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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守 护 一 江 碧 水

1 月 6 日 7 时，市民张峰又一次出门晨跑锻炼。
多年来，
他几乎每天清晨都会沿着资江南路、
邵水西
路、
邵水东路来回小跑。每次跑完几圈，
张峰总感觉

——改革开放以来邵阳市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工作综述

身心舒畅，
“看着资江和邵水河水清清，
鱼虾畅游，
河
畔绿树成阴，
心情很好！
”

刘

波 刘

菱

10 年前，张峰晨跑时难得有这样的好心情。当
时的资江、邵水是另外一番景象：一些河段污水横
流，常年散发出一股恶臭，蓝藻、水葫芦疯长——孕
育流域万物的
“母亲河”
成了城市的
“纳污沟”。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 10 年来，为改善邵水和
资江水质，
我市不断加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力度，
引
进先进的无害化处理技术，推动污水处理全覆盖。
在市公用事业局党委的带领下，邵阳“排水人”兢兢
业业，
与“污”
共舞，
坚守在污水处理第一线，
还“母亲
河”
汩汩清水，
让一江碧水穿城而过。

A.开启污水处理新征程
作为老工业基地，
邵阳市城区工业企业众多，
人口众
多。由于种种原因，
直至上世纪末，
全市还没有一家生活
污水处理厂，
生活污水只能直接排入邵水和资江。
生活污水的直排，给邵阳的“母亲河”带来了严重的
环境问题。在邵水河甚至资江的一些河段，
蓝藻、水葫芦
一度泛滥。1999 年 3 月 23 日，市计划委员会的一份报告
中指出，
因为没有污水处理设施，
城市污水均未经过任何
处理直接排入邵水、资水，严重污染了市区河段，水质持
续恶化，
地下水污染堪忧，
影响 50 多万人的饮水安全。
为改善邵水和资江水质，
改善市民生活环境，
坚持可
持续发展战略，
按照市委、
市政府部署，
我市以市公用事业
局为业主单位启动了城市污水处理工程，
在双清区洋溪桥
修建我市首个生活污水处理厂——邵阳市污水处理厂。
2008 年 1 月 16 日，邵阳市污水处理厂（一期）竣工并
实现了试运行，其日处理污水能力达到 10 万吨，实现了
对资江及邵水城区段的多个工业污水及城区生活污水出
口处污水的截流。经处理，原本污浊不堪的生活污水全
部达到国家 I 级 B 排放标准后排入资江。
市污水处理厂的运营，
效果立竿见影。2008年市污水
处理厂运营前，
在资江和邵水的交汇处，
原本有一大片蓝藻
集聚区。半年后，
蓝藻消失殆尽，
且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
市城区不断扩容，
污水排放量也成倍增
长。市委、
市政府迅速着手新建市城区污水处理厂。
2010 年 10 月 25 日，我市首座采用 BOT 模式建设的
污水处理厂——市红旗渠污水处理厂竣工。它的运营，
让邵阳大道沿线的工业园区、厂矿企业以及居民生活污
水得到有效处置。
2014 年 12 月，采用 BOT 模式建设的江北污水处理
厂也正式运营。
随着污水处理厂增多，
市区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大幅提
高。截至目前，
市区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已提升至20万吨。

碧波荡漾的资江、
碧波荡漾的资江
、
邵水拥抱着古城邵阳。
邵水拥抱着古城邵阳
。

C.与“污”共舞勇担当

▲日污水处
理规模为 4 万立
方米的红旗渠污
水处理厂。
罗哲明 摄

▶邵阳排
水人与“污”共
舞。
刘波 摄

B.不让污水脏了母亲河
让截污管网不断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延伸，且更好地
维护好截污管网，
是确保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转、实现污水
全截流的基础。这也是我市一直在着力完善的。
1999 年初，市城区面积 34.9 平方公里，人口 33.4 万，
有工业企业 350 家，城市初具规模。然而，当时整个市区
仅有各类排水管渠 41.7 公里，服务范围为 19.6 平方公里，
还有 15.3 平方公里建成区没有排水设施。这也就意味着
很多地方的污水不能集中排放，
不能有效地收集起来，
很
多污水径直流向河中。
市委、
市政府高屋建瓴，
在启动市污水处理厂建设的同
时，
大力推进截污管网、
污水提升泵站建设工作，
让沿线的生
活污水全部顺畅地通过截污管网流向各个污水处理厂。
近年来，
我市的截污管网不断向外延伸，
市城区生活
污水截污区域也不断扩大。在市公用事业局的推动下，
2017 年底，市区先后通过完成三里桥泵站改造工程、资
江北岸污水管网及梅子井、珑瑚排污口截污处理工程等
项目建设，实现市城区截污管网总里程超过 130 公里。
城区资江两岸生活污水和邵水拦河坝以下至邵水河口的
生活污水已实现全收集处理。市区污水提升泵站也由最
初的 1 座增加到目前的 8 座。
在加快截污管网建设的同时，我市还不断加大对现
有管网的管理和维护力度。
在 2006 年敷设截污管网之初，我市采用的管材均为
双壁波纹管，
敷设在邵水、资江河岸边。新邵县晒谷滩电
站蓄水后，原本裸露在水面之上的管道全部被河水淹
没。在水流的长时间侵蚀下，
管基被冲垮，
管道开始出现
破损。
2015 年，为助力我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市公用事
业局组织对市城区邵水两岸污水管网进行全面检测、修
复，
将沿线截污管网更换成钢肋波纹管以提高抗压能力，
修建管基并用混凝土包管确保加固，有效解决管道爆裂
漏污现象。
此外，市公用事业局还定期组织对截污管网进行清
淤作业，
畅通供污通道，
堵住了生活污水泄露的“口子”。

申兴刚 摄

▲ 2018 年
10 月，随着市污
泥集中处置中心
开始试运行，我
市实现污水、污
泥处理一体化。
图为该项目建设
场景。
罗哲明 摄

▲洋溪桥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对出厂的水进行
COD、
总磷、
氨氮等 12 项检测。
刘波 摄

污水截流工程和龙须塘污水处理厂PPP新建
工程等项目实施，
力争实现市建成区范围内
的污水全收集、
全处理。随着污染防治攻坚
吨，实现了“管护到位、排水顺畅、群众满 战持续推进，
我市还着手启动污水处理排放
意、和谐发展”
的排水管理工作目标。
标准由目前执行的国家I级B提升至国家I级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A，
目前可研报告前期工作已经展开。
邵阳排水人正加快步伐，推进我市污水处
市排水管理所所长周飞林表示，在
理事业提质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保护环境
2018年10月，
随着邵阳市污泥集中处置 已经成为全市的共识。我市城市生活污
中心开始试运行，
我市实现污水、
污泥处理一 水截留治理已全面展开。他坚信，市城区
体化的目标。目前，
我市正加紧推进桃花新 污水处理事业未来必将全面提质升级，市
城污水处理厂、
湘中幼专污水处理厂、
茶元头 城区的水环境将越来越好。

D.新时代力推提质提标
在邵阳排水人的努力下，市区各个角
落的生活污水源源不断地流向 3 座污水
处理厂，污秽不堪的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变
成了汩汩清水。数据显示，
2008 年至 2018
年，市区 3 座污水处理厂共处理生活污水
46118 万吨，经处理后排放的水 100%达到
国家排放要求。2018 年，市区污水处理总
量达到 6410 万吨，
比上年增加了 1232.5 万
吨，COD（化学需氧量）消减量达 6365.9

要搞好污水处理工作，就必须设立一个专门的
管理部门，
并明确其管理职责。
2009 年，
我市在原市污水处理厂的基础上，
成立
了隶属于市公用事业局的事业单位——市排水管理
所，
全面负责市区污水管网、泵站的运行、巡查、维修
工作，
担负起经营权转让后污水处理厂的运营、
监管、
水质取样等职责。
同时，市政府以 TOT 的形式引进优良的社会资
本，将市污水处理厂 30 年的经营权转让给广东联泰
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后的市污水处理厂更名为
洋溪桥污水处理厂。市排水管理所负责对其处理污
水的水质水量进行监控，而污水处理厂经营权转让
费则全部投入到截污管网的建设中。
自市排水管理所成立以来，邵阳排水人就干上
了“脏”活，与“污”共舞。在市公用事业局党委的带
领下，他们充分发扬不怕苦、不怕累、不嫌脏的奉献
精神，立足岗位，兢兢业业投身于污水处理事业，把
“脏活”留给自己，把清水还给母亲河。在几十米深
的污水井坑清理泵坑打捞垃圾，为完成设备抢修通
宵达旦加班是常态。10 年来，除了停电和洪水来袭
外，
市城区所有污水提升泵从来没有停过一天机，
常
年 24 小时持续运作。
生活污水中夹带着大量污泥、
残渣。经过一段时
间的累积，
污水管网中会沉积大量淤泥，
这将影响管
网向污水处理厂供污的能力。为此，
市排水管理所每
年都会定期组织人员深入狭窄的截污管道内清淤。
在截污管内清淤是一项体力活。污水管道内淤
泥很深，
人走动一下都很费力，
还要抱着一根笨重的
长吸管去吸淤泥，
更得费一番力气，
工作人员只能轮
番下井作业。清淤工作环境极其恶劣，
在狭窄、封闭
的空间内，工作人员不得不与污水、脏物“亲密接
触”，
污水、污泥还不时会溅入口中。不过，
排水管理
所的工作人员早已习以为常，
根本顾不上这些，
一心
忙着手中的活，
只为尽快疏通截污管网，
让各地的生
活污水顺畅地流向三大污水处理厂。
在邵阳排水人中，不乏“拼命三郎”。2017 年 1
月 1 日 22 时，双清交通污水提升泵站突然出现紧急
情况——一台水泵出现故障。该泵站是市区最大的
污水提升泵站，日供污能力达 16 万吨。泵站常年有
4 台水泵同时运行，确保污水能全部被提升至通往
污水处理厂的管道。水泵出故障后，如不能及时恢
复运行，
截污管网的污水就会溢出，
并流向资江。
决不能让污水横流！接到指令后，排水人罗稳
定、崔义芳等放弃节假日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迅速投
入抢修工作。
下泵坑排查，
调运新的潜污泵，
焊接潜污泵耦合
口，
臭水沟内接线……每一项工作都极为耗时、耗体
力。罗稳定、崔义芳等人一心一意忙着手中的活，
以
至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早餐和中餐。直至 1 月 2 日中
午，
新安装的潜污泵正常运行，
双清污水提升泵站恢
复正常供污水，连续奋战了 14 个小时的他们才拖着
疲惫的身躯踏上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