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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权责配置与农村垃圾治理的实践
———以桂北 M 镇“清洁乡村”治理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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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农村的生活垃圾污染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失控之势而治理成效却不尽如人意。作为农村

垃圾治理重要主体的农村基层环境保护管理组织，在中国行政体制权责配置中面临着“权轻责重”的困境:

基层政府环境治理的自主决策空间与资源支配能力被大大压缩，同时还需要承担较多的来自上级的治理

任务，强化了单一中心的、压力型的以及程式化的治理模式，使得技术导向、程序严密的“项目制”环境治理

模式在实践中丧失自主性、灵活性与科学性，演变为压力型的“运动式”治理，制约了农村垃圾治理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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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相关研究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失控之势
［1］。曾经作为美丽、清

新与诗意象征的农村被卷入了环境污染的困局之中，农村垃圾的构成不再“单纯”到能够自行消纳与

降解，“垃圾围村”“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等成为人们对农村环境状况的常见评价。“垃圾围村”
可以说是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环境治理不足的现实后果，而“垃圾靠风刮”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

农村垃圾治理终端技术缺失的现实状况。面对近乎失控的农村环境形势，最近几年来，国家环境保护

部和其他承担农村环境保护相关职能的政府部门相继推出一系列针对垃圾治理的“环保下乡”项目，

这些项目具有鲜明的“项目制”特征，即通过项目的形式调动各方积极性，且其程序性设计具有一定

程度的专业化、技术化。“环保下乡”项目对长期处于环境保护空白状态的中国农村的环境治理具有

重大意义，然而这些项目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成效却不尽如人意，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清洁乡村”治

理项目为例，该治理项目虽然解决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分村庄的陈年垃圾，但“垃圾围村”问题仍

没有得到根治，遭遇了常效化与长效化的难题。广西壮族自治区“清洁乡村”治理项目困局最直观的

景象即当地农村垃圾治理设施的闲置与废弃:在桂北 M 镇镇域范围内，由上级政府配套的唯一的一

座垃圾中转站自 2014 年竣工以来从未使用过;两台由上级政府配发的大型垃圾清运车闲置在镇政府

大院，使用的次数屈指可数;大部分由镇政府配建的垃圾焚烧炉都被弃用。2017 年 6 月，镇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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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垃圾焚烧炉被镇政府禁用，取而代之的将是两个大型的热解融化炉垃圾处理场。

由此治理项目带来的困惑是:为什么当前中国农村垃圾治理中这种“合理化”的项目制没有达到

最初预期的成效，而是陷入治理效率不高、难以持续运行的困境?

垃圾治理是中国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垃圾治理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农村治理面临

的困境之一。关于农村垃圾治理困境的议题，在较早时期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并做出了相关解释，夏光

将这种通过政府机制不断加强环境治理，但环境治理成效未能达到社会预期效果甚至出现负面效果

或产生新的环境问题的状态称之为政府环境治理失灵
［2］，并认为造成这种失灵的原因来自于中国政

府主导型环境保护，中国政府主导型环境保护存在着固有局限与缺陷，尤其是“实力有限”制约了政

府环境治理的成效
［2］。胡双发等认为中国政府主导型的环境管理模式以解决城市和工业的点源环

境污染问题为主，而农村环境污染源分散、行政管理体系松散、地方政府“消极”应付、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环保机构的能力不足、对农民环境保护主体性的忽视等方面与该模式存在不兼容问题
［3］。

从国家治理模式的角度来看，上述关于农村环境治理的研究，主要是在传统科层制主导的治理模

式前提之下展开的，如今项目制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家治理的主要模式
［4］，传统的科层制下因政府的

投入不足从而对农村环境治理造成制约的局面正在改变，然而这种以治理目标专项化、权责运作条线

化、程序规范技术化为核心特征的治理模式仍然难以改变农村环境治理效率不高的局面。王晓毅认

为项目式的环境治理模式是导致当前中国农村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项目式受制于上

级政府资金和责任目标而缺乏可持续性，导致治理效果被弱化
［5］。张玉林把“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

范工程”项目治理的失灵归咎于碎片化而又非常低效的治理体系
［6］。

总体上来看，从项目制角度开展的具体的农村环境治理困境研究成果较为有限，这与我国农村环

境治理长期不受重视有关。如果将农村环境治理视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一部分，那么关于项目制下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研究成果可谓相当丰富，但负面评价要多于正面评价。对于项目制实际运作过程

中存在的政策偏离和产生的负面效应，已有研究更多地从项目制本身的问题着手，忽视了整体宏观结

构对其的影响
［7］。实际上项目制与既有政府内部治理模式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例如，项目制与常

规的科层制之间存在张力，项目制的“层级”动员很难冲破科层制的“条线”传递，呈现出“科层为体，

项目为用”的特征
［8］;基层政权在项目化趋势下由“悬浮型政权”向“协调型政权”转型，被挤压进一

个由上级严密控制的制度化体制中
［9］，呈现出“技术性治理”在增长但“总体性支配”还在延续的混合

型治理状态，等等。由此可见，对于处于项目制模式下农村环境治理困境原因的探索仅仅对项目制本

身的运作过程与逻辑进行分析是不够的，还应该将其放到整体宏观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这样才能

厘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治理困境的出现，且该如何应对。

本文立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乡镇———M 镇，分析了一项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推

进的“清洁乡村”农村垃圾治理项目在该镇域范围内的实践过程，从中探寻农村垃圾治理陷入困境而

难以取得成效的结构根源和掣肘原因。本文资料主要来自笔者于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桂北

M 镇所做的实地调查，所涉及的人名和地名均遵循学术惯例做了匿名化处理。

二、“清洁乡村”政策背景与制度构成

政策，可以解读为政府在社会公共治理中进行社会关系调整、社会资源与利益分配的一种方法和

策略，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的配置
［10］。在中国的经验中，政府出台政策是回应环境问题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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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方式。在中国经验的“环境之维”下，环境治理行动是地方政府回应环境问题的主要方式。地方

政府实施的环境治理行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据中央文件出台本地配套文件，经过层层推进最

终落实到基层。在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环境治理投入的进程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既申报获批成为第

二批“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省区”，又入选全国首批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 7 个试点省份，进

入一个环环相扣、层层叠加的治理状态。另一种是开展地方环境治理创新。除了响应中央相关部委

号召开展的“美丽乡村”试点建设外，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还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出台本地环境政策，

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环境治理行动。“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正是在“美丽乡村”试点基础上形成的

以“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为重点，着力于实现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源质量、改良田园生态

为目标的全区性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可以说，“清洁乡村”治理项目是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

下，地方政府结合地方实际情况，主导与推进的一项自上而下的农村环境治理项目。

图 1 “清洁乡村”治理项目的治理结构与管理主体

常规情况下，M 镇的环境治理职责应该主要由

乡镇一级环境保护机构承担，但到目前为止，该镇

的环境保护科层体系还是空白，而当时所开展的

“清洁乡村”治理项目具有鲜明的项目制特征，即

突破原有科层体制束缚与制约、由中央对地方或地

方对基层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运作和管理方

式，其中分级运作是其权责配置的主要体现
［11］。

M 镇“清洁乡村”治理项目基本的治理结构与管理

主体可以参见图 1。
从右图中的结构关系来看，“清洁乡村”治理项

目的上级管理机构与基层执行机构呈现的是一种自

上而下、垂直管理的关系特征。在管理组织设置上，

各级政府“清洁乡村”领导小组的人员构成、办公室

的职能设置都是相似的;在行政文件、技术选择上，

下级管理机构制定的“清洁乡村”的行政文件基本上都是在上级下发文件的基础上，适当地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进行“保守”的修改;在技术供给上，全区范围内所采用的垃圾处理设施基本上也由上级部门统一

发放。在这过程中，上级“美丽办”承担了上传信息、下达指令和监督执行情况的职能，作为基层执行机

构的乡镇“美丽办”则负责“清洁乡村”政策具体工作的执行。
除了垂直管理的特征外，“清洁乡村”治理组织结构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横向管理关系特征。按

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的部署，除了由“美丽办”开展的自上而下

的治理外，要求联席政府部门成员以及全自治区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选派工作队联系与支援全自治

区各地农村的“清洁乡村”治理。可以说，在基层执行机构中，除了“美丽办”自上而下的组织机构外，

还分布有各级职能部门的力量，基层政府与其他各级职能部门之间呈现为协调型、合作型的关系。
同时，在“清洁乡村”治理制度的最末端———村庄，也建构了一套相关的制度规范，主要包括成立

环境卫生理事会、完善垃圾收集处理制度、建立村庄清洁制度体系和开展“星级文明示范户”评比 4
个方面，其中，环境卫生理事会是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委会副主任、屯干部组成的村庄环

境卫生管理组织，主要负责“清洁乡村”的政策宣传，本村卫生清洁、“村规民约”等制度的制定与实

施，教育、指导、督促、监督村民搞好室内外卫生及垃圾分类与环境卫生设施的使用，选聘保洁员并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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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收缴、管理卫生保洁经费，购置、管护、维护卫生保洁设施及工具等。这些规范大到与上级政府的

沟通，小到捡拾果皮纸屑的行为，可谓是方方面面的。

三、M 镇政府的环境治理决策与运作过程

政策的规定在于建构一种人们行动的背景，甚至是一种资源，然而具有能动性的行动主体则会不

断地形成和改进政策规则系统
［12］，而行动者改变政策规则系统的前提是他们对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

性。在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政策中，基层官员作为政策的代理者，是政策主要的行动主

体，他们做出的决策决定了整个治理行动的方向。
1．垃圾治理模式的选择

“清洁乡村”的主要治理项目是垃圾清理与处理。例如，“清洁家园”的“三清三改”目标主要都

是围绕垃圾清理来设置的:治理“三乱”(垃圾乱倒、污水乱泼、畜禽乱放)，清理“三杂”( 杂草、杂屋、

杂堆)，推广“三改”(改水、改厕、改厨);“清洁田园”主要开展“田间地头顺手捡”，针对农药、化肥、种
子包装物及废弃农用塑料薄膜、秧盘等农业生产废弃物进行清捡;“清洁水源”主要对乡村小溪流、池
塘、沟渠堆积和水面漂浮的生活垃圾、池塘污泥和村庄内的畜禽粪堆进行彻底清理。垃圾终端处理成

为当地“清洁乡村”治理项目的重点工作。
2013 年 6 月，“清洁乡村”治理项目拉开帷幕后的第二个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与城乡建设厅

制定了《广西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引( 试行)》，该技术指引是适用于全自治区范围内乡、镇、村、

屯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转运及处理的技术指导文件，用以指导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选择适宜的生

活垃圾处理模式，其中，“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市县处理”的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模式以“转

运”为主要终端技术，转运设施设备主要有垃圾转运站、转运集装箱、车厢可卸式垃圾车，属于压缩转

运站的还包括压缩装置，中心工作集中于“镇转运”环节，主要的运作成本在于垃圾的清运费用; “户

分类—村收集—村处理”的村屯就地垃圾处理模式的终端垃圾处理技术的可选范围更为多元，适用

于因为村民居住分散、经济收入低、交通条件落后或不足等导致垃圾收集困难、缺乏垃圾清运设备以

及距离垃圾处理场(厂)太远等客观条件而无法纳入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模式的乡、镇、村、屯。不同

的治理模式由不同的治理技术作为支撑，也就意味着成本投入与环境保护成效的不同。

根据《广西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引(试行)》的规范要求，M 镇这类远离县区、交通闭塞的乡

镇，应该主要选择以“户分类—村收集—村处理”的村屯就地垃圾处理模式，但不能采用技术标准不

合格的垃圾处置技术。对于政策规范来说，技术的科学性与环保性是农村垃圾处理技术选择的主要

参考点，但在政策实际的实施过程中，通过 M 镇党委书记的回顾，情况并非如此。
“当时县里面‘美丽办’开始有指标申请，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转运，一种是焚烧炉。镇里面决定

选焚烧炉，这个东西怎么讲，没有一定的财力，是不会选转运的，一是麻烦，二是长期的运营费是个难

题，那点经费如果后面没有了，怎么办，谁来出这个钱。群众都讲乱丢垃圾是因为没有地方放，现在有

炉了还讲什么。后来县里面‘美丽办’就召集乡镇分管领导到各地考察，参考建什么焚烧炉。县里面

经费少，因为自治区还没给多少钱，主要是各地自由发挥。我们镇选的就是这种啤酒瓶样子的，然后

根据申请的资金情况和各村的情况，钱多就建大炉，钱少就建小炉。有些县市为了得到上级的肯定，

搞什么无烟垃圾焚烧炉，其实就是在烟囱上加个粉尘处理器，那个要 1 万多块钱。因为有人说二恶英

污染呀，但是实际效果很一般，一下子那个处理器就坏了，不过这个还得到自治区的表扬，说想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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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镇党委书记 WFJ)。
从 M 镇早期“清洁乡村”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在选择垃圾处理技术这一环节，M 镇全程并没有

向村民征求意见，完全由镇政府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供给内容做出选择。M 镇的治理行动充分体现

了“政府主导型环境保护”的“应急—反应”与“政府直控”特征，稍微有区别的是，M 镇的“应急—反

应”是针对上级政府，而不是针对环境保护，该镇对治理项目的认识并不是基于当地的环境状况，而

是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文件采取相应的行动。此外，M 镇在垃圾技术的选择上，主要从运营费

用的角度进行考量，对环保性的考量位居次要，对于创新环保技术的关注也是基于其是否会得到上级

政府肯定这一因素。
2．项目制的“运动式”运作

从“清洁乡村”的制度设计来看，这种需要通过立项、申报、审核、监管、考核、验收、评估和奖罚等

一系列理性程序实施的“项目制”管理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行政科层制下纯粹的自上而下的纵

向权力运作，赋予了基层政府和民众一定的自主参与的权力。然而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基层政府自

主性发挥的空间较小，对上负责制和激励机制使得基层官员对于来自上级的指令仍然十分敏感，“项

目制”制度机制的执行往往会演变为“运动式”的运作。
(1)“总体性”动员

由于“清洁乡村”治理项目是由自治区政府发起的，从根本上说，其是自治区政府的一个总体性

治理目标。自治区政府采取自上而下的总体型动员方式:以自治区政府为名，强调农村环境治理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将基层“清洁乡村”治理任务与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一一对

应，结成对口单位，并要求派出单位在资金、项目、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加大对活动的投入。M 镇

在全镇范围分级选派工作队，镇政府由镇领导带队，组成 8 个工作队分片包干指导;全镇每个镇直单

位包干一个镇区责任片区并指导所联系的责任片区的居民开展活动;每个村要落实一名包村干部会

同市直、县直相关单位共同指导所负责的自然屯开展活动;贫困村“第一书记”、新农村建设指导员负

责做好所派驻村屯生活垃圾处理的包干指导。最终，M 镇“清洁乡村”活动驻村工作队主要由市综合

执法局、县质监局(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县气象局、县民政局( 第一书记)、县广电局( 第一书记)、县
教育局(新农村建设指导员)、林场( 单位领导人员) 7 个联系单位及工作人员组成并进驻 8 个行

政村。
(2)“高强度”宣传

按照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下达的《“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方案》要求，“清

洁乡村”基层执行机构需要在 2 个月的时限之内，完成宣传动员工作。在 M 镇，宣传动员大致流程

为:一是通过召开会议进行文件传达与解读，M 镇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总共召开了 8 次镇级干部动员

会;二是由镇干部拟制并安排张贴与“清洁乡村”相关的标语牌、横幅、宣传海报、告示等书面宣传资

料。2013 年 5 月至 6 月，M 镇在全镇公路沿线树立了 20 块大型永久性宣传牌、30 条永久性标语牌，

悬挂横幅 55 条，书写小宣传标语 400 条，发放宣传资料 6 000 余张。
(3)“全方位”督察

在“清洁乡村”治理行动中，督察是一大“重头戏”。笔者在整理 M 镇“清洁乡村”的资料中发现，各

种围绕检查开展的活动材料占据了整个项目材料的很大部分，各种围绕迎接检查工作的“紧急通知”充

斥在镇政府的日常工作当中。2013 年 8 月和 10 月，自治区“美丽办”先后发布两个关于“自查、互查、抽
查”的文件，将组建 7 个督查指导组进行明察暗访。与此同时，市、县一级“美丽办”会同各个行动部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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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2013 年度市“美丽河池·清洁乡村”活动专项绩效考评工作方案》，形成了 7 项具体考评标准和核

验标准。到了镇一级，则同样自上而下地实行“清洁乡村”的群众自评、村屯互评、上级考评。可以说，

“清洁乡村”督察是以 7 项考评标准为内容，以“自查”“互查”“抽查”为方式的工作任务。
M 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得“清洁乡村”治理项目在当地村庄中“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实

际行动中，政府的行为主要围绕上级政策文件中的“利害”条款展开，“清洁乡村”政策中的立项、申
报、审核、监管等一系列理性程序基本被简化，考核、验收、评估与奖惩则成了政府行动的重心。以

“清洁乡村”制度建设中的“村规民约”制度建设为例，按照上级政府的规定，要求基层政府组织帮助

村庄完善“村规民约”，但实际上，这些“村规民约”基本上是由镇政府一手包办完成的，大致的流程

为:先由镇政府干部从网上或者其他渠道找到一个模板，再交由包村干部与村干部修改而成。依照这

种流程制定出来的“村规民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付上级的任务要求，是绩效考核的一个内容。

四、权责配置与“项目运动化”成效

“权责”关系几乎出现在社会科学的所有分支学科中，是一个极为重要又充满争议的研究概念，

不同的学科对其有不同的解读视角。本文关注的是自上而下的农村环境治理议题，对权责关系限定

在行政学的范畴之内，即政府权责配置，其被定义为“特定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模式下政府所拥有

的权力和责任在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中的分配”，其中权力是政府履行职能最重要的资源，责任是指

对政府具体运行的监督和检验。理想情况下，政府的权责关系应该是一致的，政府组织权责配置应当

遵循权责对等、主体明确、权责规范、回路短小、权责稳定、监督有效和能力保证等基本原则，但在现实

的公共行政领域中，由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界定的模糊性、政府内部权责分配的非科学性、政府运行中

的复杂性等制约了权责配置的均衡，追权放责、权轻责重等权责分配不均的问题也成为政府运行中的

常态
［13］。在中国税费改革以来的乡村治理变迁中，这种背离状态也较为凸显。

在传统体制时期至税费改革之前，乡村社会处于国家的高度控制和有效主导状态，基层政府发挥

着“在场式代理”的作用，为了完成压力型体制所带来的各种任务和考核目标，可以充分运用包括强

制性措施在内的各种正式、非正式策略来完成农村公共品资金的汲取
［14］。税费改革以后，过去由基

层政府与乡村集体组织担负的税费征收中心任务被撤销，乡镇管理职能转向服务职能，过去在公共品

供给中的“责权主体”地位开始动摇，村集体开始变得没有责任和压力
［15］。可以说，在税费改革之

前，乡镇与村委会向上有国家和各层级政府给予的权限和压力，向下又必须负责村庄的秩序维护，在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担当起权责主体的角色。而进入后税费时代，原来的乡政村治格局被打破了，

基层政府成了“有限的权力，无限的责任”的服务型政府。村委会的功能则萎缩得更为严重，原来依

附于乡镇政府权力的部分职能也随着乡镇权力的减少而弱化。
M 镇的基层治理变迁也是呈现以上的发展路径，现行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呈现为县直主管部

门、乡镇镇直单位和乡镇政府三者间管理混乱状况，乡镇政府权小责大，权小主要体现在人事权、财政

权与决策权上。在人事方面，镇直单位的人、财、物、事权属县直主管部门，镇里很难对他们进行管理

或制衡，而与这些职能单位相关的工作都是县级人民政府与镇政府签订责任状，实际上则是由镇政府

组织实施并完成的，这使得乡镇政府有限的权力被大量地肢解、剥夺;在财政权方面，按照目前的财政

体制，乡镇财政属于“空壳”财政，因为 M 镇所在县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只能靠上级政府转移支付

少量的工作经费，入不敷出，更谈不上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因此，M 镇政府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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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乡村治理中呈现的是一种“权轻责重”的权责分配状态，这种权责分配直接影响到乡镇政府的治

理决策、治理行为与治理效果。
在 M 镇“清洁乡村”的治理决策中，从前文 M 镇最终选择了运营成本较小的焚烧炉技术的结果

来看，也算是无奈之举。从 M 镇申报的垃圾焚烧炉技术与垃圾转运技术在资金投入的预算比较情况

(见表 1)来看，这两种技术模式背后的成本有着较大的差距，最终，该镇还是选择了垃圾焚烧炉作为

主要的垃圾处理技术。根据 M 镇《2013 年以来垃圾焚烧炉建设使用情况统计表》中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5 月 6 日，全镇村屯共建造垃圾焚烧炉 41 座，垃圾池 86 个，配置垃圾人力车 20 辆，简易垃圾

填埋场 31 个。垃圾焚烧炉最大规格为70 m3，最小规格为 2．8 m3;单炉最高造价成本为 10 万元，最低

造价成本为0．6万元，垃圾焚烧池共计投入资金77．45万元。
访谈过程中，M 镇书记在谈及垃圾焚烧炉选择理由时，认为是政府权威弱化和财政拮据所致，简

单来说“权轻”制约了他们的选择自主权。而根据 M 镇的财政收支情况①来看，县财政按月拨付办公

经费 3 万元，M 镇每个月在临时工人工资、政府日常运转和民生问题解决 3 个方面的费用就需约 5．45
万元，每个月负债约 1．5 万～2．5 万元。按照 M 镇的财政状况，如果没有上级财政支持的话，该镇根本

负担不起全镇 84 个村屯(社区)的垃圾转运工作。
对于 M 镇所选择的“啤酒瓶”式垃圾焚烧炉处理技术和村屯就地垃圾处理模式，如果按照《广西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引(试行)》要求的无害化标准来衡量，这种垃圾处理技术是不环保、不科学

的。虽然在垃圾处理过程中，这些短时间建成的焚烧炉能够迅速改变村庄长期以来垃圾处理设施空

白的局面，其“消废”功能得到一定的认可，但“好景不长”，在“清洁乡村”治理项目的持续推进过程

中，这些垃圾焚烧炉的实际使用因热值不够烧不掉垃圾以及焚烧过程产生烟尘、臭气等问题而受阻，

焚烧炉附近呈现出另一番“壮观”的垃圾景象。

表 1 M 镇“清洁乡村”垃圾处理资金预算比较

垃圾处理技术 投入资金预算 辐射村屯数量

“户分类—村收集—村处理”的

村屯就地垃圾处理模式

(1)建设 2 个大型焚烧炉(30 m3)，预计总投资 20 万元，平均

每个 10 万元

(2)建设 51 个一般焚烧炉(6 m3)，预计总投资 30．6 万元，平

均每个 0．6 万元

(3)建设 10 个垃圾池(9 m3)，预计总投资 1．8 万元，平均每个
0．18 万元

共计 52．4 万元，

辐射 55 个村屯

“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市

县处理”的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

模式

(1)两辆垃圾车燃油费，每年预计总投资 6 万元，平均每辆 3
万元

(2)两辆垃圾车修理维护、保险及其他费用，每年预计总投资
5 万元，平均每辆 2．5 万元

(3)聘请两个司机工资费用，每年预计总投资 7．2 万元，平均

每人每月 3 000 元
(4)8 个清洁工工资费用，每年预计总投资 14．4 万元，平均每

人每月 1 500 元

共计 32．6 万元，

辐射 14 个村屯

资料来源:《M 镇 2014 年“美丽 M 镇·清洁乡村”活动建设投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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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 镇每个月主要开支费用为:聘请 6 名临时工的工资费用(1 000 元 /人)、日常运转费用(垃圾清理费 6 000 元 /月、车辆维修与

油费 8 000 元 /月、水电费约 5 000 元 /月、电话费约 2 000 元 /月、办公耗材费约 2 000 元 /月、计生工作经费约 1 500 元 /月、公务接待费

约2 000 元 /月、干部下乡生活补助约 4 000 元 /月、各村级会议支出约 3 000 元 /月、其他支出约 5 000 元 /月) 和民生问题解决费用

10 000元 /月。



在 M 镇“清洁乡村”的治理项目实践中，“总体性”动员、“高强度”宣传与“全方位”督察行动大致

呈现了“清洁乡村”治理工作的全貌，然而在“权轻”的制约下，这些政府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在一种压

力机制下进行的。在动员工作上，“总体性”动员一定程度上可以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调动行政资

源，把政府内部以及社会各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动员到治理活动中，但在实际的行动中，镇政府的动

员能力非常有限。截至 2015 年 12 月，M 镇全镇共获取财政支持 379 万元，整合资金(包村单位、社会

捐助)18 万元，村民投工投劳 19．8 万元，而派出工作组的支援能力也远远不足。在上级资源投入不

足与社会力量支援不够的情况下，基层干部则成为了“清洁乡村”治理的主力，承担起本属于其他行

政部门和村庄以及村民在“清洁乡村”治理项目中的责任与压力。
“开始的时候的确很难，群众不听你的，上面又有检查压着你做，只能是我们镇干部加上村干部

大家一起动手。比如讲村庄特别邋遢的时候，明天上级就要来检查了，喊群众去清理群众不去，那不

就要靠我们自己动手去做嘛。我们捡垃圾的时候也是很累的，村民直接在旁边看，还跟我们讲这里那

里还有垃圾，要带我们干部过去捡，就是形成了这种现象”(大学生村官 LXD)。
宣传工作属于上级督察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宣传的方式、内容、效果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衡量标准。

基层政府如果如实照做，将不可避免出现宣传工作“形式化”的特点。由于宣传的真正效果很难在短

时间内出现成效，而且这种成效也是难以计算的，因此，基层政府的宣传动员大多力图在形式上确保

内容充分、丰富，在数量上以次数取代宣传效果，以满足上级的要求，但这一做法极大地加重了村镇干

部的工作量，引起他们的不满。
“当时就是到处去刷标语，拿油漆来刷，我写字好，M 镇大部分墙上的标语都是我刷的。然后去

插提示牌，镇里所有的垃圾池旁边都要立一块‘禁止在此倒垃圾’这样的提示牌，那几天天天做这种

工，跑噜噜的(形容奔波)。现在上面要材料也多，动不动就要统计要数据，我们也只能压给村干做，

但是有时候找村干部都找不对，还是自己要去做，要去跑”(镇党委组织委员 WMD)。
在督察工作上，全方位的督察考核工作，其实是建立在政治问责，即对驻村干部施压、通过培训示

范对驻村干部再动员的机制之上
［16］。M 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得“清洁乡村”治理项目在当地村

庄中“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但实际上，在“自查”“互查”和“抽查”等所有的督察工作中发挥主

要作用的只是上级的“抽查”(暗访)，这种压力型机制令基层干部的工作处于一种“非常态”的高度

紧张之中，如果村民不配合则更是加大了基层干部的工作难度与风险。
“‘清洁乡村’这样做也是因为上面给的压力比较大，时不时搞个督察暗访，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督

查，下面可能也会放松，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是自治区督查组来检查，你这里垃圾问题严

重的话，直接免掉负责的领导，没有好话和情面可讲，因为上面来的督查组是有媒体直接跟着来的，一

旦新闻播出去，你就没有办法挽回了。我们这里还没有镇长直接被免掉的情况，但别的县都有。现在

都是这种监督，力量太大了，村民如果不配合的话，我们就很被动了”(镇长 WSH)。
综上所述，这种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的考核方式，是“目标责任制”的表现之一。所谓“目标责

任制”，就是将上级党政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逐层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套目标和指标体

系，以此作为各级组织进行“管理”( 如考评、奖惩等) 的依据，并以书面形式的“责任状书”在上下

级党政部门之间进行层层签订
［17］。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将“清洁乡村”考核任务落

实为一把手的政治责任。转化为政治任务的环境“整治”也就在不知不觉之间偏离了原本的治理

目标，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出现“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皇帝不急太监急”“船上的不急岸上

的急”等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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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一个具体的农村垃圾治理实地研究案例的分析，对导致这种治理不充分的社会逻辑进

行了全面探讨。M 镇的垃圾治理经验表明:基层环境管理者面临着“权轻责重”的现实困境，自主决

策空间较小、资金支持有限、治理任务艰巨，最终体现在环境决策与实践的有效性降低，从而为当地的

环境治理取得成效埋下隐患。
当前我国农村的环境治理虽然已经逐步开始使用“项目制”的模式，但在目前基层政府乡村治理

的“权轻责重”式权责配置中，“项目制”治理在实践中往往会“变形”，在具体承接项目发包的过程中

仍以传统科层制政府为主导、以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为主要方式。由于我国基层环境治理长期处于

空白状态，缺乏与环境治理相关的制度、资金、人力等资源投入，因此，这种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治理

行动普遍采取“目标责任管理制”的方法对上级目标任务进行分解并逐级下达，在具体的运作中呈现

出“运动式”的色彩，在这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对于上级政府的政策话语体系及组织结构基本上“照

单全收”，在治理理念、原则和目标上与上级政府也尽量保持一致，尽管存在问题但囿于政治问责的

压力而不会陈情上达，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基层政府以及村庄社会的能动空间，强化了单一中心的、
压力型的以及程式化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在权力与责任上呈现出农村基层环境管理“权轻责

重”的配置后果，使得农村基层环境管理者在环境决策的过程中丧失了自主性、灵活性和科学性，面

临目标置换、政治凌驾专业、异化等因素的制约，治理行动呈现间歇性、不可持续的“运动式治

理”［18－19］。首先，因为处于压力型体制之下，农村基层环境管理的自主决策空间被大大压缩;其次，由

于从上级政府和环境保护部门获得的资源性支持较少，农村基层环境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可供选择

的技术类型也十分有限;再次，因为需要承担较多的来自上级的治理绩效任务，加上相对紧张的时间

要求，农村基层环境管理者在环境保护决策过程中会存在科学性不足的问题。
未来的农村环境治理除了要继续完善以政府为主体的治理体制外，还应当逐渐向疏通与上级政

府之间的沟通管道的沟通型治理模式转型。上级政府应该转变治理方式，整合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的

资源、权力以及责任配置，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从治理体制来看，科层组织体系具有某些固有的缺

陷，譬如过分强调层级权威从而导致权力的单向性，注重组织的内部循环而忽视外界的信息和物质交

流，不利于外界的监督和问责
［20］，这些体制性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下级与上级的沟通渠道，因

此，应该在权责一致的基础上建立一套上下级政府之间有效的沟通机制。例如，在农村环境治理中，

一方面，上级政府需要提供技术支持，但也需要聆听基层政府关于技术实践具体有效性的“声音”;另

一方面，基层政府需要透过一些必要的管道增加与农民的沟通。在农村垃圾污染问题中，当地的农民

既是环境问题的“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当前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担负起了环境公共治理的职责，

一定程度上正在解决农民“受害者”的困境，但也不应忽视其“加害者”的责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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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Power Allocation
and Ｒural Waste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n the Management of

″Clean Villages″ Item in Town M of North Guangxi Province

WU Liufen1，YANG Y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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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ning 530003，China;

2．Ｒesearch Center of Cleaner Production and Circular Economy，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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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problem of domestic garbage pollution in rural areas has apparently been out
of control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has not been satisfactory． The rural primary 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garbage management，faces the dilem-
ma of ″weak right with strong responsibility″ in the allocation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Chinese ad-
ministrative system: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utonomous decision-making freedom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right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re greatly reduced． On the other hand，they need to take on
more governance tasks from superiors，and strengthen single-centered，pressure-based and stylized govern-
ance models． This leads to a lack of autonomy and flexibility in technology-oriented and rigorous ″project-
bas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odels，which evolved into a pressure-based and ″campaign-based″ gov-
ernance that constrains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waste management．
Key words: failur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ural waste management; government-led; allocation of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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