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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盐铁塘西起张家港，往东南穿越苏州市的常熟市、太仓市，至上海市

入吴淞江，全长 95km，其中梅李段长 15 公里，北起耿泾，南至常太交界，

盐铁塘通过耿泾、海洋泾、常浒河、徐六泾、金泾塘、白茆塘、七浦塘与

长江沟通，是阳澄水系骨干河道之一。根据 2014 年至 2016 年水质监测结

果显示，自 2015 年起，盐铁塘沈家市断面水质长期难以达到 III 类考核目

标要求，主要污染因子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盐铁塘是常熟东北片区横向骨干排水河道，是苏州市实施水环境治理

的“三湖四纵五横”中的“四纵”之一。确保盐铁塘沈家市断面水质达标对实现

当地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受常熟市梅李镇的

委托，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盐铁塘沈家市断面水质达标整治方案》，

摸清盐铁塘水环境质量现状及周边污染源分布情况，发现断面水质不达标

的主要原因，提出水环境综合整治的主要任务和工程措施。 

本方案以 2014 年为基准年，整治期限为 2016-2017 年，整治范围为常

熟市梅李镇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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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1.1 指导思想和原则 

1.1.1 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常熟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常政发〔2016〕36 号）水体

达标任务，以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污染为治理重点，将污染源治理与

水生态保护相结合，实施工业、生活和农业污染源控制措施，削减污染物

入河量，实施河道生态化整治，提高水体自净能力，确保 2016 年底盐铁塘

沈家市断面达到 III 类水质标准。 

1.1.2 基本原则 

全面调查，系统分析。盐铁塘地处太湖河网地区，水利水文情况复杂。

全面调查盐铁塘的水文、水质情况，分析工业、生活和农业污染源特征，

找出盐铁塘沈家市断面水质不达标的主要原因。 

统筹考虑，综合整治。盐铁塘与白茆塘、新泾河等河流交汇，水系关

系复杂，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和流域角度统筹考虑，采用技术及管理手段，

实现水环境质量改善。 

突出重点，措施可行。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针对性地解决

制约沈家市断面水质达标的关键问题。以削减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为

重点，抓住排放量贡献大的重点污染源，分别提出工业源、生活源和农业

源具有可行性的达标方案和治理措施，综合治理盐铁塘沈家市断面水污染

问题。 

协调配合，共同治污。盐铁塘沈家市断面水环境整治工作涉及常熟市 3

个镇、多个部门，区域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加强团结协作，形成治污合力，

落实各项整治工程，实现沈家市断面水环境整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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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家主席[2014]9 号令，2014 年

修编）；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国家主席[2002]74 号令）；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国家主席[2008]87 号令）；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

[2015]12 号）； 

（5）《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 年 9

月）； 

（6）《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通

过）； 

（7）《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1997 年修正）； 

（8）《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2012 年修编）。 

（9）《江苏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1998 年）； 

（10）《苏州市河道管理条例》（2005 年）； 

1.2.2 规划及其他 

（1）《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2013 年修编，国函

[2008]45 号）； 

（2）《太湖流域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及综合利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201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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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太湖流域撤并乡镇集镇区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规划》

（2013-2017 年）； 

（4）《江苏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政发[2015]175 号）； 

（5）《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2003）； 

（6）《江苏省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2013 年修编）； 

（7）《苏州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府[2016]60 号）； 

（8）《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 2014～2016 年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苏府[2014]76 号； 

（9）《关于加快推进水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苏太水办

[2016]42 号； 

（10）《水体达标方案编制技术指南》（环办污防函[2016]563 号）； 

（11）《常熟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常政发[2016]36 号）； 

（12）《关于印发“常熟市关停不达标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改善生态

环境三年专项行动方案（2014-2016 年）”的通知》，常政办发[2014]115 号； 

（13）《关于印发“常熟市地表水考核断面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实施办

法（试行）”的通知》，常环发[2014]15 号； 

（14）《关于做好水体达标方案编制和实施工作的通知》常环发

[2016]100 号。 

（15）《常熟市白茆塘、盐铁塘水环境综合整治方案》（2014-2015）； 

（16）《常熟市镇村污水处理规划》，2009； 

（17）《常熟市饮用水源地保护规划》，2011； 

（18）《常熟市生态农业建设规划》，2005； 

（19）常熟市环境质量报告书（2014-2015 年）； 

（20）盐铁塘沿岸水污染现状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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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整治范围和期限 

1.3.1 整治范围 

综合考虑盐铁塘流向、沈家市断面上游主要交汇河流流经区域等自然

水利条件，结合盐铁塘汇水区域范围、各断面水质情况、污染源排放量，

确定本次整治范围为梅李镇（见附图 1）。重点整治内容为该范围内的主要

工业、生活和农业污染源。 

1.3.2 整治期限 

以 2014 年为基准年，整治期限为 2016-2017 年。 

1.4 整治目标和指标 

到 2016 年底，盐铁塘沈家市断面稳定达到Ⅲ类标准。整治范围内生活

污水处理率、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资源化利用率等指标明显提高。 

表 1-1  盐铁塘沈家市断面水环境综合整治指标体系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 

（2016 年） 

目标 

（2017 年） 

环境质量指标 盐铁塘沈家市断面 Ⅲ Ⅲ 

污染防治指标 

中水回用率（%） 30 30 

生活污水处理率（%） 
城镇 76.09 ≥90 

农村 46.14 ≥80 

污染物减排率（%） 

COD ≥15 ≥15 

氨氮 ≥15 ≥15 

总磷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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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技术路线 

盐铁塘沈家市断面水质达标方案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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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区域概况 

2.1 地理位置 

常熟市东北濒长江，与南通市隔江相望，东南邻太仓，南接昆山市、

苏州市相城区，西连江阴市、无锡市锡山区，西北与张家港市接壤。 

2.2 自然概况 

2.2.1 地形地貌 

常熟市属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并有虞山、福山等少量孤立剥蚀残

丘，地势低平，水网交织，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微倾，地面标高自 5.0m（黄

海高程系统，下同）逐步过渡到 1.0m 左右，少数低洼地区仅为 0.5m。境域

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基岩的露头仅有泥盆系，分布范围局限于虞山、

福山诸丘，其余地面均为第四系全新统松散沉积，在望虞河以西多属全新

统上段冲积物，南湖荡、白茆塘以南多属全新统上段冲积——湖积物，境

东北沿江一带，多属全新统顶部冲积物。 

2.2.2 水系特征 

常熟地处长江流域下游，属太湖水系，亦是太湖水系的下游。境内水

网密布，湖荡较多，河港纵横，集镇临河，村落傍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全市水域面积 26.22 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 16%，有流域性河道 2 条，分别

是长江和望虞河，区域性河道 8 条，包括本次规划内的盐铁塘，镇级河道

81 条，村中心河道 468 条，生产河道 4971 条，河道全长 4760km，还有 200

亩以上湖泊 3 个。水面积较大（200 亩以上）的湖荡有 13 个，主要有昆承

湖、尚湖、南湖荡、嘉菱荡、湖圩等。 

盐铁塘是常熟市横向主要河道之一，在常熟境内北接长江，南至窑镇

南，长度为 27.9km，河底高程 1.2m，河底宽度 10m，河口宽度 30m。该河

http://baike.baidu.com/view/41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96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7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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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海虞镇至支塘镇与太仓交界处，在常熟市境内流经海虞、梅李、董浜、

支塘四个镇。北部与长江交汇处建有闸门，建有引排功能，定期开闸引水，

改善内河水环境。与白茆塘在支塘镇八字桥平交，白茆塘上游水质对盐铁

塘水质影响较大。境内主要监测断面有耿泾闸口、沈家市和窑镇断面，2016

年水质目标为Ⅲ类水。 

2.2.4 气候气象 

常熟地处中纬度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

量充沛。一年中，冬季盛行大陆来的偏北风，以寒冷少雨天气为主；夏季

盛行海洋来的东南风，以炎热多雨天气为主；春秋两季为冬夏季风交替时

期，常出现冷暖、干湿多变的天气。平均年日照总数 2130.2 小时，占可照

时数 48%；年平均气温 15.4
0
C；年均降水量 1054mm。境内主导风向为东南

风，春、夏季多东、东南风，秋、冬季常见东北、西北风，全年大于五级

风的天数 59 天。 

2.3 经济社会概况 

2015年，常熟市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44.88亿元，比上年增长7.2%。

人口总量保持稳定。年末户籍户数 32.79 万户，户籍人口 106.82 万人，比

上年减少 633 人。 

本次整治目标内，盐铁塘从北到南依次流经梅李镇、董浜镇和支塘镇。 

梅李镇位于常熟市东北部，全镇拥有工业企业近千家，有冶金、机电、

纺织、轻工、工艺、建材、食品、包装、印刷、电子等 30 多个行业，已形

成冶金机械、化纤纺织、电子轻工、装饰玻璃、服装皮件、经编家纺等六

大产业板块；农业方面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致力发展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

同时在农村积极实施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2.4 控制单元 

http://baike.baidu.com/view/939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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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控制单元划分见下表。 

表 2-1  控制单元情况 

控制单元 控制水体 控制断面 所在乡镇 行政村 

长江苏州市 盐铁塘 沈家市 梅李镇 
新丰村、沈市村、珍门社区、珍

北村、寨角村、珍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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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环境质量与污染现状 

3.1 水环境质量现状 

3.1.1 盐铁塘水质变化分析 

盐铁塘例行监测断面，由北向南分别是耿泾闸口断面、沈家市断面、

七一桥断面。盐铁塘监测断面分布图见附图 3。 

表 3-1  盐铁塘监测断面表 

序

号 

河流 控制单元 镇 监测点位 控制级别 水质目标 

1 

盐铁塘 长江苏州市 

海虞镇 耿泾闸口（上游） 市控 III 

2 梅李镇 沈家市 省控 III 

3 董浜镇 七一桥（下游） 市控 III 

分析盐铁塘各断面 2014-2016 年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三个指标的

例行监测数据。耿泾闸口 2014-2016 年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指标可达 III 类

水质标准，其余断面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均出现超标现象。以下水环境质量

现状分析将重点分析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三个指标的变化情况。 

表 3-2  盐铁塘监测断面数据表（单位：mg/L） 

断面 年份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 总磷 

耿泾闸口（上游） 

2014 年 5.19 1.03 0.17 

2015 年 5.44 0.72 0.19 

2016 年 5.35 1.09 0.16 

沈家市 

2014 年 5.92 1.86 0.24 

2015 年 6.04 1.27 0.15 

2016 年 6.99 0.89 0.22 

七一桥（下游） 

2014 年 6.03 1.62 0.25 

2015 年 6.33 1.43 0.182 

2016 年 6.98 1.49 0.282 

III 类水质指标 6 1.0 0.2 

最小值 5.19 0.72 0.15 

最大值 6.99 1.86 0.282 

最大超标倍数 0.17 0.86 0.41 

3.1.1.1 盐铁塘水质沿程变化分析 

分析盐铁塘各断面高锰酸盐指数监测数据年平均值，可以看出盐铁塘

从北向南高锰酸盐浓度大体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在入江口的耿泾闸口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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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高锰酸盐浓度较低，在梅李镇沈家市断面浓度达到最高值。 

分析盐铁塘各断面氨氮指数监测数据年平均值，可以看出盐铁塘从北

向南氨氮浓度大体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在梅李镇境内达到最高值，总体

基本呈上升趋势。 

分析盐铁塘各断面总磷指数监测数据年平均值，可以看出在入江口的

耿泾闸口断面总磷浓度均能达标，进入梅李镇后浓度大体呈现逐步上升的

趋势。 

沈家市断面 2014-2016 年高锰酸盐指数年平均值分别为 5.92mg/L、6.04 

mg/L 和 6.99mg/L，2015、2016 年数据均高于 III 类水标准。 

沈家市断面 2014-2016年氨氮指数年平均值分别为 1.86mg/L、1.27 mg/L

和 0.89mg/L，2014、2015 年数据均高于 III 类水标准。 

沈家市断面 2014-2016年总磷指数年平均值分别为 0.24mg/L、0.15 mg/L

和 0.22mg/L，2014、2016 年数据均高于 III 类水标准。 

耿泾闸口断面位于沈家市断面上游，除 2014、2016 年氨氮未能达标外，

其余近指数均能达到 III 类标准，整体水质优于沈家市断面水质。七一桥断

面位于沈家市断面下游，除 2015 年总磷能达到 III 类标准，其余均超标。 

 
图 3-1  盐铁塘各断面高锰酸盐年平均值（单位：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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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盐铁塘各断面氨氮年平均值（单位：mg/L） 

 
图 3-3  盐铁塘各断面总磷年平均值（单位：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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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盐铁塘水质时间变化特征 

3.1.1.2.1 年际变化情况 

根据盐铁塘各断面近三年监测数据，盐铁塘各断面 2016 年水质普遍劣

于 2014 年水质，高锰酸盐指数、总磷和氨氮浓度均有所上升；其中沈家市

断面 2016 年高锰酸盐指数、七一桥总磷指数浓度均为三年来最高值。 

沈家市断面高锰酸盐指数监测年均值 2014-2016 年呈现上升趋势，2016

年较 2015 年增幅 16%。 

沈家市断面氨氮指数监测年均值 2014-2016 年呈现下降的趋势， 2016

年较 2015 年降幅 30%。 

沈家市断面总磷指数监测年均值 2014-2016 年呈现上升趋势，2016 年

较 2015 年增幅 50%。 

耿泾闸口断面除部分氨氮、总磷指标偏高外，大部分断面指标近三年

数据均低于沈家市断面监测值，整体水质优于沈家市断面水质。 

七一桥断面高锰酸盐指数、总磷和氨氮相比沈家市断面均呈现上升趋

势。 

3.1.1.2.2 水期变化情况 

分析 2014 年盐铁塘断面不同水期监测浓度值，总体来看，沈家市断面

在高锰酸盐浓度总体较高，在丰水期高锰酸盐浓度最高，且大部分指数均

超标。在平水期、枯水期氨氮浓度最低；在丰水期氨氮浓度最高，且大部

分指数均超标。在枯水期总磷浓度最低；在丰水期、平水期总磷浓度均较

高，且大部分指数均超标。 

沈家市断面 2014-2016 年丰水期高锰酸盐、氨氮、总磷浓度最高且均出

现超标的现象，可知该断面指标受降水影响较大，降水量充沛的丰水期断

面指数浓度较高，降水量较少的平水期和枯水期断面指数浓度较丰水期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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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3.1.1.3 沈家市断面水质逐月变化情况 

根据沈家市断面逐月监测数据，近三年每年高锰酸盐指数最高浓度分

别出现在 2014 年 8 月、2015 年 6 月和 2016 年 3 月；每年高锰酸盐指数最

低浓度分别出现在 2014 年 2 月、2015 年 3 月和 2016 年 1 月。 

近三年每年氨氮最高浓度分别出现在 2014 年 3 月、2015 年 5 月和 2016

年 4 月；每年氨氮最低浓度分别出现在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 月和 2016

年 1 月。 

近三年每年总磷最高浓度分别出现在 2014 年 3 月、9 月；2015 年 5 月

和 2016 年 3 月；每年总磷最低浓度分别出现在 2014 年 11 月、2015 年 1 月

和 2016 年 1 月。 

沈家市断面水质与降水量有明显相关关系，断面指数最高浓度均出现

在降水量较充沛的月份，最低浓度均出现在降水量相对较少的月份。沈家

市断面指数浓度受降水量影响明显。 

3.1.2 交汇河流水质现状 

与盐铁塘交汇的河流交汇点位于沈家市断面上游，断面分别为海洋泾

闸口断面、水泥厂桥断面，分析交汇河流上监测断面水质情况。根据《江

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确定交汇河流断面水质目标。交汇河流监

测断面分布图见附图 3。 

表 3-3  交汇河流监测断面表 

序号 河流 监测点位 控制单元 镇 控制级别 水质目标 

1 海洋泾 海洋泾闸口 
长江苏州市 

梅李镇 市控 III 

2 常浒河 水泥厂桥 梅李镇 市控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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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交汇河流监测断面数据表（单位：mg/L） 

断面 年份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 总磷 

海洋泾闸口 

2014 年 3.37 0.74 0.12 

2015 年 3.16 0.49 0.12 

2016 年 2.81 0.2 0.12 

III 类水质指标 6 1.0 0.2 

水泥厂桥 

2014 年 4.33 1.73 0.22 

2015 年 6.05 0.92 0.15 

2016 年 5.24 2.30 0.21 

Ⅳ类水质指标 10 1.5 0.3 

交汇河流各断面中海洋泾闸口各项指标均能达到 III 类水质标准，水泥

桥厂除 2014、2016 年氨氮指标超标外，其余均能达到Ⅳ类水质。 

交汇河流各断面指标与盐铁塘沈家市断面同期指标进行对比。从年际

变化看，2014、2015 年交汇河流断面指标多优于沈家市断面； 2016 年除

水泥厂桥断面氨氮指标外，其余指标均优于沈家市断面指标。从断面分布

看，海洋泾、常浒河水质优于盐铁塘沈家市断面。 

表 3-5  交汇河流断面指标与沈家市断面水质对比情况 

序号 断面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高锰

酸盐

指数 

氨氮 总磷 

高锰

酸盐

指数 

氨氮 总磷 

高锰

酸盐

指数 

氨氮 总磷 

1 海洋泾闸口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2 
常浒河水泥

厂桥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劣 优 

综上，常浒河水质优于盐铁塘沈家市断面，海洋泾与盐铁塘立交，未

对盐铁塘水质造成不良影响。 

3.1.4 水质现状特点小结 

3.1.4.1 盐铁塘水质现状特点 

主要污染因子：盐铁塘各断面指标均难以长期达到 III 类水质标准，高

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均出现超标。 



常熟市盐铁塘沈家市断面水质达标整治方案 

 15 

主要污染河段：盐铁塘从北向南高锰酸盐浓度大体呈现逐步上升的趋

势。在入江口的耿泾闸口断面高锰酸盐浓度较低，在梅李镇沈家市断面浓

度达到最高值。盐铁塘从北向南氨氮浓度大体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在梅

李镇境内达到最高值，总体基本呈下降趋势。在入江口的耿泾闸口断面总

磷浓度均能达标，进入梅李镇后浓度大体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 

主要污染时段：污染物浓度随水期变化趋势较为明显：枯水期＜平水

期＜丰水期。浓度变化与降水有一定相关性。 

3.1.4.2 交汇河流水质现状特点 

交汇河流主要污染因子为氨氮。各交汇合流断面中水泥厂桥断面氨氮

监测数据在 2016 年均达到近三年的最高值，交汇河流水质优于沈家市断面

水质。 

3.2 污染现状 

根据水质监测数据分析，梅李镇境内盐铁塘上游及交汇河流水质均优

于沈家市断面水质，且常熟河流向多为由北向南、由西向东，一年中 30%

时间为滞流状态，丰水期为双向流动状态。故本方案仅分析沈家市断面及

上游污染现状，下游七一桥及窑镇断面污染现状另行编制水质达标整治方

案进行分析。 

3.2.1 工业污染源现状 

3.2.1.1 工业企业污染源排放情况 

盐铁塘流经梅李镇区多以纺织印染、机械为主导产业，均配套建设污

水处理厂，共有 2 家污水处理厂。 

盐铁塘沿岸梅李镇有工业企业共有 24 家。其中 18 家已接管见表 3-6-1，

自行处理排放的 6 家企业污水见表 3-6-2。污水处理厂情况见表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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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工业污染源废水排放情况（接管污水厂） 

表 3-6-2  工业污染源废水排放情况（自行处理达标排放） 

 

 

序号 镇区 公司名称 所属行业 废水排放量（万 t/a） COD（t/a） 氨氮（t/a） TP(t/a) 是否接管 收纳水体 备注 

1 梅李镇 常熟市华发印花有限责任公司 印染 1.45 0.87 0.0725 0.00725 是 盐铁塘 梅李污水厂  

2 梅李镇 常熟新锦江印染有限公司 印染 97.1 58.26 4.855 0.4855 是 盐铁塘 梅李污水厂  

3 梅李镇 常熟市通惠织造有限公司 纺织 27.92 16.752 1.396 0.1396 是 盐铁塘 梅李污水厂 

4 梅李镇 常熟市东升法兰有限公司 加工 0.43 0.258 0.0215 0.00215 是 盐铁塘 珍门污水厂 

5 梅李镇 常熟色织有限公司 纺织 105 63 5.25 0.525 是 盐铁塘 梅李污水厂 

6 梅李镇 苏州市吉成酱业酿造有限公司 食品 1.4 0.84 0.07 0.007 是 盐铁塘 梅李污水厂 

7 梅李镇 泰光化纤（常熟）有限公司 纺织 50.5 30.3 2.525 0.2525 是 盐铁塘 梅李污水厂 

8 梅李镇 常熟中诚五金家俱有限公司 加工 1.8 1.08 0.09 0.009 是 盐铁塘 梅李污水厂 

9 梅李镇 常熟市江南印染有限公司 印染 28.6 17.16 1.43 0.143 是 盐铁塘 珍门污水厂 

10 梅李镇 常熟市金龙印染有限公司 印染 12 7.2 0.6 0.06 是 盐铁塘  珍门污水厂 

11 梅李镇 常熟市赵市华达染整有限责任公司 印染 27.5 16.5 1.375 0.1375 是 盐铁塘 梅李污水厂 

12 梅李镇 常熟市朗迪印染有限公司 印染 27.5 16.5 1.375 0.1375 是 盐铁塘 梅李污水厂 

13 梅李镇 常熟市科威异型钢管有限公司 加工 0.6 0.36 0.03 0.003 是 盐铁塘  珍门污水厂 

14 梅李镇 常熟市宏业印染有限公司 印染 16 9.6 0.8 0.08 是 盐铁塘 梅李污水厂 

15 梅李镇 常熟市永新印染有限公司 印染 65.4 39.24 3.27 0.327 是 盐铁塘  梅李污水厂 

16 梅李镇 常熟市盛泰印染有限公司 印染 20.7 12.42 1.035 0.1035 是 盐铁塘  珍门污水厂 

17 梅李镇 江苏鼎新印染有限公司 印染 12.43 7.458 0.6215 0.06215 是 盐铁塘 珍门污水厂 

18 梅李镇 常熟市五联印染有限公司 印染 22 13.2 1.1 0.11 是 盐铁塘 梅李污水厂 

 合计   518.33 310.99 25.91 2.59    

序号 镇区 公司名称 所属行业 废水排放量（万 t/a） COD（t/a） 氨氮（t/a） TP(t/a) 是否接管 收纳水体 备注 

1 梅李镇 常熟中信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 10.5 8.4 0.525 0.0525 否 盐铁塘 自建污水处理设施 

2 梅李镇 常熟晨风泛佳亚麻纺织有限公司 印染 37.5 22.5 1.875 0.1875 否 盐铁塘 自建污水处理设施 

3 梅李镇 常熟美迪洋皮革有限公司 皮革 48 38.4 2.4 0.24 否 盐铁塘 自建污水处理设施 

4 梅李镇 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 10.93 6.558 0.5465 0.05465 否 盐铁塘 自建污水处理设施 

5 梅李镇 常熟市第三电镀有限公司 电镀 16 9.6 0.8 0.08 否 盐铁塘 自建污水处理设施 

6 梅李镇 常熟市食品有限公司梅李分公司 食品 0.41 0.246 0.0205 0.00205 否 盐铁塘 全生活污水，仅有初级处理 

 合计   123.56 85.7 6.18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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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工业企业行业分布图 

工业企业中以纺织印染企业为主，占比将近 67%；其他主要行业包括

加工制造、化工等其他，占比分别达到 21%和 12%。 

经核算，自行处理达标排放的工业污水进入盐铁塘的污水量为 123.56

万吨，排放 COD74.13 吨、氨氮 6.18 吨、总磷 0.62 吨。 

表 3-7  工业企业废水入河量统计表 

地址 编号 单位名称 
工业废水排放

量（万吨/年） 

COD 入河

量（吨/年） 

氨氮入河

量（吨/年） 

总磷入河

量（吨/年） 

常熟 

1 常熟中信建材有限公司 10.5 6.3 0.525 0.0525 

2 
常熟晨风泛佳亚麻纺织有限

公司 
37.5 22.5 1.875 0.1875 

3 常熟美迪洋皮革有限公司 48 28.8 2.4 0.24 

4 
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

限公司 
10.93 6.558 0.5465 0.05465 

5 常熟市第三电镀有限公司 16 9.6 0.8 0.08 

6 
常熟市食品有限公司梅李分

公司 
0.41 0.246 0.0205 0.00205 

合计 123.56 74.13 6.18 0.62 

3.2.1.2 污水处理厂排放情况 

梅李镇有 2 家污水处理厂，尾水排入盐铁塘。污水处理厂位置见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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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污水处理厂统计表 

市 镇 污水处理厂个数 其中尾水排入盐铁塘的个数 

常熟市 
梅李 2 2 

合计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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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污水处理厂明细表 

序

号 

污水处

理厂名

称 

镇 执行标准 

污水

设计

处理

能力

(吨/日) 

污水

实际

处理

量(吨/

日) 

配套

管网

长度

(公

里) 

处理工艺流程 
服务

区域 

工业/

生活废

水的接

入比例 

尾水去

向 

1 

常熟市

珍门污

水处理

有限公

司 

梅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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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 值 》

（DB32/1072-2007） 

6000 5400 / MBR+反渗透 / 9:1 盐铁塘 

2 

常熟市

梅李污

水处理

有限公

司 

梅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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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 值 》

（DB32/1072-2007） 

18000 18000 / A
2
/O 工艺  / 7:3 盐铁塘 

尾水进入盐铁塘的 2 家污水处理厂排放数据汇总如下，分别统计污水

处理厂工业污水与生活污水排放的污染物入河量，处理工业污水排放的污

染物计入工业污染源排放量，处理生活污水排放的污染物计入生活源排放

量。 

表 3-10  污水处理厂废水污染物入河量统计表 

镇 
序

号 
单位名称 

污水设计

处理能力

(吨/日) 

污水实际

处理量

(吨/日) 

COD 入河量（吨/年） 氨氮入河量（吨/年） 总磷入河量（吨/年） 

工业 生活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梅李 

1 

常熟市珍

门污水处

理有限公

司 

6000 2842 50.64 5.63 56.27 4.21 0.47 4.68 0.42 0.05 0.47 

2 

常熟市梅

李污水处

理有限公

司 

18000 18000 275.94 118.26 394.2 22.99 9.86 32.85 2.3 0.99 3.29 

合计 24000 20842 326.58 123.89 450.47 27.2 10.33 37.53 2.72 1.04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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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 工业污染源排放量汇总 

工业污染源年排放污染物主要来源具体见表 3-11。 

表 3-11  工业污染源污染物入河量统计表 

控制单元 镇 

工业企业污染物入河量

（吨/年）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入河

量（吨/年） 

污染物入河量（吨 /

年） 

COD 氨氮 总磷 COD 氨氮 总磷 COD 氨氮 总磷 

长江苏州市 梅李 85.7 6.18 0.62 450.47 37.53 3.76 536.17 43.78 4.42 

占比 14% 13% 12% 86% 87% 89% 100% 100% 100% 

盐铁塘工业污染源主要自污水处理厂，COD、氨氮、总磷排放量分别

占比 86% 、87%和 89%。 

图 3-5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比示意图       图 3-6 氨氮排放量占比示意图 

 

 

 

 

 

 

 

图 3-7 总磷排放量占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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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生活污染源现状 

3.2.2.1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情况 

城镇生活污染源排放量根据典型生活污染物排放系数进行测算，其中

已经接管污水处理厂的部分按污水处理厂处理生活污水排放量进行计算，

列为经处理入河量。 

经估算，梅李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为目前为 76.09%左右，根据《城

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50331-2002）、《江苏省城市生活与公共用水

定额》（2006 年），选取城镇居民平均生活用水量 150 升/（人·天），根据《城

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00）城市综合生活污水排放系数取 0.85，

入河系数取 0.8。COD 排污系数为 60g/人·天，氨氮排污系数为 7g/人·天，

TP 排污系数为 0.9g/人·天。 

计算城镇生活污水化学需氧量入河量为 110.8 吨/年，其中未经处理的

化学需氧量入河量为 26.6 吨/年，经处理的化学需氧量入河量为 84.2 吨/年。

氨氮入河量为 12.9 吨/年，其中未经处理的氨氮入河量为 3.1 吨/年，经处理

的氨氮入河量为 9.8 吨/年。总磷入河量为 2.1 吨/年，其中未经处理的总磷

入河量为 0.51 吨/年，经处理的总磷入河量为 1.59 吨/年。 

表 3-12  城镇生活污水污染物入河量统计表 

序号 
控制

单元 
乡镇 

城镇人口

（万人） 

废水产生量

（万吨） 

COD 入河量 

（吨/年） 

氨氮入河量 

（吨/年） 

总磷入河量 

（吨/年） 

未处

理 

经处

理 
合计 

未处

理 

经处

理 
合计 

未处

理 

经处

理 
合计 

1 

长江

苏州

市 

梅李 4.97 231.3 26.6 84.2 110.8 3.1 9.8 12.9 0.51 1.59 2.1 

3.2.2.2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情况 

梅李镇农村生活污水管网均在规划及建设过程中，部分采用接入分散

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入河道。经估算，梅李镇农村生活污水产生

量为 140.5 万 t/a，处理量为 64.63 万 t/a，目前的处理率为 46.14%左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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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为梅李镇农村生活污水现状。 

表 3-13  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物入河量统计表 

序号 
控制单

元 
乡镇 

农村人口

（万人） 

废水产生量

（万吨） 

COD 入河量 

（吨/年） 

氨氮入河量 

（吨/年） 

总磷入河量 

（吨/年） 

未处

理 

经处

理 
合计 

未处

理 

经处

理 
合计 

未处

理 

经处

理 
合计 

1 
长江苏

州市 
梅李 3.02 140.5 36.4 31 67.4 4.3 3.6 7.9 0.54 0.46 1.0 

3.2.2.3 生活污染源排放量估算 

梅李镇生活污染源中化学需氧量入河量为 178.2 吨/年、氨氮入河量为

20.8 吨/年、总磷入河量为 3.1 吨/年。城镇生活污水占主要比重。 

表 3-14  生活污染源入河量统计表（单位：吨/年） 

序号 控制单元 镇 

城镇生活污水入河量 农村生活污水入河量 总入河量 

化学需

氧量 
氨氮 总磷 

化学需

氧量 
氨氮 总磷 

化学需

氧量 
氨氮 总磷 

1 长江苏州市 梅李镇 110.8 12.9 2.1 67.4 7.9 1.0 178.2 20.8 3.1 

    

 
 

图 3-8 生活污染源化学需氧量入河量占比图     图 3-9  生活污染源氨氮入河量占比图 

 

 

 

 

 

 

图 3-10  生活污染源总磷入河量占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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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农业面源污染源现状 

3.2.3.1 种植和施肥情况现状 

以盐铁塘梅李镇岸线重点整治范围为界，计算种植业入河污染情况。

农业面源中化肥流失最终将会进入水体中，流域两侧的农业以水田为主，

旱田为辅，主要种植水稻、小麦和果蔬类，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区域内种

植业施肥情况详见下表。 

表 3-15 种植业情况的单位施肥量情况 

种植类型 
施肥情况（kg/亩） 

氮肥 磷肥 

水稻 17.5-18.5 3.5-4 

小麦 15-15.5 3-5 

蔬菜 
茄果瓜类 20 13-15 

叶菜类 7-8 5-6 

根据流域内的种植类型和单位施肥量，水田中施用氮肥的量为 18kg/

亩，旱田中施用氮肥为 15kg/亩；水田中施用磷肥的量为 3.5kg/亩，旱田中

施用磷肥为 4kg/亩，流域范围内具体的施肥情况详见下表。 

表 3-16 种植业面积和施肥量情况 

镇区 村落 
水田面积

（亩） 
旱田面积（亩） 氮肥（t/a） 磷肥（t/a） 

梅李镇 

寨角村 3777.5 610.0 77.1 13.5 

海城村 2241.5 661.9 50.3 8.0 

梅李社区 0.0 278.4 4.2 0.0 

聚沙村 257.2 803.7 16.7 1.0 

胜法村 809.0 319.3 19.4 2.9 

天字村 904.0 1606.9 40.4 3.3 

赵市社区 9.7 7.0 0.3 0.0 

珍门社区 0.0 0.0 0.0 0.0 

圩港村 2311.2 920.4 55.4 8.3 

沈市村 4756.7 1048.7 101.4 17.1 

师桥村 3220.2 2792.0 99.8 11.7 

珍南村 3451.9 586.1 70.9 12.4 

新丰村 26.8 524.3 8.3 0.1 

梅南村 1617.7 383.8 34.9 5.8 

赵市村 2587.3 1297.1 66.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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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区 村落 
水田面积

（亩） 
旱田面积（亩） 氮肥（t/a） 磷肥（t/a） 

珍北村 127.1 686.3 12.6 0.5 

小计 26097.8 12525.9 657.7 93.9 

3.2.3.2 种植业污染处理现状 

目前工程范围内的种植业在种植过程中，不合理施肥、施药及浸灌现

象普遍存在，流域范围内的平均施用化肥量为 20.0 公斤/亩，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18.5 公斤/亩）。且目前的治理设施不足，导致大量化肥、农药流失

进入河流，增加了水体污染负荷。 

目前仅有少部分地区实施了氮磷拦截工程，对所在区域的农田面源进

行了一定的处理，但绝大部分区域施用的化肥、农药等均流入河道。目前

具体已实施的工程详见下表。 

表 3-17 种植业污染控制工程 

镇区 村落 工程服务面积（亩） 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 

梅李镇 海城村 2903.0 氮磷拦截工程 生态沟渠塘，透水坝等 

合计  2903.0   

目前盐铁塘流域内梅李镇的种植业共有水田 26097.8 亩、旱田 12525.9

亩，根据上表可知，目前所实施的工程面积为 2903.0 亩，仅占流域农田面

积的 7.5%，绝大部分农田所施用的化肥、农药等，未经过处理直接进入河

道，对盐铁塘的水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3.2.3.3 污染物入河量分析 

太湖农业面源污染进入水体的主要途径为地表径流，因此本方案只考

虑通过地表径流进入河道的污染物量，入河系数通常为 0.6。氨氮的污染物

排放系数为 50kg/(施肥量·年)，通过地表径流进入附近地表水体的量约为

30kg/(施肥量·年) ；水田中氨氮流失量占总氮的 40%，旱地中氨氮流失量占

总氮的 30%；总磷的污染物排放系数为 25kg/(施肥量·年)，通过地表径流进

入附近地表水体的量约为施用量的 60%；按照《太湖流域主要入湖河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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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编制技术规范》COD 入河排污量为 10kg/亩·年。具体的

种植业污染物的产生量和入河量详见下表。 

表 3-18 种植业污染物产生量 

镇区 COD（t/a） 氨氮（t/a） TP（t/a） 

梅李镇 1178.2 24.5 4.8 

表 3-19  种植业污染物入河情况 

镇区 COD（t/a） 氨氮（t/a） TP（t/a） 

梅李镇 376.9 14.7 2.9 

由上表可知，根据农田面源的种植情况和施肥量，在盐铁塘流域内，

种植业污染物入河总量分别为化学需氧量 706.9t/a，氨氮 14.7t/a，总磷 2.9t/a。 

3.2.3.2 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情况 

畜禽养殖业主要污染物有有机物、氮、磷和病原微生物，养殖业污染

物降低地表水体的溶解氧含量和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此外，畜禽粪便发酵

后会产生大量有害气体。 

经调查，整治范围内梅李镇有畜禽养殖场共有猪类畜禽养殖场 76 个，

共计 16328 头；羊类养殖场 18 家，共计 2020 头；鸡鸭鹅类养殖场 8 家，

共计 28700 羽。羊类养殖场、鸡鸭鹅类养殖场折算成猪的数量合计为 1166

头。流域内畜禽养殖规模合计 17494 头猪。 

据统计，整治范围内合计共有 51 家畜禽养殖场已经做到粪便的综合利

用，猪类畜禽养殖场污水收集后干湿分离槽车清运，羊类养殖场、鸡鸭鹅

类养殖场污水通过收集后堆粪还田。但其余散养和部分小规模养殖场的养

殖污水和畜禽粪便缺乏严格控制。 

综上所述，梅李镇的畜禽养殖业污染物处理规模为 8691 头猪，这与流

域内畜禽养殖规模 17494 头猪相比较为 50%，还有约 50%的畜禽养殖污染

物排放对周围水体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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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 污染物入河量分析 

依据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系数进行养殖业污染物产生量测算，通过

对相关单位及研究者的工作成果进行分析比较，本方案采用《全国污染源

普查畜禽养殖业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中的畜禽养殖排污系数，入河系数取

0.6。 

参考《太湖流域主要入湖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编制技术规范》提

出的排污系数取值，根据《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折算比例，按

照排污系数法，计算得到养殖业污染污染物的排放量和入河量，详见下表。 

          

其中： 为畜禽养殖污染物入河量； 为畜禽养殖污染物产生量；

为折算成猪后的养殖头数；α为畜禽排污系数；β为畜禽排污的入河系

数（通常取值为 0.6）。 

表 3-23  畜禽排污系数表 

类别 单位 COD 氨氮 总磷 入河系数 

猪 g/天·头 133.7 10.8 8.45 0.6 

表 3-24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量 

镇区 折算成猪的数量（头） COD（t/a） 氨氮（t/a） TP（t/a） 

梅李镇 17494 388.7 31.4 24.6 

表 3-25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入河量 

镇区 折算成猪的数量（头） COD（t/a） 氨氮（t/a） TP（t/a） 

梅李镇 17494 233.2 18.84 14.8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计算得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量及入河量。梅

李镇畜禽养殖业污染物入河总量分别为：化学需氧量 233.2t/a，氨氮 18.84t/a、

总磷 14.8t/a。 

3.2.3.4 农业污染源排放量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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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种植业、畜禽养殖业的污染物排放数据，计算农业污染源排放量

和入河量。 

表 3-26 整治范围内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总量 

镇区 COD（t/a） 氨氮（t/a） TP（t/a） 

梅李镇 1566.9 55.9 29.4 

表 3-27 整治范围内农业面源污染物入河总量 

镇区 COD（t/a） 氨氮（t/a） TP（t/a） 

梅李镇 610.1 33.54 25.22 

不同类型的污染物的入河情况是不同的，对不同来源的农业类污染物

的入河情况进行分析，具体情况详见图 3-11 至 3-13。 

从不同的污染源入河情况也不同，养殖业污染物在氨氮和总磷的入河

量均为最高，为 50-80%左右；种植业在化学需氧量的入河量为最高，在 75%

左右。 

 

3-11 农业污染源化学需氧量入河量比例图 3-12 农业污染源氨氮入河量比例图 

3-13 农业污染源总磷入河量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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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交汇河流污染源现状 

与盐铁塘交汇的河流沿岸分布有工业企业、污水处理厂、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等污染源，排放污染物进入河流，本方案对交汇河流沿岸直排工业

企业、污水处理厂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进行统计，计算污染物的入河量。 

3.2.5.1 工业企业直接排放现状 

交汇河流沿岸有工业企业自行处理污水达标入河，常浒河沿岸共 6 家、

海洋泾无。 

表 3-28  交汇合流工业企业污染物入河量统计表 

序

号 
企业名称 镇 

受纳水

体 

工业废水

排放量

（吨） 

化学需氧

量（吨/年） 

氨氮排放

量（吨/

年） 

总磷排放

量（吨/年） 

1 
常熟市锦绣经纬编有限公

司 

碧溪

新区 
常浒河 254000 15.22 1.23 0.127 

2 常熟市吴市电镀厂 
碧溪

新区 
常浒河 27500 1.65 0.15 / 

3 常熟市诚裕印染有限公司 
碧溪

新区 
常浒河 129000 7.48 0.21 0.06 

4 
常熟瀛环织造印染有限公

司 

碧溪

新区 
常浒河 211000 12.64 1.12 0.11 

5 江苏益通印染有限公司 
碧溪

新区 
常浒河 667000 36.49 0.76 0.33 

6 常熟常红织造有限公司 
梅李

镇 
常浒河 225000 13.5 1.13 0.11 

 合计   1513500 86.98 4.6 0.737 

3.2.5.2 工业污染源排放现状 

交汇河流中沿岸有污水处理厂排放尾水入河，常浒河沿岸 1 家，海洋

泾无。 

表 3-29  交汇合流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入河量统计表 

序

号 

污水处理

厂名称 
市 镇 

受纳水

体名称 

污水设计处

理能力(吨/

日) 

污水实际处

理量(万吨) 

化学需

氧量（吨

/年） 

氨氮排

放量（吨

/年） 

总磷排

放量（吨

/年） 

1 

常 熟 市 浦

江 污 水 处

理厂 

常熟市 
碧溪

新区 
常浒河 7000 87.2 709.5 13.3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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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4 交汇河流污染源排放现状 

交汇合流沿岸工业企业、污水处理厂年排放 795.48 吨化学需氧量、17.9

吨氨氮、1.457 吨总磷入河，随河流交汇进入常浒河。 

表 3-30  交汇河流污染物入河量统计表（单位：吨/年） 

序

号 
河流 

工业企业直排 污水处理厂排放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1 常浒河 86.98 4.6 0.737 709.5 13.3 0.72 

交汇河流中，常浒河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较大，水质依然优于盐铁塘水

质，来水不对沈家市断面水质构成影响。 

3.2.6 污染物入河量总量核算 

梅李镇年排放化学需氧量 1312.73 吨、氨氮 173.48 吨、总磷 25.22 吨。

从污染源分布来看，农业源占比最大，其次是工业、生活源。 

表 3-31 污染物入河量统计表（吨/年） 

序

号 

控制

单元 
镇 

工业排放量 生活排放量 农业排放量 按镇合计 

COD 氨氮 总磷 COD 氨氮 总磷 COD 氨氮 总磷 COD 氨氮 总磷 

1 

长江

苏州

市 

梅李

镇 
536.17 43.78 4.42 178.2 20.8 3.1 610.1 33.54 17.7 1312.73 98.12 25.22 

2 类别占比 39% 25% 17% 14% 12% 12% 47% 49% 71%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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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化学需氧量入河量占比示意图       
图 3-15  氨氮入河量占比示意图 

 

 

 

 

 

 

  

 

 

 

 

 

 

 

图 3-16 总磷入河量占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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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已有整治成效总结 

3.3.1 工业源整治 

盐铁塘为苏州市“三湖四纵五横河流”中的一条，2014 年常熟市环保局

制订并由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常熟市白茆塘、盐铁塘水环境综合整治方

案》（2014～2015）》（常政办发（2014）205 号）。2015 年继续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明确白茆塘和盐铁塘水环境综合整治重点工程项目和有关要求的

通知》（常环发[2015]22 号）对盐铁塘水环境综合整治，启动了对盐铁塘沿

线的 69 家重点水污染排放企业实施临时限产限排措施，涉及梅李镇的共 18

家企业，2015 年允许排放总量在原排污许可证核定排放总量的基础上削减

15%；参照“六小一无”行业专项整治以及望虞河和阳澄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整

治相关奖补政策对整治范围内不符合要求的工业企业进行关停。直接减少

了进入盐铁塘的污染物量。 

3.3.2 生活源整治 

梅李镇 2015 年完成周师路雨污分流接管，管网总长 900m；完成江夏

路、胜法路、韩家浜路、月河西路、梅东路、支福妙线雨污分流接管，管

网总长 4250m；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受益户数 233 户；完成

了月河西路、人民路、支福妙线等 3 条道路范围内企事业单位雨污分流污

水收集。 

3.3.3 农业源整治 

畜禽养殖治理。2015 年梅李镇关停了近 34 家规模小、无治污能力的养

殖场，并按照畜禽养殖污染减排标准整治了一批养殖场，减少污染物排放。 

3.3.4 河网疏浚整治 

2015 年梅李镇对 11 条河道支浜进行疏浚，清淤河道总长度超过 12.49

公里，清淤土方数超过 20 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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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支浜河流疏浚，减少淤泥沉积，有效降低河道内源污染负荷，

确保内河道畅通，恢复和提高河网的引排能力，并使水体充分交换，增强

水体复氧能力和自净能力。 

3.3.5 整治成效与经验 

梅李镇对工业源的整治开展较早，目前以基本实现工业企业污水接管

集中处理，成效较好。生活源和农业源的整治措施近两年的整治已初显成

效。盐铁塘水质在 2016 年开始出现好转的迹象，沈家市断面 2016 年氨氮

浓度降至近三年来最低值。还需将各项整治措施继续落实到位，扩大整治

成效。 



常熟市盐铁塘沈家市断面水质达标整治方案 

 33 

第四章  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方案在总结已有整治项目治理成效的基础上，分析盐铁塘沈家市断

面水质不达标的主要问题，以便提出针对性治理措施。 

4.1 污染型企业行业集中、人口与经济负荷压力大 

镇内纺织印染机械企业占相当的比例，33 家重点工业污染源中，纺织

印染、机械加工分别占 55%和 15%。纺织印染企业排放的废水量占到了全

部 33 家重点工业污染企业总量的 37%，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合计分别

占全部 33 家企业的 47%、44.1%、44.3%，污染贡献率较高。 

盐铁塘流经地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工业企业集聚，短时期内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问题仍将持续存在，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

进，人口不断集聚，不可避免地产生废水，增加盐铁塘水环境的压力。 

4.2 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率低 

梅李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为 46.14%。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

后，大量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周围水体，对周围水体造成严重影响。 

常熟市赵市农贸市场位于梅李镇赵市村，紧邻盐铁塘沿岸西侧，由于

建设年代已久，缺少排水设施及污水收集设施。农贸市场产生的各类污水，

包括日常生活污水、水产品和家禽宰杀洗涤废水、地面冲洗废水、餐饮业

产生的经营废水，以及水果、蔬菜的清洗废水等未经处理全部直接排入盐

铁塘中，对水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4.3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仍需加强 

盐铁塘作为常熟市主要纳污通道，沿岸大量工业企业污水以及污水处

理厂排放污染物入河或其交汇河流，污染物大量、长期集聚后造成河流水

环境污染。盐铁塘沿岸纺织印染行业企业数占比达到 67%，废水排放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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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占工业企业排放总量的 37%，污染贡献率较高。重污染企业过于集中导

致结构性和格局型污染叠加，工业污染源排放量依然较大，工业企业污染

仍不容忽视。 

4.4 农业面源控制不力 

4.4.1 畜禽养殖污染严重 

农业面源化学需氧量以及总磷排放量分别占排放总量的 57%和 80%，

其中畜禽养殖是农业面源排放的主要来源，占比达到 80%。梅李镇目前依

然有大量规模小、无污水处理设施、对环境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场。镇内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处理规模为 8691 头猪，这与流域内畜禽养殖规模 17494

头猪相比较为 50%，还有约 50%的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对周围水体造成了

一定的影响。 

4.4.2 种植业面源污染控制还有待提高 

整治范围内的种植业在种植过程中，耕地平均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大，

种植技术和管理技术欠发达，不合理施肥、施药及浸灌现象普遍存在，加

之治理设施不足，导致大量化肥、农药流失进入河流，增加了水体污染负

荷。 

4.5 水体流动性差及汛期暴雨造成内源污染 

整治范围内河网众多，部分河道由于水流不畅，进入的污染物沉淀增

多，尤其是小河、断头浜等均淤积更加严重。汛期或暴雨易引起底泥上翻，

造成水体的二次污染和污染加重。 

4.6 河道沿岸生活垃圾堆放污染水体 

盐铁塘北侧河段（北至耿泾塘、南至常浒河河段），沿岸两侧分布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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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乡村道路，存在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沿河道或堤坡乱堆乱放的现象，

导致部分垃圾流入河道，影响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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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主要整治任务 

方案以镇为单元，分析梅李镇污染源排放特征，针对性地提出整治的

技术方案和整治任务，实现沈家市断面水质达标。 

5.1 综合整治方案 

根据以上分析，盐铁塘水体纳污能力有限、自净能力降低，加之沿岸

多种污染源排放进入水体，对盐铁塘及沈家市断面水质造成影响。本次治

理拟开展截污、疏浚、增加水体的纳污能力的各项整治措施，促进水体生

态的修复工作，创造水体及沿岸生物多样性的环境，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

增强水环境自身的活力。 

5.1.1 工业点源污染治理 

继续推进工业企业废水集中处理。对有条件接管的工业企业尽快建设

污水管网，对规模较小、不具备单独进行达标处理的企业，进行集中收集

和处理，确保尾水稳定达标。对于镇内2个的污水处理厂，进一步提高污水

处理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脱氮除磷能力，减少排放量。 

加强清洁生产审核、推进水资源循环利用。清洁生产审核以纺织印染

行业为主，逐步扩大到化工、电力、钢铁、电镀、造纸、建材等行业。所

有审核企业要达到同行业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做到废水稳定达标排放，

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废水利用率达到 30%以上，定期向社会公布企业名单

和审核结果，对达不到清洁生产要求的企业逐步实行淘汰。 

2016 年、2017 年继续执行《关于进一步明确白茆塘和盐铁塘水环境综

合整治重点工程项目和有关要求的通知》，涉及梅李镇的共 18 家企业允许

排放总量在原排污许可证核定排放总量的基础上削减 15%。  

5.1.2 生活污染治理 

加快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完善配套管网建设，提高污水管网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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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率，进一步扩大纳污范围， 2016年在梅李新天地旁宅基、梅李银塘新村、

赵市第二居民新村、天和佳苑二期合计791户建设雨污分流工程，城镇生活

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80%以上，减少污染物入河量，降低河道污染负荷。 

2017年在梅李南街建设共278户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目标至2017年底，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不低于90%。 

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理设施。农村生活污水排放较大，且处理率

较城镇低，依然存在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入河的情况，对盐铁塘及其他交汇

河流水环境产生较大影响。对于靠近镇区、居住较集中，且满足城镇污水

收集管网接入要求的农户，污水优先纳入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处理系统。

对不宜实施居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的农户，建设独立式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以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准进行设计。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应充分

考虑当地的土地利用条件和当地地形地势，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加强生活

污水尾水的回收利用。应把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作为此次整治的重

点内容。 

尽快实施赵市农贸市场污水排放综合改造，建设农贸市场污水排放及

收集处理设施，完善经营摊位的给水和排水设施，配备合适的污水管网及

污水收集设施，污水在排出农贸市场，进入污水收集设施之前至少要经过

隔油池和化粪池预处理，并建立与治污设施相配套的规章制度。 

2016年在9个行政村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涉及超过1385户居

民，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50%以上。2017年建设2813户农村雨污分流

管网和临时集中独立污水处理设施，争取至2017年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率不低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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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构建绿色现代农业体系 

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对生态型农业与有机肥施用给予一定的经济补

偿，全面推广农药减量增效控污先进适用技术。综合考虑整治区域的需肥

特性、土壤的供肥能力等，确定氮、磷、钾以及其他微量元素的合理施肥

量、合理施肥时间及施用方法。减少碳铵、过磷酸钙等传统化肥施用量，

加快复合肥替代单一营养元素化肥的步伐，增加一些专用肥的施用量，特

别是针对蔬菜区高磷土壤特性，推行低磷配方专用肥。推进农业生产过程

清洁化、废弃物利用资源化、化学投入品减量化、农业园区生态化，形成

种养植（殖）产业链共生的循环农业生产模式，提高畜禽粪污、农作物秸

秆及废弃蔬菜残茎等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减少化学投入品使用，扩大

施用面积，提高土壤保肥保水能力，减少化肥用量和化肥造成的面源污染，

实施绿色农业工程。目前常熟市已经实行测土配方施肥，推广率在 93%以

上，但仍需加强技术服务和指导，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培训，使农户准确掌

握现代农业技术，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 

对种植田地进行结构调整，科学耕种和施肥，实施生态农业工程，构

建现代农业体系。积极鼓励、引导区域内沿河农户调整农业结构，种植花

卉苗木、经济林果或其它符合环保要求的岸作物，减少地表径流。大力发

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 

2016 年梅李镇关停了 40 家规模小、无治污能力的养殖场，并按照畜禽

养殖污染减排标准整治了一批养殖场，减少污染物排放。 

2017 年计划对现有规模化养殖场要根据污染防治需要实施关停与整

治，配套建设粪便污水储存、处理、利用设施。散养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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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方案如下： 

1、废弃物处理要求 

⑴固体粪便的处理 

固体粪便应当做到综合利用，将产生的粪渣及时清运至贮存处理场所

堆放，处理场所应当有防雨、防外溢、防渗漏设施。 

①粪便就近还田的养殖场，应以书面形式确定承载粪污的农田，养殖

场与种植户签订粪污消纳协议，并经当地村委会确认或证明。粪便必须经

过无害化处理，才能进行土地利用，禁止未经处理的粪便直接施入农田。 

②利用粪便加工生产商品有机肥料的养殖场，粪便的日处理能力不得

低于本场最高存栏量时的日产量，在粪便加工处理过程中应严防二次污染。 

③采用肥料企业与养殖场合作的模式处理粪便，养殖场应与肥料企业

签定书面协议。协议中应明确粪便的收集运输责任，承担运输责任一方的

运输工具应采用可靠密封、防泄漏等卫生、环保措施，防止发生二次污染。 

⑵养殖污水的处理 

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应坚持种养结合的原则。污水无害化处理后实

施全面还田，也可通过清运至蓄粪池蓄积，定期还田，实现污水资源化利

用，禁止畜禽粪尿直排河道。 

①一般畜禽散养户（常熟市级规模以下）：污水就地蓄积、定期清运还

田，不得直接排放。 

②小规模畜禽养殖场（常熟市级规模）：提倡使用固液分离机，鼓励实

行种养结合的生态养殖模式，污水清运至蓄粪池蓄积，实现粪水还田，达

到“零”排放。 

③规模畜禽养殖（苏州市级规模以上）：提倡使用固液分离机，积极推

广先进治污技术，采用种养结合模式。无法自行消纳所产生污水的，污水



常熟市盐铁塘沈家市断面水质达标整治方案 

 40 

清运至蓄粪池蓄积，实现粪水还田，实现养殖“零”排放。  

 2、养殖场治理要求 

畜禽养殖场必须达到以下要求： 

①采用干法清粪工艺，采取有效措施将干粪及时、单独清出，控制养

殖中污水产生量。严禁水冲粪和粪便直接排放河道。 

②有固定的避雨、防外溢、防渗漏场所用来堆放干粪。 

③采用自动饮水器，节约用水，减少污水产生量。 

④做到雨污分流，铺设污水收集专用管道。防止雨污混合产生的污水

暴增。 

⑤建造具有相应容积的化粪池（30 头猪不少于 1 立方米），污水全部经

污水管道进入化粪池 

⑥保持养殖场的整洁，减少对周边环境的不良影响，每年经查属实的

举报不超过 2 次。 

3、建设污水收集体系 

引导各村在规模较大、肥料需求大的种植区选择适当位置，因地制宜，

建设适宜规模的蓄粪池，并做好“防渗、防漏”相关设施。全镇先建设 1-2

个，运行成熟后再全面推广。蓄粪池的建设规模应当与污水处理量、水肥

施用量相配套，按照 3 头猪/亩的配套比例。根据实际需求，全镇购置粪水

运输车，委托镇环卫部门或设专人定期把养殖场化粪池的污水集中运输到

种植区的蓄粪池储存起来，根据种植需要作为水肥使用。 

5.1.4 河网疏浚整治及生态修复 

加强对盐铁塘及支流支浜的底泥深度、污染指标、生物指标的监测，

制定清淤实施计划，落实资金，经论证后实施河道生态清淤，尽可能沟通

断头浜，以沟通水系，并建设生态岸坡；清淤时应注重对两岸水生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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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不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对清出的淤泥要进行重金属和有毒污染物

监测，根据监测结果进行淤泥的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同时加强河流及河

浜两岸的亲水漫坡、植被缓坡、林木植物固岸建设，阻滞农田面源污染物

进入河流，防止河岸水土流失，促进河道水体自然生态修复。 

在盐铁塘梅李镇以北河段沿岸种植水生植物，如水葱、千屈菜、芦苇

等，吸收水底淤泥中的氮、磷等元素，从而净化水体。 

对盐铁塘北侧河段（北至耿泾塘、南至常浒河河段）沿岸垃圾实施全

面清理。清理河道垃圾、杂草及枯烂树枝等水面漂浮物，清理河岸生活垃

圾堆、建筑垃圾堆。大力宣传教育，设立环境保护警示提醒牌，提高沿河

村民的河流保护意识，加强河道巡查，严格执法做好责任段内河道监管和

巡查工作，从而逐步恢复和拓展水域功能、改善水环境。 

2015 年梅李镇对 11 条河道支浜进行疏浚，清淤河道总长度超过 12.49

公里，清淤土方数超过 20 万立方米。 

5.1.5 制订增加水体流动性方案 

为增加水体流动，改善盐铁塘水质，针对不同时段，制订 2017 年盐铁

塘调水引流方案。具体方案如下： 

一、1 月-3 月份，12 月份（枯水期），从七浦塘引水，分流一定的水量

到盐铁塘，加强水体流动性，改善水质。 

二、4 月-6 月中旬，8 月下旬-11 月（丰水期）：先排水后引水，从常浒

河、白茆塘江边节制闸引入长江清水，达到水体交换循环。 

三、6 月中旬-8 月中旬（汛期），受梅雨影响，水位较高，根据天气情

况制订引排方案，原则上以排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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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加强监管体系建设 

加强对河道的监测和应急管控。重点加强对污水处理厂处理水量和尾

水水质的监管，加强污水收集系统的检查，确保污水的集中收集率和处理

达标率；加强重点治污工程的督促检查工作，确保各项治理任务按时完成，

发挥应有的投资效益；建立各项污染治理工程的进展情况、污水处理厂尾

水水质通报制度，促进重点治污项目建设和区域水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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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重点工程 

6.1 重点工程 

在对盐铁塘水质和梅李镇污染源排放量分析的基础上，把握影响断面

达标的主要问题，结合常熟市已有整治计划、方案、规划，提出本次整治

的重点工程。 

本次整治组织实施工业污染源控制工程、生活污染源控制工程、农业

面源污染控制工程、河网疏浚整治工程工程四大类，2016 年共 9 个工程项

目，总投资约 7497.8 万元，2017 年共 8 个工程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10290

万元。 

表 6-1  重点工程汇总表 

序号 项目类型 
个数 投资额（万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1 工业污染源控制工程 3 1 256.8 / 

2 生活污染源控制工程 3 4 6850 9900 

3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 2 1 191 / 

4 河网疏浚畅流活水整治工程 1 2 200 544.7 

6 合计 9 8 7497.8 10444.7 

6.1.1 工业污染源控制工程 

     工业点源污染治理共有 4 类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256.8 万元。 

1、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2016 年对整治范围内梅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和常熟市通惠织造有限公

司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投资约为 100 万元。 

2、总量限排 

对主要水污染排放企业实行总量限排，2016 年允许排放总量在原排污

许可证核定排放总量的基础上实行削减 15%，限排时间到 2016 年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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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继续对主要水污染排放企业实行总量限排，限排企业名单见附表 1。 

3、中水回用 

2016 年对梅李珍门污水处理厂开展中水回用工程，总回用水量约 54.32

万吨，总投资约 156.8 万元。见附表 1。 

6.1.2 生活污染源控制工程。 

建设污水处理工程共 4 类重点工程项目，2016 年总投资约 6850 万元，

2017 年预计总投资约 9900 万元。 

1、城镇生活污水雨污分流建设 

2016 年建设梅李新天地旁宅基、梅李银塘新村、赵市第二居民新村、

天和佳苑二期共 779 户雨污分流工程，总投资 125 万元。具体详见附表 1。 

2017 年计划建设梅李南街 278 户生活污水治理工程，预计总投资 1000

万元。具体情况见附表 4。 

2、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 

2016 年，共在 9 个村庄建设农村独立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设计农户数

1385 户，总投资约 3185 万元。具体详见附表 1。 

2017 年计划在 40 个村庄共 1206 户建设农村独立生活污水治理设施，

预计总投资 3600 万元。项目具体情况见附表 4。 

3、农村雨污分流接管建设 

2016 年建设赵市村、胜法村、寨角村、新丰村农村雨污分流管网，合

计 589 户，总投资约 3240 万元。建设赵市农贸市场污水收集管网及处理设

施，总投资约为 300 万元。具体详见附表 1。 

2017 年计划在 41 个村庄共 1607 户建设农村雨污分流管网，总投资约

2500 万元。具体详见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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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事业单位生活污水雨污分流建设 

2017年计划对珍门工业园内企事业单位合计24家建设生活污水雨污分

流工程，预计总投资 1200 万元。对珍门集镇 10 家企事业单位实施雨污分

流工程，合计总投资约为 700 万元。实施赵市农贸市场、梅李集贸市场雨

污分流工程，合计总投资约 600 万元。完成沈市村御田园生态园的雨污分

流管网建设工程，总投资约为 300 万元，具体情况见附表 4。 

6.1.3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 

1、不达标养殖场关停工程 

关停不达标的养殖场 40 家，投资约 143 万。具体详见附表 3。 

2、畜禽养殖重点整治工程 

对 23 个畜禽养殖场实施整治工程，投资约 48 万。 

6.1.4 河网疏浚畅流活水整治工程 

2016 年实施整治区范围内的农村河道清淤疏浚工程，并实施河道岸坡

生态修复工程，2016 年实施农村河道疏浚 9 条，长度约 10.886km，疏浚土

方约 22.09 万 m
3，投资约 180 万元，完成盐铁塘沿岸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清运，投资约 20 万元。具体详见附表 1。 

2017 年计划疏浚河道 8 条，疏浚长度约 5.292km，疏浚土方约 8.242

万方。涉及的河道有天字村邢家河（天字二区、三区），新丰村罗青浜、

大浜，赵市村尹家浜、赵家宕河，圩港村王六泾，珍南村里泾，师桥村横

浜河，投资约 90 万元。具体详见附表 4。 

2017 年计划对梅李镇罗卜泾进行整治，整治河道长度 1620m。工程主

要内容为：河道清淤 24000m
3，新建生态砌块挡墙 549m，新建桥涵 2 座，

拆除老桥 1 座。总投资为 454.7 万元。具体详见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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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效益分析 

6.2.1 社会效益 

城镇、农村的污水收集及处理等环保基础设施将更加齐全和完善，提

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污染处理能力，从而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有利于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小康社会的建设。 

通过对不达标畜禽养殖场的关停及规模化养殖场的综合治理，能够有

力促进区域养殖产业的规范化、规模化及现代化，大幅降低区域农业面源

污染，改善区域内水生态环境和农村生态环境、人居环境，促进区域现代

养殖业及现代农业的发展，加快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6.2.2 环境效益 

通过重点工程的实施，梅李镇的污染物排放量将有一定降幅。工业废

水的集中处理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规模化畜

禽养殖场粪便综合利用率都将得到提升。 

通过河道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河道生态系统功能将逐步

得到恢复，提高水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 

6.2.2.1 工业点源污染治理项目环境效益 

1、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2016 年对 2 家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巩固和稳定工业污染防治成效，

预计污染物最终排放量可削减 12％。 

2、企业水污染物总量限排 

对主要水污染排放企业实行总量限排，污染物最终排放量可削减 15％，

预计减排量为，废水量 68.5 万 t/a，COD51.3t/a、氨氮 4.18t/a、总磷 0.36t/a。 

3、中水回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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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梅李珍门污水处理厂开展中水回用工程，预计总回用水量约 54.32 万

吨/年，减排量为 COD32 吨/年、氨氮 2.7 吨/年，中水回用率可达到 30%。 

6.2.2.2 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环境效益 

2016 年： 

（1）城镇雨污分流项目实施后，可增加污水收集量 34.7 万吨/年，削

减 COD17.35 吨/年，氨氮 1.74 吨/年，总磷 0.17 吨/年。 

（2）农村独立生活污水建设计划实施后，可增加收集 1385 户生活污

水，共约减少生活污水直接排放 58 万吨/年，削减 COD29 吨/年，氨氮 2.9

吨/年，总磷 0.29 吨/年。 

（3）农村雨污分流项目建设后，每年可形成污水收集量约 24 万吨/年，

削减 COD12 吨/年，氨氮 1.2 吨/年，总磷 0.12 吨/年。 

2017 年： 

（1）城镇雨污分流项目实施后，可增加污水收集量 21.7 万吨/年，削

减 COD10.85 吨/年，氨氮 1.085 吨/年，总磷 0.11 吨/年。 

（2）农村独立生活污水建设计划实施后，共减少生活污水直接排放量

69.6 万吨/年，削减 COD 34.8 吨/年，氨氮 3.48 吨/年，总磷 0.35 吨/年。 

（3）农村雨污分流项目建设后，可形成污水收集量约 52.8 万吨/年，

削减 COD26.4 吨/年，氨氮 2.64 吨/年，总磷 0.264 吨/年。 

（4）企事业单位生活污水雨污分流建设后，可增加污水收集量 111.6

万吨/年，削减 COD55.8 吨/年，氨氮 5.58 吨/年，总磷 0.56 吨/年。 

6.2.2.3 农业面源治理项目环境效益 

2016 年：通过农业面源实施的整治方案，共关停 40 家畜禽养殖场，整

治 23 家畜禽养殖场，预计每年可削减 COD400 吨/年，氨氮 35.1 吨/年，总

磷 5.46 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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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4 河网疏浚整治工程环境效益 

实施河道的清淤疏浚工程，并实施河道岸坡生态修复工程，2016 年清

淤土方约 22 万立方米，2017 年清淤土方约 10.59 万立方米，清淤后底泥中

的营养盐含量可明显降低，表层底泥中有机质、总磷、总氮含量可下降约

20%、50%、50%，氮、磷的释放速率降低明显，内源释放受到较好的抑制。 

6.3 目标可达性分析 

6.3.1 水环境容量及污染物削减量计算 

⑴水环境容量基本概念 

水环境容量：指水体在规定的环境目标下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负

荷，其大小与水体特征、水质目标、污染物降解及保护要求特性有关。 

污染物削减量：指现状污染物入河量减去环境容量。若为正，则为污

染物削减量；若为负，则为剩余环境容量。即： 

W W W 入河削减
 

式中：W ——环境容量 

W削减
——污染物削减量 

W入河
——现状污染物入河量 

（3）削减率：指削减量与现状污染物入河量的比值，即： 

W

W
 削减

入河

削减率  

式中：W削减
——污染物削减量 

W入河
——现状污染物入河量 

⑵计算方法 

利用完全混合模型中，计算整治范围出水满足环境质量目标时，范围

内的总体水环境容量。考虑到盐铁塘河流自净能力弱的现状，保守起见本

方案只考虑稀释容量，不考虑污染物降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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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s 0 0+W Q Q C Q C   

式中，W 为系统的水环境容量；Q0 为来水稀释流量；Q1为整治范围内

的废水排放量；Cs为水质目标值；C0为来水污染物浓度本底值。 

⑶参数选取 

水质目标值 

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 III 类水标准为水质目

标值，分别计算对应的水环境容量。 

来水稀释流量 

整治范围来水稀释流量主要为长江的引水，根据资料，2015 年度常熟

节制闸共向长江引水 33036.2 万立方米。 

整治范围内排放量 

整治范围内废水排放量主要由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面源污染 3 部分

组成。据测算，整治范围内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641.89 万吨/年，生活污水排

放量为 371.8 万吨/年。面源污染主要由降雨径流产生， 近三年常熟市平均

降水量 1054 毫米，整治范围面积约 8084 万平方米，根据《室外排水设计

规范》（GB50014-2006），径流系数取 0.6，则面源污染排放量为 5109.79

万立方米/年。 

来水污染物本底值 

以耿泾闸口（上游）断面的监测结果平均值作为来水污染物浓度本底

值，即：氨氮：0.72mg/l，总磷 0.16mg/l，COD5.44mg/l。 

⑷区域水容量计算结果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和参数取值，计算得区域水环境容量，结果见下表。 

表 6-2  整治范围内环境容量计算结果 
 氨氮 总磷 COD 

环境容量（t/a） 66.47 25.46 552.41 

现状入河量 98.12 25.22 1312.73 

需削减量 31.65 -0.24 760.32 

削减率 32.2% 0.00%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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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业点源污染治理项目、生活污染治理项目、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等措施可直接提高削减入河污染物，经初步估算，以上工程措施 2016 年可

削减 COD556.21 吨/年，氨氮 50.35 吨/年，总磷 5.46 吨/年，2017 年可削减

COD204.7 吨/年，氨氮 16.98 吨/年，总磷 1.64 吨/年。合计可削减 COD760.91

吨/年，氨氮 67.33 吨/年，总磷 7.1 吨/年，可实现本次整治的污染物削减目

标。同时，通过河道支浜清淤疏浚工程可减少河道支浜的内源污染。 

表 6-3  污染物削减一览表(单位：吨/年) 

序号 项目类型 
废水量 COD 氨氮 总磷 

2016 2017 2016 2017 2016 2017 2016 2017 

1 清洁生产 3.3 万 / 1.9 / 0.16 / 0.01 / 

2 总量限排 68.5 万 68.5 万 51.3 51.3 4.18 4.18 0.36 0.36 

3 中水回用 54.32 万 / 32 / 2.7 / / / 

4 关停并转 0.219 万 / 0.99 / 0.04 / 0.01 / 

5 生活污水治理 116.7 万 255.7 万 70.02 153.4 8.17 12.8 1.05 1.28 

6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 / 400 / 35.1 / 4.03 / 

合计 
243.039

万 
324.2 万 556.21 204.7 50.35 16.98 5.46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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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保障措施 

7.1 法律法规保障 

强化法治既是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的关键，也是参与环境与发展综合

决策，推动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有效手段。依据《水污染防治法》

及省、市有关水污染防治条例，完善现有的流域水环境管理制度，理清行

政区管理事权范围，明确法律责任。进一步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

为河道综合整治提供政策保障。继续加强环境执法工作。严厉查处环境违

法行为，加大对违法案件的执行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公开曝光典型违法案

件。组织开展水污染整治专项执法检查，进一步整合环境执法资源，建立

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和重点案件移送督办机制。进一步完善环境执法程序，

提高环境管理法制化水平。 

7.2 经济政策保障 

水环境治理资金以地方筹集为主，充分调动全社会特别是企业对水环

境治理投入的积极性，拓宽融资渠道，采取“政府引导、地方为主、市场运

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筹措污染治理资金。同时要积极争取上级

资金，发改、财政等部门要做好项目申报组织指导工作，相关板块要规范

做好各项重点工程项目招投标和施工手续，为争取国家、省太湖流域水污

染治理专项资金做好准备。 

市财政参照现有政策对水环境治理重点工程项目实行“以奖代补”。其中

工业企业整体关停参照“六小一无”行业专项整治以及望虞河和阳澄湖流域

水环境综合整治相关奖补政策执行（热电企业关停政策由发改委根据热电

行业整合要求另行制定），畜禽养殖场的关停及治理需加大对污水集中收集

体系和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的建设投资，根据《常熟市畜禽养殖整治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常财规[2014]1 号）要求，市、镇两级财政各承担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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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的整治投资按照市、镇、个人各承担三分之一。为了让养殖场自觉

减少污水产生量，应当对养殖场收取 3-5 元/吨的污水处理费，作为日常运

行费用，不足部分由各村或镇解决。各村应当与养殖场签订污水装运协议，

根据养殖量核定基础污水量，超出部分要增加收费。生活污水收集和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河道疏浚清淤、生态修复等项目按现有政策实行

以奖代补。 

7.3 组织协调保障 

常熟市盐铁塘水环境综合整治方案由常熟市政府牵头组织，环保、水

利、农林、住建等各部门和相关板块负责实施。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加

强领导，完善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建立水环境综合整治联席会议制度，

各司其职，加强沟通，共同做好盐铁塘水环境的综合整治工作。 

7.4 监督管理机制 

建立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和完备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提升环境监管

能力。对各项整治工程分别制定详细工作计划，层层落实，责任到人，由

市政府统一考核，考核结果定期发布，奖优罚劣。增加现场突击检查的频

次，加强对污染源的监督检测。制定主要污染物排放、污染治理的监测、

统计制度，加强统计调查，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及畜禽养殖场粪便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确保工程发挥长效作

用。各村应当把规模养殖场的污染治理作为重点，特别是对设施不到位、

污染严重、群众意见大但又无法关停的养殖点优先治理，不断总结经验，

逐步推广。对区域内的养殖场开展日常监管，督促养殖场开展治理，对不

配合开展治理、违法排污的养殖场由是常熟市环保局和梅李镇综合执法局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通过树立正面和反面的典型，鼓励和引导养

殖户积极参与畜禽养殖污染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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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断面负责人负责制，即“断面长”制。针对整治范围内水质不达标的

各个断面明确相关负责人，针对断面污染情况确定断面达标时限以及具体

工作措施，同时定期对相应断面现场督查，及时分析，动态优化治污工作，

逐步改善断面水质。对因工作不力而导致负责断面水质长期超标者，将按

失职程度实施相应惩罚。 

本次重点整治范围包含控制单元，但不限于控制单元，但盐铁塘水质

受支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要确保水环境治理长效，需要保障支浜进入两

河的水质达标。必要时，在下一阶段开展各支浜水环境整治。 

7.5 科技支撑保障 

组织跨学科、多领域合作攻关团队，开展经济社会发展与水环境保护

综合研究，提供决策支持。加大对科技成果和适用技术推广应用，特别是

对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并组织制定相应设计与实施规范。 

环保、水利、农业要加大对科研成果和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特别是

化工、印染等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工艺、工业废水处理的开发应用，提高工

业污染治理水平。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脱氮除磷、中水回用、尾水生态处

理等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生活污染治理水平。加强农业面源污

染控制措施的研究和污染防治技术的集成应用，建设示范工程，推广生态

施肥、测土配方、秸秆资源化利用、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生活污水净化处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等清洁技术，提高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和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水平。 

7.6 公众参与保障 

认真落实环保政策法规、建设项目审批、环保案件处理等政务公告制

度，建立信息发布制度，对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重大问题，要履行听证会、

论证会程序。推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公布重点污染企业污染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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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广大公众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治污的积

极性。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等新闻媒体，发挥其舆论监督和

导向作用，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盐铁塘沈家市断面区

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公众环

境忧患意识，倡导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在全社会

形成保护水环境的良好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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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6 年梅李镇盐铁塘整治重点工程项目表 

序号 工程名称 镇 主要内容 完成时限 
项目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一 工业污染源控制工程 

1 
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 
梅李镇 常熟梅李污水处理厂、常熟市通惠织造有限公司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2016 100 

市环保局、梅

李镇政府 

2 
企业水污染物总

量限排 
梅李镇 

常熟美迪洋皮革有限公司、常熟市朗迪印染有限公司、常熟市赵市

华达染整有限责任公司、常熟新锦江印染有限公司、常熟色织有限

公司、常熟市宏业印染有限公司、常熟市永新印染有限公司、常熟

市五联印染有限公司、常熟市金龙印染有限公司、常熟市江南印染

有限公司、江苏鼎新印染有限公司、常熟市盛泰印染有限公司、泰

华化纤常熟有限公司、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限公司、江苏泛

佳亚麻纺织厂有限公司、常熟市第三电镀有限公司、常熟市通惠织

造有限公司，共计 17 家企业，在原排污许可证基础上削减 15% 

2016 / 
市环保局、梅

李镇政府 

3 中水回用工程 梅李镇 梅李珍门污水处理厂 2016 156.8 
市环保局、梅

李镇政府 

二 生活污染源控制工程 

4 
城镇生活污水接

管 
梅李镇 

梅李新天地旁宅基、梅李银塘新村、赵市第二居民新村、天和佳苑

二期雨污分流工程合计 791 户 
2016 125 

市水利局、梅

李镇政府 

5 
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项目 
梅李镇 

9 个行政村（聚沙村、寨角村、珍南村、海城村、圩港村、沈市村、

新丰村、塘桥村、师桥村）合计 1385 户建设农村独立生活污水治理

设施 

2016 3185 
市水利局、梅

李镇政府 

6 
农村雨污分流接

管 
梅李镇 

在 4 个行政村（赵市村、胜法村、寨角村、新丰村）合计 589 户实

施农村雨污分流管网建设 
2016 3840 

市水利局、梅

李镇政府 

三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 

7 不达标养殖场关梅李镇 关停不达标的养殖场 40 家（详见附表 3） 2016 143 市农委、梅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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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镇 主要内容 完成时限 
项目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停工程 镇政府 

8 
规模化畜禽养殖

重点整治工程 
梅李镇 对 23 个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实施整治工程 2016 48 

市农委、梅李

镇政府 

四 河网疏浚整治工程 

9 
梅李镇河网疏浚

整治 
梅李镇 完成农村河道疏浚 9 条，长度约 10.886km（详见附表 2） 2016 180 

市水利局、梅

李镇政府 

五 垃圾清运工程 梅李镇 完成盐铁塘沿岸生活垃圾、建设垃圾清运 2016 20 
市水利局、梅

李镇政府 

 
合计    7497.8 

 

附表 2  2016 年梅李镇河网疏浚整治统计表 

序号 河道名称 所在村委 淤泥方量（立方） 河道长度（米） 

1 新泾 沈市村 18353.08  1126  

2 陶家桥河 沈市村 25196.34 1200  

3 河庄泾 沈市村 76281.85 3271  

4 徐家桥河 沈市村 14800.59  622  

5 红北沙泾河 沈市村 19526.27 867  

6 西泾岸河 师桥村 5334.7 388  

7 大溇河 珍南村 8904.86  348  

8 下塘泾 珍北村 24373.96  1768  

9 沈市河 沈市村 28211 1296 

  合计   220982.7 1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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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16 年梅李镇关停畜禽养殖统计表 

序号 镇名 村名 畜主 养殖种类 存栏 

1 梅李镇 珍南村 杜成兴 猪 39 

2 梅李镇 珍南村 吴雪良 猪 44 

3 梅李镇 珍南村 苏保元 猪 27 

4 梅李镇 寨角村 黄二苟（云甫） 猪 23 

5 梅李镇 寨角村 张松林 猪 17 

6 梅李镇 胜法村 戴增涛 猪 0 

7 梅李镇 寨角村 周根华 猪 26 

8 梅李镇 塘桥村 张小弟 猪 0 

9 梅李镇 沈市村 黄云（永）兴 猪 21 

10 梅李镇 沈市村 潘耀（效）军 猪 22 

11 梅李镇 沈市村 陆瑞祥 猪 10 

12 梅李镇 沈市村 潘卫宗 猪 33 

13 梅李镇 沈市村 顾卫兴 猪 27 

14 梅李镇 沈市村 王兴元 猪 13 

15 梅李镇 塘桥村 周金奎 猪 22 

16 梅李镇 塘桥村 邓叙福（邓小妹） 猪 22 

17 梅李镇 塘桥村 周雪元 猪 171 

18 梅李镇 海城村 唐金华 猪 128 

19 梅李镇 寨角村 陆瑞林 猪 47 

20 梅李镇 寨角村 王明生 猪 21 

21 梅李镇 沈市村 殷（应）浩军 猪 24 

22 梅李镇 寨角村 糜宗兴 猪 24 

23 梅李镇 圩港村 潘建兴 猪 66 

24 梅李镇 塘桥村 周林元 猪 49 

25 梅李镇 塘桥村 周炳云 猪 34 

26 梅李镇 寨角村 周福兴 猪 8 

27 梅李镇 寨角村 王浩兴 猪 61 

28 梅李镇 寨角村 薛永华 猪 185 

29 梅李镇 寨角村 谢根生 猪 100 

30 梅李镇 塘桥村 朱瑞清 猪 37 

31 梅李镇 塘桥村 陈明明 猪 31 

32 梅李镇 沈市村 王金奎 猪 374 

33 梅李镇 沈市村 程雪康 猪 15 

34 梅李镇 沈市村 吴新华 猪 159 

35 梅李镇 沈市村 金惠云 猪 131 

36 梅李镇 沈市村 朱文保 猪 16 

37 梅李镇 沈市村 周正云 猪 1509 

38 梅李镇 赵市村 赵雪云 猪 28 

39 梅李镇 赵市村 龚云生 猪 122 

40 梅李镇 海城村 钱惠祥 猪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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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17 年梅李镇盐铁塘整治重点工程项目表 

序号 工程名称 镇 主要内容 完成时限 
项目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一 工业污染源控制工程 

1 
企业水污染物总

量限排 
梅李镇 

常熟美迪洋皮革有限公司、常熟市朗迪印染有限公司、常熟市赵市

华达染整有限责任公司、常熟新锦江印染有限公司、常熟色织有限

公司、常熟市宏业印染有限公司、常熟市永新印染有限公司、常熟

市五联印染有限公司、常熟市金龙印染有限公司、常熟市江南印染

有限公司、江苏鼎新印染有限公司、常熟市盛泰印染有限公司、泰

华化纤常熟有限公司、苏州市飞莱克斯电路电子有限公司、江苏泛

佳亚麻纺织厂有限公司、常熟市第三电镀有限公司、常熟市通惠织

造有限公司，共计 17 家企业，在原排污许可证基础上削减 15% 

2017 / 
市环保局、

梅李镇政府 

二 生活污染源控制工程 

1 
城镇生活污水接

管 
梅李镇 梅李南街 278 户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2017 1000 

市水利局、梅

李镇政府 

2 
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项目 
梅李镇 

40 个村庄共 1206 户建设农村独立生活污水治理设施、41 个村庄共

1607 户建设农村雨污分流管网和临时集中独立污水处理设施 
2017 6100 

市水利局、梅

李镇政府 

3 

机关企事业、商

业单位雨污分流

治理 

梅李镇 

珍门集镇 10 家（珍门电信营业部、广电营业部、外来人员管理服务

中心、幼儿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商所、供销社、西街沿街店

面、珍门粮食管理所、珍门中心幼儿园） 

2017 2800 
市水利局、梅

李镇政府 

珍门工业园区企业 24 家（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俊怡织造、常

熟市常宝电动过跨平车厂、常熟市巨力管业有限公司、师德五金、

常熟市第三电镀厂、常熟市恒成织造有限公司、常熟市海虹机械有

限公司、常熟市方申织造有限公司、康弘纺织、江苏良基电科技有

限公司、常熟市万顺轴承有限公司、常熟市众望经纬编织造有限公

司、常熟市荣欣毛绒有限公司、常熟市夏弘针织织造有限公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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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镇 主要内容 完成时限 
项目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苏协盛化纤有限公司、常熟市食品有限公司梅李分公司、常熟恒发

经编有限公司、江苏远征物流有限公司、建峰饭店、同顺经编、常

熟市顺通机械五金公司、常熟市方申织造有限公司、常熟市金晟服

饰有限公司） 

梅李集贸市场、赵市集贸市场、沈市村御田园生态园 

二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 

4 
规模化畜禽养殖

重点整治工程 
梅李镇 

对规模化养殖场实施整治，配套建设粪便污水储存、处理、利用设

施。散养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 
2017 / 

市农委、梅李

镇政府 

三 河网疏浚整治工程 

5 河网疏浚整治 梅李镇 

河道 8 条，疏浚长度约 5.292km，疏浚土方约 8.242 万方。涉及的河

道有天字村邢家河（天字二区、三区），新丰村罗青浜、大浜，赵市

村尹家浜、赵家宕河，圩港村王六泾，珍南村里泾，师桥村横浜河 

2017 90 
市水利局、梅

李镇政府 

6 畅流活水工程 梅李镇 
梅李镇罗卜泾整治河道长度 1620m。工程主要内容为：河道清淤

24000m
3，新建生态砌块挡墙 549m，新建桥涵 2 座，拆除老桥 1 座 

2017 454.7 
市水利局、梅

李镇政府 

 
合计    10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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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整治范围示意图 

梅李镇整治范围 

整治范围 

沈家市断面 

盐铁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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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盐铁塘流域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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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塘 

常浒河 

海洋泾 

耿泾塘 

盐铁塘 

常浒河 

海洋泾 

耿泾塘 

水流流向 

沈家市断面 

水泥桥厂断面 

海洋泾断面 

耿泾闸口断面 

断面名称 

常熟珍门污水处理厂 

常熟梅李污水处理厂 

常熟浦江污水处理厂 

附图 3 水系概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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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李镇整治范围 

附图 4 人口现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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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李镇整治范围 

附图 5   种植面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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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李镇整治范围 

附图 6 畜禽养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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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   化学需氧量排放特点示意图 

梅李镇整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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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8   氨氮排放特点示意图 

梅李镇整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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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9   总磷排放特点示意图 

梅李镇整治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