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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指导思想与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中发[2015]12 号），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提升水生态文明

水平，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以巩固和提升水环境质量为目标，突出主要河流水污染防治、城市黑臭

水体治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强化污染减排，深化源头治理，对江河湖泊

实施分流域、分区域、分阶段科学整治，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环境

保护和水资源管理。 

坚持政府市场协同，注重改革创新；坚持全面依法推进，实行最严格是

环保制度；坚持落实各方责任，严格考核问责；加强能力建设，完善管理考

核机制；坚持全民参与节水洁水，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

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新机制。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水污染防治工作，加大《水污染防治法》贯彻实施力

度，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开展集中整治，保护和改善水环境质量，促进有限

的水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提高水资源污染预警和应急处理能力，确保水污

染防治工作取得实效。 

坚持以保障发展、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转变为主线，以改善

水环境质量、维护群众身体健康、保障水环境安全为目标，综合运用工程、

技术、生态等手段，加大资金投入和污染防治力度，有效防范水环境风险，

全面改善水环境质量，提高公众对水环境质量的满意度。 

1.2 编制依据与编制原则  

1.2.1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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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1 月 1 日实施）； 

（3）《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 

（4）《湖南省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6-2020

年）》（湘政发[2015]53 号）； 

（5）《水体达标方案编制技术指南》（环办污防[2016]563 号）； 

（6）《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住房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文

件 建城[2015]130 号）； 

（7）《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开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项目储备库建设的

通知》（环规财[2016]17 号）； 

（8）《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编制技术大纲》（环办污防函

[2016]107 号）； 

（9）《怀化市水功能区划》（怀化市水利局 2013 年 8 月）； 

（10）《怀化市城区黑臭水体整治计划》（怀政办函〔2016〕44 号）； 

（11）《湖南省主要水系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DB43/023-2005）； 

（12） 《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13-2020）》(环发〔2014〕

138 号)。 

1.2.2 编制原则 

    （1）全面统筹，系统治理 

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水污染，坚持防治结合，统筹考虑现有污染源

治理和新污染源准入，力争增产减污。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水环境、水资源

和水生态，统筹工程措施与管理措施，多措并举，提高治理实效。 

    （2）突出重点、因地制宜 

以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为主线，系统部署跨县市水质目标和流域性重大

问题，强调针对性、差异性、可操作性。因地制宜，细化各项任务措施的目

标要求、建设内容、任务量和实施安排，根据实际需要，先急后缓，分阶段

组织实施。 



怀化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6-2020 年 ) 

3 

 

    （3）责任明晰、部门联动 

明确和落实各方责任，加强部门配合，各责任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切实

做好水污染防治相关工作。 

    （4）政府统领，市场驱动 

各级人民政府把水污染防治工作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加强组织协调，

完善政策措施，加大资金投入，强化监管。完善市场机制，以政策培育市场，

以市场驱动治理。 

1.3 水污染防治范围及分区体系 

1.3.1 污染控制区 

怀化市污染控制区属于长江流域，其中含沅水、资水 2 个控制区。沅水

水系又包括以下几个水系：沅江干流、沅江舞水、沅江巫水、沅江渠水。资

江在怀化市境内的河流为资江干流与渠江。 

1.3.2 污染控制单元 

根据流域水体特征和市州行政区特点，与怀化市有关的省级控制单元有

12 个，包括沅江干流及其支流控制单元 10 个，资江流域控制单元 2 个。其

中属于怀化市控制的单元有 7 个，另外 5 个控制单元不属于怀化市，但涉及

到怀化市的部分区县。怀化市污染控制单元详细情况见表 1-1。 

表 1-1  怀化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控制单元划分表 

序

号 

所属

流域 

所在

水体 

控制 

单元 

控制 

断面 

涉及怀

化区县 
乡镇 

1 
沅江

流域 
沅江 

怀化市萝卜

湾控制单元 
萝卜湾 

会同县 团河镇、高椅乡、若水镇、马鞍镇、沙溪乡 

洪江区 雄溪镇、桂花园乡、横岩乡 

2 
沅江

流域 
沅江 

怀化市浦市

上游控制单

元 

浦市上

游 

中方县 
铁坡镇、蒿吉坪乡、袁家镇、铜鼎镇、花桥

镇、铜湾镇、新路河镇、新建镇、接龙镇 

麻阳苗

族自治

县 

高村镇，岩门镇，江口墟镇，兰里镇，锦和

镇，吕家坪镇，黄双乡，和平溪乡，谭家寨

乡，郭公坪乡，文昌阁乡，尧市乡，大桥江

乡，隆家堡乡，兰村乡，舒家村乡，板栗树

乡，石羊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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溆浦县 

卢峰镇、大江口镇、思蒙镇、观音阁镇、均

坪镇、双井镇、祖师殿镇、低庄镇、深子湖

镇、桥江、水东镇、统溪河镇、两丫坪镇、

北斗溪镇、龙潭镇、黄茅园镇、葛竹坪镇、

舒溶溪乡、油洋乡、小横垅乡、淘金坪乡、

中都乡、沿溪乡、龙庄湾乡 

辰溪县 

辰阳镇、修溪镇、柿溪乡、谭家场乡、潭湾

镇、锦滨镇、火马冲镇、小龙门乡、长田湾

乡、安坪镇、龙泉岩乡、桥头溪乡、大水田

乡、黄溪口镇、龙头庵乡、仙人湾瑶族乡、

后塘瑶族乡、罗子山瑶族乡、苏木溪瑶族乡、

上蒲溪瑶族乡 

洪江市 

安江镇、太平乡、沙湾乡、熟坪乡、深渡苗

族乡、龙船塘瑶族乡、茅渡乡、岔头乡、雪

峰镇、铁山乡、大崇乡、湾溪乡、群峰乡 

3 
沅江

流域 
沅江 

湘西控制单

元 

武水 

汇合口 
辰溪县 田湾镇，孝坪镇，船溪乡 

4 
沅江

流域 
沅江 

常德市陈家

河(四水厂)控

制单元 

陈家河 

（四水

厂） 

沅陵县 五强溪镇 

5 
沅江

流域 
沅江 

怀化市侯家

淇控制单元 
侯家淇 沅陵县 

麻溪铺镇、凉水井镇、筲箕湾镇、盘古乡、

二酉苗族乡、荔溪乡 

6 
沅江

流域 
沅江 

怀化市五强

溪控制单元 
五强溪 沅陵县 

马底驿乡、楠木铺乡、杜家坪乡、北溶乡、

肖家桥乡、大合坪乡、清浪乡、陈家滩乡、

借母溪乡，火场土家族乡、沅陵镇、官庄镇、

七甲坪镇 

7 
沅江

流域 

沅江

支流

渠水 

怀化市控制

单元 

托口 

渠水 

会同县 

林城镇、广坪镇、连山乡、炮团侗族苗族乡、

坪村镇、堡子镇、宝田侗族苗族乡、金竹镇、

青朗侗族苗族乡、漠滨侗族苗族乡、蒲稳侗

族苗族乡、金子岩侗族苗族乡、地灵乡 

靖州苗

族侗族

县 

三锹乡、太阳坪乡、藕团乡、文溪乡、寨

牙乡，渠阳镇、新厂镇、甘棠镇、坳上镇、

大堡子镇、平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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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侗

族自治

县 

双江镇、县溪镇、播阳镇、临口镇、牙屯

堡镇、菁芜洲镇、溪口镇、陇城镇、江口

乡、戈冲苗族乡、大高坪苗族乡、独坡乡、

杉木桥乡、木脚乡、下乡乡、马龙乡、传

素瑶族乡、黄土乡、坪坦乡、坪阳乡、甘

溪乡 

洪江市 托口镇 

8 
沅江

流域 

沅江

巫水 

邵阳市控制

单元 

绥宁河

口镇 
会同县 金子岩侗族苗族乡 

9 
沅江

流域 

沅江

酉水 

怀化市控制

单元 

溪口子

（县水

厂） 

沅陵县 明溪口镇 

10 
沅江

流域 

沅江

舞水 

沅江舞水 

怀化市控制

单元 

舞水入

河口（黔

城二水

厂） 

鹤城区 

城中街道、城北街道、红星街道、迎丰街道、

坨院街道、河西街道、城南街道、黄金坳镇、

盈口乡、凉亭坳乡、黄岩旅游度假区管理处 

中方县 中方镇、泸阳镇、桐木镇 

新晃侗

族自治

县 

凉伞镇、扶罗镇、中寨镇、鱼市镇、林冲镇、

晃洲镇、波洲镇、禾滩镇、贡溪镇、米贝苗

族乡、步头降苗族乡 

芷江侗

族自治

县 

牛牯坪乡、大树坳乡、禾梨坳乡、冷水溪乡、

洞下场乡、晓坪乡、罗卜田乡、梨溪口乡、

水宽乡，芷江镇、新店坪镇、碧涌镇、土桥

镇、三道坑镇、楠木坪镇、岩桥镇、公坪镇、

罗旧镇 

洪江市 黔城镇 

11 
资江

流域 

资江

赧水 

邵阳市控制

单元 
渡头村 洪江市 塘湾镇、洗马乡 

12 资江 
娄底市控制

单元 
坪口 溆浦县 三江镇 

 

1.4 工作目标 

到 2020 年，全市水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污染水体及城市建成区黑

臭水体大幅度减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主要湖泊生态环境稳中

趋好。具体目标如下： 

（1）到 2020 年，怀化市境内沅江和资江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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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到 2020 年，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达到或优于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3）到 2020 年，怀化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在 1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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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概况 

2.1 怀化市区域位置 

怀化地处湖南省西南部，位于湘、鄂、渝、黔、桂五省（市、区）周边

中心地带，怀化南接广西（桂林、柳州），西连贵州（铜仁、黔东南），与湖

南的邵阳、娄底、益阳、常德、张家界等市和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接壤。

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南岸，东经 108°47′～111°06′、北纬 25°52′～29°01′。面积

2.76 万平方公里，辖鹤城区 1 个市辖区、中方县、沅陵县、辰溪县、溆浦县、

会同县 5 个县、麻阳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

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 5 个自治县，代管 1 个县级市洪江市和 1

个县级管理区洪江管理区等 13 个县（市、区），人口 513 万。 

2.2 怀化市水资源量 

怀化市地处沅水中上游，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多年平均降雨量 1407

毫米，地表水资源总量 207.1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 51.3 亿立方米，是全

省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怀化境内溪河密布，雨水充沛，共有大小河流 2716

条，河流总长度 17704.52 公里，其中 97.82％属沅水流域，1.6％属资江流域，

0.57％属珠江流域；有各类型水库 1314 座，大型水库 11 座，中型水库 49

座，小（1）型水库 233 座，小（2）型水库 1021 座，总库容 113.5 亿立方米，

总蓄水量在 44-50 亿立方米之间。 

2.3 怀化市地表水水系分布 

怀化全市分属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三大水系，即沅江、资水和柳江。

属长江流域面积为 27406 km
2（资水仅 471 km

2），属珠江流域面积仅为 155 

km
2。境内河流发育，成放射状密布。集雨面积大于 10 km

2 的河流有 839 条，

大于 50 km
2 的河流 195 条，大于 100 km

2 的河流 103 条，大于 500 km
2 的河

流 22 条，大于 1000 km
2 的河流 9 条。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6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4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3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12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5705/202627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1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93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7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93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4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7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4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24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24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93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93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93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93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1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799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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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沅江水系 

沅江水系控制本市流域面积 26935 km
2，在怀化市境内主要河流有： 

沅水：沅水流域位于北纬 26°～30°、东经 107°～112°之间，流域面积为

89163 平方公里，是湖南省第二大河流，发源于贵州省东南部，至会同县漠

滨乡的金子村入怀化地区，再东流经芷江至黔阳县托口镇与渠水汇合，沅水

全长 1133 公里，其中约 54%在湖南境内，35%在贵州境内，4%在湖北境内，

7%在四川境内。怀化地区流长 447 公里。沅水左岸支流较多，主要有舞水、

辰水、武水、酉水；右岸主要有渠水、巫水、溆水，汇集形成为羽毛状河系。

5 公里以上支流 1491 条，其主要支流情况具体如下： 

  （1）舞水：发源于贵州省福泉县的罗柳塘，经瓮安、黄平、施乘、镇

远、玉屏、新晃、芷江、鹤城、中方、洪江黔城汇入沅江，流域面积 10334 km
2，

干流长度 444 km，河床平均坡降 0.966‰，控制本市新晃、芷江、鹤城、中

方四个县的大部分地区，境内集雨面积 4877 km
2。 

  （2）巫水:发源于广西自治区的北石坳，经绥宁、会同县、洪江区入沅

江，流域面积 4205 km
2，干流长 244 km，河床平均坡降 1.91‰，控制会同

县、洪江市的部分区域，境内集雨面积 967 km
2。 

（3）渠水：发源于贵州省黎平县地转坡，经通道、会同、靖县、洪江

托口入沅江，流域面积 6772 km
2，干流长 285 km，河床平均比降 0.919‰，

控制本市通道、会同、靖县、洪江部分区域，境内集雨面积 5882 km
2。 

   （4）辰水：发源于贵州省铜仁县,经铜仁、麻阳、辰溪县城汇入沅江，

流域面积 7536 km
2，干流长 145 km，河床平均比降 0.555‰，控制本市麻阳、

辰溪部分区域，境内集雨面积 2691 km
2。 

   （5）溆水：发源于溆浦县龙潭镇,于溆浦大江口汇入沅江，流域面积 3290 

km
2，干流长 143 km，河床平均比降 0.191‰，境内集雨面积 3086 km

2。 

    （6）酉水：酉水仅控制怀化市沅陵县小部分面积 726 k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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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沅江水系图 

2.3.2 资江流域（渠江） 

资江又称资水，位于湖南省中部，资水有两源：左源赧水发源于城步苗

族自治县北青山，右源夫夷水发源于广西资源县越城岭，两水于邵阳县双江

口汇合，流经邵阳、新化、安化、桃江、益阳等市县，于益阳市甘溪港注入

洞庭湖，全长 653 公里，流域面积 28142 平方公里。 

渠江是湖南省资江一级支流，渠江发源于雪峰山余脉，源头分别是安化

县敷溪村和溆浦县羊角山村，经渠江镇晏家村流入安化县境内。流经安化县

渠江镇的 13 个村和溆浦县两江乡、岗东乡、善溪乡等 3 个村，在渠江村注

入资江，全长约 230 公里。流域人口约 50 万，沿途河段灌溉水田面积在 20

万亩。 

2.3.3 珠江流域（柳江） 

柳江属于珠江水系西江干流红水河段和黔江段分界点左岸支流。发源于

贵州省独山县尧梭乡里腊村九十九个潭（一说拉林乡附近的磨石湾），流经

黔东南及桂北，在广西象州县石龙镇三江口与红水河汇合注入西江干流黔江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82326/18232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23970/585069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582285/1077478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74778/17477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74778/1747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05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052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345496/234549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571121/107618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38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8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22630/113044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20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20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4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50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761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22630/113044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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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流域面积 57173 平方公里，干流全长 773.3 公里，跨黔、桂、湘三省 30

个县、市。 

怀化市水系图详见附图 1。 

表 2-1  怀化市主要河流特征表 

干流

名称 
支流名称 

流域面积 km
2
 河流长

度 km 
坡降‰ 发源地 河口 

全境 境内 

沅江 

沅水 89163 8706 447 1.26 

贵州都匀市苗岭

山脉 -- 

渠水 6772 5882 285 0.919 贵州省黎平 洪江托口 

舞水 10334 4877 444 0.966 贵州福泉 洪江黔城 

巫水 4205 967 244 1.91 广西 洪江区 

辰水 7536 2691 145 0.555 贵州铜仁 辰溪县城 

溆水 3290 3086 143 0.191 溆浦龙潭 溆浦大江口 

酉水 18530 726 477 1.05 湖北宣恩 沅陵张飞庙 

资江 渠江 -- 471 230 -- 

安化县敷溪村和

溆浦县羊角山村 
安化县渠江村 

珠江 柳江 57173 155 773.3 1.68 贵州省独山县 

象州县石龙镇

三江口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582285/1077478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74778/17477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74778/1747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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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环境与污染治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3.1 水环境质量现状 

3.1.1 地表水质量现状 

怀化市境内的地表水主要有沅江、资江和柳江三大水系。由于资江支流

渠江在怀化市境内仅涉及溆浦县中的岗东乡、两江乡、善溪乡等 3 个村，且

属于资江坪口控制单元，珠江支流柳江在怀化市境内流域面积仅为 155km
2

且不属于怀化市控制单元。因此，怀化市未在渠江与柳江上设置断面监测。

怀化市沅水干流及主要支流水质 2012 年至 2015 年年均水质状况详见表 3-1。 

表 3-1  沅水干流及主要支流水质状况表 

河流

名称 
县市区 断面名称 

断面

性质 

功能区 

类型 

执行 

标准 

水质状况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沅江 

洪江市 托口 省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Ⅲ类 

洪江区 深溪口 市控 景观娱乐用水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洪江市 山岩湾 市控 饮用水源保护区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洪江区 萝卜湾 省控 渔业用水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洪江市 岩里 市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Ⅲ类 Ⅲ类 Ⅱ类 Ⅲ类 

辰溪县 
炮台 省控 饮用水源保护区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丹山洞 市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沅陵县 

侯家淇 省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Ⅱ类 Ⅲ类 Ⅱ类 Ⅲ类 

河涨洲 市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五强溪 国控 景观娱乐用水区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Ⅲ类 

舞水 

新晃县 

鱼市 省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姚文田大坝 市控 饮用水源保护区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蒋家溪 市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芷江县 

苗圃 县控 景观娱乐用水区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芷江县水厂 市控 饮用水源保护区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岩桥 市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鹤城区 
市二水厂 省控 饮用水源保护区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池回 市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345496/23454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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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县 
中方县水厂 市控 饮用水源保护区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Ⅲ类 

竹站 市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Ⅲ类 

洪江市 
黔城二水厂 市控 饮用水源保护区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舞水入河口 省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Ⅱ类 Ⅲ类 Ⅲ类 Ⅱ类 

太平溪

（舞水

支流） 

鹤城区 林化桥 市控 渔业用水区 Ⅳ类 Ⅳ类 Ⅲ类 Ⅲ类 Ⅳ类 

通道河 通道县 
通道县二水厂 市控 饮用水源保护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深塘 市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渠水 

通道县 

地阳坪公路大

桥 
省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土溪冲 市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托口渠水(2015

年新增) 
省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 / / Ⅱ类 

靖州县 
靖州县水厂 市控 饮用水源保护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桐油岭 市控 景观娱乐用水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会同县 
会同县水厂 市控 饮用水源保护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青石桥 市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Ⅲ类 

辰水 
麻阳县 

铜信溪电站 省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麻阳县二水厂 市控 饮用水源保护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马兰 市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Ⅲ类 Ⅲ类 

凤嘴 市控 饮用水源保护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Ⅲ类 

辰溪县 潭湾 市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Ⅲ类 

溆水 溆浦县 

车头 县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溆浦县水厂 市控 饮用水源保护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红花园 市控 景观娱乐用水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巫水 洪江区 
洪江区水厂 市控 饮用水源保护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大桥头 市控 渔业用水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酉水 沅陵县 溪子口 省控 饮用水源保护区 Ⅲ类 Ⅲ类 Ⅱ类 Ⅱ类 Ⅲ类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 2012 年至 2015 年间，怀化市沅江干流和支流的大

部分断面年均水质指标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

类水质，其中省控托口断面在 2012 年-2014 年期间地表水仅达到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中 IV 类标准，其主要污染因子为总磷；太平溪林化桥断面主要受

怀化市城区生活污水影响，粪大肠菌群指标出现超标。 



怀化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6-2020 年 ) 

13 

 

3.1.2 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现状 

怀化市 13 个县市区均划定了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其中

鹤城区、会同县、沅陵县、通道县、溆浦县、新晃县、中方县、洪江市等 8

个县市区已划定了陆域范围。      

从 2013 年 7 月起，怀化市环境监测站对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每年丰

水期（7 月）进行一次地表水 109 项全分析监测。各县市（区）环境监测站

对当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则每两年监测一次。每年开展一次县级以上饮用

水水源评估，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水质、周边环境、监测及应急等方面进

行全面评估。从 2014 年评估数据来看，全市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

质状况总体良好，主要水质指标达到或优于国家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 

2015 年 9 月，怀化市在全市范围正式启动了 1000 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划分工作，现已完成前期调查，正在进行全面评估，分析水源地

环境状况。 

3.1.3 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现状 

根据《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的要求，2016 年 2 月对怀化市城区太平

溪干流及其三条支流堰溪、谭口溪、坨院溪进行了采样与分析，并对监测结果进

行汇总及黑臭级别判定。分析结果表明，怀化市建成区黑臭水体主要为太平溪干

流、谭口溪和堰溪。黑臭水体的位置见“附图 2 怀化市太平溪干流及三条支流黑

臭水体分布图”，其水质现状见表 3-2. 

黑臭水体中太平溪段污染成因主要为沿岸截污干管不完善，居民区生活污水

未经收集处理超标排放进入水体，沿岸餐饮养殖企业（新街村养殖场、大唐牧业

等）、医院（二人民医院、解放军五三五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生产企业

（井坪村废塑料回收厂、华桥集团等）等废水由于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污水处理

设施老化、运行管理不到位等一系列原因致使废水未能达标排放；另外眼线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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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和动物尸体等倾倒如河道或岸堤等造成水体发黑发臭，主要超标指标为

COD、氨氮、总磷等。 

堰溪段黑臭水体的污染成因主要是城市污水由于截污管网不完善，周边居

民排放的生活废水未集中收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河面有死

猪、沿岸有村民产生的生活废水、农家乐、及农田菜地浇灌产生的农业面源

污染所致。 

谭口溪黑臭水体的污染成因主要是城市污水由于截污管网不完善，周边居

民排放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所致。黑臭水体的水质现状详见图

2 怀化市黑臭水体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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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怀化市黑臭水体现状图



怀化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6-2020 年 ) 

16 

 

表 3-2   怀化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情况统计表 

编号 黑臭水体起止边界 
水体

类型 

面积/ 

长度 

所在

区域 

黑臭

级别 

水质现状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整治达

标期限 
透明度

(cm) 

溶解氧
(mg/L) 

氧化还

原电位

（mv） 

氨氮
(mg/L) 

1-a 

起：顺天大道（N: 27°33’29” E:110°0’ 9”）

止：太平溪入舞水河口（ 27°30’29” 

E:109°57’30”） 

河流 10.6km 
鹤城

区 
轻度 54~184 0.92~5.51 -67~31 

0.45-6.2

2 

市城

建设 

熊智勇

刘云祥 

2017 年

12 月 

1-b 
起：东联路（N:27°35’34” E110°2’29”）止：

下游 900m 段（27°35‘26” E：110°2’2”） 
河流 0.9km 

鹤城

区 
轻度 36~73 5.43~6.53 35~42 

0.09-0.1

0 

鹤城

区 

向秀亮

蒋电 

2017 年

12 月 

2-a 

起 ： 入 太 平 溪 河 口 (N:27°33’27” ，

E:109°59’59”)  止：怀化市人力资源

（N:27°33’36”，E:109°59’54”） 

河流 0.4km 
鹤城

区 
轻度 25 2.02 8 8.18 

市水

务投 

曾红卫

王军 

2017 年

12 月 

2-b 

起：怀化市人力资源（N:27°33’36”，

E:109°59’54” ）    止 ： 银 湾 小 区

（N:27°33’44”，E:109°59’47”） 

河流 0.4km 
鹤城

区 
重度 6~8 2.81~5.19 -22~33 

7.33-7.6

6 

2-c 

起 ： 炉 天 冲 村 监 测 点 上 游 200m

（N:27°35’5”，E:109°58’31”）止：炉天冲

村下游 250m（N:27°34’60”，E:109°58’44”） 

河流 0.45km 
鹤城

区 
重度 10 7.30 91 2.03 

2-d 

起 ： 麻 阳 路 监 测 点 上 游 250m

（N:27°35’10”，E:109°58’20”）；止：麻阳

路监测点下游 250m （ N:27°35’10” ，

E:109°58’20”） 

河流 0.5km 
鹤城

区 
轻度 14 5.07 93 1.03 

3-a 

起 ： 入 太 平 溪 河 口 （ N:27°33’08” 

E:110°59’22” ）   止 ： 正 清 路 下 游

（N:27°32’44” E:109°59’31”） 

河流 1.1km 
鹤城

区 
轻度 

1.25-1.

87 
1.31-1.85 -47-11 

0.025-0.

034 

3-b 

起：太庙路（N:27°33’44”，E:110°1’9”） 止：

二级支流下游 1750m（N:27°32’30”，

E:109°1’40”） 

河流 1.75km 
鹤城

区 
轻度 

水深 

不足 
1.61-1.80 -39-27 

2.81-5.1

2 

注：1-a，1-b 属于太平溪流域；2-a，2-b，2-c，2-d 属谭口溪流域；3-a，3-b 属堰溪流域。 

    数据来源于怀化市城区黑臭水体污染源调查与级别判定调查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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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溪 井坪村生活废水排污明沟 太平溪 锦溪桥下游段水生植物 

  

堰溪下游段排污口 堰溪 朝堰溪桥处排口  

  

谭口溪 上游炉天冲村段  谭口溪 下游中国人民银行排口  

图 3 怀化市黑臭水体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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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镇污水治理现状 

怀化市辖鹤城区 1 个市辖区、中方县、沅陵县、辰溪县、溆浦县、会同

县 5 个县、麻阳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

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 5 个自治县，代管 1 个县级市洪江市和 1 个县

级管理区洪江管理区。 

为防治水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市政府不断加大对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的投资力度，同时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城

市污水处理行业发展迅速。怀化市县级城市均建设了生活污水处理厂，城市

生活污水处理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从 2009 年开始，怀化市各县（自治县）与管理区均建设城市生活污水

处理厂，并投入使用，到目前均正常运行。 

怀化市在建与拟建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主要有以下项目： 

1）怀化市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已于 2016 年 2 月通过验收，二期扩建投

入运行后怀化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将达到 15 万吨/天。 

2）怀化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 2 万吨/天）已通水试运行，并已

经通过“三同时”验收，现已开始正常运行。 

3）麻阳县正在筹建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日处理生活污水为 2 万

吨/天，并对出水水质进行提质改造，投资估算为 3903 万元，计划 2017 年底

前完工。新晃县污水处理厂正在进行扩建及提质改造，扩建后日处理规模为

2 万吨/天，投资约 3000 万元。 

4）洪江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安江）正在筹建，污水处理厂总设计规模 2

万吨/日，近期实施工程 1 万吨/日，敷设污水收集截留管网 31.1 千米。其中

主干管网 8.858 千米，出水标准达到一级 B，项目总投资约 6600 万元。 

怀化市所有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大大减少了生活污水对地表水环境的

污染，2015 年总处理能力为 34.8 万吨/天，随着怀化市部分城镇污水处理厂

http://baike.baidu.com/view/5893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7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93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4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7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4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4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24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24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93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93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93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93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1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79941.htm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17&is_app=0&jk=c8c840a351729fa&k=%CB%AE%CE%DB%C8%BE&k0=%CB%AE%CE%DB%C8%BE&kdi0=0&luki=5&n=10&p=baidu&q=01032019_cpr&rb=0&rs=1&seller_id=1&sid=fa291735a848c0c&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d=2085334&tu=u2085334&u=http%3A%2F%2Fwww%2Echyxx%2Ecom%2Findustry%2F201411%2F293768%2Ehtml&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17&is_app=0&jk=c8c840a351729fa&k=%CE%DB%CB%AE%B4%A6%C0%ED%C9%E8%CA%A9&k0=%CE%DB%CB%AE%B4%A6%C0%ED%C9%E8%CA%A9&kdi0=0&luki=9&n=10&p=baidu&q=01032019_cpr&rb=0&rs=1&seller_id=1&sid=fa291735a848c0c&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d=2085334&tu=u2085334&u=http%3A%2F%2Fwww%2Echyxx%2Ecom%2Findustry%2F201411%2F293768%2Ehtml&urlid=0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17&is_app=0&jk=c8c840a351729fa&k=%CE%DB%CB%AE%B4%A6%C0%ED&k0=%CE%DB%CB%AE%B4%A6%C0%ED&kdi0=0&luki=10&n=10&p=baidu&q=01032019_cpr&rb=0&rs=1&seller_id=1&sid=fa291735a848c0c&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d=2085334&tu=u2085334&u=http%3A%2F%2Fwww%2Echyxx%2Ecom%2Findustry%2F201411%2F293768%2Ehtml&url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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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扩建，预计到 2017 年底处理能力将达 35.8 万吨/天，届时城市生活污水处

理厂处理能力基本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排水处理量的要求。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均采用成熟稳定、先进的处理工艺，如 A
2
/O 工艺、

改良 SBR 中 UNITANK 工艺等，建成的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行均能稳定

达标排放，大大减少了生活污水对怀化市地表水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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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怀化市部分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现状表 

 

序号 县市区 治理项目名称 
处理能力 

（万吨/日） 

2015 年实际处理量 

（万吨） 
处理工艺 备注 

1 鹤城区 怀化市全城污水处理厂 15 3318 二段生物接触氧化 
一期 10 万吨/日，二期扩建 5 万吨/

日，二期 2016 年 2 月通过验收 

2 通道县 通道县城市污水处理厂 0.8 180 UNITANK 运行正常 

3 靖州县 靖州县城市污水处理厂 1.5 478 A
2
/O 运行正常 

4 麻阳县 麻阳县城市污水处理厂 1 322 UNITANK 运行正常、正进行提质改造 

5 会同县 会同县城市污水处理厂 1 319 UNITANK 运行正常 

6 洪江市 洪江市城市污水处理厂 1 321 A
2
/O 运行正常 

7 洪江区 洪江区城市污水处理厂 1 311 UNITANK 运行正常 

8 辰溪县 辰溪县城市污水处理厂 1 300 UNITANK 运行正常 

9 溆浦县 溆浦县城市污水处理厂 2 650 A
2
/O 运行正常 

10 沅陵县 沅陵县城市污水处理厂 2 597 UNITANK 运行正常 

11 芷江县 芷江县城市污水处理厂 1 260 UNITANK 运行正常 

12 新晃县 新晃县城市污水处理厂 1 981 改良 A
2
/O 运行正常 

13 中方县 怀化天源污水处理污水厂 4.5 1240 氧化沟 运行正常 

14 经开区 怀化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2 - 氧化沟 2015 年 12 月通过验收 

合计   34.8 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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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企业污水治理现状 

近五年来，怀化市通过开展城市水环境的整治，取缔部分重污染的小型

企业，关闭部分污染严重的企业，督促工业企业建设污染治理设施，严肃查

处企业违法排污的行为，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果，新建企

业均实行“三同时”制度，对企业产生的废水进行了有效的治理，使达到国家

排放标准，有效地保护了周边水环境不受到污染。 

2014 年怀化市开展了整治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的行动，依法取缔关停

25 家非法排污小企业，通过建立长效机制、强化巡查督查保障饮用水源水质

的洁净安全。 

3.4 水环境目标差距分析 

3.4.1 地表水环境质量目标差距分析 

根据 2012 年至 2015 年的沅江干流以及支流的地表水水质年均监测数

据，该流域水环境质量考核的 42 个控制断面中，除沅江干流入境口托口控

制断面以及太平溪林化桥断面，其他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托口控制断面总磷出现超标，水质属

于Ⅳ类，超标的原因为贵州上游磷化工企业排放的含磷废水所致，因上游跨

省，治污工作难度大，效果不明显。而太平溪林化桥断面主要受怀化市城区

生活污水影响，粪大肠菌群指标出现超标。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17&is_app=0&jk=855949b4cdf2c4d2&k=%CB%AE%CE%DB%C8%BE&k0=%CB%AE%CE%DB%C8%BE&kdi0=0&luki=3&n=10&p=baidu&q=wwwglrcn_cpr&rb=0&rs=1&seller_id=1&sid=d2c4f2cdb4495985&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d=1683029&tu=u1683029&u=http%3A%2F%2Fwww%2Egovyi%2Ecom%2Ffanwen%2Fdiaoyanbaogao%2F201412%2Ffanwen%5F20141230171731%5F199356%2Eshtml&url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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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托口控制断面位置图 

 

3.4.2 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目标差距分析 

（1）部分县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尚未划定陆域范围。怀化市 13 个县市

区虽然都划定了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但只有鹤城区、沅陵县、

会同县、通道县、溆浦县、新晃县、中方县和洪江市等 8 个县市区划定了陆

域范围，尚有芷江县、麻阳县、辰溪县、洪江区、靖州县 5 个县市区未划定

陆域范围，亟待完善。各市县的饮用水源区的基本情况表如下表 3-4 所示：

省界界线 

渠水 

托口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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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怀化市县级以上饮用水源保护区基本情况表 

127 

怀化市

鹤城区

舞水饮

用水水

源保护

区 

怀化

市 

鹤城

区 

沅江-

舞水 

河

流 

怀化市

第二水

厂 

鹤城区 

一级 

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为市二水厂取

水口上游 1000米至下游 200米的河

道水域。全长 1200米，宽度以十年

一遇的洪水位为界，平均宽度 140

米。 

一级保护区陆域长度范围与水域范

围相同，两岸纵深西岸 86米，东岸

80 米(怀化市区规划的绿化带)，基

本以两岸现有的乡村级公路为界。 

二级 

二级保护区水域分两个部分。一部分

为怀化市二水厂取水口上游 1000米

处至红岩水电站大坝(共 6800米)；

另一部分为取水口下游 200米处至

包茂高速桥，长度 240米，两部分总

长度 7040米，宽度以十年一遇的洪

水位为界，平均宽度 140米。 

二级保护区陆域西至红岩水电站大

坝，东至包茂高速舞水大桥，北至湘

黔铁路，南至白岩、茄子冲、张虎冲、

下余家、凤坪村部、洞现、双利坪一

线，范围涵盖白岩村、凤坪村、黄家

山村、团结村、新家庄村、芷江县顺

溪铺村部分地域。陆域东西方向直线

长度 4600米，南北方向宽度范围为

舞水河两岸纵深 500-1500米不等。 

128 

怀化市

洪江区

巫水河

饮用水

水源保

护区 

怀化

市 

洪江

区 

沅江-

巫水

河 

河

流 

洪江区

带子街

水厂 

洪江区 

一级 
取水口上游会同交界处至取水口下

游 200 米的河道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 米，不

超过沿岸两侧公路。 

二级 

一级保护区上边界上溯 2300 米至会

同县长田电站大坝，一级保护区下边

界下延 200 米的河道水域，一级水域

保护区与车皮溪交汇处向车皮溪上

游延伸 2000 米的河道水域。 

一、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1000

米，但不超过第一重的山脊线（一级

保护区陆域以外）。 

129 

怀化市

中方县

酉水饮

用水水

源保护

区 

怀化

市 

中方

县 

沅江-

酉水 

河

流 

中方县

铜锣湾

自来水

厂 

中方县城 

一级 

三角滩电站大坝处至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的 2000 米舞水河水域及取

水口上游 800 米处西岸岩头园村支

流 1000 米的河道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 米的陆

域。 

二级 

取水口上游鸭嘴岩码头至三角滩电

站大坝处 2400 米，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至下游 300 米处的河道水域。 

一、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1000

米，但不超过相应的山脊线及县道

（一级保护区陆域以外）。 

准保

护区 

取水口上游 14.2公里（禾滩与李树

交界处的二级水域界面）直至取水口

上游 24.2公里（新寨乡朝阳水库），

沿岸长度为准保护区水域河长，沿岸

纵深范围为 500米面积为准保护区

陆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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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 10公里的水域为准保护区。 

130 

怀化市

沅陵县

沅水集

中式饮

用水水

源保护

区 

怀化

市 

沅陵

县 

沅江

干流 

河

流 

沅陵县

城南二

水厂 

沅陵县城 

一级 
取水口上游 1000 米处至下游 100 米

的河道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延伸至山

脊线。 

二级 

取水口上游 1000 米至 3000 米，取水

口下游100米至下游300米的河道水

域。 

一、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延伸至

山脊线（一级保护区陆域以外）。 

131 

怀化市

沅陵县

酉水集

中式饮

用水水

源保护

区 

怀化

市 

沅陵

县 

沅江-

酉水 

河

流 

沅陵县

龙泉山

水厂 

沅陵县城

城南片区 

一级 
取水口上游 1000 米至下游 100 米的

河道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延伸至山

脊线。 

二级 

取水口上游 1000 米至 3000，取水口

下游 100 米至下游 300 米的河道水

域。 

一、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延伸至

山脊线（一级保护区陆域以外）。 

132 

怀化市

辰溪县

水厂饮

用水水

源保护

区 

怀化

市 

辰溪

县 

沅江

干流 

河

流 

辰溪县

自来水

厂 

辰溪县城 

一级 
取水口上游 1000 米至下游 100 米的

河道水域。 

一级水域边界纵向延伸至两岸防洪

堤背水侧外坡脚的陆域。 

二级 

水域范围为取水口上游 1000 米至大

洑潭水电站（共 2600 米），取水口

下游100米至下游323米处的河道水

域。 

一、二级水域边界两侧向岸纵向延伸

至防洪堤背水坡脚或道路背水侧之

间的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以外）。 

133 

怀化市

溆浦县

溆水饮

用水水

源保护

区 

怀化

市 

溆浦

县 

沅江-

溆水 

河

流 

溆浦县

自来水

厂 

溆浦县 

一级 

溆浦县城新建水厂取水口（位于溆水

干流）沿溆水方向上游 1000 米至下

游 100 米，总长 1.1 公里的水域为一

级保护区。 

 

陆域沿岸长度与水域长度一致，沿岸

纵深范围为 50 米的陆域范围。 

二级 

一级保护区上游边界以上（包括四都

河及二都河）2000米水域及溆浦县

新建水厂取水口下游 100米至取水

口下游 300米，长 4.2公里水域为二

级保护区。 

一、二级保护区水域边界线向两岸纵

深不超过 1000 米，以第一重山脊线、

堤、公路为界。遇堤、公路，则至堤

背水坡脚或公路外侧边线（一级保护

区陆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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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怀化市

会同县

县城集

中式饮

用水水

源保护

区 

怀化

市 

会同

县 

沅江-

渠水 

河

流 

会同县

三角塘

水厂 

会同县城 

一级 
取水口上游 1000 米至取水口下游

100 米的河道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 米的陆

域。 

二级 

取水口上游 1000 米至 3000，取水口

下游 100 米至下游 300 米的河道水

域。 

一、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1000

米（一级保护区陆域以外），（取水

口东北侧二级陆域边界和取水口西

侧边界以道路交叉口作为二级陆域

分界线）。 

135 

怀化市

麻阳苗

族自治

县二水

厂饮用

水水源

保护区 

怀化

市 

麻阳

苗族

自治

县 

沅江-

辰水 

河

流 

麻阳县

二水厂 
麻阳县城 

一级 
取水口上游 1000 米至下游 100 米的

水域的河道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 米，但

不超过防洪堤临水侧堤顶。 

二级 

水域范围为取水口上游 1000 米处至

3000 处(共 2000 米)和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至下游 300 米处（共 200

米），总长 2200 米的河道水域。 

一、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1000

米的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以外）。 

136 

怀化市

新晃县

平溪河

饮用水

水源保

护区 

怀化

市 

新晃

县 

沅江-

平溪

河 

河

流 

新晃县

自来水

厂 

新晃县 

一级 

将平溪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作为新

晃县饮用水源保护区，平溪河取水口

上游 3000米至取水口下游 130米，

长 3.13公里水域为一级保护区。 

陆域沿岸长度与水域长度一致，陆域

沿岸纵深与河岸的水平距离取 100

米的面积范围为一级保护区的陆域。 

二级 

取水口下游 130米至 330米（长 200

米）河段以及取水口上游 3000米至

取水口上游 14.2公里（长 11.2公

里），全长共 11.4公里的水域为二级

保护区。 

一、二级保护区沿岸纵深 500米区域

（一级保护区陆域除外）。 

137 

怀化市

芷江侗

族自治

县燕子

岩取水

口饮用

水水源

保护区 

怀化

市 

芷江

侗族

自治

县 

沅江-

酉水 

河

流 

芷江侗

族自治

县燕子

岩水厂 

芷江县城 

一级 
取水口上游 1000 米至下游 100 米的

河道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 米，但

不超过沿岸两侧公路。 

二级 
取水口上游 1000 米至 3000，取水口

下游 100 米至下游 300 米河道水域。 

一、二级保护区水域边界线向两岸纵

深不超过 1000 米，以第一重山脊线、

堤、公路为界。遇堤、公路，则至堤

背水坡脚或公路侧边线（一级保护区

陆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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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怀化市

靖州苗

族侗族

自治县

县城饮

用水水

源保护

区 

怀化

市 

靖州

苗族

侗族

自治

县 

沅江-

渠水 

河

流 

靖州苗

族侗族

自治县

二水厂 

靖州县城 

一级 

取水口上游 1000 米至下游 100 米的

渠水水域，取水口至老鸦溪上游

1000 米的河道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 米的陆

域。 

二级 

取水口上游 1000 米至 3600 米，取水

口下游 100 米至下游 300 米河道水

域，一级保护区上边界至老鸦溪上游

3000 米的河道水域。 

一、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1000

米（一级保护区陆域以外）。 

139 

怀化市

通道侗

族自治

县二水

厂集中

式饮用

水水源

保护区 

怀化

市 

通道

侗族

自治

县 

沅江-

渠水 

河

流 

通道侗

族自治

县二水

厂 

通道县城 

一级 
取水口上游 1000 米至下游 100 米的

河道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左岸纵深延伸至迎

水侧堤顶，右岸纵深延伸至山脊线。 

二级 

水域范围为取水口上游 1000 米处至

6000 处(共 5000 米)和取水口下游

100 米处至下游 300 米处（共 200

米），总长 5200 米的河道水域。 

一、二级保护区水域左岸纵深延伸至

背水侧堤顶，右岸纵深延伸至山脊

线。 

140 

怀化市

洪江市

黔城二

水厂饮

用水水

源保护

区 

怀化

市 

洪江

市 

沅江-

酉水 

河

流 

洪江市

黔城二

水厂 

洪江市区 

一级 
取水口上游 1000 米至下游 100 米的

水域，总长 1100 米的河道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 米，但

不超过第一重山脊线。 

二级 

取水口上游 1000 米至 3000，取水口

下游 100 米至下游 300 米，总长 2200

米的河道水域。 

一、二级保护区水域边界线向两岸纵

深不超过 1000 米，以第一重山脊线、

堤、公路为界。遇堤、公路，则至堤

背水坡脚或公路外侧边线（一级保护

区陆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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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0 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量巨大。据初步统

计，怀化市 1000 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约有 400 余处，划定工作需要

大量人力、物力及财力，划定后还面临一系列的整治以及日常环境监测、环

境监察等工作，工作量十分巨大，经费开支没有保障。 

（3）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距离达标目标有一定差距。从表 3-8 中可以看

出，2020 年各个饮用水源地的水质目标为 II 类，而部分饮用水源保护区的

现状水质大多为 III 类。另外，怀化市各地的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虽然总

体良好，但局部地区在局部时段存在个别指标不达标的现象。2014 年，溆浦

县 9 月份锑出现一次超标，洪江市 1 月份总磷出现一次超标。根据《湖南省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怀化市在 2017 年要完成全部 1000 人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要在 2020 年实现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必须对饮用水源保护区附近的污染源逐一进行治理。 

3.4.3 黑臭水体整治目标差距分析 

怀化市多年来有关部门采取各种办法对黑臭水体进行污染综合治理，部

分河段已初显成效，但治污工作量大、难度大，所需投入多。怀化市市区有

太平溪、谭口溪、堰溪等三大黑臭水体。怀化市城区，尤其是老城区的城市

建设没有雨污分流，污水管网混乱，大量生活污水、养殖废水，以及医疗废

水直接排入这些水体；加上沿岸农田菜地、垃圾等面源污染，水体流速慢，

水体自净能力差等综合原因，导致这些水体变成臭水沟。2016 年上半年，怀

化市已组织完成水体排查，公布三大黑臭水体名称、责任人及达标期限。下

一步将在 2017 年底前完成清淤疏浚和垃圾清运，实现河面无大面积漂浮物，

河岸无垃圾，无违法排污口。到 2020 年底完成黑臭水体治理目标。具体治

理内容将涉及环保宣传、城市污水管网改造、截污管道建设、畜禽养殖面源

控制、垃圾清运、清淤疏浚、生态恢复，生态补水，甚至居民搬迁等。怀化

市黑臭水体整治应由市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市环保局、市城市管理和行政

执法局、市水务投、市农委等多个部门参与。整治时应明确管理职责和项目

的运作模式，参照《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以及《怀化市城区黑臭

水体整治计划》，切实做好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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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案预期目标 

4.1 地表水水质指标 

到 2020 年，怀化市区域内地表水水质应达到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资江支流渠江和珠江支流柳江在怀化市境

内未设置控制断面。怀化市地表水中国控和省控断面 2020 年水质目标具体

见表 4-1。 

表 4-1 怀化市地表水 2020 年水质目标表 

序

号 
流域 断面名称 断面性质 所在水体 县市区 

2020 年 

水质目标 

1 

沅江 

流域 

托口 省控 沅江 洪江市 Ⅲ类 

2 萝卜湾 省控 沅江 洪江市 Ⅱ类 

3 炮台 省控 沅江 辰溪县 Ⅲ类 

4 侯家淇 省控 沅江 沅陵县 Ⅲ类 

5 五强溪 国控 沅江 沅陵县 Ⅱ类 

6 地阳坪公路桥 省控 沅江渠水 通道县 Ⅱ类 

7 
托口渠水 

（2015 年新增） 
省控 沅江渠水 洪江市 Ⅱ类 

8 鱼市 省控 沅江舞水 新晃县 Ⅱ类 

9 怀化市二水厂 省控 沅江舞水 鹤城区 Ⅱ类 

10 舞水入河口 省控 沅江舞水 洪江市 Ⅱ类 

11 铜信溪电站 省控 沅江辰水 麻阳县 Ⅲ类 

12 
溪子口 

（沅陵县水厂） 
省控 沅江酉水 沅陵县 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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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黑臭水体治理目标 

怀化市计划采取控源截污、清污分流、垃圾清理、清淤疏浚、生态修复

等措施，加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力度，每半年向社会公布治理情况与

效果。 

1）2016 年底前完成水体排查，摸清底数，公布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名

称、责任人及达标期限； 

2）2017 年底实现河面无大面积漂浮物，河岸无垃圾，无违法排污口； 

3）到 2020 年，消除 90%的市级黑臭水体，怀化市市区黑臭水体控制在

10%以内。 

4.3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目标 

1）2016 年 3 月底前完成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其

中包含完善《湖南省主要水系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DB43/023-2005）中已

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陆域范围。 

2）2016 年底前完成日供水量 1000 吨或服务人口 10000 人以上的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 

3）2017 年完成全部 1000 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 

4）到 2020 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怀化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6-2020 年 ) 

30 

 

 

5 水污染防治任务 

2016-2020 年，怀化市水污染防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改善水环境质

量、提高水生态水平为核心，注重源头防范，加强制度监管。通过大力实施

主要流域污染治理、建设重点水污染治理项目工程和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实

现 2020 年水环境质量达标率 100%。 

怀化市水环境质量稳中趋好。沅江水系除入境托口断面总磷超标外，其

它水系水质稳定达到省考核指标，怀化市境内总体地表水质量现状良好。怀

化市境内饮用水源水质距离保护目标有一定差距，对于未达标水体，应因地

制宜的制定相应的水体达标方案，对于已稳定达标水体，应制定相应的水体

水质保持方案。另外，在怀化城区内太平溪、堰溪、谭口溪等黑臭水体污染

严重，应对黑臭水体进行整治，消灭怀化城区内河流的“脏乱黑臭”现象。 

此外，应进一步加强污水排放监管工作。全市所有企业排水必须进入污

水处理设施；所有污水处理厂在 2016 年年底前必须全部达到一级 B 排放标

准；污水处理厂污泥按国家及省有关要求无害化资源化处理。 

5.1 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 

5.1.1 狠抓工业污染防治 

（1）取缔“十小”企业 

全面排查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的小型工业企业。2016 年底前，按照

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要求，全部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型造纸、制革、

印染、染料、炼焦、炼硫、炼砷、炼油、电镀、农药等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生

产项目。截止到 2015 年底，怀化市“十小”企业有 20 家，主要是小型造纸厂，

生产迷信纸/黄纸，另有一家小型炼焦厂，炼制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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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项整治十大重点行业 

专项整治十大重点行业。专项整治“十大”重点行业。制定造纸、焦化、

氮肥、有色金属、印染、农副食品加工、原料药制造、制革、农药、电镀等

行业专项治理方案，实施清洁化改造。新建、改建、扩建上述行业建设项目

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2017 年底前，造纸行业力争完成纸浆

无元素氯漂白改造或采取其他低污染制浆技术，钢铁企业焦炉完成干熄焦技

术改造，氮肥行业尿素生产完成工艺冷凝液水解解析技术改造，印染行业实

施低排水染整工艺改造，制药（抗生素、维生素）行业实施绿色酶法生产技

术改造，制革行业实施铬减量化和封闭循环利用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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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中治理工业集聚区水污染 

强化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工业集聚区

的水污染治理。工业集中区工业废水必须预处理达到集中处理要求，方可进

入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新建、升级工业集聚区应同步规划建设污水、垃圾集

中处理等污染治理设施。2017 年底前，工业集聚区应按规定建成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逾期未完成的，一律暂停审批和核准其

增加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并依照有关规定撤销其园区资格。 

目前，已有怀化市高新区、洪江区工业集中区、溆浦工业集中区江口工

业园 3 个园区完成了污水集中处理厂建设，并投入运行；湖南省新晃县前锋

工业集中区和沅陵工业集中区 2 个园区的污水处理设施在建；辰溪工业集中

区、会同县工业园、靖州县甘太工业园工业集中区、溆浦工业集中区红花园

工业园 4个园区正在开展前期工作，与相关环保治理公司洽谈对接；通道县

工业集中区、洪江市工业集中区、麻阳锦江工业园、芷江工业集中区、湖南

中方工业集中区、沅陵县辰州工业新区、怀化市鹤城工业集中区 7 个园区尚

未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具体情况如表 5-3和表 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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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怀化市已建、在建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设施及在线监控表 

序

号 
园区名称 地址 

设立时

间 

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进展情况 

目前进度 具体进展情况 

1 
湖南怀化

工业园区 

湖南怀化

工业园区 
2003年 已建成 已建成 

2 
洪江区工

业集中区 

洪江区桂

花园乡 

2011年

2月 
已建成 

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

（日水处理量 10000吨/

天）已投入运行，目前接

纳上游 8家企业已预处理

污水 

3 

溆浦工业

集中区江

口工业园 

大江口镇 2013 已建成 

主要是湘维公司自建污

水处理厂，已投入使用。

设计处理量 600吨/h,现

因产能不足，未达到最大

处理量 

4 

湖南省新

晃县前锋

工业集中

区 

新晃县鱼

市镇前锋

村 

2008 已建成 目前进行设备调试。 

5 
沅陵工业

集中区 

沅陵县凉

水井镇欧

家湾村和

松山边村

之间 

2010.8 一期已建成 

总规模 1.5 万吨/天，分

三期建设：一期规模 500

立方米/天，二期规模

4500立方米/天，三期规

模 10000立方米/天。目

前一期已建成并于今年 9

月投入试运行。  

6 

溆浦工业

集中区红

花园工业

园 

溆浦县水

田垅 
2013 

已确定建设方

案 

2016年一期入园企业主

要为来料加工企业，无污

水排放，主要污水为生活

污水，排入市政管网，进

入县城污水处理厂。工业

污水处理厂将与二期项

目一同开工，主要接纳规

划区域的工业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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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洪江市工

业集中区 

洪江市黔

城镇 
2013 

未确定建设方

案 

园区计划建设一座日处

理 1万吨工业污水处理

厂。 

8 
麻阳锦江

工业园 

麻阳县高

村镇老虎

路 

2006 
未确定建设方

案 
未建设，已纳入规划 

9 
辰溪工业

集中区 

辰溪县火

马冲镇 

2012/ 

11/23 

已确定建设方

案 

已完成选址、立项，初步

确定采用 PPP 模式，已发

布招商公告 

10 

湖南中方

工业集中

区 

中方县泸

阳镇下坪

村 

2011.10 
未确定建设方

案 

已办理废水集中处理设

施建设项目环评，正在组

织招标 

11 
芷江工业

集中区 

芷江县罗

旧镇 
2013 年 

未确定建设方

案 

计划建设模块式污水处

理系统，已经完成基本选

址，正在确定建设方案。 

12 
会同县工

业园 
连山乡 2007 

已确定建设方

案 

正在和湖南金益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洽谈 

13 

靖州县甘

太工业园

工业集中

区 

靖州县甘

棠镇平原

村 

2005年 
已确定建设方

案 

2015年发改立项，目前进

入环评、拟采取 ppp模式

建设，正在与湖南金益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洽谈。 

14 

怀化市鹤

城工业集

中区 

阳塘产业

区 
2012年 

未确定建设方

案。 

环评批复要求：企业自行

处理达到污水处理厂接

管水质要求，通过管网排

入城市污水处理厂。 

15 
通道县工

业集中区 

通道县双

江镇黄柏

村 

2014年 
未确定建设方

案。 
未建设，已纳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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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强化城镇生活污染治理 

（1）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造 

加强现有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运营维护与管理，保障污水处理厂持续运

行和稳定达标。现有怀化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2020 年底前应全部达到国家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标准的 B 标准。按照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要求，到 2020 年，全市所有县城和重点镇具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

县城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95%左右，污水再生利用率达到 10%以上。各县市

区要积极推进污水再生利用。到 2020 年，污水再生利用率达到 15%以上，

怀化市所有县市区和重点镇具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  

（2）全面加强配套管网建设 

强化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收集。现有合流制排水

系统应加快实施雨污分流改造，难以改造的，采取截流、调蓄等措施；结合

怀化市城区黑臭水体整治计划，完善怀化市城区污水管网，收集城区直接外

排单位废水，关闭违法排污口；怀化市新建污水处理设施的配套管网均严格

执行“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运”的制度，城镇新区建设均实行了雨污

分流。到 2016 年底完成 40%城镇雨污分流的目标，到 2020 年底实现怀化市

建成区城镇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的目标。 

（3）推进污泥处理处置 

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应进行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处置，禁

止处理处置不达标的污泥进入耕地。非法污泥堆放点一律予以取缔。现有污

泥处理处置设施于 2017 年底前基本完成达标改造，2020 年前污泥无害化处

理处置率达到 100%。 

怀化市及各区、县均已建设垃圾无害化填埋场，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

泥经干化脱水后均送入各区县相应的垃圾填埋场进行安全填埋，无害化处

置。 

（4）加强生活垃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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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覆盖城乡的垃圾收集转运体系和垃圾分类收

集系统。完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运营和排放监管体系，提高垃圾处理

监管能力。到 2016 年底前，县以上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5%以

上，40%以上的县市区建成覆盖城乡的垃圾收转运体系。到 2020 年，怀化

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30%以上，大力推进垃圾焚烧发电或水泥窑协

同处置，实现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 

5.1.3 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 

（1）防治畜禽养殖污染 

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到 2016 年底，怀化市各区县完成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规划编制和“三区”划分工作,全面完成存栏生猪 5000 头以上规模养

殖场标准化改造，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则严格实施雨污分流、粪便

污水和病死畜禽等有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2017 年底前，依法关闭或搬迁

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现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

区）要根据污染防治需要，配套建设粪便污水贮存、处理、利用设施。散养

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2018 年底全面完成适

养区内存栏生猪 300 头以上规模养殖场的标准化改造。 

（2）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从生产过程和生活环境入手，通过综合整治乡村环境和农业生产环境，

建立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长效运行管理机制，农村生活垃圾、人畜粪便等全面

处理，推广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到 2020 年，农业化肥利用率提高到 40%，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达到 40%以上。 

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等综合技术，达到农产品

标准化生产技术入户率 90%； 

（3）调整农业结构 

优化产业布局，实现种养结合、生态平衡，发展循环绿色农业。对高岸

田等干旱灌溉型耕地中部分实施改种经济作物或退耕、休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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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快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通过行政区域内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工程建设，到 2020 年基本上全

面完成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环境监督与管理制度和机制，有效

解决怀化市农村饮用水源保护、生活污水、生活垃圾以及禽畜粪便等污染环

境问题，使怀化市农村环境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到 2020 年，实现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省域覆盖，集雨区范围内的村庄，饮

用水卫生合格率达到 95%以上，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70%以上，生活垃圾定

点存放清运率 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80%以上，畜禽粪便综合

利用率达到 80%以上；其他村庄，饮用水卫生合格率达到 90%以上，生活污

水处理率达到 60%以上，生活垃圾定点存放清运率 100%，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达到 70%以上，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达到 70%以上。 

通过推广“猪—沼—果”等生态家园模式，实现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及循

环利用；通过生产有机肥、沼气池消化利用、沼液还田、牛粪干湿分离发展

蘑菇生产等措施，达到畜禽养殖小区粪污处理率 100%； 

为提高农村饮用水水质安全保障水平，怀化市正在推进对 1000 人以上

村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划定保护区，制定综合性保护方案，设立明确的地理

界碑和警示标志，开展水污染隐患的整顿和清除，加强水源水质的日常监测

和监管。坚决取缔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的工业排污口，关闭饮用水水源地二

级保护区内的直接排污口。严防养殖业污染水源，禁止有毒有害物质进入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 

5.1.4 加强高速公路、船舶、港口污染治理 

（1）加强高速公路服务区污染治理。2017 年底前，全市所有高速公路服

务区建成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并稳定达标排放。 

（2）积极治理船舶污染。依法强制报废超过使用年限的船舶。2021 年起

投入使用的内河船舶执行新的标准；其它船舶根据《关于推进湖南省内河船

型标准化实施工作的通知》，于 2020 年前完成改造。严禁新建不达标船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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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运输市场。规范拆船行为，禁止冲滩拆解。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

生活污水排放达不到要求的内河运输船舶以及单壳化学品船、600 载重吨以

上的单壳油船进入沅水航行，停止此类船舶的检验和营运手续。 

（3）增强港口码头污染防治能力。全面推进全市船舶生活污水防污染改

造工作，加强船舶载运危险货物运输的监管。加快垃圾接收、转运及处理处

置设施建设，提高含油污水、化学品洗舱水等接收处置能力及污染事故应急

能力。位于内河的港口、码头、装卸站及船舶修造厂于 2020 年底前达到建

设要求。港口、码头、装卸站的经营人应制定防治船舶及其有关活动污染水

环境的应急计划。 

5.2 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5.2.1 调整产业结构 

（1）依法淘汰落后产能 

严格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及湖南省相关政策，全面落实淘汰

落后工艺、设备和相关产能，有限审批产业调整目录的限制类项目。根据《湖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14〕15

号）要求，积极推进全市工业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依法实施淘汰落后产

能，未完成淘汰任务的县市区，暂停审批和核准其相关行业新建项目。对“三

高”企业严格执行差别单价和惩罚性电价，引导、督促企业运用新技术、新

工艺。 

（2）严格产业环境准入 

根据流域水质目标和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明确区域环境准入条件，细

化功能分区，实施差别化环境准入政策。严格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

璃、船舶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审核。建立和完善建设项目总量

前置审核制度，把取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

对未取得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的项目一律不予环评审批和环保验收。提高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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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准入门槛，严防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向本辖区转移。新建项目应采用先进

的生产技术，并按照最严格的环保要求进行控制。建立水资源、水环境承载

能力监测评价体系，实行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到 2020 年底前，完成市、县

域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现状评价。 

5.2.2 优化空间布局 

（1）合理确定发展布局、结构和规模 

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开发管理政策。着力推进产业集中集聚发展，积极推

动重点产业布局调整和转型升级。重大项目原则上应布局在优化开发区和重

点开发区，并符合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推动污染企业退出 

城市建成区现有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印染、原料药制造、化工等污

染较重的企业应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敏感区域内

污染企业依法关闭。 

（3）积极保护生态空间 

严格城市规划蓝线管理，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应保留一定比例的水域面

积。将生态保护红线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与实施管理的全过程，新建

项目一律不得违规占用水域。 

5.2.3 推进循环发展 

（1）加强工业水循环利用。推进矿井水综合利用，煤炭矿区的补充用水、

周边地区生产和生态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加强洗煤废水循环利用。鼓励

钢铁、纺织印染、造纸、石油石化、化工、制革等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

回用。 

（2）促进再生水利用。根据本市水资源和水环境状况，合理确定再生水

利用规模，制定促进再生水利用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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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全面完成芷江县等国家级水生态文明城

市试点建设，并在条件适宜的市州开展省级水生态文明示范县城或乡镇、村

建设。 

5.3 节约保护水资源 

5.3.1 控制用水总量 

（1）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健全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制定全市用水总量控制限额。加强相关

规划和项目建设布局水资源论证工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市总

体规划的编制、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应充分考虑当地水资源条件和防洪要

求。2014 年度，怀化市用水指标考核目标值为：用水总量为 18.13亿立方米；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95 立方米/万元；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482；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83%，实际测评结果为：用水总量为 17.9628

亿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93 立方米/万元；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为 0.482；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86.7%。到 2020年，全市用水总量要

控制在省考核目标值范围内。 

（2）严控地下水超采 

依法规范机井建设管理，排查登记已建机井，未经批准的和公共供水管

网覆盖范围内的自备水井，一律予以关闭。2017 年底前，完成地下水禁采区、

限采区和地面沉降控制区范围划定工作。 

怀化市城区地下水管理情况如下。 

1）加强地下水取水许可管理。对于要求办理地下水取水许可证的用户，

原则上从严控制，城区规划区内范围的一律不予审批，城区规划区范围外的，

也要严格把关，必须经专业技术人员现场勘察及专家论证，并且出示论证报告

确认安全才予以初步审批，报市水利局批准发证。对于已办理取水许可证的老

用户，也要对取水总量予以控制，以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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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格地下水开采计量管理。对于单位自备井开采，必须安装计量设施，

每天的开采量不能超过取水许过证核定量。 

3）实行取水年度审验制度。根据《取水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每年对

发放的取水许可证都进行年审。根据要求及实际情况及时掌握取水变化情况。 

4）加强取水许可水质管理。每年对取水许可证年审的同时，要求对一部

分单位的水质进行水质检测，根据国家饮水标准进行分析评价，出具检测报告，

以确保市民的饮水安全，通过多年来的水质检测，怀化城区的地下水所测项目

符合饮水标准。 

5.3.2 提高用水效率 

(1) 建立用水效率评估体系 

把节水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用万元国民经济生产

总值耗水量指标考核地方政府，并将再生水、雨水和微咸水等非常规水源纳

入水资源配置。到 2020 年，全市万元国民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比 2013 年分别下降 35%和 30%。 

(2) 抓好工业节水 

开展节水诊断、水平衡测试、用水效率评估，严格用水定额。到 2020

年，电力、钢铁、纺织、造纸、石油石化、化工、食品发酵等高耗水行业达

到先进定额标准。 

(3) 加强城镇节水 

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节水标准的产品、设备。公共建筑必须采用节水

器具，限期淘汰公共建筑中不符合节水标准的水嘴、便器水箱等生活用水器

具。鼓励居民家庭选用节水器具。对使用超过 50 年和材质落后的供水管网

进行更新改造，到 2017 年，全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12%以内；积

极推行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建设滞、渗、蓄、用、排相结合的雨水收集利

用设施。 

(4) 发展农业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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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大力推进塘堰整修、扩容、清淤、防渗和塘堤

加固工程，建设现代高效节水工程设施。实行坡地改水平梯土，修建集雨池、

集雨窖等微小型集雨蓄水设施。在旱地农业上示范推广土壤深耕、聚垄分厢、

覆盖保墒、间作套种等综合节水种植技术，积极推进旱地农业综合技术示范

区创办。到 2020 年，基本完成大型灌区、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

造任务。 

5.3.3 科学保护水资源 

（1）完善水资源保护考核评价体系 

根据《湖南省主要水系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DB43/023-2005），加强

水功能区监督管理，从严核定水功能区水域纳污能力。怀化市境内划定一级

区 18 个，二级区 5 个。 

（2）加强江河湖库水量调度管理 

采取闸坝联合调度、生态补水等措施，合理安排闸坝下泄水量和泄流时

段，维护河湖基本生态用水需求，重点保障枯水期生态基流。加大水利工程

建设力度，发挥好控制性水利工程在改善水质中的作用。 

5.4 全力保障水生态环境安全 

5.4.1 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 

（1）从水源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饮用水安全 

定期监测、检测和评估全市饮用水水源、供水厂出水和用户沙龙头水质

等饮水安全状况，2016 年底前，完成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修

订和完善，完成日供水量 1000 吨或服务人口 10000 人以上的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的划分；2017 年底前，完成全部 1000 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划分。对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供水水质按国家相关要求进行行

业自检和监督监测，2016 年起，地级及以上城市市政供水安全状况由当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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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按国家要求每季度进行公开，自 2018 年起所有县级及以上城市市政供水

安全状况由当地政府按国家要求每季度进行公开。 

（2）强化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 

开展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依法清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违法建筑和

排污口，清除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与供水无关的建设项目，取缔二级保

护区内污染型建设项目。 

（3）防治地下水污染 

定期调查评估集中式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等区域环境状况。石化

生产存贮销售企业和工业园区、矿山开采区、垃圾填埋场等区域应进行必要

的防渗处理。加油站地下油罐应于 2017 年底前全部更新为双层或完成防渗

池设置。报废矿井、钻井、取水井应实施封井回填。制订地下水污染场地清

单，积极推进地下水修复治理试点工作。 

5.4.2 深化重点流域污染防治 

（1）研究建立流域水生态环境功能分区管理体系。 

（2）加强良好水体保护。已纳入《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

划（2013-2020）》(环发〔2014〕138 号)的蟒塘溪水电站库区、托口水电站库

区以及五强溪水库等 3 个湖（库）要制定并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方案，按期完

成污染防治任务。 

（3）加强养殖水域污染防治。合理规划水产养殖规模，制定重点湖库

和水域养殖规划，对不符合养殖规划的网箱养殖开展专项整治和清退。2020

年底，水产健康养殖水平提高 2%。 

（4）在沅江干流及支流等重点流域内深入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工业污

染源控制、历史遗留污染治理、城镇生活污水垃圾治理、农业农村面源污染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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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整治城市黑臭水体 

黑臭水体的整治应按照“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活水循环、清水补给；

水质净化、生态修复”的基本技术路线，根据怀化市黑臭水体的程度、污染

原因和整治阶段目标的不同，有针对地选择截污纳管、垃圾清理、生物残体

及漂浮物清理、清淤疏浚、岸带修复、生态净化、人工增氧、活水循环、清

水补给、就地处理、旁路治理等技术方法，系统考虑不同技术措施的组合，

多错并举、多管齐下，实现黑臭水体的整治。每半年向社会公布治理情况。

到 2017 年底前确保全省城镇段河道保洁责任机制逐步建立、县城以上城区

段河面垃圾有专人清理，实现水面无大面积漂浮物，河岸无垃圾，无违法排

污口；到 2020 年底前完成怀化市市区中的黑臭水体控制在 10%以内的治理

目标。 

5.4.4 保护水和湿地生态系统 

加强河湖水生态保护，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禁止侵占自然湿地等水

源涵养空间，已侵占的要限期予以恢复。强化水源涵养林建设与保护，开展

湿地保护与修复，加大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力度。 

加强滨河（湖）带生态建设，在河道两侧建设植被缓冲和隔离带。 

对于市域内沅水、渠水、舞水、巫水、溆水、辰水、酉水等主要河流及

其自然岸线等邻近区域，五强溪、蟒塘溪、金麦、托口水电站库区等大型水

库、洪水调蓄区及其邻近区域，保护重点为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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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度措施 

6.1 强化科技支撑 

6.1.1 推广示范适用技术 

加快技术成果推广应用，重点推广饮用水净化、节水、水污染治理及循

环利用、城市雨水收集、再生水安全回用、水生态修复、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等适用技术。完善环保技术评价体系，加强国家环保科技成果共享平台建设，

推动技术成果共享与转化。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水处理重点

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组建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示范推广控源减

排和清洁生产先进技术。 

6.1.2 攻关研发前瞻技术 

围绕治水、环境监测与应急保障等重点环保领域的需求，整合科技资源，

通过相关国家和省相关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加快研发重点行业废水

深度处理、生活污水低成本高标准处理、污水除磷脱氮、湿地生物降解、重

金属污水处理、饮用水微量有毒污染物处理、地下水污染修复、危险化学品

事故和水上溢油应急处置等技术。开展水污染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新型污染

物风险评价、水环境损害评估等研究。加强水生态保护、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水环境监控预警、水处理工艺技术装备等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 

6.1.3 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加快发展水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环境监测等环保装备和产品制造。

大力创新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和研发、设计、制造、治理综合环境服务等模

式。健全环保工程设计、建设、运营等领域招标管理办法和技术标准。推进

先进适用的节水、治污、修复技术和装备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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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加快发展环保服务业 

明确监管部门、排污企业和环保服务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完善风险分担、

履约保障等机制。鼓励发展包括系统设计、设备成套、工程施工、调试运行、

维护管理的环保服务总承包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以污水、垃

圾处理和工业园区为重点，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6.2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6.2.1 理顺价格税费 

（1）加快水价改革 

县级及以上城市应于 2016 年底前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具备条件

的建制镇也要积极推进。2020 年前，全面实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

进加价制度。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同时制订详细的水价改革计划。 

（2）完善收费政策 

修订城镇污水处理费、排污费、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合理提高征收

标准，做到应收尽收。城镇污水处理收费标准不应低于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

成本。地下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应高于地表水，超采地区地下水水资源费征

收标准应高于非超采地区。 

（3）健全税收政策 

依法落实环境保护、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将

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6.2.2 促进多元融资 

（1）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积极推动设立融资担保基金，推进环保设备融资租赁业务发展。推广股

权、项目收益权、特许经营权、排污权等质押融资担保。采取设立环保产业

基金、推行环境绩效合同服务、授予开发经营权益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加

大水环境保护投入。积极推广 PPP 模式，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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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强政府资金投入 

将水环境保护资金列入怀化市各级人民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建立动态增

长机制，加强资金保障。重点支持污水处理、污泥处置、河道整治、饮用水

水源保护、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应急清污等项目和工作。对环

境监管能力建设及运行费用分级予以必要保障。 

6.2.3 建立激励机制 

（1）健全节水环保“领跑者”制度 

鼓励节能减排先进企业、工业集聚区用水效率、排污强度等达到更高标

准，支持开展清洁生产，节约用水和污染治理等示范。根据《湖南省主要污

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规定，推行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

用和交易。 

（2）推行绿色信贷 

积极发挥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水环境保护中的作用，重点支持循环

经济、污水处理、水资源节约、水生态环境保护、清洁生产及可再生源利用

等领域。严格限制环境奸污企业贷款。加强环境信用体系建设，构建守信激

励与失信惩戒机制，环保、银行、证券、保险等方面要加强协作联动，于 2017

年底前分级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鼓励涉重金属、石油化工、危险化

学品运输等高环境风险行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3）实施跨界水环境补偿 

探索采取横向资金补助、对口援助、产业转移等方式，建立跨界水环境

补偿机制，开展补偿试点。深化排污有偿使用交易试点。 

6.3 严格环境执法监管 

6.3.1 完善法规标准 

（1）健全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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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制定环境质量目标管理、环境功能、地下水管理、环境监测、生态

流量保障、船舶和陆源污染防治等制度。 

（2）贯彻标准体系 

贯彻落实国家各项环境质量标准及污染物排放标准。 

6.3.2 加大执法力度 

（1）加强企业监管 

重点排污单位应按要求安装特征污染物在线监控设施，所有排污单位必

须实现全面达标排放。逐一排查工业企业排污情况，达标企业应采取措施确

保稳定达标；对超标和超总量的企业予以“黄牌”警示，一律限制生产或停产

整治；对整治仍不能达到要求且情节严重的企业予以“红牌”处罚，一律停业、

关闭。定期公布环保“黄牌”“红牌”企业名单。定期抽查排污单位达标排放情

况，结果向社会公布。 

（2）加强部门和单位协作 

健全完善上级督查、属地监管的环境行政监督执法机制，强化环保、公

安监察等部门和单位协作，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机制，完善案

件移送、受理、立案、通报等规定。加强对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环保的

监督。 

（3）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重点打击私设暗管或利用渗井、渗坑、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有害污染

物废水、含病原体污水，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

或者未经批准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等环境违法行为。对造成生态损

害的责任者严格落实赔偿制度。严肃查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领域越权审

批、未批先建、边批边建、久试不验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构成犯罪的，要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6.3.3 提升监管水平 

（1）完善流域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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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跨部门、区域、流域水环境保护议事协调机制。流域上下游各级政

府、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配合、定期会商，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

急联动、信息共享。建立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水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2）完善水环境监测网络 

加强环境监测标准化建设，全面提升水环境监测能力与水平，根据国家

统一规划，健全全市水环境监测网络。提升饮用水水源水质全指标监测，水

生生物监测、化学物质监测及环境风险防控技术支撑能力。 

（3）提高环境监管能力 

加强环境监测、环境监察、环境应急等专业技术培训，严格落实执法、

监测等人员持上岗制度，加强基层环保执法力量，具备条件的乡镇（街道）

及工业园区要配备必要的环境监管力量。推进各级环境监察执法能力、环境

应急能力、环境监测能力标准化建设，补齐缺编环境执法人员，推进监控设

施的第三方委托运营，确保监控设施正常运行。各市、县应自 2016 年起实

施环境监管网格化管理。 

6.4 切实加强水环境管理 

6.4.1 强化环境质量目标管理 

根据已明确各类水质保护目标，逐一排查达标状况，未达到水质目标要

求的地区要制定达标方案，将治污任务逐一落实到汇水范围内的排污单位，

明确防治措施及达标时限，方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自 2016 年起，定

期向社会公布。对水质不达标的区域实施挂牌督办，必要时采取区域限批等

措施。 

6.4.2 深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完善污染物统计监测体系，将工业、城镇生活、农业、移动源等各类污

染源纳入调查范围。除国家要求的总量控制指标外，选择对水环境质量有突

出影响的总氮、总磷、重金属等污染物，研究纳入流域、区域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约束性指标体系。各市应按照省政府规定削减和控制本行政区域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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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将控制指标分解落实到各县市区政府。严格控制污染物

新增排放量，对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

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项目。 

6.4.3 严格环境风险控制 

（1）防范环境风险 

定期评估沿江河湖库工业企业、工业集聚区环境和健康风险，落实防控

措施。评估现有化学物质环境和健康风险，根据国家公布的优先控制化学品

名录，对高风险化学品生产、使用进行严格限制，并逐步淘汰替代。 

（2）稳妥处置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制定和完善突发环境事件的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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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 全面推行排污许可 

（1）依法核发排污许可证 

在 2017 年年底前，完成所有污染源及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地区污

染源排污许可证的核发工作。 

（2）加强许可证管理 

认真落实湖南省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将污染物排放种类、浓度、

总量、排放去向等纳入许可证管理范围。禁止无证排污或不按许可证规定排

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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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大项目与投资估算 

通过对全市全面调查，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污

染因子和污染程度等多方面综合分析，怀化市计划在 2016 -2020 年期间，建

设重大项目共 80 个，投资总金额约 72.70 亿元。其中污水处理厂及污水处理

站项目共 23 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及污染防治项目共 24 个，黑臭水体

整治项目 2 个，湖泊水库生态保护项目 3 个，县市区规模养殖场污染治理项

目共 14 个，流域综合整治项目共 9 个，其它点源或面源污染整治项目 5 个。 

重大项目与投资估算表详细见“附件 1：怀化市涉水重大项目与投资估

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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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目标可达性分析 

为在 2020 年达到水污染防治工作中提出的怀化市境内地表水水质、城

区黑臭水体治理、饮用水源保护等指标，深化重点流域污染防治和推进农业

农村污染防治等一系列目标，怀化市在 2016-2020 年期间筹备建设项目 80

个，这些项目主要包括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与

综合治理、黑臭水体整治等水体保质达标项目；重点流域污染防治项目、农

业农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项目以及工业点源面源污染整治等四类项目。各类

项目的具体内容，工程设施以及工程实施后目标可达性分析具体如下。 

8.1 水体保质达标 

怀化市水体保质水质达标项目共有 52 个，“十三五”期间共投资 44.27

亿，占涉水重大项目比例为 59.93%。其中城镇污水处理厂和污水处理站建

设项目共 23 个，共涉及到溆浦县、中方县、洪江市、通道县、新晃县、沅

陵县、芷江县、辰溪县、会同县、鹤城区等 10 个城镇辖区，“十三五”期间

共投资 20.36 亿元。城镇村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及污染防治项目共 24 个，

共涉及到新晃县、洪江市、鹤城区、沅陵县、辰溪县、靖州县、中方县、芷

江县、会同县、通道县、麻阳县、洪江区等 12 个城镇辖区以及城镇内的 391

处村镇，“十三五”期间共投资 9.01 亿元。湖泊水库生态保护项目 3 个，包

括芷江县蟒塘溪水库、良好湖泊水库综合治理、洪江市清江湖生态保护项目

以及溆浦县“一湖四大库”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十三五”期间共投资 7.7 亿。

黑臭水体整治项目 2 个，主要包括怀化市城区太平溪以及溆浦城镇黑臭水体

整治，“十三五”期间共投资 7.2 亿。 

8.1.1 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1）在怀化市全国重点乡镇新建污水处理厂以及污水处理站。对重点

乡镇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并处理，到 2020 年，怀化市所有重点镇具备污水收

集处理能力，防止生活污水直排进入沅江流域，项目实施后，可以削减 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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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576 吨/年，氨氮 158 吨/年，对这些乡镇周边流域的水体水质改善效果明

显。 

（2）新建和改造怀化市部分现有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建设怀化市城

东污水处理厂以及洪江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安江），提高现有生活污水处理

厂的日处理能力，新增配套管网，对污水处理厂进行提质改造，改造现有污

水管网等。这些均项目采用成熟的污水处理工艺，如改良型 A
2
/O、氧化沟工

艺等，并在部分污水处理厂增加污水深化处理设施。完善怀化市城镇污水管

网，较好地解决了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的问题。项目实施后，可削减

COD11371 吨/年，氨氮 1130 吨/年，极大改善污水处理厂纳污范围内地表水

体的水质。实现到 2020 年，怀化市县城、城市污水处理率可达到 95%左右

的目标。 

（3）在怀化市城镇工业集中区建设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对现有工业

园污水处理厂进行改扩建。根据工业园区污染企业的分类及产排污染物特征

因地制宜的新建工业园污水处理厂以及配套管网，对工业集中区内的污染企

业废水进行收集与处理，提高现有工业园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使得工业

园区企业工业废水达标排放，减少其对周边水体的污染。项目实施后，可削

减园区约 COD 约 7000 吨/年，改善工业集中区废水受纳水体水质。 

8.1.2 城镇村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及污染防治项目 

（1）对怀化市境内 391 处城镇 1000 人以上饮用水源进行保护。划定集

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制定综合性保护方案，配套保护及宣传设施，评估这

些饮用水源的饮用水安全状况，并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监察。项目实施后，使

得城镇饮用水水质得到保障，确保居民饮用水安全。 

（2）对怀化市城区内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进行保护与污染防治。对保护区

范围内污染源进行污染整治，采取对直排进入保护区的生活污水进行截污收

集，建设生活污水收集管网，搬迁保护区附近居民工厂，建设在线地表水自

动监测站，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等一系列措施，确保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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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项目实施后，城区饮用水水质得到保障，能确保城区居民饮用水安

全。 

（3）在怀化市建设备用水源建设与综合治理项目共 4 个，包括怀化市城

区、通道县、洪江区以及新晃县等 4 个城镇辖区，分别作为这些城镇的备用

取水点，在 2020 年底前完成单一水源供水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备用水源或应

急水源建设。 

8.1.3 湖泊水库生态保护项目 

主要包括芷江县蟒塘溪水库、良好湖泊水库综合治理、洪江市清江湖生

态保护以及溆浦县“一湖四大库”生态环境保护工程项目，采取对湖泊水库

周边乡镇环境进行污染整治，流域污染源治理，对湖泊开展污染源治理、生

态修复与保护等措施，项目实施后，能起到保障湖泊生态环境与周边饮用水

源安全的作用。  

8.1.4 城区黑臭水体整治项目 

主要包括对怀化市城区太平溪流域以及对溆浦县城夏家溪溪流进行整

治，调查黑臭水体成因，采取改造两岸城市污水管网，建设截污管道，对河

道进行清淤疏浚，垃圾清理等措施，项目实施后，在 2020 年前怀化市能基

本完成黑臭水体治理目标。 

8.2 重点流域污染防治 

怀化市重点流域污染防治项目共有项目 9 个，“十三五”期间共投资约

23.39 亿元，占涉水重大项目比例为 31.94%。主要包括新晃县西溪、辰溪县

张家湾、会同县渠水以及巫水、麻阳县锦江河、麻阳县通溪、沅陵县兰溪河、

溆水以及沅江重金属污染专项治理。调查流域内的主要污染源及其污染特

征，对 COD、氨氮、总磷、重金属等污染物采取针对性措施。其中沅江重

金属专项整治主要拟对怀化市境内沅江、舞水河等河道进行废渣、尾砂清理、

疏浚整治 ，重点抓好舞水河怀化城区段、芷江段环境综合整治；对污染河

流含重金属渣泥进行清淤，并对淤泥进行无害化处理，启动沅辰溆涉砷镉地



怀化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6-2020 年） 

 

55 

 

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重点推进舞水河洪江市段、新晃段重金属污染防治，

洪江市沅水流域洪江市段雪峰金矿区综合治理；项目实施后，可减少沅江流

域内重金属污染源排放，明显改善沅江地表水环境质量。 

辰溪张家湾流域主要针对含重金属镉超标的张家湾溪水进行综合治理，

涉及流域长度约 3 公里，流域宽度约 4 米。 

溆水流域综合整治主要针对县域历史遗留煤矿如舒溶溪乡、小江口乡、

椒板溪、天星堂、均坪镇、洑水湾乡等工程进行污染治理，对历史遗留煤矿

酸性矿井污水进行处理，特别是均坪镇来坡湾村和洑水湾乡青江屯村煤矿矿

渣、矿井“锈水”污染治理，项目拟新建废水处理系统七套，废渣稳定及填

埋场、河道清淤，生态修复等工程；清洁溆水河道及干流河段，清理河道总

长约 150km，项目实施后，能改善溆水流域水体水质，解决煤矿矿渣、矿井

“锈水”污染问题，解决溆水流域脏、乱、差现象。 

新晃县西溪、会同县渠水以及巫水麻阳县锦江河、沅陵县兰溪河等流域

环境综合治理项目主要针对流域内的农村畜禽养殖污染、生活污水、生活垃

圾等进行治理。项目实施后，可削减流域内的 COD、氨氮以及总磷的排放

量，使得这些流域的水体富营养化现象得到消除，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提

升。项目实施后，可明显改善这些流域内水体的环境质量。 

8.3 农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怀化市农业农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项目共有 14 个，“十三五”期间共投

资约 3.31 亿元，主要涉及到鹤城区、中方县、洪江市、洪江区、沅陵县、辰

溪县、麻阳县、芷江县、新晃县、会同县、靖州县、通道县、溆浦县等 13

个城镇辖区，针对辖区内的畜禽养殖企业进行污染综合治理，建设雨污分流

系统、干清粪、尿液收集池，对粪便进行综合利用，并对离饮用水源较近的

规模养殖场进行异地搬迁等综合治理。项目实施后，可减排 COD:10%-15%,

氨氮 40%-50%，改善养殖户周边的生产生活环境，解决农村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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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工业点源面源污染整治 

怀化市工业点源面源污染整治项目共 5 个，“十三五”期间投资共 1.73

亿元，主要包括谭家湾硅砂业污染治理项目、龙潭石材行业污染治理、湘维

公司干法乙炔洗涤水循环利用、溆浦县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工程、鹤城区有机

肥生产加工建设项目。对工业企业污染进行治理，如谭家湾硅砂业污染项目、

龙潭石材行业污染治理项目、湘维公司干法乙炔洗涤水循环利用项目等，对

农业化肥农药等面源污染进行治理，如溆浦县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工程等；推

广实现畜禽粪便的综合利用，如鹤城区有机肥生产加工建设项目。这些项目

实施后，能实现对工业农业污染物的减排，改善这些污染源受纳水体的水质。 

综上所述，怀化市涉水重大项目主要从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全力保障

水生态环境安全等方面对怀化市地表水水质进行改善。严格控制工业污染源

对怀化市地表水体的排放，削减生活污水中污染物的排放量，并对重点流域

进行综合治理，提高重点流域的水环境容量，改善水环境质量，从而达到怀

化市水污染防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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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障措施 

9.1 明确和落实各方责任 

9.1.1 精心组织 

成立怀化市水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市长任组长，分管环保的副市

长为副组长，市环境保护局、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财政局、市住建局、

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市水利局、市农委、市卫计委、市交通局、市农

业局、市城建投、市水务投等部门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市环保局，由市环保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负责本《方案》的组

织与实施。 

9.1.2 严格考核 

水污染防治工作已纳入全市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作为主要考核内容。水污染

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会同监察部门、绩效考核部门将定期、不定期对各单位水污

染防治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实行责任追究，对监督管理不力，工

作落实不到位或滥用职权，充当企业保护伞，导致已关闭企业死灰复燃或污染

物超标排放的，依据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对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的责任人，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9.1.3 强化管理 

怀化市各县市区政府是水污染防治项目的第一责任人，对建设工程质量

负首要责任。各县市区水污染防治治理项目建设过程中，工程设计施工和工

程监理通过公开招标选择施工技术力量强，信誉好的有相应资质的建筑公司

和监理公司进行。项目建设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参建单位工程质量领导责

任制和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以及项目建设工程质量行政领导责任制，项目建

设实行公开招标和合同管理制，施工实行监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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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资金保障 

落实规划项目建设资金，明确筹资比例，严格按照环保厅、财政厅文件

精神，将项目资金使用列入财政预算，设立水污染防治整治专项资金，所有

项目专项资金使用全部面向社会公开。 

提出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保障措施，包括各级地方政府投入，把实施整治

列入年度预算、各类涉水污染防治资金整合使用等。 

积极拓展资金渠道，逐步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并在

本级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水污染防治，重点支持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

护、水质改善及监测、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工作，加

大对重点区域和水源地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水污

染防治，并积极组织和引导群众，让农民希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意愿充分表达，

适时的开展大范围的环保宣传和评优活动，调动群众的参与环保的积极性，

参与到水污染防治项目的建设和实施中。 

9.3 法律保障 

在水污染防治整治区域建设过程中，不断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生态环境

管理、作业、建设服务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制

定本项目实施细则，完善有关奖惩措施，通过强化法制观念，严格执法，利

用法律手段维护本项目实施的严肃性。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首先，选择政

治业务素质高、责任心强的工作人员担任执法队伍领导；其次，不断对执法

队伍的成员进行有关的政策和业务培训，增强成员政治、业务素质，提高成

员的职业自豪感；第三，在执法内部，不断地总结经验，健全和完善内部的

监督管理制度；第四，执法队伍要不断学习有关的新政策和业务知识，提高

执法水平，完善执法手段；第五，加强外部执法队伍的约束，将执法队伍的

工作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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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政策保障 

结合有关的水污染防治政策及相关条例，并参照国内其它整治区域的先

进经验措施，提出具有一定针对性，适合于怀化地区水污染防治整治区域内

实际情况的政策保障措施。 

提出项目和资金全程监管措施，包括示范项目所在环保部门建立健全项

目督查考核制度，定期开展现场督查和调试工作，项目完成后及时开展考核

验收等，明确提出项目验收后 1 年，组织水污染防治整治项目环境成效评估

工作。 

9.5 公众参与 

9.5.1 依法公开环境信息 

综合考虑水环境质量及达标情况等因素，每年公布全市及 13 个县市区

水环境状况；对水环境状况差的县市区，经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在全市

范围给予通报批评，约谈主要负责人。 

国家及省里确定的重点排污单位应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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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污染防治设施的

建设和运行情况，主动接受监督； 

各县市区按规定发布工业集聚区环境友好指数、重点行业污染排放强

度、城市环境友好指数等信息。 

9.5.2 强化公众参与 

通过开展水污染防治，教育和引导公众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约束自

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将使公众逐步改变不适合环保要求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积极推行生态行为。通过制定公众参与的保障措施、鼓励政策，让公众了解

自己的环保权力，使公众逐步形成对农村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监督、生

产、资源开发与维护等各个环节的普遍关注与积极参与，提高公众在自然资

源开发、农业项目决策方面的参与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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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社会监督 

加大宣传、教育与培训力度，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水污染防治等环境

保护知识宣传，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充分发挥公众的

参与权和监督权，调动全民参与水污染防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加大示范引导和宣传发动，鼓励各种社会力量投入到水污染防治整治项

目中，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水污染防治治理项目，监督监管环

境成效评估。 

积极开展目标考核工作，加强政府和社会各层次的监督，对项目的建设

定期开展现场督察和调试工作，项目完成后及时上报省有关部门开展考核验

收评估工作。 

健全举报制度，充分发挥“12369”环保举报热线和网络平台作用。限期

办理群众举报投诉的环境问题，一经查实，可给予举报人奖励。通过公开听

证、网络征集等形式，充分听取公众对重大决策和建设项目的意见。积极推

行环境公益诉讼。 

9.5.4 构建全民行动格局。 

树立“节水洁水，人人有责”的行为准则。加强宣传教育，把水资源、水

环境保护和水情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高公众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

护客观规律的认识。依托中小学节水教育、水土保持教育、环境教育等社会

实践基地，开展环保社会实践活动。支持民间环保机构、志愿者开展工作。

倡导绿色消费新风尚，开展环保社区、学校、家庭等群众性创建活动，推动

节约用水，鼓励购买使用节水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 

 

附图 1 怀化市水系图 

附件 1  怀化市水污染防治项目与投资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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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怀化市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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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怀化市水污染防治项目与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地 项目业主 
建设性

质 

开工年

份 

竣工

年份 
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   

“十三

五” 计划

投资 

1 

新晃县县城饮用水

源保护区污染防治

项目 

怀化-

新晃 

新晃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平溪河县城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污染源进行污染整治，建设保护区范围

内村庄的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和处理设施 
4000 4000 

2 

洪江市 1000人以上

村镇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工程 

怀化-

洪江市 

洪江市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17 

对辖区 65处 1000人以上村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划定保护区，制定综合性保护

方案，设立明确的地理界碑和警示标志，开展水污染隐患的整顿和清除，加强

水源水质的日常监测和监管。 

3350 3350 

3 

芷江县蟒塘溪水

库、良好湖泊水库

综合治理（蟒电库

区和周边乡镇） 

怀化-

芷江 

芷江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完成库区周边乡镇环境综合整治、渔业规模养殖整治和库区畜禽养殖场整治、

农业污染源、库区上游工业污染遗留问题、村民生活污染治理、县城饮用水源

取水口整治、库区餐饮船（店）整治、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等。 

40000 40000 

4 

洪江市清江湖国家

水质较好湖泊生态

保护试点示范项目 

怀化-

洪江市 

洪江市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洪江市清江湖位于洪江市托口镇，水域面积 48.86平方千米，正常蓄水量 1.25

亿立方米。湖水水质良好，常年保持在地表水Ⅱ类标准以上，2011年被纳入国

家“十二五”水质较好湖泊保护规划。争取列入国家较好湖泊保护资金重点支

持项目，全面开展清江胡生态安全调查与评估，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流域污染

源治理，生态修复与保护，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 

30000 30000 

5 
通道县备用水源建

设工程 

怀化-

通道 

通道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17 在通道县城另一支流上游马家坝建设备用水源点，日取水量 5000吨 3000 3000 

6 
怀化市城区备用水

源建设项目 

怀化-

鹤城区 

怀化市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18 

在鹤城区石门乡大桥村舞水二级支流坨院溪流域建设年取水量 803万吨的怀化

市城东水厂取水工程，作为城区供水的补充应急水源。划定水源保护区，加强

保护措施。 

1200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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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怀化市太平溪流域

黑臭水体治理项目 

怀化-

鹤城区 

怀化市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18 

对太平溪流域约 14.8千米长城区段进行综合治理，改造两岸城市污水管网，建

设截污管道 30千米，将每日 2万吨污水提升送至全城污水处理厂处置；对河道

进行清淤疏浚等 

65000 65000 

8 

怀化市全国重点镇

污水处理厂建设项

目 

怀化市 
怀化市人

民政府 
新建 2017 2020 

对《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公布全国重点镇名单的通知》（建村[2014]107

号）中确定的怀化市 12个全国重点镇（鹤城区黄金坳镇，中方县泸阳镇，沅陵

县官庄镇，辰溪县黄溪口镇，溆浦县低庄镇，麻阳苗族自治县锦和镇，新晃侗

族自治县鱼市镇，芷江侗族自治县罗旧镇、碧涌镇，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甘棠

镇，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洪江市托口镇），建设 12座生活污水处理厂，每

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 1000吨，配套污水管网 60千米。 

36000 36000 

9 
怀化市沅江流域重

金属污染治理项目 
怀化市 

怀化市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拟对怀化市境内沅江、舞水河等河道进行废渣、尾砂清理、疏浚整治，重点抓

好舞水河怀化城区段、芷江段环境综合整治；对污染河流约 100㎞河道、50m³

含重金属渣泥进行清淤，并对淤泥进行无害化处理，启动沅辰溆涉砷镉地区重

金属污染综合防治，重点推进舞水河洪江市段、新晃段重金属污染防治，洪江

市沅水流域洪江市段雪峰金矿区综合治理 

100000 100000 

10 

怀化市城区饮用水

源保护区舞水河两

岸污染防治项目 

怀化—

鹤城区 

怀化市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饮用水源取水口区域方石坪、白岩村、凤坪村及水厂段 4公里范围实施保护

工程，建设截污管网收集农村生活污水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开展岸坡治理、

绿化并设置相应保护标识，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监察。 

8000 8000 

11 

沅陵县城区饮用水

源保护区污染防治

项目 

怀化-

沅陵 

沅陵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沅陵县县城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污染源进行污染整治，建设保护区范围

内村庄的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和处理设施 
3000 3000 

12 
辰溪县饮用水源安

全工程 

怀化-

辰溪 

辰溪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我县罗子山水库、毛垅冲水库等库区进行综合治理。（因该水库分别为黄溪

口镇、大水田乡集镇及周边村庄的集中式供水水源地，因找备用水源比较困难。

故需对这些库区进行综合整治，确保当地居民饮水安全。） 

2000 2000 

13 
靖州县饮用水源保

护区综合治理工程 

怀化-

靖州 

靖州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靖州县城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综合治理，蓝天制氧厂、制砂厂、木材加工厂搬迁，

居民搬迁或生活污水处理，生态保护，标识标牌建设，在线地表水自动监测站

建设，保护水源相关设施等。 

5800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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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方县县城饮用水

源保护区污染防治

项目 

怀化-

中方 

中方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舞水河县城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污染源进行污染整治，建设保护区范围

内村庄的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和处理设施 
2000 2000 

15 
洪江区饮用水源保

护区综合治理项目 

怀化- 

洪江区 

洪江区管

委会 
新建 2016 2020 

对饮用水源排污口进一步规范，饮用水源两岸生活废水、生活垃圾、畜禽养殖

进行统一处置新建污水管道 3公里 
5000 5000 

16 
洪江区备用水源建

设工程 

怀化-

洪江区 

洪江区管

委会 
新建 2016 2020 

洪江区茅头园村沅水二级支流公溪河流域建设年取水量 450万吨的洪江区公溪

河备用水源取水工程，作为洪江区供水的备用水源。划定水源保护区，加强饮

用水源保护。 

6000 6000 

17 
芷江县饮用水源保

护区综合治理项目 

怀化-

芷江 

芷江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饮用水源排污口进一步规范，饮用水源两岸生活废水、生活垃圾、畜禽养殖

进行统一处置新建污水管道 3公里 
3000 3000 

18 

鹤城区村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项

目 

怀化—

鹤城区 

鹤城区人

民政府 
新建 2015 2017 

对辖区 20处 1000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分保护区，配套保护及宣传设

施。治理环境污染和风险源。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监察。 
1000 1000 

19 

中方县村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项

目 

怀化—

中方 

中方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5 2017 

对辖区 27处 1000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分保护区，配套保护及宣传设

施。治理环境污染和风险源。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监察。 
1350 1350 

20 

会同县村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项

目 

怀化—

会同 

会同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5 2017 

对辖区 46处 1000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分保护区，配套保护及宣传设

施。治理环境污染和风险源。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监察。 
2300 2300 

21 

靖州县村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项

目 

怀化—

靖州 

靖州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5 2017 

对辖区 20处 1000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分保护区，配套保护及宣传设

施。治理环境污染和风险源。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监察。 
1000 1000 

22 

通道县村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项

目 

怀化—

通道 

通道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5 2017 

对辖区 20处 1000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分保护区，配套保护及宣传设

施。治理环境污染和风险源。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监察。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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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芷江县村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项

目 

怀化—

芷江 

芷江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5 2017 

对辖区 55处 1000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分保护区，配套保护及宣传设

施。治理环境污染和风险源。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监察。 
2750 2750 

24 

新晃县村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项

目 

怀化—

新晃 

新晃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5 2017 

对辖区 20处 1000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分保护区，配套保护及宣传设

施。治理环境污染和风险源。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监察。 
1000 1000 

25 

麻阳县村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项

目 

怀化—

麻阳 

麻阳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5 2017 

对辖区 22处 1000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分保护区，配套保护及宣传设

施。治理环境污染和风险源。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监察。 
1100 1100 

26 

沅陵县村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项

目 

怀化—

沅陵 

沅陵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5 2017 

对辖区 150处 1000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分保护区，配套保护及宣传设

施。治理环境污染和风险源。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监察。 
7500 7500 

27 

辰溪县村镇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项

目 

怀化—

辰溪 

辰溪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5 2017 

对辖区 60处 1000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分保护区，配套保护及宣传设

施。治理环境污染和风险源。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监察。 
3000 3000 

28 

新晃县姑召水库

（新晃县城备用水

源保护区）综合治

理工程 

怀化-

新晃 

新晃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完成库区周边乡镇环境综合整治、渔业规模养殖整治和库区畜禽养殖场整治、

农业污染源、村民生活污染治理、县城饮用水源取水口整治、库区生态环境保

护、保护区警示标示等 

6000 6000 

29 
新晃县西溪流域污

染防治项目 

怀化-

新晃 

县人民政

府 
新建 2016 2020 

对流经凉伞镇的西溪污染源进行污染整治，在凉伞集镇西溪上、下游各建一座

污水处理设施，凉伞集镇和冲首各建一个垃圾中转站，凳寨、冲首、坝堤、冲

场、寸口、大田等村实行畜禽养殖污染连片治理 

5000 5000 

30 
辰溪县张家湾流域

综合治理项目 

怀化-

辰溪 

辰溪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含重金属镉超标的张家湾溪水进行综合治理，治理范围：流域长度约 3公里，

流域宽度约 4米。（因该流域重金属镉超标，为彻底消除污染，改善当地环境

质量，确保当地居民生活生产安全，故有必要实施该项目。） 

160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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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会同县渠水河流域

会同段环境综合治

理 

怀化- 

会同 

会同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17 

主要对渠水河会同段的大康牧业、恒达纸业、金泉食品、惠杰纸业、天晟锰业

进行治理及流域内所辖乡镇的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畜禽养殖污染进行处

理。 

10000 10000 

32 

会同县巫水河流域

会同段环境综合治

理 

怀化- 

会同 

会同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17 

一是对流域内所辖乡镇的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畜禽养殖污染进行处理。

二是对水库富营养化的处理以及岸上污染源进行排查并治理,对 10公里范围内

的重大工业企业项目进行搬迁等 

5000 5000 

33 
麻阳县锦江河流域

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怀化-

麻阳 

麻阳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17 

锦江河河道清淤 520000m3，建表流湿地 3个，生态缓冲带 295015m2等综合治理

设施和建锦江河米沙至兰村桥监测应急系统 
30000 30000 

34 
麻阳县通溪环境污

染综合治理 

怀化-

麻阳 

麻阳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18 

对通溪河进行河道清淤、对工业和生活废水、垃圾、排污口等进行治理及通溪

河段两岸进行生态绿化。 
6000 6000 

35 

沅陵县与自治州沅

水酉水交界断面流

域区域饮用水安全

保护工程 

怀化-

沅陵 

沅陵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主要对流域内所辖乡镇的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畜禽养殖污染进行处理。 5000 5000 

36 

沅陵县兰溪河流域

水污染综合治理项

目 

怀化-

沅陵 

沅陵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沅陵县兰溪流域水污染进行综合整治。 6000 6000 

37 

溆浦县“一湖四大

库”生态环境保护

工程 

溆浦县 
溆浦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深子湖、金家洞水库、大溪口水库、五化坝水库、刘家冲水库以及其他 9座小

水库的生态环境保护 
700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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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溆水流域综合整治 溆浦县 
溆浦县人

民政府 

续建

 

 

2016 2020 

1、县域历史遗留煤矿污染治理工程：舒溶溪乡、小江口乡、椒板溪、天星堂、

均坪镇、洑水湾乡等历史遗留煤矿酸性矿井污水处理，特别是均坪镇来坡湾村

和洑水湾乡青江屯村煤矿矿渣、矿井“锈水”污染治理，新建废水处理系统七

套，废渣固话稳定及填埋场，河道清淤，生态修复等工程。该项目共需资金近

5300万元； 

2、溆水河道保洁工程，溆水河道及支流清理及配套设施，清理河道总长约 150

公里 

3、溆水干流治理工程，溆水重要河段治理工程包括 12个保护圈，3处岸坡整治，

其中具体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土堤 44.426km，新建防洪墙 5.16km，岸坡整治

10.693km，新建涵闸 31座 

70300 70300 

39 
工业园区污水集中

处理 

怀化-

溆浦县 

溆浦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红花园、江口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园区约 15家企业废水处理量约

为每日 5000 吨（两处） 
5000 5000 

40 

县城污水处理厂二

期工程与污水管网

配套工程 

怀化-

溆浦 

溆浦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泵站、污水池、管网铺设约 50公里，建设二期工程日处理污水两万吨，使县城

污水处理厂处理总能力达到 4万吨/日 
10000 10000 

41 

溆浦县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污染治理项

目 

溆浦县 
溆浦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130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猪场）污染治理工程，雨污分离设施、污水处理设

施、干粪堆放场、沼气池、废弃物综合利用工程。 
10000 10000 

42 
溆浦县农业面源污

染整治工程 
溆浦县 

溆浦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卢峰镇、水东镇、桥江镇、低庄镇、双井镇化肥农药面源治理，治理面积约 5

万亩主要用于农药化肥使用治理及生物杀虫技术推广 
25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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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湘维公司干法乙炔

洗涤水循环利用 
溆浦县 溆浦县 改建 2018  

采用沉淀、冷却技术，干法乙炔产生洗涤水通过封闭式沉淀池沉淀、冷却降温

后，全部回用于乙炔洗涤，实现零排放，并回收洗涤水中的乙炔气体，降低电

石消耗。处理量：200m3/h 

500 500 

44 

溆浦县仲夏乡工业

集中区综合治理二

期 

溆浦县 
溆浦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1）新修建 2000米长的雨水沟。（2）新建处理能力 50m3/h污水处理站一座。

（3）对现有应急池防治层脱落处进行修缮。 
1311.3 1311.3 

45 
谭家湾硅砂业污染

治理项目 
溆浦县 

溆浦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谭家湾镇福耀、民福、硅业化工、钰源等公司硅砂废水沉淀治理回收、将硅砂

的废渣制成硅砖 进行技改现有生产流水线，达到低能、高效、环保 
2000 2000 

46 
龙潭石材行业污染

治理 
溆浦县 

溆浦县人

民政府 
续建 2016 2020 龙潭片区 9家石材企业污染治理 10000 10000 

47 
溆浦县城镇黑臭水

体污染治理 
溆浦县 

溆浦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县城夏家溪溪流、其他重点城镇黑臭水体治理 7000 7000 

48 
溆浦县乡镇污水处

理站建设 
溆浦县 

溆浦县住

建局 
新建 2016 2019 

在水东镇、江口镇、低庄镇、观音阁镇、桥江镇、两丫坪镇、龙潭镇、双井镇、

北斗溪镇、思蒙镇、三江镇、统溪河镇、黄茅园镇及卢峰镇（仲夏站）等 25个

乡镇新建污水处理站 

15000 15000 

49 

会同县工业集中区

15000吨/日污水处

理工程项目 

怀化-

会同 

会同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16 

占地面积 50亩，建设日处理工业和生活污水量 15000吨污水处理厂和配套污水

管网系统。会同东星建材公司、润际硅业、怀化中钰硅业、会同八七青年林场、

会同会鸿新材料、湖南汇得利、湖南博嘉魔力、湖南会同科技创新基地、德森

板业、康奇瑞竹木鸿森木业等 10家企业排放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

5000t/d,COD2.48t/d,氨氮 0.13t/d。 

3000 3000 

50 
新晃前锋工业集中

区污水处理项目 

怀化-

新晃 

新晃工业

集中区管

委会 

新建 2016 2020 

新建污水处理工程，征地按远期（至 2030年）考虑共计约 10.3亩，土地按远

期 5000m3/d 规模建设，设备按近期（至 2020年）规模 2500m3/d安装，现入园

的 17家企业废水排放量为 799t/d  

90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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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洪江区工业园污水

处理厂二期工程项

目 

怀化-

洪江区 

洪江区工

业园 
扩建 2019 2020 

由一期处理规模 10000m3/d扩大两倍最终达到规模为 30000m3/d。（工业园现有

企业废水排放量为 150万吨/年） 
7000 7000 

52 
通道县污水处理厂

扩建及管网建设 

怀化-

通道 

通道县人

民政府 
扩建 2016 2020 

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建设，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10000吨/日，新建污水管网 30

公里，对老城区管网进行雨污分流改造 20公里，对已建管网、处理井等进行维

修。 

20000 20000 

53 
新晃县城市污水处

理厂二期工程 

怀化-

新晃 

新晃县人

民政府 
扩建 2016 2020 

新增 10000立方米/天的处理能力，新增建筑物单体有加药间 132.54平方米，

污泥脱水间 253.22平方米，高效滤池及接触消毒池 415.8平方米。 
4159.25 4159.25 

54 

会同县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二期工程项

目 

怀化-

会同 

会同县人

民政府 
扩建 2016 2017 

新增配套管网 23km，建设提升泵站 3座，使县城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达到

30000t/d 
6500 6500 

55 
怀化市城东污水处

理厂建设项目 

怀化-

鹤城区 

怀化市人

民政府 
新建 2015 2020 

服务范围区域面积共 2776.8公顷（约 41650 亩），包括怀化市城东组团、迎丰

组团污水排水分区三及杨村组团污水排水分区三区域，服务人口 20万人，规划

污水处理总规模 10万 m3/d，总占地约 7公顷，配套建设 23公里截污管网，建

设提升泵站 2座。此外，鹤城区工业集中区废水拟排入本污水处理厂，工程还

包括工业集中区 7公里污水管网建设 

18000 18000 

56 

怀化市河西污水处

理厂一期提质改造

工程 

怀化-

鹤城区 

怀化市经

开区管委

会 

扩建 2015 2016 

建设规模为日处理污水 2万吨，处理工艺采用改良型 A2/O氧化沟工艺，主要建

设内容有综合楼、仓库车库、二沉池、氧化沟、污泥脱水车间、鼓风机配电房、

细格栅旋流沉砂池、粗格砂提升泵站和紫外光消毒池等构筑物。 

5000 5000 

57 

怀化市全城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扩建工

程 

怀化-

鹤城区 

怀化市人

民政府 
扩建 2015 2016 新增配套管网约 20公里，建设提升泵站，新增日处理能力 5万吨。 15000 5000 

58 

沅陵县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二期工程项

目 

怀化-

沅陵 

沅陵县人

民政府 
扩建 2016 2017 

新增配套管网 30km，建设提升泵站 3座，使县城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达到

40000t/d 
7650 7650 

59 

沅陵县两新工业园

污水处理厂工程项

目 

怀化-

沅陵 

沅陵县人

民政府 
扩建 2017 2020 建设日处理工业和生活污水 15000m3/d污水处理厂和配套污水管网系统。 4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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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中方县工业集中区

15000吨/日污水处

理工程项目 

怀化-

中方 

中方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17 

占地面积约 40亩，建设日处理工业和生活污水量 15000吨污水处理厂和配套污

水管网系统。（泸阳镇生活污水产生约 3000吨/天，县工业园现有 15家企业产

生废水 8000 吨/天） 

3000 3000 

61 
中方县河西污水处

理厂 

怀化-

中方 

中方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17 

建设规模为日处理污水 1万吨，处理工艺采用改良型 A2/O氧化沟工艺，主要建

设内容有综合楼、仓库车库、二沉池、氧化沟、污泥脱水车间、鼓风机配电房、

细格栅旋流沉砂池、粗格砂提升泵站和紫外光消毒池等构筑物。 

3000 3000 

62 
中方县污水处理厂

提质改造项目 

怀化市

工业园 

怀化天源

污水处理

投资有限

公司 

改建 
2015

年 

2016

年 

对园区内工业废水进行综合处理，建设内容包括：前端新建水解酸化池，后端

新建高级氧化池、终沉池、污泥浓缩池等。 
1650 1650 

63 
怀化工业园南区污

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怀化市

工业园 

怀化市工

业园投资

开发有限

公司 

新建 2018 2020 
新建 1个南区污水处理厂及污泥能源化利用设施，处理规模 5万吨/日和配套 50

公里污水管网建设。 
10000 10000 

64 

洪江市第二污水处

理厂（安江）及配

套管网建设工程 

怀化-

洪江市 

洪江市安

江城镇建

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

司 

新建 2015 2017 

项目占地 46亩，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设计处理能力 2万吨/日（一期实施 1

万吨/日）的污水处理厂一座，敷设污水收集截留管网 31.1千米。其中主干管

网 8.858 千米，次干管管网 2.02千米，支管网 19.757千米，压力管网 0.48千

米。 

8600 6600 

65 
芷江县工业集中区

污水处理厂建设 

怀化-

芷江 

芷江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18 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建设及约 20Km管网建设，初期 2万吨/的规模 12000 12000 

66 
辰溪县工业集中区

污水处理项目 

怀化-

辰溪 

辰溪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17 

铺设 10km管网、新建日处理 10000吨的废水处理厂,对园区工业废水进行集中

处置。（根据水污染防治计划，到 2017年底前，工业集聚区应按规定建成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 

8000 8000 

67 

通道县工业集中区

10000吨/日污水处

理工程项目 

怀化-

通道 

通道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占地面积 50亩，建设日处理工业废水 10000吨污水处理厂和配套污水管网系统。

工业集中区现有企业 13家，年排放工业废水 300万吨。 
4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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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鹤城区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项目 

怀化-

鹤城区 

怀化市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辖区 10家养殖场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程，建设雨污分流、干粪池、尿液

收集处理池等污染处理设施。 
1000 1000 

69 
鹤城区有机肥生产

加工建设项目 

怀化-

鹤城区 

彭泽陪、陈

学峰等 
新建 2017 2018 

怀化市兴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民丰种猪养殖场、湖南芭颉生态农牧有限公司配

套建设有机肥生产加工项目 
1000 1000 

70 
中方县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项目 

怀化-

中方 

中方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全县 25家畜禽养殖企业进行污染综合治理，建设内容包括建设干清粪堆放场

2000m3、雨污分流设施、污水收集池 5000m3、沼气池 3750m3等粪污综合治理设

施等。 

1500 1500 

71 
洪江市规模养殖场

污染治理项目 

怀化-

洪江市 

洪江市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全市 23个规模养殖场建设雨污分流系统、干清粪、尿液收集池，以及粪便全

部综合利用，实现 COD、氨氮得到较大程度的削减 
1575 1575 

72 
洪江区规模养殖场

污染治理项目 

怀化-

洪江区 

洪江区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全区 15个规模养殖场建设雨污分流系统、干清粪、尿液收集池，以及粪便全

部综合利用，实现 COD、氨氮得到较大程度的削减 
1575 1575 

73 
沅陵县规模化畜禽

养殖粪污治理项目 

怀化-

沅陵 

沅陵县环

境保护局 
扩建 2016 2020 

对全县 48个规模养殖场建设雨污分流系统、干清粪、尿液收集池，以及粪便全

部综合利用，实现 COD、氨氮得到较大程度的削减 
2296 2296 

74 

辰溪县畜禽养殖污

染综合治理及养殖

场退出整治项目 

怀化-

辰溪 

辰溪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怀化凤华禽业有限公司、辰溪县云康养殖场、辰溪县隆兴生态农牧农民专业

合作社等 80家养猪场的粪污进行建设雨污分流系统、干清粪、尿液收集池，以

及粪便全部综合利用。同时，对辰溪县辰水、沅水及其他流域周边的 500米范

围内近 40家养殖场进行异地搬迁等综合治理。（因这些养殖场有的位于饮用水

源保护区范围内、有的离水域较近，为保护水源，故需对这些养殖场进行搬迁

并对遗留场址进行综合整治。） 

4000 4000 

75 
麻阳县畜禽养殖业

污染治理项目 

怀化-

麻阳 

麻阳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麻阳县尧里河流域内的 20家畜禽养殖业、程禾溪内的 10家畜禽养殖业、及

其它 17个规模养殖场进行综合治理，建雨污分流管网、干清粪设施和污水处理

池及病死猪安全卫生填埋设施 

3000 3000 

76 
芷江县规模养殖场

污染治理项目 

化-怀

芷江 

芷江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全县 80个规模养殖场建设雨污分流系统、干清粪、尿液收集池，以及粪便全

部综合利用，实现 COD、氨氮得到较大程度的削减 
1025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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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新晃县规模养殖场

污染治理项目 

怀化-

新晃 

新晃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全县 20个规模养殖场建设雨污分流系统、干清粪、尿液收集池，以及粪便全

部综合利用，实现 COD、氨氮得到较大程度的削减 
1500 1500 

78 
会同县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项目 

怀化-

会同 

会同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畜禽养殖企业进行综合治理，建设内容包括 12家规模以上养殖企业排污管道、

沼气池、干清粪堆放场、污水贮存池等。 
1200 1200 

79 
靖州县畜禽养殖综

合治理工程 

怀化-

靖州 

靖州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温氏集团养殖专业户及其他养殖场年出栏60万头生猪牛羊,修建清污分流24000

米、沼气池建设 72000立方、沼液沉淀池 100000立方、生物滤池 100000立方

等设施 

2000 2000 

80 
通道县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项目 

怀化-

通道 

通道县人

民政府 
新建 2016 2020 

对全县 12家畜禽养殖企业，2个养殖小区进行污染综合治理，建设排污管道

14000米、沼气池 16个（200m2沼气池）、干清粪堆放场 14个、污水贮存池 14

个等。新建 2个年产 10万吨有机肥加工厂 

2400 2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