保护负重前行, 仍滞后于经济发展。 虽然环境

保护机构不断得到加强, 但是整体环境保护工作(包括

农业农村环境保护) 仍没有很多话语权。 一直到 2012
年, 这种困境开始缓解。 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 提出 “坚持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

的方针” “着力推进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
“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环境保护工作开

始发挥指导经济发展的作用。 2018 年机构改革组建了

生态环境部, 确立了生态环境部主要职责: 制定并组织

实施生态环境政策、 规划和标准, 统一负责生态环境监

测和执法工作, 监督管理污染防治、 核与辐射安全, 组

织开展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等[1] 。 同时成立了农业农村

部, 确立了农业农村部主要职责: 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

“三农” 工作战略、 规划和政策, 监督管理种植业、 畜

牧业、 渔业、 农垦、 农业机械化、 农产品质量安全, 负

责农业投资管理等[1] 。
这次机构改革从本质上理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 明确了农业农村部要组织绿色发展和高质

量发展, 从源头上控制污染, 从发展中解决生态环境保

护问题; 明确了生态环境部监督者的职责, 确保了通过

生态环境保护求发展。 我国搞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终于有了根本性好转的基础和条件
 [2] 。

 

2　 加强科技投入, 从 “根” 上解决农业污染问题

农业是以生物生产过程为主的产业, 有其自身的自

然规律。 因此, 从根本上讲农业污染需要通过发展和引

导的方法来解决。 科技创新是破解农业污染的关键, 推

动农业绿色发展是解决农业污染问题的根本之路。
(1)解决化肥农药污染问题。 2018 年 7 月, 农业农

村部印发了 《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 年)》
(以下简称 《技术导则》)。 要认真落实 《技术导则》 要

求重点研发的 14 种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 认真落实

要求集成示范的 7 种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和要求推广

应用的 7 种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 落实这 28 种绿色

技术, 一是需要特别注意高效低成本、 适合广大群众消

费水平, 使其产品能打开市场, 让绿色技术落地生根;
二是需要学习国外农业先进国家的相关经验。 这些国家

“近几十年来化肥使用量实际在下降, 法国和德国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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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使用量比 1980
 

年减少了一半, 英国也减少了 40%,
日本比使用高峰年代减少了 56%。 法国、 德国和英国三

个国家小麦种植面积的总和相当于全欧洲小麦种植面积

的一半, 它们在化肥使用量大幅度下降的同时, 却保持

了很高的产量” [3] 。
(2)解决畜禽养殖污染问题。 畜禽养殖满足污染物

排放标准是底线要求, 根本出路是畜禽粪污资源化。 要

认真落实 《技术导则》 要求研发的 “畜禽粪污二次污

染防控健全利用技术、 畜禽养殖污水高效处理技术、 规

模化畜禽场废弃物堆肥与除臭技术、 畜禽养殖场三改两

分再利用技术” 等。 2018 年 11 月, 生态环境部、 农业

农村部印发了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 要认真落实 《行动计划》 中

“推广节水、 节料等清洁养殖工艺和干清粪、 微生物发

酵等实用技术, 实现源头减量” “鼓励和引导第三方处

理企业将养殖场户畜禽粪污进行专业化集中处理。 加强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集成, 因地制宜推广粪污全量

收集还田利用等技术模式” 等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要

求。 要根据 《行动计划》 的要求, 加强水产养殖污染防

治和水生生态保护。
(3)解决秸秆污染问题。 秸秆总量巨大、 产地分散,

秸秆焚烧是蓝天保卫战的大忌。 要认真落实 《技术导

则》 要求的 “重点研发秸秆肥料化、 饲料化、 燃料化、
原料化、 基料化高效利用工程技术及生产工艺; 集成示

范秸秆制取纤维素乙醇技术、 秸秆—沼气—发电技术;
推广应用秸秆机械化还田离田技术、 全株秸秆菌酶联用

发酵技术、 秸秆成型饲料调制配方和加工技术、 秸秆饲

料发酵技术、 秸秆食用菌生产技术、 秸秆新型燃料化技

术”。 要按照 《行动计划》 要求, “强化地方各级政府

秸秆禁烧主体责任”。 目前, 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尽快完

善秸秆收集储存运输及供应体系, 以便降低运用各种绿

色技术的成本; 需要完善行业标准、 质量监控和监督管

理; 需要政企合力突围, 培育科研团队, 打造秸秆资源

化利用的产业链条。 用好秸秆综合利用六大新政策[4] ,
落实 《关于促进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发改能源规 〔2019〕 1895 号), 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

的规模化。 在秸秆综合利用领域尽快取得一批突破性科

研成果, 加强示范推广, 尽快使绿色技术落地。

3　 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重点突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 全国 60 多万个

行政村, 近 200 万个自然村, 当务之急是要通过调查研

究和技术攻关对全国各地村庄进行分区分类, 并确定各

区各类村庄的主流治理技术及其主要技术经济参数。 在

此基础上, 针对农村地形多样、 村庄污水量大小不一且

不稳定、 经济状况各异等特点, 坚持经济、 简易、 节能

和有效的原则, 综合考虑污水收集、 设施选择、 管网设

置、 排放要求、 资金来源、 用管维护等多方面实际情

况, 确定具体技术选择, 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能够

“建得起、 用得好、 能维护、 好管理”。
要重视乡镇企业的环境管理。 由于乡镇企业便于利

用本地资源, 能够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与 “三农” 具

有天然的联系, 因此乡镇企业是农村二三产业的主体。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实践证明, 只要 “三农” 问题没有

解决, 只要城乡二元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农业和农

村经济发展、 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就离不开乡镇企业。
特别是现在脱贫攻坚进入深度贫困歼灭战, 将会有大量

农村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 这些企业多是农副产品加工、
资源开发、 轻型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其规模结构、
技术创新、 企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因此, 乡镇企业的

结构、 布局、 科技创新等, 以及由乡镇企业带来的各种

生态环境问题, 必须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长久重视。
全面强化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 一是加快农村饮用

水水源调查评估和保护区划定, 树立标牌, 对水质不达

标的水源采取水源更换、 集中供水、 污染治理等措施,
确保农村饮水安全; 二是构建生态保护体系, 防止保护

区内水源地被污染; 三是结合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
完善饮用水水源地规划体系建设, 制定保护计划, 作为

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四是开展农村饮用

水水源环境风险排查整治; 五是制定应急预案, 解决应

急状态下的安全用水和防止污染扩大化; 六是建立监控

网络, 加强农村饮用水水质监测, 建立台账和信息发布

制度, 加强管理。 此外, 还要落实 《关于加强农村饮用

水水源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 (环办 〔 2015〕 53 号),
研究制定农村水源地保护的法律法规。

农村环境问题以及生活垃圾污染和厕所问题。 要充

分衔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搞好生活

垃圾和厕所的环境管理。 生活垃圾已经有成功的管理模

式, 即 “户分类、 村收集、 镇运输、 县处理”。 农村生

活垃圾管理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最大区别在于农村点

多面广、 布局分散、 情况复杂, 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工作

难度大。 因此, 农村生活垃圾管理的政策思路应当是突

出搞好分类减量化, 减少收集运输压力。 2019 年 12 月

1 日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 / T
 

19095—2019)颁布, 使农

村生活垃圾管理水平更进一步提高, 需要加强落实。 农

村厕所改造问题, 一要通过试点确定适宜当地的技术和

模式; 二要加强改厕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有效衔接。

4　 加强农业农村环境问题的监督管理

地表水环境方面。 农业农村地表水环境污染主要来

自农业面源、 生活污水和乡镇企业。 为此, 一是控制农

业面源污染, 要充分利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和面源

入河系数有关项目成果, 力争将成果纳入环境统计, 直

接指导地方政府面源污染防治工作。 二是确定乡村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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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质量标准, 并在此基础上, 尽快研究制定满足当

地水环境质量要求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排放标准

(因为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直接关系到生活污水主流

治理技术的选择, 决定了技术方案的建设投资、 运行维

护成本及日常财务管理)。 三是建立农业产业(含乡镇

企业)的准入负面清单, 因地制宜制定禁止和限制发展

产业目录, 明确种植业、 养殖业发展方向和开发强度,
强化准入管理和底线约束。 四是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纳入

河长制、 湖长制管理。
畜禽养殖污染方面。 当务之急是对畜禽养殖等风险

源进行排查, 同时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质量底线要

求, 结合当地主体功能区划, 联合农业农村部和地方政

府, 审核、 优化、 调整畜禽养殖布局、 结构和规模, 对

已经确定的 “禁养、 限养” 区实施联合执法, 强化环境

监管。 另一方面, 严格畜禽规模养殖日常环境监管。 按

照 《行动计划》 要求 “将规模以上畜禽养殖场纳入重

点污染源管理, 执行环评报告书制度, 其他畜禽规模养

殖场执行环境影响登记表制度, 对设有排污口的畜禽规

模养殖场实施排污许可制度” “完善畜禽规模养殖场直

联直报信息系统, 构建统一管理、 分级使用、 共享直联

的管理平台” “通过畜禽规模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系

统, 统计规模以上养殖场生产、 设施改造和资源化利用

情况”。
加强环境监测和环境监管执法。 创新农业农村生态

环境监管执法手段, 运用卫星遥感、 大数据、 APP 等技

术装备, 充分利用乡村治安网格化管理平台, 及时发现

农业农村环境问题。 组织、 协调有关部门环境监测力量

或第三方服务机构, 构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加强农村饮用水水质、 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以及畜禽规模养殖场排污口排水的

水质监测。 加强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研究, 开展涉镉等重

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 研究、 切断重金属污染物

进入农田的途径, 指导农业生产。

5　 完善资金支持和筹集, 理清优惠政策, 加大

针对性政策支持力度

　 　 面对全国近 60 万个行政村的环境综合整治, 公共

财政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明显不足。 毫无疑问, 应

当大幅增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用于完善农村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 污染防治(包括硬件、 软件以及污废资

源化工程)、 监测网络建设与人员培训等; 政府不仅要

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和购买服务, 还应当充分发挥市场作

用, 调动各类主体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积极性, 实现多渠道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筹集

资金的目的(如江苏省建立 “政府支持、 社会参与和农

民自主投入” 的机制; 上海市探索建立 “政府补助、 部

门帮助、 社会赞助、 农民自助” 的多渠道投入机制; 四

川省洪雅县采取 “政府补一点、 部门帮一点、 农民筹一

点” 的办法, 多渠道筹集资金) [5] 。
同时必须看到, 多年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比如, 《测土配方施肥试点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财农 〔2005〕 101 号);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国务院令第 643 号)第二十六条、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

二条、 第三十三条、 三十四条、 三十五条; 《环境保护

法》 (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通过)第五十条; 《中央财

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 财农

〔2014〕 32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的意见》 (国办发 〔2014〕 25 号); 《农业部关于大力

开展粮食绿色增产模式攻关的意见》 (农农发 〔 2015〕
1 号); 《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 (农科教发 〔2015〕 1 号); 《关于加强农村饮用水

水源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 ( 环办 〔 2015〕 53 号);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 2015 - 2030)》 ( 农计发

〔2015〕 145 号); 《中央农村节能减排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 (财建 〔2015〕 919 号); 《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

(2016—2020 年)》 (国发 〔2016〕 58 号); 《农业支持

保护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财农 〔2016〕 74 号); 《建

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改革方案》 ( 财农

〔2016〕 194 号); 《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财建 〔2016〕 601 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

干意见》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
 [6] 。

 

特别是近三年来,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 发布了 《技术导则》 和 《行动计划》 等一系列重

要文件后, 各部门陆续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 据有关

资料介绍[7] , 仅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就

有四大类 101 项。 由于直接或间接涉及农业农村环境保

护的优惠政策(包括投资、 税费、 产业发展、 环境保护

等)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很多领域(诸如环保技术与设备、
资源综合利用、 环境服务、 循环经济、 节能减排、 清洁

生产、 绿色农业技术、 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安

全饮水等等), 头绪很多, 难以兑现。 因此, 当务之急:
一是进行系统梳理, 统筹考虑, 完善政策规划, 减少优

惠政策缺位, 补齐优惠政策短板, 对于激励引导类型政

策要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让政策落地。 二是进行

政策分类, 明确优惠政策受理单位和申报要求以及受惠

对象本身属于哪一类, 便于对号入座, 使其真正能用上

优惠政策。 比如, “养殖业, 畜禽良种繁育部分可以申报

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和科技部的补助, 也可以申报农业

农村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菜篮子工程, 还可

以以环保类项目申报农业农村部沼气处和生态环境部门

的相关补贴”
 [8] 。 与此同时, 要建立不能享用优惠政策的

制度规定, 严格项目资金管理, 防止地方政府为了争取

专项资金而硬上项目后却闲置不用或低效率运行。

·501·孙炳彦: 关于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思考与建议



6　 严格执法, 完善相关政策制度设计

要严格落实 《环境保护法》 《水污染防治法》 《大

气污染防治法》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等法律

法规中关于农业农村污染防治的有关规定, 加快构建

“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 “农业农村污染防

治制度体系” 和 “多元环保投入制度体系”
 [9] 。

要完善政策研制思路和相关政策制度设计:
一是深入分析过去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反

思过去有些好的政策措施为什么消失? 比如有机肥补

贴, 有些区县在创建生态示范区时有, 起到了控制化肥

施用的效果, 但在创建成功后就消失了。 需要进行政策

的回顾性研究, 对于一些政策要增加实施细则, 使其更

具有可操作性。
二是政策设计需要堵疏结合。 一方面, 要强化监督

管理政策设计, 推动生态环境部门从以直接管理为主转

向监督管理为主, 当好 “监管者”, 政策设计要硬、 要

严; 另一方面, 力求从政策对象出发, 开展政策的综合

效果研究, 促使相关部门尽快研究制定相关政策。 比如

涉及 “禁、 限” 政策, 要大力进行宣讲, 防止群众意愿

绑架政策, 严格 “禁、 限” 政策, 不能手软。 同时在政

策制定时考虑堵疏结合, 做到 “给出路”, 比如秸秆焚

烧, 不焚烧该如何处理, 需要有一些示范工程项目或者

是过渡性的办法, 力争做到 “先上后下” [10] , 即先把如

何改进的方法做上去, 然后再把需要禁、 限的问题拿

下, 在 “上” “下” 的矛盾统一中前进。 要做到 “先上

后下”, 需要部门联动, 相互通气, 农业农村部门把

“上” 做好, 生态环境部门把该 “下” 的拿下。
三是完善政策规划。 农业农村环境保护涉及面很

宽, 工作对象复杂。 因此, 政策规定不是越多越好, 不

是越快越好, 而需要的是政策效率, 要考虑成本效益和

方便监督检查、 方便管理; 需要政策系统配套。 比如资

源化利用, 需要技术政策, 还需要消费政策、 产业化政

策等, 各个环节要配套; 再比如, 不仅需要绿色生产政

策, 而且需要绿色消费政策配套。
四是实施区别对待。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环境保护

体系等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特

点, 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政策措施和方法, 区别对待,
循序渐进, 要防止简单化。 同时, 需要加强监督管理,
防止污染企业向政策宽松的地区转移。

五是增加鼓励性政策。 我国命令控制型政策体系发

展相对较完善, 在工业污染防治领域发挥了较大的作

用, 但面对农业农村千家万户其适用范围有限。 目前我

国已出台了一些经济激励型政策, 如新的 《企业所得税

法》 规定从事农村污染处理符合条件的企业, 可以享受

税收优惠政策, 降低相关建设和运营成本; 再如 “以奖

促治” “以奖代补” 促进农村环境污染整治, 收到了良

好的效果。 但鼓励性政策规定(如一些地区以洗衣粉等

实惠的物品换取塑料残留)不多。 应当加强设计这种花

钱不多、 很接地气、 大家喜欢的垃圾—日用品兑换模

式, 建立农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的直接受益机制, 引导公众朝着政府所倡导的方向

努力。
六是加强绿色消费政策。 从目前情况看, “垃圾、

生活污水、 一些大城市的细颗粒污染等环境问题中, 消

费领域已成为主要的污染负荷来源” [11] 。 这个问题在农

村表现得尤其突出。 应当加强涉及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

消费政策的研究制定, 补齐环境保护政策短板, 进一步

研究制定农村能源消费政策, 有机、 绿色、 无公害食品

的消费政策,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消费政策, 秸秆

“五化” 的消费政策等, 使政策配套, 使生产性绿色政

策落地, 通过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生产技术的应用和实

施, 走活绿色发展 “一盘棋”。

7　 建立乡村生态环境机构, 实施有针对性的农

村环境保护工作模式

　 　 强化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机构。 认真落实 《行动计

划》 所要求的 “建立重心下移、 力量下沉、 保障下倾”
的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工作机制。 落实乡镇生态

环境保护职责, 明确承担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机构和人员, 确保 “责有人负、 事有人干”, 先期也可

以由几个相邻的乡镇建立一个环保所或者 “建立一个可

以深入到乡村的基层环境治理机构, 如生态环境管理合

作组织或协会, 接受政府委托, 负责组织村民开展农村

生态环境治理, 由政府提供用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专

项资金和政策支持” [12] 。
加强村民自治。 强化村委会在农业农村环境保护工

作中协助推进垃圾污水治理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责

任。 要广泛开展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宣传和教育, 宣讲政

策要求, 提高农村居民的知情度和参与度, 鼓励公众监

督, 对农村地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事件进行举报。 将

农业农村环境保护(比如饮用水水源保护要求和村民应

承担的保护责任)纳入村规民约, 充分依托农业基层技

术服务队伍, 提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技术咨询和指导,
开展技术帮扶, 推广绿色生产方式。 开展卫生家庭等评

选活动, 举办 “小手拉大手” 等中小学生科普教育活

动, 推广绿色生活方式, 形成家家参与、 户户关心农村

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
开展生态文明三级联创。 三级联创指村、 乡镇、 县

区三级都同时进行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 生态文明示范

区创建涉及农业农村、 林业和草原、 水利、 文化和旅

游、 城乡和建设以及生态环境等多部门, 是一项全社会

的公益事业, 是政府行为, 而不是生态环境部一个部门

的事。 特别是农业农村环境污染具有排放主体分散、 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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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 排污随机, 位置、 途径、 数量不确定, 不易监测等

特点, 管理对象是千家万户, 常规的环境保护工作没有

抓手。 我国从 1995 年开始生态示范区创建, 通过生态

示范区创建形成了当地政府高度重视、 环保部门(现生

态环境部门)积极推动、 有关部门分工协作、 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和氛围。 实践证明, 生态文明示范区

创建是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力抓手。 目前, 应当把已经在

市级、 县级开展的生态文明示范建设引向深入, 实现

村、 乡镇、 县区三级联创, 不仅作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有力抓手, 而且作为党委抓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

抓手。 20 多年前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生态示范区创建,
是当时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一个部门发动、 推动的, 工作

遇到了很多困难。 现在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大背

景, 有全民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 应当把生态

文明三级联创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应当从严要

求, 随着形势变化, 不断调整指标, 实施动态管理, 通

过政府的创建行为, 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农村生

态文明建设一步一步地推向新的高度。
当前, 国家正举全民之力, 打好三大攻坚战, 党中

央要求五级党委书记抓乡村振兴。 农业农村环境保护工

作要乘势而上, 按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

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中有关加快贫困地区路、
水、 能源等建设的要求, 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按照贯彻执行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方案》 的要求, 大力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包括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推进厕所革命、 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 提升村容村貌、 加强村庄规划管理、

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 抓住脱贫攻坚中 “着力实施教

育脱贫攻坚行动” [13] 的机遇, 把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

育渗透进去。 借助大好形势, 做好相关工作, 尽快使农

业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冲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 王勇.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 新华网 2018 全国两会大型融媒体专

题 [EB / OL] ( 2018- 03- 14) . www. gov. cn / guowuyuan / 2018- 03 / 14 / content_
5273856. htm.

[2] 孙炳彦. 我国四十年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回顾与思考 [ J]. 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 2020(1): 104-109.
[3] 何秀荣. 技术、 制度与绿色农业 [J]. 河北学刊, 201838(4): 120-125.
[4] 2019 农村改革农业补贴新政策, 这六大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知否? [ EB / OL]

(2019-03-19). https: / / www. sohu. com / a / 295275728_ 563756.
[5] 施问超, 周国良, 韩香云. 中国农村环境保护的实践与态势 [ J]. 污染防治

技术, 2010, 23(3): 26-34.
[6]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编著. 农村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

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7.
[7]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汇编 [EB/

OL] ( 2019 - 02 - 22) . https: / / wenku. baidu. com/ view/ 28e6e14ea48da0116c175f0
 

e7cd184254a351b0c. html.
[8] 最新有关乡村振兴的补贴政策有哪些? 如何申报? [EB / OL] (2019-07-19).

https: / / www. sohu. com / a / 327919679_ 120046640.
[9] 廖西元. 加快构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 [ EB / OL] ( 2018- 07-

26 ). https: / / aijiahao. baidu. com / s? id = 1607021011968151535&wfr =
spider&for =pc.

[10] 孙炳彦. 山西土焦政策的回顾与反思 [C] . / / 乡镇企业环境污染防治对策论

文集 .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1.
[11] 任勇.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关注的问题 [ N]. 中国环境

报, 2019-11-19.
[12] 金书秦, 韩冬梅. 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四十年: 问题演进、 政策应对及机构变

迁 [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4)2: 71-78.
[13]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 A]. 2018,

6, 15.

Thinking
 

and
 

suggestions
 

on
 

curren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SUN

 

Bingyan
(Policy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

Abstrac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two
 

major
 

battles
 

against
 

poverty
 

and
 

pollution
 

put
 

forwar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major
 

strategic
 

decision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olves
 

a
 

wide
 

range
 

of
 

areas; management
 

capacity
 

is
 

weak; the
 

work
 

is
 

difficult. On
 

the
 

basis
 

of
 

deep
 

thinking
 

on
 

the
 

situ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focus
 

and
 

working
 

ideas
 

of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traightening
 

out
 

preferential
 

policies, perfecting
 

the
 

design
 

of
 

policy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the
 

working
 

mode.
Keyword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701·孙炳彦: 关于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思考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