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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IHUA DE JINGYAN YU DUICE

助力乡村振兴，
南宁提升城乡环卫一体化的
经验与对策
文/刘娴（硕士，南宁市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生态宜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南宁市在全市15个县区
（开发区）、102个乡镇、7条街道、10个农场、1448个村、12442个屯逐步建立
起多种模式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和农村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实现了全市
90%以上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的目标，农村人居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
要真正实现城乡环卫一体化，南宁市仍需从统筹化设计、市场化运作、数字化管
理、全员化参与等方面加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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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成效
（一）推进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Ob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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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南宁市县区（开发区）在乡镇成立
环卫站（所），城管职能向乡镇延伸。根据各乡

理难等问题，不断加强乡村清洁设施项目及各类

村的实际情况、保洁范围和工作量，明确相应的

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市建成6座县级生活垃

保洁和清运人员，并加强对流动人员集中居住点

圾填埋场（含武鸣区），各县区（开发区）的乡

和镇村结合部卫生保洁人员的配备。目前，全市

镇或农场建有垃圾转运设施或处理中心。2015

96.73%的自然村屯配备了保洁员，村屯保洁员

年，南宁市开展“美丽南宁·生态乡村”活动，

达1.2万人。同时，南宁市组建乡镇（街道）环

启动市级乡镇片区（或边远乡镇）生活垃圾无

境卫生保洁巡查整治队，明确巡查整治责任区域

害化处理设施建设。2016年5月，南宁市开展实

并纳入网格化管理，重点对环卫工人、保洁员和

施农村垃圾专项治理两年攻坚项目建设，共建

农户责任范围以外的区域和道路沿线、镇圩市场

设204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34个片区（镇

进行日常巡视检查。对环境卫生问题及时组织、

级）垃圾处理中心和89个村级垃圾处理中心或

协调相关部门进行清理，推进乡村清洁保洁工作

村级垃圾处理设施、25个乡镇片区（或边远乡

实现常态化管理。

镇）垃圾处理设施等乡村清洁设施，全市农村生

（四）多渠道筹措资金，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保障机制逐步建立

OBSERVE

马山县乔利乡兑道屯

目前，南宁市建立“财政专项资金引导、

（二）建立多形式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
系，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部门资金整合帮扶、社会资金支持、农民积极参

近年来，南宁市坚持因地制宜、点线结合、

与”的投入机制，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资金、巡

就近处理的原则，加强推进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

查整治队工作经费和环卫基础设施项目经费等

治理，逐步建立起“村收镇运县处理”“村收镇

纳入县区级财政年度预算。编制乡村建设专项资

运片区处理”“村收镇运镇处理”“村收村运村

金预算，用财政补助和“以奖代补”的方式，提

处理”等多种模式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其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断加大对农村生活垃圾

中“村收镇运县处理”模式主要以县垃圾填埋场

处理设施建设的投入。2013—2017年，南宁市

为中心，辐射周边20～30公里以内的乡镇镇区

本级财政投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资金达15714万

及部分村屯。“村收镇运片区处理”模式及“村

元，县区（开发区）本级财政每年划拨各乡镇的

收镇运镇处理”模式适合边远乡镇。“村收镇运

清洁乡村专项工作经费6000万元。同时，通过

片区处理”模式则是以乡镇片区垃圾处理中心为

制定村规民约，成立清洁基金，村屯按照每人每

中心，处理周边乡镇镇区及部分村屯产生的生活

月1～3元不等的标准收取保洁费，鼓励社会各

垃圾；距离市中心较近的城区乡镇清运到市中心

界人士捐赠，促使村屯环境卫生保洁经费筹措多

垃圾处理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处理。

元化，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长效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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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乡村环卫队伍建设，农村清
洁保洁长效机制初步形成

近年来，南宁市针对农村垃圾覆盖广、处

活垃圾治理能力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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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县马岭镇振兴村龙山屯优美的绿化环境（梁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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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经验

种方式，切实为农民群众谋福利，打造环境

（一）高度重视，统筹谋划

秀美的新农村。

南宁市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践

OBSERVE

上林县鼓鸣寨（黄杰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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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树立典型，示范带动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

在全市开展“十佳乡镇”“百佳村

理念，持续加强农村垃圾治理，全面推

屯”“乡村最美人物”等系列评选活动，

进“厕所革命”，扎实开展农村污水治

先后推出隆安县“万名干部回乡行”、

理，全力提升村容村貌。依托“美丽南

马山县“5朵金花”、横县校椅镇石井村

宁·清洁乡村”活动，组织相关单位人员

“石井模式”等系列专题报道，宣传和表

成立“美丽南宁·清洁乡村”活动领导小

彰在“美丽南宁”活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

组办公室，各县区（开发区）相应成立

乡镇、美丽村屯、乡村最美基层干部、乡

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落实专人负责和

村最美工作队员等先进典型。鼓励企业

办公经费。认真编制规划，制定《“美

家、致富能人和社会贤达等资助，支持乡

丽南宁”乡村建设重大活动规划纲要

村建设。通过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和感召

（2013—2020）》《南宁市美丽乡村建

力，有效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效应，

设规划（2016—2020年）》和《南宁市

努力营造农村良好的人居环境。

“十三五”新型城镇化规划》，对全市乡

（四）严格考评，问责问效

村建设工作做出总体部署，不断改善农村

南宁市建立“美丽南宁”乡村建设

人居环境。

马山县小都百赛段农房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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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督查整改和三级预警机制，推进督查

（二）多措并举，有效推进

工作常态化、制度化，确保乡村建设的各

近年来，南宁市积极推进“美丽南

项工作取得实效。委托第三方负责乡村建

宁·清洁乡村”活动，持续开展乡村环境卫

设活动实地测评，定期不定期开展明察暗

生整治。先后出台《南宁市“美丽南宁”乡

访和舆论监督，加强对工作成效和项目建

村建设活动工作目标专项考评办法》《南宁

设情况的督查考核。强化督查考评结果的

市“美丽南宁”乡村建设重大活动责任网格

运用，奖优罚劣，将督查考评结果作为统

化管理办法》《南宁市“美丽南宁”乡村建

筹安排“以奖代补”专项补助资金、干部

设重大活动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政策

选拔任用和评优评先及工作问责的重要依

文件，强化各项工作规范运用，细化各单位

据。对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及个人予

主体责任，确保乡村环境卫生整治深入实

以表彰，对工作落实不力、项目推进缓

施。通过采取项目倾斜、“一事一议”财政

慢、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及个人予以曝

奖补政策、制定“清洁乡村”村规民约等多

光和通报。

2019.02 -

59

DISCUSSION

论道

观察

Observe

编辑＿雷 芝

设计_刘文杰

强环卫市场化培育。健全城乡环卫一体化法规体系，完善政府购买环卫服务
相关政策，为城乡环卫行业市场化改革提供支撑。逐步放开垃圾处理设施建
设和运营市场，积极吸引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向城乡环卫市场集聚。成
立南宁市环卫行业协会，加强环卫行业的指导，统筹城乡环卫一体化发展。
引导各城区（开发区）推进环卫作业市场化，借鉴西乡塘区和邕宁区乡镇片
区生活垃圾无害化项目采用的BOT（建设—经营—移交）模式，探索采取多
种方式，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二是增强环卫市场化保
南宁市隆安县那桐镇定江村雷布屯

障。鉴于城乡环卫工作具有公益性，应继续加强城乡环卫市场化运行补贴。
制定环卫市场化管理目标，加强环卫行业人员培训，不断提高环卫行业队伍
水平。规范环卫车辆驾驶作业行为，开展职业资格认证工作，促进从业人员
安全、文明、规范作业。三是加强环卫作业市场化监管。2016年，南宁市

三、对策建议
（一）统筹化设计，实现城乡环卫规划一体化
科学的建设规划是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取得长远效果的重要保障。2017年，南宁市实施的
《南宁市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单独设置章节，强化村庄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进一步完善
城乡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和管理。《南宁市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明确提出“城乡
容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据此，应不断加强南宁市环境卫生规
划建设，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发展。一是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镇村建设规划。将城乡环境卫生专业规
划纳入南宁市总体规划、南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年度实施计划中，真正实现南宁城乡规
划管理一体化。二是在规划中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鉴于南宁市马山、隆安、上林等贫困县区的情
况，根据各地实际，分类实施、梯次推进，努力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城乡环卫一体化格
局。三是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科学合理地配置环卫基础设施，尤其是科学规划建设农村生
活垃圾处理场，确保规划内容中建设点的设置与现实条件相适应，有效提高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可持
续性。四是结合农村生产生活实际，强调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农村建设规划时应综合考虑排
水、排污、家畜饲养等实际问题，促使村庄建设既整洁美观，又方便实用。同时，加强村镇不合格建
筑及设施的整改，消除规划滞后带来的影响。

（二）市场化运作，推进城乡管理模式一体化
城乡环卫一体化的市场化运作是加快城乡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推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转变环卫工作的理念和模式，推进环卫市场化改革。政府应逐步采用
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来替代现有的财政直接拨款方式，从“花钱养人”转变为“用钱办事”。一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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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南宁市环卫作业市场化运作监督管理办法》，从招投标管理、作业质
量监管、劳动保障监管、责任监管等方面加强监督，为南宁市环境卫生作业
市场化监管提供保障。继续完善政策法规制度，实施多元化监管，实现管干
分开、事企分离，构建运行管理机制，完善监督考核管理。依托网格化、标
准化和信息化手段，通过定期检查和抽查等方式，采取检查考核情况与市级
财政下拨招标经费相挂钩政策，落实政府部门对市场化企业的监管。

（三）数字化管理，推进城乡信息平台一体化
现代化信息技术是提高城乡环卫工作效率和质量的重要支撑。目前，南

宾阳县中华镇育才村委兴隆村（梁元/摄）

宁市正努力构建智慧环卫信息管理系统，“智慧环卫”信息管理系统将纳入
“智慧城管”管理平台，实行城乡环卫工作集中监控管理。通过城乡环卫数
字化管理，可对南宁市的城乡保洁情况、作业轨迹、保洁质量、垃圾清运处
理情况等开展实时监督，将大大缩短环卫工作管理的工作时间，减少环卫部
门人力、物力的空耗。依托南宁城市管理信息化平台，建立环卫数字化指挥
系统及环卫行业专业基础数据库，对城乡清扫保洁、垃圾收运和处置等方面
开展系统分析。同时借鉴山东省昌邑市的经验，利用GPS卫星定位，加强对
环卫人员和保洁车辆的实时跟踪及监控，开展对车辆油耗和工作效率的系统
分析及综合评价。加强作业车辆的作业范围和运行路线的有效控制，提高工
作效率，降低作业成本。增强对环卫企业及作业职工在岗情况以及作业量监
督管理，为绩效考核提供强有力的参考。

柳州市立冲沟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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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江南 “隐世”哲学
——杭州所见·西溪度假酒店

绘园筑梦 共襄盛举
——第十二届中国（南宁）国际园林博览会综述

纪念碑，为了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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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县那桐镇定江村定典屯（梁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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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员化参与，实现居民环保意识一体化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重点在群众，难点在群众，获益也在群众。因此，群众的积极参与是农
村环境卫生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城乡环卫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是提高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
重要性认识。加强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是南宁市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
各级党委政府应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建立健全相应的组织机构，形成各级领导高度重
视，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相互协调、共同推进的良好局面。二是加强城乡环卫一体化舆论引导。通
过开设讲座、发放宣传单、利用媒体宣传等多种方式，举办竞猜抢答、相声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向广大城乡居民宣传环境卫生管理的重要性及相关政策规定，不断普及垃圾分类有关知识，
切实转变城乡居民的思想观念，引导村民树立文明卫生意识，促进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生产习惯，
激发全民参与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消极的“旁观者”转变成主动的“参与
者”，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环境卫生工作的良好氛围。三是积极开展文明创建活动。以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为契机，结合“美丽南宁”乡村建设活动等重点工作，推进南宁市城乡环
境卫生整洁行动实施，推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连片整治，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有效处理率和无害化
处理水平，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本文系南宁市社会科学院课题项目“南宁市城乡环卫一体
化建设对策研究”（2018YJ—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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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下的空间，也可以华丽地变身

S

观

N

I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