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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安康市水污染防治 2016 年度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安康市水污染防治 2016 年度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研究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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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水污染防治 2016 年度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

17 号）、《陕西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陕政发〔2015〕60 号）

和《安康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安政发〔2016〕7 号）精神，

全力做好水污染防治工作，保护汉江水质，有序推进我市水污染

防治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防范环境风险和提高水环境质量为核心，按照“节水循环、

优化空间、底线保障”和“只能更好、不能变坏”原则，通过深

化重点流域污染防治，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强化排污企业源头防

控，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完善管理考核机制，确保全市水环境质

量稳步提升。 

二、工作目标 

————————控制指标控制指标控制指标控制指标：：：：全市流域地表水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

比例达到 100%，汉江出陕断面持续稳定达到Ⅱ类水质。安康中

心城区及各县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全部达标。16 个重点湖

库达到Ⅱ类水质。 

三、重点任务 

（（（（一一一一））））编制并组织实施水污染防治相关方案编制并组织实施水污染防治相关方案编制并组织实施水污染防治相关方案编制并组织实施水污染防治相关方案。。。。各县区完成水

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及年度实施方案编制工作，报市政府备案，并

抄送市环保局。各县区及相关部门完成 35 个水污染防治专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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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编制并实施（附表 4）。（（（（以下均需各相关县区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各相关县区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各相关县区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各相关县区负责落实，，，，部门部门部门部门

任务分工按任务分工按任务分工按任务分工按《《《《安康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安康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安康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安康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文件执行文件执行文件执行文件执行，，，，不再另作不再另作不再另作不再另作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二二二二））））持续实施汉江流域行动方案持续实施汉江流域行动方案持续实施汉江流域行动方案持续实施汉江流域行动方案。。。。组织实施《汉江丹江流

域水质保护行动方案（2014——2017 年）》和《安康市水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持续开展汉江水质保护“十项”专项行动。完成

蒿坪河流域、月河流域、旬河流域、白石河流域、旬阳铅锌汞矿

区水污染防治方案编制工作。完成汉阴县月河流域、白河县红石

河流域、紫阳县小米溪沟及田家湾水污染防治综合治理项目。完

成紫阳县明华煤矿渣场综合整治。完成汉滨区长明矾矿、安太煤

矿、七堰沟煤矿废水、废渣综合治理。启动镇坪县南江河水污染

防治综合治理项目。 

（（（（三三三三））））狠抓工业污染防治狠抓工业污染防治狠抓工业污染防治狠抓工业污染防治。。。。完成取缔、关闭不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的小型造纸、化工、制药、皂素、煤矿、金属矿选冶等严重

污染水环境的生产企业。完成白河县白石河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

项目和旬阳县铅锌矿区土壤污染治理及修复项目中的废水治理

工程。完成紫阳县前卫实业有限公司污水治理项目，启动 19 家

重点工业企业水污染整治工程（附表 5）。 

完成汉滨五里工业集中区、安康生物医药工业产业园（高

新）、恒口示范区工业产业园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并安装自

动在线监控装置。完成旬阳生态工业集中区、旬阳县吕河工业园

区、白河县红石河工业集中区及宁陕、镇坪、岚皋、紫阳、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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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飞地园区污水管网建设，并与所在地污水处理厂联网。其他

工业聚集区启动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2017 年底前建成并安

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附表 5）。 

             （（（（四四四四））））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完成江北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工程，启动其他 10 座市县级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

作。推进污泥处理和安全处置，江南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项目开

工建设。全市 10 个高速公路服务区污水处理及利用工程开工建

设。完成《丹治“十二五”规划》中 17 个重点镇两场（厂）建

设欠账项目。完成《安康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 35 个沿江

重点镇污水处理厂规划建设项目前期工作。 

       （（（（五五五五））））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全面启动规模化畜禽养殖企

业综合利用工程建设，2016 年完成总任务的 10%。科学划定畜禽

养殖禁养、限养区，关闭、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小区）和

养殖专业户。推广精准施肥技术和机具，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

取缔非法水产养殖企业，严格限制新增水产养殖企业，对现有水

产养殖企业实施网箱上岸和池塘网箱标准化改造。全面启动《安

康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2016 年

完成总任务的 10%（附表 5）。 

       （（（（六六六六））））强化水生态保护强化水生态保护强化水生态保护强化水生态保护。。。。结合全省生态红线划定要求，完成

我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完成禁采、禁伐区划定。完成瀛湖

中长期保护规划编制。汉江流域河道两岸实施大面积造林绿化，

开展湿地保护与修复，构建汉江流域水质保护生态屏障。汉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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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国家重点湖泊项目年度任务，紫阳县、岚皋县完成瀛湖上游

水污染防治专项任务。 

    （（（（七七七七））））切实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切实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切实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切实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全面完成乡镇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启动饮用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和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附表 5）。汉滨区 2016 年底前完成许

家台、马坡岭和黄石滩 3 个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工程。石泉

县完成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任务。环保部门要做好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监测及信息公布工作，中心城区自 2016 年起每月向社

会公布一次，县级每季度公布一次；住建、水利、卫计部门要做

好供水厂和末端用水水质监测及信息公布工作，中心城区自2016

年起每季度向社会公布一次，县级每半年公布一次。 

（（（（八八八八））））完善水环境监测网络完善水环境监测网络完善水环境监测网络完善水环境监测网络。。。。定期开展地表水 24 个断面（附

表 1）、17 个饮用水水源地（附表 2）、16 个重点湖库（附表 3）

水质监测。2016 年底建成石泉曾溪、紫阳汉王、汉滨早阳、旬

阳兰滩、瀛湖汉江岚皋—汉滨界、安康水库坝前 6 个水质自动监

测站，并稳定运行。启动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建设项目，达到国家

二级站标准化建设要求。汉滨、岚皋、白河县完成环境监测站三

级标准化建设，其他未达到三级标准化建设的县要启动标准化建

设。完成汉江干流及其 10 条主要支流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前期

项目并启动建设。 

    四、保障措施 

       （（（（一一一一））））加强领导加强领导加强领导加强领导，，，，落实责任落实责任落实责任落实责任。。。。各级政府是本行政区内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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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将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质保护相结合，全

面部署水污染防治工作。市政府将定期召开会议，通报重点任务

完成情况，安排部署阶段性工作。市环保局牵头负责指导、协调、

检查《安康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实施。各县区政府出台水

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制订年度实施方案，逐级落实责任，把水质

目标指标逐一落实到每一条干（支）流、每一个断面，把具体工

作和监管措施落实到具体单位和责任人。 

    （（（（二二二二））））部门联动部门联动部门联动部门联动，，，，合力推进合力推进合力推进合力推进。。。。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建立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环保监督、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

治工作新机制。各县区政府、市级各有关部门要依照《安康市水

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每一项具体工作任务的分工，齐抓共管、各

负其责，形成治污合力，抓好贯彻落实，并于今年 12 月 10 日前

向市政府报告年度工作情况。 

    （（（（三三三三））））提升能力提升能力提升能力提升能力，，，，防控风险防控风险防控风险防控风险。。。。各县区逐步完善水环境网格化

监管体系，完成所有控制单元的污染源排查。各县区政府要制订

和完善水污染事故处置应急预案，落实责任主体，明确预警预报

与响应程序、应急处置及保障措施等内容，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

息。 

    （（（（四四四四））））严格考核严格考核严格考核严格考核，，，，落实奖惩落实奖惩落实奖惩落实奖惩。。。。市政府与各县区政府签订目标

责任书，开展年度考核工作，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对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作为水污染防治、

重点流域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等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依据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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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责任，对未通过年度考核的，要约谈县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有关负责人，提出整改意见，予以督促。未完成地表水年度控制

目标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排放水污染物的项目。 

          （（（（五五五五））））信息公开信息公开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全民参与全民参与全民参与全民参与。。。。市政府每季度公布全市水环境

质量状况。国控、省控重点排污单位每半年向社会公开其产生的

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

以及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附表：1.安康市 2016 年度地表水水质目标表 

      2.安康市 2016 年度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目标表 

3.安康市 2016 年度重点湖库水质目标表 

4.安康市水污染防治专项方案编制清单 

5.安康市 2016 年度水污染防治重点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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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安康市 2016 年度地表水水质目标表 

水质现状水质现状水质现状水质现状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区县区县区县区县    所属流域所属流域所属流域所属流域    所属水系所属水系所属水系所属水系    

所在水体所在水体所在水体所在水体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断面名称断面名称断面名称断面名称    

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监测监测监测监测    

频次频次频次频次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汉滨区 长江 汉江 汉江 安康Ⅰ（七里沟） Ⅱ Ⅱ Ⅱ 每月 省控 

2 汉滨区 长江 汉江 
汉江 

老君关 Ⅱ Ⅱ Ⅱ 每月 国控 

3 汉滨区 长江 汉江 
汉江 

瀛湖坝前 Ⅱ Ⅱ Ⅱ 每月 
国控 

4 汉滨区 长江 汉江 月河 月河（汉滨） Ⅲ Ⅲ Ⅲ 每月 
国控 

5 汉滨区 长江 汉江 恒河 恒河 — Ⅱ Ⅱ 每月 市控 

6 汉滨区 长江 汉江 吉河 吉河 Ⅱ Ⅱ Ⅱ 每月 市控 

7 汉滨区 长江 汉江 黄洋河 黄洋河入汉江 — Ⅱ Ⅱ 每月 省控 

8 汉阴县 长江 汉江 月河 月河（汉阴） Ⅲ Ⅲ Ⅱ 每月 市控 

9 石泉县 长江 汉江 汉江 小钢桥 Ⅱ Ⅱ Ⅱ 每月 国控（市界） 

10 石泉县 长江 汉江 汉江 石泉Ⅱ（高桥） Ⅱ Ⅱ Ⅱ 每月 市控 

11 石泉县 长江 汉江 饶峰河 饶峰河 Ⅱ Ⅱ Ⅱ 每月 市控 

12 石泉县 长江 汉江 池河 池河入汉江 Ⅱ Ⅱ Ⅱ 每月 省控 

13 宁陕县 长江 汉江 长安河 长安河（青草关） Ⅱ Ⅱ Ⅱ 每月 市控 

14 紫阳县 长江 汉江 汉江 紫阳洞河口 Ⅱ Ⅱ Ⅱ 每月 国控 

15 紫阳县 长江 汉江 任河 任河入汉江 Ⅱ Ⅱ Ⅱ 每月 省控 

16 岚皋县 长江 汉江 岚河 岚河入汉江 Ⅱ Ⅱ Ⅱ 每月 省控 

17 平利县 长江 汉江 坝河 坝河口 Ⅱ Ⅱ Ⅱ 每月 国控 

18 镇坪县 长江 汉江 南江河 界牌沟 Ⅱ Ⅱ Ⅱ 每月 市控（出陕） 

19 旬阳县 长江 汉江 旬河 旬河商洛入安康 Ⅱ Ⅱ Ⅱ 每月 省控（入境） 

20 旬阳县 长江 汉江 旬河 旬河口 Ⅱ Ⅲ Ⅲ 每月 国控 

21 旬阳县 长江 汉江 蜀河 蜀河 Ⅱ Ⅱ Ⅱ 每月 市控 

22 白河县 长江 汉江 汉江 白河Ⅰ（前坡） Ⅱ Ⅱ Ⅱ 每月 市控 

23 白河县 长江 汉江 汉江 白河Ⅱ（下卡子） Ⅱ Ⅱ Ⅱ 每月 省控（出陕） 

24 白河县 长江 汉江 白石河 白石河入汉江 Ⅱ Ⅱ Ⅱ 每月 省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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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安康市 2016 年度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目标表 

水质类别水质类别水质类别水质类别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区县区县区县区县    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    水源地类型水源地类型水源地类型水源地类型    

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2020202020202020 年年年年    

水质目标水质目标水质目标水质目标    

2016201620162016 年目标年目标年目标年目标    监测频次监测频次监测频次监测频次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汉滨区 马坡岭及许家台水源地 河流 Ⅱ Ⅱ Ⅱ Ⅱ 每月  

2 汉滨区 红土岭水源地 水库 Ⅱ Ⅱ Ⅱ Ⅱ 每月  

3 汉阴县 汉阴县观音河水源地 湖库型 Ⅱ Ⅱ Ⅱ Ⅱ 每季度  

4 汉阴县 汉阴县大木坝饮用水源地 河流型 Ⅱ Ⅱ Ⅱ Ⅱ 每季度 * 

5 石泉县 石泉汉江水库 湖库 Ⅱ Ⅱ Ⅱ Ⅱ 每季度  

6 宁陕县 宁陕县渔洞河水源地 河流型 Ⅱ Ⅱ Ⅱ Ⅱ 每季度  

7 紫阳县 西门河水源地 河流型 Ⅱ Ⅱ Ⅱ Ⅱ 每季度  

8 紫阳县 长滩沟水源地 河流型 Ⅱ Ⅱ Ⅱ Ⅱ 每季度  

9 紫阳县 汉江抽水站水源地 水库型 Ⅱ Ⅱ Ⅱ Ⅱ 每季度  

10 岚皋县 岚皋县四季河饮用水源地 河流 Ⅱ Ⅱ Ⅱ Ⅱ 每季度  

11 岚皋县 
岚皋县堰溪沟两岔河饮用

水源 
河流 Ⅱ Ⅱ Ⅱ Ⅱ 每季度  

12 平利县 平利县石牛河水源地 河流型 Ⅱ Ⅱ Ⅱ Ⅱ 每季度  

13 平利县 平利县古仙洞水库水源地 水库型 Ⅱ Ⅱ Ⅱ Ⅱ 每季度 * 

14 镇坪县 
镇坪县小石砦河水饮用水

源地 
地表水 Ⅱ Ⅱ Ⅱ Ⅱ 每季度  

15 旬阳县 冷水河 地表水 Ⅱ Ⅱ Ⅱ Ⅱ 每季度  

16 白河县 白河县红石河饮用水源地 河流 Ⅱ Ⅱ Ⅱ Ⅱ 每季度  

17 白河县 白河县汉江干流水源地 河流 Ⅱ Ⅱ Ⅱ Ⅱ 每季度  

注：*表示备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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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安康市 2016 年度重点湖库水质目标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湖库名称湖库名称湖库名称湖库名称    县区县区县区县区    

所属所属所属所属    

流域流域流域流域    

所属所属所属所属    

水系水系水系水系    

汇入汇入汇入汇入    

河流河流河流河流    

湖库面积湖库面积湖库面积湖库面积    

（（（（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平方公里））））

2014201420142014 年水质年水质年水质年水质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水质现状水质现状水质现状水质现状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监测监测监测监测    

频次频次频次频次    

1 瀛湖 汉滨区 长江流域 汉江 汉江 78 Ⅲ类 Ⅱ类 Ⅱ类 每月 

2 黄石滩水库 汉滨区 长江流域 汉江 月河 1.22 Ⅱ类 Ⅱ类 Ⅱ类 
年丰、平、枯各一次 

3 石泉水库 石泉县 长江流域 汉江 汉江 40 Ⅲ类 Ⅱ类 Ⅱ类 
年丰、平、枯各一次 

4 喜河水库 石泉县 长江流域 汉江 长江 46 Ⅱ类 Ⅱ类 Ⅱ类 
年丰、平、枯各一次 

5 观音河水库 汉阴县 长江流域 汉江 月河 15 Ⅱ类 Ⅱ类 Ⅱ类 
年丰、平、枯各一次 

6 蔺河水库 岚皋县 长江流域 汉江 汉江 4.2 Ⅱ类 Ⅱ类 Ⅱ类 
年丰、平、枯各一次 

7 毛坝关水库 紫阳县 长江流域 汉江 汉江 1.2 Ⅱ类 Ⅱ类 Ⅱ类 
年丰、平、枯各一次 

8 深阳电站水库 紫阳县 长江流域 汉江 任河 0.89 Ⅱ类 Ⅱ类 Ⅱ类 
年丰、平、枯各一次 

9 古仙洞 平利县 长江流域 汉江 汉江 1.31 Ⅱ类 Ⅱ类 Ⅱ类 
年丰、平、枯各一次 

10 白土岭电站库区 镇坪县 长江流域 汉江 汉江 1.16 Ⅱ类 Ⅱ类 Ⅱ类 
年丰、平、枯各一次 

11 大三峡电站库区 镇坪县 长江流域 汉江 汉江 0.27 Ⅱ类 Ⅱ类 Ⅱ类 
年丰、平、枯各一次 

12 蜀河水库 旬阳县 长江流域 汉江 长江 11.34 Ⅱ类 Ⅱ类 Ⅱ类 
年丰、平、枯各一次 

13 大岭水电站库区 旬阳县 长江流域 汉江 汉江 1.36 Ⅱ类 Ⅱ类 Ⅱ类 
年丰、平、枯各一次 

14 赵湾电站库区 旬阳县 长江流域 汉江 汉江 1.40 Ⅱ类 Ⅱ类 Ⅱ类 
年丰、平、枯各一次 

15 钟家坪电站库区 旬阳县 长江流域 汉江 汉江 1.47 Ⅱ类 Ⅱ类 Ⅱ类 
年丰、平、枯各一次 

16 桂花电站库区 旬阳县 长江流域 汉江 汉江 2.16 Ⅱ类 Ⅱ类 Ⅱ类 
年丰、平、枯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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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安康市水污染防治专项方案编制清单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方案名称方案名称方案名称方案名称 编制年限编制年限编制年限编制年限 实施年限实施年限实施年限实施年限 责任主体责任主体责任主体责任主体 

1 县区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及年度实施方案 2016 2016-2020 各县区政府 

2 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 2016 2016-2020 各县区政府 

3 集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划分方案 2016 2016 各县区政府 

4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方案 2016 2016-2020 各县区政府 

5 水价改革方案 2016 2016-2020 各县区政府 

6 蒿坪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规划 2016 2016-2020 

市环保局牵头，汉滨区政

府、紫阳县政府参与 

7 月河流域汉滨段水污染防治行动方案 2016 2016-2020 汉滨区政府 

8 月河流域汉阴段水污染防治行动方案 2016 2016-2020 汉阴县政府 

9 旬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行动方案 2016 2016-2020 旬阳县政府 

10 旬阳铅锌矿区水污染防治方案 2016 2016-2020 旬阳县政府 

11 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状况信息发布方案 2016 2016-2020 市环保局 

12 辖区水环境质量（流域断面）年度监测方案 2016 2016-2020 市环保局 

13 汉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水质自动监测网建设方案 2016 2016-2020 市环保局 

14 重点行业专项治理方案 2016 2017 市环保局 

15 重污染小企业取缔方案 2016 2016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6 工业聚集区污水设施调查及整治方案 2016 2016-2017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7 落后产能年度淘汰方案 2016 2016-2020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8 沿江重点镇污水处理厂建设方案 2016 2016-2020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9 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方案 2016 2017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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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方案名称方案名称方案名称方案名称 编制年限编制年限编制年限编制年限 实施年限实施年限实施年限实施年限 责任主体责任主体责任主体责任主体 

20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专项方案 2016 2016-2020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1 全市工业企业排水接入市政管网的清单 2016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2 中心城区供水厂出水水质安全状况信息发布方案 2016 2016-2020 汉滨区政府 

23 城镇供水厂出水水质安全状况信息发布方案 2016 2016-2020 市水利局 

24 饮用水末端用水安全状况信息发布方案 2016 2016-2020 市卫计局 

25 水资源总量控制及节水配置方案 2016 2016-2020 市水利局 

26 全市入河排污口分布清单 2016  市水利局 

27 基于生态流量保障的水量调度方案 2016 2016-2020 市水利局 

28 重点湖库生态健康养殖专项调查及整治方案 2016 2016-2018 市水利局 

29 辖区水环境质量（水功能区）年度监测方案 2016 2016-2020 市水利局 

30 种植业结构与布局调整方案 2016 2016-2018 市农业局 

31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方案 2016 2016-2020 市农业局 

32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方案 2016 2016-2020 市农业局 

33 实施测土配方、精准施肥等措施的土地清单 2016 
 

市农业局 

34 船舶码头污染治理方案 2016 
2016-2020 

市交通局 

35 瀛湖中长期保护规划 2016 2016-2020 

汉滨区环保局牵头，瀛湖

生态旅游区管委会、紫阳

县政府、岚皋县政府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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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安康市 2016 年度水污染防治重点任务清单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县区县区县区县区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建设地点建设地点建设地点    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    承担单位承担单位承担单位承担单位    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完成时限    2016201620162016 年任务年任务年任务年任务    

一、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 

1 

马坡岭及许家台水源地保

护工程 

吉河镇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清理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内违法建筑和排污口，水源地水质自

动监控监测体系建设。 

汉滨区政府 2020 年 

完成规范化建设，启动

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站

建设 

2 

汉滨区 

黄石滩水源地保护工程 五里镇 

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清理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内违法建筑和排污口，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控

监测体系建设。 

汉滨区政府 2020 年 

完成规范化建设，启动

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站

建设 

3 汉阴县 观音河水源地保护工程 观音河镇 

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水源保护区围网工程

建设，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控监测体系建设，生

活污染治理工程。 

汉阴县政府 2020 年 完成工程前期 

4 石泉县 石泉水库水源地保护工程 城关镇 

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控

监测体系建设。 

石泉县政府 2020 年 完成规范化建设 

5 宁陕县 

宁陕县渔洞河水源地保护

工程 

城关镇 

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控

监测体系建设。 

宁陕县政府 2020 年 完成工程前期 

6 紫阳县 西门河水源地保护工程 城关镇 

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沿线设置路牌1个，

警示牌 2 个，宣传牌 3 个，通告牌 2 个，植树

造林 90 亩， 设置围栏 3000 米，新修排污管

2800 米道配套建设化粪池。水源地水质自动监

控监测体系建设。 

紫阳县政府 2020 年 完成工程前期 

7 岚皋县 苍水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 四季镇 

设置防护隔离网 2200 米，标识牌 3 块，道路

交通警示牌 3 块，界桩 60 个，退耕还林 20 亩。

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控监测体系建设。 

岚皋县政府 2020 年 完成工程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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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平利县 

平利县石牛河水源地保护

工程 

长安镇 

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清理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内违法建筑和排污口，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控

监测体系建设。 

平利县政府 2020 年 完成工程前期 

9 镇坪县 

镇坪县小石砦河水饮用水

源地保护工程 

城关镇 

对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进行隔离保护，对保护区

内生活污染进行处理 4 ㎞，对保护区上游进行

封禁治理。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控监测体系建

设。 

镇坪县政府 2020 年 完成工程前期 

10 旬阳县 冷水河水源地保护工程 白柳镇 

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清理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内违法建筑和排污口，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控

监测体系建设。 

旬阳县政府 2020 年 完成工程前期 

11 白河县 

红石河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工程 

中厂镇 

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清理红石河饮用水水

源地一、二级保护区内排污口，水源地水质自

动监控监测体系建设。 

白河县政府 2020 年 完成工程前期 

二、重点工业企业水污染整治工程 

1 

巴山丝绢有限公司缫丝行

业污染治理项目 

汉滨区 

建设缫丝生产废水及副产品生产废水治理工

程，达标废水进入城市管网 

安康巴山丝绢

有限公司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2 

永林纸业厂再生纸行业水

清洁生产改造项目 

汉滨区 

建设深度处理系统，保证生产废水循环使用，

生产工艺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安康市汉滨区

永林再生纸有

限公司 

2018 年 完成项目前期 

3 

汉滨区 

恒翔生化公司清洁生产改

造项目 

汉滨区 

建设深度处理系统，保证生产废水达标排放，

生产工艺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安康市恒翔生

化公司 

2018 年 完成项目前期 

4 

汉阴华晔植物制药有限公

司清洁生产项目 

月河工业园

区 

建设深度处理系统，保证生产废水达标排放，

生产工艺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华晔公司 2018 年 完成项目前期 

5 

汉阴县 

陕西汉阴浩鑫生物化工有

限公司 

月河工业园

区 

建设皂素生产废水治理工程，达标废水进入园

区管网 

浩鑫公司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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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宏鑫畜产有限责任公司屠

宰废水治理项目 

城关镇 

建设屠宰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废水排入城市

管网 

石泉宏鑫畜产

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7 

石泉县 

陕西天新丝绸有限公司清

洁生产项目 

工业园区 

建设深度处理系统，保证生产废水循环使用，

生产工艺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陕西天新丝绸

有限公司 

2018 年 完成项目前期 

8 宁陕县 

宁陕县屠宰场污水治理工

程 

城关镇 

建设屠宰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废水排入城市

管网 

宁陕县屠宰场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9 

前卫实业有限公司污水治

理项目 

红椿镇 

建设切割废水循环使用和生活废水一体化处

理系统。 

紫阳县前卫实

业有限公司 

2016 年 完成治理 

10 

紫阳县 

紫阳县康宏茧丝有限公司

清洁生产项目 

城关镇 

建设深度处理系统，保证生产废水循环使用，

生产工艺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紫阳县康宏茧

丝有限公司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1 

年产 1000 吨魔芋食品生产

项目污水处理工程 

城关镇新春

村二组 

建设日处理规模 20 吨污水处理站，出水达到

国家《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92）表 1

标准要求。 

岚皋县康森农

业发展有限公

司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2 

岚皋县 

魔芋生物科技开发项目污

水处理站工程 

岚皋县六口

工业集中区 

建成日处理规模 30 吨污水处理站，出水达标

后排入园区管网 

岚皋县明富魔

芋生物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3 

平利县众鑫有限公司缫丝

废水治理项目 

城关镇（工业

园区） 

建设缫丝生产废水及副产品生产废水治理工

程，达标废水进入城市管网 

平利县众鑫有

限公司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4 

平利县 

平利县盛丰源食品有限公

司屠宰废水处理工程 

城关镇（工业

园区） 

建设屠宰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废水排入城市

管网 

平利县盛丰源

食品有限公司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5 镇坪县 

镇坪县味美佳有限公司废

水治理工程 

城关镇 

建设食品加工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废水排入

城市管网 

镇坪县味美佳

有限公司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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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旬阳县宏达生化公司清洁

生产改造项目 

赤岩镇 

建设深度处理系统，保证生产废水达标排放，

生产工艺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旬阳县宏达生

化公司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7 

旬阳大地复肥有限公司清

洁生产改造项目 

城关镇 

建设深度处理系统，保证生产废水达标排放，

生产工艺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旬阳大地复肥

有限公司 

2018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8 

旬阳县 

旬阳县聚鑫食品有限公司

屠宰废水处理工程 

城关镇 

建设屠宰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废水排入城市

管网 

旬阳县聚鑫食

品有限公司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9 

白河县天裕农业高新技术

公司食品加工废 

水治理项目 

中厂镇 

建设食品加工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废水排入

城市管网 

白河县天裕农

业高新技术公

司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20 

白河县 

 

白河县永宏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清洁生产改造项目 

茅坪镇 

建设深度处理系统，保证生产废水达标排放，

生产工艺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白河县永宏化

工有限责任公

司 

2018 年 完成项目前期 

三、工业集聚区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 

1 汉滨区 

五里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项目 

五里镇 

完成规划环评，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

网 ，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再生水利用率

不低于 30%  

汉滨区工业园

区管委会 

2016 年 

完成规划环评及污水处

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

设，安装自动在线监控 

2 汉阴县 

月河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项目 

工业园区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安装自动在线

监控装置，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 30%  

汉阴县工业园

区管委会 

2017 年 

启动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及配套管网 

3 石泉县 

池河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项目 

池河镇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安装自动在线

监控装置，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 30%  

石泉县工业园

区管委会 

2017 年 

启动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及配套管网 

4 石泉县 

古堰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项目 

古堰镇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再生水利用率

不低于 30% 

石泉县工业园

区管委会 

2017 年 

完善污水配套管网，并

与县城污水处理厂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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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宁陕县 

宁陕县工业集中区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项目 

城关镇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再生水利用率

不低于 30% 

宁陕县工业园

区管委会 

2017 年 

完善污水配套管网，并

与县城污水处理厂联网 

6 宁陕县 

宁陕县飞地经济园（宁陕县

恒口生态产业园区）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项目 

恒口镇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再生水利用率

不低于 30% 

  2016 年 

完善污水配套管网，并

与恒口污水处理厂联网 

7 紫阳县 

紫阳硒谷工业集中区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蒿坪镇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安装自动在线

监控装置，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 30% 

紫阳县工业园

区管委会 

2017 年 

启动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及配套管网 

8 紫阳县 

恒紫循环产业园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项目 

恒口镇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再生水利用率

不低于 30% 

 2016 年 

完善污水配套管网，并

与恒口污水处理厂联网 

9 岚皋县 

岚皋县六口工业园区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六口工业集

中区 

完成规划环评，建成日处理 400 吨污水处理设

施，配套管网 9000 米，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

置，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 30% 

六口园区管委

会 

2017 年 

完成规划环评，启动建

设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

管网 

10 岚皋县 

岚皋县飞地经济（安康高

新）环保产业园 

高新区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再生水利用率

不低于 30% 

 2016 年 

完善污水配套管网，并

与高新污水处理厂联网 

11 平利县 

平利县陈家坝工业集中区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城关镇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 2 处及配套管网，再生水利

用率不低于 30% 

平利县工业园

区管委会 

2017 年 

完善污水配套管网，并

与县城污水处理厂联网 

12 镇坪县 

镇坪县现代绿色工业集中

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城关镇 

完成规划环评、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

网，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 30% 

镇坪县工业园

区管委会 

2017 年 

完善污水配套管网，并

与县城污水处理厂联网 

13 镇坪县 

镇坪县飞地经济工业园区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高新区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再生水利用率

不低于 30% 

 2016 年 

完善污水配套管网，并

与高新污水处理厂联网 

14 旬阳县 

旬阳生态工业集中区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城关镇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再生水利用率

不低于 30% 

旬阳县工业园

区管委会 

2016 年 

完善污水配套管网，并

与县城污水处理厂联

网；禁排 

15 旬阳县 

旬阳县吕河工业园区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吕河镇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再生水利用率

不低于 30% 

旬阳县工业园

区管委会 

2016 年 

完善污水配套管网，并

与在建吕河镇污水处理

厂联网；禁排 

16 白河县 

白河县飞地经济（安康高

新）产业园 

高新区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再生水利用率

不低于 30% 

 2016 年 

完善污水配套管网，并

与高新污水处理厂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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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白河县 

红石河工业集中区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项目 

城关镇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安装自动在线

监控装置，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 30% 

白河县工业园

区管委会 

2016 年 

完善污水配套管网，并

与县城污水处理厂联网 

18 

安康高

新技术

产业开

发区 

安康生物医药工业产业园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建民镇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安装自动在线

监控装置，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 30% 

安康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

委会 

2016 年 

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

套管网建设，安装自动

在线监控 

19 

安康恒

口示范

区 

恒口示范区工业产业园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大同镇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安装自动在线

监控装置，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 30% 

安康恒口示范

区管委会 

2016 年 

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及配

套管网建设，安装自动

在线监控 

四、城镇污水处理建设及升级改造工程 

1 

安康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项目 

汉滨区江南 

设计规模日处理污水 6 万吨，更换污水进水口

粗、细格栅，增加生物反应池碳源投加系统，

化学除磷加药装置，缺氧搅拌系统，尾水深度

处理过滤系统、污泥深度脱水系统。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安康市江南污

水处理厂 

2017 年 开工建设 

2 

安康市江北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项目 

汉滨区江北 

设计规模日处理污水 2 万吨，更换污水进水口

粗、细格栅，增加生物反应池碳源投加系统，

化学除磷加药装置，缺氧搅拌系统，尾水深度

处理过滤系统、污泥深度脱水系统。按一级 A

标准配置污水检测设备系统，全面负责安康中

心城市污水水质检测。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安康市江北污

水处理厂 

2017 年 完成提标改造 

3 

流水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流水镇 

建设处理规模为 8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

座；2.完善配套主管4公里,到户支管网4公里。 

汉滨区流水镇

人民政府 

2016 年 

完成项目建设并试运

行 

4 

瀛湖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瀛湖镇 

建设处理规模为 1000m³/d、500m³/d 的污水处

理设施江南江北各一座；完善配套主管 4 公里、

3 公里,到户支管网 8 公里。 

汉滨区瀛湖镇

人民政府 

2016 年 

完成项目建设并试运

行 

5 

汉滨区 

大竹园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项目 

大竹园镇 

建设处理规模为 8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

座；建设配套主管 3 公里,到户支管网 4 公里。 

汉滨区大竹园

镇人民政府 

2016 年 

完成项目建设并试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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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吉河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吉河镇 

建设处理规模 30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

建设配套管网 15 公里。 

吉河镇人民政

府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7 

张滩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张滩镇 

新建 50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10 公里 

张滩镇人民政

府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8 

石梯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石梯镇 

新建 500 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5 公里 

石梯镇人民政

府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9 

关庙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关庙镇 

新建 20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16 公里 

关庙镇人民政

府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0 

早阳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早阳镇 

新建 2000 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

套管网 7 公里 

早阳镇人民政

府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1 

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项目 

城关镇 污水处理设备升级改造排放达到一级 A 标准 汉阴县住建局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2 

涧池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涧池镇 新建污水处理 15000 吨/日，管网 5.34 公里 汉阴县住建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3 

双河口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项目 

双河口镇 

新建 1000 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

套管网 1.5 公里 

汉阴县住建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4 

双乳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双乳镇 

新建污水处理 4000 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配套管网 13.5 公里 

汉阴县住建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5 

汉阳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汉阳镇 

新建污水处理 1000 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配套管网 1.65 公里 

汉阴县住建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6 

 

 

 

 

 

汉阴县 

漩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漩涡镇 

新建污水处理 1000 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配套管网 4.67 公里 

汉阴县住建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7 

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项目 

城关镇 污水处理设备升级改造排放达到一级 A 标准 石泉县住建局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8 

江南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

目 

城关镇 

新建 3000 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

套管网 5.25 公里 

石泉县住建局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19 

石泉县 

池河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池河镇 

新建 20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25.25 公里 

石泉县住建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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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后柳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后柳镇 

新建 30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1.38 公里 

石泉县住建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21 

喜河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喜河镇 

新建 12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5.74 公里 

石泉县住建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22 

曾溪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曾溪镇 

新建 300 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2 公里 

石泉县住建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23 

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项目 

城关镇 污水处理设备升级改造排放达到一级 A 标准 宁陕县住建局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24 

宁陕县 

筒车湾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项目 

筒车湾镇 

新建 10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2 公里 

宁陕县住建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25 

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项目 

城关镇 污水处理设备升级改造排放达到一级 A 标准 紫阳县水利局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26 

洞河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洞河镇 

日处理 1300 吨污水处理设施一座，配套污水管

网 8.38 公里及污泥处置工程 

紫阳县水利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27 

焕古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焕古镇 

日处理 1300 吨污水处理设施一座，配套污水管

网 8.38 公里及污泥处置工程 

紫阳县水利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28 

汉王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汉王镇 

日处理 1300 吨污水处理设施一座，配套污水管

网 8.38 公里及污泥处置工程 

紫阳县水利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29 

紫阳县 

双安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双安镇 

日处理 400 吨污水处理设施一座，配套污水管

网 2.1 公里及污泥处置工程 

紫阳县水利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30 岚皋县 

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项目 

城关镇 

(1) 在原 CASS 池后新建中途提升泵井，保证在

增加深度处理构筑物后可以顺利出水；(2) 增

设深度处理单元，深度处理工艺为“絮凝沉淀

池+纤维转盘滤池”；(3) 在原紫外消毒池前增

设次氯酸钠投加设备，强化消毒效果。（4）达

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岚皋县城镇建

设投资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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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南宫山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项目 

南宫山镇（原

花里镇） 

新建 12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8.5 公里 

岚皋县住建局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32 

民主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民主镇 

新建 35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15 公里 

岚皋县住建局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33 

大道河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项目 

大道河镇 

新建 75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5.5 公里 

岚皋县住建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34 

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项目 

城关镇 

对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出水水质达一级

A 

平利县住建局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35 

平利县长安镇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项目 

平利县 

新建 20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12 公里 

平利县长安镇

人民政府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36 

平利县 

西河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西河镇 

新建 6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4.25 公里 

西河镇人民政

府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37 

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项目 

城关镇 

对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出水水质达一级

A 

镇坪县住建局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38 

镇坪县 

曾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曾家镇 

新建 20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20 公里 

曾家镇政府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39 

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项目 

白柳镇 

对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出水水质达一级

A 

旬阳县水利局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40 

段家河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项目 

段家河镇 

新建 3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3.7 公里 

旬阳县水利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41 

构元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构元镇 

新建 3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6.3 公里 

旬阳县水利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42 

棕溪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棕溪镇 

新建 20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10 公里 

旬阳县水利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43 

旬阳县 

仙河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仙河镇 

新建 15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8 公里 

旬阳县水利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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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项目 

城关镇 

对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出水水质达一级

A 

白河县住建局 2017 年 完成项目前期 

45 

白河县 

麻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麻虎镇 

新建 600m³/d 的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建设配套

管网 8 公里 

白河县住建局 2020 年 完成项目前期 

五、高速公路服务区污水处理及利用工程 

1 汉滨区 
包茂高速安康西服务区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汉滨区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排

入人工湿地。 

陕西安建集团

安川分公司 
2017 年 开工建设 

2 汉滨区 
包茂高速安康北服务区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汉滨区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排

入人工湿地。 

陕西安建集团

安川分公司 
2017 年 开工建设 

3 汉滨区 
包茂高速安康南服务区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汉滨区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排

入人工湿地。 

陕西安建集团

安川分公司 
2017 年 开工建设 

4 汉滨区 
十天高速安康东服务区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汉滨区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排

入人工湿地。 

陕西高交集团

白泉分公司 
2017 年 开工建设 

5 白河县 
十天高速白河服务区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白河县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排

入人工湿地。 

陕西高交集团

白泉分公司 
2017 年 开工建设 

6 汉阴县 
十天高速汉阴服务区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汉阴县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排

入人工湿地。 

陕西高交集团

白泉分公司 
2017 年 开工建设 

7 紫阳县 
包茂高速高滩服务区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紫阳县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排

入人工湿地。 

陕西安建集团

安川分公司 
2017 年 开工建设 

8 宁陕县 
西汉高速宁陕服务区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宁陕县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排

入人工湿地。 

陕西高交集团

西汉分公司 
2017 年 开工建设 

9 宁陕县 
西汉高速秦岭服务区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宁陕县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排

入人工湿地。 

陕西高交集团

西汉分公司 

2017 年 开工建设 

10 平利县 
安平高速公路服务区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平利县 

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排

入人工湿地。 

陕西安建集团

安平分公司 

2017 年 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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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程 

1 汉滨区 综合利用项目 

汉滨区相关

镇 

完成20家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建设综合利用工

程，工程内容包括:畜禽粪便、污水与雨水分流

设施，畜禽粪便、污水的贮存设施，粪污厌氧

消化和堆沤、有机肥加工、制取沼气、沼渣沼

液分离和输送、污水处理、畜禽尸体处理等综

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 

汉滨区规模化

养殖企业 
2020 年 完成 1 家 

2 紫阻县 综合利用项目 全县相关镇 
完成 8 家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建设综合利用工

程，工程内容同上。 

紫阳县规模化

养殖企业 

2020 年 完成 1 家 

3 镇坪县 综合利用项目 全县相关镇 
完成 4 家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建设综合利用工

程，工程内容同上。 

镇坪县规模化

养殖企业 2020 年 完成 2 家 

4 旬阻县 综合利用项目 全县相关镇 
完成12家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建设综合利用工

程，工程内容同上。 

旬阳县规模化

养殖企业 2020 年 完成 2 家 

5 白河县 综合利用项目 全县相关镇 
完成 4 家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建设综合利用工

程，工程内容同上。 

白河县规模化

养殖企业 
2020 年 完成 1 家 

七、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1 汉滨区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汉滨区 

完成80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内容主要包括:

生活污水综合治理，生活垃圾集中清运，河道

清淤，实现"清洁水源、清洁家园、清洁田园" 

汉滨区环保局 2020 年 完成 8 个  

2 汉阴县 

汉阴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 

汉阴县 

完成35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内容主要包括:

生活污水综合治理，生活垃圾集中清运，河道

清淤，实现"清洁水源、清洁家园、清洁田园" 

汉阴县环保局 2020 年 完成 4 个  

3 石泉县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石泉县 

完成35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内容主要包括:

生活污水综合治理，生活垃圾集中清运，河道

清淤，实现"清洁水源、清洁家园、清洁田园" 

石泉县环保局 2020 年 完成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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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宁陕县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宁陕县 

完成20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内容主要包括:

生活污水综合治理，生活垃圾集中清运，河道

清淤，实现"清洁水源、清洁家园、清洁田园" 

宁陕县环保局 2020 年 完成 2 个  

5 紫阳县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紫阳县 

完成50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内容主要包括:

生活污水综合治理，生活垃圾集中清运，河道

清淤，实现"清洁水源、清洁家园、清洁田园" 

紫阳县环保局 2020 年 完成 5 个  

6 岚皋县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岚皋县 

完成35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内容主要包括:

生活污水综合治理，生活垃圾集中清运，河道

清淤，实现"清洁水源、清洁家园、清洁田园" 

岚皋县环保局 2020 年 完成 4 个  

7 平利县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平利县 

完成35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内容主要包括:

生活污水综合治理，生活垃圾集中清运，河道

清淤，实现"清洁水源、清洁家园、清洁田园" 

平利县环保局 2020 年 完成 4 个  

8 镇坪县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镇坪县 

完成15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内容主要包括:

生活污水综合治理，生活垃圾集中清运，河道

清淤，实现"清洁水源、清洁家园、清洁田园" 

镇坪县环保局 2020 年 完成 2 个  

9 旬阳县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旬阳县 

完成60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内容主要包括:

生活污水综合治理，生活垃圾集中清运，河道

清淤，实现"清洁水源、清洁家园、清洁田园" 

旬阳县环保局 2020 年 完成 6 个  

10 白河县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白河县 

完成35个村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内容主要包括:

生活污水综合治理，生活垃圾集中清运，河道

清淤，实现"清洁水源、清洁家园、清洁田园" 

白河县环保局 2020 年 完成 4 个  

八、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项目 

1 安康市 
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建设项

目 
汉滨区 

实验室仪器、设备、耗材、试剂采购，仪器检

定达到国家西部二级站要求，能够开水质全分

析。 

安康市环保局 2017 年 启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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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康市水质自动监测中心

站建设项目 
汉滨区 

建设配置功能齐全、存贮容量大的计算机系统，

及通信联络设备及数据显示、分析、传输和接

收的管理软件，具备数据通信、实时数据库、

报警、安全管理、数据打印功能的中心站。 

安康市环保局 2018 年 启动建设 

3 
汉滨区环境监测站建设项

目 

汉滨区兴安

中路（原市商

务局大楼） 

建设西部标准化三级站，建设内容包括实验室

仪器设备及实验室装修（实验室给排水及管道

系统、实验室通风系统、实验室供气系统等） 

汉滨区环保局 2016 年 完成建设 

4 

汉滨区 

汉滨区月河、黄洋河水质自

动监测站建设项目 
汉滨区 在月河、黄洋河建设水质自动监测站各一座 汉滨区环保局 2017 年 启动建设 

5 汉阴县 
汉阴县环境监测站建设项

目 

汉阴县城关

镇南街 
环境监测标准化建设 汉阴县环保局 2020 年 启动建设 

6 
石泉县环境监测站建设项

目 
石泉县 环境监测标准化建设 石泉县环保局 2020 年 启动建设 

7 

石泉县 
石泉县池河水质自动监测

站建设项目 
石泉县 在池河入汉江口建设水质自动监测站一座 石泉县环保局 2020 年 启动建设 

8 宁陕县 
宁陕县环境监测站建设项

目 
宁陕县 环境监测标准化建设 宁陕县环保局 2020 年 启动建设 

9 
紫阳县环境监测站建设项

目 
紫阳县 环境监测标准化建设 紫阳县环保局 2020 年 启动建设 

10 

紫阳县 
紫阳县任河水质自动监测

站建设项目 
紫阳县 在任河建设水质自动监测站一座 紫阳县环保局 2020 年 启动建设 

11 
岚皋县环境监测站建设项

目 

岚皋县环境

保护局 

建成国家三级环境监测站，包括实验室仪器、

设备、耗材、试剂采购，仪器检定 

岚皋县环保局 2017 年 完成建设 

12 

岚皋县 
岚皋县岚河水质自动监测

站建设项目 

岚皋县佐龙

镇杜坝村六

组 

该项目主要在岚皋县佐龙镇建设一江河水质自

动在线监测站点，主要包括站房工程、仪器设

备及辅助工程等建设内容。 

岚皋县环保局 2017 年 完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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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平利县 
平利县环境监测站建设项

目 
平利县 

配置监测仪器设备，建设监测业务用房，使平利

监测站达到标准化三级监测站要求。 

平利县环境保

护局 
2020 年 启动建设 

14 
镇坪县环境监测站建设项

目 

镇坪县城关

镇下新街 
环境监测标准化建设 

镇坪县环境保

护局 
2020 年 启动建设 

15 

镇坪县 
镇坪县南江河水质自动监

测站建设项目 

镇坪县曾家

镇洪阳村 
建成南江河出陕断面自动监测站。 

镇坪县环境保

护局 
2020 年 启动建设 

16 旬阳县 
旬阳县旬河、吕河水质自动

监测站建设项目 
旬阳县 在旬河、吕河口建设水质自动监测站各一座 旬阳县环保局 2020 年 启动建设 

17 白河县 
白河县白石河水质自动监

测站建设项目 
白河县 在白石河建设水质自动监测站一座 白河县环保局 2020 年 启动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