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农用化学品
污染综合治理

作者/ 金强富   

（社区） 



一、前言

农用化学品是近代农业科学的重要发展，尤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使农业产量急

剧提高，对于中国这种农业大国来说不可或缺，但是不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等农用

化学品导致水土污染加重、土地肥力下降、农产品质量降低等，使得农业生态环境持

续退化。

      本报告旨在调查探索农用化学品污染综合治理多方参与的合作机制，把村委会、

农户、企业、政府等多方整合起来，通过科普培训、实地示范实践传播农用化学品

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并结合资源、策略方法、技术及经验等形成农用化学品

污染综合治理的合力，共同努力推动减少农村农用化学品使用，进而为农村农用化

学染治理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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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数据源于村委会和调查问卷、访谈。本次调查随机选取若干农户进行问卷访谈，调查内容主要

是2020年农户使用农药、化肥、农膜的基本情况。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91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

得到86份有效问卷。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农户的基本情况、农户使用农药、化肥、农膜的用量、次数、

成本、种类等，可大致了解农户对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使用化肥、农药和农膜的情况。

二、数据来源与调查方法

1、数据来源

此次采取的调查方法是调查问卷法和访谈法。通过走访该地村民，考虑到问卷的有效性，后期结合

了访谈法，在发放问卷之后再通过交谈的形式补充收集数据。

2、调查方法

调查地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圭山镇辖区内某地，主要为彝族分支中的撒尼族和汉族，90%以上

       在文化程度方面，被调查农户普遍学历较低，未上过学的占24.0%，小学和初中占比65.0%，高中

学历及高中以上占11.0%。年龄较大的农户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没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农户，全凭经验

施肥打药施肥。种植作物主要有玉米、烤烟、人参果、辣椒。

3、调查地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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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地农用化学品情况

实地调查显示，农民施用农药品种较多的作物是烤烟、辣椒、 人参果； 虫害是作物最大的威胁， 减少

虫害，是保障农民增产的重要途径之一。此外， 除草剂也被农户大量使用，如图1所示，使用除草剂的农户

比例高达97.4%，还有极少人不用除草剂，是人工除草，但是大部分农户劳动力有限不能不使用除草剂，其

他豌豆、大麦等小春作物在萌芽期使用杀虫剂。

1、农药

（1）农药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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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调查地各类农药的使用情况

表1  调查地农药使用种类情况

作物 农药名称 毒性 对人体危害 功用

能抑制胆碱酯酶活性，例1,

女, 1 9岁,口 服 辛 硫 磷 约

100ml半小时后出现神志不

清,多汗,口吐白沫,9小时后神

志转清。胆碱酯酶(ChE)一直

处于1000U/L左右(正常值

3700～13200U/L,丁酰硫代

胆碱法）[1]
杀虫剂

甲氨基阿维菌

素苯甲酸盐

辛硫磷 低毒

低毒

防治玉米螟等鳞翅目

害虫的幼虫

防治草地贪夜蛾

玉米

/

杀虫剂 杀菌剂 除草剂 生长调节剂

03



作物 农药名称 毒性 对人体危害 功用

杀菌剂

肟菌戊唑醇

戊唑醇

吡唑醚菌酯

低毒 防治叶斑病、黑穗病

玉米

/

乙草胺

烟嘧磺隆

莠去津

敌草快

除草剂 低毒

美国环保局(EPA)已将其列为

B-2类致癌物[2]

烟嘧磺隆原药对人畜较为安

全[3]

意外经皮肤、粘膜及口服吸收者,

可造成中毒,甚至死亡。[4]

除草

溴氰菊酯

甲维虫螨腈

联苯菊酯

噻虫嗪

吡虫啉

阿维菌素

杀虫剂

高效氯氟氰菊酯

中等毒

(原药高毒)

低毒

中等毒

低毒

低毒

低毒

低毒

具有中枢及周围神经作用毒性。中毒

后主要经肝脏水解氧化，代谢快，重

度中毒主要表现为阵发性抽搐。[7]

中毒后出现消化系统及神经

系统症状。[6]

该农药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

损害最为多见，可表现为中

枢抑制、呼吸抑制、血压异

常等[5]

防治叶螨、瘿螨、茶黄螨

和抗性蚜虫

鳞翅目、直翅目、缨翅目、

半翅目、双翅目、鞘翅目等

杀虫、杀螨

杀虫、杀螨

杀虫、杀螨

杀虫、杀螨

杀虫、杀螨

杀菌剂

氯溴异氰尿酸

甲霜灵

多抗霉素

低毒

低毒

低毒

杀灭作物的细菌、真菌、病毒

杀灭作物的细菌、真菌、病毒

赤星病

丙草胺 低毒

50%丙草胺水乳剂经口和经皮毒性属

于低毒,对眼睛无刺激性,对皮肤无刺激

性。[8]
除草

除草剂

异丙甲草胺

精喹禾灵

低毒

低毒

除草

除草

生长调

节剂

烟草

芸苔素内脂 抑制腋芽的生长

/

/

/

/

/

/

/

低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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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农药对人体中枢神经系

统损害最为多见，可表现

为中枢抑制、呼吸抑制、

血压异常等[5]

杀虫剂

噻嗪酮

阿维菌素
中等毒

(原药高毒)

低毒

防治叶螨、瘿螨、茶黄螨

和抗性蚜虫

防治鞘翅目、部分同翅目、

蜱螨目、蚧科、盾蚧科

和粉蚧科

人参果

/

具有中枢及周围神经作用

毒性。中毒后主要经肝脏

水解氧化，代谢快，重度

中毒主要表现为阵发性抽

搐。[7]

高效氯氟氰菊酯
中等毒

(原药高毒)
杀虫、杀螨

甲霜灵 低毒

杀灭作物的细菌、

真菌、病毒

/

百菌清对人畜低毒,对鱼,贝

类等水生生物高毒,美国国

家环境保护总署已经把百

菌清列为可能使人类致癌

的物质之一。[10]

百菌清

代森锰锌 低毒 /

吡唑醚菌酯 低毒 /

嘧菌酯 低毒 /

低毒 /

/

/

杀菌剂

杀虫剂

噻嗪酮 低毒

防治鞘翅目、部分同翅目、

蜱螨目、蚧科、盾蚧科

和粉蚧科

/

具有中枢及周围神经作用

毒性。中毒后主要经肝脏

水解氧化，代谢快，重度

中毒主要表现为阵发性抽

搐。[7]

高效氯氟氰菊酯 低毒 杀虫、杀螨

该农药对人体中枢神经系

统损害最为多见，可表现

为中枢抑制、呼吸抑制、

血压异常等[5]

阿维菌素
中等毒

(原药高毒)

氯虫苯甲酰胺 低毒 防治鳞翅目的害虫/

乐果为有机磷杀虫剂，大

量误服后可迅速分布全身

各脏器，并引起严重中枢

神经系统等症状，甚至昏

迷，呼吸衰竭而死亡。[9]

乐果 中等毒

辣椒
防治叶螨、瘿螨、茶黄螨

和抗性蚜虫

防治蚜虫、红蜘蛛、

潜叶蝇、蓟马、果实蝇、

叶蜂、飞虱、叶蝉、介壳虫

作物 农药名称 毒性 对人体危害 功用

05



杀菌剂 咪鲜胺

十三吗啉

精甲霜灵

波尔多液

低毒

辣椒

/

百菌清对人畜低毒,对鱼、

贝类等水生生物高毒,美国

国家环境保护总署已经把

百菌清列为可能使人类致

癌的物质之一[10]

百菌清

低毒 /

低毒 /

除草剂

大麦

烯酰吗啉 低毒 /

低毒 /

/

低毒

主要中毒表现:①毒物对口

咽、消化道黏膜直接损

害,以黏膜溃疡为主;②系统

毒性,肾、肺、心血管、脑

为主要靶器官,以急性损伤

过程为主,少数表现为迟发

性[11]

敌草快 低毒

低毒 /草铵膦

低毒 /多效唑

/赤霉素

生长调

节剂
/

促进作物生长发育，提早

成熟，改进品质，提高产量

噻嗪酮 低毒

防治鞘翅目、部分同翅目、

蜱螨目、蚧科、盾蚧科

和粉蚧科

/杀虫剂

三唑酮 低毒 /

多菌灵 低毒

杀灭作物的细菌、

真菌、病毒

/

杀菌剂

患者自服溶有苯磺隆50g的

矿泉水250ml,出现头痛、

恶心、呕吐。[14]

苯磺隆

低毒 /

低毒 /

除草

低毒

氯氟吡氧乙酸

双氟磺草胺

除草剂

作物 农药名称 毒性 对人体危害 功用

稗草、野燕麦、狗尾草、

金狗尾草、马唐、看麦

娘、千金子、雀麦、毛雀

麦、芒稷、画眉草、臂形

草、旱雀麦、龙爪茅、秋

稷、牛筋草、野黍、大麦

属、黑麦属、狗牙根、芦

苇、白茅、匍匐冰草、假

高梁等一年生和多年生禾

本料杂草。

控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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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中毒，颜面苍白,头

晕,头痛,腹痛,恶心,呕吐[12]

杀虫剂

吡虫啉

氯氰菊酯

低毒

防治鞘翅目、部分同翅目、

蜱螨目、蚧科、盾蚧科

和粉蚧科

豌豆
/

重症敌百虫中毒，出现呕

吐、多汗、呼吸困难、心

慌、头昏、抽搐等症状。

[13]

敌百虫

丙环唑

硫磺

已唑醇

氟环唑

低毒

杀灭作物的细菌、

真菌、病毒

/

低毒 /

低毒 /

低毒 /

低毒

低毒

杀菌剂

烤烟种植过程中，使用的农药分为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和生长调节剂。其中使用的杀虫剂有阿

维菌素、溴氰菊酯、甲维虫螨腈、联苯菊酯、噻虫嗪、吡虫啉、高效氯氟氰菊酯7种、杀菌剂有氯溴异氰

尿酸、甲霜灵、多抗霉素3种、除草剂有丙草胺、异丙甲草胺、精喹禾灵3种，生长调节剂有芸苔素内

脂。辣椒使用杀虫剂有噻嗪酮、高效氯氟氰菊酯、阿维菌素、氯虫苯甲酰胺、乐果5种，杀菌剂主要有烯

酰吗啉、百菌清、咪鲜胺、十三吗啉、精甲霜灵、波尔多液6种，除草剂有敌草快、草铵膦2种，生长调

节剂有多效唑、赤霉素2种。

人参果种植过程中，主要使用杀虫剂和杀菌剂，其中杀虫剂主要有阿维菌素、高效氯氟氰菊酯、噻

嗪酮3种、杀菌剂主要有甲霜灵、代森锰锌、百菌清、吡唑醚菌酯、嘧菌酯5种。

整体来讲，农药使用除草剂用量最多，杀虫剂、杀菌剂其次，大春作物都使用除草剂，烤

烟、人参果、辣椒种植过程都使用杀虫剂和灭菌剂，只有烤烟、辣椒使用生长调节剂。

2
调查发现，农药施用量平均为17438.2g/hm （固体粉末状农药，液态农药平均施用量为

2
6041.5mL/hm ）。根据中国农业年鉴（2016－2018）数据，我国农药单位面积平均使用量

2为24106.0g/hm  ，此次调查数据略低于全国稻田农药平均用量。

作物 农药名称 毒性 对人体危害 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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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访调查中发现，多数地边、地里有农药废

弃物（如农药袋、瓶），此外水库、房屋周围、牲

畜圈边都有发现。

水沟边、地边丢弃的农药包装废弃物

（2）农药使用存在问题和分析

一是用药次数过多，近年来云南经常出现极端天气，干旱严重，导致病虫害多。虽然该村

每亩平均用药低于全国水平，但是横向对比相似的村落来看，用药量还是偏高。

二是区域内用药缺乏协同。村民往往只管自家一亩三分地，有虫有病了就打药，病虫害往

往这家打完了就被驱赶转移到另外一家地里，等自家药性过了虫害病害又回来，然后又开始用

药，如此循环往复，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同时造成严重农药污染。

三是缺乏施药培训。通过调查得知，该地居民在以往出现过不同程度农药中毒事故，并

未造成人员死伤，只是恶心呕吐、头晕，浑身乏力。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在施药过程中缺乏防护

用具，施药时间、施药方式不对的问题。

四是药物选择较盲目，农药类型与病虫害类型不匹配，导致滥用和用量增加。在农药使用

过程中没能充分了解农药的施加标准和施加准则[15]。

五是存在农药废弃物随意丢弃的现象，没有固定的回收和处理地点。

通过数据及走访中总结，我们分析得出该地农药使用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3）农药使用存在的风险

调查中发现该地有农药不合理使用的情况，这将导致直接或间接的潜在危害。如不合理地使用化

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导致水土污染加重、土地肥力下降、农产品质量降低等，使得农业生态环境持续

退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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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会通过多种途径进入水体，包括（1）农田施用的农药

随雨水或灌溉水向水体的迁移；(2)大气中的残留农药随降雨进

入水体；(3)农药使用过程中，雾滴或粉尘微粒随风飘移沉降进

入水体以及施药工具和器械的清洗等；对于大气，农药主要通

过挥发进入大气环境。无论是进入水体还是大气，农药都会随

之扩散开来，污染更大范围的环境，对更多的人、牲畜和生态

环境的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施药过程以及下雨、灌溉等过

程，也会有大量农药残留在土壤中，且最难分解。此外，农药

废弃物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

打农药现场

对人体健康造成急性或慢性的影响；呼吸、消化以及直接接触皮肤是农药使人体中毒的三种方式。受

到毒性快慢的影响，又分为急性和慢性中毒两种。急性中毒可伴有头晕、呕吐、乏力等症状，严重时还

会造成昏迷、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慢性中毒则不易被察觉，可能造成组织病理改变，致癌、致

畸、致突变。美国禁止使用有毒农药DDT已经20多年,但还能在今天的青年、孕妇的乳汁中检验出DDT的

成份,这便是农药在生物体富集的恶果[17]。

1、农药对人体的危害

进入大气和水体的农药，会对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如果农药进入水体造成污染并且没有

及时采取措施解决，会导致水体中生物大量减少，从而破坏水环境生态情况[18]。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

及其包含的全部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总称。农药进入生态系统，可能会减少靶标

生物群数量。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一个种群数量的减少，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严重情况

下可能会对导致受污染地区某些生物群的绝迹，从而降低该地区生物多样性。农药施用后残留在大气、

土壤、水域及水生和陆生动植物体内，通过食物链生物浓缩，越高级的生物体内农药的残留也会越高，

而人类处于生物链最顶端，将会受到农药污染严重的威胁和伤害[19]。

在病虫草害的化学防治过程中,田间施用的农药最终会进入土壤环境并在其中转化积累,导致农田土壤

环境污染[20]。农药会诱发害虫产生抗药性，当相同用量的农药不再起效，农民会加大用药量，但是病虫

害也会随之加强抗药性，农药用量再次随之增加，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不仅造成害虫猖獗，还会使一

些次要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

2、农药对生物多样性、病虫害抗药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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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废弃物是农药污染水体、大气的一个重要途径。此外，农药废弃物还会直接危害人畜的生命健

康。如牛羊在进食过程会误食被丢弃的农药包装或受到农药包装污染的水或田地边杂草，从而造成中

毒。一些儿童会将农药的瓶子等包装当做玩具，对儿童生命健康存在严重的潜在威胁。

3、农药废弃物的危害

调查显示，调查地作物肥料都以化肥为主、农家肥为辅。其中人参果、辣椒、玉米、烤烟化肥

2 2使用量最大，多是复合肥。氮、磷、钾及复合肥用量分别为241.3kg/hm 、402.1kg/hm 、

2 2

155.7kg/hm  、651.8kg/hm  。调查地区的氮肥、磷肥和钾肥使用量均低于全国平均用量，复合肥高

2于全国平均用量。调查左溪村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四种常用肥料的平均施用量为362.7kg/hm   ，

2 2是国际公认的安全上限（225kg/hm ）的1.6倍。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kg/hm [21]。

2、化肥

（1）化肥的使用情况

表2  各类化肥施用情况

2氮肥（kg/hm）

2
磷肥（kg/hm）

2
钾肥（kg/hm）

2复合肥（kg/hm）

化肥种类 调查地区年均施用量 全国年均施用量 科学年均施用量

241.3

402.1

155.7

651.8

324.6

116.0

90.9

329.5

300.0

450.0

360.0

450.0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钾肥

图2  调查地各类化肥的年使用情况

磷肥 氮肥 尿素 碳铵 复合肥

化肥使用比例

43.70% 48.10%

9.50%

99.10% 99.30%

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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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走访和数据分析发现，部分农户存在化肥过量使用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村民缺乏系统的技术指导，

看着作物长势比旁边农户的差就盲目施肥，不了解作物需要什么肥料，没有对症下药。

（2）化肥使用存在问题和分析

化肥的不合理使用，导致土壤中氨、磷等营养元素过

剩，同时化肥中有害物质也会累积，造成土壤微生物环境的

改变，有机质减少，直接的体现就是土壤板结。大量使用硝

态氮肥会增加硝酸盐及亚硝酸盐类的污染，硝酸盐及亚硝酸

盐还会随着地表径流污染地表水及地下水，使污染范围扩

大。植物性产品中高含量的硝酸盐会使其产品品质明显降低

[22]。特别是超标的亚硝酸盐，会给人畜带来毒害作用，若

其被吸收到血液里，就会迅速和血红素反应，使血液中氧传

递受到阻碍[23]。

以磷肥为例，磷矿石原料在加工中，会带入氟、砷、

镉、汞等元素；若利用废酸生产磷肥，还会产生三氯乙醛。

如果磷肥用量过多，重金属就会在土壤中积累，从而造成土

壤重金属污染[24]

（3）化肥使用潜在风险

村民家中囤积的化肥

调查地被调查农户所使用的农膜主要是烤烟、辣椒和人参果种植使用，3户农户玉米种植使用农膜。

据走访调查，农膜的平均用量为125.0kg/hm  左右。该地被调查的所有农户中有41.9%的农户会将农

膜再次使用，是把烤烟地里的农膜收回家用来辫烟叶，该地被调查的所有农户中有17.4%的农户用完

一次后将地里的农膜丢弃在地边，该地被调查的所有农户中14.6%的农户用完一次后将地里的农膜就

地焚烧，该地被调查的所有农户中23.3%的农户用完一次后将地里的农膜当废品卖掉。种植烤烟的有

45户，占该地被调查的所有农户中的52.3%，其中36户在回收利用，其中有5户是一次性丢掉，有4户

3、农膜

（1）农膜的使用情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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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种植玉米的农户有60户，占该地被调查的所有农户中的70%，使⽤农膜的有3户，3户都是焚

烧。种植辣椒农户有26户，占该地被调查的所有农户中的30%，其中有6户是一次性丢掉，有8户是焚

烧，有7户当废品卖掉。种植人参果的农户占该地被调查的所有农户中的21%，有18户，其中有4户是

一次性丢掉，有1户是焚烧，有9户当废品卖掉。走访中有发现农膜残留田地的情况。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再次利用

图3  农膜处理情况

农膜处理方式比例

41.9%

丢弃在路边

17.4%

焚烧

13.9%

变卖

23.3%

其他

3.5%

由于当地气候和水资源的限制，农膜的使用必不可少，农膜可以保温、保墒使作物根须成长较快，

还可以抗春寒、夏旱和保肥，虽然大部分被回收利用，但是焚烧和丢弃造成的污染依然不可小觑。造成

该现象的根源在于农民缺乏对农膜污染的深刻认识，主动回收利用的都是有利用价值或售卖价值的，丢

弃和焚烧的主要原因是“懒得售卖” 或者“省事”。

（2）农膜使用问题和分析

农膜的污染主要在于，大部分农膜

使用的是难以降解的以聚乙烯为主的化

学品，土地残留农膜，影响土壤肥力，

造成作物减产。此外，焚烧农膜会造成

空气污染，影响人居环境及居民身体健

康，同时造成一定量的碳排放。农膜残

留在地里会缠绕耕地机械影响翻耕。

（3）农膜使用潜在风险

村民收集农膜，以便后期变卖 秸秆、牲畜粪便制作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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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用化学品综合治理方面开展的工作

在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的支持下，在圭山镇政府、调查地村民的协同努力下，在

地组织开展科学技术培训和实地示范实践，强调农药使用中的个人防护知识、农药对环境对人类

安全合理使用农药化肥等相关知识。提高村民科学安全的使用农用化学品意识。普及应用降解农膜（地

膜）、降解塑盘育秧；大力发

展农村沼气：实行人畜禽粪尿-

沼气-种植模式循环生产，与

一池三改” 结合。

（1）开展培训，提升科学用药意识

农药危害科普培训

提供技术资料，包括作物间套作、水旱轮作、联防联治物理防治、灯光诱杀害虫、生物农药等防治

病虫草害为主与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化学农药防治病虫草害结合等方法可以减少病虫害发生概率达到少

用药的目的，秸秆、牲畜粪便制作堆肥、秸秆还田可以减少化肥的

（2）提供技术，减少农药化肥使用

对于农膜的处理方式，包括指定了一个固定的丢弃点，方便农膜废品定期回收，对接了村民和做废

品回收的老板到该地回收，清洗过的农膜4元/kg，未清洗的农膜0.2元/kg。如果能定期有人收购卖，村

里一部分老年人十分愿意拿去卖，减少丢弃和焚烧量。

（3）协助村民联络村外固定的废品回收老板

目前，我国涉及农药安全合理使用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理的法律规范，主要有《农药管理条例》、

《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农药安全使用规定》、《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水污

染防治法》等。

（4）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倡导农药废弃物回收处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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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已于

2020年7月31日经农业农村部第11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并经生态环境部同意，现予公布，自2020年

10月1日起施行。

2001年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规

定：农药使用者应当妥善收集使用剩余的农药和农

药包装等废弃物；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营者应当

回收农药废弃物，并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的规定集中处理，防止农药污染环境和农药中毒事

故的发生。农药废弃物回收办法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召回的农

药、假农药、劣质农药和农药废弃物由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认定的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集中处置，

处置费用由相应的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营者承

担；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营者不明确的，处置费

用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财政支付。

《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使用农

药，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

准。运输、存贮农药和处置过期失效农药的，应当

加强管理，防止造成水污染。

《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四章第三十三条

规定：对假农药、劣质农药需进行销毁处理的，必

须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

农药废弃物的安全处理规程进行，防止污染环境；

对有使用价值的，应当经省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检验，必要时要经过田间试

验，制订使用方法和用量。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具体规定了农药废弃包

装容器的处理方法及安全注意事项。

农业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节

能减排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要大力推进农村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争取财政支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建

立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理机制。

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农药使用环境安全技术导

则》(HJ556-2010,2011年1月1日起实施)提出,完

好无损的包装物可由销售部门或生产厂家统一回

收。）

2011年环境保护部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环发〔2011〕29号),进

一步强调了对农药包装废弃物管理的要求。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近期土壤环境保

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国办发〔2013〔7号)将

“ 建立农药包装容器等废弃物回收制度” 列为土壤

污染防治的主要任务之一。

2015年2月，农业部出台了《到2020年化肥使

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

增长行动方案》[25]。

2015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明确要求“ 禁止将剧毒、高毒农药用于

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等国家规定的农作

物。国家对农药的使用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加快

淘汰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推动替代产品的研

发和应用，鼓励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26]

云南省政府2017年印发《云南省土壤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到2020年，全省主要

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利用率提高

到40%以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提高到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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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农药废弃物回收处理的事情可以得到延申扩展。建议政府相关部门不止在调查地，而是在各村开展农

药包装废弃物有偿回收。

村委会可以“以废换货”的活动，在各个村设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示范点，可以指定置换标准，比如村民用30

个农药包装袋或者包装瓶（不分大小、材质）可以置换洗衣粉、肥皂（约3元）等日常用品，为避免二次污染。

另外村委会可以指定村里的农资连锁

店具体负责实施。专门建立废弃农药

瓶回收仓库，按空农药瓶规格

300ml以上每只2元、300ml以下每

只1元的价格回收。我们也倡导农资

企业主动做好农药废弃物回收工作。

（5）给相关部门积极献策

实地示范农药科学使用方法

为了完善监管执法体系，推进环境质量的改善，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开展农资市

场检查。对当地农药经营单位进行专项治理检查和日常巡查，坚决打击销售使用禁限农药和违禁添加剂的行

为。加强农药质量安全的监管。抽查农药生产企业，对于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禁产品，要依法收缴和销毁；

对于违法销售行为，及时查处并移交相关机关，增强农药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守法意识。二是开展基地生产检

查。对蔬菜、畜禽等主要生产基地的农药、化肥、农膜的投入情况，落实生产记录制度，严格按照生产指导

手册进行生产。

五、建议

1、强化执法监管，掌握科学防治手段

加大农药危害以及替代农药的方法技术宣传力度。一是采取电视、报纸、宣传车、横幅标语等多种形式

宣传农药的危害性，强化农药使用宣传教育工作，使农民意识到农药对生态和环境以及农作物生长的危害

性，从而规范农民的操作行为，促使农民自愿加入农药污染可持续治理工作中[27]。增强农民环境保护意识

和责任感，提高广大农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促进农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和农村生态环境面貌的改

观。

2、加大科普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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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乡镇村的化肥、农药使用情况、农药包装废弃物使用、处置、残留情况，秸秆生产、处置和资源化

利用情况。制定农用化学品减量阶段性目标。比如2018年实现化肥施用量较2017年减少10%，农药利用率

提高到20%以上，农膜的回收利用率达到70%，做好农用化学品减量工作，建成农用化学品高效利用示范区

等等。

3、制定污染防治规划

想要促进农业与生态协调发展，需要从提高农民环保意识、创新农药生产工艺、优化农业栽培技术等几

个方面入手， 有效减少农药污染程度。 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让农民了解如何使用先进环保的种植、养殖 

技术, 减少环境有害物质的使用, 发展生态农业与绿色农业。社会组织可以提供生态循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意

识培训、技术支持、生态农产品市场链接等服务。生态农业技术包括开展林下养鸡鸭、林下养蚯蚓、林下养

蜂、林下种植旱稻等，鼓励建设”循环农业家庭农场“，    例如用黑麦草、苜蓿、玉米做成青贮饲料饲喂牛羊

等，家庭农场在养猪、养牛的同时通过水渠把粪便投放到固定的池子中进行发酵，产生的沼气免费提供给附

近的居民使用，沼液用来灌溉农田，沼渣用来和秸秆堆沤做肥料。这样不仅有效减少农药使用，为农场节省

了饲料、肥料成本，同时也保证了农作物的高产、优质,让农民真正能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

4、鼓励社会组织提供技术交流机会和技术培训

我们进行了问卷调查、意识教育、技术培训、示范实践和法律法规引导，后续我们将为该村农业废弃物

回收处理提供更多参考意见。我们也鼓励村民坚持使用秸秆还田、秸秆堆肥、间作、套作、轮作等农业技术，

减少农用化学品的使用。要解决农药污染问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其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努力, 

配合, 才能有效的落实相关的工作, 降低农药使用率, 发展绿色农业, 以降低农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进一步促

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发展经济，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六、总结

实地示范农药科学使用方法 农药危害科普培训 参与培训中的妇女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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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简称深圳零废弃）创建于2016年，

其主要行动品牌为“ 无毒先锋” 。为实现“ 无毒中国” 的愿景，它正围绕

着两项战略行动开展日常工作，即通过独立检测和企业倡导，为公众日常

消费品去毒；以及通过培育和发展民间合作网络，推动化学品管理议题主

流化。

本报告是“ 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实施的“ 化学品管理民间网络与能力建设” 项目的

一部分，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管理的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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