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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塘厦镇污水处理情况的调查报告

提要

通过对塘厦镇污水处理厂情况的调研，了解塘厦镇的污

水处理现状以及塘厦镇对于处理污水的决心。本文通过对白

泥湖污水处理厂和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的调研发现，塘厦镇

污水处理能力日新月异，通过对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和白泥

湖污水处理厂的对比，我们了解到了塘厦污水处理能力在逐

日提升，塘厦镇积极响应习近平“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

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的号召，为塘厦镇人们创造一个更为

优良的生产生活环境。

关键词 城市污水 水处理 再生利用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 ,城市用

水量大大增加，城市污水排放量也逐渐增大。城市污水对环

境质量有着重要影响。为缓解城市供水矛盾及顺应城市现代

化发展，我们有必要分析城市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状况，从

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加强城市污水处理的管理工作，使得城

市污水达标后排放，或积极探讨污水再生利用的对策，充分

利用水资源，这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研究方法

我们小组对塘厦镇污水情况的调查，主要采用实地观测

法和访谈法。实地观测法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实地考察

塘厦镇镇区内河流污染情况;二是实地考察塘厦镇镇区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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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厂。其中我们小组考察了塘厦镇最具有历史意义的白泥

湖净水厂和技术设备最先进的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在考察

同时在经过相关部门同意后我们与两个污水处理厂的厂长

以及相关技术人员进行了较具有深度的访谈。通过实地考察

我们可以了解到塘厦镇污水的现状，获得最为直观的数据，

再而通过访谈法深入了解到塘厦镇在处理污水的政策和处

理污水创造美好蓝图的决心。两种调研方法相结合最后总结

出这份相对客观的调研报告。访谈法是以口头形式，根据被

访者的答复搜集客观的、不带偏见的事实材料，以准确地说

明样本所要代表的总体的一种方式，有助于我们小组采用客

观公正的态度写出调研报告。

我们小组于 2018 年 8 月 4 日，走访了花园街一带，进

行石马河流域片段的调查，通过直接观察法了解到了石马河

花园街流域的现状，拍摄相关照片取样作证，并随后采访了

几位附近的居民了解石马河近几年的污水变化状况得出相

关结论。

我们小组于 2018 年 8 月 7 日，参观了白泥湖污水处理

厂和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白泥湖净水厂是塘厦最具有历史

感的污水处理厂，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是代表塘厦当前最先

进技术的污水处理厂，通过参观两个水厂有助于我们了解塘

厦污水处理的历史以及未来污水处理的方向，污水处理厂的

投入费用和政府对环境污染处理及打造塘厦蓝图的决心具

有一致性。在参观两个水厂的同时，我们小组分别对两个厂

的厂长及相关技术人员进行了访谈，访谈得出下文材料。

三、调查结果

（一）城市污水处理厂设施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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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层面：现状:我国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起步较

晚，80 年代后期，城市污水污染日趋严重，其处理问题也越

来越引起政府的重视，但污水处理厂的运营仍主要由隶属于

政府的事业性单位负责，这种模式的运行费大部分靠财政解

决，财政负担过重。近几年来，随着市场化运作方式的发展，

污水处理厂运营逐步转向了政府、事业单位和企业多元化并

存的局面
1

塘厦：目前塘厦镇建有白泥湖污水处理厂以及桥头污水

处理厂、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林村一期污水处理厂基本完

工。有关部门重点推进截污、清淤、补水工程，加强排污管

道管理，以及提高水位控制、分散式污水处理以及堤岸环境

整治工程。并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力争到 2020 年，镇内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全部稳定在三类或以上，观澜河（观澜河汇入前断

面）等水体要全面消除劣 V 类，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完

成市规定的内河涌治理目标，地下水水质保持稳定。
2

（二）城市污水处理回用设施建设投资情况

1、全国：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废水和生

活污水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污水处理工程也迅速发展，现在，

我们国家城市污水处理厂普及很广，郊区也建设污水处理厂。

2、我镇：

（1）白泥湖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成立于 1993，是全

国第一所镇级污水处理厂，至今一直都是政府经营，设计的

是日处理污水一万五，每年需要政府拨款补贴。

（2）林村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已完成并投入使用，二

期工程在建

1 《污水处理行业分析》
2 塘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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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生水成本

1、白泥湖污水处理厂（1.5 元/吨）

2、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0.5 元/吨）

（四）城市污水处理回用管理模式

1、白泥湖污水处理厂:白泥湖污水处理厂成立于 1993，

是全国第一所镇级污水处理厂，至今一直都是政府经营，政

府事业单位管理体制，设计的是日处理污水一万五，每年需

要政府拨款补贴。

2、林村污水处理厂：林村采取的水污染治理中的 BOT

模式承包给国企，所谓 BOT 模式是指，build operate

transfer ，即建设，运营，转让，这是一种直接吸引私营

企业资金和技术的方式，用以建设、运营和转让给公共部门

的基础设施计划，并据此组织这个项目，政府授权给下属公

用专业公司，邀请私营企业投标，通过谈判签订专营合同，

经政府批准，企业获得经营特许权，筹措资金，在项目所在

地成立专营公司，设计并建设该项目，通过运营一定的期限，

获取一定的效益，最后在特许期结束时，将该项目无偿转让

给当地政府经营。

BOT 具有这种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特

色，一方面，BOT 能够保持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以招标方

式确定项目公司，中标公司在特许期内对所建工程项目具有

完备的产权。另一方面，BOT 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有效途径，

尽管 BOT 协议的执行全部由项目公司负责，但政府自始至终

都拥有对该项目的控制权，在立项、招标、谈判三个阶段，

政府的意愿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履约阶段，政府又具有监督

检查的权利，项目经营中价格的定制也收到政府的约束。
3

3 《东莞市塘下镇污水治理建设管理模式取向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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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白泥湖污水处理厂和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的盈利模

式：

林村的污水处理厂：该污水处理厂与政府签有协议，如

果运营成本低于协议价格，则差价就是污水处理厂的盈利，

是属于市场价格模式，

白泥湖污水处理厂：白泥湖属于“我们用多少，政府就

补贴多少”的事业制单位模式，与其他两座污水处理厂相比，

效率较低，成本较高,原因是该污水处理厂设计的是日处理

污水一万五，由于排污水减少、管网老化造成部分管网漏水，

居民人数减少造成生活污水减少，以及一部分污水流到林村

的污水处理厂，导致排污管道进来的污水大概在六七千吨左

右，但设备依然需要运行，所以成本相对会更高。

（六）我镇污水处理厂人员情况（高新技术人员需求量大，

转型升级快）

1、白泥湖: 人员福利属于镇政府事业单位配置，白泥

湖污水处理厂共二十多个员工，核心技术人员的 14 人属于

事业编制单位，建厂以来人员变化不大。

2、林村二期:厂长一人，技术人员两人

（七）处理厂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说明：污水由市政管网收集，经粗格栅去除较

大悬浮物后进入提升泵房；经水泵提升进入细格栅，在细格

栅去除较少的悬浮物后污水进入旋流沉砂池；在沉砂池中去

除掉比重较大的砂砾后进入生化池；生化池要是由曝气池构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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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利用曝气风机及专用曝气装置向曝气池内供氧,主要目

的是通过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将污水中的大部分污染物变成

CO2 和 H2O，的悬浮物和 25%左右的 BOD5。
4
二级处理工艺主

要是由曝气池和二次沉淀池构成，利用曝气风机及专用曝气

装置向曝气池内供氧,主要目的是通过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将

污水中的大部分污染物变成 CO2 和 H2O，在生化池预缺氧、

厌氧、缺氧及好氧区去除大部分有机污染物后，进入二级沉

池进行泥水分离，污泥混合液回流至预缺氧区，出水进入滤

布滤池进行过滤，过滤后紫外线渠道消毒，最后通过出水明

渠排放至鸡爪河，剩余污泥进入污泥浓缩池浓缩后，通过泵

抽至板框压滤机进行污泥脱水，脱水后的泥饼交由具有严控

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运输及处理。
5

（八）我镇污水处理厂机械设备情况

1、白泥湖：与 1993 年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备：

丹麦克鲁格一整套进口设备，此后二十多年运营中不断的进

行维修维护，除了主要核心部件还是原来的丹麦进口设备外，

其余都替换为国产的零件，但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原先的设

备不断地老化，每年的维修成本日益增大，且生产流水线还

保留着当时的做法，例如在二次工艺流程中好氧池中，白泥

湖污水处理厂还使用鼓风机充氧的方法，该方法用电量巨大

且效率不高，每年白泥湖净水厂就用电费用需要 120万左右，

运营补贴 300 万左右，厂内设备 24 小时运行。白泥湖污水

处理厂不定时维修，每年维修一次，十年进行一次大的设备

更替。

2、林村二期采用现最先进的污水处理工艺，在原有的

污水处理工艺上增加了紫外线消毒和药用消毒，能大幅度降

4 《污水处理厂节能分析与优化运行研究》
5 《污水处理工艺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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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水体的菌落数，例如在二次工艺流程中的好氧池中就采用

当今的管道曝气方法，其原理为利用鼓风机将空气通过输气

管道输送到设在池底的曝气装置中，以气泡形式弥散逸出，

在气液界面把氧气溶入水中。此工序能有效提高能量的转换。

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采用严格的检测把控制度，实行每周进

行日常检查，再有每月进行深度检查，最后每年进行一次全

面检查，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

（九）关于城镇工业废水的处理

几乎所有得到城镇污水厂都不处理工业废水，所有的工

业污水都交由污染企业自己处理合格后才能流进杂污管道，

工业污染企业的主要是氧化，电镀厂。国家要求零排放，但

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依然有一些企业游走于灰色地带，

然后再经过污水处理厂的二次处理，但依然由一些企业偷偷

排污，最新的环保法对污染企业偷排污行为纳入刑法，如果

工业废水偷偷排放过度，超标，会影响到污水处理厂的工艺

系统，造成系统奔溃，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白泥湖污水处理

厂会改变投药方式，把所排除的工业废水消减一部分，由于

一些工业废水排放的量不大，目前暂时没有听说过由于企业

偷偷排污造成系统奔溃的案例。

四、讨论

（一）白泥湖污水处理厂与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比较

白泥湖污水处理厂建成于 1993 年，具有二十多年的历

史，林村二期于 2017 年正式投入使用，两个污水处理厂均

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备，白泥湖是当时中国第一家

镇级二级污水处理厂，当时用的设备是丹麦克鲁格的一整套

进口设备，代表当时中国先进的污水处理能力，林村二期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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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厂采用当前国内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备（国产污水处

理设备排行前五），先进污水处理设备的使用，使得塘厦镇

处理污水能力大幅度提升。

白泥湖污水处理厂原设计每天处理污水量 1.5 万吨，现

如今实际处理每天 6000-7000 吨，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原设

计每天处理污水 4 万吨，实际每天处理污水 5.2 万吨。白泥

湖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未达标原因如下：1、白泥湖污水处

理厂由于核心部件未能达到现在污水处理标准，致使污水处

理成本过高，实际每吨污水处理直接生产成本约 1.5 元/吨，

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实际每吨污水处理直接生产成本约 0.5

元/吨，污水处理成本过高，污水处理能力下降。2、塘厦镇

的产业升级，塘厦的纯手工业慢慢的被自动化等高新技术产

业代替，城镇居民人口转移，2008 年是塘厦镇人口密集的高

峰期，而后慢慢的由 90 万人口下降到现在 40 万人口，人口

的大量减少，生活污水排放量减少，白泥湖污水处理厂实际

处理污水减少。3、新污水厂的建立，白泥湖污水处理厂是

塘厦第一家污水处理厂，随后出现了三家污水处理厂，水流

的分散以及更低的污水处理成本导致白泥湖污水处理厂未

能按照设计指标 1.5 万吨/天处理污水。

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设计每天处理 4 万吨生活污水，实

际每天处理 5.2 万吨生活污水，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超标处

理污水原因如下：1、林村二期污水处理设备相对比较先进，

具有较强的污水处理能力，污水处理要求达到国家一级 A 标

准，高新技术的应用使得机器能处理超 30%的生活污水。2、

林村二期污水处理污水直接生产成本约为 0.5 元/吨，低生

产成本使得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

争优势。3、东莞生活污水中的 COD 浓度比设备的低，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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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处理超 30%的生活污水，即林村二期每天处理污水量为

5.2 吨。

白泥湖污水处理厂员工有 20 多位，其中核心技术人员

为 14 人，白泥湖污水处理厂属于事业编制单位，建厂以来

员工数量变化不大，场均年龄约 40 岁。白泥湖污水处理厂

属于“我们用多少，政府就补贴多少”的事业制单位模式，

每年的财政拨款主要分为工资和运营两部分，每年政府大约

拨款 500 万。

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员工 8位，其中核心技术人员 3位，

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属于国企，东莞水头底下的一家分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为一位厂长以及两位技术人员，在年龄段方面

林村二期人际年龄约 30 岁。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没有享受

政府补贴的优惠，企业完全自负盈亏。

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和白泥湖污水处理厂对比表

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 白泥湖污水处理厂

建成时间 2017 年 1993 年

管理模式 BOT 模式 政府事业单位管理

设计日处理量 4万吨 1.5 万吨

实际日处理量 5.2 万吨 6000-7000 吨

再生水价格 约 0.5 元/吨 约 1.5 元/吨

厂内核心设备 2017 年国内最新设备 丹麦克鲁格的一整套进

口设备

人员数量 核心人员 3人 核心技术人员 14 人

员工情况 国企自行分配 政府事业单位配置

盈亏模式 自负盈亏 政府补贴

（二）白泥湖污水处理厂去留问题

1、于上一代的城市规划问题，城市的污水管道暂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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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关闭，若是关闭了白泥湖污水处理厂则会导致 178工业区、

塘厦镇旧区、解放路、花园街的大部分、附近的第二工业区

等出现污水无处排放的问题。

2、塘厦镇甚至全国都在考虑管网的问题，主级管网，

次级官网，污水分流，塘厦镇的官网尚未成熟，若是关闭了

白泥湖污水处理厂则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生活污水处理需

求。

3、在岗人员的去从问题，白泥湖污水处理厂人员有 20

多位，一下子裁员将会导致岗位问题。

五、结语

通过对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和白泥湖污水处理厂的对

比，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生产力，运营体制，生产模式上

林村二期都比白泥湖污水处理厂具有更加鲜活的生命了，林

村二期污水处理厂比白泥湖污水处理厂更具有生命活力来

源于 BOT 的运营模式，此模式下可以大幅度提高企业的工作

效率，比政府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更具有活力，可以有效地避

免吃“铁饭碗”的毛病，企业有了竞争就有了动力，新的体

制运营使得塘厦镇的污水处理行业质量大幅度提升，科学管

理与实际生产相结合达到企业效率最大化。另外从访谈中我

们也了解到林村二期污水处理厂执行国家一级 A 标准，白泥

湖污水处理厂执行国家二级 B 标准，另一方面正在进行林村

一期污水处理厂的提标工程，欲把林村一期污水处理厂提标

至国家一级 A 标准，塘厦镇对于污水问题越来越重视，从污

水处理行业的大量资金投入可以看出塘厦镇政府对于构建

“绿水青山”的决心。

以白泥湖污水处理厂代表的旧的生产力和以林村二期



13

污水处理厂代表的新的生产力表明，塘厦镇的污水处理事业

日新月异，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概念，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

保护我们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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