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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乡镇污水处理厂为何一直“睡大觉”
设施运行管护“用不起、吃不饱、管不好”，需创新机制杜绝“九龙治‘污’”

本报记者李黔渝、周楠

　　近期，河南等地一些乡镇污水处理站长期
停运、污水处理受阻于“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被
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后，引发社会各界热议。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中西部多地调查发
现，污水处理设施长期“睡大觉”“晒太阳”“打折
扣”等问题，在中小城镇不同程度存在，在一些
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导致设施建成后运行情况
不容乐观，污水难以全收集处理。一些污水甚至
直接进入河流，对当地生态环境带来影响。
　　污水处理设施长期使用不足，跟当地有
关部门不作为有直接关系，但客观而言，部分
地方政府作为污水处理设施投资建设运营主
体，在专业技能、管理水平、经费保障等方面
存在一些问题，也需要应对解决。

  部分乡镇污水处理设施“睡大

觉”“晒太阳”“打折扣”

　　今年4月，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所属义马市东区街道办事
处的“全国文明村”河口村和“美丽乡村示范
村”霍村督察时，发现两个村的污水处理站长
期“睡大觉”“晒太阳”，塔式生态滤池内的活性
污泥早已失效，排污管道内积存着大量生活污
水，遇到下雨天，污水会直接入河。
　　中央环保督察组发现，两处污水处理站不
同程度存在设施年久失修、日常维护不到位等
问题，厌氧水解池、塔式生态滤池、生态植物塘
间的连通管道被杂物堵塞，无法正常发挥水质
净化作用。当地干部回答，因为受经济条件制
约，没有维护费用。
　　“从去年12月至今，每个月都要投5吨至10
吨的碳源进池，来保持污泥发酵的微生物活

性。”贵州紫云县滇池水务有限公司现场负责
人说。
  这处污水处理厂位于紫云县城老城区，已
投运 11 年，去年厂里做了提标改造后，可日处
理污水 4000 吨，今年县里才开始做管网延伸
改造。这名负责人介绍，管网没建好，影响污水
处理厂运行，厂里连维持自负盈亏都有些困难。
　　记者在湖南部分乡村调查发现，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存在管理主体不明确、运行维护资
金不足、管护人员难到位等情况，近年来各级
财政加大投入后有明显改善，但仍不同程度
存在一些问题。
　　湖南省有关部门曾做过调研，从过去几
年的情况看，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营
费用主要靠地方财政自筹，湖南市县财力普
遍较弱，再加上严控政府债务和清理 PPP 项

目等政策的影响，县市资金筹措更加艰难。
　　部分污水处理设置经营者反映，乡镇污
水处理收费制度不健全，部分乡镇开征污水
处理费进度偏慢。加上乡镇污水处理项目规
模小、分布散、管理难度大、效益低，单个乡
镇污水处理项目难以吸引社会资本，难以开
展市场化运作，运行压力很大。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护有“三难”

　　多地基层干部和污水处理厂负责人反
映，中小城镇尤其是农村地区污水处理设施
近年来加快建设，硬件设施水平普遍明显提
升，但是在后期运行、日常管理、质量维护上
存在困难。
　　一是污水处理设施“用不起”。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规模小、分布广，相较
于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成本较高。
  湖南省多家乡镇污水处理厂负责人告
诉记者，地市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规模在
10万吨以上，但乡镇污水厂日处理规模仅
千吨，因此单位处理成本反而更高，有的甚
至在2倍以上，而乡镇财政基本上是“吃饭
财政”，承担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费用举步
维艰。
　　还有的地方政府延期支付污水处理费。
紫云县滇池水务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说，
2020年的污水处理费还有40万元未结清，今
年一季度又新欠账30多万元，目前能够维持
污水处理厂的基本运营。
　　二是污水处理设施“吃不饱”。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太过超前，存在“贪大求高”的问题，实际
运行负荷率远低于设计水平，有的实际处理
量仅为设计处理能力的一半。
  加上一些地方管网配套不完善、雨污分
流不到位、管网维护长效机制不健全等原因，
导致污水收集率不高，进水浓度偏低，污水处
理设施设计功能进一步打折扣。
　　三是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管不好”。
  记者调查发现，“管不好”主要体现在费
用缺乏、人员缺乏、机制不顺三个方面。
  “目前管网的维护机制没有完全建立，
都是发现问题才去修。”有基层人士反映，
地方在管网新建过程中耗资巨大，而在后
期维护保养上却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机制。
原本应该定期对管网进行维护巡查，及时
清淤避免堵塞，现在的管护工作仍是临时
性的，缺乏专业的人来做这个工作。
　　污水处理设施日常管理和运行维护专业
性较强，记者在湖南发现，一些乡镇污水处理
设施建好后移交乡镇管理，乡镇缺乏相关专
业人才和管理团队，同时由于位置偏远、工资
待遇低等原因，难以招到专业技术人员，设备

出问题只能靠厂家维修，导致维修费用高、周
期长。
　　此外，在管理上还存在“多头管理、九龙
治水”的问题。“我们汇报工作有时不太通
畅；争取资金也不对口；水利部门只实施项
目水利工程，而污水处理是市政工程，项目
的招标审批验收都在住建部门。”贵州某县
级市水务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他补充说，城镇污水处理，省里是住建
部门负责管，地州是水务部门负责管，基
层主要由水务部门负责；农村污水处理，
省 里 是 农 业 农 村、生 态 环 境 等 多 部 门 在
管，地州里主要是生态环境局和农业农村
局负责，基层主要还是水务部门在负责。污
水处理的职能职责存在上下不统一现象，基
层一个部门要应对多个部门。

杜绝污水处理工作“九龙治‘污’”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在管理、维护、投入
机制上寻求解决之道，对部分地区的乡镇污
水处理工作来说，无疑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部分基层干部建议，希望改变国家专项
经费“管建不管运行”的情况，并给予一定的
运营经费补助，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也有基层干部建议，要创新机制，整合乡
镇污水处理项目，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开展市
场化运作，必须充分发挥当前污水处理设施
的功能，防止出现“空转”。
  湖南省社科联学会工作处副研究员彭培
根，就乡镇污水处理做过专题调研。他建议按
照“全收集、全截污、全处理”的目标，加快排
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和污水处理厂提质改
造，着力解决污水直排、老旧管网倒灌、收集
处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建立与污水处理厂进
水浓度、进水水量、污染物削减指标等相关的
绩效考核付费制度，提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效率。
　　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杜绝污水处
理工作“九龙治水”。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涉及多部门，审批手续繁杂、审批周期较长等
情况亟须改善，特别是污水处理厂排放口设
置、PPP项目入库审查等手续办理困难，影响
了项目进度。
  由于住建、水利、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
部门，都有支持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专项资
金，建议加强统筹协调沟通机制，使得有限资
金发挥其最大效益。
　　彭培根还建议加快建立信息化平台，加
大对乡村污水处理问题的监督。要加大技术
投入，与国家水污染防治信息化平台对接，提
高水环境治理的信息化水平和透明度。通过
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
度，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河南省“全国文明村”河口村人工湿地污水流入的燕沟河（4月25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

新华社记者欧甸丘、施钱贵、陈嫱

　　当前，口罩已成为卫生防疫领域、公众日
常生活中的必备用品，质量攸关公众健康、防
疫大局。不久前，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
了 2 家企业召回 7000 包一次性防护口罩的
公告。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去年 5 月至今，已
有全国 16 个省份的 82 家企业先后公告召回
问题口罩超过 360 万个，主要问题在于过滤效
率不达标，阻隔飞沫的防护效果降低，过滤细
菌、病毒等气溶胶的能力受到影响，可能存在一
定安全隐患。且这些流入市场的问题口罩有不
少已投入使用，无法召回更换。

问题口罩隐患大

有的已被使用完

　　据专家介绍，不同类型的口罩对过滤效率
的要求有所不同，颗粒过滤效率、细菌过滤效率
是我国口罩合格与否的两个主要指标。
　　根据《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规范要求（GB/
T32610-2016）》，防护型口罩过滤效率（盐性
介质）不得低于 90% 。针对使用最为广泛的一
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我国《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YY/T0969-2013）》要求，细菌过滤效率应不
小于 95%。
　　记者发现，在公告召回的口罩中，这两类过
滤效率指标不达标是最常见的问题。
　　 2021 年 1 月，因产品过滤效率（盐性介
质）低于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安徽省泗县启晨防
护用品加工厂召回 2020 年 12 月 5 日生产的
型号为 17.5cm×9.5cm 一次性防护口罩，涉及
数量为 30000 片。
　　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发
布召回公告，召回 5300 只一次性使用医用口
罩，该批次口罩在监督抽检中被发现细菌过滤
效率不合格。
　　记者还了解到，除了不合格口罩对使用者

呼吸安全造成的重大隐患，问题口罩召回制
度难落实也加大了相关风险。
　　在实际操作中，召回问题口罩难度不
小，有不少甚至已无法召回。河南飘安集团
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就已经销售的
5300 只该批次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对医
疗机构发出了召回公告，但客户回复已经用
完。”
　　记者留意到，这些需要召回的口罩涵
盖儿童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防
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日常防护型口罩等
主要口罩类型，可能威胁到一线医务人员、
人流密集场所工作人员等各类工作者健康
安全。

　　“每天都要面对巨大的人流量，一想到很
多人戴的口罩可能不起作用，就有种不寒而
栗的感觉。”贵州一家大型超市收银员李兴对
记者说。

问题口罩源自“心”病

　　熔喷布被用于口罩中间的过滤层，被称
为口罩的“心脏”，直接决定了口罩的过滤及
防护性能。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器械检测中
心无源检测室主任方珍文告诉记者，颗粒过
滤效率或者细菌过滤效率不合格，主要原因
大都是原材料熔喷布选择不当。
　　口罩用熔喷布标准不明确。专家表示，虽

然我国熔喷布行业标准《熔喷法非织造布
（FZ/T64087-2019）》按照每平方米的质量
将熔喷布分为不同的规格，但这些熔喷布的
最终用途却并不限于口罩。而我国主要口罩
标准则均未对口罩用熔喷布的规格及其相关
技术标准予以明确规定，仅对成品口罩的过
滤效率作出了要求。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标准不明，口罩生产
企业大多按照经验和惯例组织生产。贵州中
安卫生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张晨曦说，
行业内制作医用外科口罩一般使用每平方米
25 克重的熔喷布，细菌过滤效率应不小于
95% ，对非油性颗粒的过滤效率应不小于
30% ，用这样的熔喷布制作出来的口罩才能
达到检测标准。
　　部分口罩生产企业的生产技术和质量控
制不过关。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市场火热，口
罩生产企业数量去年急剧增长，一些没有生
产经验的新企业在购进熔喷布时，主要以单
位面积质量（俗称克重）作为选择指标，往往
忽略熔喷布过滤效率的指标。
　　“质量不好的熔喷布克重非常不均匀，一
米多宽的原料左右两边颗粒过滤效率可能相
差 10% 以上。如用不同部位进行加工，将导
致部分口罩不合格。”方珍文说。
　　辽宁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院检验员朱敏
娜告诉记者，部分企业生产过程中还可能因
技术缺陷导致产品不合格。“比如生产医用防
护口罩，当表层无纺布、中层热风棉、熔喷布、
底层无纺布一起进入设备通道进行叠层时，
如设备不能将中层熔喷布拉平拉紧，出现重
叠、褶皱、口罩部分位置无熔喷布填充，就会
导致颗粒过滤效率不达标。”
　　市场过热导致熔喷布货源紧俏，出现“只
认熔喷布不论性能”乱象。为追逐市场高利
润，山东一家口罩生产企业 2020 年 3 月将
一批做医用口罩的熔喷布原材料，用于制作
一次性防护口罩，导致防护效果不符合相关
标准。

多策堵漏：定标准、抓质检、强召回

　　专家指出，对因熔喷布质量、应用等环节
出现问题而产生的“问题口罩”监管部门应特
别警惕，并多方施策堵住相关漏洞。
　　堵标准缺失漏洞。2020 年，江苏省纤维检
验局会同多家单位发布了口罩用聚丙烯熔喷
非织造布的团体标准，广东无纺布协会联合多
家企业制定并发布了防护口罩用熔喷法非织
造布的团体标准。
　　业内专家建议，参照江苏和广东的团体标
准，尽快制定口罩用熔喷布的国家标准，明确
口罩用熔喷布的产品分类、过滤效率、通气阻
力、质量标准、产品标识、检测方法等，通过科
学、明 确 的 标 准 引 导 口 罩 生 产 企 业 高 质 量
发展。
　　堵产品质检漏洞。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仍
有不少口罩企业库存大量 2020 年以来生产的
口罩待销。朱敏娜说，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口
罩用品的监督抽检及风险监测，防止不合格口
罩流入市场带来潜在抗疫隐患。
　　方珍文等专家表示，口罩生产企业要负担
起产品质量主体责任，从原料采购进厂、生产
流程控制、出厂检测等方面严把质量关，建立
和完善口罩生产管理规范，才能真正保障口罩
安全。
　　堵召回失灵漏洞。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
究员张可说，对于已经发布公告召回的口罩应
当持续跟踪，不能让召回问题口罩成为一笔

“烂尾账”，各地主管部门应当督促相关企业及
时向社会公布召回进展情况，对问题口罩召回
不力的企业及时予以相应处罚，提高其违法违
规成本。    新华社贵阳 5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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