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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是加

强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重要方面，也是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建

设美丽乡村、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鸡西市城子河区逐渐重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扎实

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等项目实施，为改善生态环境奠定了良好基

础。但从全局来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仍然存在污水治理建设宏观布

局和规划不足，与人民群众对排水基础设施的需要和生态环境改善的

期盼仍有差距。2020 年，鸡西市城子河区生态环境局按照《关于印

发《黑龙江省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纲要》的通知》（黑

环发【2019】154 号），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为此，对鸡西市城子河区各村庄实地踏查，整理大量有关污水收

集和管网建设以及污水处理厂现状等资料，结合城镇污水规划、农村

环境连片整治等工作，进行系统分析、核算、比选、研究。在此基础

上，编制完成《鸡西市城子河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本规

划遵循城乡一体、统筹规划的指导思想，提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

方案，并根据鸡西市城子河区实际，提出污水收集和管网建设意见，

并注重长效管理机制建设。 

本规划由鸡西市城子河区生态环境局组织领导，黑龙江百济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编制。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积

极配合和大力支持，在此，对所有指导和帮助本规划编制的领导、专

家和有关人员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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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1.1 规划背景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根据《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意见》、《黑龙江省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黑龙江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

案》、《黑龙江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文件要求，提出农村生活污

水收集和治理的有效方法。鸡西市城子河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关

于印发《黑龙江省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纲要》的通知》

（黑环发【2019】154 号）的要求，编制《鸡西市城子河区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专项规划》，鸡西市城子河生态环境局充分认识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的重要意义，把其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抓紧抓实，切实提升

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2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总体要求，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着力解决农村突出环

境问题，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按照“政府主导、因地制宜、有序

推进”的工作思路，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现“治理一片、水清

一片、群众满意一片”。建立长效运行保障机制，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全面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目标。 

1.3 规划原则 

（1）科学规划、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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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鸡西市城市总体规划为先导，结合城市总体规划、村庄规划、

排水情况等工作，充分考虑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生活污水产排规律、

环境容量、村民意愿等因素，科学规划和安排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2）因地制宜、利用为主； 

综合考虑村庄自然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污水产排状况、生态环

境敏感程度、受纳水体环境容量等，科学确定本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方式。鸡西市城子河区近期规划的村庄采用铺设管网的方式将生活

污水排入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内统一处理。 

（3）突出重点、梯次推进； 

坚持短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相结合，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综

合考虑现阶段城乡发展趋势、财政投入能力、农民接受程度等，合理

确定污水治理任务目标。优先整治生态环境敏感的村庄，不断探索，

梯次推进，全面覆盖。 

（4）建管并重、长效运行； 

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推动以城子河行政区域为单元，实行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鼓励规模化、专

业化和社会化建设和运行管理。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污水处理受

益农户付费制度和多元化的运行保障机制，确保治理长效。 

（5）经济实用、易于推广； 

充分调查农村水环境质量、污水排放现状和治理需求，考虑当地

经济发展水平、污水产生规模和农民生产生活习惯，综合评判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选择技术成熟、经济实用、管理

方便、运行稳定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手段和途径。 

（6）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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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引导农民以投

工投劳等方式参与设施建设、运行和管理。 

1.4 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2）执行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园林绿化用泥质》（ GB/T 

23486-2009）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 

《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GB4284-2018）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612-2019） 

（3）技术规范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2008） 

《村庄整治技术规范》（GB50445-2008）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9） 

《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574-2010）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50788-201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11jI-a1q7BPPf2wNF02at1xIEraVbt0gFPvVnB2GT9LpKV7vOGeLBOLQhcVo-QDt&wd=&eqid=a57990870004403a000000035bd3bc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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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4）相关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意见》（2014） 

《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

17 号）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环土壤【2018】143 号） 

《关于加快制定地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的通知》（环办

水体函【2018】1083 号）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规范编制工作指南

（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403 号） 

《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环办土壤

函【2019】756 号）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布局规划（2019-2035 年）》的通知（黑建基（2019）3 号） 

《黑龙江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6）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黑发【2018】

33 号） 

《黑龙江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纲要》

的通知（黑环发【2019】154 号） 

《鸡西市城市总体规划》 

《鸡西市团山子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划分技术报告》

（2014 年） 

《城子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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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河区团山水源地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9 年） 

《鸡西市城子河区永丰乡农村生活污水集中治理管网建设工程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20 年） 

《鸡西市城子河区水体达标工作方案》（2020 年） 

1.5 规划范围 

鸡西市城子河区农村生活污水规划范围包括长青乡和永丰（朝鲜

族）乡，共 13 个行政村。其中永丰乡的永红村和丰安村已纳入城子

河区污水处理厂治理范围，长青乡的和平村除城海组外已采用转运的

方式将生活污水运送至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以上村庄均不在本次规

划治理范围内。 

近期城子河区农村生活污水近期治理范围有：（1）城乡结合部可

就近纳入管网（3km 范围内）的村庄，（2）穆棱河沿岸 1km 范围内

的村庄，（3）改成水冲式厕所的村庄，最终确定本规划近期治理的行

政村为 9 个。 

以位于穆棱河沿岸的永丰乡新华村，城乡结合部可就近纳入污水

管网（3km 范围内）的村庄包括长青乡的城东村、新阳村、向阳村、

红卫村、永丰乡的新城村、新兴村、新华村、城子河村和永平村为重

点治理村庄。 

远期覆盖长青乡的正阳村和和平村（城海组）2 个村。 

1.6 规划期限 

规划基准年：2019 年。 

规划时限：2020 年-2030 年，共计 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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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规划年：2020 年-2024 年，共计 5 年。 

远期规划年：2025 年-2030 年，共计 6 年。 

1.7 规划目标 

1.7.1 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落实国

务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目标任务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总体要求，在充分考虑全区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生活污

水产排规律、区域环境容量、村民意愿等因素基础上，根据当地人口

规模、污水产生种类的特点、地理位置等因素，选择合适的农村生活

污水收集处理模式，因地制宜地规划和建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递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居民生活

质量。 

（2）近期目标 

全面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加快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加快村庄管网配套工程建设，更多接纳城镇污水处理厂周边农村

生活污水，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明显提高，治理初见成效。 

（3）远期目标 

至 2030 年，全面推进剩余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力争实

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基本消除村庄内污水乱排乱放情况，村

庄人居环境和农村水环境都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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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规划指标 

近期：规划发展村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村庄数 9 个，覆盖率达

到 82%；农户数 4096 户，覆盖率达到 93%；污水处理设施排放达标

率达到 100%； 

远期：规划发展村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村庄数 2 个，覆盖率达

到 18%；农户数 280 户，覆盖率达到 7%；污水处理设施排放达标率

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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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概况 

2.1 自然条件 

2.1.1 地形地貌 

地貌特征为“八山半水一分半田”。境内地势北高南低，海拔

180-600m。全区分为丘陵、低山丘陵、河谷平原三个地貌类型。剥蚀

堆积地形主要为低山丘陵，山体浑圆，坡度在 10-20°之间，多由沉积

岩组成。上覆第四系风化残积坡积物，为柞木林、次生林及人工林所

覆盖。堆积地形主要有现代河床及低漫滩、牛轭湖、高漫滩，主要沿

城子河两岸分布。河床宽度 50m-100m，在其两侧有零星低漫滩、牛

轭湖、高漫滩宽度 2km 左右，在近丘陵区变窄。 

2.1.2 气候气象 

城子河区所属的鸡西市地处中纬度亚洲大陆东岸，黑龙江省东南

部，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气候变化明显，春季易干旱多

大风，夏热短促雨水集中，秋季寒潮降温，常有冻害发生，冬季寒冷

漫长且干燥。全区年平均气温在 3.5℃-4.2℃之间，由南向北递减。全

区 80%保证率积温为 2300-2400℃，≥10℃的积温在 2450℃-2720℃。

全区无霜期在 140d 左右，大部分地区初霜冻在 9 月下旬出现，终霜

冻在五月上旬结束。全区年平均降水量多介于 520-550mm，多年平均

降水量 533.3mm，夏季降水占全年降水量 60%以上。年平均相对湿度

为 65%左右，全区平均蒸发量多介于 106-1540mm，多年平均蒸发量

为 1281mm，多年风向为西风，占全年的风频率为 21%，平均风速在

2.5-3.8m/s，历年平均风速 3.8m/s。全年日照总数 2300-29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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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资源状况 

北山南水，物产丰饶。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北高南低。北部和西

北部为完达山余端的丘陵地带，森林面积 14289hm2（其中区有林业

用地 1175hm2），盛产山野菜、黑木耳、中草药、白瓜籽等林副山产

品。东北部为山地漫岗、海拔 300 至 400m，以白浆土为主，是粮豆

薯瓜果的主产区。储藏着 10 多种矿产资源，其中煤炭储量 29550 万

t、铁矿石 146 万 t。南部是肥沃的穆棱河冲积平原，是城子河区万亩

灌区“绿之都”绿色稻米基地、千亩绿色蔬菜棚室生产基地、千亩淡

水鱼养殖基地。 

2.1.3.1 矿产资源 

城子河区是重要的煤炭基地，以煤炭为主体，兼有机械、装备制

造、冶金、电力、化工、建材等门类的工业城市。已发现矿产资源

54 种，查明储量的有 28 种，主要有煤炭、石墨、硅线石、钾长石、

大理岩、黄金、钯、铂、矿泉水等。其中，煤炭储量 63.9 亿 t，煤田

分布广、煤种齐全，有焦煤、气煤、肥煤等 7 个煤种，石墨查明矿石

量 4.9 亿 t，储量居亚洲之首；硅线石查明矿石量 3800 万 t，矿物量

680 万 t；钾长石查明矿石量 1.7 亿 t；大理岩查明储量 5.7 亿 t。 

2.1.3.2 植物资源 

城子河区林业经营总面积 86.3 万 hm2，有林地 68.6 万 hm2，活

立木总蓄积 3627 万 m3（不含森工、农垦系统），森林覆盖率达到 28%，

森林树种达到 20 余种，林下野生植物比较丰富，种类多、分布广，

药用植物有 240 种，食用经济植物近 50 余种。植物 691 种，其中，

国家二级植物 9 种（兴凯松、兴安桧、野大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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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交通状况 

穆棱河三座大桥与鸡西市政治中心区—鸡冠区相连，是鸡西市

“一河居中，两岸同兴”、市区同城化发展战略的核心区，地缘位置

明显，发展空间广阔。距省东部最大的支线机场-兴凯湖机场 7km；

距国家一类陆路口岸虎林口岸 100 多 km、密山口岸 87km。是鹤大高

速（鹤岗-大连）、建鸡高速（建三江-鸡西）、方虎公路（方正-虎林）

鸡西的交汇点，鸡西市铁路线路全长 359km，铁路管辖车站 30 个。

已经开工的牡佳高铁使陆路交通进一步提速。航空、公路、铁路、高

速等便捷的交通设施架起了省内外、国内外桥梁纽带。 

2.2 社会经济状况 

2.2.1 地理位置 

鸡西市城子河区位于鸡西市中心区北部，东、北两面与鸡东县接

壤，南以穆棱河与鸡冠区分界，西与滴道区毗连，其地理坐标为东经

130º54′-131º05′，北纬 45º18′-45º26′。 

2.2.2 行政区划 

鸡西市城子河区位于黑龙江省鸡西市北部，总面积 320km2，人

口 14.5 万人。辖 5 个街道办事处，包括城子河街道、正阳街道、东

海街道、城西街道、杏花街道；2 个乡，包括长青乡、永丰朝鲜族乡，

共 13 个行政村。 

2.2.3 产业特点 

城子河区产业结构以机械制造、煤炭洗选、绿色食品种养殖加工、

新型材料、石墨深加工、钢材、机动车、钢构产品、家具为主。经过

多年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了二产大、三产小、一产弱、以煤为主

http://baike.baidu.com/view/527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18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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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一结构，形成了以绿色特色种植养殖为主的近郊农业，以煤炭深

加工、新型建材、煤机配件和农机制造、木业木器加工、山林产品加

工出口等为支柱的新型工业，以金三角经济区为依托的商贸物流、矿

山机械、钢材交易、建材家居、机动车维修交易、餐饮服务业的多业

并举、多元发展态势。 

2.2.4 经济情况 

2.2.4.1 工业发展 

2019 年，城子河区政府坚持把产业项目、招商引资和对上争取

作为牵动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凯源机械、成鑫机械、环保脱硫剂等

6 个项目建成投产，超高功率石墨电极项目落地开工。实施精准招商，

引进生成项目 5 个，到位资金 1.1 亿元。对上争取项目 17 个，争取

到位资金 1.7 亿元。工业经济稳步发展，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开展“服

务进百企”活动，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增规

上企业 2 户，全区规上企业达到 9 户。昌隆石墨成功申报为省级高新

技术企业。全区工业总产值实现 12.3 亿元，增长 42.1%。现代服务业

加快发展，金三角电子商务产业基地入驻企业 70 家，带动就业 3600

多人，累计交易额突破亿元，实现税收 120 余万元。金三角经济开发

区服务业销售额 5.2 亿元，增长 10.8%，实现税收 1200 万元。 

2.2.4.2 农业农村 

2019 年，城子河区政府围绕农民增收调结构，绿色有机作物种

植面积 5000 亩，鲜食玉米、北药、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5200 亩。

新建高标准农田 3000 亩。围绕村集体增收上项目，区政府投入扶持

资金 101.7 万元，对上争取项目扶持资金 30 万元，果蔬示范园、“花

开鸡西”、食用菌种植等项目建成投产，丰安特色村寨三期工程如期

竣工。两年来，新上村集体产业项目助力村集体纯增收 58 万元，村



鸡西市城子河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 

12 

集体新增固定资产 375.8 万元。围绕净化农村环境抓整治，改造农村

公路危桥 6 座，农村改厕 246 个。清理“大棚房”、农村饮水安全等

专项整改任务全部完成。 

2.2.4.3 生态环境 

2019 年，城子河区政府集中整治空气污染排放，以涉煤企业为

重点，整改环境问题 60 多个，秸秆禁烧实现“零火点”。精准治理水

环境污染，落实河长制，推进“清四乱”（乱占、乱采、乱堆、乱建），

依法清理拆除行洪区内违建 26 处。城山煤矿净水厂扩建、生活污水

并网项目竣工；日华养猪场新上全市首家污水处理设施。启动实施生

活污水治理项目 2 个，成功申报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4 个。全市 2018

年度水十条考核排名第一。开展黑土地保护专项行动，完成域内加油

站双层罐改造，治理农村面源污染 3665 亩。依法打击破坏耕地、违

法占地行为 10 起，生态环境得到优化。 

2.2.4.4 民生福祉 

2019 年，城子河区政府财政用于民生支出 2.64 亿元，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 77%。多措并举稳就业，开展“送政策、送信息、送技

能、送岗位、送资金”活动，带动新就业 1208 人，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 800 余万元。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4066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64%以内，低于市控指标。投入 750 万元，解决 188 名编外聘用人

员职工养老保险问题。为 209 人办理农民失地养老保险，将 119 名分

流教师纳入市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统筹范围。开展城乡低保“六精准”

（精准认定、精准衔接、精准退出、精准发放、精准管理、精准服务）

专项治理，实现应保尽保。为城乡低保、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发放救助

金 3300 万元，惠及 7500 余人。开展“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为

农民工追缴工资 897 万元。树英小学教学楼、综合楼主体完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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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河小学操场硬化、实验幼儿园消防设施和晨兴中学水冲厕所改

造，改善办学条件。完成城子河农贸市场消防安全改造，通过省级卫

生标兵区复审验收，完成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2.3 生态环境保护状况 

2.3.1 饮用水水源地 

2.3.1.1 饮用水源地概况 

团山子水库位于黑龙江省鸡西市滴道区东北 10km 滴道区干流

上，枢纽的地理坐标为东经 130º54′20″，北纬 45º23′40″。水库控制

流域面积为 559km2，保护区控制范围为东经 130º53′-131º1′，北纬

45º23′-45º30′之间，南北长 12km，东西长 10km，南距鸡西市 19km，

北距七台河市 30km，东与哈达水库隔山相邻，西邻鸡西市滴道区。 

团山子水库由宝泉河及安平河等主要支流及小东沟、四海矿沟、

和平河一些较小支流汇流而成，河流发源于林口县青山东麓，流经鸡

东县兴农镇，坝址以上河段为 41km，总落差为 172m，流域面积为

559km2。水库上游的河流为山溪河流，山谷走向曲折，支流水系较多，

呈叶状，水量充足。 

2.3.1.2 供水设施现状 

团山子水库完成了饮用水水源地界标、围栏及警示牌的设立，同

时在水库取水口、和平码头房、四海前屯三处地点建设三处水源一级

保护区全封闭检查站。取水口即为水源所在地，划分到一级保护区内。 

团山子水库连续三年的总磷、总氮、高锰酸钾指数均高于《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 类水质标准，但符合 III 类水质

标准。团山子水库水质已经收到一定程度的污染，污染物主要来源于

安平河、宝泉河及其分支河流四海河、小东沟等水质污染，这些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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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对供水水源的可持续利用带来影响，对水源地水质构成一定的威

胁。 

2.3.1.3 保护区范围 

一级保护区范围：从水库大坝至水库北侧正常水位线外延 200m

之间，水库东西两侧 260m 等高线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范围，但东南

侧不超过新鹤大高速辅路及大坝通往该辅路的乡级公路，面积为：

10.2183km2。 

二级保护区范围：从水库南侧水库大坝至小东沟和滴道河入库口

上溯 3km、大坝至和平河源头长度范围内，水库和各入库河流两岸分

水岭之间的水域和陆域，面积为 43.2567km2。 

2.3.2 水环境质量状况 

2.3.2.1 水质情况 

从鸡西市城子河生态环境局提供的 2018 年地表水检测报告获

知，城子河区水质监测结果见表 2-1。 

表 2-1  城子河区水质监测结果表 

监测点位 监测日期 
监测结果（mg/L）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氮 总磷 

白石河 2018.5.31 84 3.05 7.41 0.81 

二中坡水 2018.5.31 95 1.35 2.72 0.13 

小城子河红卫泡 2018.5.31 29 0.929 2.66 0.43 

 

2.3.2.2 存在问题 

（1）水资源紧张，自净能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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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河、二中坡水、小城子河红卫泡径流量较小，沿途接纳周边

的生活污水和部分工业废水，水体自净能力相对较差，污染物沿程无

削减。 

（2）污染物排放量大 

鸡西市属矿业资源型城市，城子河区内分布着众多煤矿、水泥厂

等典型矿业企业，煤矿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生产废水，如煤矿的

疏干废水、洗煤废水、洗矿废水等；虽然此类矿业废水的 COD 和氨

氮的贡献量较小，但悬浮物（SS）含量较高，如不进行处理将会直接

对水体感官形成污染，此类污染物是水体变黑，水面漂浮粉尘的主要

污染来源。根据生态环境局调查数据显示，鸡西市部分大中型煤矿和

石墨矿企业尚未建设废水处理设施，生产废水处于直排状态；部分生

产企业污水处理实施未正常运行，对河流形成污染。 

通过监测报告可知，2018 年 5 月，白石河、二中坡水和小城子

河红卫泡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数值较高，主要来自农业

面源和城镇生活源；氨氮主要来自城镇生活源和畜禽养殖。 

（3）部分地区水土流失严重 

流域两岸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且存在大量的耕地为坡耕地，大量

边坡被开挖，导致次生裸地出现，土壤侵蚀严重，加之水冲沙压，造

成坡耕地沟道发展迅速，由于两岸过度开垦，水土流失面积较大。 

（4）监测预警能力不足 

现有环境在线监测、监控设施不足，覆盖率低。缺少对水量、泥

沙量等反映流域水体污染特点指标的监测。工业点源监测指标单一，

对农业面源污染及湿地的监测缺失。环境综合信息管理能力薄弱，未

建立统一的水环境污染监管和预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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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污染源分析 

3.1 用水及排水体制 

3.1.1 用水情况 

鸡西市城子河区的大部分农村村民的用水条件一般，村民户内均

有给水龙头，无卫生设施、无淋浴设施；少数已完成厕改的村民，户

内有给水龙头，有卫生设施、无淋浴设施或简易淋浴设施。鸡西市城

子河区大部分农村供水为分时供水和自打井，少部分供水为 24h 连续

供水。生活用水结构主要为厨房用水、洗衣和洗漱用水；少量村民为

水冲式厕所用水。 

3.1.2 排水情况 

鸡西市城子河区的村庄内，大部分农村村民的无排水收集管道，

污水散排，显著特征是间歇排放、排水量少且分散、瞬时变化较大。

农户仍然使用旱厕，没有化粪池，村庄没有排水渠道和污水处理系统，

使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受到影响。 

3.1.3 农户改厕普及情况 

鸡西市城子河区各村庄均有少数村民已完成改厕，分别为永丰乡

新城村、新兴村、城子河村和永平村；长青乡城东村、新阳村、正阳

村、向阳村，共 259 户 777 人，厕所类型为室内水冲式厕所和室外卫

生旱厕，各户化粪池的上清液定期抽运至鸡西市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

进行处理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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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现状 

鸡西市城子河区仅有部分村庄的少数村民已完成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主要治理方式为分散收集处理模式，已建污水处理设施数量

259 个，规模为 2.5m3和 3m3的化粪池，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定

期抽运至鸡西市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详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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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城子河区厕改情况统计表 

序

号 

乡

镇 
村名 户数 人口 治理方式 

已建污水处

理设施 

已建污水

处理设施

规模 

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状态 
排放标准 

出水去

向 

达标

情况 

1 

永 

丰 

乡 

新城村 105 315 
37 户室内水冲式厕所和

68 户室外卫生旱厕 

玻璃钢 

化粪池 
每户建设

化粪池一

座，有效

容积为
2.5m3 

正常 

《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
(GB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 

运至城

子河区

污水处

理厂进

行处理 

达标

排放 

2 新兴村 53 159 
3 户室内水冲式厕所和

50 户室外卫生旱厕 

玻璃钢 

化粪池 
正常 

达标

排放 

3 城子河村 23 69 室内水冲式厕所 
水泥一体式

化粪池 
正常 

达标

排放 

4 永平村 4 12 室内水冲式厕所 
水泥一体式

化粪池 
正常 

达标

排放 

5 

长 

青 

乡 

城东村 26 78 
6 户室内水冲式厕所和

20 户室外卫生旱厕 

玻璃钢 

化粪池 
每户建设

化粪池一

座，有效

容积为
3m3 

正常 

《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
(GB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 

运至城

子河区

污水处

理厂进

行处理 

达标

排放 

6 新阳村 17 51 
4 室内水冲式厕所和 13

户室外卫生旱厕 

玻璃钢 

化粪池 
正常 

达标

排放 

7 正阳村 15 45 
3 户室内水冲式厕所和

12 户室外卫生旱厕 

水泥一体式

化粪池 
正常 

达标

排放 

8 向阳村 16 48 
4 户室内水冲式厕所和

12 户室外卫生旱厕 

水泥一体式

化粪池 
正常 

达标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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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设计日处理污水能力为 2 万吨，2016 年投

入运行，污水处理工艺为物化生化耦合处理工艺（微膜强化过滤系统

+污染物强化去除系统）+紫外线消毒，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 标准，污水经处理后排入穆棱

河。污泥经脱水稳定后送至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理。 

污水处理厂主要建（构）筑物及生产设备见表 3-2、表 3-3。 

表 3-2  污水处理厂建(构)筑物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粗格栅间与污水提升泵房 355.9m2 座 1  

2 一级污水泥一体化处理 175.5m2 座 1  

3 加药间 135m2 座 1  

4 消毒间 77.22m2 座 1  

5 巡检设备间 35m2 座 1  

6 污水处理间 1782m2 座 1  

7 除臭间 150m2 座 1  

8 一级过滤间 262.5m2 座 1  

9 排泥设备间 82.5m2 座 1  

10 办公区 544.5m2 座 1  

11 生物活性炭过滤间 213.76m2 座 1  

12 反冲洗泵井 1.7m×2.0m，H=5.87m 座 2  

13 鼓风机房 7.5m×6.6m，H=5.0m 座 1  

14 紫外线消毒渠 
12.65m×1.016m，

H=1.7m 
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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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污水处理厂主要设备表 

序号 名    称 规    格 单位 数量 安装位置 

1 回转格栅除污机 GH 型 台 2 1 用 1 备 

2 潜水型排污泵 WQB600-15-30 型 台 4 3 用 1 备 

3 过滤器 SF6000 型 台 3  

4 污泥螺旋压榨输送机  套 1  

5 电子蒸汽发生器  套 4  

6 不锈钢一体化加药装置 GTF-2500 套 2  

7 电动单梁悬挂式起重机 LX-1 台 2  

8 潜水提升泵 
Q=416m3/min，H=15.5m，

N=30KW 
台 3 2 用 1 备 

9 反冲洗水泵 
Q=290-366m3/min，

H=16-20m，N=22KW 
台 2 1 用 1 备 

10 反冲洗罗茨鼓风机 
Q=6-7.5m3/min，

H=0.85MPa，N=22KW 
台 2 1 用 1 备 

11 曝气罗茨鼓风机 
Q=20.8m3/min，

H=0.85MPa，N=45KW 
台 3 2 用 1 备 

12 紫外线消毒模块 Q=20000m3/d，N=15KW 套 1 含水位控制器 

13 活性炭滤池 直径 3.6m，H=8.5m 台 10  

3.2 水质水量预测 

3.2.1 人口预测 

规划基准年，2019 年鸡西市城子河区有 4396 户 12604 人。人口

自然增长率根据各村庄建设规划结合实际情况确定自然增长率为

-3.01‰。 

人口预测按照以下公示计算： 

 

其中：P—预测年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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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现状人口，按 2019 年末人口计； 

      R—人口自然增长率； 

      n—预测年限。 

规划近期 2024 年总人口为 10818 人，规划远期 2030 年总人口为

9285 人，详见表 3-4。 

表 3-4  城子河区人口统计表 

乡镇 

名称 
行政村 

2019 年 2024 年 2030 年 

户数（户） 
人口数

（人） 

人口数

（人） 

人口数

（人） 

永丰乡 

新城村 613 1531 1314 1128  

新华村 780 1847 1585 1361  

新兴村 516 1548 1329 1140  

城子河村 560 1500 1287 1105  

永平村 267 671 576 494  

小计 5 2736 7097 6091 5228  

长青乡 

城东村 830 2490 2137 1834  

红卫村 263 570 489 420  

新阳村 184 1140 978 840  

向阳村 103 312 268 230  

正阳村 210 580 498 427  

和平村（城海组） 70 415 356 306  

小计 6 1660 5507 4727 4057  

合计 11 4396 12604 10818 9285  

3.2.2 水质预测 

参照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标准，最终确定农村生活污水

水质如表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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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水质参考值（单位：mg/L） 

项目 COD BOD5 SS NH3-N TP TN 

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 400 200 220 40 6 55 

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水质参考值 400 200 220 40 6 55 

3.2.3 污水量预测 

（1）用水量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受生活条件、排水系统、水资源利用方式、

生活习惯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在调查分析当地居民的用水现状、经济

条件、用水习惯、发展潜力等状况的基础上酌情确定。 

参考《东北地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指南》中东北地区农村居

民生活用水量参考取值（见表 3-6）。 

表 3-6  东北地区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参考取值 

村  庄  类  型 用水量（L/人.日） 

经济条件好，有水冲厕所，淋浴设施 80-135 

经济条件较好，有水冲厕所，淋浴设施 40-90 

经济条件一般，无水冲厕所，有简易卫生设施 40-70 

无水冲厕所和淋浴设施，主要利用地表水、井水 20-40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对规划进行室内厕所改造并入污水管网的

村庄，确定农村生活用水量为 80L/人·d。 

（2）排水量 

生活污水排放量应结合卫生设施水平、排水系统完善程度等因素

确定，生活污水排放量一般为生活用水量的 60%-90%。根据相关资

料，城子河区的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排放系数取 0.8，则污水定额为

48-64 L/人·d。经计算，近期需治理污水总量为 637.63m3/d，远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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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污水总量为 46.91m3/d，则需治理污水总量为 684.54m3/d。各村

规划期内生活污水量统计见表 3-7。 

表 3-7  规划期内治理村庄生活污水量统计表 

乡镇名称 行政村 
人数

（人） 
污水定额（L/人·d） 

污水量

（m3/d） 

规划 

时期 

永丰乡 

新城村 1314 64 84.10  

近期 

新华村 1585 64 101.44  

新兴村 1329 64 85.06  

城子河村 1287 64 82.37  

永平村 576 64 36.86  

长青乡 

城东村 2137 64 136.77  

红卫村 489 64 31.30  

新阳村 978 64 62.59  

向阳村 268 64 17.15  

小计 9963 64 637.63  

长青乡 

正阳村 427 64 27.33 

远期 
和平村 

（城海组） 
306 64 19.58  

小计 733 64 46.91 

合计 10696 64 6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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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方案 

4.1 治理方式选取 

4.1.1 村庄类型分类及基本治理方案 

根据《黑龙江省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纲要》编制

要求，应遵循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回用优先的原则，鼓励优先实行

土地消纳和资源化利用，采用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

与生态措施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近期

规划重点是： 

（1）靠近城镇、有条件的村庄，生活污水纳入城镇污水管网统

一处理。 

（2）人口集聚、利用空间不足且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庄，可采取

管网收集—集中处理—达标排放的治理方式。 

（3）污水产生量较少、居住较为分散、地形地貌复杂的村庄，

优先采用土地消纳和农田利用的治理方式。 

（4）水源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流域沿岸

的村庄，严禁农村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5）改成水冲式厕所的村庄，污水治理模式要与改厕统筹考虑，

注重衔接。 

（6）积极推广低成本、低能耗、易维护、高效率的污水处理技

术，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采用以渔净水、人工湿地、氧化塘等生态处

理模式。 

永丰乡新城村、新华村、新兴村、城子河村、永平村及长青乡城

东村、红卫村、新阳村、向阳村均位于城子河区城市污水排水管网周

边 3km 范围内，符合《黑龙江省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

制纲要》近期重点治理的范围，应列为近期规划范围。长青乡的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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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和和平村城海组因不符合《黑龙江省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

划编制纲要》近期规划重点治理范围要求，因此将这两个村庄列为远

期规划目标。各村规划所属重点治理类型及目标分类见表 4-1。 

表 4-1  村庄规划目标分类表 

序

号 

乡镇

名称 

村（屯） 

名称 

与城市污水排水

管网距离（km） 
重点治理类型 规划目标 

1 

永丰乡 

新城村 1.0 

位于城乡结合

部，距离城市

污水排水管网

3km 范围内 

近期 

 

2 新华村 0.4 

3 新兴村 0.5 

4 城子河村 0.2 

5 永平村 1.1 

6 

长青乡 

城东村 0.6 

7 红卫村 2.2 

8 新阳村 3.0 

9 向阳村 2.9 

10 正阳村 5.8 
无 远期 

11 和平村（城海组） 6.9 

4.1.2 各村庄污水治理方案 

农村生活污水具有浓度低、污染成分简单、重金属及有毒有害物

质含量低、水量波动大等特点。污水经收集后，应根据各村经济条件、

地形地貌、污水规模、出水水质等多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因地制宜

选取适合的污水处理方案。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一般分为分户污水

处理模式、村庄集中处理模式和纳管处理模式三种。 

4.1.2.1 分户污水处理模式 

适用于污水产生量较少、民房分布较为分散、地形地貌复杂的村

庄。采用投资少、运行费用低、自动化程度低的设备及工艺方案，分

户或多户就地进行污水收集、处理。有条件的村庄，单户或多户建设

小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生活污水实现就地处理。位于水源地保护

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敏感区域内的村庄，处理后的污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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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排水管线或运输设备运至敏感区域外排放；不处于敏感区域内的

村庄，可通过村内沟渠排放。 

不具备建设污水处理装置的，则应建设污水暂存设施，通过专用

污水运输设备运至就近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后达标排放。 

 

图 4-1  分户处理模式流程图 

4.1.2.2 村庄集中处理模式 

适用于居住集中、村村距离较近、具备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的村

庄。采用投资合理、运行费用较低，易于管理的设备及工艺方案，整

村或村村连片集中进行污水处理。处理流程见图 4-2。 

 

图 4-2  村庄集中处理模式流程图 

位于水源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敏感区域内的村

庄，可在敏感区域外建设污水处理设施，辐射周边多个村庄，将各村

的污水通过排水管线或运输设备运至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后达标

排放；不处于敏感区域内的村庄，在具备条件的村庄内建设污水处理

设施，辐射周边多个村庄，将各村污水通过排水管线或运输设备运至

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后达标排放。 



鸡西市城子河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 

27 

4.1.2.3 纳管处理模式 

适用于靠近城镇、有排水管网建设条件的村庄，原则上与城镇排

水管网距离不超过 3km。农村生活污水经排水管网收集，纳入城镇污

水管网统一处理。流程见图 4-3。 

 

图 4-3  纳管处理模式流程图 

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于 2015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16 年 9 月正

式投入运行。建设规模为日处理污水 2 万 t，现污水处理量为 8000t/d。

一期投资 6820 万元，采用 TF 污水处理工艺，占地面积 1.17hm2。二

期深度处理工程投资 2302.16 万元；采用“生化物化耦合+紫外线消

毒”处理工艺，排放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B 类排放标准。 

永丰乡新城村、新华村、新兴村、城子河村、永平村及长青乡城

东村、红卫村、新阳村、向阳村均位于城子河区城市污水排水管网周

边 3km 范围内，位于城乡结合部，民房分布较为规则，居住较为集

中，且经济条件较好，为进一步加快新农村建设，本规划将这 9 个村

列为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纳管范围； 

长青乡的正阳村、和平村（城海组）为远期规划目标，与城市污

水排水管网距离分别为 5.8km、6.9km，建议同样采用纳管处理模式，

污水收集及输送方式可根据远期规划期内该村财政经济状况酌情选

择。 

结合城子河区的实际情况，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尚有 12000t/d

的处理余量，有能力承担处理 11 个村屯的污水，所以本规划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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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有污水处理厂，将近期 9 个村、远期 2 个村屯的污水处理，实现

稳定达标排放，不再新建污水处理厂。 

此方案可节省建设投资，可操作性高，简单灵活，有利于本区域

环境风险影响的控制。 

本规划最终确定 11 个村屯的污水治理模式选取见表 4-2。 

表 4-2  村庄污水处理规划方案表 

序

号 

乡镇

名称 

村（屯） 

名称 

与城市污水排水

管网距离（km） 

所属重点区域

类型 
污水处理模式 

1 

永丰

乡 

新城村 1.0 

位于穆棱河沿

岸的永丰乡新

华村，城乡结

合部可就近纳

入污水管网

（3km范围内）

的村庄 

纳管处理模

式，委托城子

河区污水处理

厂处理 

2 新华村 0.4 

3 新兴村 0.5 

4 城子河村 0.2 

5 永平村 1.1 

6 

长青

乡 

城东村 0.6 

7 红卫村 2.2 

8 新阳村 3.0 

9 向阳村 2.9 

10 正阳村 5.8 

无 

建议纳管处理

模式，委托城

子河区污水处

理厂处理 

11 和平村（城海组） 6.9 

4.2 污水资源化利用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推进污水资源化过程

中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农村污水由于成分简单，有毒有害物质含

量低，推荐采用处理后还田利用技术。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加快，具备

条件的农村污水处理厂（站）可将处理后的污水用于农田、林地、草

地等施肥，但应符合施肥的相关标准和要求，不得造成环境污染；用

于农田灌溉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05）规定。 

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已增加后期深度处理工艺，目前排水（中水）

进入穆棱河干流。处理工艺增加深度处理后，可满足《城市污水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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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中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水质

标准，拟回用作为大唐鸡西热电有限公司背压机组循环冷却水，实现

中水全部回用，不外排。目前大唐鸡西热电有限公司背压机组尚未建

成，城子河区污水处理项目工程指挥部与大唐鸡西热电有限公司已签

订中水回用意向协议。 

4.3 污水管网规划 

污水管网的作用主要为收集和运输污水，结合各村庄现有污水收

集设施、地形地貌、经济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提出污水收集设施规

划方案。 

4.3.1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原则 

（1）雨污分流 

雨水、污水收集原则上宜采用分流制，污水宜通过管道收集，雨

水宜采用沟渠自然排放。 

（2）应收尽收 

村庄生活污水包括冲厕污水、洗浴污水、厨房污水和洗涤污水。

应在建设资金充足及具备建设条件的情况下，每户的生活污水应尽量

100%收集。 

（3）黑灰分离 

按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47-2019）和

《黑龙江省农村室内户厕改造技术导则》（试行）要求：欲实施农村

室内户厕改造的村屯，应做好其他生活废水与粪便污水的分流。 

（4）因村制宜 

村庄人口密度低，生活污水排放面广，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城市污

水集中收集模式。有条件且位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水管网 3km 范围

https://www.baidu.com/link?url=11jI-a1q7BPPf2wNF02at1xIEraVbt0gFPvVnB2GT9LpKV7vOGeLBOLQhcVo-QDt&wd=&eqid=a57990870004403a000000035bd3bc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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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村庄，应建设和完善污水收集系统，将污水纳入到城镇污水处理

厂集中处理；其它村庄应根据农村实际，结合当地的地形条件、村落

分布，因地制宜地从分散收集和集中收集两种模式中选取，并酌情选

择污水储存、运输设施设备。 

（5）经济合理 

收集系统应与当地经济条件、村庄的地形、地貌及周边的人文自

然环境相协调，在自然条件下能够依靠重力收集的，优先选择重力收

集系统。 

4.3.2 收集模式分类 

收集方案的选择是否得当，不仅影响投资、运行的可靠程度，同

时也影响运行费用、管理操作的复杂程度等。因此，必须结合当地的

村民的实际情况，慎重选择可靠的收集方案，以达到生活污水收集的

最佳效果。农村污水收集方案一般分为分散式收集和集中式收集两

种。 

（1）分散收集 

分散收集是将居住分散或较为偏僻的单户或相邻几户居民生活

污水单独收集至中小型污水储存设施的一种收集模式。适用于民房分

布分散、村内地形比较特殊的村庄。 

（2）集中收集 

集中收集是将一个村或几个村的生活污水通过全村铺设排水管

网收集至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的收集模式。适用于居住密度较大的

农村。村庄污水的集中收集与处理系统应因地制宜，灵活布置，审慎

决策。应根据本地区自然地理情况，尽可能减少管网长度，以节省管

网建设资金和减少管网维护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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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收集方案比选表 

比选项目 分散收集 集中收集 

适用条件 居住分散或较偏僻农户居多的村屯 
居住集中，房屋分布较为规整，规模

较大、经济条件较好村屯 

施工 

难易度 
容易 管线敷设工程量大且施工难度大 

运行管理

难易度 

运维简单，但污水需不定期外运，工作

量大，管理难度大 
运维管理难度较小 

建设投资 较低 较高 

运营投资 较高 较低 

4.3.3 污水收集方案的选择 

永丰乡新城村等 9 个村均位于城子河区城市污水排水管网周边

3km 范围内，采用集中收集，在村内敷设污水管网，对生活污水进行

有组织收集；长青乡的正阳村、和平村的城海组为远期规划目标，待

远期规划准备落实时，可根据该村经济情况及村民实际需求酌情选择

污水收集模式。 

通过实地踏查，永丰乡、长青乡各村屯处于产煤沉陷区内，且多

数村民庭院内空地面积有限，不宜建设化粪池等设施，以减少污水设

施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结合现有村庄建设规划以及随机民意调查，确

定永丰乡新城村等 9 个村均采用黑水、灰水通过独立管线排入村内排

水管网内的方案，将生活污水纳入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流程见

图 4-4。 

 

图 4-4  近期规划村屯各户污水收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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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户建设水冲式厕所和室内洗漱污水收集设施，一般包括马桶

（蹲便或坐便器）、储水箱、洗手池、地漏、拖布池、排水管等，根

据每户村民的实际情况，结合《无障碍设计规范》进行改造。 

表 4-4  村屯污水收集规划方案表 

序

号 

乡镇

名称 

村（屯） 

名称 

与城市污水排

水管网距离

（km） 

所属 

重点区

域类型 

规划

目标 

污水 

收集模式 

1 

永丰乡 

新城村 1.0 
位于城

乡结合

部，距

离城市

污水排

水管网

3km 

范围内 

近期 
集中收集模式，

敷设污水管网 

2 新华村 0.4 

3 新兴村 0.5 

4 城子河村 0.2 

5 永平村 1.1 

6 

长青乡 

城东村 0.6 

7 红卫村 2.2 

8 新阳村 3.0 

9 向阳村 2.9 

10 正阳村 5.8 

无 远期 

根据经济及村民

实际需求选择污

水收集模式 
11 和平村（城海组） 6.9 

4.3.4 污水管网系统建设 

农村厕所改造等室内工程由城子河农业农村局、卫健局负责进一

步规划实施，相关建设内容不列入本规划范围内。本规划中主要负责

污水出户工程和污水管网收集系统建设规划。 

（1）永丰乡城子河村污水管网系统 

① 接户管 

新建污水接户管由各户水冲厕所及厨房下水管道出口端起始，沿

居民院内道路就近敷设至新建污水支管或干管内。 

本系统新建污水接户管 17540m，管径为 D300mm。接户管设计

坡度≥0.3%，管道埋深为 2.00-2.50m。 

② 支管 

污水支管沿居村内主路沿地势敷设至污水干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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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污水支管 7020m，管径为 D400mm。设计坡度≥0.3%，管道

埋深为 2.50-3.00m。 

③ 干管 

污水干管由支管终端起始，自东向西敷设接入最近的城子河区污

水处理厂现有污水管道内。 

新建污水干管 1820m，管径为 D500mm。设计坡度≥0.3%，管道

埋深为 3.00-3.50m。 

城子河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4-5。 

表 4-5  城子河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汇总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接户管 D300 m 17540  

2 支管 D400 m 7020  

3 干管 D500 m 1820  

（2）永丰乡新兴村污水管网系统 

① 接户管 

新建污水接户管由各户水冲厕所及厨房下水管道出口端起始，沿

居民院内道路就近敷设至新建污水支管或干管内。 

本系统新建污水接户管 6620m，管径为 D300mm。接户管设计坡

度≥0.3%，管道埋深为 2.00-2.50m。 

② 支管 

污水支管沿居村内主路沿地势敷设至污水干管内。 

新建污水支管 3700m，管径为 D400mm。设计坡度≥0.3%，管道

埋深为 2.50-3.00m。 

③ 干管 

污水干管由支管终端起始，自西南向东接入最近的城子河区污水

处理厂现有污水管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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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污水干管 700m，管径为 D500mm。设计坡度≥0.3%，管道

埋深为 3.00-3.50m。 

城子河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4-6。 

表 4-6  新兴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汇总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接户管 D300 m 6620  

2 支管 D400 m 3700  

3 干管 D500 m 700  

（3）永丰乡永平村污水管网系统 

① 接户管 

新建污水接户管由各户水冲厕所及厨房下水管道出口端起始，沿

居民院内道路就近敷设至新建污水干管内。 

本系统新建污水接户管 4730m，管径为 D300mm。接户管设计坡

度≥0.3%，管道埋深为 2.00-2.50m。 

② 干管 

污水干管由接户管终端起始，自西向东接入最近的城子河区污水

处理厂现有污水管道内。 

新建污水干管 1250m，管径为 D400mm。设计坡度≥0.3%，管道

埋深为 2.50-3.00m。 

永平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4-7。 

表 4-7  永平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汇总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接户管 D300 m 4730  

2 干管 D400 m 1250  

（4）永丰乡新城村污水管网系统 

① 接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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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污水接户管由各户水冲厕所及厨房下水管道出口端起始，沿

居民院内道路就近敷设至新建污水支管或干管内。 

本系统新建污水接户管 3220m，管径为 D300mm。接户管设计坡

度≥0.3%，管道埋深为 2.00-2.50m。 

② 支管 

污水支管沿居村内主路沿地势敷设至污水干管内。 

新建污水支管 1780m，管径为 D400mm。设计坡度≥0.3%，管道

埋深为 2.50-3.00m。 

③ 污水提升泵站 

在村边设置污水提升泵 1 座，污水提升泵站建议采用圆形玻璃钢

筒体结构，泵房进水口设置设提篮格栅，用以拦截污水中较大的悬浮

物和颗粒物，以保证污水提升系统的正常运行。污水提升泵站一侧应

设闸门井，污水进水管从闸门井一侧接入，压力出水管由泵站另一侧

引出。泵房内设 2 台潜污泵，1 用 1 备。 

④ 干管 

新建污水干管（压力管道）由提升泵站起始，自东向西接入最近

的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现有污水管道内。 

本系统新建污水干管（压力管道）2500m，管径为 DN70mm，管

中心平均埋深 3.00m。 

新城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4-8。 

表 4-8  新城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汇总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接户管 D300 m 3220  

2 支管 D400 m 1780  

3 干管（压力管） DN70 m 2500  

4 提升泵站  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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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永丰乡新华村污水管网系统 

① 接户管 

新建污水接户管由各户水冲厕所及厨房下水管道出口端起始，沿

居民院内道路就近敷设至新建污水干管内。 

本系统新建污水接户管 3505m，管径为 D300mm。接户管设计坡

度≥0.3%，管道埋深为 2.00-2.50m。 

② 干管 

污水干管由接户管终端起始，自西向东接入最近的城子河区污水

处理厂现有污水管道或即将新建的永平村排水管网内。 

新建污水干管 1720m，管径为 D400mm。设计坡度≥0.3%，管道

埋深为 2.50-3.00m。 

新华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4-9。 

表 4-9  新华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汇总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接户管 D300 m 3505  

2 干管 D400 m 1720  

（6）长青乡向阳村污水管网系统 

① 接户管 

新建污水接户管由各户水冲厕所及厨房下水管道出口端起始，沿

居民院内道路就近敷设至新建污水干管内。 

本系统新建污水接户管 2900m，管径为 D300mm。接户管设计坡

度≥0.3%，管道埋深为 2.00-2.50m。 

② 干管 

污水干管由接户管终端起始，自东北向西南方向接入最近的城子

河区污水处理厂现有污水管道内。 



鸡西市城子河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 

37 

新建污水干管 700m，管径为 D400mm。设计坡度≥0.3%，管道

埋深为 2.50-3.00m。 

向阳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4-10。 

表 4-10  向阳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汇总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接户管 D300 m 2900  

2 干管 D400 m 700  

（7）长青乡新阳村污水管网系统 

① 接户管 

新建污水接户管由各户水冲厕所及厨房下水管道出口端起始，沿

居民院内道路就近敷设至新建污水干管内。 

本系统新建污水接户管 995m，管径为 D300mm。接户管设计坡

度≥0.3%，管道埋深为 2.00-2.50m。 

② 干管 

污水干管由接户管终端起始，自东北向西南方向接入即将新建的

向阳村排水管网内。 

新建污水干管 550m，管径为 D400mm。设计坡度≥0.3%，管道

埋深为 2.50-3.00m。 

新阳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4-11。 

表 4-11  新阳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汇总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接户管 D300 m 995  

2 干管 D400 m 550  

（8）长青乡城东村污水管网系统 

① 接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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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污水接户管由各户水冲厕所及厨房下水管道出口端起始，沿

居民院内道路就近敷设至新建污水干管内。 

本系统新建污水接户管 3870m，管径为 D300mm。接户管设计坡

度≥0.3%，管道埋深为 2.00-2.50m。 

② 干管 

污水干管由接户管终端起始，自东向西接入最近的城子河区污水

处理厂现有污水管道或即将新建的向阳村排水管网内。 

新建污水干管 530m，管径为 D400mm。设计坡度≥0.3%，管道

埋深为 2.50-3.00m。 

城东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4-12。 

表 4-12  城东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汇总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接户管 D300 m 3870  

2 干管 D400 m 530  

（9）长青乡红卫村污水管网系统 

① 接户管 

新建污水接户管由各户水冲厕所及厨房下水管道出口端起始，沿

居民院内道路就近敷设至新建污水支管或干管内。 

本系统新建污水接户管 3055m，管径为 D300mm。接户管设计坡

度≥0.3%，管道埋深为 2.00-2.50m。 

② 支管 

污水支管沿居村内主路沿地势敷设至污水干管内。 

新建污水支管 1875m，管径为 D400mm。设计坡度≥0.3%，管道

埋深为 2.50-3.00m。 

③ 污水提升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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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边设置污水提升泵 1 座，污水提升泵站建议采用圆形玻璃钢

筒体结构，泵房进水口设置设提篮格栅，用以拦截污水中较大的悬浮

物和颗粒物，以保证污水提升系统的正常运行。污水提升泵站一侧应

设闸门井，污水进水管从闸门井一侧接入，压力出水管由泵站另一侧

引出。泵房内设 2 台潜污泵，1 用 1 备。 

④ 干管 

新建污水干管（压力管道）由提升泵站起始，自东向西接入最近

的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现有污水管道内。 

本系统新建污水干管（压力管道）2000m，管径为 DN70mm，管

中心平均埋深 3.00m。 

红卫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4-13。 

表 4-13  红卫村污水管网系统主要建设内容汇总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接户管 D300 m 3055  

2 支管 D400 m 1875  

3 干管（压力管） DN70 m 2000  

4 提升泵站  座 1  

 

4.4 处理设施选址 

本规划无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需求，近期规划各村各户主要建设内

容为污水管网的建设，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当地地质、水文情况、冻

土深度和基底处理方法，以免施工、使用过程中出现基坑护坡塌方、

地下水过多而无法清底、发生低温冻胀、下沉等问题；为节省建设及

运行费用，应与民房较近，具体位置根据各户厨房位置及宅院面积、

各村民房布局等情况现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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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出水排放要求 

结合水环境质量、污水处理设施规模、排水去向等因素，各村生

活污水经处理后，规模小于 500m3/d（不含）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执行《黑龙江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23/2456-2019），规模大于 500m3/d（含）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的要求。 

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建设规模为日处理污水 2 万 t，现污水处理

量为 8000t/d。结合城子河区的实际情况，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尚有

12000t/d 的处理余量，可承担处理本规划中近期 9 个村、远期 2 个村

屯的污水，排放标准仍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B 类排放标准。 

4.6 污泥处理处置 

污水处理设施的污泥，按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及资源化的原

则进行处理处置，满足国家和黑龙江省相关要求。目前，国内外污泥

普遍采用的处置方式主要有：填埋填海、干化焚烧、建材制造和堆肥

还田。 

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采用污泥浓缩池+叠螺脱水机进行污泥浓缩

脱水，干泥量为 0.48t/d，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脱水后，待泥饼

稳定后，由专用设备运送至宝川垃圾处理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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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内容 

按照规划目标要求和方案设计，根据鸡西市城子河区目前开展和

计划实施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项目，以及本次规划提出的工程建

设项目。本规划注重近期重点工程项目，远期工程项目后续随着工作

的不断推进和项目不断更新完善，定期增补和建立项目库，加快资金

落实，推进鸡西市城子河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项目的有序实施。 

表 5-1  近期规划村庄污水收集工程 

序

号 
乡镇 村庄 

HDPE 

管径 
管长(m) 

污水提升

泵站（座） 
待接入位置 

1 永丰乡 城子河村 

D300 17540 

— 区排水管网 D400 7020 

D500 1820 

2 长青乡 城东村 

D300 3870 

— 

区排水 

管网、向阳村排

水管网 
D400 530 

3 永丰乡 新兴村 

D300 6620 

— 区排水管网 D400 3700 

D500 700 

4 长青乡 红卫村 

D300 3055 

1 区排水管网 D400 1875 

DN70 2000 

5 永丰乡 永平村 
D300 4730 

— 区排水管网 
D400 1250 

6 长青乡 新阳村 
D300 995 

— 
接入向阳村排水

管网 D400 550 

7 永丰乡 新城村 

D300 3220 

1 区排水管网 D400 1780 

DN70 2500 

8 永丰乡 新华村 
D300 3505 

— 
污水处理厂、永

平村排水管网 D400 1720 

9 长青乡 向阳村 

D300 2900 

— 区排水管网 

D4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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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期建设规划 

6.1 近期规划 

鸡西市城子河区农村生活污水规划近期覆盖至城子河区永丰乡

新城村、新华村、新兴村、城子河村、永平村及长青乡城东村、红卫

村、新阳村、向阳村，于 2020-2024 年内完成重点流域穆棱河沿岸 1km

范围内的村庄，城乡结合部可就近纳入污水管网（3km 范围内）的村

庄，改成水冲式厕所的村庄污水治理工程，截止至 2024 年底，全部

完成近期规划建设内容。近期规划村庄数量占城子河区所有村庄数量

比例为 82%。 

表 6-1  城子河区近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各年度任务汇总表 

序号 年度（年） 村庄（个数） 户数（户） 

1 2020 1 830 

2 2021 2 663 

3 2022 2 779 

4 2023 2 451 

5 2024 2 1391 

 

表 6-2  城子河区近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各年度任务分项表 

序号 年度（年） 乡镇 村庄名称 户数（户） 

1 2020 长青乡 城东村 830 

2 2021 长青乡 向阳村 103 

3 2021 永丰乡 城子河村 560 

4 2022 永丰乡 新兴村 516 

5 2022 长青乡 红卫村 263 

6 2023 永丰乡 永平村 267 

7 2023 长青乡 新阳村 184 

8 2024 永丰乡 新城村 613 

9 2024 永丰乡 新华村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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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远期规划 

远期规划年限为 2025 年-2030 年。覆盖城子河区全部剩余村庄的

生活污水。截止至 2030 年末，全部完成远期规划建设内容。 

表 6-3  鸡西市城子河区远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分项表 

序号 年度 乡镇 村庄名称 户数 

1 
2025-2030 年 

长青乡 正阳村 210 

2 长青乡 和平村(城海组) 70 

 



鸡西市城子河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 

44 

7 投资估算 

7.1 投资估算 

根据村庄规模、户数，参照邻近地区投资额度及类似工程技术经

济资料进行投资估算，并按照规划确定的管道和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工

程量，如长度、平均深度、收集模式和转运方式等复核。其工程内容

包括：农村污水管网、农村污水提升泵站等污水收集系统的建立。具

体投资以项目实际开展为准，以村庄为单元，按照规划工程进行投资

估算。 

7.2 年度实施计划 

鸡西市城子河区近期规划村庄的投资估算表见下表 7-1。 

表 7-1  近期规划村庄的投资估算表 

年度（年） 乡镇 村庄名称 
污水管网 

(万元) 

污水提升

泵(万元) 

总投资

(万元) 

2020 长青乡 城东村 363 — 363 

2021 长青乡 向阳村 311 — 311 

2021 永丰乡 城子河村 2382 — 2382 

2022 永丰乡 新兴村 1026 — 1026 

2022 长青乡 红卫村 530 46 576 

2023 永丰乡 永平村 513 — 513 

2023 长青乡 新阳村 139 — 139 

2024 永丰乡 新城村 554 42 596 

2024 永丰乡 新华村 467 — 467 

7.3 资金筹措 

项目建设资金主要以国家、省、地市级人居环境整治资金为主，

地方债券和社会投入为辅的多元化投资机制。运行维护经费应一并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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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安排，主要在污水处理费中解决，不足部分在财政预算中列支。通

过住建、农委、环保等单位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支持。 

加强资金的使用管理，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审计稽查，

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最大限度发挥投资效果、提高投资效益，

发挥政府公共财政的主导作用。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个

人不得违规挤占、挪用运行管理及维护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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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维管理 

8.1 建立健全管理组织架构 

以区政府为责任主体、乡镇为管理主体、村级组织为落实主体、

农户为受益主体、运维机构为服务主体“五位一体”运维管理体系。 

 

图 8-1  五位一体运维管理体系 

8.2 合理确定设施运维模式 

鸡西市城子河区所有近期规划村庄农村生活污水全部纳入鸡西

市城子河区污水处理厂进行统一处理，污水收集管网和排水管网采用

城乡一体化运维模式进行管理和维护。 

8.3 规范设施运维服务 

参与鸡西市城子河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的专业服务机

构，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服务能力。鼓励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运维管理

效率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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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完善建设和运维机制 

坚持以用为本、建管并重，在规划设计阶段统筹考虑工程建设和

运行维护，做到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落实。 

8.5 制定运维管理评价与考核体系 

从保证排水管网不渗漏、不堵塞、确保正常运行等方面评价农村

生活污水维护情况。评价结果可作为运维管理部门对运维单位和个人

服务质量考核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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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效益分析 

9.1 社会效益 

规划的实施，能够使鸡西市城子河区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

理，可以改善村庄脏乱差的环境。同时，本项目可提高村民健康水平、

减少流行疾病发生的潜在危险。此外，改善农村村民的人居环境，提

高生活质量，可为美丽乡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新的平台，使

区域社会、经济和环境和谐发展。 

9.2 环境效益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和治理是保护农村水资源和区域生态平衡的

前提。规划实施后，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将得

到较大程度的改善。其环境效益体现在： 

（1）通过对农村生活污水的收集，有利于提高水环境质量。 

（2）规划实施后，能有效地去除农村生活污水的污染物，降低

进入河道的污染物量，间接提高地表水的质量，防止水质污染。 

（3）农村生活污水通过处理并达标排放后，能够大量消减污染

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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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保障措施 

10.1 组织保障 

建立健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组织领导机构，明确主管部门，明确

分管领导、具体责任部门和专职人员。管理机构内根据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作的各个侧重点划定人员职能，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签

订目标责任书，列入部门和个人年终考核指标要求。定期召开鸡西市

城子河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会议，交流经验、部署工作，使鸡西

市城子河区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理工作协调发展。 

10.2 资金保障 

项目建设资金主要以国家、省、地市级人居环境整治资金为主，

地方债券和社会投入为辅的多元化投资机制。实施“以奖促治”，把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重点。有条件的地方要将管

网运维和监管所需经费纳入预算。要统筹整合相关资金，多种渠道筹

措资金，实现“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 

积极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切实提升国家支农政

策效果和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积极完善资金保障体制机制。 

10.3 政策保障 

依靠公众参与，强化宣传教育，增强公众水环境保护意识；制定

鸡西市城子河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建设管理相关办法；出台引导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促进城乡一体化污水治理的相关政策。 

10.4 运管保障 

出台鸡西市城子河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长效管理办法，探索

并形成适合鸡西市城子河区实际情况的规章制度，坚持“运管并举、

重在管理”的原则，明确责任主体、因地制宜地确定运行维护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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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程序和实施细则。鸡西市城子河区规划村庄实施污水收集管网和

排水管网的管理和维护。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建立污水处理设

施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化管理。 

10.5 监管保障 

鸡西市城子河区要增加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积极协调配合卫生健康、农业农村、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健全联

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扎实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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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鸡西市城子河区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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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鸡西市城子河区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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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鸡西市城子河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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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鸡西市城子河区污水管网设施规划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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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城东村污水管网设施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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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城子河村污水管网设施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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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红卫村污水管网设施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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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向阳村污水管网设施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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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新城村污水管网设施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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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新华村污水管网设施规划示意图 

 

 



鸡西市城子河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 

 

61 

附件十一  新阳村污水管网设施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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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永平村污水管网设施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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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污水管网设施规划统计表 

 

序号 乡镇 
服务村庄

名称 
位置 

排水量

（m3/d） 
排水去向 排放标准 主干管网布局 

1 

永丰乡 

城子河村 
北纬:45.335373° 

东经:131.013213° 82.37 穆棱河 

《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一级 B 类排放标准 

连入区排水管网 

2 新兴村 
北纬:45.333898° 

东经:130.996917° 85.06 穆棱河 

《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一级 B 类排放标准 

连入区排水管网 

3 永平村 
北纬:45.312562° 

东经:130.995734° 36.86 穆棱河 

《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一级 B 类排放标准 

连入区排水管网 

4 新城村 
北纬:45.331156° 

东经:130.971489° 84.10 穆棱河 

《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一级 B 类排放标准 

连入区排水管网 

5 新华村 
北纬:45.312444° 

东经:130.995952° 101.44 穆棱河 

《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一级 B 类排放标准 

连入污水处理厂、永平村

排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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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长青乡 

城东村 
北纬:45.336899° 

东经:131.024615° 136.77 穆棱河 

《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一级 B 类排放标准 

连入区排水管网、向阳村

排水管网 

7 红卫村 
北纬:45.330652° 

东经:131.067282° 31.30 穆棱河 

《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一级 B 类排放标准 

连入区排水管网 

8 新阳村 
北纬:45.339034° 

东经:131.035428° 46.94 穆棱河 

《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一级 B 类排放标准 

连入向阳村排水管网 

9 向阳村 
北纬:45.346378° 

东经:131.042070° 62.59 穆棱河 

《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一级 B 类排放标准 

连入区排水管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