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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镇级污水处理厂建后管理的
实践与思考

王思民!李!新!刘方方
%徐州市丰县水利局' 江苏 徐州!$$#'%%&

!摘!要"!为做好镇级污水处理厂建后管理工作'促进设施的可持续运行和发挥设施效益'提高镇区的污水集中

处理率'改善建制镇的生态环境'丰县在建后管理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 根据丰县建制镇污水处理厂数量多*

规模小*管理分散等特点'本文阐述了丰县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概况*做法*经验及建议(

!关键词"!建制镇) 镇级污水处理厂)建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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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按照"就近接管&独建补全#的

原则$统筹规划污水处理设施布局$在统筹城乡协调发

展的基础上$加快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行%

截至 $%#( 年底$丰县建制镇污水处理厂共 #$ 座-凤

城&孙楼街道办事处接管城区/$全县建制镇污水处理

设施覆盖率达 #%%S$实现了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全

覆盖% 近年来$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行被列

为民生工程% 为切实做好建制镇污水处理厂建后的运

行管理$保证设施长久发挥效益$丰县在这方面做了一

些探索与尝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镇级污水处理厂基本情况

#H#!镇级污水处理厂建设情况

"十二五#期间$丰县按照(丰县建制镇污水全覆

盖规划) -$%##.$%#(/要求$圆满保质保量完成规划

目标% 丰县新增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 #$ 座$#$ 座镇级

污水处理厂分别为欢口镇污水处理厂&华山镇污水处

理厂&王沟镇污水处理厂&常店镇污水处理厂&梁寨镇

污水处理厂&宋楼镇污水处理厂&范楼镇污水处理厂&

赵庄镇污水处理厂&顺河镇污水处理厂&师寨镇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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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厂&首羡镇污水处理厂&大沙河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总规模 '+%%.VJ% 其中!欢口镇&华山镇&宋楼镇&梁寨

镇 + 座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各为 &%%.VJ'范楼镇&赵庄

镇&顺河镇&王沟镇&常店镇 ( 座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

各为 )%%.VJ'大沙河&首羡&师寨 " 座污水处理厂处理

规模各为 +%%.VJ% 王沟镇&常店镇 $ 座污水处理厂采

用气提式生物接触氧化工艺$其余 #% 座污水处理厂采

用D

$

V% 工艺% 欢口镇&王沟镇&常店镇 " 座污水处理

厂要求出水水质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Fa#&*#&.$%%$/一级 D标准$其余 * 座污水处

理厂要求出水水质满足一级a标准%

#H$!建制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情况

在完成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的基础上$

丰县高度重视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工作%

为规范建制镇污水处理厂运营$确保建制镇污水处理

设施正常运行$$%#( 年 " 月通过公开竞争$优选重庆康

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公司/作为

委托运营企业$并签订委托运营协议$负责全县 #$ 座镇

级污水处理厂的运营% 康达公司专门成立丰县城镇污

水处理有限公司负责 #$个建制镇污水处理厂的运行%

#(丰县污水处理厂建后管理的主要措施

$H#!政府高度重视$全力推动工程建设

为确保丰县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丰

县抽调精干力量$明确职能职责$实现决策&协调&落实

三位一体$$%#" 年一年内建成 * 座镇级污水处理厂%

污水管网建设稳步推进$污水处理运营日趋规范% 同

时$市政府将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纳入生态市考

核体系$并与丰县政府签订了年度目标任务责任状$明

确任务&落实责任%

$H$!明确工作责任$全面抓好项目督查

严格按照污水管网工程建设计划$制定工程建设

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工程进度$落实工作责任和

工作要求$强化部门协调配合% 各相关部门形成了"统

一领导&全面协调&分组实施&各负其责#的污水管网工

程建设推进体系% 对污水管网工程建设$成立专门的

领导小组$建立了有效的工作机制%

$H"!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为建制镇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及运行提供保障

!!丰县多方筹集建设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资

金$整合省级环境保护引导资金&苏北建制镇污水处理

设施省级引导资金$用于建设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

同时$积极落实地方配套资金$用好用足以奖代补

政策%

$H+!规范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实施$强化管理

严格按照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制&工

程监理制要求$层层建立工程建设质量终身制和工程监

理责任制$抓好污水处理项目的设计&施工&管理和竣工

验收工作$确保污水处理项目按时保质建成运营1#P"2

%

$H(!加强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信息畅通并建章

立制

!!建立周报&通报制度$丰县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及运行被列为"民办实事项目#$县督巡委每周调度建

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行进展情况$同时$根据进

展情况对责任部门下达通报% 徐州市政府也把建制镇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行作为"三项工程#之一$徐州市

水利局每月调度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行进展

情况$及时掌握各镇污水处理设施工程情况$把工程进

展情况一月一报$督促施工进度$加快工程建设% $%#+

年 #$月$丰县率先出台了(丰县镇级污水处理设施运营

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明确职责$落实

运营经费$统一采用市场化托管运营模式$确保设施的

长效运行%

$H)!实行市场化运作$建立建制镇污水处理良性

运行机制

!!为进一步加强镇级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切实提

高设施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 丰县按照徐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镇级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的

意见)和(办法)采取了市场化运作$将建制镇污水处理

设施运营推向市场$全面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公开竞争$

优选康达公司作为委托运营企业% 在规范运营镇级污

水处理厂运行管理的同时$丰县根据(关于印发5江苏省

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6的通知)-苏财规

3$%#)4( 号/的文件精神$结合丰县实际$率先印发了

(关于在我县建制镇全面开征污水处理费的通知)-丰价

,(!,



3$%#)4#)号/$明确了镇区污水处理费的征收范围&用水

分类征收标准$同时全面开征镇区自备水源用户污水处

理费% 各镇人民政府负责镇级污水处理费的征收&使用

管理$用于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和建设%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H#!镇级污水处理厂进水量偏小

丰县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行虽然总体进展情况

达到省市要求$但也存在进水量不足的突出问题%

6H污水收集管网配套不完善% 各镇多数只实施了

镇区部分污水收集主干管和干管% 污水收集管网主干

管和干管不健全$与干管连接的支管仅实施了镇区医

院&小区&农贸市场&浴池等区域的污水收集管道的建

设% 建议进一步扩大丰县建制镇镇区污水管网覆盖面$

提高镇区污水收集率$改善镇区水环境质量$从而实现

镇区建成区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的目标1$2

%

BH镇区部分管网损坏&堵塞% 部分镇老管网不连

通&淤积堵塞$这些老管网位于镇区核心区域$是居民&

商业的聚集地$也是镇区污水的主要汇集管网$由于建

成时间早$淤积堵塞与损毁较为严重$致使收集的污水

较少% 其次$部分镇管网与道路不是同步实施建设$管

网先建设$道路工程后实施建设$导致道路施工过程中

管网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堵塞% 建议结合道路开发推

进管网建设$尽快明确日常维护单位$定期对排水设

施进行管理&维护等工作$并同时建立排水设施巡查

制度%

"H$!尚未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

在工程建设方面$按照(办法)规定$镇政府是镇级

污水管网工程的建设责任主体$但各镇虽有污水管网规

划$因先期建设的污水管网建设主体不同$使后续资料

移交缺失或丢失$不利于后续管网的设计&施工$导致各

镇无法根据规划认真制定管网年度建设计划&有序推进

污水收集管网建设% 建议管网原建设单位将已建管网

及竣工验收资料移交各镇管理$以利于后续管网的设

计&施工% 在建设过程监督中$各镇虽然委托了有资质

的监理公司代表建设单位实施监督$但是各镇作为建设

责任主体$缺乏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监督管理$在施

工工程中$缺少施工知识话语权% 建议采取切实可行的

措施$加强质量安全管理$按照"专业事由专业人干#的

原则$各镇-街道办/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监督管

理$确保工程质量安全&造价及进度%

"H"!运营监管力量有待提高

$%##年丰县实行水务一体化后$在原丰县水利局承

担的全部职能基础上$将原丰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承担

的城市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等职责调整到丰县水利局$

本次职能调整明确了丰县水利局负责老城区排水行业

的监督管理工作-范围!复新河以西主城区$四至为!北

至北环路$南至南外路$西到西外环$东到复新河/$而建

制镇污水处理设施未明确监督管理主体% 截至 $%#+ 年

#$月$出台了(办法)才明确了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职

责分工$但丰县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工作机制和机构尚

未完善$水处理&水务复合型专业技术人员配备不足$监

管手段及方法有待提高$规章制度不健全$信息化管理

水平较低% 建议修订丰县水利局"三定方案#$调整县水

利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进一步明确全县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的职责&污水处理行业监督和管理工

作责任主体% 同时$公开招聘或借调专业技术人员并每

年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充实行业监管部门$

提升对建制镇污水处理厂的监管能力1+2

%

'(结(语

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是一项基础性的惠民工程$在

加快完成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的基础上$丰县

高度重视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工作% 虽然

丰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与先进县-市&区/相比$仍

有不小的差距% 在今后$丰县将重点抓好配套管网建

设&日常运行管理等方面工作$创新思路&创新机制&创

优举措&不断提升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管理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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