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宿州市主城区污水治理三年攻坚行动方案

治理城市污水，改善城市水系，创建生态城市，是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广大人民群众根本福祉。由于我市地下管网建设历史欠账较多，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

滞后，管道错接混接等管网病害隐患严重，雨污合流现象不同程度存在，独立排水户还不能完全做到雨污分流，污水治

理专业化、法治化、规范化治理能力和水平急需进一步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健康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

进。为解决我市城市污水治理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尽快实现污水管网全覆盖，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全面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发〔2018〕17 号)文件精神，按

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工作要求，结合宿州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污水治理三年攻坚行动为抓手，

全面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系统化、专业化、项目化、市场化、责任化”五化联动，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抓住污水收集处理中的主要矛盾和薄弱环节，加快补齐设施短板，完善和优化主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建立完善执法运行

监管体制机制，提升污水处理工作效能，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努力实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治理目标，提升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二）基本原则

——坚持规划引领。依法修订主城区排水专项规划，制定相关技术指南，强化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

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系统推进主城区污水治理工作。

——坚持统筹结合。围绕“查、建、改、治、提、管、用”七个方面系统治理，将污水治理工程与老旧小

区改造、棚户区改造、道路路网建设、黑臭水体治理、海绵城市建设、排水防涝、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文明城市创建等

工作有效结合，统筹推进。

——坚持精准治理。按照管网延伸路线划定实施作业片区，能改就改、不改就建、应收尽收，做到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精准发力、严格验收，确保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最大的效益。



——坚持综合施策。将设施建设完善与专业化运营监管相结合；坚持协同作战与区域整治相结合；坚持提

质增效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坚持群众参与与严格执法相结合，做到建管并重，综合治理。

——坚持为民导向。结合住宅小区（城中村）实际，实施雨污分流管网改造，做到一区一策。在规划设计、

施工监管、工程验收等方面，拓宽群众参与渠道，请群众评判，积极争取群众理解、支持、参与，杜绝粗暴施工及扰民

现象发生。

（三）工作目标

总体目标：

到 2020 年底，污水管网覆盖率达 99%以上；小区及独立排水户雨污分流及错接、混接整治率达 95%以上；

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98%以上；管网病害消除率达 95%以上；再生水资源化利用率达 50%以上；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 90%

以上；城区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达到规定数值水浓度；主城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泵站及污水处理厂运行能力显著提升；

地下管网安全智慧监测系统高效运行；管网运行长效机制基本健全；《宿州市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办法》出台实施；水

环境治理综合执法进一步加强；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年度目标：

攻坚行动启动年（2018 年）：完成方案制定、规划设计、启动动员等前期工作；完成小区（城中村）独立排

水户、管网运行维护及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等基本情况排查；完成《宿州市小区雨污分流技术导则》制定和《宿州市主城

区排水专项规划》修订；完成市政污水处理设施 PPP 项目入库工作，争取国家和省级专项资金支持；启动雨污水管网病

害排查及修复工程；埇桥区完成小区（城中村）雨污分流 100 个；完成独立排水户雨污分流总任务的 30%。

攻坚行动推进年（2019 年）：完成小区（城中村）雨污分流总任务的 80%；完成全部独立排水户雨污分流工

作；完成管网病害修复工程总任务的 80%以上；汴北再生水厂、城南再生水厂二期基本建成，建立实施再生水利用初步

运行机制；入河水质净化工程基本完成；污泥管理及资源化利用工作水平有较大提升；智慧化管网建设工程全面建成运

行；排水执法工作全面加强；排水管网运行机制建立并有效运行。



攻坚行动提升年（2020 年）：对照三年攻坚行动目标任务查漏补缺；强化提质增效考核，建立完善的排水执

法及常态化管理运行机制；制定完善污水治理相关法规制度；三年攻坚行动各项预期目标全面实现；污水设施建设运行

及管理水平进入全国先进行列，群众满意率、获得感大幅提升。

二、重点任务

（一）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排查工程。排查市政雨污水处理设施。坚持点线面网系统推进，查清生活污水收集处

理设施底数及用户接入情况。组织有关人员对市政雨污水收集管网泵站、排水口、检查井等设施全面排查。对城南污水

处理厂、汴北污水处理厂、循环园区污水处理厂、市经开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及宿马园区污水处理厂设施及其管网进行全

面排查。

排查管网病害。运用现代新技术对管网错接、混接及地面空洞、淤泥淤积、管网破损、管网渗漏等病害进行重

点排查。

排查居民小区（城中村）及独立排水户内部管理混错接情况。埇桥区、市经开区、宿马园区、市高新区、鞋城

所辖小区（城中村）内部及所属独立排水户混接、错接情况由指挥部统一安排开展排查。分批次对以上排查情况基于地

理信息系统 GIS，实行管网信息账册化管理，规划、国土部门所辖的测绘部门积极为排查提供测绘技术保障，为信息化

建设提供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系统支持。

（二）污水管网建设及泵站提升工程。按照排查结果及规划设计要求，全面推进主城区污水管网建设步伐，消

除管网覆盖空白区；规划 2 年内拆迁改造的地块，采用临时截污收集设施，污水不得直排。城市新区管网与道路建设同

步进行；实施泵站改造提升工程。严格遵守工程建设相关工程质量规定，确保管道接口严密，管道基础和回填土密实；

严格实施密闭性试验、竣工验收和工程移交，未达到国家标准要求的，不得交付使用；严格排水管道养护检测与修复质

量管理，确保运行高效。按照质量终身追究责任要求，强化设计、施工、监理等从业信息体系建设，推行黑名单制度。

（三）小区（城中村）雨污分流工程。埇桥区、市经开区、宿马园区、市高新区、鞋城要围绕小区（城中村）

雨污水排放口、小区（城中村）雨污水管网运行维护现状、小区（城中村）内部雨污分流混流情况、小区（城中村）排

水管网竣工图或施工图等基础资料完备情况，以及现状的符合性等概况进行排查；根据排查情况将小区（城中村）污水



排放进行科学合理分类，依据《宿州市雨污水分流技术指南》，根据分类情况分别制定雨污分流方案，以工程化手段推

进小区（城中村）雨污分流工程。

（四）独立排水户雨污分流工程。对没有明确物业管理或管理交叉的、业主自管、位置相对独立的建筑或机关

企事业单位办公楼、厂房、商业楼等将污水直接排入市政排水管网的独立排水户，制定独立排水户污水治理总体方案。

对独立排水户雨污混流和污染情况统一进行现场勘查、施工设计和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各单位提供相关雨污工程施工图

纸。实施排水许可制度，对没有达到整改要求的不予发放排水许可证。

（五）管网病害“诊疗”与修复工程。聘请专业公司采用市场化手段对污水、雨水、供水三类管网进行病害排

查，对错接、混接、管网破损、渗漏、淤积堵塞、高程不匹配等情况进行集中排查，按照排查等级分类进行精准“诊疗”

修复，特别对管网漏水造成的道路空洞进行重点排查修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六）再生水资源化利用工程。加快城南再生水厂二期及其管网建设，确保 2019 年底投入使用。启动汴北污

水处理厂、城东循环园区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厂及其一期管网建设，提高再生水的生产能力；在钱营孜电厂使用再生水

的基础上督促华电、宿州国电使用再生水，园林绿化、道路清洗、河道补水、消防用水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使用再生水，

新建改建建筑物积极推广使用再生水冲洗卫生间，推进城区公厕使用再生水，扩大再生水使用范围；建立再生水有偿使

用机制，树立再生水也是水资源的理念，建立鼓励企业使用再生水合理价格机制。

（七）污泥（河底泥）规范化处置工程。对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河道清淤产生的底泥及雨污水管

网清淤产生的管道污泥，实行统一监管，不得把污泥随意堆放，未达标的污泥不得用作肥料、制作砖瓦的原材料。鼓励

支持有资质的污泥处理企业对全市污泥进行统一处理，实施资源化利用，不得交由没有资质处置的企业进行处置。强化

对污泥产生运输处置的留痕管理。加大对不按规定处置污泥的单位和个人处罚和问责力度。

（八）水环境治理提升工程。加快黑臭水体治理，主城区 12 个黑臭水体要通过清淤截污、生态修复、活水补

给、岸线整治、绿化美化、智慧管控等措施实现预期治理目标。城市规划区内的其它水质不达标的河道，按照“河长制”

的要求及属地管理原则，由相关区实施综合整治。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按照有关文件要求，规划、住建、国土部门

要把海绵城市建设指标要求纳入规划设计审核、施工图纸审查及土地出让等环节。城市公园、小区新建改建等工程项目

要满足海绵城市建设指标要求。对初级雨水，通过建设蓄水池及植被、绿地系统、人工湿地、生物处理等方式净化入河



水质；对暂不具备雨污分流改造的条件的管道，通过源头雨水减量溢流口改造、截流改造、调蓄设施建设等措施减少合

流制排水口溢流量，因地制宜建设分散、快速净化设施对合流制污水进行快速处理后排放；对入河的再生水及污水处理

厂的尾水通过湿地公园净化等措施处理后再进入河道。

（九）智能化管控监测工程。发挥智慧管网 PPP 项目优势，建设污水处理大数据平台，深化物联网、大数据等

技术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在对排水管网及泵站进行智慧管控的基础上，建设一支管网安全监控、智慧管控的专业化运

行维护管理队伍，逐步建立科学高效的管网排查维护运行机制。

（十）专业化运营管理及环境综合执法强化工程。借鉴其他城市做法，建立一支专业化运行管理队伍，根据管

网特点、规模、服务范围等因素确定人员配置，建立管网运行费用保障机制。将取缔污水直排作为生态环境领域执法的

重要内容，严禁通过雨水口违法排污。对于市政污水管网覆盖范围的居民小区（城中村）或者独立排水户直排污水的责

令其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对沿街经营户和个人污水乱排直排的，相关部门督促加快整改，情节严重实施吊销排水许可证

等处罚。排水主管执法部门对未经排水许可进行偷排、超排污水的单位和个人从严处罚。

三、部门职责划分

市城管局：牵头实施主城区污水治理三年攻坚行动计划；负责管辖范围内的雨污分流工作及管道病害“诊疗”

修复工作；负责汴北污水处理厂及城南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管理；负责再生水的使用及污泥处置监管工作；负责所属管网

的维护及行政执法等工作。

市发改委（物价局）：负责污水治理行动中所涉及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以及发改系统 PPP 项目库的申报

入库，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支持等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污水治理攻坚行动的资金保障；对采用 PPP 模式的项目进行指导监督，争取国家和省级专项资

金支持。

市审计局：负责污水治理攻坚行动项目的工程及资金使用审计工作。

市公共资源管理局：负责对污水治理项目招投标流程监管，对涉及污水治理重点项目开通“绿色通道”。

市住建委：负责污水治理攻坚行动的行业指导；协调争取上级住建部门的支持；提供所涉及的档案资料；开通

办理污水治理重点工程施工许可证的 “绿色通道”。



市规划局：负责对污水治理攻坚行动涉及的规划、设计及工程技术导则等规划审核把关；提供所需的规划资料；

开通办理污水治理重点工程规划许可证 “绿色通道”；将各类项目中的海绵城市建设指标纳入规划审核；配合城管执法

部门对未能按照规划设计要求进行排污的有关责任主体进行处罚。

市房管局：负责对在建安置房、公租房污水管网与市政管网的接驳工作；配合做好相关区的小区的雨污分流工

作。

市公安局：负责维护道路管网施工围挡设置区域周边的交通秩序；打击在治理工作中的扰乱施工行为。

市教体局：负责所管理的学校校内雨污分流工作，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学校污水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市卫计委：负责所属医院内雨污分流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医院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督促医院污水排放

达标工作。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所管理的宾馆、超市、饭店等服务行业内部的雨污分流工作，督促有关部门做好污水

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市质监局：负责协助排水主管部门建立污水管网标准化管理认证体系建设。

市环保局：负责污水治理攻坚行动中所涉及的环境执法工作；负责污水处理相关水质监测工作；负责工业企业

污水排放监督管理；负责工业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管等。

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对污水治理工程用地政策的指导和支持，落实工程用地需要等。

市法制办：负责会同市城管局制定《宿州市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办法》等规章；协助解决项目化及建设过程中

涉及的法律问题。

市委宣传部：负责污水治理攻坚行动的宣传工作。

市信访局：负责污水治理攻坚行动中相关信访维稳工作。

市电信、移动、联通、铁塔公司和市供电、供水公司：负责在污水处理攻坚行动中，为相关部门提供高效优质

服务工作。



埇桥区：负责所辖小区（城中村）内部及区级管理的独立排水户雨污分流；配合排水主管部门把小区（城中村）

所有污水管网与市政污水管网进行接驳；负责循环园区污水处理厂及管网的运行；完成所辖区域内水质不达标的河道治

理任务；强化辖区市民宣传教育。

市经开区：负责所辖小区（城中村）及独立排水户的雨污分流及管道建设，确保污水进入主干管网；负责辖区

工业污水处理厂及其管网的运行，确保所属工业企业污水不直接排入河道；提高铁路运河、老沱河、龙河等辖区河流入

河水水质，确保达到规定标准；完成所辖区域内除市级正在治理的河道以外水质不达标的河道治理任务；强化辖区市民

宣传教育。

市高新区：按新区规划要求，加快完善所辖区域的污水管网建设，所有污水管网做到与汴北污水处理厂主干管

网的无缝接驳，确保高新区区域内的所产生的污水应收尽收；对铁路以东区域暂时管网铺设不到位的，按照市高新区与

埇桥区管理界限，凡在市高新区管理范围内的道路在加快管网建设的同时，用好小型污水处理设施，杜绝污水直排；完

成所辖区域内水质不达标的河道治理任务；强化辖区市民宣传教育。

宿马园区：负责所辖区域雨污分流；规范所管理的生活污水处理厂及其管网的管理运营；完成所辖区域内水质

不达标的河道治理任务；强化辖区市民宣传教育。

鞋城：负责所辖区域内的雨污分流工作；监督管理辖区内的企业污水直排河道行为；完成所辖区域内水质不达

标的河道治理任务；强化辖区市民宣传教育。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快推进力度。成立宿州市主城区污水治理三年攻坚战指挥部，指挥部政委由市委主要

负责同志担任，指挥长由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指挥长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及法院、

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常务副指挥长由常务副市长、分管副市长担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市城管局主要负责同志

担任办公室主任，指挥部办公室下设若干工作组，具体负责污水治理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质量监管、资金保障、工

程审计、宣传教育以及信访维稳等相关工作。各责任单位要制定具体方案，明确时间步骤，细化工作措施，稳妥有序推

进各项工作。



（二）落实主体责任，严格考核问责。严格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绩效考

核制和问责制，细化责任分工，强化责任落实。督促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质量监督等单位共同负起责任，提

高工作和工程质量。建立第三方评估考评机制，聘用第三方专业评估监督机构对相关责任主体工作开展情况定期评估。

对工作不重视、不支持、不配合，工作推进缓慢的，市委、市政府将严肃追责、问责。

（三）加强资金保障，加大资金投入。统筹整合相关资金渠道，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稳定的常态化投入机

制，确保资金投入与三年攻坚行动任务相匹配。以住宅小区前接入污水主干管网的检查井为界，小区以外主干管网等建

设工程费用由市级承担。小区以内管网改造建设等费用按照 1:1 的比例由市、区共同承担。施工片区中涉及的机关企事

业单位，原则上承担各自单位的管网改造建设费用。具体实施中可采用 PPP 模式。稳步提高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加大

污水处理费征收力度，将污水处理费与财政补贴统筹使用，确保排水管网运行维护和维修经费以及管网周期性检测费用。

研究相关政策，认真做好污水治理项目的编报，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以及政策性银行支持。

（四）强化舆论引导，鼓励群众参与。借助网站、手机客户端和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媒介，公开污水处

理三年攻坚行动相关政策、推进措施、治理成效等信息，保障市民群众的知情权。通过采取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引导

群众自觉参与污水管网等设施的维护，不向水体、雨水口排污，不私接乱接管网。畅通群众诉求渠道，鼓励群众监督，

及时接受处置群众关于污水直排、排水接入服务等问题，提高群众参与污水治理的积极性。大力宣传污水治理相关法规，

强化舆论引导，营造全民参与的治理氛围。

附件：宿州市主城区污水治理三年攻坚行动指挥部成员名单



附件

宿州市主城区污水治理三年攻坚行动指挥部成员名单

为切实加强主城区污水治理三年攻坚行动的领导，广泛动员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力量，狠抓主城区污水治理三年攻坚

行动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确保实现攻坚目标，经研究决定，成立市主城区污水治理三年攻坚行动指挥部，组成人员名

单如下：

政 委：史 翔 市委书记

指 挥 长：杨 军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副指挥长：余向东 市委副书记

叶 莉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王启荣 市委常委、埇桥区委书记

操隆山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负责指挥部常务工作）

孟 伟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

孟广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海虹 市政府副市长 （负责指挥部常务工作）

武 敏 市政协副主席

张瑞华 市法院院长

张 黎 市检察院检察长

成 员：李晓宁 市政府秘书长

杨维志 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

王明奎 市委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



李鹏程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荣权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郑 超 市纪委常务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

黄甦婷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解福来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叶立民 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赵学东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杨美荣 市直机关工委书记

刘婉贞 市文明办主任

王 琼 拂晓报社社长

张品军 市广播电视台台长

李光超 市发改委（物价局）主任（局长）

孟丽华 市住建委主任

高 杨 市卫计委主任

甘大庆 市城市管理局局长

张晓东 市公安局局长

牛慧琴 市规划局局长

吴绪峰 市国土局局长

雷云启 市商务局局长

陈殿魁 市环保局局长

宋成远 市房管局局长

朱守坤 市教体局局长



张晓光 市文广新局（旅游局）局长

张 亮 市财政局（国资委）局长（主任）

史 耘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黄家宏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李爱尊 市人防办主任

祖洪旭 市公共资源管理局局长

赵士银 市重点工程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胡兴无 市审计局局长

李胜亚 市水利局局长

张建军 市质监局局长

王曙光 市法制办主任

夏 莉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王锦程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祝海霞 宿州火车站站长

陈俊彦 宿州供电公司总经理

高卫星 电信宿州分公司总经理

束扬文 移动宿州分公司总经理

丁海滨 联通宿州分公司总经理

丁海川 铁塔宿州分公司总经理

邵 伟 市供水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梁 琦 宿州学院副院长

沈志刚 市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倪志品 宿马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程乃跃 市鞋城管委会主任

扶元广 市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张建军 埇桥区委副书记、区长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甘大庆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市公共资源管理局、市法制办、市环

保局、市住建委、市规划局、市房管局和埇桥区、市经开区、市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任办公室副主任，从相关单位抽调人

员集中办公。办公室下设工程质量监管组（牵头单位：市住建委）、项目建设保障组（牵头单位：市财政局）、小区雨

污分流组（牵头单位：埇桥区政府）、专家咨询组（牵头单位：市城管局）、宣传教育组（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

信访维稳组（牵头单位：市信访局）、 体制机制建设组（牵头单位：市城管局）。7 个工作组的具体职责和组成人员

由指挥部另文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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