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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编制背景 

1.1 规划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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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民生活方式现代化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也是实

现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里程碑。 

农村生活污水造成的环境污染不仅是农村水源地潜在的安全隐患，

还会加剧淡水资源危机，使耕地危机得不到有效保障，危害农村的生存

发展。因此，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与资源化设施建设，避免因

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引起的农村河道、土壤和农产品污染，确保农村水源

的安全和农民身心健康，是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村庄

整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为建设美丽乡村，加快农村环境综合整治，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

第一次提出了要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建设、

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工作。 

2014 年 5 月 29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14〕25 号）指出，到 2020 年，全国农村居民住房、饮

水和出行等基本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人居环境基本实现干净、整洁、便

捷，建成一批各具特色的美丽宜居村庄。并应突出重点，即循序渐进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大力开展村庄水环境整治。加快农村水环境综合整治，

重点治理村庄污水。推行县域污水治理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

理，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服务向农村延伸。建立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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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保洁制度，推行垃圾就地分类减量和资源回收利用。深入开展城乡

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离城镇较远且人口较多的村庄，可建设村级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人口较少的村庄可建设用户污水处理设施。 

2015 年 4 月 16 日，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了

2016～2020 年农村环境治理的明确目标，即“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实

行农村污水处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深化‘以奖促治’政策，

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开展河道清淤疏浚，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同时，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加大农

村污水处理力度。”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导向，农村污水处理与“生态文明”、

“美丽乡村”相结合将是未来的政策发展之路。 

2015 年住建部提出“到 2020 年，使 30%的村镇人口得到比较完善的

公共排水服务，并使中国各重点保护区内的村镇污水污染问题得到全面

有效的控制”；“从 2010 年起用大约 30 年时间，在中国 90%的村镇建立

完善的排水和污水处理的设施与服务体系。” 

2016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指出，

在“十三五”期间“推进 13 万个行政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农业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示范工程，建设污水垃圾收集处理利用设施，梯次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 

2017 年初，环保部、财政部印发《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

规划》，酝酿已久的农村水处理市场正式拉开帷幕。按照量体裁衣的模式，

该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未来 4 年内，超过 10 万个建制村将完成环境综合

整治，并占到全国建制村总数的三分之一。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的部署要求，

生态环境部于 2019 年 9 月印发了《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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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756 号），指导各地以县级行政区域

为单元，科学规划和统筹治理农村生活污水。 

1.2 任务来源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建设美丽中

国，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要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的意见》（国办发【2014】25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十部门《关

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建村【2015】170 号）、《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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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具体要求，编

制《大荔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规划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大荔

县生态环境局以及各乡镇的积极配合，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3 规划依据 

1.3.1 国家有关法规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颁布）；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年）； 

8）、《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 

9）、《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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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 年 12 月修订）。 

1.3.2 地方有关规划或文件 

1）、《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环水体﹝2017﹞18 号)； 

2）、《关于改革创新、全面有效推进乡村规划工作的指导意见》（建

村〔2015〕187 号）； 

3）、《关于全面改善村庄人居环境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意见》（陕

政发〔2014〕14 号）； 

4）、《陕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陕西省发改委，2014

年 9 月）； 

5）、《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

知》（陕政发〔2015〕60 号）； 

6）、《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的意见》

(陕政发〔2016〕18 号）； 

7）、《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陕西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

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陕政办发〔2016〕106 号）； 

8）、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管理

规程（试行）》和《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指标（试行）》的函，

陕环函〔2017〕298 号。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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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相关规划和报告 

1）《渭南市河长制实施方案》（渭河办发〔2017〕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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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荔县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 年）； 

3）《大荔县城乡总体规划暨“多规合一”（2017-2035 年）》 

4）各乡镇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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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状调查评估 

2.1 用水及排水体制 

2.1.2 村庄供水现状 

根据对大荔县内所有涉农村庄摸排调查，结果表明：大荔县所辖村

庄中 85%的村庄采用全天集中供水，10%的村庄采用分散集中相结合供

水，4%的村庄采用定时集中式供水，1%的村庄采用分散式供水。农村

供水条件已接近城镇标准。通过入户走访调查和统计分析，各村中卫生

器具齐全，卫生器具普及率约为 80%。 

2.1.2 村庄排水现状 

根据现状调查结果及分析，大荔县各镇、街道农村污水治理主要存

在以下困难和问题： 

1、污水收集系统不完善，污水收集率低，雨污合流普遍，不利于后

期处理。区域内大部分村庄尚未建设完善的污水收集系统，少部分村庄

建有排水渠，大量生活污水沿道路散乱排放，严重影响农村居民的生产

和生活环境。同时，现状排水渠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堵塞现象，

造成雨污水排放不畅。 

2、区域内大多数村庄污水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放，对村庄周边环境

造成严重破坏，甚至危害地下水水质。少部分村庄已建成一定数量的污

水处理设施，但存在着工艺多样、标准不一，工程质量、处理效果等参

差不齐的问题。同时，由于污水收集管网配套不完善，造成来水不足，

大大降低了污水处理设施的工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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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农村地区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运行管理能力不足，已建污

水处理设施存在有人建无人管的现象，且运行成本高、管理复杂，造成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率低，处理效果不理想，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

现象。 

2.2 污水水质预测 

本规划生活污水主要包括盥洗用水、淋浴用水、厨房用水等产生的

灰水，以及卫生间冲厕等产生的黑水。 

根据村庄生活污水组成不同，本规划确定污水水质如下表 2-1、表

2-2、表 2-3 所示。 

表 2-1  设计进水水质表（黑水+灰水） 

项目 COD BOD5 SS NH3-N TN TP pH 

进水水质(mg/L) 350 180 220 35 45 4 6~9 

表 2-2  设计进水水质表（灰水） 

项目 COD BOD5 SS NH3-N TN TP pH 

进水水质(mg/L) 200 80 220 15 20 3 6~9 

注：黑水指从厕所经化粪池排出的水，包括粪便和尿液；灰水指除黑水外的其

他排水，如洗菜废水、洗浴废水、盥洗废水等。 

表 2-3  设计进水水质表（农家乐） 

项目 COD BOD5 SS NH3-N TN TP pH 

进水水质(mg/L) 500 300 240 30 50 5 6~9 

注：农家乐污水水质为经过隔油池的污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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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庄污水处理站设计进水水质应根据村庄实际污水排放组成情

况，由上述不同水质指标加权平均计算确定。 

2.3 污水处理排放标准 

陕西省已发布并实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61/1227-2018），根据受纳水体环境功能分区、排放去向、村庄类型、

设施类型、规模以及污水处理模式，对于设计规模大于50m³/d（含50m³/d）

小于 500m³/d（含 500m³/d）且位于城镇建成区以外的村庄污水排放标准

将按照以下原则执行： 

（1）出水排入洛河及其支流执行特别排放限制； 

（2）出水排入排碱渠。涝池执行一级标准； 

（3）单户或联户处理方式的设计规模小于 50m³/d 的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根据村庄特点及规模合理确定排放标准，但不得低于

（DB61/1227-2018）二级标准；对于设计规模大于 500m³/d 且出水排入

洛河及其支流的污水处理站出水执行《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DB61/224-2018）B 标准。 

2.4 尾水排饭去向及治理效果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后排入涝池、附近干沟、河流等。处理水进行回

用水资源化利用时，执行国家或地方相应回用水水质标准。其中，回用

于农田、林地、草地等施肥的，应符合施肥的相关标准和要求；回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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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用于渔业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渔业水质标准》

（GB11607-1989）规定；回用于景观环境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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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2019）规定；回用于

其他用途的，执行国家或陕西省相应回用水水质标准。 

2.5 污水处理技术路线 

结合大荔县各镇街实际情况，依据《西安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

指南（试行）》（市水发〔2018〕121 号）推荐以下工艺技术。各村可根

据实际情况采用下述工艺或组合工艺。详见表 2-4。 

表 2-4  污水处理推荐工艺汇总表 

处理模式 出水标准 污水处理推荐工艺 备注 

集中收集

处理模式 

DB61/224-2018

黄河流域 B 标 
A2/O+MBR 规模 > 500 m3/d 

DB61/1227-2018

特别排放限值 

多级生物接触氧化+湿地

滤池 
尾水排入重点流域 

分散处理

模式 

DB61/1227-2018e

二级标准 
多级生物接触氧化 

0.6 m3/d ≤ 规模 <10 m3/d 

需 PAC 加药除磷 

2.6 人口预测 

依据大荔县各镇（街）提供的 2019 年人口统计数据，结合此次人口

调研结果，采用综合增长率模型预测本规划的人口规模。综合增长率预

测法计算公式如下： 

P = P0•(1+X)n 

式中：P0—2019 年人口数； 

P—近远期人口； 

X：大荔县人口综合增长率，取值 5.27 ‰ 。 

n—测算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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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用水定额与污水排放系数 

根据大荔县各涉农镇街农村用水现状调查结果：大荔县各涉农镇街

农村生活污水包括常住居民及流动人口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学校、养

老院、医院等公共设施产生的污水以及农家乐等旅游人口产生的污水。

大荔县农村供水已基本实现全覆盖，供水方式以集中供水为主，居民卫

生设施配置较齐全，供水条件及用水习惯已接近城镇居民水平。 

结合大荔县县域农村实际情况，确定本次规划居民用水定额： 

常住人口近期（2020 年~2025 年）用水额为：60L/（人·d）； 

常住人口远期（2026 年~2030 年）用水额为：70L/（人·d）。 

结合大荔县县域农村实际情况，确定本次规划居民污水排放系数： 

近期（2020 年~2025 年）污水排放系数：70%； 

远期（2026 年~2030 年）污水排放系数：80%。 

2.8 污水水量预测 

污水工程设计的基本参数是决定设施规模的基础，因此在选择这些

参数时，既要着眼未来，又要考虑经济合理，省投资、降能耗和符合当

地实际。根据规模和居民生活习惯等选择污水排放定额或污水量计算标

准，本着适当超前的原则，合理预测城市用水放量，并根据用水量预测

污水量。 

本规划对大荔县共下设 15 个镇、2 个城关街道办，近、远期 205 个

行政村，共计 118284 户，常住人口 39.15 万人产生的生活污水量进行近

期（至 2025 年底）和远期（至 2030 年底）的预测，近期（至 2025 年底）

污水水量 12702t/d，远期（至 2030 年底）污水水量 9993t/d；近远期污

水量预测总规模：22695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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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污水收集系统 

污水收集系统包括接户管、支管、干管、检查井和提升泵站等设施。

农户庭院污水经接户管进入支管，再汇入干管，最终排放收集至村庄污

水处理站。 

采用集中污水处理模式的自然村，为避免造成农村生活污水管网收

集效率低、单位成本高，在管网收集范围内应该就近接管。各污水管网

的服务区域宜根据排水分区划分，敷设走向与地形坡度结合。 

新建管网采用雨、污分流制排水。雨污合流制管网应进行雨污分流

改造，无改造条件的，可利旧现有沟渠收集雨水，新建管道收集污水，

近期可采用截流式合流制，远期再进行分流制改造。 

利用村内地势差和现有沟渠收集村庄污水时，应采取密封和防渗措

施。村庄污水收集管渠的设计可参照排水主干管管径宜不低于 300mm，

分支管管径宜不低于 100mm，坡度宜不低于 3‰，管道设计可参考《室

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 年版）。 

本规划推荐污水收集管材采用 PVC-U 排水管、HDPE 双壁波纹管和

钢筋混凝土管，根据管径、敷设方式分类选用：污水收集主干管采用

HDPE 管或钢筋混凝土管，污水支管及入户管道采用 PVC-U 排水管。 

2.10 污泥处理与处置 

通常，污泥处理工艺流程为： 

剩余污泥     污泥浓缩     污泥消化     污泥脱水     污泥

处置       

本项目由于产生的污泥量很少，一般半年至 10 个月清理一次剩余污

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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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考虑定期使用移动式污泥脱水车脱水外运至就近生活垃圾填埋

场进一步处理，降低含水率，满足填埋要求后填埋，远期结合大荔县污

泥处理规划纳入污泥处置中心统一处理。 

污泥最终处置根据环评批复要求，做好污泥处置工作，防止二次污

染。 

2.11 农户改厕普及情况 

大荔县各乡镇改厕是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对户厕进行改

造提升，对有室内卫生间的农户对室内卫生间进行改造，增设三格式化

粪池、双翁式化粪池等。对没有室内卫生间的农户，在院内进行改厕，

将原旱厕拆除。 

目前，大荔县各乡镇均已进行了卫生厕所的新建或改建。截至 2019

年底，全县已完成厕所改造的农户数为 33770 户，规划改厕农户数为

144698 户。 

2.12 管理组织架构 

 

图 2-1 五位一体运维管理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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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运维管理总体布局规划 

为彻底治理农村生活污水，确保治理工程符合“三确保”要求，即“确

保质量为先、确保建好管用、确保群众满意”，针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

施存在的问题，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纳入污水管道进入污水处理厂集

中处理和终端设施提升改造工程，开展标准化运行维护管理试点，做到

“设施硬件达标”、“出水水质达标”和“日常运维达标”，以点带面提升全

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标准化运维管理水平，建成网格覆盖全面、群

众知晓率高、过程畅通高效的村级污水运维的“全效体系”。“三分建设，

七分管理”，长效运维管理是污水治理工作成败的关键。实现“一次投入、

长期有效”，关键取决于长效运维管理水平状况。各运维公司应遵循省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标准化运维的相关文件规定承担运维管理的主要责

任，并结合乡镇村庄撤并情况、地形、房屋分布、人口数量等实际情况

和运维经验，因地制宜，对有纳厂条件的村庄，会同村（居）、镇（街道）、

设计单位合理确定纳管方案。 

2.14 经费保障 

全部投资均通过专项拨款、政策性贷款、地方政府自筹、企业融资

申请政府支持解决。深入推进 PPP 模式，由政府购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和管理运行运行服务。大力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模式，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一体化。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创新运

作模式，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转换投融资主体，积极引进国内外贷款

和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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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目标分析 

3.1 目标分析 

以城市总体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为依据，明确大荔县农村污水处理

专项规划近期、远期目标，建设排水体制适当、系统布局合理、处理规

模适当的农村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系统。实现控制水污染，保护城市饮用

水水源，改良荒土滩地，维护水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改善人居环境。 

本次农村污水处理专项规划的目标：逐步建成完善的大荔县各镇办

村庄污水收集和处理系统，采用雨污分流体制，提高乡镇管网覆盖率及

污水集中处理率，并且努力提升各排水区域内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标准，

加强农村污水治理宣传引导工作。 

3.2 规划目标 

在大荔县域范围内农村生活污水现状和各类治理项目任务完成情况

的基础上，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部署要求，结合

大荔县经济发展现状、生态环境治理现状等。按照省政府及大荔县相关

要求，确定本次规划大荔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总体目标为： 

近期目标（到 2025 年底）： 

1、先将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地等范围内的农村生活污水优先

进行治理，不再向附近水域排放污水； 

2、到 2020 年末，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到 31%，到 2025

年，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到 50% ； 

3、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和污水智能化运维管理信息系统，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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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 50% 。 

远期目标（到 2030 年底）： 

到 2030 年末，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到 80%，其余行政

村实现有效管控，覆盖率达到 20%，污智能化信息系统覆盖率达到 80% 

以上。全面实现大荔县农村污水有效治理和有效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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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要内容和成果说明 

4.1 规划范围、年限及目标 

4.1.1 规划范围 

大荔县共下设 15 个镇、2 个城关街道办，272 个行政村，26 个社区，

总人口 75 万人。根据《渭南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渭环督函【2019】118 号）文件要求，本次规划城市建成区、建制镇

区以及已纳入市政管道的行政村不在本次规划范围内。经实际调研，并

结合相关规划确定不在本次规划范围内的行政村 18 个，其余 254 个行政

村均列入本次规划范围。 

本次大荔县规划 254 个行政村，其中近期实施 129 个行政村，远期

实施 75 个，规划有效管控行政村 49 个，共覆盖 44881 户，502407 人。 

4.1.2 规划年限 

本次规划以 2019 年年底为规划基准年份。 

近期：2020~2025 年； 

远期：2026 年~2030 年。 

4.1.3.规划目标 

在大荔县域范围内农村生活污水现状和各类治理项目任务完成情况

的基础上，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部署要求，结合

大荔县经济发展现状、生态环境治理现状等。按照省政府及大荔县相关

要求，确定本次规划大荔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总体目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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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目标（到 2025 年底）： 

1、先将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地等范围内的农村生活污水优先

进行治理，不再向附近水域排放污水； 

2、到 2020 年末，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到 31%，到 2025

年，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到 50% ； 

3、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和污水智能化运维管理信息系统，覆盖

率达到 50% 。 

远期目标（到 2030 年底）： 

到 2030 年末，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到 80%，其余行政

村实现有效管控，覆盖率达到 20%，污智能化信息系统覆盖率达到 80% 

以上。全面实现大荔县农村污水有效治理和有效管控。 

4.2 投资匡算 

大荔县农村污水治理建设资金总投资 208694.37 万元（近期：

127548.02 万元，远期：81146.34 万元），其中污水收集管网建设资金

173395.94 万元，污水提升泵站建设资金 850.00 万元，污水集中式处理

设施建设资金34213.50万元，污水分散式处理设施建设资金234.93万元。

建设资金投资匡算总表如下： 

表 4.2-1  建设资金投资匡算总表 

序号 项目 
匡算投资

（万元） 
备注 

1 污水收集系统 173395.94  包括管材、土建以及道路破除与恢复等 

2 污水提升系统 850.00  含设备安装及土建 

3 集中式污水处理站 34213.50  包括污泥自然干化床 

4 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 234.93  含设备安装及土建 

合计 20869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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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运行成本分析 

表 4.2-2  污水处理运行费用计算表 

序号 项目 数量 单位 单位运行费（万元） 总费用（万元） 

1 污水处理站 289 座 52750 1524.48  

2 单户污水处理设备 145 套 200 2.90  

3 污水收集管网 1435 公里 6500 932.75  

合计 / / / 2460.13  

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费用 1524.48 万元/.年，单户污水处理运行费用

为 2.90 万元/.年，管网运行管理费用为 932.75 万元/.年。大荔县农村污水

治理年运行总费用预计 2460.13 万元/.年。 

注：有效管控村庄化粪池污水持续原有去向，如农田、林地施肥等，保持村内

无污水径流、无乱排乱放。故无需投入运维费用。 

4.4 效益分析 

本工程建成后，不仅将大大提高大荔县区域污水处理能力，还可以

有效的消减污水排放引起的洛河、渭河流域以及黄河中上游流域水环境

污染，污水经有效处理后排放或资源化利用，对改善和消除洛河、渭河

流域以及黄河中上游流域水环境的污染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本工程

建成后可大量减少排入洛河、渭河的污染物量（详见下表），有益于改

善周边生态环境。 

表 4.4-1  污染物削减量分析表 

出水标准 
污水收集处理量 污染物削减量（吨/年） 

（t/d） CODCr 氨氮 总氮 总磷 SS 

特别排放限值 3120 330.25  22.78  28.47  2.28  227.76  

一级标准  18820 1854.71  137.39    13.74  13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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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标准 
污水收集处理量 污染物削减量（吨/年） 

（t/d） CODCr 氨氮 总氮 总磷 SS 

黄河流域 B 标 510 55.85  5.58  5.58  0.65  39.09  

合计 22450 2240.81  165.75  34.05  16.67  1640.71  

由上表可知，本规划实施后，预计能减少生活污水排放 2.25 万吨/

天，相应减少排放 COD 2240.81 吨/年，氨氮 165.75 吨/年，总氮 34.05

吨/年，总磷 16.67 吨/年，SS 1640.71 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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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与相关规划衔接 

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分析与本规划的相关衔接情况，具体下表。 

表 5-1   本规划与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规划名称 规划发展目标 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 

1 

《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

年）》 

到 2020 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各地区各部

门乡村振兴的思路举措得以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

现。到 2022 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健全。国家粮

食安全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现代农业体系初步构建，农业绿色发展

全面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乡村产业加快发

展，农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脱贫攻坚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农村

基础设施条件持续改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农

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乡村优

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农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基本得到满足；

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乡村治理能力进一步

提升，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初步构建。探索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乡村振

兴模式和经验，乡村振兴取得阶段性成果。 

本规划实施可使区域农村生活污水得

到有效治理，有效保护农村饮用水水

源，农村饮水安全更有保障，实现村庄

环境干净整洁有序，改善农村基础设

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必要条

件；本规划的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行动目标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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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规划名称 规划发展目标 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 

2 

《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方

案》 

到 2020 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

序，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 

1、到 2020 年末，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覆盖率达到 31%，到 2025 年，全县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达到 50% ； 

2、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和污水智

能化运维管理信息系统，覆盖率达到 

50% 。 

3、到 2030 年底，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覆盖率达到 80%，其余行政村实现有

效管控，覆盖率达到 20%，污智能化信

息系统覆盖率达到 80% 以上。全面实

现大荔县农村污水有效治理和有效管

控。本规划的实施与《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方案》行动目标相符合。 

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近郊区等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人居环境质

量全面提升，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处置体系全覆盖，基本完成农村

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厕所粪污基本得到处理或资源化利用，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率明显提高，村容村貌显著提升，管护长效机制初步建立。 

中西部有较好基础、基本具备条件的地区，人居环境质量较大提升，

力争实现 90%左右的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治理，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85%左右，生活污水乱排乱放得到管控，村内道路通行条件明显改善。

地处偏远、经济欠发达等地区，在优先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条件基础上，

实现人居环境干净整洁的基本要求。 

3 
《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 

到 2020 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污染严重水体较大幅

度减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地下水超采得到严格控制，

地下水污染加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稳中趋好，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水生态环境状况有所好转。到 2030 年，

力争全国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水生态系统功能初步恢复。到本世纪

中叶，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本次规划为大荔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专项规划，本规划的实施主要为有效控

制农村生活污水；有效保护农村饮用水

水源；逐步盖申区域水环境质量。本规

划的实施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

作目标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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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有关意见修改情况说明 

2020 年 7 月 21 日，大荔县人民政府主持，在大荔县召开了《大荔

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25 年）》（以下简称“专项规划”）

技术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县发展和改革局、县住建局、县财政局、自

然资源局、渭南市生态环境局大荔分局、农业农村局、文化旅游局、各

街办及各镇、规划编制单位（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的代表和省、

市相关专家共 36 人，会议由 5 名专家组成专家评审组（名单附后）。 

6.1、专家组意见情况 

会议听取了规划编制单位对“专项规划”主要内容的详细汇报，专

家组经质询及认真讨论，在听取各职能部门的意见后形成“专项规划”

评审意见如下： 

1、“专项规划”编制较规范，内容较全面。工程规模、选址和处理

工艺基本可行，工程措施及环境污染控制基本合理，基本符合《县域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的要求，原则同意通过评审。 

2、“专项规划”指导思想及基本原则明确，总体思路和规划指标体

系较合理，规划推荐的污水处理工艺符合大荔县农村实际情况，具有一

定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3、“专项规划”实施对改善大荔县农村人居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修改完善后可作为大荔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的工作依据。 

6.2 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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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专家意见修改回复 

1、补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及相关规划等编制依据；遵照

《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进一步补充、细化、

充实规划内容；根据大荔县相关规划，合理确定近、远期规划年限； 

回复：根据指南要求，近期规划年限原则上 5 年，结合“十四五”规

划和大荔县财政收入情况，经与甲方沟通确定《大荔县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专项规划》规划年限近期 2020~2025 年，远期 2026~2030 年。详见 1.5

和 1.6 

2、结合大荔县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各镇总体规划、村镇规划、

村庄规划等相关规划，本着适度超前的原则，合理确定规划范围内污水

处理覆盖率及规划目标，充分考虑近、远期结合；总体上应遵循“因地制

宜、接管优先、资源利用、经济适用、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规划范围

内村落分布及地形地貌，合理规划污水收集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布点； 

回复：结合相关规划和大荔县财政收入情况，经与甲方沟通确定近

期完成污水治理覆盖率 50%；远期完成污水治理率 30%，2030 年末完

成有效管控行政村 20%。根据大荔县各镇地形特点，较为分散，日产污

水量小于 10t/d 自然村，建议采用联户或单户式污水处理设施，降低管

网投资成本，日产污水量大于 10t/d，且较为集中的村庄修建重力管道

污水管网，建设集中污水处理站处理，见 3.2. 

3、根据现状污水处理设施分布情况，充分利用现有污水处理设施。

着重研究近期、远期实施的可行性，便于分期、分步实施，使“专项规划”

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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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根据调研结果，目前大荔县有 21 个村庄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但设计规模基本不能满足全村污水排污量，因此本次规划结合目前全村

排污量及现有处理设施处理能力，适当扩建，见 3.1.2. 

4、遵照《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要求，

补充区域位置图、行政区划图、村庄分布图、水功能区划图、水环境功

能区划图及河流水系图等相关图件； 

回复：已补充，见 2.1.1 和图册。 

5、复核规划范围内现状农村生活污水产生量及排放去向，排水体制

等现状，合理规划污水收集管网体系，尽量利用地形高差，避免水力提

升；结合区域自然村落分布、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现状，合理确定近期与

远期、集中与分散、排放与利用的关系，因地制宜地选择经济适用的处

理技术及规划布点； 

回复：现场实际调研，大荔县县域行政村的典型五口之家的农户有

淋浴、水冲厕所，用水量约为 200～350L/d，即 40～70L/（人·d），确

定常住人口近期（2020 年～2025 年）用水额为：60L/（人·d）；常住人

口远期（2026 年～2030 年）用水额为：70L/（人·d）；本规划污水处理

设施选址结合村庄地势，设计重力污水管道，考虑尾水排入涝池水资源

利用灌溉等，有限选址于涝池边；根据村庄布局分散情况设立联户和单

户分散处理设施，详见见 3.2.1、3.2.2。 

6、补充区域内农村改厕情况调查，依据县域农村改厕的相关规划及

实施情况，进一步核实区域农村污水水质预测； 

回复：改厕情况见 3.1.2。 

7、根据现状情况，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建议基础条件较差的村庄可

采用管控模式等低成本处理方式。根据农村生活现状情况，进一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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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人口、实际用水量及折减系数，合理确定污水处理设施规模； 

回复：本规划依据村庄分散情况、施工成本较高。难度较大、常住

人口较少、无乱排乱放等情况综合考虑，规划 2030 年末实现 20%行政

村有效管控；根据常住人口实际用水量，和实际排污情况，确定处理设

施规模；详见 3.2.1。 

8、复核规划范围内现状农村生活污水产生量及排放去向、雨污合流

制及散排情况，补充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排放去向及利用方式； 

回复：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去向见规划文本附表二各行政村技术路线

表；尾水利用见 4.6.2. 

9、根据农村污水水质及水量，合理选择污水处理工艺，按照纳管优

先、集中处理与分散处理相结合的原则，合理规划污水处理设施布点规

划；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位置及周围环境敏感目标，补充污水处

理设施选址的规划原则；建议敏感区、水源地保护区、移民搬迁新社区

及河流区域优先考虑； 

回复：已补充，见 1.3 第 7 条； 

10、进一步细化污泥处理方案，合理设置污泥处理处置方法，补充

污泥处理规划分区； 

回复：已补充，见 4.7.1 污泥处理原则和目的； 

11、按照规划编制指南要求，补充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五位一体”

运维规划方案及环境监管方案，补充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回复：已补充，见 5.1、5.2 以及第八章； 

12、核实规划投资匡算，按照管网、污水处理设施并分近期、远期，

分规划阶段进行投资匡算。 

回复：已完善，见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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