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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提出在二〇三五年“生态环境根本

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着力解决突出

环境问题，加快水污染防治，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建

设独具东方水城魅力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打造美丽幸福新天堂”

的要求，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高度重视城乡水环境改善，把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常抓不懈，结合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

治理、中央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和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美丽

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2015-2017 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

等项目实施农村生活污水专项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吴中区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率已超过 90%。 

在此基础上，结合省、市、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333”

行动实施意见等工作要求，需进一步加强城乡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统筹，

消除农村地区污水管网空白区，开展“回头看”，加快推进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设施提标改造和科学接管，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

管理水平。2020 年 5 月，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苏省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20]38 号）”，其中强调应

按生态环境部《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以县域为单位整县编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 

为此，2020 年 9 月苏州市吴中区水务局委托悉地（苏州）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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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承担苏州市吴中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编制工

作。悉地（苏州）勘察设计顾问有限公司遂成立项目组，围绕省、市、

区确定的目标任务，按照生态环境部《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

划编制指南（试行）》，基于《苏州市吴中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

（2015-2017）》实施情况，赴吴中区各乡镇、街道和村庄实地查勘，

整理大量污水收集、排放和处理以及污水处理厂、独立处理设施建设

和运管等的相关资料，结合城镇污水规划、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

进行系统分析、核算、比选、研究，于 2020 年 12 月编制完成规划初

稿，经优化后于 2021 年 2 月提出规划征求意见稿，根据反馈意见修

改后于2021年3月提出规划送审稿，根据技术审查意见修改后于2021

年 4 月提出规划报批稿。 

本规划遵循城乡一体、统筹规划的指导思想，全面梳理城镇污水

专项规划和本规划的关系，体现建管并重、长效运行等原则，按照加

快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提标和接管，高水平维持已治理项目运行维

护的思路，提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方案，并根据吴中区实际，从

组织、资金、政策、质量管理和运行维护方面提出规划实施保障。 

在此，对苏州市吴中区水务局在本规划编制全程的鼎力支持深表

谢忱。在规划编制不同阶段，得到苏州市水务局、苏州市资源和规划

局吴中分局、苏州市吴中区农业农村局、苏州市吴中区各镇（街道）

及苏州市吴中区水务集团等单位的积极协助和大力支持，一并致谢。 

本规划成果含三册：第一册文本；第二册说明书；第三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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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条	规划编制目的	

为着力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切实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

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苏州市吴中区实际，

制定本规划。 

第 2条	规划定位	

本规划根据《苏州市吴中区镇村布局规划（2019 版）》、《苏州市

吴中区污水专项规划（2019 版））》，以《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的指导意见 》（中农发〔2019〕14 号）、《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

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县（市）域城乡污水统筹治理导则（试行）》

（建村〔2014〕6 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20〕38 号）等文件精神为

指导，建立健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体系，对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和治理

做出安全、经济、有效的布局和安排。 

规划用于指导苏州市吴中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收集模式、排放

标准、处理工艺、资源化利用、运行维护和保障措施等，并协调与镇

村布局、城镇污水、供水、河道水系、道路交通、环境保护、环境卫

生等的关系。 

第 3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2020 年~2035 年。 

规划基准年：2019 年；规划近期水平年：2025 年；规划远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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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年 2035 年。  

第 4条	规划范围	

吴中区行政范围内、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外，由镇村布局规划

定点的村庄范围，涉及甪直镇、临湖镇、横泾街道、越溪街道、木渎

镇、胥口镇、东山镇、金庭镇、光福镇、香山街道共 10 个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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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依据、原则和目标 

第 5条	规划依据	

本规划引用了以下法规、条例、规范、研究成果中有关条款。凡

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划。 

1.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5）《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6）《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7）《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 年版）） 

（8）《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9）《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10）《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 

（11）《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 12）《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2019） 

（13）《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园林绿化用泥质》（GB/T 

23486-2009） 

（13）《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24-2008） 

（14）《村庄污水处理设施技术规程》（CJJ/T16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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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 

（16）《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2008） 

（17）《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574-2010） 

（18）《村庄整治技术规范》（GB50445-2008） 

（19）《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20）《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2005-2010）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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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县（市）域城乡污水统筹治理导则（试行）》（建村〔2014〕

6 号） 

（23）《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生

态环境部，2019 年 9 月） 

（24）“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农发〔2019〕

14 号）等 

2. 江苏省相关规划、技术标准和规划文件 

（1）《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 

（2）《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2003.3） 

（3）《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2018.6） 

（4）《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2013.7） 

（5）《江苏省城市排水规划编制纲要》(苏建城[2007]26 号） 

（6）《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限值》（DB32/1072-2018） 

（7）《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 

3462-2020） 

（8）“江苏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政发〔2015〕1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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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加快太湖流域城镇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和除磷脱氮

技术改造工作的通知”（苏建城[2007]304 号） 

（10）“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太湖流域三级保护区范围

的通知”（苏政办发〔2012〕221 号） 

（11）“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行

动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20〕38 号） 

（12）《江苏省农村改厕工作管理办法》等 

3. 苏州市相关法规、技术标准规范、规划文件 

（1）《苏州市排水管理条例》（2015.3） 

（2）《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35）》（2019 年阶段成果） 

（3）《苏州市供水专项规划（2017-2035 年）》（初稿） 

（4）“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

知”（苏府[2007]150 号） 

（5）“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苏

府[2016]60 号) 

（6）“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高质量推进城乡生活

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委办发[2018]77 号）

等 

4. 苏州吴中区相关的规划文件 

（1）《苏州市吴中区镇村布局规划（2019 版）》（报批稿，2020.11） 

（2）《苏州市吴中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9.03） 

（3）《苏州市吴中越溪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2008.07） 

（4）《苏州市吴中区越溪横泾片区总体规划》 

（5）《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总体规划（2009～2030）》（2010.01） 

（6）《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控制性详细规划》（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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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木渎镇总体规划（2009～2030）》 

（8）《苏州市木渎镇苏福路以北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1.08） 

（9）《苏州吴中木渎胥江城城市设计研究》（2011.01） 

（10）《苏州市木渎镇胥江以南金枫路以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2011.05） 

（11）《东山镇总体规划（2006～2020）》 

（12）《金庭（西山）镇总体规划（2006～2020）》 

（13）《苏州市金庭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8.10） 

（14）《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总体规划（2009～2030）》 

（15）《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旺山高科技工业园总体规划》

（2002.05） 

（16）《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2010.04） 

（17）《苏州市光福镇总体规划》（2006） 

（18）《苏州市光福镇控制性详细规划》（2008.09） 

（19）《苏州太湖科技产业园总体规划》 

（20）《苏州太湖科技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2010.03） 

（21）《旺山生态农庄总体规划》（2005.04） 

（22）《苏州市吴中区水系规划》（2008.05） 

（23）《苏州市吴中区污水专项规划（2017-2035 年）》 

（24）苏州市吴中区污水高质量发展方案 

（25）“关于印发《吴中区 2020 年城乡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

准攻坚“333”行动年度目标任务》的通知”（吴高治办[2020]16 号） 

（26）《供排水行业管理和第三方监管项目—苏州市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调研和总体评估报告(吴中区)》（2019.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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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资料 

（1）吴中区各镇现状路网、河网资料 

（2）《关于吴中区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 

（3）《苏州市情市力》（2020 年版） 

（4）《苏州统计年鉴 2020》等 

第 6条	规划原则	

（1）科学规划，统筹安排 

以苏州市吴中区镇村布局规划为先导，结合生态保护红线、水环

境功能区划、给排水、改厕和黑臭水体治理等工作，充分考虑农村经

济社会状况、生活污水产排规律、环境容量、村民意愿等因素，以污

水减量化、分类就地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科学规划和安排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作。 

（2）突出重点，梯次推进 

坚持短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相结合，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综

合考虑现阶段城乡发展趋势、财政投入能力、农民接受程度等，合理

确定污水治理任务目标。优先整治生态环境敏感、人口集聚、发展乡

村旅游以及水质需改善控制单元范围内的村庄，通过试点示范不断探

索，梯次推进，全面覆盖。 

（3）因地制宜，分类治理 

综合考虑村庄自然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污水产排状况、生态环

境敏感程度、受纳水体环境容量等，科学确定本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方式。靠近城镇、有条件的村庄，生活污水纳入城镇污水管网统一

处理。人口集聚、利用空间不足、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庄，可采取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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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集中处理-达标排放的治理方式。污水产生量较少、居住较为分

散、地形地貌复杂的村庄，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方式。 

（4）建管并重，长效运行 

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推动以区为单元，实行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鼓励规模化、专业

化、社会化建设和运行管理。探索建立污水处理受益农户付费制度和

多元化的运行保障机制，确保治理长效。 

（5）经济实用，易于推广 

充分调查农村水环境质量、污水排放现状和治理需求，考虑当地

经济发展水平、污水产生规模和农民生产生活习惯，综合评判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选择技术成熟、经济

实用、管理方便、运行稳定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手段和途径。 

（6）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引导农民以投工投

劳等方式参与设施建设、运行和管理，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等方式，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推动农村生活污水

第三方治理。 

第 7条	规划目标及指标	

（1）总体目标 

推动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服务向农村延伸，加强改厕与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的有效衔接，提高农村污水设施管网覆盖率、污水处理率，

加强资源化利用，完善农村污水治理工作，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保证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出水达标，使得周边水环境明显改善。 

（2）具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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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期目标： 

①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 100%，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

率 10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户覆盖率 95%； 

②太湖一级保护区、重点国考断面关联村庄生活污水治理率

100%； 

③污水厂污泥规范化处理率 100%； 

④农村污水独立处理设施完成提标改造，完成率 100%。 

2）远期目标： 

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户覆盖率进一步提升； 

②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实现长效运维管理，保证出水水质稳定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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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标准 

第 8条	污水量标准	

（1）用水量定额 

苏州市吴中区农村居民日用水量定额原则上按照 80-130L/人•天。 

（2）污水量计算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的设计水量应根据实际产生的污水水量

确定，无实测数据的，根据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日均污水量＝居民生活污水量＋三产污水量+地下水渗入量 

居民生活污水量=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居民人数×折污系数×

截污率 

式中， 

三产污水量――旅游、餐饮等服务性行业产生的污水量； 

地下水渗入量――因土质、地下水位、管道和接口材料以及施工

质量、管道运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入渗的地下水量，建议按综合生

活污水量的 10%计算； 

折污系数――用户产生的污水量与用户的用水量比值； 

截污率――进入污水系统的污水量与产生的污水量之比值。 

折污系数、截污率与污水收集系统的完善程度等因素有关，也与

居民用水类型、污水泼洒或浇灌等生活习惯有关，应在调查分析当地

居民的实际状况基础上酌情确定，建议取值范围分别为 0.6～0.9、

0.7～0.85。本次规划折污系数取值 0.90，截污系数取值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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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条	对城镇污水厂污水量影响	

规划新增农村生活污水量涉及城南污水厂、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等 5 家污水处理厂，来自 131 个自然村（40 个接管自然村+91 个独立

处理设施改接管自然村）的新增污水量 0.66 万吨/天，考虑新增水量

后污水厂仍能够稳定运行。具体新增污水量见表 9-1。 

表 9-1  吴中区污水处理厂新增处理规模复核表 

序

号 
污水厂名称

设计规模

（m3/d） 

现状

进水

量

（万

吨/
天）

负荷

率（%）

新增

污水

量（万

吨/天）

新增污

水量涉

及自然

村数量

（个）

新增后

进水量

（万吨

/天） 

新增

水量

占比

（%）

1 城南污水厂 15 11.53 76.87 0.25 56 11.68 1.3 

2 
甪直新区污

水处理厂 
10 1.51 75.50 0.14 17 1.56 3.1 

3 
木渎新城污

水处理厂 
10 7.69 76.90 0.12 13 7.73 0.5 

4 
金庭污水处

理厂 
1.5 0.47 47.00 0.1 32 0.57 21.3 

5 
度假区科福

污水处理厂
9 1.09 36.33 0.05 13 1.13 3.7 

6 小计 45.5 22.29 48.99 0.66 131 22.62 1.7 

第 10条	污水收集模式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模式分为接管模式和独立处理设施模式。 

第 11条	污水收集要求	

（1）农村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污水（包括粪便污水和洗浴、

洗衣服、厨房污水等杂用水）与雨水不得混接、错接，污水经收集处

理后排放。 

（2）应保留、完善并适当新建化粪池。粪便污水（卫生间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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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单独接入化粪池，其它杂用水不得接入化粪池，化粪池第三格出水

与其它杂用水应接入污水管道。 

（3）农家乐等旅游污水排放点应设置隔油池，污水经隔油处理

后再接入化粪池、污水管道。 

（4）遵循接管优先、经济合理原则，靠近城镇污水管网、人口

密度大、污染负荷高、具备自流接入和转输条件的，应将污水纳入城

镇污水处理系统。采取接管处理的，可取消化粪池；如农户需要保留

化粪池，应对其进行完善，确保无渗漏。 

（5）难以接入城镇污水管网的村庄，根据居民聚居程度、地形

地貌特点和受纳水体条件等，以污水有效收集和处理为原则，建设不

同规模等级的分散式污水收集和处理系统，就地处理后达标排放。 

第 12条	污水排放标准	

（1）纳管接入标准及排放标准 

排水户排向污水管道的污水水质应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

质标准》(CJ3082--2015)，特殊行业的排水户除执行该标准的规定外，

还应执行相关行业的水质标准。 

采用接管方式的，其出水水质标准同污水厂排放标准。应执行

DB32/T1072 标准及苏州特别排放限值。 

（2）污水独立处理设施排放标准 

独立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500m3时执行 DB32 1072 标准，日处

理能力＜500m3 但≥50 m3 时执行 DB32 3462 一级 A 标准，日处理

能力＜50m3 时执行 DB32 3462 一级 B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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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条	污水处理工艺	

（1）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主要由预处理工艺和主处理工艺两

部分组成。 

（2）常用预处理工艺包括化粪池、调节池、隔油池等。 

（3）常用主处理工艺有 A2/O 工艺、生物接触氧化工艺、多级生

物接触氧化工艺、MBR、A3/O+MBBR 一体化技术。 

第 14条	尾水回用标准	

尾水回用于农田灌溉、水培经济植物、回用于渔业以及回用于景

观环境的，执行标准分别为《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05）、

《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92）以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

用水水质》（GB/T 18921-2002）。 

第 15条	污水管道规划设计标准	

污水管道设计流量、流速、充满度、管径、管材、检查井等均按

照《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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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方案 

第 16条	总体治理规划	

（1）主要模式为接管模式，少数村庄采用独立设施处理模式。 

（2）现状 1188 个自然村，其中已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1118

个，未治理 70 个。针对已治理的 1118 个自然村，其中采用独立处理

设施的 151 个自然村，根据现状及近期污水管网规划，60 个续用独

立处理设施“提标改造”，91 个自然村由“独立处理设施改为接管”；

针对未治理的自然村，列入拆迁计划的 23 个自然村，采用“临时措

施”；属于未拆迁区域的 41 个自然村，根据现状条件，因地制宜，采

用“接管”或“独立处理设施”，详见表 16-1。 

表 16-1 吴中区农村污水治理总体规划表 

项目 分类 现状 规划 小计 

现状自然村

1188 个 

已经治理

自然村

1118 个 

采用接管自

然村 967 个

续用接管 967
个 

①接管 967+91+40=1098 个，

接管率：1098/1188=92.4%；

②独立处理 60+1=61 个， 
独立处理率：61/1188=5.1%；

③过渡 23 个， 
过渡率：1.9%。 

采用独立处

理设施自然

村 151 个 

独立处理改接

管 91 个 

续用独立处理

60 个 

未治理自

然村 70 个 

待治理自然

村 41 个 

新建独立处理

1 个 

新接管 40 个

已列拆自然

村 23 个 
采用过渡措施

23 个 

已拆迁自然村 6 个 

第 17条	接管模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	

对各乡镇接管模式的村庄，规划新接管 131 个（40 个新接+91

个改接），规划统计汇总如表 17-1，详细列举如表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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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  接管模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统计表 

序号 乡镇 
自然村数

（个） 

采用接管模式村数（个） 

备注 
总数

（个）

其中：已接管村

数（个） 
其中：新接

管村数（个） 

1 甪直镇 170 154 137 17   

2 金庭镇 109 74 54 32   

3 临湖镇 170 170 158 12   

4 越溪街道 21 21 21 0 无新增 

5 木渎镇 144 144 131 13   

6 香山街道 34 20 20 0 无新增 

7 光福镇 159 143 130 13   

8 胥口镇 105 96 94 2   

9 东山镇 149 143 108 35   

10 横泾街道 89 83 76 7   

11 郭巷街道 15 15 15 0 无新增 

12 长桥街道 12 12 12 0 无新增 

13 城南街道 3 3 3 0 无新增 

14 太湖街道 8 8 8 0 无新增 

合计 1188 1098 967 131   

注：（1）包含几种情形：①原先没有采取任何治理措施，需要全新接管；②原先建独立处理

设施，本次改接管。 

表 17-2  接管模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明细表 

序号 建制镇 行政村 自然村 村庄类别 
污水量

（t/d） 
规划安排 

1 甪直镇 澄北村 支家堰 集聚提升类村庄 168.81 接至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2 甪直镇 澄北村 碛砂新村 集聚提升类村庄 23.33 接至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3 甪直镇 甫港村 韩家浜 搬迁撤并类村庄 184.93 接至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4 甪直镇 甫里村 思安浜 特色保护类村庄 45.18 接至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5 甪直镇 甫南村 城南新村 其它一般村庄 60.50 接至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6 甪直镇 前港村 谈家湾 其他一般村庄 32.82 接至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7 甪直镇 淞港村 双板桥 搬迁撤并类村庄 394.91 接至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8 甪直镇 淞港村 东港浪 搬迁撤并类村庄 118.94 接至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9 甪直镇 淞南村 龙潭 集聚提升类村庄 89.78 接至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10 甪直镇 淞南村 横江 集聚提升类村庄 43.23 接至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11 甪直镇 淞南村 翔里 集聚提升类村庄 49.29 接至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12 甪直镇 淞南村 团结新村 城郊融合类村庄 28.59 接至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13 甪直镇 长巨村 西厍浜 搬迁撤并类村庄 24.25 接至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14 甪直镇 澄北村 陶巷 集聚提升类村庄 85.32 接至甪直新区污水处理厂

15 金庭镇 蒋东 后埠 特色保护类村庄 38.20 
接至苏州吴中区金庭镇污

水处理厂 

16 金庭镇 东蔡 东里 特色保护类村庄 64.85 
接至苏州吴中区金庭镇污

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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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制镇 行政村 自然村 村庄类别 
污水量

（t/d） 
规划安排 

17 金庭镇 缥缈 秦家堡 特色保护类村庄 38.54 
接至苏州吴中区金庭镇污

水处理厂 

18 金庭镇 缥缈 西蔡里 特色保护类村庄 80.97 
接至苏州吴中区金庭镇污

水处理厂 

19 金庭镇 缥缈 倪家坞 特色保护类村庄 3.20 
接至苏州吴中区金庭镇污

水处理厂 

20 金庭镇 缥缈 周家巷 特色保护类村庄 9.04 
接至苏州吴中区金庭镇污

水处理厂 
21 木渎镇 接驾社区 南竹坞 其他一般村庄 79 接至木渎污水处理厂 
22 木渎镇 接驾社区 宁邦坞 搬迁撤并类村庄 6 接至木渎污水处理厂 
23 木渎镇 接驾社区 庙前 搬迁撤并类村庄 18 接至木渎污水处理厂 
24 木渎镇 接驾社区 吴家堂 搬迁撤并类村庄 26 接至木渎污水处理厂 
25 木渎镇 穹窿社区 朱家场 搬迁撤并类村庄 12 接至木渎污水处理厂 
26 木渎镇 穹窿社区 旺家坞 搬迁撤并类村庄 12 接至木渎污水处理厂 
27 木渎镇 穹窿社区 上堰头 搬迁撤并类村庄 23 接至木渎污水处理厂 
28 木渎镇 穹窿社区 塘岗头 搬迁撤并类村庄 46 接至木渎污水处理厂 
29 木渎镇 五峰村 西蔚村 其它一般村庄 60 接至木渎污水处理厂 
30 木渎镇 尧峰村 中心村 搬迁撤并类村庄 201 接至木渎污水处理厂 
31 木渎镇 金山村 范家场 搬迁撤并类村庄 40 接至木渎污水处理厂 
32 木渎镇 灵岩村 仓基村 搬迁撤并类村庄 80 接至木渎污水处理厂 
33 木渎镇 西跨塘村 沈巷村 搬迁撤并类村庄 624 接至木渎污水处理厂 

34 
横泾街

道 
泾峰社区 兜里 其他一般村庄 16.35 

接至吴中区城南污水处理

厂 

35 
横泾街

道 
泾峰社区 西村 搬迁撤并类村庄 37.51 

接至吴中区城南污水处理

厂 

36 
横泾街

道 
长远村 费庄 搬迁撤并类村庄 28.36 

接至吴中区城南污水处理

厂 

37 东山镇 陆巷村 含山 特色保护类村庄 96.75 
接至吴中区城南污水处理

厂 

38 东山镇 陆巷村 陆巷 特色保护类村庄 48.38 
接至吴中区城南污水处理

厂 

39 东山镇 渡桥村 上官庄 其它一般村庄 117.35 
接至吴中区城南污水处理

厂 

40 东山镇 渡桥村 婆罗桥 集聚提升类村庄 70.87 
接至吴中区城南污水处理

厂 
41 其余 91 个独立设施改接管自然村明细表详见表 19-1 

第 18条	独立处理设施模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	

对各乡镇独立处理设施模式的村庄，规划新建 1 个，规划保留

60 个，并按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 

3462-2020）的相关要求：日处理能力＜500m3但≥50m3时执行 DB32 

3462一级A标准，日处理能力＜50m3时执行DB323462一级B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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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提标改造，规划统计汇总如表 18-1，详细列举如表 18-2。 

表 18-1  独立处理设施模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统计表 

序号 乡镇 
自然村数

（个） 

采用独立处理设施模式村数（个） 

备注 
总数（个）

其中：已建

独立处理

设施村数

（个） 

其中：新建

独立处理

设施村数

（个） 

1 甪直镇 170 4 4 0 无新增 

2 金庭镇 109 23 23 0 无新增 

3 临湖镇 170 0 0 0 无新增 

4 越溪街道 21 0 0 0 无新增 

5 木渎镇 144 0 0 0 无新增 

6 香山街道 34 0 0 0 无新增 

7 光福镇 159 16 16 0 无新增 

8 胥口镇 105 6 6 0 无新增 

9 东山镇 149 6 5 1   

10 横泾街道 89 6 6 0 无新增 

11 郭巷街道 15 0 0 0 无新增 

12 长桥街道 12 0 0 0 无新增 

13 城南街道 3 0 0 0 无新增 

14 太湖街道 8 0 0 0 无新增 

15 合计 1188 61 60 1   

注：本次针对原没有采取任何治理措施、需要全新建设独立处理设施。  

表 18-2  独立处理设施模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明细表 

序号 建制镇 行政村 自然村 规划安排 

1 甪直镇 江湾村 东湾 保留并提标改造 

2 甪直镇 江湾村 西湾 保留并提标改造 

3 甪直镇 江湾村 胡家荡 保留并提标改造 

4 甪直镇 江湾村 江田 保留并提标改造 

5 金庭镇 东村 阴山 保留并提标改造 

6 金庭镇 东村 横山 保留并提标改造 

7 金庭镇 衙甪里 山下 保留并提标改造 

8 金庭镇 衙甪里 石井头 保留并提标改造 

9 金庭镇 衙甪里 疃里 保留并提标改造 

10 金庭镇 衙甪里 马家门前 保留并提标改造 

11 金庭镇 衙甪里 蛇头山 保留并提标改造 

12 金庭镇 衙甪里 小埠里 保留并提标改造 

13 金庭镇 衙甪里 衙里 保留并提标改造 

14 金庭镇 衙甪里 陈家头 保留并提标改造 

15 金庭镇 衙甪里 大埠里 保留并提标改造 

16 金庭镇 衙甪里 慈西 保留并提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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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制镇 行政村 自然村 规划安排 

17 金庭镇 衙甪里 苏家上头 保留并提标改造 

18 金庭镇 衙甪里 黄石桥 保留并提标改造 

19 金庭镇 衙甪里 白果树头 保留并提标改造 

20 金庭镇 衙甪里 慈东 保留并提标改造 

21 金庭镇 衙甪里 周家上头 保留并提标改造 

22 金庭镇 衙甪里 沙皮上 保留并提标改造 

23 金庭镇 衙甪里 曹家底 保留并提标改造 

24 金庭镇 衙甪里 南河头 保留并提标改造 

25 金庭镇 衙甪里 牌楼头 保留并提标改造 

26 金庭镇 衙甪里 柯家村 保留并提标改造 

27 金庭镇 衙甪里 前河 保留并提标改造 

28 光福镇 府巷村 下姚家庄 保留并提标改造 

29 光福镇 迂里村 永安桥 保留并提标改造 

30 光福镇 迂里村 安溪 保留并提标改造 

31 光福镇 迂里村 坳里 保留并提标改造 

32 光福镇 迂里村 葛舍 保留并提标改造 

33 光福镇 迂里村 沙桥头 保留并提标改造 

34 光福镇 迂里村 下水车 保留并提标改造 

35 光福镇 迂里村 张泗泾 保留并提标改造 

36 光福镇 迂里村 张巷里 保留并提标改造 

37 光福镇 福利村 张家场 保留并提标改造 

38 光福镇 冲山村 北山 保留并提标改造 

39 光福镇 冲山村 东头 保留并提标改造 

40 光福镇 冲山村 西头 保留并提标改造 

41 光福镇 冲山村 冲山 保留并提标改造 

42 光福镇 梅园社区 上梅园 保留并提标改造 

43 光福镇 梅园社区 紫藤坞 保留并提标改造 

44 胥口镇 新峰村 上山村 保留并提标改造 

45 胥口镇 新峰村 下麓村 保留并提标改造 

46 胥口镇 新峰村 下山村 保留并提标改造 

47 胥口镇 新峰村 张巷村 保留并提标改造 

48 胥口镇 新峰村 直津泾 保留并提标改造 

49 胥口镇 箭泾村 横河头 保留并提标改造 

50 东山镇 莫厘村 余山岛 新建 

51 东山镇 陆巷村 石前 保留并提标改造 

52 东山镇 陆巷村 北望 保留并提标改造 

53 东山镇 三山村 东泊 保留并提标改造 

54 东山镇 三山村 小姑 保留并提标改造 

55 东山镇 三山村 山东 保留并提标改造 

56 横泾街道 尧南社区 旱泾上 保留并提标改造 

57 横泾街道 尧南社区 横旱泾上 保留并提标改造 

58 横泾街道 尧南社区 后上书泾 保留并提标改造 

59 横泾街道 尧南社区 前上书泾 保留并提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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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制镇 行政村 自然村 规划安排 

60 横泾街道 尧南社区 塘角头 保留并提标改造 

61 横泾街道 尧南社区 陆家桥 保留并提标改造 

 

第 19条	现有独立处理设施改接管规划	

151 个采用独立处理设施模式的自然村，60 个村庄正常运行的独

立设施予以保留续用；91 个村庄的独立处理设施改造为接管，待改

造村庄清单如表 19-1。 

表 19-1  独立处理设施改接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明细表 

序号 建制镇 行政村 自然村 村庄类别 
污水量

（t/d） 
规划安排 

1 甪直镇 澄东村 东洋里 集聚提升类村庄 36.83 
改接至甪直新区污

水处理厂 

2 甪直镇 前港村 江滩头 其他一般村庄 21.73 
改接至甪直新区污

水处理厂 

3 甪直镇 前港村 葫芦浜 其他一般村庄 30.65 
改接至甪直新区污

水处理厂 

4 金庭镇 庭山 沉思湾 特色保护类村庄 31.68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5 金庭镇 东河 

金吴（含

金铎、吴

村头） 

集聚提升类村庄 74.34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6 金庭镇 秉常 朴树头 集聚提升类村庄 33.4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7 金庭镇 东村 下泾 集聚提升类村庄 55.58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8 金庭镇 东村 东村 集聚提升类村庄 68.05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9 金庭镇 东村 张家湾 特色保护类村庄 11.89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10 金庭镇 东村 周坞 特色保护类村庄 12.47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11 金庭镇 东蔡 庙东 特色保护类村庄 86.46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12 金庭镇 缥缈 岭东 集聚提升类村庄 18.18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13 金庭镇 缥缈 

塔头（含

塔头、凤

凰山） 

集聚提升类村庄 35.68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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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制镇 行政村 自然村 村庄类别 
污水量

（t/d） 
规划安排 

14 金庭镇 缥缈 绮里 集聚提升类村庄 26.53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15 金庭镇 缥缈 谢家堡 特色保护类村庄 5.60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16 金庭镇 缥缈 石路头 特色保护类村庄 12.47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17 金庭镇 缥缈 圻村 特色保护类村庄 62.33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18 金庭镇 石公 梧巷 集聚提升类村庄 27.11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19 金庭镇 石公 许巷 集聚提升类村庄 21.04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20 金庭镇 石公 夏家底 集聚提升类村庄 25.39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21 金庭镇 石公 仇巷 集聚提升类村庄 62.33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22 金庭镇 石公 旸坞 集聚提升类村庄 32.71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23 金庭镇 石公 明湾 特色保护类村庄 53.41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24 金庭镇 石公 石公 特色保护类村庄 15.78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25 金庭镇 堂里 涵头上 集聚提升类村庄 40.49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26 金庭镇 堂里 劳村 集聚提升类村庄 59.01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27 金庭镇 堂里 陈巷 集聚提升类村庄 46.78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28 金庭镇 堂里 堂里 特色保护类村庄 69.31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29 金庭镇 衙甪里 绞上 集聚提升类村庄 18.30  
改接至苏州吴中区

金庭镇污水处理厂

30 临湖镇 东吴村 北港 集聚提升类村庄 24.47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31 临湖镇 东吴村 泥桥头 搬迁撤并类村庄 15.90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32 临湖镇 东吴村 西区 搬迁撤并类村庄 11.67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33 临湖镇 界路村 西洋河泾 集聚提升类村庄 43.46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34 临湖镇 灵湖村 东塘 集聚提升类村庄 21.96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35 临湖镇 灵湖村 水路上 集聚提升类村庄 40.26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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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制镇 行政村 自然村 村庄类别 
污水量

（t/d） 
规划安排 

36 临湖镇 灵湖村 吴舍 集聚提升类村庄 97.33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37 临湖镇 陆舍村 姚家村 集聚提升类村庄 23.56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38 临湖镇 陆舍村 南港 特色保护类村庄 12.92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39 临湖镇 前塘村 火烧浜 集聚提升类村庄 25.39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40 临湖镇 前塘村 北西塘 其他一般村庄 41.4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41 临湖镇 前塘村 南舍 其他一般村庄 42.54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42 光福镇 迂里村 安山 集聚提升类村庄 106.48 
接管至度假区科福

污水处理厂 

43 光福镇 迂里村 浮上 特色保护类村庄 28.59 
接管至度假区科福

污水处理厂 

44 光福镇 香雪村 涧上 集聚提升类村庄 21.73 
接管至度假区科福

污水处理厂 

45 光福镇 香雪村 浮庙墩 特色保护类村庄 38.77 
接管至度假区科福

污水处理厂 

46 光福镇 香雪村 官路上 特色保护类村庄 21.96 
接管至度假区科福

污水处理厂 

47 光福镇 香雪村 涧里 特色保护类村庄 87.03 
接管至度假区科福

污水处理厂 

48 光福镇 香雪村 十三图 特色保护类村庄 21.73 
接管至度假区科福

污水处理厂 

49 光福镇 香雪村 铜坑 特色保护类村庄 36.71 
接管至度假区科福

污水处理厂 

50 光福镇 香雪村 下官山 特色保护类村庄 21.16 
接管至度假区科福

污水处理厂 

51 光福镇 香雪村 蔡家场 其他一般村庄 17.38 
接管至度假区科福

污水处理厂 

52 光福镇 邓尉村 石灰弄 特色保护类村庄 21.16 
接管至度假区科福

污水处理厂 

53 光福镇 邓尉村 西湾 特色保护类村庄 24.13 
接管至度假区科福

污水处理厂 

54 光福镇 邓尉村 姚家河头 其他一般村庄 24.36 
接管至度假区科福

污水处理厂 

55 胥口镇 马舍村 
东马舍及

小区 
集聚提升类村庄 166.63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56 胥口镇 
采香泾

村 
椿树头 搬迁撤并类村庄 20.36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57 东山镇 渡口村 上漾家桥 其他一般村庄 88.56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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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制镇 行政村 自然村 村庄类别 
污水量

（t/d） 
规划安排 

58 东山镇 渡口村 下漾家桥 其他一般村庄 51.01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59 东山镇 渡口村 秧田 其他一般村庄 39.57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60 东山镇 渡口村 瓦塔 其他一般村庄 37.69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61 东山镇 陆巷村 头图 集聚提升类村庄 19.21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62 东山镇 陆巷村 二图 集聚提升类村庄 27.33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63 东山镇 陆巷村 十六图 集聚提升类村庄 42.32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64 东山镇 陆巷村 纪革 集聚提升类村庄 54.67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65 东山镇 陆巷村 王舍 特色保护类村庄 31.57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66 东山镇 陆巷村 新山 集聚提升类村庄 56.96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67 东山镇 陆巷村 严巷 特色保护类村庄 23.79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68 东山镇 陆巷村 南望 特色保护类村庄 24.93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69 东山镇 陆巷村 岭下 特色保护类村庄 16.35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70 东山镇 莫厘村 洪湾 集聚提升类村庄 26.65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71 东山镇 莫厘村 周湾 集聚提升类村庄 24.93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72 东山镇 莫厘村 尚锦 集聚提升类村庄 33.74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73 东山镇 莫厘村 小长湾 集聚提升类村庄 12.47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74 东山镇 莫厘村 石井 集聚提升类村庄 39.46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75 东山镇 莫厘村 丰圻 集聚提升类村庄 45.4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76 东山镇 莫厘村 宋家湾 集聚提升类村庄 48.49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77 东山镇 莫厘村 岱心湾 集聚提升类村庄 52.84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78 东山镇 双湾村 金湾 集聚提升类村庄 139.87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79 东山镇 双湾村 古周巷 特色保护类村庄 40.94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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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制镇 行政村 自然村 村庄类别 
污水量

（t/d） 
规划安排 

80 东山镇 双湾村 牌楼巷 特色保护类村庄 63.47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81 东山镇 双湾村 石灰浜 特色保护类村庄 64.05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82 东山镇 太湖村 铜鼓山 特色保护类村庄 25.28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83 东山镇 杨湾村 湖沙 集聚提升类村庄 42.54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84 东山镇 杨湾村 澄湾 集聚提升类村庄 17.27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85 东山镇 杨湾村 屯湾 集聚提升类村庄 56.15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86 东山镇 杨湾村 王家站 集聚提升类村庄 20.7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87 东山镇 杨湾村 西巷 特色保护类村庄 21.62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88 横泾街道 
上巷社

区 
南浜上 其他一般村庄 28.59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89 横泾街道 
上巷社

区 
吴家西 其他一般村庄 28.02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90 横泾街道 新齐村 下毛岐 特色保护类村庄 59.59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91 横泾街道 新齐村 上毛岐 特色保护类村庄 61.19 
改接至吴中区城南

污水处理厂 

第 20条	未开展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指导意见	

（1）现有污水收集管网和排除设施使用功能不应降低，居民搬

迁前（使用中）不应被废弃； 

（2）鼓励污水回用于农业生产需要，遵循村民将粪便污水用于

果蔬浇灌的生产生活习惯； 

（3）保留、完善并适当新建化粪池，粪便污水（卫生间污水）

应单独接入化粪池，其他杂用水不得接入化粪池，化粪池的完善应做

好防渗处理，减少对地下水和水体的入渗； 

（4）加强现状污水收集管网和排除设施维护和管理，加强疏通

和清掏，确保排水顺畅，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雨季污水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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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已列拆而久未实施拆迁的村庄，酌情实施临时接管或

兴建临时处理设施。 

第 21条	现有农村生活污水设施改造完善要求	

（1）完善收集管网的建设，注重井台污水、洗涤水、农家乐厨

房排水的收集，做到“应收全收”。 

（2）延伸村内收集管网，覆盖至 90%以上的农户。 

（3）遵循“防渗漏、增碳源、稳污泥”原则。具体包括：①全

面检查污水收集管网及居民化粪池的渗漏情况，进行修复和完善；②

宜改造现有调节池或厌氧池，使其兼具污泥消化池的功能，可利用污

泥内部碳源，在利于反硝化脱氮的同时实现污泥的稳定化；③在活性

污泥反应池内投加填料，使污泥附着于填料上形成生物膜，或加强污

泥回流，增大污泥浓度。 

第 22条	其它污染源控制措施	

针对化肥、农药残留、畜禽养殖废物（排泄物）、水产养殖、其

他农业生产活动产生的农膜、秸秆等和生活垃圾固体污染物等其他污

染源，提出如下控制措施： 

（1）科学合理地使用化肥和农药，推广环境友好型化肥、农药。 

（2）发挥秸秆生物质能源和饲料资源的作用，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 100%，无露天焚烧秸秆。 

（3）减少农膜使用量，通过合理的农艺措施减少农膜使用量，

开发和推广可降解农膜。 

（4）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无害化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率达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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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农村生活垃圾，采取建立城乡统筹的垃圾处理模式，

建立“村扫、镇运、区消纳”的垃圾处理长效机制。 

（6）污水塘、臭水沟得到有效整治。 

第 23条	外部污水管网延伸规划	

（1）甪直镇规划污水延伸管网实现接管情况 

在各自然村外部道路上新建污水管道约 2 公里，管径

de110-DN400，可使沿线江滩头、葫芦浜等 3 个自然村实现接管，受

益 100 户，628 人，接管污水量 75.36 m3/d。新建污水管道如表 23-1

所示。 

表 23-1  甪直镇污水延伸管统计表 

序号 位置 管道规格 长度（km） 

1 江滩头、葫芦浜支路 DN400 1.1 

2 东洋里 de110 0.9 

3 合计 / 2 

（2）临湖镇规划污水延伸管网实现接管情况 

在各自然村外部道路上新建污水管道约 6.65公里，管径DN400，

可使沿线火烧浜、吴舍等 12 个自然村实现接管，受益 1095 户，4380

人，接管污水量 525.6 m3/d。新建污水管道如表 23-2 所示。 

表 23-2  临湖镇污水延伸管统计表 

序号 位置 管道规格 长度（km） 

1 火烧浜、南舍、北西塘支路 DN400 1.4 

2 吴舍、水路上、东塘支路 DN400 1.6 

3 姚家港支路 DN400 0.35 

4 南港、北港支路 de110 1.3 

5 西区、泥桥头支路 DN400 0.7 

6 西洋河泾支路 de110 1.3 

7 合计 /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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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横泾街道规划污水延伸管网实现接管情况 

在吴家西、南浜上各村外部道路上新建污水管网 0.5km，管径

DN400，实现吴家西、南浜上 2 个自然村接管，受益 55 户，578 人，

接管污水量 69.36 m3/d，新建污水管道如表 23-3 所示。 

表 23-3  横泾街道污水延伸管统计表 

序号 位置 管道规格 长度（km） 

1 吴家西、南浜上支路 DN400 0.5 

2 合计 / 0.5 

（4）胥口镇规划污水延伸管网实现接管情况 

在东马舍及小区、椿树头 2 个自然村外部道路上新建污水管道约

0.5 公里，管径 DN300，可使沿线东马舍及小区、椿树头 2 个自然村

实现接管，受益 163 户，605 人，接管污水量 72.6 m3/d。新建污水管

道如表 23-4 所示。 

表 23-4  胥口镇污水延伸管统计表 

序号 位置 管道规格 长度（km） 

1 东马舍支路 DN300 0.2 

2 椿树头支路 DN300 0.3 

3 合计 / 0.5 

（5）东山镇规划污水延伸管网实现接管情况 

以陆巷村纪革为界，在环山路上新建污水管道约 26.1 公里，管

径 de160-de315，可使沿线陆巷村、杨湾村、双湾村、新潦村、渡口

村等 6 个行政村村实现接管，受益 3041 户，10358 人，接管污水量

1242.96t/d。新建污水管道如表 23-5 所示。 

表 23-5  东山镇污水延伸管统计表 

序号 位置 管道规格 长度（km） 

1 环山路（北线） de160-de315 9.6 

2 环山路（南线） de160-de315 16.5 

3 合计 / 26.1 



苏州市吴中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2020-2035）                                 第一册文本 

   30 

 

（6）金庭镇规划污水延伸管网实现接管情况 

现状金庭老镇区污水管网已基本敷设完毕。规划新镇区已建部分

污水管道，管网待完善。规划延伸污水管网 18.2 公里，污水管管径

DN400、de160、de110，将镇区周边东村、缥缈、石公、堂里等 4 个

行政村 26 个自然村污水接入镇区污水管网，共计受益 2400 户，8400

人，接管污水量达 1008m3/d。新建污水管统计表 4.5.7-6。 

表 23-6  金庭镇镇区新建污水管网统计表 

序号 位置 管道规格 长度（km） 

1 缥缈村周边支路 
DN400 3.2 

de160 1.8 

2 石公村周边支路 de450 7.2 

1 堂里村周边支路 de160 2.5 

2 东村周边支路 DN400 3.5 

3 合计 / 18.2 

（7）光福镇规划污水延伸管网实现接管情况 

在各自然村外部道路上新建污水管道约 2.8 公里，管径 DN400，

可使沿线涧里、下官山等 6 个自然村实现接管，受益 484 户，1694

人，接管污水量 203.28 m3/d。新建污水管道如表 23-7 所示。 

表 23-7  光福镇污水延伸管统计表 

序号 位置 管道规格 长度（km） 

1 涧里、下官山支路 DN400 0.9 

2 西湾支路 DN300 0.5 

3 蔡家场、官路上支路 DN400 1.4 

4 合计 / 2.8 

结合吴中区污水规划，本次考虑对金庭镇、东山镇、光福镇、横

泾街道、临湖镇、甪直镇、胥口镇现状市政污水管网进一步延伸，满

足相关自然村“独立处理设施改接管”或“接管”的条件，共延伸市

政污水管网 56.75 公里，具体工程量详见表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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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8 吴中区污水管网延伸工程量 

序号 乡镇 污水管道管径（mm） 污水管道长度（km） 

1 金庭镇 DN 400 18.2 

2 光福镇 DN 400 2.8 

3 横泾街道 DN400 0.5 

4 临湖镇 de110-DN 400 6.65 

5 甪直镇 de110-DN400 2 

6 东山镇 de160-de315 26.1 

7 胥口镇 DN300 0.5 

小计 / 56.75 

第 24条	农村污水管网修复规划	

功能性缺陷需清通，残墙（封堵墙）和沉积（混泥土块）需先破

碎再清通。原则上不采取工程性措施，纳入常态化养护作业，加强清

淤、疏通、监测。 

结构性缺陷包含破裂、变形、渗漏等问题，对缺陷等级为 2 级

及 2 级以上的，采取工程性措施，主要有开挖翻建、非开挖修复（原

位紫外光固化）等。 

本次吴中区农村污水管网修复约 47km，具体工程量详见表 24-1。 

表 24-1 吴中区现状污水管网修复工程量汇总表 

序号 片区 开挖工程量（m） 非开挖工程量（m） 
1 东山镇 8359 62 
2 金庭镇 19937 148 
3 临湖镇 7538 56 
4 横泾街道 1469 11 
5 胥口镇 540 4 
6 越溪街道 923 7 
7 光福镇 1944 14 
8 甪直镇 3888 29 
9 长桥街道 162 0 

10 城南街道 81 0 
11 郭巷街道 81 0 
12 木渎镇 1037 8 
13 香山街道 69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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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片区 开挖工程量（m） 非开挖工程量（m） 
14 太湖新城街道 81 0 

合计 46732 343 

第 25条	污水资源化利用原则	

（1）贯彻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执行国家的有关法规、规

范及标准. 

（2）污水资源化利用采用因地制宜、分步实施、分质供水的原

则，综合考虑资源化利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优化资

源化利用分配方案。 

（3）污水资源化利用布局应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因势利导，协

调土地分散经营与资源化利用集中管理的结构性矛盾。 

（4）用户的选择按照就近原则，降低回用管（渠）成本投入。 

第 26条	污水资源化利用途径	

污水资源化利用途径主要包括农田灌溉、杂用水利用（村镇绿化

等）。 

第 27条	尾水排放	

独立处理设施尾水宜经生态净化处理，进一步削减污染物后排放，

或进行再生利用，不宜直接将尾水排入水体。 

第 28条	固体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途径	

（1）固体废物处理途径主要包括固体（粪污、污泥）废弃物的

无害化和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 

（2）固体废物无害化途径主要包括粪污进行化粪池处理、污泥

进行堆肥处理以及收集后的污泥与市政污水处理厂的污泥一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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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 

（3）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途径主要包括农田利用、园林绿化以

及林地利用，首选农田利用。 

第 29条	固体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方案	

（1）污泥处理采用“干化-焚烧”处理工艺，同时鼓励污泥堆肥

回用农田或土地利用，执行标准参考《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

（GB4284-2018）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园林绿化用泥质》

(GB/T 23486-2009）。 

（2）粪污经过化粪池处理后优先进行粪污资源化利用，鼓励农

户进行源头利用。 

（3）完善餐厨垃圾处理系统，隔油池废弃物（隔油池废油）优

先考虑资源化，将隔油池废弃物（隔油池废油）纳入餐厨垃圾处理系

统进行集中回收和利用；隔油池污泥与污水处理设施污泥统一处理。 

第 30条	运行维护原则	

运行维护应坚持“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

的原则。 

第 31条	运行维护目标	

运行维护应以“确保农村生活污水设施正常运行、持续发挥功效”

为目标。 

第 32条	运行维护责任分工	

（1）区级管理机构层面依托区水务、财政、生态环境等部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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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效管理考核小组，采取定期和不定期

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镇（街道）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情况开展考

核。由专业水务公司作为责任主体负责区内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

理工作。 

（2）各行业主管部门及单位责任分工如下： 

区水务局负责监督、指导专业水务公司开展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

维护管理工作，并联合区财政、生态环境等部门加强督查、指导、服

务和考核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污水处理设施维护管理经费的核定、拨付及监管。 

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对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的检测。 

各镇（街道）政府（办事处）负责为辖区内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

护管理提供必要支持，明确全镇（街道）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

工作支持部门。 

第 33条	运行维护管理模式	

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区统

一聘请有专业资质的专业水务公司承担。区水务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各

镇（街道）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的政府采购工作。 

第 34条	运行维护长效管理内容	

（1）建立健全污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考核机制，定期开展考核，

考核结果与拨付经费挂钩。 

（2）在独立设施维护方面，制定污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和

污水设施操作规范规程，确保污水处理设施规范运行、达标排放。 

（3）正常开展污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巡查工作，定期对污水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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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主要设备、主体结构和附属设施、配套管网等进行巡查、养护和维

修，保障污水设施正常使用。 

（4）建立运行维护管理台账，详实记录处理水量、电费电量、

药费药量、出水水质和巡查维护等信息，确保污水设施正常使用。 

（5）对现有独立设施建立农村污水设施远程信息监控系统，与

区级平台联网，提高污水处理监管能力和信息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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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计划 

第 35条	近期建设计划组成	

包含四部分：村庄生活污水治理部分、拆迁计划区域污水治理部

分、污水延伸管网部分及污水管网修复部分。 

第 36条	近期村庄生活污水治理部分	

规划近期治理 41 个待治理的自然村、60 个“独立处理设施保留

续用并提标改造”的自然村、91 个“独立处理设施改接管”的自然

村，分类汇总数据见表 36-1、36-2、36-3，41 个待治理的自然村明细

见表17-2及表18-2，91个独立处理设施改接管自然村明细见表19-1，

独立处理设施保留续用并提标改造明细见表 18-2。 

表 36-1  待治理农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近期任务汇总表 

序号 乡镇 村数（个） 户数（户） 

1 甪直镇 14 983 

2 横泾街道 3 140 

3 木渎镇 13 948 

4 东山镇 5 537 

5 金庭镇 6 719 

合计 41 3327 

表 36-2  农村生活污水独立处理设施提标改造近期任务汇总表 

序号 乡镇 村数（个） 户数（户） 

1 甪直镇 4 830 

2 金庭镇 23 1515 

3 光福镇 16 904 

4 胥口镇 6 328 

5 东山镇 5 286 

6 横泾街道 6 213 
合计 60 4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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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3  农村生活污水独立处理设施改接管近期任务汇总表 

序号 乡镇 村数（个） 户数（户） 

1 甪直镇 3 102 

2 临湖镇 12 903 

3 横泾街道 4 314 

4 胥口镇 2 137 

5 东山镇 31 3056 

6 金庭镇 26 2978 
7 光福镇 13 986 

合计 91 8476 

第 36条	近期拆迁计划区域污水治理部分�

列入拆迁计划污水治理部分规划新建 26 公里污水管网及配套临

时措施，工程量分类汇总如表 36-1。 

表 37-1  列入拆迁计划污水治理部分工程量汇总表 

序号 管网类别 工程量 备注 

1 道路污水管道 3km 估列（香山街道、甪直） 

2 地块污水管道 23km / 

3 配套临时措施 1137 套 化粪池等 

第 37条	近期污水管网延伸部分	

污水延伸管网共计 56.75 公里，工程量按照乡镇汇总如表 23-8，

明细详见表 23-1~表 23-7。污水延伸管网部分建设时序结合村庄生活

污水治理的有序推进，同步或先行实施。 

第 38条	近期污水管网修复部分	

本次吴中区农村污水管网修复约 47km，具体工程量详见表 38-1。 

表 38-1 吴中区现状污水管网修复工程量汇总表 

序号 片区 开挖工程量（m） 非开挖工程量（m） 
1 东山镇 8359 62 
2 金庭镇 19937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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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片区 开挖工程量（m） 非开挖工程量（m） 
3 临湖镇 7538 56 
4 横泾街道 1469 11 
5 胥口镇 540 4 
6 越溪街道 923 7 
7 光福镇 1944 14 
8 甪直镇 3888 29 
9 长桥街道 162 0 

10 城南街道 81 0 
11 郭巷街道 81 0 
12 木渎镇 1037 8 
13 香山街道 691 5 
14 太湖新城街道 81 0 

合计 46732 343 

 

第 39条	远期建设计划	

远期对区域内规划保留农村污水系统进一步优化，修复管网、独

立处理设施破损点、建立农村污水在线监测平台，优化长效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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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投资估算 

第 40条	投资估算	

（1）建设 

待治理村庄生活污水治理的投资估算如表 40-1 所示，独立设施

提标改造的投资估算如表 40-2 所示，原独立设施改接管的村庄生活

污水治理投资估算如表 40-3 所示，近期拆迁村庄临时措施进行生活

污水治理的投资估算如表 40-4 所示，污水延伸管网部分投资估算汇

总如表 40-5 所示，污水管网修复投资估算汇总如表 40-6 所示。 

表 40-1 待治理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投资估算汇总表 

序号 乡镇 投资（万元） 

1 甪直镇 1277.9 

2 横泾街道 182 

3 木渎镇 1232.4 

4 东山镇 721.6 

5 金庭镇 934.7 

6 合计 4348.6 

注：待治理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建设工程按照户数估算投资，接管、独立处理设施收集的分别

采取 1.3 万元/户、1.8 万元/户的投资标准计算。 

表 40-2 独立设施提标改造的投资估算汇总表 

序号 乡镇 投资（万元） 

1 甪直镇 66.5 

2 金庭镇 812 

3 光福镇 290.5 

4 胥口镇 182 

5 东山镇 238 

6 横泾街道 210 

7 合计 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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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独立处理设施提标改造的投资估算按单位设施规模（t/d）0.7 万元的投资标准计算。 
 

表 40-3 原独立设施改接管的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投资估算汇总表 

序号 乡镇 投资（万元） 

1 甪直镇 90 

2 临湖镇 360 

3 横泾街道 120 

4 胥口镇 60 

5 东山镇 930 

6 金庭镇 780 

7 光福镇 390 

8 合计 2730 

注：独立处理设施改接管的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投资估算按每村庄 30 万元的投资标准计算。 
 

表 40-4 列入拆迁区域村庄临时措施的投资估算汇总表 

序号 乡镇 投资 

1 甪直镇 280.5 

2 香山街道 60.6 

3 合计 341.1 

注：拆迁区域村庄临时措施的投资估算按 0.3 万元/户的投资标准计算。 

表 40-5 污水延伸管网投资估算汇总表 

序号 乡镇 投资（万元） 

1 金庭镇 2720 

2 临湖镇 830 

3 光福镇 423 

4 甪直镇 239 

5 横泾街道 80 

6 东山镇 2871 

7 胥口镇 55 

8 合计 7218 

表 40-6 污水管网修复投资估算汇总表 

序号 片区 投资（万元） 

1 甪直镇 201.3 

2 金庭镇 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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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临湖镇 390.3 

4 越溪街道 47.8 

5 木渎镇 53.7 

6 香山街道 35.8 

7 光福镇 100.7 

8 胥口镇 28.0 

9 东山镇 432.8 

10 横泾街道 76.1 

11 郭巷街道 4.1 

12 长桥街道 8.1 

13 城南街道 4.1 

14 太湖新城街道 4.1 

合计 2418.9 

注：开挖修复与非开挖修复分别采取 0.05 万元/米、0.24 万元/米的投资标准估算。 

综上，吴中区农村生活污水建设总投资为：4348.6 万元+1799 万

元+2730 万元+341.4 万元+7218 万元+2418.9=18855.9 万元，即约 1.89

亿元。 

（2）运行维护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后期运行维护费用约 591.48 万元/年，具体内

容如表 39-5。 

表 39-5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运行维护费用估算汇总表 

序号 类别 工程量 费用（万元/年） 备注 

1 待治理村庄生活污水治理部

分 

村庄内污水管网：114.8km 91.84 DN300 以下 

2 独立处理设施数量：1 座 1.5 不含电费 

3 独立设施提标改造部分 独立处理设施数量：62 座 93  

4 独立处理设施改接管部分 村庄内污水管网：296.7km 237.36 DN300 以下 

5 
拆迁区域村庄临时措施部分 

道路污水管网：3km 7.5 DN400 以下 

地块污水管网：23km 18.4 DN300 以下 

6 配套临时措施 1137 套 / / 

7 污水延伸管网部分 污水管网（道路）：56.75km 141.88 DN400 以下 

8 合计 / 591.48 / 

注：（1）各类中污水提升泵站和一体化泵井的费用不含，须另计； 
（2）污水独立处理设施费用不包含电费，须另计； 
（3）各项费用估算包含人工、设备、小检修等内容，设备、管道大修或更换须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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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条	资金筹措	

（1）按照规划所列建设计划及投资估算，制定保障规划实施的

投资计划。 

（2）项目建设资金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由区、镇两级共同负担，

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安排，资金来源可以是土地出让金、三公经费节余

部分等可用财力。 

（3）运行维护经费应一并妥善安排，主要在污水处理费中解决，

不足部分在财政预算中列支。 

（4）加强资金的使用管理，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审计

稽查。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违规挤占、挪用运

行管理及维护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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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保障措施 

第 41条	组织保障	

（1）建立健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组织领导机构，明确主管部门，

明确分管领导、具体责任部门和专职人员。管理机构内要根据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作的各个侧重点划定人员职能，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

晰。签订目标责任书，列入部门和个人年终考核指标要求。定期召开

全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会议，交流经验、部署工作，使全区的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管理工作协调发展。 

（2）建立区、镇（街道）、村（社区）联动的工作机制，强化贯

彻执行。 

（3）由区水务局牵头，建立区水务局、区农业局、区生态环境

局、区住建局、区规划分局、区财政局等部门间的协调机制，由区水

务局全面负责项目的管理和协调工作机制。 

（4）区水务局作为水务行业管理部门的具体职责为：负责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规划落实和建设计划，并负责监督实施；组织建设项目

前期工作的审查、审批或转报、立项；研究决定规划实施过程中的重

大事项，协调确定各部门分工与工作关系，审核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和

处理工程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成果报告，结合各镇（街道）的实际情

况，切实做好科学可行的建设方案，按时按质完成建设任务；负责管

理污水独立处理设施运行与生产，指导监督设备设施操作的规范化管

理，加强污水回用和污泥的处理处置的监督管理，促进污水资源化和

防止污泥的二次污染；制定农村污水治理设施长效管理办法和考核办

法，并负责实施。科学组织实施，统一组织，加强管理，建管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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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数字化管理平台，加快信息化建设。 

第 42条	资金保障	

（1）建设资金实行公共财政为主导，由市（县）、区和镇两级共

同负担，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安排。 

（2）资金的安排应与“美丽乡村”等条块相统筹。 

（3）通过水务、住建、农业、环保等条线积极争取苏州市、江

苏省、国家相关资金支持。  

第 43条	政策保障	

（1）强化宣传教育，依靠公众参与，增强生活污水治理意识。 

（2）进一步完善吴中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建设管理相关办

法，明确操作流程和具体实施办法，强化前端管理、规范过程监管、

落实后期考评，加快推进建设工作，规范工程项目建设与资金管理。  

（3）积极出台引导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促进城乡一体化污

水治理的相关政策。 

第 44条	建设质量保障	

（1）实施主材准入制度，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区行业主管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指导项目建设单位，严格按照国家规范、图集施工，

严把验收关，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2）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日常管理和巡查，及时叫停不合规

范行为，责令落实整改，严肃后期考评，做好项目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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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条	运行管理保障	

（1）进一步完善吴中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长效管理办法，

总结并优化适合吴中区实际情况的规章制度。 

（2）坚持“监管并举、重在管理”的原则，明确责任主体、因

地制宜地确定运行维护管理体制、程序和实施细则，由行业主管部门

牵头组织委托第三方专业公司运营，有关部门按照职责进行考核。 

（3）积极推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监管”

模式，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造条件参与运营。 

（4）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建立污水独立处理设施管理信

息系统，实现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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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则 

第 46条	规划的效力地位	

本规划适用于苏州市吴中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相关工程的建设

和管理，是指导苏州市吴中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和管理的法

规性文件和法规依据。 

第 47条	规划文件的组成	

本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说明书和附件共 3 部分，经批准后规

划文本及附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 48条	规划的审查和批准程序	

本规划经苏州市水务局审查，由苏州市吴中区水务局报请苏州市

吴中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 49条	规划的解释权	

本规划由苏州市吴中区水务局负责解释。 

第 50条	规划生效	

本规划报请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即行生效。 

第 51条	规划的变更要求	

本规划成果基于《苏州市吴中区镇村布局规划（2019 版）》《苏

州市吴中区污水专项规划（2017-2035 年）》及相关专项规划。如上位

规划调整，本规划内容需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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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批准后，不得擅自改变。如确需调整的，需由苏州市吴中

区人民政府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