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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近年来袁湖北省小城镇的生态环境建设和污染物治理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取得了较快发展袁但污染物减

排和无害化处理的成效并不明显袁治污资金的投入也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遥 究其根源袁一方面是由于环境物品作为公

共资源本身的特点加大了小城镇治污的难度袁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目前条块分割治理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置导致环境

监管部门的权责不清晰袁而地方政府的部分官员往往更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袁忽视了环境问题遥 因此袁需要建立科学

的官员考核制度袁完善环境统计数据工作袁引入市场化的环境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袁建立绿色补贴制度袁向公众普及环

保理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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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袁不仅带来了现代化的大

都市和城市圈袁更加速了人口向大城市迁徙的规模

和速度袁继而引发了诸如交通拥堵尧高房价尧医疗服

务供应不足尧 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现代城市病袁这
些现实难题考验着大都市的人口容纳能力尧环境承

载能力和社会服务功能遥 中国许多地方在经济建设

过程中重蹈了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野先污染袁后治

理曰先破坏袁后保护冶的覆辙袁导致雾霾尧沙尘暴尧地
下水污染尧土壤重金属超标等环境破坏和污染事件

在全国各地频频出现袁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福利损失

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发展遥 [1]如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关于提高全国人民袁特别是落后地区和贫困地区人

民的福利水平的执政目标袁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

能力遥 当前袁加快小城镇建设成为中央发展区域经

济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袁通过建设宜居型尧生态型尧
现代化的小型城镇袁 不仅可以就近吸纳农村劳动

力袁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袁还可以因地制宜袁调整

城镇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袁发展地

方经济遥
二尧湖北省小城镇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面临的

困境

近年来袁湖北省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

快发展袁但是用于污水处理与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投

入却较为薄弱遥 据湖北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统计袁
截至 2011 年底袁 湖北省建制镇城镇供水普及率为

82.96%尧城镇燃气普及率为 47.51%尧人均道路面积

为 12.5 平方米尧 排水管道密度为 5.18 公里/平方公

里尧污水集中处理率为 9.69%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为 7.70%遥这些指标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袁但与

广东尧浙江尧江苏等发达省份比起来袁还有较大差距遥
2012 年袁 湖北省城镇公共供水普及率为 81.7%袁城
市污水处理率为 87.3%袁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为 84.8%袁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为 72.5%袁
低于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渊2014要2020冤曳中提出的

90%尧95%尧95%和 100%的发展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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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污染物减排和治理成效不明显袁居民生活

的卫生状况堪忧

从湖北省小城镇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和治理情

况来看渊见表 1冤袁2009要2011 年的化学需氧量和二

氧化硫排放量逐年减少袁但是减排幅度不大袁工业

污染物治理效果也有待提升遥 据调查袁在湖北省的

建制镇中袁 工业废水有专门处理装置的镇只占

33.7%袁居民生活垃圾及时清运的镇只占 49.4%遥 为

了控制污染袁一些小城镇采用一些经济激励的方法

鼓励企业节能减排遥 如马口镇于 2006 年就开始对实

施环保排污措施的企业提供财务优惠或者补助袁同
时又以提高排污费的方式督促排污超标的企业开

展技术改造遥 但这些宝贵经验尚未广泛推广应用遥
表 1 2009要2011 年湖北省小城镇万元工业增加值

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情况渊千克 / 万元冤

指标 2009 2010 2011
化学需氧量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5.43
138.37

0.05
16.04

4.80
140.90

0.04
15.91

2.29
10.08
0.04
4.19

二氧化硫排放量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9.11
50.22
0.37
9.64

7.14
41.96
0.08
8.50

4.97
24.02
0.01
4.83

资料来源院叶湖北省统计年鉴 2011曳尧叶湖北省统计年鉴 2013曳遥
表 2 2009要2011 年湖北省小城镇垃圾集中处理情况

年份 2009 2010 2011
垃圾集中处理的村数量渊个冤
村民委员会数量渊个冤
垃圾集中处理的村比重渊平均值冤
垃圾集中处理的村比重渊最大值冤
垃圾集中处理的村比重渊最小值冤
垃圾集中处理的村比重渊标准差冤

4239
37289
13%
100%

0
0.22

7759
49841
22%
100%

0
0.30

11639
49850
31%
100%

0
0.34

资料来源院湖北省统计局镇卡资料遥
从生活垃圾排放和治理情况来看渊见表 2冤袁2009要

2011 年实现垃圾集中处理的村从 4230 个增加到

11639 个袁增幅达到 175.15%遥 截至 2013 年底袁湖北

省建制镇污水集中处理率为 10.4%袁 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为 25.7%袁 虽然高于全国 8.5%和 6.4%的

平均水平袁但是如表 3 所示袁湖北省仍有大量的村

镇没有实现垃圾集中处理袁有些村镇甚至缺失统计

数据遥 总体来说袁湖北省小城镇居民生活的卫生条

件不容乐观遥

表 3 2009要2011年湖北省小城镇垃圾未集中

处理或数据统计缺失情况渊个冤

年份 2009 2010 2011
统计镇的样本数

垃圾未集中处理的镇

缺失统计的镇

823
304

3

1194
266
152

1203
155
109

资料来源院湖北省统计局镇卡资料遥
渊二冤治污资金的来源趋于多样化袁却无法满足

现实需求

2009要2011 年袁湖北省小城镇实现垃圾处理的

村镇从 13%增加到 31%遥 如表 4 所示袁许多小城镇

纷纷从地方财政中加大治污设备的购置袁用于建立

垃圾处理场尧污水处理厂尧污水管网等遥 但是囿于中

国的财政制度袁 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有限袁
所以用于购置治污设备和改造环境的总体投入不

足袁滞后于小城镇的发展需求遥
表 4 湖北省部分小城镇政府财政投入治污的成效概况

小城镇 政府财政投入治污的成效

仙桃市

长阳县

阳新县

富池镇

马口镇

建成镇级垃圾卫生填埋场 5 座袁镇级污水处理厂 5 座袁
配套污水管网 60 多公里遥
从县财政拿出 3300 多万元袁 完成通村道路硬化 1200
多公里袁开展垃圾无害化处理等工程遥
投入 3400 万元袁用于改造道路袁修建花坛尧路灯尧绿化

带和下水道袁配备洒水车尧环卫车和活动垃圾箱袁修建

垃圾处理场袁使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遥
建成了城区近5 公里的垃圾收集清运尧污水搜集排放两

个排水系统遥
资料来源院2014 年湖北经济学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调研材料遥
除了地方财政投入以外袁湖北省许多小城镇也

在尝试引用市场化的方法袁如申请银行贷款尧与企

业合作等形式袁吸进更多的资金进入小城镇基础设

施配套建设袁以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袁提高项目

运营效率遥 如仙桃市城市投资公司于 2003 年向国

家开发银行筹集贷款 5.2 亿元袁2007 年追贷 2 亿

元袁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尧污水处理厂尧
垃圾处理厂等重点项目的建设遥 仙桃市彭场镇采取

投资建设尧运营获益尧移交政府的办法袁引进武汉芳

笛有限公司袁建设日处理污水 4000 吨污水处理厂袁
解决了城镇排水问题曰使用投资建设尧拥有产权尧租
让经营尧移交政府的途径袁融资 1300 万元袁实施了

城区自来水进镇工程袁解决了 7 万人集镇人口安全

饮水工程遥 这种市场化运作的尝试有利于小城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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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资金来源实现多样化袁值得其他地方政府学习和

借鉴遥 然而我们的调研发现袁湖北小城镇的一些污

水处理厂仍然存在运转费用不足袁 不能满负荷运

转袁时开时停或半运行现象普遍遥 据调查袁湖北仙桃

亲亲食品有限公司自建的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

约 800 吨袁假如用于该公司所在地沔城镇全镇的污

水处理袁在保证正常运营的情况下每吨污水的治理

成本至少为 0.50 元遥而该镇预计一年可征污水处理

费约为 8.3 万元袁平均每日只够处理污水约 460 吨袁
完全不能满足当前日均排污量 2000 吨的治理需

求遥 在污水处理费开征面小尧收费率低尧总量不足的

情况下袁要保证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营运存在很大的

难度遥
渊三冤环卫保洁主要依赖于行政干预袁居民缺乏

自发的环保意识

为了改善小城镇的街道环境卫生袁 如表 5 所

示袁 许多地方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环卫保洁管理制

度袁通过行政干预和引入市场机制的形式袁加强环

境治理的力度遥 但是我们在实地走访调查中发现袁
很多小城镇的街头巷尾均存在各类生活垃圾随意

丢弃的现象袁 大部分普通居民对于垃圾如何分类袁
废旧电池如何处理等日常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没有

明确的认识袁也无法正确回答遥 可见袁由于环保知识

的缺乏袁 许多小城镇居民不具备基本的环保意识袁
这也会影响他们的日常行为袁进而加剧环境问题遥

表 5 湖北省部分小城镇环保治理措施

小城镇 环保治理措施

仙桃市 建设野户保洁尧村清运尧镇集并尧市处理冶的农村垃圾清

运处理模式袁实现垃圾池渊桶冤村组全覆盖袁中转站镇域

全覆盖遥
彭场镇 实行属地管理方式袁督促辖区单位落实野门前三包冶到

位袁对野门前三包尧庭院达标冶实行野日考勤尧周检查尧月
通报尧季排名冶遥

马口镇 组建了马口行政综合执法局渊副科级单位冤袁城市管理

自愿者服务队伍袁开通镇长和书记电子信箱遥
阳新县

富池镇

成立了小城镇建设指挥部尧城管监察中队尧保洁公司等

机构袁全面抓好城镇建设管理尧绿化养护和保洁服务的

市场化运作遥
河口镇 组建了河口规划管理分局袁成立了城管中队袁坚持街道

野早尧中尧晚冶巡查机制袁环卫野全天候冶保洁遥
资料来源院2014 年湖北经济学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调研材料遥

三尧小城镇环境治理困境的成因分析

渊一冤环境物品的公共资源属性和外部性特征

导致环境治理存在诸多困难

生态环境作为公共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使

得小城镇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过程中存在诸多

困难遥 首先袁无论是生态资源的维护和治理袁还是环

境的破坏都会导致外部性影响袁任由市场解决这一

问题就会出现野市场失灵冶遥 湖北省小城镇的很多企

业的单位 GDP 产出都具有高能耗和高水耗的特征袁
资源使用率低袁浪费严重袁其主要原因在于环境资

源的产权界定不清晰袁加上企业违法排污的处罚成

本远远低于治污成本袁这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治污动

力遥 其次袁公共物品在消费和收益方面不存在排他

性袁私人企业一旦无法实现排他性的收益袁就不具

备主动改善生态环境的激励遥 当前湖北省小城镇的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主要由政府推动袁企业大多因受

制于政策约束袁往往只是被动地参与环保和污染治

理袁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也不高遥 产生这一困

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中

所蕴含的生态补偿理念和实施措施既不明确也不

完善遥
渊二冤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加大了环境治理的

监管难度

条块分割治理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置导致环境

监管部门的权责不清晰遥 [2]在中国袁许多小城镇并未

设立专门的环保部门袁这一职能往往由城管尧环卫

等部门分担遥 由于环保体制设置的不健全袁以及权

责的不清晰袁为小城镇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埋下了

隐患遥 如马口镇通过整合城管尧环卫尧巡逻队的力量

组建的城建综合执法局不具备行政综合执法权遥 即

使一些地方设立了专门的环保部门袁但在运作过程

中袁这些地方环保部门不仅要接受上一级环保部门

的监督袁还要面临辖区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指挥遥 在

GDP 至上的考核制度下袁地方环保部门往往成为弱

势部门遥 正是因为各部门之间尧中央与地方之间袁存
在环境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袁存在利益的多元化和

多样化袁犹如野九龙治水冶遥 在这场野权力冶博弈的过

程中袁部门之间和中央与地方之间往往会出现争利

益尧避风险尧怕担责等现象袁必然会影响生态环境建

设的成效遥 [3]此外袁由于紧急突发事件引发的重拳联

合出击尧突击治理环境问题的举措袁也只是治标不

治本遥

邹晓涓，高洁：湖北省小城镇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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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缺乏环境保护意识

我们的调查发现袁许多地方政府官员缺乏环境

保护意识袁一些小城镇在规划和建设初期就缺乏对

生活垃圾和生产垃圾的污染治理的重视和考虑遥 具

体表现在两个方面袁一是缺乏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

收集和无害化处理的制度设计曰二是缺乏对企业生

产垃圾进行再回收尧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袁以及环

评监督的制度设计遥 在湖北小城镇建设的初期袁城
镇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袁而对居

民生活环境的治理尧生活垃圾的处理等环境问题的

考虑较为缺乏袁 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设施匮乏袁乡
镇尤其是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野污水靠蒸发尧垃圾

靠风刮冶现象袁房前屋后尧路边尧河边尧田边等垃圾堆

随处可见袁并且几乎无人过问遥 大部分城镇的垃圾

收集和营运规模跟不上小城镇的发展速度袁有些垃

圾只是进行简单的堆集却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袁
野小风一起路上跑袁大风一刮空中飘冶遥 这些垃圾不

仅影响镇容尧村容袁更重要的是袁这些垃圾中不可降

解的部分会对环境造成极大威胁遥
渊四冤产业转移带来的工业排放物加剧了环境

污染

小城镇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袁往往伴随着产业

转移和产业升级袁这些工业的引入在给小城镇带来

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同时袁也带了大量的工业污

染排放物袁导致当地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遥 一

方面袁大尧中城市为了治理污染袁将污染严重的企

业尧车间或工序转移到小城镇曰另一方面袁分散在农

村的乡镇企业把企业搬迁到小城镇的同时袁也将污

染集中到小城镇遥 这些企业数量多尧规模小尧涉及行

业广尧技术水平低尧管理较为落后袁加之治污投入

少袁生产中排放的污水尧废渣大多未经处理袁严重污

染了小城镇的生活环境和农业生态环境遥
四尧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袁广大人民

群众对干净的水尧清新的空气尧安全的食品尧优美的

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遥 据统计袁过去 5 年中

国大规模群体性骚乱大多与环境维权有关遥 因环境

污染导致的伤害与恐惧袁已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首

要因素遥 [4]因此袁衡量小城镇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指

标不应该是当地 GDP 的增长速度袁也不应该是招商

引资的规模袁而应该是当地的建设能否有助于提升

居民的幸福感袁 能否提升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袁未
来湖北省要建设生态尧文明尧宜居型的小城镇袁需要

从以下几个层面加大完善力度遥
第一袁建立科学的尧绿色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

评价体系袁推行小城镇领导干部环境问责制度遥 按

照野绿色 GDP冶的要求袁建立小城镇生态环境健康发

展的目标体系袁细化和量化目标指标体系和考核办

法袁将小城镇的自然资源消耗尧污染物减排和无害

化处理尧排污管网铺设尧街道绿化以及垃圾分类回

收等指标纳入小城镇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考核范

围遥 [5]当前袁中国的环保部门普遍不具有强制性行政

管理权袁其他部门时常会侵蚀环保部门的权力遥 因

此袁规范乡镇城镇环保部门的管理权袁就是要让环

保部门具备实际的执法权遥
第二袁 规范和完善小城镇的环境数据统计工

作遥 目前袁中国尚未全面推行小城镇的相关数据统

计工作袁所以在湖北省小城镇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

问题研究中袁获取详实的数据资料难度较大遥 因此袁
建议湖北省尽快普及和推进小城镇环境数据统计

工作袁实现信息化管理袁这不仅可以有效丰富小城

镇环境研究的方法和技术手段袁也能为地方政府制

定经济政策提供详实的参考数据遥
第三袁引入市场化机制袁逐步建立能够反映资

源稀缺程度尧污染治理成本尧环境损害成本等环境

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遥 按照野使用者付费尧污染和破

坏者付费尧治污和保护者受益冶的原则袁通过在小城

镇试行阶梯式水价尧差别电价和绿色信贷政策等方

式袁逐步建立小城镇污水处理和垃圾收费制度遥 全

面开放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基础设施建

设和经营市场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小城镇污

水处理尧垃圾处理等投融资和运营管理模式袁采用

BLT 渊建设要租赁要转让冤尧BTO 渊建设要转让要经

营冤尧BT渊建设要转让冤等多种形式袁引导民间资本参

与环保建设袁缓解治污经费紧张的现状遥 [6]

第四袁建立绿色补贴制度袁加大小城镇的环保

投入遥 环境物品作为公共资源会导致市场失灵袁因此

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遥 绿色补贴就是政府

为了激励企业和居民从事环境保护或污染减量活

动的财政支付遥 对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尧清洁生产尧自
建污水处理厂尧资源循环利用等行为进行补贴袁可以

分摊企业的部分治污减排成本遥 对居民自觉进行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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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分类和定点定时投放袁使用节能电器等行为给予

经济奖励袁可以帮助居民建立污染防治的内在激励遥
第五袁加强环保宣传教育袁提升居民的环保意

识遥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袁也是最能

惠及大众的福祉遥 小城镇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仅

仅是地方领导和环保部门的责任袁更需要得到社会

上所有人的认同和参与遥 [7]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人的

价值观念尧环境伦理尧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选择问题遥
倡导小城镇生态环境建设袁不仅仅是号召家家户户

做清洁尧评优秀袁更需要向地方官员尧居民和企业等

社会成员介绍环境经济学知识袁让他们真正了解生

态环境与地方发展之间的关系袁这就需要广泛深入

地开展环保宣传工作袁提升小城镇居民的环保意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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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Small Town's Pollution Control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Hubei Province

ZOU Xiao-juan1袁2袁GAO Jie2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袁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袁 Wuhan Hubei 430074袁China; 2.New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袁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袁Wuhan Hubei 430205袁China)
Abstract: The small town'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waste disposal in Hubei Province has made progress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However, the effect of waste disposal and harmless treatment is not obvious and
the funding cannot satisfy social need. On the one hand, environment goods belong to public source, which enhance the diffi鄄
culty of small town's pollution control. On the other hand, the public management system makes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or's
responsibilities are not clear. And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te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peed of economic growth in鄄
stead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scientific official assessment system,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statisti鄄
cal work, buil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pricing mechanism based on marketization, establish green subsidy system, populariz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 to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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