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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不仅仅是改善农村人居生活环境,更是全面有效地推进新农村建
设发展的有力举措。为了切实加快落实农村生活垃圾量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加快实现绿色发展、共
同建设美丽中国,系统、深入地探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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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is not only a powerful measure to
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rural residents, but also to comprehensively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peed 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duction, harmlessness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accel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jointly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systematically and deeply discuss the issue of class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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