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于奇，硕士，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农村环保政策研究

通讯作者: 于奇，硕士，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农村环保政策研究

引用文献格式: 于 奇 等．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PPP 模式研究 ［J］．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8，43( 5) : 58－60．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PPP 模式研究
———以安徽省全椒县为例

于 奇 贾小梅 吴娜伟

(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北京 100029)

【摘要】目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供需矛盾突出，成为影响乡村振兴战略进程的重要问题。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 PPP) 模式被视为破解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困境的有力手段，国家陆续多部政策文件加以扶持引导。本文以安徽省全

椒县为例，阐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 PPP 模式取得成效及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其他地区提高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提供借鉴。研究指出，为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PPP 模式，引导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行业健康

发展，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质量和效率，建议如下: ①推动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产业发展，降低末端处理压

力; ②保障第三方企业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保持市场活力; ③充分调动村民积极性，培育多元市场主体。
【关键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PPP 模式; 政策; 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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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PPP 模式现实性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

高，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显著，农村居民对优美环

境需求日趋迫切。“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胜阶段，十九报告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进一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解决农村地区突

出环境问题，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目前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供需矛盾突出，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和乡村振兴战略进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PPP 模式

可从供给侧入手，破解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供需难题，现

实性分析如下:

1. 1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市场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有限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属于公益性强的公共服务，其投

资产生的是公共物品，不能直接在市场上得到回报。加

之行业发展水平低、投融资渠道狭窄、投资回报机制不

健全等诸多问题，企业等社会资本方缺乏自发进入市场

的内生动力。目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供给主体单一，设

施投资和建设多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不少地区

已建设施仍由乡镇政府、村组直接负责运行维护，企业

和村民参与度不高，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有限。
1. 2 政府主导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难以良性运作

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大面广，收集处理体系难以形

成规模效益，脱离市场而单一依靠政府治理成本高、效

率低、可持续性不佳［1］。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沿用

“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

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

据公报( 第三号) 》，截至 2016 年底，全国仍有 26%的

建制村生活垃圾未得到治理。据估算，到 2020 年，要

实现行政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设施全覆盖尚存在 900 多

亿元资金缺口。部分地区已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经

费无保障，保洁人员积极性不高，设施维护不及时，垃

圾清运效果差; 部分地区运维经费不落实，设备无法正

常运转。
1. 3 国家政策引导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PPP 模式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PPP 模式核心是政府购买服务，

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以特许经营权方式 “让渡”给专

业公司并行使监管职能。该模式从供给侧着手，将政府

的监管、监督、公共服务职能与专业公司的管理高效、
技术创新等方面优势互补，优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

系、提升治理能力和效果，实现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有效

供给［2］。
自 2014 年起，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鼓

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等公共服务供给，引

导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PPP 模式实施落地。2014 年，财

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

的通知》为首次专门就 PPP 模式发布的框架性指导意

见;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 试行) 》提出

应扶持环保行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2015 年，财

政部《关于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以奖代补政策

的通知》提出通过以奖代补方式支持和推动 PPP 示范

项目加快实施进度和质量。2016 年，财政部《关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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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

知》提出要在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领域 “强制”应用

PPP 模式; 农业部等《关于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培育发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

村污水垃圾处理市场主体方案》提出完善农村垃圾收集

处置体系，采取 PPP 形式吸引市场主体加大对农村生

活垃圾处置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的投入，加大各级财政

资金投入优先支持采用 PPP 模式的项目。2017 年，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机制的

指导意见》提出要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机制，农村垃

圾处理等有一定收益的设施建设要以政府和社会资本投

入为主，积极引导农民投入。2018 年，《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要规范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 PPP) 模式，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农村垃圾处理项目。

2 安徽省全椒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PPP 模式成

效及问题分析

2015 年以来，安徽省全椒县在全省农村生活垃圾

三年行动大框架下，引入了由专业公司负责全县域农村

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的 PPP 模式。2017 年被评为国家和

省级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取得政

府、企业、社会“1+1+1＞3”积极成效，同时存在一些

问题。
2. 1 成效分析

2. 1. 1 政府收益

一是缓解财政压力。PPP 模式通过风险分担机制将

项目前期融资任务由政府移交社会资本方，政府在服务

期内向企业分期支付服务费，将财政压力由短期转化为

中长期，降低债务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3］。二是提

升公共服务水平。PPP 模式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由

治理服务供给者转变为监管者，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效果和公共服务水平［4］。
2. 1. 2 企业收益

一是取得经济收益。一方面，企业赚取财政拨款和

项目投资差额。另一方面，企业在垃圾收集清运实践中

不断研发精进工艺、升级改造设备，在产品销售方面占

得先机。二是拓宽发展空间。该项目作为首创性示范典

型为企业提供宣传平台，提高业内影响力。企业完成产

业链延伸，从薄利润的产品制造转向高附加值服务供

给，实现可持续发展。
2. 1. 3 社会效益

一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通过农村生活垃圾全域治

理，实现村容村貌的改善。二是助力精准脱贫。以聘请

保洁员方式解决了农村部分 60 岁以上老年人就业问题，

其中 20%左右是贫困低保户，与脱贫攻坚任务实现有效

衔接。

2. 2 问题分析

2. 2. 1 垃圾末端处理负荷大

现行项目中，第三方企业服务范围为农村生活垃圾

的收转运，不在收集处理对象之内的农作物秸秆、病死

畜禽、工业、建筑和医疗垃圾等偷乱倒现象突出，加大

了收转运成本和末端集中焚烧处理负荷。
2. 2. 2 项目初期亏损影响企业积极性

项目所属地多山区，一名保洁人员在垃圾运输过程

中不幸翻车受重伤，企业据此为每位保洁员购买商业保

险。另外环保车的提前报废是企业成本增加的最大风

险，造成企业被动研发和重复生产。在项目初期的两年

时间里，企业年亏损额高达数十万元。
2. 2. 3 多元主体参与度不高

按照合同规定，政府和村民按照 9 ∶ 1 的比例支付

第三方企业服务费，需象征性向村民收取每人每月 1 元

垃圾处理费。村民缴费因缺乏明确文件支持而被投诉取

消，最终全部服务费由县财政拨款支付，村民积极性未

得到有效调动。

3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PPP 模式对策建议

为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PPP 模式，引导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行业健康发展，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质量

和效率，建议如下:

3. 1 推动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产业发展，降低末端

处理压力

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鼓励各地配套相关政

策标准，引导扶持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产业。鼓励各地因地制宜选择垃圾分类减量与资源利用

的方式方法，推广可降解垃圾的堆肥、快速制肥等设施

技术，补贴第三方企业收集、运输和销售全过程。转变

以末端治理为主要目标的资金投入方式，优先支持垃圾

分类及资源化利用设施和管理体系建设，保障产业可持

续发展。
3. 2 保障第三方企业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保持市场

活力

建立基于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的依效付费制度，强

调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支付运营服务费用及后续委托运

营的依据。探索建立合理的缴费制度，鼓励先行先试，

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户缴费制度，

不足部分由政府兜底; 综合考虑污染防治形势、经济社

会承受能力、农村居民意愿等因素，合理确定缴费水平

和标准，保障第三方企业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落实税

收减免、绿色金融信贷、设施用地征用优惠、电价优惠

等优惠政策，提高社会资本积极性［5，6］。
3. 3 充分调动村民积极性，培育多元市场主体

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组织和村民委

员会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建立完善村庄保洁、卫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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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和奖惩机制，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鼓励村民实

施垃圾前端分类、减量和就地资源化利用。完善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建立财政补贴与农

户缴费合理分摊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积极性。

4 研究小结

目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供需矛盾突出，成为影

响乡村振兴战略进程的重要问题。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 PPP) 模式被视为破解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困境的有力手

段，国家陆续多部政策文件加以扶持引导。本文以安徽

省全椒县为例，阐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 PPP 模式

取得成效及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其

他地区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提供借鉴。研究指

出，为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PPP 模式，引导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行业健康发展，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质量

和效率，建议如下: ①推动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产业

发展，降低末端处理压力; ②保障第三方企业获得合理

的投资回报，保持市场活力; ③充分调动村民积极性，

培育多元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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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f PPP Mode in Ｒural Domestic Ｒefuse Treatment:
Taking Quanjiao County，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YU Qi JIA Xiaomei WU Nawei
(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Center of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 outstand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rural domestic refuse treatment has
impacted the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ocess in our country. The Public － Private Partnership ( PPP ) mode has been
considered effective to solve the dilemma in Ｒural domestic refuse treatment，and is supported in a series of policies. In this
paper，rural domestic refuse treatment PPP mode in Quanjiao County，Anhui Province was set as an example.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were summarized respectively，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areas to improve rural domestic refuse treatment．
Keywords: Ｒural domestic refuse treatment; PPP mode; policy; return on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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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喜获第五届
“Ｒ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证书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在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第五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中，喜获“Ｒ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 2017－2018) 证书，按各期刊的综合评价得分排序，《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位列全国环境科

学技术与资源科学技术 22 种核心学术期刊和收录全国 73 种环境科学技术与资源科学技术期刊的第 18 名。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7 年学术影响因子
位列全国收录 72 种环境科学类期刊第九名

据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2017 版) 》，我刊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为 1. 309，

位列全国环境科学类期刊第 9 名，复合影响因子为 1. 521，位于全国环境科学类期刊第 13 名。另据知网发布的

《2017 年发行与传播统计报告》: 我刊机构用户总计近 5000 个，遍布于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国会图书

馆、代顿 ITS 公司、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法国国防部、牛津大学、韩国最高法院、韩国最高检察院、日本国会

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伊士曼化学公司、陶氏化学、NSD 生物技术咨询、南澳大利亚大学等国外机构，

我刊已成为国际平台上展示我国环保成就和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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