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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畜禽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畜禽养殖产生的粪污逐渐成为畜禽养殖产业不可忽视的部分，其带来的生态环
境压力日益显现。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系统分析中国畜禽粪污治理相关政策的
演化过程，对中国畜禽粪污治理相关政策进行阶段划分，结合中国现行畜禽粪污治理政策，分析畜禽粪污治理
政策演变的动因，探讨畜禽粪污治理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的畜禽粪污治理
政策可分为粪污治理空白阶段、分散型自发综合利用阶段、强制治理与意识形成阶段、技术规范与理念普及阶
段、综合治污与资源化利用 5 个阶段。推动政策演化的主体逐渐从政府向社会公众转变，政策演化方式逐渐从
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政策逐渐从笼统性、原则性向针对性、可操作性转变的特征。但是，
政策系统性有待完善、治理主体间制衡关系较为复杂、政策执行与落实不到位、畜禽粪污治理市场体系尚未形
成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个角度提出完善政策系统性、明确利益制衡关系、加强政
策落实和促进畜禽粪污治理市场体系形成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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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evolu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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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industry, the fecal pollution produced
Abstract ：
by livestock and poultry industry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essur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the externality theor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China’s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governance policies, studied the evolution stages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discuss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hallenges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governance policies. This paper also provide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treatment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Results show that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treatment policie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ies 40 years ago,
including blank stage, preparation stage, formation stage, reform and innovation stage, and new normal stage. Main
policy evolution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 government to the public and from mandatory institutional change to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dition, the efficient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governance policies have gradually
replaced the inefficient policies. However, China’s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governance policies still need further
reforms,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governing
agencies, enhanc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and perfecting the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treatment market
system. In concl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ystem supply and system demand,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strengthen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and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market system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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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畜牧业生产进入了
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时期，养殖方式从传统副业、分
散小规模饲养向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转变，推
动中国畜牧业产量逐年增加的同时，畜禽养殖产生
的大量粪污也造成了环境污染问题。农业农村部发
布的《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 年）
》
中明确指出目前畜禽粪污有效处理率不到一半，治
理环境污染、改善农业农村环境势在必行。面对畜
禽粪污治理问题，相关研究人员不断研究处理畜禽
粪污的技术和手段，同时国家制定并出台一系列政
策，大力推动畜禽粪污的治理。十九大之后，乡村
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振兴农业、振兴乡村开辟出全新
的道路，畜禽粪污治理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必不可少
的一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背景下，经济体制和
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促进了畜禽粪污治理意识
和行为的产生，农业农村部 2020 年印发的《关于
促进畜禽粪污还田利用依法加强养殖污染治理的指
导意见》指出，要以粪污无害化处理、粪肥全量化
还田为重点，促进畜禽粪肥低成本还田利用。到
2025 年，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0%；
到 2035 年，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畜禽粪污治理要求
的进一步提高，为畜禽养殖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
挑战。
国内外学者对于畜禽粪污治理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治理模式、理论研究、政策理论分析和实施效
果评估等方面。在治理模式方面，通过对畜禽粪便
污染现状与变化趋势的分析，发现粪污处理过程中
存在用地难、资金难、有机肥销售难和粪污处理技
术落后等问题 [1]，通过制定粪污管理规章制度、专

土化的视角理解城乡土地制度演进的问题 [8]。
在政策分析方面，从理论上分析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的政策逻辑 [9]，将国家层面的畜禽养殖废弃
物治理政策分为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
通过总结分析政策特点，认为畜禽养殖废弃物政策
向区域化、全局化转变，以规划、方案和意见为主，
行政规章相对较少，且细化程度不够 [10-11]。此外，
已有研究认为畜禽粪污治理政策作为主要环境规制
手段，对养殖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认知和参与意
愿具有促进作用 [12-14]。在政策实施效果方面，2014
年以来由于相关政策主要责任部门目标与国家政策
目标存在偏差，且政策的约束措施与政策目标发生
偏离，存在激励措施落实不到位的现象 [15-16]。
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以往关于畜禽粪污治理政
策的研究主要以政策分析和实施效果评估居多，现
有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通过对政策
演化的阶段分析和规律总结可以分析出政策演进的
方向。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可持
续发展理论，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畜禽粪污治理的相
关政策，在分析其演化过程的基础上，对畜禽粪污
治理的政策演化进行阶段划分，并综合阐述各阶段
畜禽粪污治理政策的制定背景、政策目标和政策效
果，深入探究其在演化过程中呈现的规律及其演化
与变迁的原因，分析现行畜禽粪污治理政策实施中
存在的问题，探寻畜禽粪污治理的政策建议，以期
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畜禽粪污治理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和决策参考。

人监管粪污投放和建立沼气池等措施能有效减少散
户养殖产生的畜禽粪污 [2]。畜禽养殖产生的固体废
弃物主要是畜禽粪便，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对其进行
资源化利用与治理的模式主要有堆肥（储存）农业
利用、垫草垫料、生产沼气和生产有机肥 [3-4]。
基于外部性理论，对畜禽粪污产生的溢出效应
进行理论分析，畜禽养殖产生的粪污对环境具有负
外部性，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可以将这种负外部
性内部化，对环境保护具有正外部性 [5]。此外，制
度变迁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政策演化与制度演进等相
关研究中，例如通证经济的演进与发展 [6]，从制度
演化和技术演化两个角度，分析其对农事活动专业
分工与合作的影响路径 [7]，以及从制度变迁理论本

1.1 制度变迁理论

1 理论分析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换过程，
其实质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
过程。制度变迁理论最初是由戴维斯和诺思提出的，
制度变迁实际上是对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应，从某
种程度上是“帕累托改进”的过程 [17]。从制度变
迁理论的角度出发，畜禽粪污治理政策发生演化的
动因主要来自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就社会发展而
言，畜禽养殖的规模化发展，使得畜禽粪污对环境
造成的影响不断显现，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加
强，畜禽粪污治理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占有重要
位置，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行动方案和实施办法，
推动畜禽粪污治理 ；就经济发展而言，畜禽粪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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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势必会增加养殖成本，但实际上若在治理过程中
着眼于畜禽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则会减少畜禽养殖
户最终进行粪污污染末端治理的成本，且在资源化
利用中产生的沼气、沼渣和有机肥等副产品，可为
畜禽养殖带来经济附加值，引起要素相对价格的变
化 [18]。因此，在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动因的推动下，
畜禽粪污治理政策发生由“治”到“用”的演化，
一方面通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可以使畜禽养殖
主体获得一部分收益 ；另一方面可以减少粪污末端
治理增加的成本。林毅夫将制度变迁的方式分为诱
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 [19]。部分研究学者
认为这两种制度变迁方式没有明显的界限，在畜禽
粪污治理政策的演化过程中，两种制度变迁方式相
互配合，不断推动畜禽粪污治理政策的演化，实现
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平衡。
1.2 外部性理论
由外部性理论可知，畜禽养殖造成的粪污污染
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若要有效解决畜禽养殖过程
中造成的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有两种方法可供选
择 ：一是按照庇古的研究观点，由政府引导或强制
畜禽养殖主体的养殖行为，通过发放补贴引导畜禽
养殖主体增强粪污治理的意识，通过税收的方式强
制规范畜禽养殖主体的粪污治理行为，促进私人边
际净收益与社会边际净收益趋于相等 [20-21] ；二是按
照科斯的研究观点，清晰界定生态环境的产权，通
过市场交易方式将畜禽粪污对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
问题内部化，实现畜禽养殖生态资源有效配置 [22]。
实际上，畜禽养殖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 , 只追求自
身利益最大化，往往会规避畜禽粪污治理产生的成
本。而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产权界定存在很
大难度，畜禽养殖主体承担的成本远小于社会承担
的成本，在自身治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 畜禽养殖
主体治理养殖粪污的积极性并不高。由于畜禽粪污
外部性的存在使得畜禽养殖主体的私人边际净收益
与承担环境污染成本的社会边际净收益存在差异，
这样一来就无法达到私人边际净收益等于社会边际
净收益，不能获得最优资源配置效率，也就无法达
到帕累托最优 [23-24]。因此，政府在畜禽粪污治理过
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政策激励手段引导畜禽养
殖主体进行粪污治理，对畜禽养殖主体的治理行为
加以规制，并解决畜禽粪污的土地消纳问题，才能
最终实现畜禽粪污的有效治理。
1.3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
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造成危害的发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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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概念最早是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
1987 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公平性、持续性
和共同性为原则，具体包括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
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 [25]。畜禽粪
污治理是一个同时涵盖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
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治理与资源化利
用过程。经济可持续发展不仅追求经济增长数量，
更重视经济发展质量，提出在经济活动中采取集约
型经济增长方式，畜禽养殖主体从事畜禽养殖的目
的是获得收益，而畜禽粪污治理带来的成本投入势
必会影响畜禽养殖产生的利润，畜禽养殖的适度规
模化发展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好体现，有效
打通了畜禽粪污治理在成本投入、治理能力等方面
的限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增长与自然
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体现在畜禽粪污治理中表现
为养殖规模与养殖主体治理能力之间的相互协调，
要求畜禽养殖主体承担粪污治理的主要责任 [26]。社
会可持续发展倡导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
康水平，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由于畜禽粪污对环
境产生的负外部性，以及畜禽粪污治理具有公共物
品性，导致畜禽粪污治理的过程离不开政府的规制
激励和社会民众的监督。因此，政府在畜禽粪污治
理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从政策层面
引导养殖规模与养殖主体治理能力相匹配，通过向
养殖主体提供融资支持和政策扶持的手段，激励养
殖主体投入成本进行畜禽粪污治理，在实现畜禽粪
污治理的同时，追求经济的发展。

2 中国畜禽粪污治理政策的历史变迁
2.1 改革开放以来的畜禽粪污治理政策演化
探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畜禽粪污治理政策演
化问题，首先要对畜禽粪污治理政策的演化阶段进
行划分。中央一号文件始终是中共中央关注三农问
题的代表性文件，不断引领三农工作的方向，指导
三农工作的发展。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 1978 年至
2020 年改革开放的四十余年间，由于研究时间跨度
较长，本文根据中共中央历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
的主体内容，综合考虑不同时期国家制定并推行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如《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2017—2020 年）
》等，对
畜禽粪污治理政策的演化划分为 5 个阶段（表 1）
。
1）粪污治理空白阶段（1978—1992 年）
。在此
阶段，国家经济总量较小，综合国力较弱，技术水
平也相对较低，畜禽养殖以家庭养殖为主，尚未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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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 1 中国畜禽粪污治理政策演化阶段的划分
Evolution stages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governance policies in China

时期

畜禽养殖业发展阶段

畜禽粪污治理政策演化阶段

1978—1992

经济体制转变时期

粪污治理空白阶段

1993—2003

养殖规模转变时期

分散型自发综合利用阶段

2004—2010

促进农民增收时期

强制治理与意识形成阶段

2011—2014

养殖改革创新时期

技术规范与理念普及阶段

2015 年至今

新的历史起点时期

综合治污与资源化利用阶段

现出明显的畜禽粪污对环境污染问题，畜禽粪污治
理方面的具体政策要求尚未形成。改革开放初期，
党和国家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方向，积极调整和完善经济体制，在这一历史条件
下，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上。中
共中央在 1982 年至 1986 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
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
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主要包括正式承认包产到
户合法性、放活农村工商业、发展农村商品生产、
取消统购统销与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5 个方面。在“以粮为纲”的政策引导下，农业发
展以种植业为主，且产品种类单一，农业发展呈现
出不平衡的问题。畜牧业主要以家庭散户养殖为主，
家家户户皆从事畜禽养殖，但数量较少，难以形成
规模，除国营农场外基本不存在规模化养殖，畜禽
养殖带来的经济效益相对较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至 1990 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按当
年价格计算已达到 26.6%。畜禽养殖在这一阶段得
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畜禽粪污对环境污染的意
识尚未形成，并未出现关于畜禽粪污治理的相关政
策 [27-28]。
2）分散型自发综合利用阶段（1993—2003 年）
。
这一阶段，政府对畜禽粪污治理形成了初步认识，
畜禽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得到重视，在民
间出现部分规模化畜禽养殖主体，开始研究和实践
畜禽粪污治理的模式与路径。在 20 世纪最后十年，
畜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家对于畜牧业发展的关
注逐渐提升。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约束和完善畜牧
业发展，主要包括畜禽品种改良、畜禽定点屠宰和
畜禽检疫 3 个方面。进入 21 世纪，经济连续增长
带来的环境问题逐渐显露，国家开始重视环境保护
问题，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形成，在畜禽养殖种畜
禽、良种和防疫政策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国家开
始关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问题，首次提出防止畜
禽粪便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指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应遵循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的原则，优先进行
综合利用。实际上，畜禽养殖产生的污染问题已经

真实存在，部分规模化养殖主体开始思考和尝试解
决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学术界对于畜禽粪污治理问
题的研究由此展开，主要集中在畜禽粪污治理模式
和技术层面。
3）强制治理与意识形成阶段（2004—2010 年）
。
在此阶段，可持续发展思想理念指导了农业的发展
方向，循环农业的概念逐步形成并得到推广，政策
上对畜禽粪污治理以强制性命令手段为主，主要以
征收排污费等行政强制手段来限制规模养殖场（户）
粪污排放量 ；以激励性手段为辅，中央财政开始为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提供专项资金支持 [29]。2004 年爆
发禽流感，为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均带来了巨大的
影响，农业部要求全国各地进行养殖布局调整，鸡
鸭鹅猪等畜禽不混养，积极出台各项政策，组织技
术与设施力量，共同抵御禽流感。同年，中共中央
时隔 18 年再次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
文件，并且在 2004 年至 2010 年连续七年将农业发
展的方向确定为促进农民增收，国家鼓励实行合作
经济，在畜禽养殖行业最大的体现就是养殖规模的
不断扩大，养殖小区逐渐形成，以畜禽养殖和肉蛋
奶生产为主业的合作经济组织规模不断扩大，接踵
而至的是畜禽粪污产生量的不断增长 [30]。随着 2005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的实施，要求养殖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集、
贮存、利用或者处理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便，
污染防治成为从事畜禽规模养殖的必备条件。2006
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国家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
划》
，明确指出为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示范建
设提供专项资金支持。由此畜禽粪污的治理问题正
式走上历史舞台，全国各地开始大力推广沼气技术，
积极解决和防治畜禽粪便污染，畜禽养殖及废弃物
处理技术也被列入农业机械化重点技术 [31]。测土
配方工作的实施推动了畜禽粪污生产有机肥技术的
发展，同时也反向助推了畜禽粪污的有效治理。为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畜禽粪便综合利用技术
被列入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十大技术 [32]。在这一阶
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畜禽粪污治理提供了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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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为畜禽粪污治理提供了技术
保障。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农村居民逐渐意
识到简单堆放畜禽粪污不仅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对
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且时刻威胁村民的身体健
康。但是由于技术和意识的制约，很多地区将畜禽
粪污、生活垃圾和农业垃圾一同处理，没有进行具
体区分，实际上当时的沼气技术在这一方面存在技
术漏洞，非常容易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因此，有
关科研部门及时实践和调整了相关技术，引导各地
区畜禽养殖主体因地制宜地选择畜禽粪污处理技术。
4）技术规范与理念普及阶段（2011—2014 年）
。
在这阶段，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重要性逐渐
被认识到，政府对畜禽粪污治理的引导逐渐由单纯
防治向资源化利用转变，逐渐形成畜禽污染防治的
具体政策要求，在各个环节形成对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的技术规范，逐年增加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激
励性政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2011 年至 2014 年中
央一号文件最显著的特点是改革创新，从水利到科
技，从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到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无
一不在昭示着农业农村发展进入了改革创新的新阶
段。2011 年推进畜禽养殖的标准化和规模化是畜牧
业工作的重点。沼气工程建设持续推进，处理畜禽
粪污的同时，推动了生物质能的持续发展。测土配
方施肥项目成果显著，有效促进有机、无机肥配合
施用 [33]，不断推动畜禽粪污实现有效治理。粮食
增产政策也将农村沼气建设和测土配方项目纳入其
中，此外，农业部明确“十二五”土肥水工作三大
目标 ：明确提出力争畜禽粪便等有机肥资源利用率
提高 10 个百分点，主要农作物秸秆还田率提高 10
个百分点，促进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2012 年和 2013 年，在沼气知识宣传普及和各项新
技术的支持下，包括河南省、河北省、浙江省、福
建省、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在内的畜牧大省不断推进
沼气工程建设，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资源的综
合利用转化程度高，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34]。
2014 年国务院颁布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
例》
，禁养限养地区的划分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国家
对畜禽粪污治理问题的重视和力度，条例中明确规
定了禁养限养地区的划分方式，以期有效预防畜禽
养殖污染。明确指出国家鼓励和支持采取粪肥还田、
制取沼气、制造有机肥等方法，对畜禽养殖废弃物
进行综合利用。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的政策大
背景下，随着技术的推广和知识的普及，将畜禽粪
污作为农家肥直接施用，粪污中的重金属对土壤造
成的危害逐渐被认识到，使用畜禽粪污配制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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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畜禽粪污处理过程中节约用水
的问题被提上日程，畜禽养殖污染的预防和治理进
入改革创新的阶段。
5）综合治污与资源化利用阶段（2015 年至今）
。
这一阶段，畜禽粪污治理政策迅速发展，各项政策
具体程度逐渐提高，约束对象更加明确和细化，政
策实施手段多元化发展，关于畜禽粪污治理的机制
和模式的政策要求逐渐形成体系 [35]。2015 年农业
部着手推进化肥减量行动，印发《到 2020 年化肥
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有效推动了畜禽粪污治
理，个别地区相继发展农业金融保险大力促进沼气
建设，技术手段不断提升的同时，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农业循环经济
发展。农业部还发布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5—2030 年）
》
，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化肥农
药施用量零增长，到 2020 年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和粮食主产县基本实现区域内农业资源循环利用，
以及到 2030 年养殖废弃物实现基本综合利用的政
策目标。在两大方针政策的引领下，畜禽粪污治理
与测土配方有机肥施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产生紧密
的联系，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生态友好型农业建设
也离不开畜禽粪污的有效治理，各省市在畜禽粪污
治理方面大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果丰富。2016
年畜禽粪污治理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从化肥零增
长行动到种养结合，逐步实现畜禽粪污的资源化利
用 ；畜禽粪污处理技术在微生物领域取得突破。
随着规模化养殖的推进，畜禽供种、防疫等问
题得到很大程度控制，畜禽粪污治理的相关政策开
始明显多于良种、屠宰、防疫和规模化养殖等政策，
相关部门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2017 年农业部加
强污染防治工作，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进了畜禽粪污还田和资源化利用，资
源化利用采取两种主要方式 ：建设和完善沼气工程
和利用生物技术生产有机肥。农业农村部 2020 年 1
月印发的《关于促进畜禽粪污还田利用依法加强养
殖污染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要以粪污无害化处
理、粪肥全量化还田为重点，促进畜禽粪肥低成本
还田利用，并特别强调要拓宽粪肥利用渠道，推动
形成有效衔接、相互匹配的种养业发展格局。农业
农村部 2020 年 7 月印发的《关于做好 2020 年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通知》指出，继续支持畜牧
大县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同时支持符合
条件的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加入粪污治理项目。
畜禽粪污治理关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水资源保护、
耕地保护和农村生活环境治理等问题，关乎全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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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小康社会，关乎生态文明建设，关乎广大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随着
畜禽粪污治理的推进，在各项方针政策的指引下，
相关行动计划和方案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明确了
实施措施与路径，粪污治理程度逐渐成为各省市及
地区开展畜牧业养殖活动的重要指标。
2.2 中国畜禽粪污治理政策现状
现行畜禽粪污治理政策可以分为法律手段和行
政手段两个部分（表 2）
。法律手段主要包括《环境
保护法》
（修订）
、
《环境保护税法》和《循环经济
促进法》等。各项畜禽粪污治理相关的法律均由全
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颁布，且均为近 5 年修订或颁布
的，对现行畜禽粪污治理机制有很大程度上的规范
和约束作用。分析近 5 年颁布和修订的与畜禽粪污
治理相关的法律可以发现，法律内容的具体程度逐
渐提高，更具有针对性，法律约束对象更加细化和
明确，值得一提的是 2014 年由全国人大颁布的《环
境保护法》修订案，首次从法律上严格要求畜禽养
殖场、养殖小区、定点屠宰企业等相关利益主体从
选址、建厂到无害化处理的每个环节必须符合法律
规定，并明确提出各级政府必须承担畜禽养殖污染
治理职责，充分体现出国家对畜禽粪污治理的重视
Table 2

程度发生了很大提升，各项法律的颁布也体现出国
家全面、严格治理畜禽养殖污染的信念。
行政手段包括国家为治理畜禽粪污出台的各项
规划、条例、方案、意见和实施办法等，主要有《畜
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规划（2015—2030 年）
》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 年）
》
《关于促进畜禽粪污还田利用依法加强养
殖污染治理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做好 2020 年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推行的时
间节点多为 2020 年和 2030 年，内容主要集中在规
模化养殖场配套建设粪污无害化处理设备、提高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和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
制等方面。可以看出我国治理畜禽粪污的行政手段
日趋丰富和多样，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发展的需求出
台一系规划、条例等具有不同行政效力的制度规范，
近 5 年出台的各项规划方案逐渐由区域化向全局化
发展，政策支持的畜禽粪污治理技术不再是个别某
一类技术，而是着眼于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和
治理问题，在大目标的引领下，各省市地区根据自
身条件和现状，积极制定和实施地方性规划。除此
之外，规划、条例等着眼于强化相关利益主体的治
理责任和义务，从思想意识上强化对畜禽粪污治理

表 2 畜禽粪污治理相关政策与法规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utiliza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governance
政策法规名称

颁布机构

颁布时间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01

《国家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08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环境保护部

2010

《全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环境保护部、农业部

2012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国务院

201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4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国务院

2015

《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农业部

2015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

农业部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6

《关于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的方案》

农业部

2016

《开展水果蔬菜茶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方案》

农业部

2017

《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

国务院

2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7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2017—2020 年）》

农业部

2017

《全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工作方案（2018—2020 年）》

国家发改委、农业部

2017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8

《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2019

《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农业农村部

2019

《关于促进畜禽粪污还田利用依法加强养殖污染治理的指导意见》

农业农村部

2020

《关于做好 2020 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通知》

农业农村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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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这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策目标的实现。即
便如此，治理畜禽粪污的行政手段仍存在不足，例
如，行政手段落实到具体做法时，依然会由于政策
细节问题不明确而产生偏差，影响政策实施的效果。
2.3 中国畜禽粪污污染治理政策的演化
1）推动政策演化的主体逐渐从政府向社会公
众转变。国家最初开始关注和着手治理畜禽粪污时，
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断发现
问题，试图解决问题，进而推动政策的演化，在政
府的宣传引导下，畜禽粪污对环境和人们生活的危
害逐渐被社会公众认识到，粪污治理的必要性和紧
迫性也被逐渐认识到，随着畜禽粪污治理相关利益
主体的治理责任和义务的明确，社会公众的监督作
用同样推动着政策的完善，在完善政策的过程中，
推动政策演化的主体逐渐转变为社会公众 [35]。畜
禽粪污治理政策演化推动主体的转变不仅说明了政
策的制度变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且说明了政策
演化过程中社会公众逐渐拥有主动权，政府不再需
要完全强制相关利益主体进行粪污治理，社会文明
的进步和新时代理念的普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
使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根植在社会公众的心
里，社会公众作为社会生产活动最重要的参与者，
参与监督和推动畜禽粪污治理是社会主义走入生态
文明建设新时代的重要表现。
2）政策演化方式逐渐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
致性制度变迁转变。畜禽粪污治理相关政策推行初
期，遇到了重重困难，养殖户习惯于乱堆乱放的粪
污处理方式，盲目认为简单堆放就可以将畜禽粪污
转化为农家肥还田，对畜禽粪污中的重金属等有害
物质知之甚少，国家在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只能
采取强制性手段约束养殖户，通过颁布法律条文与
罚款等方式强制养殖户处理畜禽粪污，但是现实中
养殖户难以接受畜禽粪污处理产生的费用增加的养
殖成本，存在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处理养殖粪污
的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宣传教育的普及，
养殖户逐渐认识到粪污治理的重要性，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技术的出现，使得畜禽粪污“变废为宝”
成为现实，养殖户看到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带来
的利益，同时国家加大畜禽粪污处理技术和设备的
补贴力度，并且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与节能减排、
测土配方工程等一系列大政方针联结在一起，引导
养殖户进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进一步实现畜禽
粪污的治理。社会公众对粪污治理的关注度逐渐提
高，畜禽粪污治理为养殖户带来的利益和好处使得
养殖户对其接受度也逐渐提高，为畜禽粪污治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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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向诱致性制度转变提供了基础，推动政策演化的
主体的转变也促使政策演化方式逐渐从强制性制度
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 [9]。
3）政策逐渐从笼统性、原则性向针对性、可
操作性转变。在政策演化的过程中，必然出现政策
的变迁和替代，若一项政策的推行不结合发展阶段
的特点进行修正，势必要落后于时代发展。在畜禽
粪污治理政策的演化过程中可以发现，各项制度和
条例不断朝着明确化、细节化的方向转变 [36]，从单
一推进一项粪污治理技术，到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
条件和发展特点推出不同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进
行粪污治理，有效避免设备不配套、技术不适合导
致畜禽粪污治理模式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不同地
区根据自然环境、气候特点和养殖规模选择更为适
合的畜禽粪污治理模式，各省市地区选取养殖大县
进行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
了畜禽粪污治理进程，出现政策逐渐从笼统性、原
则性向针对性、可操作性转变的现象。

3 畜禽粪污治理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3.1 源头防治重视不足，政策系统性有待完善
目前我国畜禽粪污治理的重点扶持对象以规模
化养殖场、畜禽养殖大县和第三方处理机构为主，
有向第三方机构倾斜的发展趋势，且主要以政府补
贴的形式进行扶持。实际上不同畜禽的粪污产生量
存在较大区别，不同畜禽养殖的规模化程度也不尽
相同。尚未形成较大规模的畜禽养殖主体其粪污治
理意识普遍较低，出于对养殖成本的考虑，往往倾
向于回避进行畜禽粪污治理。由此可见，现有政策
扶持对象具有片面性，且政策激励手段较为单一。
此外，我国畜禽粪污治理尚处于后期治理阶段，虽
然也有前期防治的相关政策出台，但主要侧重后期
治理，对涉及前期防治和产中治理的全过程治理政
策尚存不足。
3.2 涉及治理主体众多，主体间制衡关系较为复杂
从广义角度看，畜禽粪污治理主体除畜禽养殖
主体和政府外，还包括因治理主体治理模式选择而
参与粪污治理的资源化消纳方，具体包括从事畜禽
粪污治理的第三方机构、养殖场周边的农业种植户
和社会公众等，不同的畜禽粪污治理模式体现出的
治理主体制衡关系不同。以奶牛粪污治理为例，大
规模的奶牛养殖场往往通过沼气工程实现粪污治
理，养殖主体同时承担资源化消纳方的角色，与政
府监管形成制衡关系，对于政府监管而言相对容易；
而中小规模奶牛养殖场往往无法承担粪污治理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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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更倾向于与其他资源化消纳方对接，如将粪污
堆肥后进行赠与或销售。众多治理主体及其之间复
杂的制衡关系，在加大政府监管难度的同时，严重
影响了畜禽粪污治理的政策效率。
3.3 约束性政策执行偏离，激励性政策落实不到位
现行畜禽粪污治理政策主要以约束性政策和激
励性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畜禽粪污治理的实现，
但是在政策执行与落实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在约束性政策方面，存在政策执行过度和政策解读
不到位的问题。例如《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为实现畜禽粪污区域性治理，提出畜禽养殖禁养区
的划分，实际上南北方养殖规模差异较大，各地区
在执行过程中对养殖规模的界定不尽相同，出现了
禁限养“一刀切”的问题，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将禁
养区变成“无畜区”的局面。对“达标排放”政策
解读的不到位，同样限制了畜禽粪污的治理 [15]。在
激励性政策方面，存在激励措施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例如《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规定畜禽养殖
场沼气发电上网能享受可再生能源上网补贴，在实
际落实中，进行沼气发电的养殖场经常被电力部门
拒绝入网，理由多为发电量太小和不符合电网标准
等，养殖户无法获取沼气发电的相关政策 [36]。
3.4 有机肥市场需求疲软，畜禽粪污治理市场体系
尚未形成
有机肥与化肥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但是我
国畜禽粪污肥料化利用的市场化尚处于初步兴起阶
段，尚未形成相应的市场体系。在质量方面，有机
肥国家标准对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测规则、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进行了详细规定，但在农
户中的普及和接受程度尚待提升，且在标准执行过
程中，有关部门对有机肥市场监管的力度和有效性
尚待提高。在施用条件方面，有机肥的施用对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有一定要求，在施用过程中所需人力
物力较化肥多，且见效较化肥缓慢，即便对施用有
机肥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所了解，较多种植户
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也不高。在市场价格方面，以
畜禽粪便为原料的有机肥生产往往执行的是工业电
价，尚未执行农业电价，加大了有机肥生产的成本，
影响有机肥的市场价格。且缺少供需信息平台，供
需双方交易呈现区域内交易的特征，无法实现市场
化的资源有效配置。

4 畜禽粪污治理政策建议
畜禽粪污治理政策的实施效果取决于政府如何
协调畜禽养殖主体和资源化利用主体之间的利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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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三者之间形成合力，建立激励相容的畜禽粪污
治理机制。政府需要综合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从
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个角度，引导畜禽养殖主体
对养殖产生的畜禽粪污进行治理，鼓励种植主体等
资源化利用主体参与畜禽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形成
并完善畜禽粪污治理的市场体系。
4.1 完善政策系统性，加强政策引导
畜禽粪污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论源头防
治还是后期治理，都有赖于完善而系统的制度。源
头防控需要采取更完整的畜禽粪污源头防控技术，
在粪污产生之初做到规范收纳和及时处理，而后期
治理对技术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处理技术的不断进
步可以有效提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在制度供
给方面，要明确畜禽粪污从来源到出路的治理必要
条件，完善政策系统性，为畜禽粪污治理的进一步
推进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和行政环境，通过加强政
策引导，促使更多畜禽养殖主体加入粪污治理的工
作中，与社会公众的引导形成合力，建立完善的粪
污治理政策体系，为畜禽粪污治理提供根本保障，
推动畜禽粪污治理向着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发展。
4.2 明确利益制衡关系，加强高效制度供给
在畜禽粪污治理过程中，责任主体和相关利益
主体之间的制衡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效率，
松散的制衡关系会导致相关利益主体为了降低畜禽
粪污治理的成本，呈现简化治理技术的特点，降低
治理的有效性和彻底性。在制度供给方面，政府应
加强高效率的政策制度的供给，从责任主体与相关
利益主体制衡关系的角度切入，推动粪污治理责任
主体与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形成紧密的制衡关系，扩
大激励政策覆盖范围，形成更明确的激励机制，降
低粪污治理的交易费用，降低政府监管成本，提高
社会公众在畜禽粪污治理过程中的反馈作用。
4.3 完善监管柔性，加强政策落实
过度禁限养产生的诸如猪肉有效供给等问题已
初步显现，2019 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关于调整动
物防疫条件审查有关规定的通知》
，要求暂停饲养
场等五类场所选址距离的规定，恢复与发展生猪生
产。2016 年环境保护部和农业部联合印发的《畜禽
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指出畜禽粪污肥料化还
田，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
不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属于排放污染物。在制度需
求方面，应结合现有政策显露出的问题，明确和细
化可能产生歧义的条款，及时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
和执行界限。对养殖场实行分类管理，提高养殖主
体畜禽粪污治理意识的同时，通过专项资金支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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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持，引导和扶助养殖主体采纳畜禽粪污治理
行为。
4.4 推进种养结合，促进畜禽粪污治理市场体系形成
粪污消纳是畜禽粪污治理的最终环节，不论何
种治理模式，最终都要实现畜禽粪污还田利用，被
土地消纳。有机肥与化肥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政
策上解决有机肥的出路是畜禽粪污治理重要的一
环。在制度需求方面，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宣传畜禽
粪污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不仅需要进一步提高
民众对畜禽粪污治理政策的意识，更要从粪污治理
的出口层面进行宣传教育，积极推进种养结合循环
农业模式，完善国家关于有机肥的补助政策，探索
直接补助施用有机肥农户的模式，鼓励种植主体施
用有机肥。此外，还应强化高端有机或绿色农产品
品牌的门槛设置，加强监管力度，做到“优质可以
优价”
，间接推进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模式的发展与
有机肥的市场需求量 ；在有机肥生产和运输环节加
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以畜禽粪
污为主的有机肥加工和利用，在解决粪污治理出口
问题的同时推进绿色农产品项目、测土配方项目和
耕地保护工程，将各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联
结起来，宣传绿色农业、可持续农业的发展理念，
延伸畜禽粪污治理产业链，形成并完善畜禽粪污治
理的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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