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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现状与对策建议
于　 奇　 黄　 迪　 陈　 颖

（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频发， 影响到农村经济社会和谐稳定。 本研究通过调研总结全国农村环境污

染纠纷事件高发区域、 行业、 纠纷调查结果及污染类型， 剖析潜在风险及产生原因， 提出有效规避的方案， 为有关

部门解决此类问题提供借鉴， 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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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近年来， 随着农村环境污染加剧和农村村民维权意识

的提高， 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日渐频发， 已成为影响农

村经济社会和谐稳定的严峻问题之一。 本研究调研全国一

年内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基本情况， 总结农村污染纠纷

事件高发区域、 高发行业、 纠纷调查结果及造成污染类型。
通过分析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高发的江苏、 四川和河北

三省典型案例， 总结潜在风险与产生根源， 提出有效规避

和妥善解决的方案， 为处理农村环境污染纠纷问题提供参

考和经验， 以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的逐步改善。

２　 全国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现状分析

全国农村污染纠纷事件相关信息摘录自环境保护部

官方网站， 统计了一年内 ３２ 省（自治区、 直辖市）农村

环境污染纠纷事件。 统计结果显示， 全国一年内共发生

环境污染纠纷事件 ８６４ 起。 现就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

各省分布、 纠纷调查结果、 污染类型及行业类型分布情

况说明如下：
２ １　 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省份分布

如图 １ 所示， 除了西藏自治区， 一年内全国各省份

均有环境污染纠纷事件发生。 其中， 涉案频次居前十的

省份依次为： 河南省（９２ 起）、 江苏省（８６ 起）、 山东省

（７５ 起）、 河北省（５８ 起）、 安徽省（５５ 起）、 广东省（５１
起）、 江西省 （ ３９ 起）、 天津市 （ ３８ 起） 和四川省 （ ３４
起）、 浙江省 （ ３４ 起）、 辽宁省 （ ３４ 起） 和山西省 （ ３４
起）。 大部分地区为东部发达省份。

图 １　 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各省分布统计图

２ ２　 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行业类型分布

如图 ２ 所示， 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行业分布显

示， 加工制造业在八类行业里涉案数高居首位， 占所有

事件的比例高达 ６１％。 其他行业类型发生频次由高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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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加工制造业 ５５０ 起（约占 ６１％）、 化工业 １１２ 起

（约占 １２％）、 采矿冶金业 ７０ 起（约占 ８％）、 种植养殖

业 ５７ 起（约占 ６％）、 环境管理业 ５０ 起（约占 ５％）、 生

物能源业 ２５ 件 （约占 ３％）、 餐饮服务业 ２３ 件 （约占

３％）和建筑业 ２１ 起（约占 ２％）。

图 ２　 农村污染纠纷事件行业类型占比

２ ３　 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纠纷调查结果分布

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纠纷调查结果如图 ３ 所示。
接到群众举报后， 经有关部门查实， 造成环境污染的纠

纷事件有 ６０７ 起（约占 ６２％）。 除此之外， 违法生产 ／建
设事件为 ２７１ 起（约占 ２３％）， 未发现群众举报污染问题

的事件为 ２３２ 起（约占 ２０％）， 未落实环评的事件为 ４９
起（约占 ４％）， 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为 ８ 起（约占 １％）。

图 ３　 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纠纷原因分布图

２ ４　 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污染类型分布

如图 ４ 所示， 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中， 经查实造

成环境污染的， 污染类型发生频次由高到低分别为： 废

气污染事件 １４５ 起（约占 ２４％）、 异味污染事件 １０３ 起

（约占 １７％）、 废水污染事件 １０３ 起（约占 １７％）、 噪声

污染事件 ９３ 起（约占 １５％）、 粉尘污染事件 ９０ 起（约占

１５％）、 烟尘污染事件 ４５ 起（约占 １５％）和固废污染事件

２８ 起（约占 ５％）。

图 ４　 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污染类型占比

３　 典型案例分析

基于以上统计分析结果， 选取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

件频发的江苏、 四川和河北三省为例， 调查其典型环境

污染纠纷案例， 评估环境风险、 分析污染治理及纠纷调

解情况， 为效规避和妥善解决类似事件提供借鉴。

４　 现存问题及原因分析

（１）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高发区集中在东中部省份，
这部分省区人口基数大、 密度高， 企业卫生防护距离内存

在住户， 涉案企业容易影响到村民。 另外， 这部分省份经

济普遍较发达， 人多地少， 自然资源有限， 人地关系复合，
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污染爆发后果更为严重。

表 １　 三省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典型案例

地点 时间 涉案企业行业类别 污染类型 纠纷原因 风险分析 污染治理及纠纷调解

江苏
省某
村 １

２０１４ １１

某 聚
合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化 工
业

固 体 废 弃
物 污 染、
土壤污染、
异味污染

村民们在村边菜地
附近发现了散发恶
臭的化工废料， 向
环保部门进行举报

该公司违法擅自转
移危险废物并交由
个人处置， 固体废
料中含剧毒二甲基
甲酰胺， 污染菜地
土壤和周边空气

法院裁定被告人构成污染环境罪，
判处有期徒刑， 并处罚款。 对该
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责令立即停
止违法行为， 并处罚款。 并要求
被告人及委托处理化工废料的企
业赔偿造成的环境损失

江苏
省某
村 ２

２０１５ ９ 某 制
冰厂

加 工
制 造
业

大气污染
该厂发生液氨气体
泄漏， 导致路过村
民当场中毒昏迷

液氨泄漏污染大气、
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造成呼吸道粘膜刺
激和灼伤。 其中一
村民罹遭急性氨气
中毒胸闷咳嗽， 构
成人体损伤十级残
疾

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原告伤情，
判决该厂依法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介入调查，
向该厂发出漏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通知， 强制要求该厂做好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 开展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 做好善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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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地点 时间 涉案企业行业类别 污染类型 纠纷原因 风险分析 污染治理及纠纷调解

四川

省某

村 １
２０１６ ８

某 某

鸭业

种 植

养 殖

业

畜 禽 养 殖

污 染、 水

污 染、 异

味污染

该厂养殖废水未经

处理直接排放， 污

染水体、 散发恶臭。
周边村民向县环保

局电话投诉

该养殖厂对河道和

空气污染严重， 该

村村民主要收入来

源是农家旅游， 经

济损失较大

环保局接到投诉后到现场考察核

实后， 同镇府进行了调解， 向该

厂下发整改通知， 强制要求要求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完成雨污分流

和圈舍封闭等工作；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完成粪便及污水处理的环

保设备设施安装运行工作

四川

省某

村 １
２０１６ ６

某 榨

菜厂

加 工

制 造

业

水 污 染、
异味污染、
大气污染

该厂周边村民电话

投诉该厂生产废水、
废气未经处理直排

放， 造成水体发黑

发臭， 散发异味

该厂废水直排入河

流后最终流入郪江，
加重了郪江的污染，
不利于该流域的整

治。 废气不经处理

直接排放， 污染大

气并影响周边村民

的生活

当地环保局进行现场考察核实，
要求该企业立即处理生产废水，
不得随意流散排放， 并要求其完

善污染物治理设施， 降低臭气对

周边居民的影响， 协调好周边居

民。 并加强对该厂的监管和巡查

频次， 确保该厂污染物处理设施

正常运行

河北

省某

村 １
２０１７ ６

某 蘑

菇厂

加 工

制 造

业

水污染

该厂废料随意堆放

发酵， 底部有黄褐

色水渗出， 流至村

路及附近河塘。 附

近村庄地下水水质

异常， 河塘出现死

鱼

蘑菇生产废料大量

堆放， 发酵产生有

机 废 液， ＣＯＤｃｒ、

ＢＯＤ５、 纤维素含量

高， 具 有 高 浓 度、
高悬浮物、 高粘度、
难降解等特性， 污

染水体。 未经处理

的牛粪等还可能还

有病原微生物， 危

害人体健康

当地环保局过现场考察核实查，
对振田家庭农场下达 《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决定书》， 责令其立即改

正违法行为， 并对其进行处罚。
乡政府发现居民自备井水异常后，
暂时由乡政府向该处村民运送饮

用水， 直至井水恢复正常

河北

省某

村 ２
２０１５ ９

某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加 工

制 造

业

危 险 固 体

废 弃 物 污

染、 土 壤

污 染、 水

污染

陈某违法运输制药

危险废物， 进行处

置和倾倒， 并被当

地村民发现后告发

制药废盐残渣含有

多种对作物和人体

有害危险有机废物，
具有腐蚀性、 急性

毒 性、 浸 出 毒 性、
反应性等， 必须安

全妥 善 处 理 处 置。
违规运输和非法倾

倒， 会造成土壤污

染和水质污染， 危

及人体健康

当地环保局及时赶赴现场， 制止

违法行为并将被告人送至当地公

安机关， 扣缴尚未来得及倾倒的

两车危险废物并及时进行安全处

置， 将已倾倒的危险废物和已与

危险废物接触的土壤共运至具有

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公司进行安全

处置。 由于处理及时未造成环境

污染。 经法院判决， 被告人构成

污染环境罪， 判处有期徒刑， 并

处罚款

　 　 （２）农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涉案行业中加工制造业

比例最高， 随之为化工业和采矿冶金业， 三者均属乡镇

企业范畴。 乡镇企业多因城市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 逃

避环境保护的限制而迁至农村， 其工艺陈旧、 设备简

陋、 技术落后、 经营粗放， 不配套建设废水处理、 废气

处理、 防渗、 降噪等污染防治设施， 生产过程常伴随大

量污染物生成。 相应的企业管理人员文化程度不高， 管

理水平低， 环保意识不强， 污染物通常未经处理直接排

放。 此外， 乡镇企业数量众多、 布局分散、 规模化程度

不足， 偷排漏排隐蔽性较高， 导致相关部门监管困难，
环境污染风险加大。

（３）部分纠纷事件经有关部门调查后， 未发现群众

举报的污染问题， 这些企业可能存在临检整改、 临检关

停现象。 此外， 由于乡镇级和村级环境监管部门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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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完善、 乡镇一级政府联合执法

统一调度难， 部分乡镇企业钻法律空子， 不履行环保审

批手续， 存在未批先建、 违法生产 ／建设现象。

５　 对策建议

５ １　 贯彻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从源头上控制农村环境

污染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形势总体上比较严峻， 主要原因

就是环保法律法规在广大农村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 因

此，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环境问题， 必须认真落实环

保法律法规， 坚持城乡统筹、 综合治理。 另外， 在治理

农村环境污染时也需要考虑到农村污染物排放的特征，
完善当前适用于的农村环境污染的法律法规， 健全农村

环境司法救济制度。
５ ２　 加强农村环保执法与监管， 促进多部门合作

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完善农村环保执法机构，
强化执法队伍素质， 规范执法行为和程序， 确保环境执

法公正、 有效地开展。 县、 区级环保局及检测大队对所

管辖区域进行全天候监护， 对潜在污染企业进行重点监

督。 加强保、 农业、 林业、 城建、 规划和市政等相关业

务部门之间的联合， 建立协调运作机制， 加强 “部门同

盟” 建设。 同时要厘清关系， 强调第一责任部门， 避免

多头管理 
５ ３　 调整农村产业布局， 合理规划

乡镇企业的发展的确给农村经济带来了经济效益，
但与此同时， 部分乡镇政府规划不合理， 造成企业布局

分散， 加之企业的经营粗放， 使环境污染是很严重， 随

之而来的纠纷事件频发， 影响社会稳定。 因此相关部门

应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安排农村的经济产业活动， 合

理规划布局。 同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改变传统农业模

式， 大力发展环保经济产业。
５ ４　 加强沟通， 认真做好矛盾化解工作

在农村环境污染纠纷的调查处理中， 一方面需要及

时帮助污染企业分析产生污染的原因， 找出治理污染和

减少损失的措施和办法， 要求企业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停止侵害并减轻对环境的影响， 必要时对受害方给予合

理的补偿。 另一方面， 需要稳定受害方情绪， 及时向受

害方或信访人反馈信访事项办理进展。 同时， 加大信访

部门联系， 如信访工作联席会、 法制办、 信访局以及有

环保职责等有关部门， 形成合力， 促使疑难信访问题的

解决。
５ ５　 加强环境保护宣传， 提高村民环境保护意识

对处在农村区域的工矿企业进行环保安全意识宣传

培训， 未经安全处理的废气、 废渣、 废水坚决不能排

放。 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安全环保教育， 调动环保主体

的积极性， 尤其提高农村干部群众的环境保护法律意

识， 鼓励其监督周边企业污染物的排放， 坚决制止和举

报农村环境污染事件， 形成有力的社会监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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