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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政办发〔2021〕47号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朔州市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

2021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有关

单位：

《朔州市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2021年行动计划》已经市人民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0月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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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市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2021年行动计划

为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全市水环境质量在巩固

中提升，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与保护，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山西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山西省

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2021年行动计划》及“十四五”水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要求，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突

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坚持污染减排与生态扩容两

手发力，从流域生态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统筹水资源约束、

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现

“十四五”水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开局，以高标准保护为全方位推

进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二、总体目标

2021年，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水生态系统逐步恢复，

水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地表水达到或优于Ⅲ类水

体比例、消除劣Ⅴ类水体、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

黑臭水体消除比例等均完成国家和省定目标。

三、重点任务

（一）全面加强水资源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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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生态流量管理。以桑干河为重点，研究制定生态流量

保障实施方案，将生态用水纳入水资源日常运行调度规程，保障

河流生态流量。2021年起建立发生水污染事故下的应急补水保障

机制，保障河流水质稳定。精准化实施桑干河干流生态补水。（市

水利局牵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配合）

2.强化水资源约束。大力推进城镇节水降损，2021年全市城

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10%以内，各县(市、区)率先创建节

水型社会。大力推进工业节水，推动高耗水企业加强废水深度处

理和达标再利用，推行水循环梯级利用。大力推进农业农村节水，

以桑干河流域为重点，规模化推进高效节水灌溉，2021年发展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18.43万亩。严控冬春浇期间取用水，开展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非法取水行为，严禁非汛期农田“大水漫灌”行为。

（市住建局、市工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利局按职责分工牵

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3.推动再生水循环利用。各县（市、区）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2%以上。积极创新机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达标排放的中水经

人工湿地等生态环境净化后，纳入水资源调配管理体系，优先用

于工业生产、市政杂用以及河湖景观用水。（市住建局、市城管

局、市工信局、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牵头，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负责）

4.推动工业雨水资源化利用。强化工业厂区初期雨水收集治

理回用，建设初期雨水收集储蓄水池，推进厂区雨污分流管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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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业雨水排口实施非汛期封堵。推进园区雨水资源化利用试

点，鼓励工业园区建设雨水收集、储蓄、处理、回用设施。（市

工信局牵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5.加强地下水综合治理。对地下水超采地区的取水申请，严

控审批新增取水许可；对合理的新增生活用水、通过水权转让获

得取用水指标的项目严格进行水资源论证。完善地下水监测网络，

开展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与地下水污染修复试点。（市

水利局、市行政审批局、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牵头，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负责）

6.强化河岸缓冲带建设。沿河(湖、库)两岸建设植被缓冲带

和隔离带，桑干河及主要支流城市段沿岸堤外50米、其余支流城

市段堤外30米范围内实施植树种草增绿，保护水域湿地空间。（市

水利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按职责分工牵头，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负责）

（二）持续深化水环境治理。

1.加快补齐生活污水处理能力短板。对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能

力不足或接近满负荷的污水处理厂实施新建、扩容工程。全市具

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的建制镇比例力争达62%以上。（市住建局、

市城管局牵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2.完善污水配套管网建设。推进雨污合流制排水管网改造，

2021年，全市新建城镇生活污水配套管网20公里。完成198公里城

镇雨污合流制管网改造任务，市区雨污合流制排水管网改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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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量的50%以上。各县（市、区）改造完成剩余量的33%以上。

加快污水管网混错接改造、管网更新、破埙修复改造等工程，实

施清污分流，2021年底全市城镇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需氧量平均

进水浓度达150mg/L以上，且均不低于100mg/L，全市生活污水集

中收集效能显著提高。（市住建局、市城管局牵头，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负责）

3.强化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强化污水处理厂

保（提）温提效等措施落实，保障冬春低温天气污水处理厂出水

稳定达标。加强汛期排水管控，通过管网清淤、积存污水清空、

调蓄池建设运行、进水阀门精准管控等措施，最大程度减少汛期

雨水携带生活污水直排入河，加强城市缓洪池泵站、排水泵站等

管理，定期对池内清淤。污水处理厂进水溢流口实施非汛期封堵

或设立闸阀，严禁非紧急状态下进水溢流口直排生活污水。（市

住建局、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牵头，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负责）

4.深化黑臭水体整治。已完成黑臭水体整治的城市建成区要

严防水质反弹，确保长治久清。开展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排查整

治，基本消除桑干河沿岸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抓好汛前沟渠、

池塘等黑臭水体清理工作，通过送污水处理厂等方式处理，及时

清空积存黑臭水体。（市住建局、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负责）

5.加强工业企业排水监管。加强工业集聚区污水处理能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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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新增省级工业集聚区同步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加装在线

监控，鼓励新增化工园区废水全收集处理，循环回用不外排。加

快推进工业企业“退城入园”，园区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对工业污

水预处理，达到集中处理要求后排放，发生事故时应立即启用事

故调蓄池等应急措施并尽快消除危害。2021年，山阴县经济技术

开发区、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完成污水处理厂建设，平鲁经济技

术开发区加快推进。（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信局牵头，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负责）

6.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按照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原

则，因地制宜、科学确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对桑干河流域

重点干支流沿岸3km范围内，人口大于2000人的农村实施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2021年新增30个农村具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鼓励以

县为单元，统一规划、统一运行管理，定期通报设施运行和监测

情况，已建成设施正常运行率达80%以上。有序开展农村黑臭水体

排查整治，科学实施截污控源、生态修复、清淤疏浚、水系连通

等工程。（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7.加强农业面源综合治理。严格规模养殖排污监管，规范畜

禽养殖禁养区划定管理。2021年，完成41个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

设施建设任务。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实现畜禽粪污由“治”

向“用”转变，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78%以上。大力推广精准施

肥，化肥、农药施用量保持零增长。严格管控农田灌溉退水入河，

退水渠非汛期实施闸坝封堵。（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市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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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配合，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8.加强旅游区污染控制。已建成的旅游区要强化污水、垃圾

收集处置体系建设运行，新开发的旅游区要同步建成污水、垃圾

收集转运设施。严格管控各类分散型旅游点、农家乐、宾馆饭店，

坚持污染不入河。严格涉水景区船舶码头污染控制，实现污染物

接收、转运、处置设施良好运转。（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交通局

按职责分工牵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三）强化水风险防控。

1.提升饮用水水源保护水平。开展2020年度县级以上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评估，加快问题整改。全面完成乡镇级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推进已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标志牌设置、水质监测监控、违法建设项目及排污口整治等规范

化建设。对全市“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每季度开展监测，监

测结果对外公开。全面排查影响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安全的工业企

业、种养大户、垃圾堆放等环境风险源。对水质不达标的农村饮

用水水源，采取更换水源、集中供水、污染治理等措施，确保农

村饮用水安全。（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按职责分工牵头，各

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2.强化工业企业风险管控。开展桑干河和苍头河流域化工、

焦化、煤焦油加工、制药等行业水污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对工

业集聚区内的加强监测监管，对分散于园区外的高风险企业加大

环境安全执法力度，防止汛期工业废水、雨水混排。（市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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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局牵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3.加强重点流域应急防控。以涉及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地

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或跨省界、市界以及其他重要环境敏感目标河

流为重点，制定本行政区域“十四五”时期“南阳实践”工作方

案，选择1-2条重点河流（河段）完成“南阳实践”实施工作。（市

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按职责分工牵头，各县〔市、区〕人民政

府负责）

（四）完善水管理制度体系。

1.建立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机制。完善排污许可分类管理，

工业固定污染源实现全覆盖，涉水排污单位实施按证排污、按证

监管。按照国家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要求，深入入河排

污口“查、测、溯、治”，监测结果每月向社会公开。对水环境

承载能力不足的地区，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加大减排力度，

促进水质达标。探索建立权责清晰、监控到位、管理规范的入河

排污口监管体系，逐步形成以入河排污口为核心，排污单位—入

河排污口—水质断面“三位一体”的管控体系。（市生态环境局

牵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2.强化水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整合优化现有监测监控体

系，完善河流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完善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网

络，加快构建数据融合平台，提高水生态环境监管成效。（市生

态环境局牵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配合）

四、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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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统筹部署，

全面压实责任，制定县（市、区）级实施方案。按照“一断面、

一方案”原则明确每个断面水质改善措施，实施项目化、清单化

管理，特别是“十四五”新增国考和省考断面，必须强力攻坚，

确保水质稳定达标。

（二）积极统筹资金。

各县（市、区）政府要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鼓励社会资

本加强水生态环境保护投入，重视项目储备入库工作，积极申请

中央及省级资金支持，多方保障资金，确保城镇污水处理厂、园

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正常运行，

重点工程项目按期投运。

（三）强化执法检查。

严格水环境执法检查，加强污染源监测监控，严厉打击涉水

企业偷排漏排，对无证排污、超标排放以及向水体排放、倾倒工

业废渣、城镇垃圾和其他废弃物等环境违法行为严查重处，保障

水环境安全。

（四）严格督察问责。

对黑臭水体整治不到位、国省考断面水质改善不力、饮用水

源地保护区问题整治缓慢的县（市、区）负责人进行约谈，开展

专项督察，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对不认真履行职责、采取措施

不力、未完成水环境目标任务的县（市、区）党委、政府相关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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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进行问责。

（五）强化技术支撑。

建立专家团队技术支撑机制，在河流水质管控、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状况评估管理、水污染防治项目储备库建设、跨界断面生

态补偿、水生态修复与保护等方面强化顶层指导，强化科学决策

支持。

（六）加强舆论宣传。

充分发挥媒体舆论宣传和监督作用，发挥企业环境信用体系

激励和惩戒作用，通过报刊、网络、电视等媒体大力宣传水污染

防治正面典型，及时曝光被通报批评和约谈的负面典型。充分发

挥“12369”环保举报热线作用，限期办理群众举报投诉的环境问

题。

附件：1.2021年市级水污染防治重点工程

2.重点国控断面管理措施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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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年市级水污染防治重点工程

所属

流域

所在

河流

断面

名称

序

号
项目名称 责任单位 项目内容 完成时限

桑干

河流

域

桑干

河干

流

古家坡

1
山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污水

处理厂（一期）工程

山阴县人

民政府

在开发区东区新建1个污水处理设施，一期工程建设规

模3000m³/d，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
2021年12月

2
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中式污水

处理工程

应县人民

政府

在开发区南区、北区分别新建1个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规模分别为1.5万m³/d、1万m³/d。
2021年12月

3

朔城区桑干河

一级支流--黄水河下游段综合整

治工程

朔城区人

民政府

对朔城区桑干河一级支流--黄水河下游段进行综合整

治，具体包括：排污截留处置工程（新建污水处理站，

处理规模500m³/d）、自然表流湿地工程、截留回用水

质提升工程、沿河绿化工程等。

2022年12月

4
朔州市第二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

工程

朔州市水

利局

新建1座再生水回用泵站（3万m³/d），2个1500m³清水

池，以及再生水回用管网6891m。
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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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重点国控断面管理措施清单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河流 责任单位 重点管控措施

1 马邑 源子河
朔城区人民政府

平鲁区人民政府

1.强化平鲁区污水处理厂、源子河、马关河涉水企业等各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确保出水稳定

达标。

2.加大源子河、马关河综合整治力度，强化沿河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管控。

3.强化工业企业排水监管，确保工业企业排水稳定达标。

4.对源子河、马关河入河排污口按月开展监测，强化监督管理。

2 古家坡 桑干河

山阴县人民政府

应县人民政府

怀仁市人民政府

1.强化山阴、应县和怀仁市污水处理厂、桑干河主要干支流涉水企业等各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

确保出水稳定达标。

2.加大桑干河及主要干支流综合整治力度，强化沿河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管控。

3.强化工业企业排水监管，确保工业企业排水稳定达标。

4.对桑干河及主要干支流入河排污口按月开展监测，强化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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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级人民

法院，市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0月8日印发


	5.加强地下水综合治理。对地下水超采地区的取水申请，严控审批新增取水许可；对合理的新增生活用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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