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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自 古
以来，人们

逐水而居，与水相
亲相近，和谐共处。

宁海，地处东海之滨，北
濒象山港，南临三门湾，依

山傍水，溪流纵横，水资源总量
约 17.3 亿立方米，水质优良，得天

独厚的地理条件赋予了这片神奇而富
饶的土地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40年，我县城乡居民饮水
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离不开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带来的革新变化，也离不开历代水务人
兢兢业业的付出。40年来，我县水务事业取
得了飞跃式发展，从当初的日制水能力2500
吨到如今的日制水能力29万吨，从仅向

城关供水到城乡供水一体化，从
单一的制水、供水业务的水厂发

展到集制水供水、污水处理
业务于一体的水务集团。

● 记者 何莎莎 通讯员 王景芳

随着科学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口的
迅猛增长，生态环境面临着水、大气、光等
污染，如何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已成
为全球共同关心的话题。社会各界都高度重
视保护环境、改善生态工作，县委、县政府
从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出发，围绕创建国家
生态县的要求，大力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治
理行动。

从无到有 我县建成首座污水处理厂

为了切实改善、改变污水直排现象，
2003年，我县编制完成了《宁海县污水排放
总体规划》，将污水处理排放按污水流域范围
划分为三个片区，拟新建7座污水处理厂和配
套管网，计划投资7.4亿元。

2004年12月，我县首座污水处理厂——
城北污水处理厂一期（3万吨/日）建成投入
运行，开启了我县污水集中处理之门。2009
年，城北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建成并与一期
合并运营，城北污水处理厂日污水处理能力
提升至6万吨，服务覆盖范围主要为主城区。
2015年7月，城北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工程
项目（包括日处理能力为3万吨/日污水生化
处理设施和9万吨/日深度处理设施）投入试
运行，至此，城北污水处理厂日污水处理能
力提升到9万吨，排放标准均提标至一级A标
准，主要服务范围扩大到四个街道和大佳何
镇。同时，县水务集团大力开展污水管网改
造建设，城区污水处理率进一步提升。城北
污水处理厂运行近 14 年来，共处理污水
26362.2万吨，COD削减4.05万吨，截至今
年城区污水处理率达到89.3％，为我县的节能
减排工作和生态环境改善做出了贡献。2019
年，城北污水处理厂将实施清洁生产工程，
届时排放标准提升至地表四类水标准，生态
效益更加显著。

提质扩面 污水处理厂入驻乡镇

自城北污水处理厂建成运行后，有效缓
解了城区四个街道污水直排现象，生态环境
显著提升。2010年，我县将污水处理厂建设
的目光瞄向了其他乡镇，要求十二五期间新
建6座污水处理厂，实现全县70%乡镇建成污
水处理设施的目标。

随后，我县相继启动了深甽、长街、西
店三座污水处理厂及其配套管网建设。设计
污水处理覆盖范围为深甽、长街、西店3个
镇，由县水务集团负责建设并运行管理污水
处理厂。

2010年，西店污水处理厂开工建设，日
处理设计能力1.5万吨，是我县首个采用特许
经营权转让模式建设运行的污水处理厂，为
市政设施建设融资模式改革积累了不少经
验。2013年，深甽、长街、西店污水处理厂
先后建成并投入运行，日污水处理设计能力
达8.5万吨。之后，临港、宁东、城南污水处
理厂也采用特许经营模式陆续完成招标并开
工建设。2018年，宁东、临港、城南3座污
水处理厂也陆续投入试运行。

截至2018年8月，我县已建成投运7座
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日设计处理能力达到18
万吨（实际处理能力12.7万吨）。集中式污水
处理受纳范围覆盖14个乡镇街道建成区以及
120余个大网过处的沿线行政村，受益人口近
35万。

科技破难 着力提升污水处理能力

在逐步实现污水处理全覆盖后，污水处
理率得到大幅提升，我县对污水处理质量和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断拔高治污水标
杆。

2012年4月，我县城北污水处理厂配套
建成国内首个采用分级分相厌氧消化技术的
县级污泥处理处置厂，一期工程为75吨/日，
该技术可产生沼气发电，处置后的污泥堆置
后作为园林绿化土使用，实现了污泥无害
化、稳定化、减量化、资源化的目标。并荣
获国家863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城市污水
处理厂污泥处理与安全处置关键技术与设
备”重点项目、城市污泥分级分相厌氧消化
组合技术研发及工程示范课题示范工程。

2018年，我县城北污水处理厂再创全国
首个技术应用案例，成为国内首家采用厌氧
氨氧化生物脱氮技术的市政污水处理厂。该
项目占地面积约950平方米，总投资922.2万
元，总设计处理规模为560吨/日，主体已完
成，现正在进行工艺设备安装。建成后，该
技术可以有效控制总氮排放，计划11月中旬
投入试运行。

据了解，污水中的脱氮处理一直是国内外
污水处理行业的难题，目前常用的技术抛开投
资大、成本高不说，处理效果也不是非常理
想。城北污水处理厂脱氮工程选择的技术全称
为枭龙—安奇生物脱氮技术，通过在厌氧环境
下由厌氧氨氧化菌将氨氮氧化为氮气的生物反
应过程，达到降解污泥水中氨氮的作用，可以
让10吨容量的处理池发挥500吨容量的处理效
果，污水处理企业运行成本可以节约30%，去
除氨氮效果十分明显且稳定。

共享优质服务：保证居民用水安全共享生命之水：供水建设实现三级跳

供水管道建设

宁海城北污泥处理厂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民生之基。如何服务好
全县60多万人口的用水安全，成为了县水务集
团工作的重中之重。全体水务人始终牢记“服
务、安全、和谐”的企业宗旨，集中精力开展服务
提升工程。

化繁为简 精细化服务优民生

我县自来水最初实行的是总表制，一个楼道
或一排落地屋就装一个总表，各户分表每月轮流
抄收，结果导致分摊水费高、收缴水费难、用水纠
纷多，用户要求实施一户一表改造的呼声非常强
烈。

2002年下半年，我县率先在松竹新村和上
隍畈两个地块开展“一户一表”改造。居民们看
到，实行了“一户一表”的居民漏水少、麻烦少、水
压足、水质好，便纷纷要求安装。至此，一户一表
改造在大水网辐射区域内陆续铺开。面对这个
面大、量多、情况复杂、涉及面广的工程，水务集
团从可操作性、合理性和经济性反复比较，确定
了“嵌墙式”、“落地式”两种，对于改造区域实行
优惠政策，利用双休日开展现场办公，受到居民
的欢迎。据统计，截至2018年9月，全县总表数
达19.6万只，其中居民一户一表达18.3万户。

此外，另一个困扰居民的问题就是水费缴
纳。一直以来，许多用户对于当“现金搬运工”深
有感触，由于水电费缴纳时间相近，现金缴纳网
点数量少，集中时段造成严重拥堵，群众对排“长
龙”支付水电费等意见很大。为方便用户，县水
务集团不断升级改造营业收费系统，推出错时、
延时缴纳等服务，增设营业网点，到2008年底又
加入付费通系统，积极推广一卡通委托扣款业
务，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现如今，在“最多跑一
次”改革的引领下，缴纳水费还可以通过各大银
行的网银、支付宝进行实时操作，轻松做到了水
费缴纳“零次跑”。

同时，县水务集团开通了“24×7”不间断的
水务服务热线，组建了全天候专业抢修队伍、检
漏队伍，实现了“小漏不过夜，大漏连夜抢”的社
会服务承诺，全力打造水务服务品牌。

保质保量 让居民喝上放心水

人类健康的关键是水，水质决定体质，体质
决定健康与寿命。近年来，水务集团以“城乡共
享安全、优质水”为目标，大规模地开展了城乡供
水系统改造，让我县城乡群众受益，取得了令人
满意的效果。

据调查，宁海近郊农村从上世纪80年代开
始喝的是井水、河水、山塘水库水等，过去自筹铺
设的水管质量不达标、老化锈蚀并漏水严重，遇
到恶劣天气经常断水。21世纪初，个别村庄饮

用不洁井水还曾导致甲型副伤寒疫情和甲肝疫
情暴发。老城区因管网铺设服役期长，存在压力
不足等问题。

2002年，县水务集团启动老城区低压区域
改造，逐步淘汰水泥管，更新使用球墨铸铁管和
钢塑管等，对北大街、兴宁路、中大街等多条干道
扩大供水管道口径，疏通了“主动脉”，同步治理
老化的“毛细血管”。大水网覆盖的乡镇，采取了
政府拨一点、集体筹一点、村民出一点、供水企业
担一点的众筹模式，让优质水进村入户，全县超
50万群众同享优质水源和优质服务。

水质的好坏仅凭肉眼无法估量，还需依靠先
进的检测设备来判断。县水务集团在原有浊度
仪、分光光度计、培养箱等检测设备的基础上，陆
续增添气相色谱仪、放射性元素测定仪、原子吸
收仪等检测设备，增强对有机类、放射类、金属类
等物质的检测。出厂水质实行日检，管网水质实
行周检，全分析一季度一次，全城管网排污一年
二次以上，避免管道因使用时间长结垢，引起水
质二次污染。今年1-10月份，城乡5座水厂
106项全分析检测全部达标，出厂水水质合格率
达到100%，管网水合格率达到100%，均优于国
家规定标准，县水务集团还被省卫生厅授予“浙
江省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监督量化分级A级单
位”称号。

砥砺前行 致力打造智慧水务

高起点规划并实施智慧水务建设，利用“互
联网”+平台和物联网技术，提高设施智能化程
度，全面建设供水管网DMA分区定量漏损监控
管理系统和供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持续稳定地
降低供水管网漏损率，保障城乡居民正常用水。
启动水厂智能化改造升级工程，将水厂主要工艺
设备升级为智能控制单元，打通底层SCADA系
统联网瓶颈，实现6个水厂远程集中调控管理。
试点建设二次供水智能服务单元，运用多重门
禁、远程实时管理等途径，把小区二次供水多维
度无死角进行监控和管理，保障小区二次供水安
全。搭建智慧污水管理平台，以集约化、高效化
为目标，通过互联网实现实时调控和监测，确保
各污水处理设施平稳有序运转。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水，随
需而动、随物赋形，遵循发展规律，紧跟时代步
伐。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已迈入深水区，迎来攻坚
战。面对未来，勤劳智慧的宁海水务人将团结一
致、造福于民，以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开
启水务事业新篇章，为实现我县高质量发展、推
动“两高五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水务保障！

从喝井水、溪水到用上水库水，从喝不卫生
的水到喝上放水心，改革开放40年，我县供水实
现了“三级跳”。饮水思源，宁海群众真切地感
受到了城市供水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的巨大变
化。

一级跳 从井水到水厂

年纪稍长的人们都能清晰地记得，在老式
四合院的天井里，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接着一
口口的大水缸，厨房里也放着一口水缸，人们用
肩挑、桶提送水回家，一家老老少少的生活用水
全赖这些大大小小的水缸。如遇旱季，溪水断
流，水井见底，居民连基本的用水也无法得到保
障。

1975年，为解决居民的用水困难，县政府选
定在宁海西郊溪南桥侧，引大溪水，建设宁海第
一自来水厂。1978年，宁海第一自来水厂竣工
投产，建有配套的大口井、一泵房、无阀滤池、加
药间、清水池、二泵房、化验室等，并在跃龙山建
有480立方米蓄水池一处，日供水2500吨，水厂
采用的处理工艺为水力加速澄清池+无阀滤
池。后经1987年、1992年两次扩建和设备改造
升级，一水厂供水能力提升到2万吨/日。

县水务集团城南供水营业所营业科的科长
竺兆宾，1985年12月退伍后进入水厂成为了一
名机修工人，是水厂的第8位工人。回忆当年，
他告诉记者，当时因居民长期受原来用水模式
的影响，对自来水的好感度并不高，为此，上门
宣传也成了当时水厂员工工作的一部分。当时
实行的是总表制，一个楼道或一排落地屋就装
一个总表，各户分表每月轮流抄收。

二级跳 从水库水到饮水专管

随着城区面积的增大和用水量的增加，一
水厂逐渐无法满足城市生产生活的用水需求。
1993年，县政府决定在山河村东侧建设第二水
厂，日设计供水能力为5万吨/日，原水引自黄坛
水库。第二水厂主要处理工艺采用微絮凝过
滤，并于1995年底建成向城关供水，基本上解
决了城区8.2平方公里的用水问题。

而作为水源地的黄坛水库，总库容1830万
立方米，正常库容1150万立方米，是一座以防
洪、供水、灌溉为主，结合发电、养鱼等综合利用
的中型水库，水库水通过一条钢筋砼引水明渠
输送到第二水厂。

“明渠漏损严重且存在较多的不安全因素，
曾发生拖拉机陷入渠道漏油导致全城停水。”竺
兆宾说，为了确保供水安全，2002年底，我县铺
设了一条黄坛水库至二水厂的引水专管，全长

8.3公里，把原来易受污染的明渠引水改为全程
钢管全封闭引水，大大提高了输水的安全系数，
为二水厂生产提供了稳定的原水保障。

三级跳 从局部供水到城乡供水一体化

“80年代初，城市供水仅局限于老城关镇
内，供水人口仅2-3万人。2009年底，供水范围
包括了7个乡镇（街道），用水人口约34万人，初
步形成了科学合理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格局。”县
水务集团负责人袁顺生介绍说，自2006年县水
务集团成立以来，便以“民生水务，惠泽民生”为
服务理念，以“服务、安全、和谐”为企业宗旨，以
推进供水全城区、满覆盖为目标，着力提高城乡
居民生活质量。

十几年来，政府加大投入，先后建成了白溪
水库、西溪水库、力洋水库加高扩容工程等一批
水利民生工程，宁海自来水的原水在质和量上
都有了飞跃，为我县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夯实
了基础。

扩建后的二水厂，供水范围扩大到了城区
跃龙、桃源、梅林和桥头胡4个街道和强蛟、大佳
何、一市、越溪4个乡镇，梅桥片群众喝“咸水”已
成为历史。二水厂今年已与第三（黄坛）水厂联
网供水，形成环状供水管网体系，供水管网将进
一步延伸到黄坛等乡镇。同时，随着宁东、宁
北、长亭、宁西水厂的陆续建成投产，解决了力
洋、长街、西店、岔路、前童等乡镇及周边农村群
众的生活生产用水问题。十二五期间，我县供
水管网已延伸到17个乡镇（街道），各区域供水
实行了统一调度。十三五期间，区域智能联网
供水将逐步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将全面实现。

共享绿水青山：加快污水处理工程建设

老水厂照片（位于西门城楼处，已拆除）

供水管道焊接

城北污水处理厂

黄坛水库至城区水厂的全封闭引水专管

，，映照我县水务发展映照我县水务发展4040年年

从涓涓细流到万家清泉从涓涓细流到万家清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