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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句容市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
刘!朗

!句容市水利农机局"江苏 句容!C"CG###

!摘!要"!本文根据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要求及目标"在分析句容市饮用水源地现状基础之上"探索水源地达标

建设方法% 句容市通过水量$水质安全保障$水源地管理和备用水源地建设等措施的实施"取得了水源地达标建设

的阶段性成效"逐步树立'生态水利(观念"未来建设工作需采取长效管理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完成水源地达标建

设任务%

!关键词"!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长效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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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饮用水

源地保护的决定,和江苏省政府批复同意的+江苏省

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根据 C#"" 年 "# 月省政

府办公厅转发了省水利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环

保厅+关于开展全省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的意

见,#需要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工作#落实

最严格的饮用水源地保护措施#全面提高饮水安全保

障水平(

$&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要求

"F"!主要任务

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全省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意见的通知,中%水量保证'水

质达标'管理规范'运行可靠'监控到位'信息共享'应

急保障&的具体要求#通过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开展句容

市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包括饮用水源地的正常供水

和保护工程'应急备用供水建设工程和水量保障工程'

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工程'资金筹措和保障措施等内容(

"FC!建设目标

通过向上级争取资金'地方财政支付'企业自筹等

措施多渠道筹集资金#进行制度建设和完善#重点落实

工程建设#确保水源地建设最终达到下列四项目标(

9F%一个保障&#即!保障水源地安全供水#正常情

况下水源地安全供水#突发事件情况下保证应急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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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两个达标&#即!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到

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供水保证率达 KEJ以上(

2F%三个没有&#即!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内没

有与供水设施无关的设施和活动)二级保护区范围内

没有排放污染物的设施或开发活动)准保护区范围内

没有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设施或开发活动(

=F%四个到位&#即!水源地保护机构和人员到位)

警示标牌'分界牌和隔离措施到位)备用水源地和应急

管理预案到位)水质在线监测和共享机制建立到位(

在阶段建设目标和总建设目标的基础上#对照+江

苏省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标准,#将目标分解为

四个方面的具体指标#即水量保障'水质安全'备用水

源地管理及常用水源地管理(

#&饮用水源地现状

目前#句容市已实现乡镇区域供水#除城区由句容

市第二水厂供水外#其他各乡镇由南京'镇江区域供水

管道供水( 句容市第二水厂位于句容市经济开发区杨

塘岗#设计规模 "# 万 6

H

O<#取水口设置在北山水库#

句容水库作为备用水源地( 北山水库和句容水库均为

中型水库(

%&实施内容

HF"!水量保障措施

9F北山水库除险加固( C#"C 年#对北山水库进行

除险加固( 主要包括!大坝加固)溢洪道进口至护坦拆

除重建#下接护砌)高低输水涵洞加固#原废弃涵进一

步土封堵)工程安全监测设施)金属结构'电气设备更

新改造(

CF长江提水站补水工程( 通过提引长江水经一

站'二站两级提水入北山水库( 包括新建负一站#设计

补水流量 I6

H

O3)对长江引河及取水口进行清淤)对一

站///二站干渠沿线进行防渗处理#确保补水渠线通

畅( 该工程既是句容市北部丘陵山区工农业生产补水

的唯一提引江水工程#也是城区和 E 个乡镇 CHFI 万多

人口饮水补给水源工程(

2F北山水库清淤( 由于年久失修#水库淤积情况

十分严重#部分河道断面淤泥深度超过 "6#影响水库

库容#C#"H/C#"G 年累计清淤 $$ 万6

H

(

=F入库河道整治( 主要工程内容!河道清淤拓浚

EK#$6#河道护坡 "C#H6#填塘固基 C#D$6#堤防灌浆

KI#6#清杂整坡( 草皮护坡 KF"G 万 6

C

( 引河段现状

CD 座涵洞出水口维修#翻建堤顶永久性水泥道路长度

"###6( !

0F下达用水计划( 加强水资源计划管理#促进水

资源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

4F实现区域供水( 正常年份北山水库和句容水库

能满足城市的用水量要求)遇干旱年份#水量不能满足

城市用水量要求#可以引提境外长江水源补给和实施

由南京江宁水务公司部分供水(

HFC!水质安全保障措施

9F深度处理( 参照周边省市深度处理工程实例#

结合句容市水源水质特点'出厂水存在的主要问题#投

资 DH#K 万元# 采用生物活性炭工艺中的臭氧`生物活

性炭"XH _̀U]$方案#降低出厂水的有机物#去除异臭

味#改善饮用水的口感等#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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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生物活性炭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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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水质监测系统( 江苏省水环境监测中心镇江

分中心分别于每月 $ 日'C$ 日取样监测( 监测断面设

于水源地取水口附近( 监测方法依据+水环境监测规

范,"%eC"K/C#"H$的规定#选用国家现行有效的水环

境监测方法( 监测项目包括+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L_HIHI/C##C$中表 " 所列的 CH 个项目"不含总磷'

总氮及粪大肠菌群$和表 C 所列的 $ 个项目(

2F汇水口整治( 北山水库北汊汇水口作为水库

上游汇水及库区补水河道的汇水口#存在严重的淤积

现象#对水库水质影响较大( 北山水库水源地生态湿

地工程#保持汇水口区域的水深#让上游来水在汇水区

域减小水流速度#使得水体中所含泥沙等杂质在汇水

口区域沉淀#净化后的水体通过滚水堰流入北山水库(

在岸坡上广泛种植水生植物#提高汇水区域水体自净

能力(

=F内源污染治理( 实施湖体清除有害杂草和%外

来鱼&暂养网箱迁移工作#科学实施鱼种生态放养( 建

立水库清除有害杂草的长效管理机制#对天目湖%外来

鱼&全部暂养在新建的湖体外鱼塘#消除渔业污染#杜

绝 %外来鱼&鱼病对水库内鱼的传染( 根据饵料基础

情况#合理设定水库养殖鱼类的总库存量'鱼种投放比

例#使其尽量与藻类'浮游动物的饵料基础匹配#杜绝

水产养殖对湖体水质的直接污染(

0F工业'生活污染治理( 句容市政府下发+关于

北山水库水源地相关企业实施关闭的决定, "句政发

-C#"H.C#$ 号$#关闭水源地周围相关企业共 CH 家(

建成下蜀镇污水处理厂#包括 "####4O< 污水处理厂 "

座'污水泵站 C 座)共铺设污水总管网 I#:6(

4F宕口整治工程( 对北山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废弃

宕口地质环境进行专项整治( 一类地区#大南山'金条

山以及湾山'仑山一带#距离水库较近#且区内堆放大

量的尾矿弃土堆场#采用削坡'清坡'平台绿化'坡面挂

网喷播绿化等措施对宕口进行综合治理(

@F村庄环境整治工程( 库区下蜀镇村庄环境整

治工程共拆除破旧房屋 E## 多处#清理露天垃圾近万

吨#改厕约 H$## 户#河塘清淤 C# 多座#铺设污水管网 "

万余米#污水处理设施 C 处#完成绿化 C 万 6

C

#建设公

共绿地 C###6

C

#保留乡土树林'果树林'农家菜园等区

域#形成%前有田园'中有乐园'后有花园&的整体布局#

打造%房在园中#人在景中#景在庄中&的生态美景(

HFH!备用水源地建设

句容水库位于句容市市区东北#距句容市区

"F$:6#属丘陵水库#水库下游河道为句容河#长江水

系#为中型水库( 句容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于 C##K 年施

工#工程总投资为 H#H" 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大坝坝

体采用多头小直径搅拌桩防渗)迎水坡原有护坡保留)

坝顶新建 D6宽沥青路面)背水坡保持现有坡面#采用

四级常绿草皮护坡)原址拆除重建 H 孔溢洪道)高涵拆

除封堵#低涵拆除后重建(

HFG!水源地管理

9F定期巡查机制( 水库严格执行 CG+值班巡查制

度#发现污染水源事件及时处理( 开展库面保洁工作#

及时打捞库面漂浮物#保证库面日常清洁( 密切跟踪

水源地的安全状况#提前预防和及时清除影响水源地

安全的违法行为(

CF隔离防护设施( 在保护区内设置防护围栏#树

立警示牌'宣传标语(

2F取水口实时监控( 在水库取水口安装视频监

控系统#实现 CG+在线监控#确保取水安全(

=F严格水政执法( 对水源地发生的水事案件严

肃处理#争取消灭在萌芽状态(

HF$!制定应急预案

句容市自来水总公司和句容市环保局分别制定了

+句容市自来水总公司供水水源污染事故应急处置预

案,和+句容市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

案,#句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也于 C#"# 年 "" 月下发了

+句容市饮用水源地突发性污染应急预案,#并要求各

部'委'办'局贯彻执行#做到安全#高效'有序地组织预

防'控制和解除突发事件危机(

E&句容市水源地达标创建成效

GF"!政府高度重视#%一龙管水#多龙治水&充分

协作

!!句容市委'市政府根据江苏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的

+关于开展全省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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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高度重视#尤其是关闭 CH 家污染企业#力度之大

前所未有(

在体制上#水利'建设'环保'农业等多部门均对饮

用水源有相应的管理职能#但以往缺乏协调( 水资源

统一管理优势尚未体现#水资源保护方法单一#管理方

式上权属不清#与资源型水利尚有差距( 但是#通过水

源地达标创建#各部门细化责任和工作节点#充分协作(

GFC!工程措施与管理措施并用

水源地达标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综合性工程#要

落实好水源地达标建设相关要求#必须采取工程措施

和非工程措施两手抓
0"1

( 句容市水源地达标创建水量

保障主要措施有!水库除险加固'清淤等工程措施)实

施用水计划'区域供水等管理措施( 水质安全保障措

施!汇水口整治'污染治理工程措施)水质监测'巡查制

度等管理措施(

GFH!转变%小水利&的观念#树立%生态水利&的

观念

!!生态水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有现代科学

技术#尤其是生物科学#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基础才

能实现( 未来的生态水利将是这样的!流域的中上游

由%绿色水库&%绿树水库&'水库和湖泊组成的调蓄系

统可有效地调节水资源( 流域内实施生态农业#农作

物一般只使用无害农药#不施用有害农药'化肥和激

素)洪涝区种植的春夏作物可耐半个月的水淹而照样

有良好的收成)干旱区的作物即使一个月不下雨也不

怕干旱( 水资源得到有效保护#能比较合理地分配资

源)真正实现绿色'健康'有机发展(

F&结&语

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是江苏省政府下达的一项事

关民生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人民生活'社会稳定的重要

基础工程( 各成员单位加强协调#努力工作#认真完成

各自的工作任务#创建工作已通过验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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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K 页% 生物群落#使得物种丰富度降低(

表 %&不同生态修复技术下的浮游生物多样性指数

河道名称 生态修复技术 浮游生物多样性指数

采样点 C 生态浮床 "FEG

采样点 D 未治理段 "F##

采样点 E 底泥疏浚 "F"C

采样点 I 生态护岸 "FGK

采样点 K 木桩S自然护坡 "FG$

采样点 "# 砌块护岸 "FCC

E&结&论

本文以建昌县为研究区域#选择典型的河道断面

进行水样采集和试验分析#从污染物的降解系数'浮游

生物量等几个方面对各生态修复技术进行比较分析#

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从污染物降解系数来看#生态湿

地修复技术最佳#其次为生态浮床#然后为底泥疏浚#

生态护岸修复技术效果一般#砖砌护岸效果最差)

"采

用生态浮床后#浮游生物的种类多样性相对其他生态

修复措施较高#为浮游生物提供良好的生存条件( 综

上所述#生态浮床修复技术既能提高污染物降解系数#

又能增加浮游生物多样性#可较好地应用于平原地区

农村中小河道生态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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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G1!董婷婷@辽宁省市际以上界河信息调查与成果分析0(1@中

国水能及电气化#C#"D"$$!H# H̀C@

*!&*

刘!朗O浅析句容市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