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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海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 

（2021-2025 年） 

 

一、总则 
（一）规划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要

批示精神，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辽宁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

展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修工作的通知》（辽环综函

〔2020〕74 号）以及《大连市“百村示范、千村清洁”行动农村

污水治理专项方案（2019-2020 年）》（大农环治组发〔2019〕2
号）的要求，加快推进长海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提升

污水治理水平，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改善海岛农村生态环境

质量，提高广大农民的幸福感。长海县人民政府制定本规划。 
（二）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第二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7 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4 月 23 日第二次

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9 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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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 年修订）； 
《大连市环境保护条例》(2019 年修订)。 
2、规范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21/1627-2008）； 
《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GB4284-2018）;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 
《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1989）; 
《 城 市 污 水 再 生 利 用  景 观 环 境 用 水 水 质 》

（GB/T18921-2019）; 
《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污 泥 处 置  园 林 绿 化 用 泥 质 》

（GB/T23486-2009）；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51347-2019）；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4 年版）；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2009 年版）； 
《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24-2008）；  
《村庄整治技术规范》（GB50445-2008）； 
《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574-2010）； 
《村庄污水处理设施技术规程》（CJJ/T16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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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环发〔2013〕
130 号）；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规范编制工作

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403 号）； 
《县（市）域城乡污水统筹治理导则（试行）》（建村〔2014〕

6 号）； 
《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环

办土壤函〔2019〕756号）； 
《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DB213176-2019）； 
《东北地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指南》(试行)； 
《辽宁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指南》（试行）。 
3、政策文件 
《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通

知》（环发〔2010〕20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14〕25 号）； 
《环境保护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

三五”规划>的通知》（环水体〔2017〕18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方案>》(中办发〔2018〕5 号)；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 生态环境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水利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银保

监会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农发〔2019〕
14 号）； 

《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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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的通知》 （辽委办发〔2018〕67 号）； 

《大连市农委关于印发<大连市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及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大农发〔2017〕
530 号）； 

《大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年》（2017 年修订）； 
《关于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大政办发〔2016〕196 号）； 
《中共大连市委办公厅、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大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的通知》（大委办发〔2018〕54 号）；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推进“厕所革命”

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的通知》（大政办发〔2018〕134 号）； 
《大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大连市

2019 年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大农

环治组发〔2019〕1 号）； 
《大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大连市

“百村示范、千村清洁”行动专项方案>的通知》（大农环治组发

〔2019〕2 号）； 
《大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0

年）》； 
《长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海县 2017-2020 年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长政办发〔2017〕40 号）； 
《长海县城（大小长山一体化）总体规划（2013-2030）》。 
（三）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覆盖长海县 5 个镇，涉及 3 个社区，23 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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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村，并以建制村作为基本单元。包括大长山岛镇 7 个行政村、

小长山岛镇 6 个行政村、广鹿岛镇 5 个行政村、獐子岛镇 6 个行

政村（社区）、海洋岛镇 2 个行政村。涉农行政村（社区）占全

县行政村（社区）的 86.7%。规划范围图见附图 1。 
（四）规划时限 
本规划的基准年为 2020 年，部分数据采用 2019 年数据。规

划的时限为 2021-2025 年。 
（五）规划目标 
根据《大连市“百村示范、千村清洁”行动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专项方案（2019-2020 年）》（大农环治组发〔2019〕2 号）

的要求： 
至 2025 年，基本实现镇建成区及中心村、其他行政村楼房

聚集区的农户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已开展美丽示范创建

的行政村要加强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有效衔接，同步推进；实

施污水处理设施或污水集中收集管网建设的，其污水收集处理率

达到 60%以上。此外，要加快推进中小学校、幼儿园非卫生厕所

的集中改造。长海县涉农区域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农

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二、 区域概况 
（一）自然环境概况 
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海岛县、全国唯一海岛边境县。位于

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全县由 252 个岛礁组成，统称长山

群岛。陆地面积 119km2，海域面积 10324 km2，海岸线长 359km。

长海县属于长白山山脉的延伸部分，主要地貌特征为丘陵、海蚀

地貌和海积地貌。长海县位于中纬度地带，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

性气候。多年平均降水量 616.6mm。长海县淡水资源短缺，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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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仅有季节性溪流，境内有水库 3 座，总容量 183.4 万立方米。 
（二）社会经济概况 
长海县下辖大长山岛镇、小长山岛镇、广鹿岛镇、獐子岛镇

和海洋岛镇 5 个镇。主导产业为海水增养殖业、海洋捕捞业、水

产品加工业和海岛旅游业。2019 年，长海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5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增长 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 亿

元，增长 2.5%；固定资产投资 3.6 亿元，下降 42%；引进省外

实际到位资金 2.1 亿元，增长 5%；外贸出口 7000 万元，下降 2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 亿元，增长 7%；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000 元，增长 5.5%。 

（三）生态环境保护状况 
长海县地区生态环境状况为优。有省级自然保护区 1 处，为

大连长海海洋珍贵生物自然保护区；有市级自然保护区 1 处，为

大连长山列岛珍贵海洋生物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 1 处，

为长山群岛国家海岛森林公园。海洋岛渔场为我国著名四大渔场

之一，岛上其他生物资源也非常多样，有各种植物 810 余种，有

各种野生动物 58 余种。 
（四）农村发展状况 
1、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长山群岛的主导包括海水增养殖业、海洋捕捞业、水产品加

工业和海岛旅游业。按调整后口径计算，2019 年全年完成水产

品产量 54.7 万吨，增长 2.4%；渔业产值 68.5 亿元，增长 6%；

全年上岛游客 134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6.1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0.7%和 7%。 

2、美丽示范村建设情况 
为提升环境整治的标准和质量，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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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目标的实现，根据《辽宁省“千村美丽、万村整洁行动实施

方案（2019-2020 年）》（辽委办发〔2019〕16 号）”要求，确

定长海县 2020 年 5 个行政村为大连市“美丽示范村”，分别为：

大长山岛镇塞里村、小长山岛镇回龙村、广鹿岛镇瓜皮村、獐子

岛镇东獐子社区、海洋岛镇西帮村。 
三、污染源分析 
（一）用水及排水体系 
1、用水情况 
长海县淡水资源短缺，供水水源包括地表水、地下水、海水

淡化、集雨工程四部分。 
（1）大长山岛镇 
大长山岛镇内有 1 座水库，即小龙口水库，规模为小（II）

型水库，集雨面积 2.07 平方公里，总库容为 56.3 万立方米。目

前水库为备用水源，大长山岛镇由岛外引水工程供水。 
（2）小长山岛镇 
除蚆蛸岛、乌蟒岛两个小岛村，大岛四个村都实施了跨海引

水工程。岛外饮水工程由大沙河水源厂至小长山的跨海引水，具

体路由为：大沙河水源厂——经广鹿岛——瓜皮岛——哈仙岛—

—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塞里岛。 
（3）广鹿岛镇 
广鹿岛镇内有 1 座水库，为山里水库，位于南山里老铁山脚

下，规模为小（II）型水库，总库容为 68 万立方米。岛外饮水

工程由大沙河水源厂经跨海输水管线，至广鹿岛供水。 
（4）獐子岛镇 
獐子岛镇现有 1 座水库，即前马牙滩水库，规模为小（II）

型水库，此外还依靠海水淡化工程补充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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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洋岛镇 
海洋岛镇内有供生活用水水塘 8 个。管网供水主要集中在镇

区，其它区域以分散井水为主。海洋岛部队用水采用大口井，自

行解决了用水问题。 
2、排水情况 
目前长海县涉农地区除小长山岛镇的英杰村、复兴村、乌蟒

村、巴蛸村；广鹿岛镇的沙尖村；獐子岛镇的褡裢村、东獐子社

区、西獐子社区 8 个行政村（社区）以外，其他镇各行政村均已

修建污水排水管网。此外，除有小部分村屯由于地势、位置等原

因无法修建支管网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外，其他村屯已达到应收尽

收。 
3、农户改厕普及情况 
按照《大连市推进“厕所革命”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大连市 2019 年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大

连市“百村示范、千村清洁”行动农村“厕所革命”专项方案

（2019-2020 年）》要求，截至 2019 年底，长海县共完成无害化

卫生旱厕建设 7188 座，其中，大长山岛镇 1005 座、小长山岛镇

560 座、广鹿岛镇 550 座、獐子岛镇 3508 座以及海洋岛镇 1565
座。 

4、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现状 
目前，长海县涉农地区共建有 32 座污水处理厂（站），其

中 22 座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6 座污水处理站间歇性运行，4 座

污水处理站停运。具体见附表 1 和附图 2。其中： 
正常运行的污水处理厂（站）22 座，分别为：大长山岛镇

杨家村污水处理站、大长山岛镇塞里村污水处理站、大长山岛镇

城岭村污水处理站、大长山岛镇哈仙村污水处理站、大长山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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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泡子村污水处理站、大长山岛镇三官庙村污水处理厂、大长山

岛镇小盐场村污水站（东炉）、小长山岛镇回龙村污水处理厂、

小长山岛镇房身村污水处理厂、长海三中污水处理站（广鹿岛

镇）、广鹿卫生院污水处理站、广鹿岛镇中心小学污水处理站、

广鹿岛镇柳条村西崖污水处理站、宏志小区 1 号污水处理站、宏

志小区 2 号污水处理站、宏志小区 3 号污水处理站、景山小区 1
号污水处理站、景山小区 2 号污水处理站、文体、便民服务中心

污水处理站、海昌项目回迁小区污水处理站、獐子岛镇中心污水

处理厂、海洋岛镇中心区污水处理厂。 
间歇性运行的污水处理厂（站）6 座，分别为广鹿岛镇格仙

村污水处理站、广鹿岛镇瓜皮村污水处理站、广鹿岛镇塘洼村污

水处理站、獐子岛镇客运站污水处理站、獐子岛镇大耗村污水处

理站、獐子岛镇小耗村污水处理站。 
停运的污水处理站 4 座，分别为大长山岛镇小盐场村污水站

（庙底）、广鹿岛镇柳条村新村污水处理站、獐子岛镇里墙污水

处理站、獐子岛镇明珠污水处理站。 
（二）已有污水处理设施行政村情况 
1、镇中心村污水处理现状 
长海县 5 个镇的 6 个中心村均已建污水收集设施，污水已收

集处理。具体见附表 2。 
2、已建居民小区污水处理现状 
根据统计，长海县目前农村分布有 24 个小区，其 4 个镇 22

个小区已经污水管网收集送至相应污水处理厂（站）治理，尚有

2 个小区目前处于直接外排的情况。具体情况见附表 3。其中： 
小长山岛镇有 6 个小区，约 1790 户居民，分别经污水管网

由回龙污水处理厂和房身污水处理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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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镇有 7 个小区，其中 5 个小区位于沙包社区，约 732
户居民，经污水管网由獐子岛镇中心污水处理厂；2 个小区，约

157 户居民，分别位于大耗村和小耗村，经污水管网分别由獐子

岛镇大耗村污水处理站和獐子岛镇小耗村污水处理站处理。由于

大耗村和小耗村村民外出务工较多，小区人口随季节发生变化，

污水处理站间歇性运行。 
海洋岛镇有 5 个小区，约 261 户居民，经污水管网由海洋岛

镇中心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广鹿岛镇有 5 个小区，其中 3 个小区，约 800 户居民，由小

区自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另有 2 个小区，分别是金海小区、新

村小区，约 244 户居民，目前尚未收集处理，直接排放至黄海北

部。 
3、已有污水处理设施行政村情况 
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已覆盖 5 个镇 18 个行政村，占长海县涉

农行政村总数的 69.2%。具体见附表 4 及附图 3。其中： 
有 10 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已处理。分别为：大长山岛镇（7

个行政村）杨家村、小泡子村、三官庙村、小盐场村、城岭村、

塞里村、哈仙村；小长山岛镇（2 个行政村）回龙村、房身村；

獐子岛镇（1 个社区）沙包社区。 
有 3 个行政村生活污水为部分处理。由于部分自然村屯由于

地势、位置等原因，虽然村内建有污水处理设施，但暂时未修建

管网，污水部分存在未收集处理而直接排放的情况，分别为：广

鹿岛镇（1 个行政村）柳条村；海洋岛镇（2 个行政村）西帮村

和盐场村。 
有 6 个行政村的污水为间歇性处理。由于部分行政村人口流

动性较大，污水处理厂因对污水量的运行条件限制，处于间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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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状态。在污水处理站停运期间，污水排入化粪池和下水井，

采取定期抽运方式外运处理，其生活污水也可以得到完全收集。

包括：广鹿岛镇（3 个行政村）塘洼村、瓜皮村和格仙村；獐子

岛镇（1 个社区和 2 个行政村）沙包社区（客运站）、大耗村和

小耗村。 
有 3 个镇 8 个行政村（社区）生活污水未处理，处于随意排

放，包括：小长山岛镇（4 个行政村）英杰村、复兴村、乌蟒村、

巴蛸村；广鹿岛镇（1 个行政村）沙尖村；獐子岛镇（2 个社区

和 1 个行政村）东獐子社区、西獐子社区和褡裢村。 
（三）污染负荷量预测 
1、人口聚集区预测 
根据目前长海县涉农区域现状人口的分布情况，结合已建成

小区的位置、各镇中心村的位置及长海县美丽示范村的规划，预

测长海县 5 个岛镇人口聚集较集中的行政村共 13 个，分别为：

大长山岛镇（3 个行政村）杨家村、城岭村和塞里村；小长山岛

镇（2 个行政村）回龙村和房身村；广鹿岛镇（2 个行政村）柳

条村和瓜皮村；獐子岛镇（2 个社区和 2 个行政村）沙包社区、

东獐子社区、大耗村和小耗村；海洋岛镇（2 个行政村）西帮村

和盐场村。具体分布情况见附表 5 和附图 4。 
2、用水及排水量预测 
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47-2019）

中给出农村地区生活用水排水量及排放系数，综合考长海县涉农

地区供水方式、经济发展水平、生活习惯、卫生设施水平、季节

等因素，对长海县涉农地区农村生活用水排放量进行预测，到

2025 年，长海县涉农地区规划用水量为 0.66 万吨/天，污水排放

约 0.53 万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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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人口分布不均导致污水收集难度大 
长海县作为东北地区唯一海岛县，区域内人口分布不均匀，

主要集中在小长山岛镇回龙村、獐子岛镇的沙包社区、广鹿岛镇

的柳条村等区域。虽然大部分人口聚集区已经实现了污水收集处

理，但由于部分区域地形起伏变化较大，实际污水管网并网建设

难度大，因此仍存在部分行政村生活污水未收集处理而直接排放

的情况，如广鹿岛镇柳条村、海洋岛镇西帮村和盐场村。此外，

大部分自然屯仍分布非常分散，主要在各岛屿沿海岸线分布，人

口少，污水量小，污水收集非常困难。 
2、旅游业发展造成污水量波动变化大 

   长海县是中国个群岛型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和世界著名的海

岛旅游目的地，每年在6~9月期间流动人口超过百万。旅游季节，

游客在观光、住宿、就餐、洗浴等活动中产生大量的生活污水，

大部分酒店业能够做到污水排入管网由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而

部分农家乐等民宿因其分布分散，存在污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的

现象。此外，由于旅游高峰期流动人口多，现有的污水处理站的

污水处理能力无法满足实际污水处理量的需要，存在污水部分处

理、部分直接外排的现象。 
3、部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间歇性运行维护难度大 

    目前，广鹿岛镇的格仙村污水处理站、瓜皮村污水处理站、

塘洼村污水处理站，獐子岛镇的客运站污水处理站、大耗村污水

处理站、小耗村污水处理站这6座污水处理站因人口流动性较大，

污水产生量不稳定而间歇性运行。当设备闲置期间，载体上的微

生物群体活性会大幅度下降甚至失效。目前这些间歇性运行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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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站普遍存在设备维护管理不及时、不到位的现象，导致在

间歇性运行期间，出水水质无法稳定达标。 
4、部分人口聚集区仍存在污水直排现象 
目前，作为人口聚集区的广鹿岛镇柳条村（中心村）仍有2

个小区由于区域缺少污水管网，仍存在污水未处理直接外排的现

象，分别为金海小区和新村小区，涉及244户居民。此外，獐子

岛镇的东獐子社区（美丽乡村）无污水处理设施，污水直接外排。 
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一）合理选择技术模式 

1、治理方式选择原则 
（1）具备条件的地区，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服务

向有条件的农村区域延伸，优先将人口相对聚集或定位为发展旅

游业的村屯（或自然村屯）居民生活污水优先接入城镇污水管网，

由城镇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无法接入的区域，应独立建设小型

污水治理设施，实现污水应收尽收。 
（2）位置偏远、居住分散、人口较少、污水产生量较少或

地形地貌复杂的村庄，可采取生活污水分散处理方式，以卫生厕

所改造为重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杜绝化粪池出水直排基

础上，就地就近实现资源化利用。 
2、规划行政村处理模式 
（1）人口聚集区 
规划到2020年底前，完成獐子岛镇东獐子社区（美丽示范村）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作，实现污水收集处理。 
规划到2025年底前，完成目前生活污水部分处理的行政村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及升级改造工作，涉及大长山岛镇的城岭村、广



— 14 —   

鹿岛镇的柳条村和海洋岛镇盐场村、西帮村4个人口聚集区。进

一步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做到应收尽收。 
（2）其他需处理的行政村 
根据各镇总体发展的需要，未来发展旅游业的业的行政村也

应该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根据《大连市长海县獐子岛镇总体

规划（2018-2030年）》规划在獐子岛镇的西獐子社区大道沟建

设旅游度假区，因此，獐子岛镇的西獐子社区应建设污水处理设

施，以满足区域发展的污水处理需要。 
（3）分散处理的行政村 
除上述行政村外，小长山岛镇的英杰村、复兴村、乌蟒村、

巴蛸村，广鹿岛镇的沙尖村，獐子岛镇的褡裢村等6个行政村，

以及尚未纳入污水处理站处理的自然村屯，可选择分散式污水处

理方法，结合农村改厕，粪污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实现粪污无害

化、资源化利用。 
长海县涉农地区各行政村规划污水处理模式选择具体见附

表6和附图5。 
（二）污水处理系统规划布局 
1、设施布局原则 
（1）新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选址，应符合自然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环境敏感区的有关规定；符合国家和地

方关于用地、用电、防洪、防雷、防灾等方面的要求；位于地震、

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多年冻土以及其他特殊地区的，应符合相

关标准规定； 
（2）已建设施符合选址要求并能够正常运行的，应统筹考

虑并充分利用，避免设施重复建设； 
（3）对不能正常运行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应根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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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修缮维护。 
2、设施建设规划 
（1）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厂（站）建设规划 
①新建污水处理厂（站）建设项目 
规划到 2020 年底前，完成 2 个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分别

是广鹿岛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獐子岛镇污水处理

系统集中整治项目(大道沟屯)。其中广鹿岛镇污水处理厂运行

后，停用长海三中、卫生院、中心小学、景山小区 1、2 号、宏

志小区 1、2、3 号、便民中心、海昌回迁小区、柳条村西崖共

计 11 个污水处理站。 
规划到 2025 年底前，完成 2 个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分别

是海洋岛镇盐场村大滩屯污水处理站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海洋

岛镇西帮村污水处理站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②升级改造现有污水处理厂（站）建设工程 
规划到 2020 年底前，完成 3 个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项目，

即大长山岛镇杨家村污水处理站改建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大长

山岛镇小盐场村污水站（庙底）改建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大长

山岛镇三官庙村污水处理厂改建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规划到2025年底前，完成4个污水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为

大长山岛镇城岭村污水处理站改建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大长山

岛镇小泡子村污水处理站改建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大长山岛镇

小盐场村污水处理站（东炉）改建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大长山

岛镇塞里村污水处理站改建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2）污水处理站整改规划 
对于已建成但不能有效运转的污水处理站要逐一查明原因，

制定整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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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到 2022 年，间歇性运行的广鹿岛镇格仙村污水处理站、

广鹿岛镇瓜皮村污水处理站、广鹿岛镇塘洼村污水处理站、獐子

岛镇客运站污水处理站、獐子岛镇大耗村污水处理站、獐子岛镇

小耗村污水处理站等 6 座农村污水处理站，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修缮维护。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在启动运行之前需对污水处理

设施进行全面维护和修缮，及时更换生物填料或生物膜，保持良

好的生物活性；当设施停运时，可采取异地维护的方式，将生物

填料或生物膜取出，就近送至正在运行的相同处理工艺的污水处

理厂进行保存。 
到 2025 年前，要完成广鹿岛镇柳条村新村污水处理站的整

改工作，确保该污水处理站能有效运转。 
（3）美丽示范村配套设施建设规划 
加强美丽示范村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因地制宜，分类施

治，适度超前，统筹考虑分散处理、就近处理或集中处理等方式，

推广农村污水处理技术，按照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污水治理方

式。在开展美丽示范村建设的同时，配套建设美丽示范村的农村

污水处理设施。规划到 2020 年底前，要完成獐子岛镇东獐子社

区 2 座污水处理厂建设，分别为：獐子岛镇污水处理系统集中整

治项目（南滩屯）、獐子岛镇污水处理系统集中整治项目（二大

滩屯）。 
（4）分散处理项目规划 
对居住分散且无法集中收集处理的行政村采取分散处理的

方式，共涉及 3 个镇 6 个行政村，分别为小长山岛镇的英杰村、

复兴村、乌蟒村、巴蛸村，广鹿岛镇的沙尖村，獐子岛镇的褡裢

村。鼓励、扶持村民以家庭为单位建设管道连接沉淀池的排水系

统。彻底杜绝生活污水自由排放，污染村庄环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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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小学校、幼儿园非卫生厕所集中改造规划 
中小学校改厕。基于学校现有条件及周边市政设施状况，采

取非卫生厕改水厕或非卫生厕改水冲式卫生厕所两种方式。市政

排污管网设施齐全的地区，全部改为水冲式厕所；无市政排污管

网、不具备改水厕条件的学校，采用建设节水型水冲式三格化粪

池厕所的形式，改建为水冲式卫生厕所，并按标准配置相应设施。

具体改造形式主要包括独立式、附建式（楼侧、楼后接建）、楼

内改造式等。 
幼儿园改厕。幼儿园与中小学校共用厕所的，不再单独新建、

改造；独立使用厕所且在园幼儿 100 人以上的幼儿园按照中小学

校改厕的方式实施；独立使用厕所且在园幼儿 100 人以下的幼儿

园参照《大连市 2019 年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的户厕改造方式改为水厕或水冲式卫生厕所，用地、给排水确有

困难的可改造为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面积按照蹲位设置要求确

定。 
（三）污水收集系统规划 
1、污水收集系统建设原则 
（1）对可纳入城镇污水收集管网、具备条件的村庄，优先

考虑将村庄生活污水纳入城镇污水收集管网，与附近的市政管网

并接，由污水厂进行统一处理，提高长海县农村污水收集范围及

处理率。 
（2）规划建设美丽示范村或者发展定位为旅游开发的村庄，

优先采取建设污水收集管网，与附近市政管网并接的方式处理集

中排放的生活污水；对于由于地理区位、地形地势等原因不能纳

入市政管网的村庄，应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同期建设配套雨污

分流收集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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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筹“厕所革命”与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同步实施。

推行“厕所分户改造、污水集中收集”与单户粪污分散处理相结合

的方式。对居住相对分散，生活污水难以统一收集的村庄，应积

极推进“厕所革命”，鼓励开展水冲厕改造，并开展后续的污水收

集治理工作；对居住分散，且不具备水冲厕改造条件的村庄，生

活污水量少且不易收集的，应鼓励农户将生活污水综合利用。 
（4）优先采用顺坡就势等建设成本低、施工速度快的管道

布设方式。结合村庄规划、地形标高、排水流向，按照接管短、

埋深合理、尽可能利用重力自流的原则布置污水管网。对不能利

用重力自流排水的地区，根据服务范围和处理设施位置提升设施

的位置。污水管一般沿道路铺设，管位在车行道下，与道路中心

线平行。 
2、污水收集系统规划 
（1）新建农村污水处理厂（站）配套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规划到 2020 年底前，要完成广鹿岛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

网建设工程、獐子岛镇污水处理系统集中整治项目（大道沟屯）

配套管网建设工程、獐子岛镇污水处理系统集中整治项目（南滩

屯）配套管网建设工程、獐子岛镇污水处理系统集中整治项目（二

大滩屯）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规划到 2025 年年底前，要完成海洋岛镇盐场村大滩屯污水

处理站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海洋岛镇西帮村污水处理站及配套

管网建设工程。 
（2）已有农村污水处理厂（站）升级改造配套污水管网建

设项目 
规划到 2020 年底前，要完成大长山岛镇杨家村污水处理站

改建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大长山岛镇小盐场村污水站（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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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大长山岛镇三官庙村污水处理厂改建

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规划到 2025 年底前，要完成大长山岛镇城岭村污水处理站

改建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大长山岛镇小泡子村污水处理站改建及

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大长山岛镇小盐场村污水处理站（东炉）改

建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大长山岛镇塞里村污水处理站改建及配

套管网建设工程。 
（四）污水处理技术工艺选择 
1、污水处理技术工艺选择原则 
尽量采用低成本、低能耗、易维护、高效率的污水处理技术；

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无动力或微动力处理工艺；农家乐、农家

院等农村餐饮服务点、民宿等需配备隔油池，对污水进行预处理；

厕所粪污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可通过堆肥等方式，就地就近用于

农田灌溉等资源化利用。 
2、推荐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工艺 
（1）化粪池 
化粪池是一种利用沉淀和厌氧微生物发酵的原理，以去除粪

便污水或其他生活污水中悬浮物、有机物和病原微生物为主要目

的的小型污水初级处理构筑物。 
优点：化粪池具有结构简单、易施工、造价低、维护管理简

便、无能耗、运行费用省、卫生效果好等优点。 
不足：沉积污泥多，需定期进行清理；沼气回收率低，综合

效益不高；化粪池处理效果有限，出水水质差，一般不能直接排

放水体，需经后续好氧生物处理单元或生态技术单元进一步处

理。 
适用范围：可广泛应用于东北地区农村生活污水的初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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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特别适用于生态卫生厕所的粪便与尿液的预处理。 
（2）生物接触氧化法 
生物接触氧化池是生物膜法的一种。其特征是池体内填充填

料，污水浸没全部填料，通过曝气充氧，使氧气、污水和填料三

相充分接触，填料上附着生长的微生物可有效地去除污水中的悬

浮物、有机物、氨氮、总氮等污染物。 

优点：结构简单，占地面积小；污泥产量少，无污泥回流，

无污泥膨胀；生物膜内微生物量稳定，生物相丰富，对水质、水

量波动的适应性强；操作简便、较活性污泥法的动力消耗少，对

污染物去除效果好。 
不足：加入生物填料导致建设费用增高；可调控性差；对磷

的处理效果较差，对总磷指标要求较高的农村地区应配套建设出

水的深度除磷设施。 
适用范围：适合东北地区农村单户、多户或村落污水处理，

但东北地区冬季寒冷，生物接触氧化池应建在室内或地下，并采

取一定的保温措施以保证冬季运行效果。 
（3）厌氧生物膜法 
厌氧生物膜池是通过在厌氧池内填充生物填料强化厌氧处

理效果的一种厌氧生物膜技术。污水中大分子有机物在厌氧池中

被分解为小分子有机物，能有效降低后续处理单元的有机污染负

荷，有利于提高污染物的去除效果。正常运行时，厌氧生物膜池

对 COD 和 SS 的去除效果可达到 40%~60%。 
优点：投资省、施工简单、无动力运行、维护简便；池体可

埋于地下，其上方可覆土种植植物，美化环境。 
不足：对氮磷基本无去除效果，出水水质较差，须接后续处

理单元进一步处理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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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可广泛应用于东北地区各区域污水经化粪池处理

后，人工湿地或土地渗滤处理前的处理单元。 
（4）膜生物反应器（MBR）   
膜生物反应器（MBR）是膜分离技术和生物技术的有机结

合。用超滤膜或微滤膜分离技术取代传统活性污泥法的地沉池和

常规过滤单元，使水力停留时间（HRT）和泥龄（STR）完全分

离。其高效的固液分离能力使出水水质良好，悬浮物和浊度接近

于零，并可截留粪大肠菌等生物性污染物。 
优点：一体式膜-生物反应器运行能耗低、占地面积省的特

点。该技术通过膜组件的高效分离作用，大大提高了泥水分离效

率，并且由于曝气池中活性污泥浓度的增大和污泥中特效菌的出

现，提高了生化反应速率。同时，该工艺能大大减少剩余污泥的

产量。 
（5）组合式地埋曝气处理工艺 
优点：可以为微生物提供厌氧、兼氧、好氧等不同的环境，

出水可以达到一定的标准。 
不足：该装置结构复杂，维护困难且出水不够稳定。 
（6）组合式地埋无动力处理工艺 
优点：可以为微生物提供厌氧、兼氧、好氧等不同的环境，

运行费用较低。 
不足：由于是自然通风，供氧不足，出水难以达到比较高的

标准且该装置结构复杂，维护困难。 
（7）生物转盘 
生物转盘是一种生物膜法污水处理技术，是在生物滤池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亦称为浸没式生物滤池。 
优点：该工艺具有系统设计灵活、安装便捷、操作简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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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可靠、操作和运行费用低等优点；不需要曝气，也无需污泥回

流，节约能源，同时在较短的接触时间就可得到较高的净化效果。 
不足：制作盘片的材料价格较高，使生物转盘的建造费用高；

由于盘片材料的限制，使转盘的直径还不宜做得太大；当水量较

大时，将需要很多盘片，并且转盘水深较浅占地面积相对较大。 
适用范围：适宜处理水量较小的有机污水。 
（8）活性污泥法 
活性污泥法是在人工充氧条件下，对污水和各种微生物群体

进行连续混合培养，形成活性污泥。利用活性污泥的生物凝聚、

吸附和氧化作用，以分解去除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然后使污泥

与水分离，大部分污泥再回流到曝气池，多余部分则排出活性污

泥系统。 
优点：具有净化效率高、出水水质好、污泥沉降性好、不易

发生污泥膨胀等优点。 
不足：曝气池容积大、占地多、基建费用高；抗冲击负荷能

力差，处理效果易受水质、水量变化的影响；供氧与需氧不平衡。 
（五）设施出水排放标准 
1、污染物排放标准 
（1）涉农镇污水排放标准 
根据《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21/1627-2008）》中规

定，省辖市郊区、县级（含县级市）城镇污水处理厂及其所属的

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区）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中一级标准的 A 标准。 
（2）农村污水排放标准 
规模小于 500 立方米/天（不含 500 立方米/天）的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要执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A1%E6%B0%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B7%E5%90%88%E5%9F%B9%E5%85%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7%E5%8C%96%E4%BD%9C%E7%94%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B%9D%E6%B0%94%E6%B1%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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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DB213176-2019）的规定。 
2、尾水利用 
要加强对处理后的尾水进行资源化利用。尾水利用应满足国

家或地方相应标准或规范：用于农田、林地、草地等施肥的，应

符合施肥的相关标准和要求；用于农田灌溉的，相关控制指标应

满足 GB 5084 规定；用于渔业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 GB 11607
和 GB 3097 规定；用于景观环境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 GB/T 
18921 规定。 

（六）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1、统筹处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污泥 
统筹农村生活污水与污泥、粪污、隔油栅渣等固体废物处理

处置。对污水处理中产生的污泥等固体废物，采取自然干化、堆

肥等方式，也可采用农村固体有机物协同处理或进入市政系统与

市政污泥一并处理。 
2、鼓励对固体废物进行资源化利用 
鼓励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农用或园林绿化用。在利用污泥

前，必须对污泥进行稳定化和无害化处理，并达到相应污染物控

制标准后方可使用。污泥农用时，其衍生产品应通过场地适用性

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风险评估，并经有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

污泥农用应严格控制施用量和施用期限。另外，处理后达到标准

的污泥也可用于城镇绿地系统或郊区林地的建造和养护，一般作

为栽培介质土、土壤改良材料，也可作为制作有机肥的原料。 
（七）验收移交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验收后，项目实施及管理部

门应妥善保管竣工图等相关资料，以备查验。环保验收和运维移

交应确保污水处理水质水量、工艺、规模和设计相符，设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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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维统一打包、不存在运维移

交环节的，各镇应因地制宜进行管理。 
五、设施运行监管体系 
（一）设施运行管理 
1、建立健全管理组织架构 
按照设施运维管理目标，健全管理架构，落实各级管理职责，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探索建立以长海县人民政府为责任主体、镇

为管理主体、村（社区）级组织为落实主体、农户为受益主体、

运维机构为服务主体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五位一体”运维

管理体系。 
2、合理选择设施运维模式 
对城镇建成区周边的村庄，鼓励采用城乡一体化运维模式；

对距离建成区较远且分布集中的村庄，鼓励第三方运维机构，提

供专业化、市场化的运管模式，按托管或总承包的方式开展运维

管理服务，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率；对所处地区偏

远、布局分散、运维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村庄，可采取自行运维

方式。运维管理的设施应包括处理设施和配套官网系统，不宜拆

分管理。 
3、规范设施运维服务 
全面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的专业服务能力，鼓励

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运维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建立设施维护管

理制度，对农村生活污水管道及附属物做定期检修排查，定期清

理处理设施且做好运维记录。此外，要定期对镇、村庄和农户等

参与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的人员开展技术管理培训，提高规范化水

平。 
4、完善建设和运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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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权归属和运行维护责任单位，

推动建立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督查的农村生活

污水长效运管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污水处理农户

付费制度，提高农户自觉参与的积极性。 
（二）强化设施运行监督 
1、建立农村生活污水监测制度 
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分级管

理。日处理能力 100 吨以上的中型污水处理设施，要建立设施运

行台账，每月开展监测及上报运行情况；日处理能力 100 吨及以

下的村级污水处理站，要定期巡查维护，每半年监测一次出水水

质。建立“飞行监测”制度，可视情况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对

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进行不定期抽查抽测。 
2、制定运维管理评价与考核体系 
建立和完善管理台账，掌握长海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分

布和运行情况。制定并执行长海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

理工作考核办法，运维管理评价结果可作为运维管理部门对运维

机构服务质量考核依据之一。探索建立运维管理评价结果与运行

经费及镇考核挂钩的奖惩机制，逐步提高运维效率。 
六、重点工程项目设计及效益分析 
（一）重点工程项目设计 
长海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主要包括：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厂（站）及配套管网建设、污水处理站整改、美丽示范村配套设

施建设和分散处理项目等共 4 类 21 个项目。具体项目建设内容

见附表 7 及附图 6。 
（二）投资估算 
长海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建设投资约需 8740 万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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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中的重点工程所需的投资建议以申请中央财政和大连市财

政支持为主，地方财政配套和社会融资为辅的方式确定资金来

源，满足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对设施建设的需求。 
表1 投资估算汇总表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数量 
（个） 

投资额 
（万元） 

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厂（站）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 11 7585 
2 污水处理站的整改项目 7 305 
3 美丽示范村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2 490 
4 分散处理项目 1 360 

合  计 21 8740 

七、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按照“中央部署、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长

海县政府是本辖区农村污水治理的工作主体和责任主体，要做好

项目落地、资金保障、推进实施等工作，对实施效果负责。 

（二）监管保障 

建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项目计

划、责任落实、推进措施等重大问题，形成推动工作的合力。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纳入先政府目标绩效考核，作为环保督察

的重要内容。县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实效评估、督查考核，把设

施正常运行和出水水质稳定达标作为考核主要内容，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通报，限期整改。 

（三）资金保障 

加大资金投入和统筹力度，积极支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积极推广应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鼓励采取整区打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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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的模式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立运营补助机制，保

障设施运行资金，提高农村生活污水设施运行率。 

（四）公众参与 

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的作用，大力宣传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重要意义、政策措施、经验做法，努力形成

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良好氛围，让群众

成为农村污水处理工作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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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长海县涉农地区已建成污水处理厂（站）一览表 

序号 污水处理厂 位置 
设计规模

（t/d） 
实际处理规模

（t/d） 
技术类型 出水标准 运行情况 

1 大长山岛镇杨家村污水处理站 杨家村 480 100 一体化 MBR 膜反应器 一级 B 正常运行 

2 大长山岛镇塞里村污水处理站 塞里村 20 12 地埋式多级生物接触氧化反应器 一级 B 正常运行 

3 大长山岛镇城岭村污水处理站 城岭村 30 12 地埋式多级生物接触氧化反应器 一级 B 正常运行 

4 大长山岛镇哈仙村污水处理站 哈仙村 30 20 A0-MBR 高效脱氮除磷工艺 一级 B 正常运行 

5 大长山岛镇小泡子村污水处理站 小泡子村 50 25 地埋式多级生物接触氧化反应器 一级 B 正常运行 

6 大长山岛镇三官庙村污水处理厂 三官庙村 500 150 水解（酸化）和曝气生物滤池工艺 一级 A 正常运行 

7 大长山岛镇小盐场村污水站（东炉） 小盐场村 20 15 地埋式多级生物接触氧化反应器 一级 B 正常运行 

8 大长山岛镇小盐场村污水站（庙底） 小盐场村 20 - 地埋式多级生物接触氧化反应器 一级 B 停运 

9 小长山岛镇回龙村污水处理厂 回龙村 500 500 A20+BAF 工艺 一级 A 正常运行 

10 小长山岛镇房身村污水处理厂 房身村 300 300 一体化 A20+MBR 膜反应器 一级 A 正常运行 

11 长海三中污水处理站（广鹿岛镇） 柳条村 75 75 复合厌氧法 一级 B 正常运行 

12 广鹿卫生院污水处理站 柳条村 20 20 复合厌氧法 一级 B 正常运行 

13 广鹿岛镇中心小学污水处理站 柳条村 75 75 复合厌氧法 一级 B 正常运行 

14 广鹿岛镇柳条村西崖污水处理站 柳条村 20 20 一体化生物处理法 一级 B 正常运行 

15 广鹿岛镇柳条村新村污水处理站 柳条村 30 - 一体化生物处理法 一级 B 停运 

16 宏志小区 1 号污水处理站 柳条村 20 20 复合厌氧法 一级 B 正常运行 

17 宏志小区 2 号污水处理站 柳条村 20 20 复合厌氧法 一级 B 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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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污水处理厂 位置 
设计规模

（t/d） 
实际处理规模

（t/d） 
技术类型 出水标准 运行情况 

18 宏志小区 3 号污水处理站 柳条村 75 75 复合厌氧法 一级 B 正常运行 

19 景山小区 1 号污水处理站 柳条村 75 75 复合厌氧法 一级 B 正常运行 

20 景山小区 2 号污水处理站 柳条村 75 75 复合厌氧法 一级 B 正常运行 

21 文体、便民服务中心污水处理站 柳条村 40 40 生物处理法 一级 B 正常运行 

22 海昌项目回迁小区污水处理站 柳条村 70 70 间歇式活性污泥法 一级 B 正常运行 

23 广鹿岛镇格仙村污水处理站 柳条村 50 - 一体化生物处理法 一级 B 间歇性运行 

24 广鹿岛镇瓜皮村污水处理站 瓜皮村 60 - 一体化生物处理法 一级 B 间歇性运行 

25 广鹿岛镇塘洼村污水处理站 塘洼村 50 - 一体化生物处理法 一级 B 间歇性运行 

26 獐子岛镇中心污水处理厂 沙包社区 560 560 MBR 工艺（生物膜反应器） 一级 B 正常运行 

27 獐子岛镇里墙污水处理站 沙包社区 100 - MBR 工艺（生物膜反应器） 一级 B 停运 

28 獐子岛镇明珠污水处理站 沙包社区 100 - MBR 工艺（生物膜反应器） 一级 B 停运 

29 獐子岛镇客运站污水处理站 沙包社区 20 - MBR 工艺（生物膜反应器） 一级 B 间歇性运行 

30 獐子岛镇大耗村污水处理站 大耗村 5 - MBR 工艺（生物膜反应器） 一级 B 间歇性运行 

31 獐子岛镇小耗村污水处理站 小耗村 10 - MBR 工艺（生物膜反应器） 一级 B 间歇性运行 

32 海洋岛镇中心区污水处理厂 西帮村 300 300 水解（酸化）和生物接触氧化池 一级 A 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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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长海县各镇中心村污水收集处理情况汇总表 

序号 乡（镇） 中心村 污水去向 

1 大长山岛镇 
杨家村 大长山岛镇杨家村污水处理站 

城岭村 大长山岛镇城岭村污水处理站 

2 小长山岛镇 回龙村 回龙污水处理厂 

3 广鹿岛镇 柳条村 

长海三中污水处理站 

广鹿卫生院污水处理站 

广鹿岛镇中心小学污水处理站 

宏志小区1号污水处理站 

宏志小区2号污水处理站 

宏志小区3号污水处理站 

景山小区1号污水处理站 

景山小区2号污水处理站 

文体、便民服务中心污水处理站 

海昌项目回迁小区污水处理站 

广鹿岛镇柳条村西崖污水处理站 

广鹿岛镇柳条村新村污水处理站（停运） 

4 獐子岛镇 沙包社区 獐子岛镇中心污水处理厂 

5 海洋岛镇 盐场村 海洋岛镇中心区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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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长海县农村小区污水处理情况汇总表 

序号 住宅楼名称 乡（镇） 行政村 户数 污水去向 
1、已处理小区（接入污水处理厂） 

1 郭家庙小区 小长山岛镇 回龙村 260 回龙污水处理厂 

2 华阳小区 小长山岛镇 回龙村 230 回龙污水处理厂 

3 大连江小区 小长山岛镇 回龙村 400 回龙污水处理厂 

4 水仙花园小区 小长山岛镇 回龙村 400 回龙污水处理厂 

5 南甸小区 小长山岛镇 回龙村 100 回龙污水处理厂 

6 
进东颐宝臻品小

区 
小长山岛镇 

房身村 400 房身污水处理厂 

7 后洋屯 獐子岛镇 大耗村 50 獐子岛镇大耗村污水处理站 

8 后洋屯 獐子岛镇 小耗村 107 獐子岛镇小耗村污水处理站 

9 悦海盛景小区 獐子岛镇 沙包社区 180 獐子岛镇中心污水处理厂 

10 星兴花园小区 獐子岛镇 沙包社区 110 獐子岛镇中心污水处理厂 

11 金玉苑小区 獐子岛镇 沙包社区 130 獐子岛镇中心污水处理厂 

12 18、19 好楼小区 獐子岛镇 沙包社区 240 獐子岛镇中心污水处理厂 

13 南沟里小区 獐子岛镇 沙包社区 72 獐子岛镇中心污水处理厂 

14 宏志小区 广鹿岛镇 柳条村 334 
宏志小区 1 号、2 号、3 号污水处理

站 

15 景山小区 广鹿岛镇 柳条村 316 景山小区 1 号、2 号污水处理站 

16 海昌回迁小区 广鹿岛镇 柳条村 150 海昌项目回迁小区污水处理站 

17 菜园住宅楼 海洋岛镇 盐场村 66 海洋乡中心区污水处理厂 

18 向阳住宅楼 海洋岛镇 盐场村 99 海洋乡中心区污水处理厂 

19 沙尖嘴住宅楼 海洋岛镇 盐场村 8 海洋乡中心区污水处理厂 

20 信用社家属楼 海洋岛镇 盐场村 28 海洋乡中心区污水处理厂 

21 
商住综合楼住宅

楼 
海洋岛镇 盐场村 36 海洋乡中心区污水处理厂 

22 鸭场住宅楼 海洋岛镇 西帮村 24 海洋乡中心区污水处理厂 

2、现状外排，即将处理（接入污水处理厂） 

1 金海小区 广鹿岛镇 柳条村 180 黄海北部 

2 新村小区 广鹿岛镇 柳条村 64 黄海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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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长海县现有污水处理设施行政村汇总表 

序号 镇名称 行政村名称 污水处理情况 接入污水处理厂名称 运行情况 

1 

大长山岛镇 

杨家村 已处理 大长山岛镇杨家村污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 

2 小泡子村 已处理 大长山岛镇小泡子污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 

3 三官庙村 已处理 大长山岛镇三官庙村污水处理厂 正常运行 

4 小盐场村 已处理 
大长山岛镇小盐场村污水站（东炉） 正常运行 

大长山岛镇小盐场村污水站（庙底） 停运 

5 城岭村 已处理 大长山岛镇城岭村污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 

6 塞里村 已处理 大长山岛镇塞里村污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 

7 哈仙村 已处理 大长山岛镇哈仙村污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 

8 

小长山岛镇 

回龙村 已处理 小长山岛镇回龙村污水处理厂 正常运行 

9 房身村 已处理 小长山岛镇房身村污水处理厂 正常运行 

10 英杰村 随意排放   

11 复兴村 随意排放   

12 乌蟒村 随意排放   

13 巴蛸村 随意排放   

14 

广鹿岛镇 

柳条村 已部分处理 

长海三中污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 

广鹿卫生院污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 

广鹿岛镇中心小学污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 

宏志小区 1 号污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 

宏志小区 2 号污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 

宏志小区 3 号污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 

景山小区 1 号污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 

景山小区 2 号污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 

文体、便民服务中心污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 

海昌项目回迁小区污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 

广鹿岛镇柳条村西崖污水处理站 正常运行 

广鹿岛镇柳条村新村污水处理站 停运 

15 沙尖村 随意排放   

16 塘洼村 间歇性处理 广鹿岛镇塘洼村污水处理站 间歇性运行 

17 瓜皮村 间歇性处理 广鹿岛镇瓜皮村污水处理站 间歇性运行 

18 格仙村 间歇性处理 广鹿岛镇格仙村污水处理站 间歇性运行 

19 獐子岛镇 沙包社区 已处理 獐子岛镇中心污水处理厂 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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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名称 行政村名称 污水处理情况 接入污水处理厂名称 运行情况 

獐子岛镇明珠污水处理站 停运 

獐子岛镇里墙污水处理站 停运 

獐子岛镇客运站污水处理站 间歇性运行 

20 东獐子社区 随意排放   

21 西獐子社区 随意排放   

22 褡裢村 随意排放   

23 大耗村 间歇性处理 獐子岛镇大耗村污水处理站 间歇性运行 

24 小耗村 间歇性处理 獐子岛镇小耗村污水处理站 间歇性运行 

25 
海洋岛镇 

西帮村 已部分处理 海洋岛中心区污水处理厂 正常运行 

26 盐场村 已部分处理 海洋岛中心区污水处理厂 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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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长海县人口聚集区分布表 

序号 镇 行政村 聚集类型 

1 大长山岛镇 

杨家村 中心村   

城岭村 中心村   

塞里村   美丽示范村 

2 小长山岛镇 
回龙村 中心村 小区 美丽示范村 

房身村  小区  

3 广鹿岛镇 
柳条村 中心村 小区  

瓜皮村   美丽示范村 

4 獐子岛镇 

东獐子社区   美丽示范村 

沙包社区 中心村 小区  

大耗村  小区  

小耗村  小区  

5 海洋岛镇 
西帮村  小区 美丽示范村 

盐场村 中心村 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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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长海县各涉农行政村规划污水处理模式 

序号 镇名称 行政村名称 污水处理情况 人口聚集区 污水处理模式 
1 

大长山岛镇 

杨家村 已处理 中心村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2 小泡子村 已处理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3 三官庙村 已处理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4 小盐场村 已处理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5 城岭村 已处理 中心村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6 塞里村 已处理 美丽示范村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7 哈仙村 已处理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8 

小长山岛镇 

回龙村 已处理 
中心村、小区、 
美丽示范村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9 房身村 已处理 小区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10 英杰村 随意排放  分散处理 

11 复兴村 随意排放  分散处理 

12 乌蟒村 随意排放  分散处理 

13 巴蛸村 随意排放  分散处理 

14 

广鹿岛镇 

柳条村 已部分处理 中心区、小区 需完善污水处理设施 

15 沙尖村 随意排放  分散处理 

16 塘洼村 间歇性处理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17 瓜皮村 间歇性处理 美丽示范村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18 格仙村 间歇性处理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19 

獐子岛镇 

沙包社区 已处理 中心区、小区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20 东獐子社区 随意排放 美丽示范村 需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21 西獐子社区 随意排放  需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22 褡裢村 随意排放  分散处理 

23 大耗村 间歇性处理 小区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24 小耗村 间歇性处理 小区 已建污水处理设施 

25 
海洋岛镇 

西帮村 已部分处理 小区、美丽示范村 需完善污水处理设施 

26 盐场村 已部分处理 中心村、小区 需完善污水处理设施 



— 36 —   

附表 7  
长海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重点工程项目表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重点内容 
完成 
年限 

投资估算 
（万元） 

1 

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厂

（站）建设项

目 

广鹿岛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

网建设工程 

新建 1座近期处理能力为 500t/d，远期处理能力为 1000t/d的污水处理厂，

采用 AAOA-MBR 处理工艺，配套建设污水管线 2890 米、检查井 80 座、

污水截留沟构筑物 1 座。广鹿岛镇污水处理厂运行后，停用长海三中、

卫生院、中心小学、景山小区 1、2 号、宏志小区 1、2、3 号、便民中

心、海昌回迁小区、柳条村西崖共计 11 个污水处理站。 

2020 2398 

2 
獐子岛镇污水处理系统集中整

治项目(大道沟屯) 
新建 1座处理能力为 180t/d的污水处理站，采用预处理+生化处理+MBR，
主要处理广鹿岛镇西獐子社区大道沟屯的生活污水。 

2020 270 

3 
大长山岛镇杨家村污水处理站

改建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对大长山岛镇杨家污水站进行改建，使其污水处理能力提升至 480m³/d，
排放标准提升至一级 A。  

2020 392 

4 
大长山岛镇小盐场村污水站

（庙底）改建及配套管网建设

工程 

对大长山岛镇小盐场村污水站（庙底）进行改建，使其污水处理能力提

升至 480m³/d，排放标准提升至一级 A。  
2020 1065 

5 
大长山岛镇三官庙村污水处理

厂改建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对大长山岛镇三官庙村污水处理厂进行改建，重点改造其配套管网。 2020 650 

6 
大长山岛镇小泡子村污水处理

站改建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对大长山岛镇小泡子村污水处理站进行改建，使其污水处理能力提升至

150m³/d，排放标准提升至一级 A。 
2025 500 

7 
大长山岛镇小盐场村污水处理

站（东炉）改建及配套管网建

设工程 

对大长山岛镇小盐场村污水站（东炉）进行改建，使其污水处理能力提

升至 35m³/d，排放标准提升至一级 A。 
2025 400 

8 
大长山岛镇塞里村污水处理站

改建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对大长山岛镇塞里村污水站进行改建，使其污水处理能力提升至 35m³/d，
排放标准提升至一级 A。 

2025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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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重点内容 
完成 
年限 

投资估算 
（万元） 

9 
海洋岛镇盐场村大滩屯污水处

理站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新建 1 座处理能力为 80t/d 的污水处理站，用地面积约 600 ㎡，主要处

理海洋岛镇盐场村大滩屯的生活污水。 
2025 330 

10 
海洋岛镇西帮村污水处理站及

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新建 1 座处理能力为 80t/d 的污水处理站，用地面积约 600 ㎡，主要处

理海洋岛镇西帮村的生活污水。 
2025 330 

11 
大长山岛镇城岭村污水处理站

改建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对大长山岛镇城岭村污水处理站进行改建，使其污水处理能力提升至

150m³/d，排放标准提升至一级 A。  
2025 2000 

小 计 7485 

12 

污水处理站

整改 

广鹿岛镇格仙村污水处理站整

改项目 

对广鹿岛镇格仙村污水处理站进行整改，制定整改方案，对污水处理设

施进行全面维护和修缮，及时更换生物填料或生物膜，保持良好的生物

活性，确保完成污水站的有效运转。 
2022 60 

13 
广鹿岛镇瓜皮村污水处理站整

改项目 

对广鹿岛镇瓜皮村污水处理站整改项目进行整改，制定整改方案，对污

水处理设施进行全面维护和修缮，及时更换生物填料或生物膜，保持良

好的生物活性，确保完成污水站的有效运转。 
2022 75 

14 
广鹿岛镇塘洼村污水处理站整

改项目 

对广鹿岛镇塘洼村污水处理站整改项目进行整改，制定整改方案，对污

水处理设施进行全面维护和修缮，及时更换生物填料或生物膜，保持良

好的生物活性，确保完成污水站的有效运转。 
2022 60 

15 
獐子岛镇客运站污水处理站整

改项目 

对獐子岛镇客运站污水处理站整改项目进行整改，制定整改方案，对污

水处理设施进行全面维护和修缮，及时更换生物填料或生物膜，保持良

好的生物活性，确保完成污水站的有效运转。 
2022 25 

16 
獐子岛镇大耗村污水处理站整

改项目 

对獐子岛镇大耗村污水处理站整改项目进行整改，制定整改方案，对污

水处理设施进行全面维护和修缮，及时更换生物填料或生物膜，保持良

好的生物活性，确保完成污水站的有效运转。 
202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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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重点内容 
完成 
年限 

投资估算 
（万元） 

17 
獐子岛镇小耗村污水处理站整

改项目 

对獐子岛镇小耗村污水处理站整改项目进行整改，制定整改方案，对污

水处理设施进行全面维护和修缮，及时更换生物填料或生物膜，保持良

好的生物活性，确保完成污水站的有效运转。 
2022 25 

18 
广鹿岛镇柳条村新村污水处理

站整改项目 

对广鹿岛镇柳条村新村污水处理站进行整改，制定整改方案，对污水处

理设施进行全面维护和修缮，及时更换生物填料或生物膜，保持良好的

生物活性，确保完成污水站的有效运转。 
2025 40 

小  计 305 

19 美丽示范村

配套设施建

设 

獐子岛镇污水处理系统集中整

治项目（南滩屯） 
新建 1座处理能力为 300t/d的污水处理站，采用预处理+生化处理+MBR，
主要处理獐子岛镇东獐子社区南滩屯的生活污水。 

2020 440 

20 
獐子岛镇污水处理系统集中整

治项目（二大滩屯） 
新建 1 座处理能力为 30t/d 的污水处理站，采用预处理+生化处理+MBR，
主要处理獐子岛镇东獐子社区二大滩屯的生活污水。 

2020 50 

 490 

21 
分散处理项

目 
分散处理项目 

6 个行政村以自然屯为基础单元，鼓励、扶持村民以家庭为单位建设管

道连接沉淀池的排水系统。 
2025 360 

 360 

合 计 8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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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规划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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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长海县已有污水处理厂（站）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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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长海县各涉农行政村现状污水处理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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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长海县人口聚集区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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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长海县各涉农行政村污水处理模式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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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长海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重点项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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