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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市农村安全饮水水质现状及对策研究
姚家芬

!湖北省荆州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湖北 荆州!I#I"""#

!摘!要"!水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基本要素% 安全可靠的农村饮用水直接关系农村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实现% 本文通过对洪湖市 H# 个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水质现状进行评

价"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为该市'十三五(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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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水是人类生存和繁

衍的基本要素% 安全可靠的农村饮用水直接关系农村

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和

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实现#而水质是农村饮水安全

四项指标---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证率之首% 本

文根据洪湖市 H# 个乡镇水厂出厂水水质现状#依据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mGMIF-H""$$判断其是否

合格#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为该市+十三五,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提供技术依据%

+%概%述

洪湖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长江中游北岸#江汉平

原东南端#东接武汉#南临岳阳#国土面积 HGEFL5

H

#辖

EG 个乡镇&H 个街道办事处&# 个管理区% H"EI 年末洪

湖市常住人口 KGJKF 万#其中农村人口 G"JM$ 万#全市

纳入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划范围#为农村居民提

供生活饮用水的饮水工程有 H# 个#其中 EG 个水厂的

水源为地表水#其余为地下水#供水人口 MKJ"FEI 万#

覆盖率达到 F"JFN#设计日供水能力 E"JK 万 5

#

Q9#实

际日最大供水量 E"JK 万 5

#

Q9#基本实现了集中供水

的要求% 但由于洪湖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水源受到

污染&运营管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技术力量薄弱原因#出

厂水质合格率仅为 $#J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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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市农村安全饮水水质现状

H"EI 年 EE 月至 H"EG 年 M 月#湖北省水环境监测

中心荆州分中心对洪湖市 EG 个乡镇 H# 个水厂的出厂

水进行了 # 次取样检测#检测指标包括!浑浊度&2a&总

硬度&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挥发

酚&阴离子合成洗涤剂&硫酸盐&总碱度&氯化物&氟化

物&氰化物&硫化物&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砷&

六价铬&汞&铜&锌&镉&铅&铁&锰&硒&菌落总数和总大

肠菌群#共计 HK 项#并将检测结果与.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mGMIF-H""$$对应标准限值进行比较#HK 个

监测指标中任意一个不合格就判定为水质不合格'E(

%

结果显示有 H# 厂次不达标#主要超标指标为!浑浊度&

氨氮&铁&锰&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超标厂次分别为

I&$&E&E&EI&E"% 检测项目&依据&评价标准及结果见

下表%

洪 湖 市 农 村 安 全 饮 水 检 测 指 标 及 结 果 表

序号 检测指标 检测依据
标准限值".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mGMIF-H""$$

检测结果
不达标

厂次

E 浑浊度"Ze'$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观性状

和物理指标/"]mQeGMG"JI-H""$$

# nE RHG I

H 2a 不小于 $JG 且不大于 KJG MJ"# RKJ#G "

# 总硬度Q"54Q%$ IG" E#G RIEM "

I 溶解性总固体Q"54Q%$ E""" E"# RFK" "

G

耗氧量 "高锰酸盐指数 $Q

"54Q%$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有机物综合

指标/"]mQeGMG"JM-H""$$

G EJ" RIJE "

$ 挥发酚Q"54Q%$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观性状

和物理指标/"]mQeGMG"JI-H""$$

"J""H n"J"""# "

M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Q"54Q%$ "J# n"J"G "

K 硫酸盐Q"54Q%$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

属指标/"]mQeGMG"JG-H""$$

HG" nG R$E "

F 总碱度Q"54Q%$

.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 "]mQe

KG#K-H""K$

Q K$ RGEE "

E" 氯化物Q"54Q%$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无机非金

属指标/"]mQeGMG"JG-H""$$

HG" H R$# "

EE 氟化物Q"54Q%$ EJ" "J"K R"JGE "

EH 氰化物Q"54Q%$ "J"G n"J""I "

E# 硫化物Q"54Q%$ "J"H n"J""G R"J"E "

EI 氨氮Q"54Q%$ "JG "J"I REJIF $

EG 亚硝酸盐氮Q"54Q%$ Q n"J""# R"J#IG "

E$ 硝酸盐氮Q"54Q%$ E""地下水源为 H"$ n"J"K R$JGE "

EM 砷Q"54Q%$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指标/

"]mQeGMG"J$-H""$$

"J"E "J"""M R"J""FE "

EK 六价铬Q"54Q%$ "J"G n"J""I R"J"E$ "

EF 汞Q"54Q%$ "J""E n"J""""E R"J""""G "

H" 铜Q"54Q%$ EJ" n"J""E R"J"EM "

HE 锌Q"54Q%$ EJ" n"J"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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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检测指标 检测依据
标准限值".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mGMIF-H""$$

检测结果
不达标

厂次

HH 镉Q"54Q%$ "J""G n"J""E R"J""G "

H# 铅Q"54Q%$ "J"E n"J"E R"J"E "

HI 铁Q"54Q%$ "J# n"J"# R"J$H E

HG 锰Q"54Q%$ "JE n"J"E R"JMK E

H$ 硒Q"54Q%$ "J"E n"J"""# "

HM 菌落总数Q"V̂'Q5%$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

标/"]mQeGMG"JEH-H""$$

E""

" RIJK iE"

H

EI

HK 总大肠菌群Q"\cZQE""5%$ 不得检出 未检出R##" E"

$%原因分析

#JE!水源污染严重

H"EI 年湖北省水环境监测中心荆州分中心对洪

湖市境内地表水和地下水分汛期和非汛期进行监测评

价#结果表明#除长江洪湖段水质较好外#洪湖市境内

主要河流&渠道&湖泊的整体水质状况不容乐观%

调查监测 E$ 条河流&M 条渠道&HE 个湖泊的 G" 个

监测断面中#有 #E 个断面的水质超过
!

类标准#其中

H"个断面的水质达到劣
)

类)HE 个湖泊的 HG 个监测

点中#仅有 H 个站点水质达
!

类标准#水质达到劣
)

类

标准的站点有 H" 个#且 HE 个湖泊均达到了富营养化

水平#部分湖泊达到了重度富营养化水平% 主要超标

项目是总氮&总磷&氨氮%

洪湖市地下水的总硬度&氨氮&硝酸盐氮和亚硝酸

盐氮含量较高#个别地区的氨氮&总硬度&铁&锰达到
'

类#甚至
)

类%

工业废水的不达标排放和生活污水的随意排放所

形成的点源污染及农药化肥大量使用而形成的面源污

染是地表水源受到污染的主要原因% 地下水水质不达

标的主要原因是受污染的地表水下渗引起的'H(

%

#JH!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运营管理机制不健全

由于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有关政策和

文件都对明晰工程产权&落实管理主体有明确规定#因

此在工程产权和管护主体方面问题不大#但小型供水

工程则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主体不

明确&管理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并且经营方式粗放% 在

管理模式上#有的采用承包方式#部分承包人短期行为

严重#只图眼前利益#使饮水工程不能持续有效地发挥

效益% 另外#在农村没有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和

水价听证制度#农民及广大用水户缺乏对水价制定的

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存在水费征收困难和水费使

用混乱的现象#基层管理和技术人员待遇低#不能全身

心投入工作#这些都直接影响供水工程的正常运行和

维护%

#J#!管理和专业技术力量薄弱

在全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和技术人员中#除

了极少数人曾有简单培训外#其余大部分人员都没有

经过专业培训#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管理

水平&饮水卫生意识欠缺#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只是看管

和简单地运行操作#维修&养护水平低#水质检测更局

限于简单的常规项目#细菌学指标和有机物等非常规

项目的检测和研究仍是空白#不能满足安全供水的

要求%

-%解决农村安全饮水问题的对策

水质是农村饮水安全四项指标之首#水质达标是

实现农村饮水安全的前提#为确保出厂水质达标特提

出如下对策%

IJE!加强水源保护#严格水质检测

执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饮用水源的保

护#建立安全监控体系#严禁在饮用水源区内进行各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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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活动和排污行为#确保饮用水源水质安全% 对饮用

水源水质安全存在威胁的污染源应坚决取缔或搬迁#严

禁新建&扩建影响饮水安全的建设项目% 加强对农村安

全饮水水源&制水和配水水质检测管理工作#定期对水

源水质&制水水质&配水水质等进行检测#同时制定农村

饮用水安全保障的应急预案#形成有效的农村饮用水安

全预警和应急救援机制#确保农村饮水安全'#(

%

IJH!建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长效机制

认真贯彻执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办

法/"H"E#$#进一步落实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产权和

管理主体#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具体措施如下!

/J要创新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投入机制#坚持

+责&权&利相统一,和+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

则#引导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逐步形成政府公共财政

投资&受益农户投工投劳&全社会广泛参与&扶持的多

元化投入机制#多方筹措资金#巩固和提升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成果%

BJ要创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管机制#实行有偿

供水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充分调动各方参与工程运管

积极性#确保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健康有序运行%

7J建立合理水价形成机制#落实水价听证制度#

依法保障农民及广大用水户对水价制定的知情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确保水费征收和使用公开&透明#保证

群众的基本生活用水#落实基层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待

遇#稳定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队伍%

4J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

的管理&监督#确保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长效&安全

运行%

IJ#!加强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及技术人员

培训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应定期对农村安

全饮水工程的管理及技术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工作#使

他们熟知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熟练掌握和运用

水处理&水质监测及管网维护等专业知识#逐步建立起

一支熟悉供水工程的相关技术#能熟练地使用和正确

维护管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专业化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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