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文明实习调研报告

一、调研背景

1.1着眼人民生活水平

“厕所革命”是一项全社会广泛关注、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的基础工程、民生工程、文明

工程。

垃圾分类和厕所革命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公共卫生安全和健康生活环境质量，也关系到国

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由此迫切需要引入新的治理理念， 制定新的治理模式，以有效解决农村垃圾处理中存在

的问题。

个体利益得到大幅满足的同时，村庄公共利益却不断减损。随意弃置的生活垃圾对空气、

土壤和水体具 有扩散性污染，其危害不容小觑。

1.2深化文明窗口

(一) 厕所是一个国家和地方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

(二) 农村生态环境事关国家的文明形象

(三) 生态环境治理是国民文明素质的体现

(四) 厕所和乡村环境是文明的窗口，是一个国家和地方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既事关国家

的文明形象，又体现国民文明素质。

(五) 厕所革命或厕所文明化是在个人尊严感被激发、个人隐私被尊重、私人生活被赋予意

义的时代才会特别被重视的。

(六) 尊重个人隐私和保护私人生活的尊严感，是生活革命中一个从物质生活基本需求过渡

到精神生活需求的重要内容。

(七) 西方世界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问题经常给予高度关注，其中厕所问题则是较为频

繁提及的话题，除了学术方面的研究之外，更常见的却是伴随着各种歧视和偏见的随感性

文字。

(八)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



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1.3探索学术研究价值

(一) 兼具学理性和现实意义厕所革命是一个涵盖多维、意义深远、颇具现代性的人类学和

民俗学研究主题。

(二) 虽然农村生活垃圾及其治理研究已有一定成果积累，但是缺少相关研究的系统总结。

(三) 厕所、垃圾分类及其相关的话题联系着我们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公共卫生的

议题、文明化的议题、生活文化的议题和健康的议题等。

(四) 厕所革命是一个让人感觉棘手、难以应对，看似微不足道甚至是令人羞于启齿或不可

言说的议题， 但它又是一个立足中国当下社会，特别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当下传染性疾病

肆虐的背景下）、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

(五) 乡村垃圾分类处理与传统的处理方式相比，它具有科学、高效的特点，而且也是解决

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工具，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工程，是促进人类美好家园生活的途径。

(六) 目前，我国关于乡村传统的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是焚烧后进行填埋，这样的处理模式不

仅仅会占用一定土地资源，而且还会造成第二次环境污染。乡村垃圾分类处理模式存在着效率

低等相应的问题。

1.4立足战略要求

(一) 2005年以前，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研究少人问津。然而，与理论研究的冷清局面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现实严重性。

(二) 如今，厕所革命和垃圾分类的价值与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旅游范畴，成为“乡

村振兴战略”“健康中国战略”“全域旅游战略”“生态文明战略”“城乡一体化统

筹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工作内容。

(三) 农村环境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农村垃圾污染日益严重，人均产生的垃

圾量增大，处理难度加大，其年垃圾产量一般可达3亿吨。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已接近“上限”，

(四) 厕所革命和垃圾分类的价值与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旅游范畴，成为“乡村振

兴战略”“健康中国战略”“全域旅游战略”“生态文明战略”“城乡一体化统筹战

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工作内容。



(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不但景

区、城市要抓，农村也要抓，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

努力补 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1.5围绕民生需求

(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

(二) 中央文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也提到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

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 一方面，现代化生活方式逐渐渗透农村地区

(四) 一方面，农村生活垃圾陷入无人管理的境地

(五) 让每位国民都能享有清洁、舒适和卫生的如厕环境，并借此提升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

其意义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要来个“厕

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

(七) 在人们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和安全的食物已成为人

们生存的必需之物，人们的生存需求不仅仅限于保持温饱，而是需要健康环保的生活。

二、调研目的

1. 为进一步满足民生需求

2. 为了解新农村厕所革命现状和垃圾分类对秦岭生态的影响

3. 为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与建议

4. 为促进乡村生态文明的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快速实施



三、调研方法

3.1调研范围及对象

本次调研的对象为旬阳坝街生活垃圾产生单位和个人、收费管理 单位、市容环卫管理部门，

主要包括城镇居民、机关事业单位 等公共机构、工业企业宿舍、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业、

农贸 市场、娱乐和其他服务业等生活垃圾产生单位。

3.2调研内容

①收费实施和管理单位；

②收费对象类型；

③收费政策；

④实际收费和计费方式；

⑤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成本、历年环卫投入以及各级政府补贴比例；

⑥常住人口数量和户数；

⑦生活垃圾产量；

⑧生活垃圾分类占比；

⑨收费管理部门和缴费对象对缴费方式的意向和建议；

⑩存在的问题等。

3.3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主要采取三种调研方法：文件资料法、现场调研法、数理统计法。

在充分考虑旬阳坝街本地垃圾分类政策，厕所革命政策和国家政策新要求的基础上，通过

与收费管理人员访谈了解收费管理和环卫作业现状；通过分区域、分类型的抽样摸查，了解村

民的实际生活垃圾产量、垃圾分类意识，垃圾分类占比、缴费意见和建议等，运用分类统计、

频率分布和相关分析手段进行数据分析，最终了解该地厕所革命进程和垃圾分类现状和村民生

态文明意识。



3.3.1文件资料法

根据国家、省、市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旬阳坝街实际情况，收集项目所需的相关基础资

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资料

（1）文件资料

①安康市垃圾分类厕所革命相关文件；

②宁陕环卫专项规划；

③垃圾分类厕所革命项目资料；

④宁陕统计年鉴等相关资料；

⑤南海区环卫清扫保洁和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情况；

⑥安康垃圾收费政策和现状情况。

（2）数据资料

①该街常住人口、居民户数垃圾分类工作成本、收缴情况；

②厕所改革收费、补贴、费用、缴费对象类型等统计数据；

③村民厕所改革完成数据等信息；

④该街租户该、农村居民、公共机构（机关事业单位、医疗机构）、餐饮、娱乐和

其他服务业、酒店 住宿、农贸市场、和其他商户的分类数量。

（3）问卷资料

《关于农村垃圾治理和厕所改造的调查问卷》

在获得文件资料和数据资料后（问卷资料在现场调研中获取数据），分析总结个性

问题和共性问题，为现场调研和报告编制提供理论基础。

3.3.2现场调研法

为获得全面可信的数据样本，本次调研在文件资料分析后，根据分析结果同时采用现场访

谈法，以一定的比例访谈辖 区内居民住户、垃圾收费工作人员、环卫管理人员、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公共机构、商户关于垃圾分类厕所革命现状的看法和建议，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汇

总。通过访谈了解情况后，确定各镇（街）垃圾收费对象类型的数据采集数量比例，进行垃圾

量和用水量等垃圾收费相关数据的收集。

问卷主要以室外调研与入户调研为主，在社区（小区）主要出入口设立问卷回收点，以期

征求大多数居民对垃圾分类和厕所革命的看法。

3.3.3理统计法

通过抽样调查记录地址、用户类型、垃圾量、垃圾收费方式和单价，厕所改革费用，年收

入，厕所改革居民满意度、居民意愿等信息，进行数据分类统计和分析，研究数据间的规律和

相关性。

四、调研活动小组简介

1组:张露露 李雪飘 孙林杰 刘超梅

2组:黄佳俊 潘悦 张静雯 孙艳冬

3组:宋文丽 孙昊扬 王嘉滢 陈潘

4组:林可嘉 施超 邢培学 刘欢

五、调研对象及组内分工

调研对象：浔阳坝镇居民

1,2组:秦岭山区居民环境行为调查

3,4组:秦岭山区居 民对厕所改造的看法

六、调研内容

调研内容主体分为两大部分，包括农村垃圾治理和厕所改造。其中农村垃圾治理方面一方

面涵盖了村民的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收入，以及是否



做过村干部等政治面貌，另一方面涵盖了村民对垃圾处理的认识程度和个人对于垃圾处理的看

法。在调研过程中，调研村民对于垃圾处理的认识和看法的内容包括以下这些方面：

（1）我们对村民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展开调研，选项包括倾倒到垃圾集中点，倒入

河道沟渠，露天焚烧处理等。

（2）通过访谈调研了村民认为哪种垃圾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包括废旧电池，医疗垃圾，

餐余垃圾，废日光灯管，温度计，塑料用品等。

（3）对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了解程度展开调研。

（4）包括村民是否知道垃圾分类政策，以及如果政府制定了对垃圾进行分类的法律法规

政策，村民是否会完全遵守。

（5）调研村民认为垃圾分类的好处，其中包括节约资源，减少占地和环境污染，便于回

收利用，变废为宝，利于改善环境，利于垃圾无害处理。

（6）调研村民认为垃圾治理会给自身带来什么好处，包括令其身体健康，心情愉悦，保

护水资源土壤空气，居住环境得到改善。

（7）村民认为政府（村委会）对村庄垃圾处理如何。

（8）为了使村庄环境更美，村民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一定的费用。

七、调研方式

7.1实地调查

团队成员深入到农村入户走访，调查农户垃圾处理方式、对垃圾分类和其收费制度的了

解，对不了解的农户进行普及。对有厕所改造的农户调查其厕所使用情况、对改造方式满意度

和其觉得有待提升的地方，对还未进行卫生厕所改造的农户，进行卫生厕所知识科普宣传及厕

所改造的重要性。

7.2调查问卷

由研究生学长精心设计的关于垃圾处理和厕所改造的调查问卷，共计34个问题，内容涉

及村中垃圾处理方式、对垃圾分类政策的了解程度、愿意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投入的费用、对

厕所改造的政策了解程度、厕所改造后的厕所类型、修建后的新厕所的满意程度。在村民的大



力配合下，完成了32份调查问卷。

7.3推广宣传

为了广大农户能够深入了解垃圾分类和厕所改造的重要意义、必要性和紧迫性。组员耐心

为村民讲解有关垃圾分类和厕所改造的知识和相关政策。

八、调研方式与结论

本次调查我们总共发放问卷三十份，在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的旬阳坝村中进行调研，

其中调研男性十七人，女性十三人，课题问卷统计方式采取数据与总调查人数百分比方式，以

及分类统计方式。

9.1垃圾治理

9.2调查结果

（1）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大部分都是倾倒至垃圾集中点，占93.33%，详细了解后得知集中

的垃圾以填埋方式处理。

（2）关于垃圾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基本所有村民知道随便乱扔垃圾对环境有危害，也能

分辨大多数有害垃圾，但有40.00%的居民不知道温度计会对环境造成危害。

（3）关于垃圾分类政策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约有17%的年龄段在26-50岁的受采访者不

知道垃圾分类政策，共计33.33%受采访者不知道垃圾分类政策，26.67%的村民不了解垃圾处理

收费制度。

（4）关于支付相关垃圾处理方面，绝大部分村民表示愿意接受支付垃圾处理方面的费用，

村民愿意支付的垃圾处理费用从10-20、100-200、500-600 、1100-1500不等，但也有10%的村

民表示不愿意支付。

9.3结果分析

1. 以上各个现象说明之前村民们对垃圾治理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村民并没有垃圾处理收费



的具体概念，并且不了解收费标准。

2. 据了解后得知，垃圾处理费用一直都是政府管理支付，村民并不了解具体细则。

3. 而村民的性别与调查结果并未呈现线性相关，但由于调查问卷数量有限，不能得出准确

结论，还需进一步深入调查。

4. 而初步调查显示是否当过村干部与参与调查数量有限，不能得出准确结论，需进一步调

查。

5. 最后有76.67%的村民认为政府垃圾处理工作处理得很好，并对其表示了支持。

9.4厕所改造

9.5调查结果

1. 有86.67%村民家中已修建新的卫生厕所

2. 从两三年前开始政府开始此项工作，先由村民修建，修成后政府补贴

3. 60.00%的厕所为抽水马桶，23.33%的为冲水厕所

4. 政府单位（如林业局）的厕所由单位修建，工作人员并不了解政府补贴力度。

5. 厕所改造，政府补贴力度在50%即愿意改造厕所的占16.67%，力度在70%即愿意改造厕

所的占20%，力度在80%即愿意改造厕所的占16.67%，力度在90%及以上的占26.66%

6. 53.33%的村民认为政府补贴力度和客观因素（除政府政策要求外）对村民是否改造厕

所影响不大，即风俗习惯，村中舆论，家人支持，亲朋改厕与村民厕所改造无关

7. 有村民表示，还要厕所问题应该分成两个部分看，在城市为了居民健康和城市生活环

境考虑，应当全方位覆盖厕所改造，但在农村应是部分改造，理由是：早厕有利于生

产农家肥老年人可能用不惯马桶化粪池建立投资大，处理困难

9.6结果分析

现在关于新卫生厕所的建造已经初步取得成效，但是关于新的卫生厕所不同年龄段的人有

不同的看法：年轻人难接受半厕卫生条件、疾病传播等因素，认为应当改进厕所；但是老年人

却截然不同，认为旱厕可以更好地收集农家肥料，更加方便。

并且据相关数据显示，将近一半的村民认为政府对新厕所建造的补贴符合实际，但仍有不

少人表示，希望政府补贴的力度更大一些。



九、调研报告总结

这次活动我们小组主要调研的对象为旬阳坝街生活垃圾产生单位和个人、收费管理单位、

市容环卫管理部等生活垃圾产生和管理单位。

我们的调研内容关于垃圾分类与厕所文化，垃圾处理和厕所质量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公共

卫生安全和健康生活环境质量，也关系到国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换一种方式来讲，厕所

和垃圾处理是一个国家和地方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

小厕所，大卫生。厕所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卫生设施，对公众健康至关重要，在

某种程度上，更是反映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在我国成立初期，人无厕，畜无圈的现

象极为普遍，因而导致伤寒，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多发。但通过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持续推

进卫生厕所的建设，逐渐改变了我国农村无厕所或厕所脏乱不堪的现象，有效地防止了粪便污

染水源和土源，减少了霍乱，痢疾等感染性疾病的发生。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厕所革命和农村改厕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示，指出厕所问题

不是小问题，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因而我们小组认为，推进厕所革命，可以从小细节

做起：加强厕所环境保洁，确保厕所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有序，无明显异味，每天按时打扫并

进行相关的卫生消毒。完善厕所设施设备，加强厕所设施设备的配置和管理，在公共厕所外可

以设置醒目规范的导向牌，指示标等相关标识，提供人性化服务。

针对个人卫生，家庭厕所，需保证厕所室内干净整洁，尤其是要保证便器的卫生保证厕所

室内干净无粪迹、尿迹、痰迹和蝇蛆等其他污物，避免尿迹及粪迹产生臭气并滋生蝇蛆。厕所

室内空气流通，无异味。设施和工具摆放有序，干净整洁。以来创建家具好环境。

随着近年来农村厕所等工程的推动，使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

人养成了爱护环境卫生的好习惯。厕所革命有着从城市扩张到乡村的深度与广度。在乡村，既

有着意想不到的顽固习俗，又有生机盎然的乡村进步气息，既有经年累月的公共管理滞后的老

账，又有不断脱贫、走向小康生活秩序的新面貌。

厕所革命和垃圾分类的推广不仅依赖于政府文件的倡导，相关机关的管理，也离不开村民

相关意识的提高和相关行为的积极性。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制约厕所革命和垃圾分类的最大客观

原因是地方财政的专款投入和村民补贴上的有限。生态和人居环境的改善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工

作，面对工作指标财政的分配可能有所考虑。不过总体而言，我们能够从村民的亲身经历中发

现生态和人居环境保护工作稳中求进，效果显著。



“厕所革命”的开展，对我国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及推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有着重

要意义：首先农村厕改推动了农民传统卫生习惯的改变，有助于带动普通农民更新卫生观念。

随着改厕健康教育和卫生常识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民逐渐接受了饭前便后洗手、不喝生水、

不吃生食等卫生习惯。其次，农村厕改等工程让他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家里有

卫生厕所，村子有了专人保洁，还有车辆清运、垃圾也有地方填埋。“越来越多人养成了爱护

环境卫生的好习惯”。最后，厕所革命有着从城市扩张到乡村的深度与广度。在农村地区有效

的精心厕所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居民的健康。

“厕所革命”不仅仅带来文明习惯上的改变，也带来健康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

厕所之“点”带乡村振兴之“面”，背后是广袤农村文明进程的整体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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