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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

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

路。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文对新时代农村绿色发

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并据此对实现农村绿

色发展的对策进行探讨，以期能为农村绿色发展

及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文献综述

围绕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乡村绿色发展

道路，学术界开展了多视角的研究。实现农村绿

色发展，全面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更是乡村振兴

战略的有效路径和重要支撑。一些学者认为，乡

村振兴战略要坚持走绿色发展的路子，全面落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1]；乡村振兴

战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

升级版，要满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必须采取

多项有效措施，其中质量提升策略将是实现农村

绿色发展，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有效的措

施之一[2]。 

尽管当前实现农村绿色发展还面临着严峻的

形势，但中国农村绿色发展绩效整体上呈现上升

趋势，这表明环境保护、资源和能源的节约在广

大农村地区得到进一步关注；由于不同区域资源

禀赋、技术水平、政策和制度环境等方面不同，

农村绿色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3]，要破解新时

代农村生态环境、生产环境、人居环境等方面存

在的难题，应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强化农村

生态环境系统、农业生产环境系统以及农村人居

环境系统质量的提升[4]。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

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到2020年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绿色发展，这是新时

代提高城乡统筹发展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必须通过

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标准建设，加快推进统筹

城乡绿色发展的进程[5]；根据乡村振兴战略“治

理有效”的要求，需要强化农村社会治理，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牢固

树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观念，推动农村

绿色发展；同时依靠制度、法制、机制的不断完

善，全面构建政府主导、企业负责、公众参与的

农村环境治理新格局[6]。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绿色发展、农村

生态治理是实现农村绿色发展，推进农村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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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的重点领域。为此，应根据当前存在的问

题，以农村生态资源要素保护为基础、以农业绿

色发展为保障、以农村生态治理为抓手，全面推

进农村绿色发展，提升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

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乡村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

辅相成，为此，应创建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体

制机制，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构建乡村

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7]。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加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全面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实施“产业振兴、人

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一

些学者认为，在快速城镇化和旅游发展背景下，

我国乡村文化衰落现象日益普遍，这不但是制约

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旅游发展的重大紧迫

问题，更是实现“文化振兴”面临的重大问题。

为此，应重视乡村文化的科学保护、旅游活化利

用、旅游村镇化与村镇旅游化、特色田园乡村建

设和乡村多元价值提升，依据文化基因、乡愁

记忆等理论和建构主义方法确定乡村文化重构内

涵，构建符合中国乡村特点的文化重构模式，从

而为乡村振兴、乡村文化保护和乡村旅游持续发

展提供理论支撑[8]；从理论上来讲，实现农村绿

色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主体，无疑是广大农村

居民，其自身素质的高低自然成为影响农村绿

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为此，应准

确筛选重大教育培训项目，依据乡村振兴绿色之

路的要求，以农民需求为导向，强化培训平台建

设，以加大职业农民培育力度，提升农民职业教

育精准性，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人才

支撑[9]；同时，应采取多种措施，提升农村人口

的素质，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生态意识、参与

意识[10]。

以上文献围绕着乡村振兴绿色之路的重要

性、途径以及对策措施等方面，从不同视角进行

了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在系

统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围绕着农村绿色发展

的相关问题，系统分析农村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

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农村绿色发

展，推动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农村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及面临的问题

农村绿色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

但包含自然生态系统的绿色发展，而且也包含经

济社会系统的绿色发展，同时还包含文化系统的

绿色发展。基于生态学视角，要实现农村绿色发

展，需要考虑如下几个重要系统的绿色发展，即

农村生态环境系统、农业生产环境系统、农村人

居环境系统，它们共同构成农村绿色发展的重点

> 农村生态环境系统、农业生产环境系统、农村人居环境系统是农村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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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也是乡村振兴绿色之路的关键内容。

农村生态环境系统状况分析

一般而言，农村生态环境系统包括森林生态

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水域生态系统、耕地生态

系统。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农村生态环境系统

的自然属性较为突出。但在新时代，这种自然属

性有所下降，受经济社会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

无论是受影响的范围，还是受影响的程度，都表

现出明显的增加态势。

森林生态系统状况。森林生态系统在维护国

家生态安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早在2014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指出：“森林是陆地生

态的主体，是国家、民族最大的生存资本，是人

类生存的根基，关系生存安全、淡水安全、国土

安全、物种安全、气候安全和国家外交大局。必

须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为子孙后代留下美丽家园，让历史的春秋之笔为

当代中国人留下正能量的记录。” 因此，发展林

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所在。习近平多次强调，“林业是事关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森林是自然生态系统

的顶层，拯救地球首先要从拯救森林开始。森林

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生存

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

近些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林业发

展，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林业生态工程，森林面积

显著增加，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3%；森林蓄积

量、天然林面积以及蓄积量也都明显增加（见表

1），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

生态服务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必

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森林资源与世界平均水平之间

的差距，以便更好地提升森林生态系统质量。我

国森林覆盖率低于全球31%的森林覆盖率，人均森

林面积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蓄积

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7。

可以说，我国森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质量

不高、分布不均的状况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进

一步扩大森林面积的空间越来越小，难度越来越

大。目前，现有质量好的宜林地面积仅占10%，而

质量差宜林地高达54%，其中2/3的宜林地分布在严

重缺水的西北地区、立地条件差的西南地区。与

此同时，个别地方违规占用林地现象依然存在。

草原生态系统状况。我国是一个草原资源大

国，各类天然草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0%。因此，

实现农村绿色发展，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广

大牧区是主战场，也是薄弱之处。近些年来，中

共中央、国务院也高度关注草原生态建设，并实

施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与草原生态工程建

设，草原生态系统的生产率有所提高，草原生态

功能也逐步得到提升，草原生态系统恶化的势头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2016年中国草原监

测报告》显示，2016年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了

54.6%，草原植被状况明显改善，有力地推动了广

大草原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与此同时，需要清醒地看到草原生态系统

依然面临的严峻形势。一是草原质量普遍偏低。

2016年，一、二级优质草原面积所占比例仅为

6.1%，而五到八级草原面积所占比例高达76.4%。

二是草原畜牧超载依然普遍存在。根据《2016年

中国草原监测报告》，全国重点天然草原的平均

牲畜超载率为12.4%，全国268个牧区半牧区县

（旗、市）天然草原的平均牲畜超载率为15.5%。

三是草原征占用势头没有彻底扭转。《2016年全国

草原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各级草

原行政主管部门共审核审批征占用草原申请657批

表1 中国森林资源变化情况

清查时间
森林面积

（亿公顷）
森林覆盖率

（%）
森林蓄积量

（亿立方米）
天然林面积
（亿公顷）

天然林蓄积量
（亿立方米）

第6次清查
（1999—2003年）

1.75 18.21 124.56 1.16 105.93

第7次清查
（2004—2008年）

1.95 20.36 137.20 1.20 114.02

第8次清查
（2009—2013年）

2.08 21.63 151.37 1.22 122.96

数据来源：原国家林业局的清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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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审核审批草原面积9080.59公顷。四是草原违

法案件发案持续不断。2016年发案数量高达15705

起，破坏草原面积9157.9公顷；其中非法开垦草

原、非法临时占用草原、非法征收征用使用草原案

件分别为1656起、162起、160起，破坏草原面积分

别为5707.3公顷、426.9公顷、3023.7公顷。

水域生态系统状况。水域生态系统的保护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我国人均水

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属于水资源短

缺的国家之一，突出表现出如下特点：时空分布

不均；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水质性缺水并

存；水多、水少、水脏、水混四种现象同在。特

别是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将会出现越

来越多的优质水资源被配置到城镇、非农产业，

乡村振兴对水资源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受

到限制。我国水资源短缺的同时，水污染形势严

峻，水域生态系统状况令人担忧。近些年来，

尽管国家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出台了“水十

条”，水污染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水域生态

系统的立体化污染形势依然严重。《2016中国环

境状况公报》显示，2016年1940个国考断面中，

Ⅰ类水质断面占2.4%，Ⅱ类水质断面占37.5%，Ⅲ

类水质断面占27.9%，Ⅳ类水质断面占16.8%，Ⅴ

类水质断面占6.9%；劣Ⅴ类水质断面占8.6%。从

地下水水质来看，6124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其

中国家级监测点1000个）的监测结果显示：水质

为优良级、良好级、较好级、较差级和极差级的

监测点比例分别为10.1%、25.4%、4.4%、45.4%和

14.7%。

耕地生态系统状况分析。耕地生态系统状

况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战

略中的另一个核心内容。《2016中国国土资源公

报》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耕地面积为

13499.87万公顷，占农用土地面积的20.9%，年

内净减少耕地面积5.95万公顷。新时代，我国耕

地生态系统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表现在如下：

一是耕地资源日益减少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

耕地保护政策难以落实。耕地资源的刚性递减在

短期内不会扭转，特别是对优质耕地资源占用还

会持续增加，未来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保障粮

食安全困难重重。二是劣质耕地列入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范围。基层调研发现，在划定永久基本

农田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划远不划近”“划劣

不划优”等问题严重，特别是在广大的山区丘

陵地带，基本农田“上山、下河”问题突出，很

多地方公益林地都被划为基本农田。三是国家耕

地保护政策难以有效落实。围绕着耕地保护，原

国土资源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占补平

衡”“占优补优”等，对保护耕地确实起到了一

定作用，但新时代下，这些政策措施已经不能适

应基层的实际。四是耕地质量偏低而又存在土壤

污染。《2016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2015

年，全国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9.96等。其中，优

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

评定总面积的2.9%、26.5%、52.8%、17.7%。2014

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数据表明，我

国耕地土壤的点位超标率为19.1%，耕地土壤的污

染状况不容乐观。此外，重金属污染、农业面源

污染对耕地生态系统健康也构成威胁。

农业生产环境系统状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农业生产

系统则表现为优质安全农产品难以满足消费者日

益增加的需求。造成这种现象的最直接的原因就

在于，过度依靠化肥、除草剂、杀虫剂、农膜等

化学投入品来提高农产品产量，导致了严重的面

源污染，进而影响了农产品的品质。

为了解决农业面源污染对农产品质量以及

农业生产环境造成的影响，原农业部出台了《农

业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的实施意

见》，并印发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

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

案》。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可以说，国家层面的政策措施，有

力地推动了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工作，为实现农

业从数量型向数量型与质量型并重转化提供了政

策保障。

对化肥而言，其使用量零增长目标提前实

现，但化肥施用强度依然较大。统计数据表明，

2016年，我国化肥施用量为5984.0万吨，相对于

2015年的6022.6万吨，下降了0.64%。2016年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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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施用强度平均为359.08公斤/公顷，是国际公

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225公斤/公顷）的1.60

倍。由于我国化肥综合利用率较低，大量总氮、

总磷对耕地土壤和地下水体造成污染。

从农药来看，使用量到2014年达到峰值，为

180.69万吨，2015年农药使用量为178.30万吨，

为2014年的98.68%，2016年农药使用量为174.0

万吨，为2016年的97.59%。由此可见，我国农药

使用量到2015年就提前实现了零增长的目标。实

事求是来讲，农药本身并不是“魔鬼”，农产品

中农药残留更多的是使用过程中缺乏科学性，剂

量、次数、时间等都可能没有按照农药的使用说

明执行。此外，近年来农药包装物废弃量惊人，

由此带来的二次污染对农业生产系统的影响越来

越明显。从基层调研的情况来看，农药包装物到

目前都没有一个较为有效的回收利用机制，从而

导致了日益严重的污染。

此外，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也持续增加，到

2016年达到了260.3万吨，由于国内塑料自身特

性以及缺乏回收机制，由此导致的白色污染也日

益严重。从畜禽养殖来看，2016年大牲畜年底存

栏头数为11906.41万头，产生大约30亿吨畜禽粪

便，由于资源化利用效率低，导致了环境污染。

在畜禽养殖业发展中抗生素的不规范使用，也带

来了一定的环境影响。

农村人居环境系统状况

2016年全国农村生活垃圾量为2.40亿吨。

与过去相比，农村生活垃圾成分越来越复杂，垃

圾产生量也越来越大。2016年，全国共有行政村

52.62万个，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所占比

例为65%。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

水量相对较小，但由于农村居民数量庞大，生活

用水量、生活污水量较大。2016年农村居民生活

用水量为139.18亿立方米，粗略估算的生活污水

量在41.75亿～97.42亿立方米之间。但由于缺乏

必要的污水处理设施，2016年对生活污水进行处

理的行政村所占比例仅为20%，随意倾倒生活污水

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当前，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80.3%。

但基层调研发现，当前农村卫生厕所的水平还较

低。农村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阵地，没有

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中国要美，农

村必须美。厕所问题是事关农村人居环境的重大

问题。2016年我国农改厕过程中，没有将生活污

水与其进行一体化处理，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带

来一些问题。

实现农村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前面论述表明，实行农村绿色发展的重点

领域包括农村生态环境系统、农业生产环境系统

以及农村人居环境系统。为此，应着力解决“三

大”系统存在的问题，实现农村绿色发展和生态

文明建设，进而推动乡村振兴走上绿色之路。

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强化农村生态环境系统

的保护与提升

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系统而言，在对现有系统

进行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对其质量进行提升。为

此，需要严格执行现有的各项制度，切实发挥制

度的作用。

从农村生态环境系统保护的角度来看，需要

严格执法，强化各种制度的作用，确保系统在数

量上的稳定；特别是耕地、水域两个系统，与农

业生产紧密相关，与国家粮食安全密切相连。为

此，需要根据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

水资源管理制度，对两大系统进行有效保护，确

保农业生产对优质耕地、优质灌溉用水的需求。

特别是应借鉴中央环保督察的成功经验，尽快建

立中央耕地督察机制，以便从根本上解决耕地资

源保护中的违规问题。这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需要关注的重大现实问

题，更是关乎到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健康生存与

延续、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战略问题。

在污染治理与质量提升方面，一是需要强化

环保执法，特别是尽快建立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效

机制，减少工业企业对耕地生态系统、水域生态

系统的污染；二是通过技术与制度融合，提高耕

地生态系统、水域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

综合多种措施，推动农业生产环境系统的

治理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是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系统

健康，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途径，更是实

相对于其他系统而

言，农村生态环境

系统的自然属性较

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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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为此，一是要

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提升全社会对农业面源

污染防治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是对面源污染防治

重要性及紧迫性的认识。二是要强化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监督，并注重实施效果的监测

与评价。围绕“一控两减三基本”目标，实施化肥

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推进养殖粪污综合治理行

动、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秸秆综合利用行

动、地膜综合利用行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推

广行动以及农业绿色发展宣传行动七大行动。三是

实施产业发展模式、监管机制、农业废弃物回收机

制等方面实施多维创新，从产前、产中及产后各

个关键节点着手，逐步治理农业生产系统污染，提

升其健康水平。四是强化抗生素生产及使用的监管

以及替代品的研发。在推广生态养殖发展模式的同

时，强化兽用抗生素生产与使用过程的监管，严格

执法；同时，充分发挥中草药应用于畜禽养殖业的

有效途径，对中草药作为添加剂取代抗生素的技术

及产品进行研发。

树立系统论观点，促进农村人居环境系统质

量提升

“生态宜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

求之一，为此，国家实施了《农村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改

厕为例，除了制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规划、增加

资金投入必要内容之外，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

手：一是要全面树立一体化处理的理念。特别是

国家、省级相关部门在推进“厕所革命”中，更

需要全面树立一体化治理的理念，将农村改厕与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而不能再将改厕与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分离开来。二是要将“改”与“治”进

行统一。以往在推广农村改厕过程中，只关注厕

所的改造，而没有关注厕所改造之后的粪便处理

问题。仅仅实现了厕所内环境的改善，但给后续

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三是因地制宜选择一体

化处理模式。根据山区、丘陵、平原地区的不同

地貌特征，以及城镇郊区、边远地区不同的条件

选择单户、联户、集中的处理模式。四是选择适

宜技术与设备。调研发现，“小型一体化生物处

理设备”是当前农村改厕与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

的理想选择。建议国家、省相关部门进行实地考

察，科学分析该技术的处理效果，以及农村居民

的满意度。五是建立与完善考核机制。在推进

“厕所革命”中，切实改变“数字式”改厕考核

方式，转变为“以事实说话方式”，重点考察

改厕实效。杜绝只注重工程建设，完成数字改厕

任务，而不关注改厕实效的行为。六是严禁简单

照搬城镇模式推进“厕所革命”行为。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注重的是把好事做好、做实。为

此，建议各级相关部门紧密结合不同区域农村的

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处理模式。严禁借“厕所

革命”的名义，不考虑农村实际，简单地、不计

成本地把城镇污水管网模式应用于广大农村，通

过大工程实施改厕与生活污水处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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