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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制定黄河流域标准？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

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攻关期。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习总书记要求要从实际出发，积

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2017.10.18党的十九大报告

2019.9.18座谈会

高质量发展

攻 坚 期

国家战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会议上强调要“上下游、

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

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协同保护与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作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重要指示。

一、为什么要制定黄河流域标准？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2020年第 5 次党组（扩大）会议就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

重要讲话精神提出具体要求和措施，开展河南省黄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研究制定工作。

一、为什么要制定黄河流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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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



完善标准体系，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需要

一、为什么要制定黄河流域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根据水污染防治的要求

和国家或者地方的经济、技术条件，适时修订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十四、十五条
（2018年）

第十六条
（2015年）

第八部分第二十五条
（2020年）



完善标准体系，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需要

 流域内现执行有流域标准、城镇污水厂标准、行业标准等多种标准交叉执行，标准不统一；

 流域内工业企业执行的标准多、标准实施年限长、限值较为宽松；

一、为什么要制定黄河流域标准？



协同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治理的需求

一、为什么要制定黄河流域标准？



协同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治理的需求

河南省黄河流域

的上下游省份均制定

了黄河流域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并在修订

过程中提高了污染物

排放控制要求。

一、为什么要制定黄河流域标准？



黄河流域“十四五”实现“三水”统筹需求

一、为什么要制定黄河流域标准？

水生态

水环境水资源

全过程“三水”统筹

 蟒河、金堤河等支流水质潜在威胁着干流水

质安全，跨省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压力仍较大，

水功能区仍不能全部达标。

 黄河支流年径流量近年减少较多，部分河流

出现断流，省辖黄河流域刚性用水需求与水

资源短缺之间矛盾突出。

“十四五“水生态保护新要求

 通过标准，加严排放限值、提升水污染治理水

平，减少水污染物排放，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

倒逼企业提高用水效率，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

流域尚存在的问题



注：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一、为什么要制定黄河流域标准？

 提升流域绿色发展水平的需要

黄河

流域

九省

人均

GDP

排序



 黄河流域九省绿色发展水平排序

注：数据引自《2019年黄河流域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报告》

一、为什么要制定黄河流域标准？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污染物减排

水环境质量改善

水资源节约与优化配置

水环境风险防范

绿色GDP提升

标准 高质量
发 展

需要

引领

推动

提档
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指出：“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

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以标准推动质量，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共识。

………..

一、为什么要制定黄河流域标准？

急需标准引领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流域区位特征

黄河干流自陕西潼关进

入河南省，西起灵宝市，东

至台前县，河道总长711公里。

流域面积3.62万平方公里，

占黄河流域总面积的5.1%、

占全省总面积的21.7%。

省辖黄河流域位于黄河的中下游，以荥阳桃花峪为界，以上为中游，以下为下游。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河南省黄河流域涉及郑州市、洛阳市、安阳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三门峡7个省辖市及济源示范区，43

个县市（区）。

流域范围

洛阳市在流域内的面积占比最大，为

34.62%；其次为三门峡市，占流域面积的

24.89%。

县（市、区）中面积较大的为三门峡灵宝

市、卢氏县，面积占比分别为8.39%、

7.24%。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2018年，流域常住人口为1779.45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总数的18.53%；

 流域城镇人口为952.29万人，占全省城镇人口总数的19.17%；

 流域城镇化率为53.52%，比河南省城镇化率（51.71%）略高1.81个百分点；

 人口密度为492人/km2，低于全省平均水平575人/km2。

人口及城镇化

流域社会发展水平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流域涉及的43个县（市、区）GDP为13096.5亿元，占全省GDP的27.25%；

人均GDP为61840元，高于全省50152元的平均水平；

经济总体水平

流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相对较高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产业结构

流域三次产业结构为6.1：52.8：41.0

河南省三次产业结构8.9：45.9：45.2

流域发展依靠第二产业拉动

第二产业发展高于全省6.9个百分点，对第二产业的依赖较强；

第三产业低于全省4.2个百分点。

流域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带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亟待优化调整。

流域43个县（市、

区）第二产业占

比高于河南省平

均水平的有31个

县（市、区）。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水污染物排放结构特征

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为56683.19吨/年

氨氮排放总量为6556.05吨/年

黄河COD

全省COD
＝ 13.92%

黄河氨氮

全省氨氮
＝ 11.85 %

黄河COD（工业源）

全省COD（工业源）
＝ 18.63%

黄河氨氮（工业源）

全省氨氮（工业源）
＝ 25.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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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水污染物排放空间特征

流域内工业废水、COD、氨氮排放主要来自于洛阳、三门峡、郑州和濮阳，4地市工业源废水、COD和氨氮排放量合计占流域
工业源水污染物的81.18%、85.35%和84.99%。

流域内生活源废水、COD和氨氮排放主要来自于洛阳、三门峡、郑州和新乡，这4个地市生活源废水、COD和氨氮排放量分别
占流域生活源的75.55%、78.01%和67.02%。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水污染物排放空间特征

流域内洛阳、三门峡、郑州和新乡水污染物排

放量占比较大，4地市废水、COD和氨氮排放量

分别占流域的75.47%、78.02%和67.39%。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黄河流域主要支流中，污染物入河量较大的河流主要为洛河（
伊洛河）、蟒河、金堤河、伊河、西柳青河、黄庄河。

 COD入河量最大的为洛河（伊洛河），其次为蟒河、沁河、金
堤河、西柳青河；

 氨氮入河量最大的为洛河（伊洛河），其次为黄庄河、金堤河
、西柳青河、沁河；

 总磷入河量最大的为洛河（伊洛河），其次为蟒河、伊河、黄
庄河、金堤河。

支流水污染物入河量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水污染物主要排放行业

流域水污染物排放主要来自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燃气生产

和供应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

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这9个行业。

这9个行业的废水、COD、氨氮、总氮、总磷、

石油类排放量分别占流域重点调查企业水污染物排放

总量的82.16%、80.82%、81.41%、88.43%、

91.28%、86.35%。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水污染物排放行业分布情况

 安阳市以农副、化工为主；

 济源市以化工、有色为主；

 焦作市以皮革、化工为主；

 洛阳市以有色、电力、化工为主；

 濮阳市以化工、农副、皮革为主；

 三门峡市以化工、有色为主；

 新乡市以农副、化工为主；

 郑州市以化工、有色为主。

 总体上，流域化工企业数量众多且分布范围广，其次为
农副、有色、皮革行业。

行业名称 安阳市 济源市 焦作市 洛阳市 濮阳市 三门峡市 新乡市 郑州市 求和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0 11 4 25

农副食品加工业 16 5 8 15 23 4 26 6 103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 6 3 3 6 2 2 23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 50 23 2 76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3 4 11 1 1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9 19 30 23 39 16 20 47 203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3 2 27 16 1 25 8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 2 25 9 1 2 42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 2 3

总计 26 50 95 107 97 64 53 86 578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工业企业废水排放去向

流域内废水直排企业废水主要来自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石油、煤

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这8个行业，这8个行业废水

直排企业的废水、COD、氨氮、总氮、总磷和石油类的排放量分别占所有废水直排企业的

85.32%、78.59%、80.24%、87.24%、92.48%和96.96%。

项目 废水（万吨） COD （吨） 氨氮（吨） 总氮（吨） 总磷（吨） 石油类（吨）

直排企业排放量 5311.09 2221.36 155.34 414.73 10.04 18.45

企业总排放量 9824.66 4441.94 434.79 1462.43 23.85 50.21

直排企业占比（%） 54.06 50.01 35.73 28.36 42.12 36.75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情况

流域内重金属污染物排放主要涉及铅、镉、汞、总铬和六价铬的排放。

流域重金属排放主要来自于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

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这些行业。

污染物 铅 镉 汞 总铬 六价铬

企业数（个） 68 61 42 42 12

涉及行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

有色金属矿
采选业、有
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

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
业、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
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
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
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
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污水处理厂建设及运行情况

流域污水处理厂主要分布在洛阳市、三门峡市、

新乡市和焦作市。

流域污水处理厂设计总规模为261万吨/天，实际

处理规模为225.84万吨/天，其中处理生活污水量

178.88万吨/天，处理工业废水量46.95万吨/天。

流域内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主要

集中在1~5万t/d的规模，占污水处理厂

总数的70.93%，1万t/d规模的污水处

理厂占总数的23.26%，规模较大如10

万t/d以上的污水处理厂较少。

序号 污水设计处理规模分档（万t/d） 污水处理厂个数 设计总规模（万t/d）

1 设计处理规模≤1 20 18

2 1<设计处理规模≤3 47 112.5

3 3<设计处理规模≤5 14 64.5

4 5<设计处理规模≤10 3 26

6 10<设计处理规模≤20 2 40

合计 86 261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流域畜禽养殖业概况

整体上，黄河流域畜禽养殖种类以生猪、家禽为主，其畜禽养殖业在黄河流域农业经济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

流域猪的养殖总量为988.4万头，占全省猪养殖总量的23.07%；牛的养殖总量为111.09万头，占全省牛养殖总量

的12.52%；羊的养殖总量为356.92万头，占全省羊养殖总量的19.21%；家禽的养殖总量为16135.54万只，占全

省养殖总量的22.58%。

从养殖总量分布情况看，黄河流域猪养殖量最高的是新乡市，牛养殖量最高的是洛阳市，羊养殖量最高的是洛阳

市，家禽养殖量最高的是安阳市。

流域畜禽养殖业以规模化畜禽养殖为主。从污染物排放情况看，2018年全省农业源（大型畜禽养殖场）污染物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0.46万吨、氨氮0.01万吨、总氮0.04万吨、总磷0.01万吨，其中黄河流域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724.42吨、氨氮9.61吨、总氮45.73吨、总磷10.85吨，对农业源的贡献比例分别为15.75%、9.61%、11.43%、

10.85%。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畜禽养殖业粪污处理方式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清粪方式主要为干清粪、水泡粪和水冲粪三种，采用干清粪方式的粪污处理技术主要包括堆肥

法+污水处理法和堆肥法+沼气法两种；采用水冲粪和水泡粪清粪方式的养殖场粪污处理技术主要包括混浆厌氧

发酵（沼气法）、固液分离+沼气+堆肥、发酵床技术+垫料堆肥+还田等；对于非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或养殖小区

，粪污处理设施较为简单，粪污固液分离后，固粪自然堆肥还田，粪液采用（三级）沉淀的方式，置于储存池暂

存，以备作为底肥还田。整体上，河南省黄河流域内畜禽养殖废水从管理上执行“零排放”，即全部进行综合利

用。

黄河流域内畜禽养殖场环境管理基础薄弱，标准化生产较为落后，部分畜禽养殖场污染控制技术水平不高、环保

设施建设不规范，因此，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应首要从源头合理规划控制畜禽养殖规模、减少污染物产生，注重从

过程构建畜禽养殖废物资源化利用生态模式，从而最终实现畜禽养殖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国省考断面水环境特征

“十三五”期间，流域设置了27个省考断面，其中有18个同时为国考断面。

 2019年流域18个国考断面

中，Ⅰ-Ⅲ类断面17个，占

94.44%，Ⅴ类水质断面1

个，占5.56%，为金堤河

张秋。

 2019年流域27个省考断面

中，Ⅰ-Ⅲ类断面21个，占

77.78%；Ⅳ类断面5个，

占18.52%，为西柳青河滑

县黄塔桥、蟒河温县汜水

滩和济源南官庄、涧河渑

池吴庄、济河沁阳西宜作

；Ⅴ类水质断面1个，占

3.7%，为金堤河张秋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国省考断面达标率和超标因子

从断面达标率来看，流域内断面100%达标的有11个。3个断面达标率为91.67%，分别为金堤河濮阳大韩桥、蟒

河温县汜水滩、蟒河济源南官庄。3个断面达标率为83.33%，分别为洛河高崖寨、文岩渠封丘王堤、三门峡水库

。4个断面达标率为75%，分别为伊河栾川潭头、天然渠封丘陶北、黄河刘庄、济河沁阳西宜作。3个断面达标

率为66.67%，分别为黄河花园口、伊河龙门大桥、伊洛河伊洛汇合处。1个断面达标率为58.55%，为金堤河张

秋。1个断面达标率为25%，为西柳青河滑县黄塔桥。1个断面达标率为16.67%，为伊洛河巩义七里铺。

断面超标月份主要集中在2月、4月、5月、6月和8月，超标因子涉及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

五日生化需氧量、氟化物、溶解氧、pH，其中出现超标频次较高的是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氟化物。

整体上看，虽然黄河流域水质在近年来得到了显著改善提升，断面年均值虽达到了考核目标要求，但部分国省考

断面仍不能稳定达标，断面超标风险较高。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市控断面水质情况

市控断面主要涉及涧河、阳平河、枣乡河、文峪

河、南涧河、青龙涧河、伊河、洛河、伊洛河、

涧河、瀍河、猪龙河、济蟒截排、济河、沁河、

老蟒河、新蟒河、滩区涝河、汜水河、文岩渠、

天然渠、金堤河等22条河流。

 31个市控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9个，占29.03%

；Ⅳ类水质断面11个，占35.48%；Ⅴ类水质断面

4个，占12.90%；劣Ⅴ类水质断面5个，占16.13%

；断流断面2个，占6.45%。
劣Ⅴ类水质断面5个，主要涉及河流为南涧河、滩区

涝河、老蟒河、汜水河、金堤河。

断流河流主要为老蟒河、济河。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十四五”流域控制断面情况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国考断面 18个 35个

省考断面27个 46个



重点水功能区水质达标情况

 2019年监测的49个重点水功能区除断流的一个水功能区断面外的48个水功能区进行评价。

按照双因子评价结果，有41个水功能区达标，达标率为83.67%，未达标水功能区主要涉及金堤河、洛河、漭

改河、丹河、新蟒河；

按照全因子评价结果，有36个水功能区达标，达标率为73.47%，未达标水功能区主要涉及金堤河、伊河、沁

河、洛河、黄河、漭改河、丹河和新漭河。

评价类型 黄河流域

双指标

参评个数 48

达标个数 39

达标率 83.67%

全指标

参评个数 48

达标个数 38

达标率 73.47%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流域水资源量情况

 2018年，流域水资源总量45.4亿m³，占河南省水资源总量的13.36%，较多年均值减少22.5%。

流域人均水资源量为246m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54m³），低于省辖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流域内人均水资源量高于流域平均水平的省辖市分别为三门峡市、济源示范区、洛阳市，人均水资源量分别为

488m³、362m³、273m³；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流域用水效率

流域内万元GDP用水量高于全省水平（36.7 m3）的为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郑州市万元GDP

用水量为最低，为10.8 m3，濮阳市万元GDP用水量为最高，为68.4 m3，高于全国水平（66.8 m3）。

流域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高于全省水平（25.9 m3）的为洛阳、濮阳；郑州市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最低

，为25.9 m3，均高于全国水平（41.3m3）。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流域干流水文情况

 2017年，河南省辖黄河干流三门峡站、花园口站、高村站实测径流量分别为191.9亿m³ 、193.5亿m³ 、167亿m³ 

，较2010年实测值分别降低了23.27%、29.97%和35.35%，较2012年最高实测值分别降低了43.82%、50.13%、

53.97%，同时也低于各站点1987-2000年均值和1956-2000年均值。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流域主要支流水文情况

伊洛河径流量自2012年起下降明显，2012年径流量18.01亿m³，较2011年的33.25亿m³下降了45.83%，此后年径

流量基本维持在12.5亿m³左右，低于2010-2017年均值32.32%，低于1987-2000年均值24.17%，但仅为1956-

2000年均值50%。

沁河径流量较小且年际变化较大，近年年均值为4.22亿m³ ，基本与1987-2000年均值持平，但仅为1956~2000年

均值50%。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湿地保护区情况

流域共有省级以上湿地自然保护区5个，均分布在黄河干流沿岸。从上游往下依次为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郑州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河南新乡黄河湿地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封柳园口省级湿地自

然保护区、濮阳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流域共有省级以上湿地公园7处，包括河南郑州黄河国家湿地公园、陆浑湖国家湿地公园、伊川伊河国家湿地

公园、濮阳金堤河国家湿地公园、台前金水国家湿地公园、河南武陟嘉应观黄河省级湿地公园、河南济源万

阳湖省级湿地公园。主要涉及河流黄河干流、伊河、金堤河、金水河、陆浑水库。

流域共涉及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7处，包括黄河郑州段黄河鲤、沙河特有鱼类、伊河特有鱼类、洛河鲤

鱼、黄河鲁豫交界段、黄河中游禹门口至三门峡段、洛河洛宁段乌苏里拟鲿瓦氏雅罗鱼，主要涉及河流为黄

河干流、伊河、洛河、沙河。

黄河干流涉及5个湿地自然保护区、2个湿地公园、3个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流域共有市级饮用水水源地29处，其中地表水型12处，地下水型17处。

流域共有县级饮用水水源地49处，地表水型14处，地下水型35处。其中，地表水型水源地主要分布在郑州市

巩义和荥阳、洛阳市栾川县、焦作市博爱县以及三门峡市灵宝市、卢氏县、渑池县、义马市。

黄河干流分布有10个地表水水源地。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问题及治理需求

（1）断面不能稳定达标，部分支流、部分河段仍存在污染严重水体。

（2）流域内工业企业主导产业明显、分布集中、绿色发展水平不足，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升级。

二、水生态环境现状如何？

（5）流域水环境管理要求逐渐加严，需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流域内废水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城镇生活、工业企业、畜禽养殖等，需综合管控。

（4）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水生态敏感性高，水环境风险防范压力大，需进一步加强源头治理和防控。



三 标准的编制过程有哪些？

汇报内容



标准立项三、标准的编制过程有哪些？



2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 第六阶段 第七阶段 第八阶段

初步分析

2020年5月，成立

标准编制组，开

展前期资料收集

工作

开题论证

2020年6月省生态

环境厅主持召开

了开题报告论证

会，开题报告通

过了开题论证

2020年6-7月对流

域内重点监控企

业、污水处理厂、

污染源入河排污

口、河湖监控断

面等现场调研

全面调研 标准研究 标准编写 OPTION 05意见征求 技术论证 标准审查

标准制定工作主要分为八个阶段：初步分析、开题论证、全面调研、标准研究、标准编写、征求意见、技术

论证、标准审查阶段等。

2020年7月，开展

标准研究工作，
形 成 研 究 报 告
（初稿）和标准
文本（草案）

2020年8月对标准

内容进行反复论
证，完成标准文
本 和 编 制 说 明
（征求意见稿）

2020年8月对标准
进行意见征求，
对反馈意见进行
了采纳和吸取，
对标准和和编制
说明进行修改完
善

2020年9月，省生
态环境厅组织开
展标准技术论证，
2020年11月组织
开展厅长办公会，
根据反馈意见修
改形成送审稿

1.任务来源及工作过程

2020年12月
18日，河南
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在郑
州组织召开
了标准审查
会。

三、标准的编制过程有哪些？



标准形成的研究成果三、标准的编制过程有哪些？

序号 研究成果

1 专题1：流域水生态环境形势与支撑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2 专题2：流域工业行业产业特征及污染控制技术与绿色发展研究

3 专题3：流域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特征与污染控制技术研究

4 专题4：流域畜禽养殖业污染控制与生态养殖研究

5 专题5：流域污染源水污染控制技术需求与经济承受能力研究

6 专题6：国内外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发展与标准衔接研究

7 专题7：流域水污染物控制项目筛选确定研究

8 专题8：流域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确定研究

9 黄河流域标准总技术报告、标准文本、编制说明等



标准形成的研究成果三、标准的编制过程有哪些？



标准形成的研究成果三、标准的编制过程有哪些？



标准形成的研究成果三、标准的编制过程有哪些？



标准的批复三、标准的编制过程有哪些？



4 标准主要内容有哪些？具体要求是什么？

汇报内容



标准封面



标准框架体系

包括6个章节：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5、水污染物监测控制要求；6、实施与监督。



前言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河南省黄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监控要求，以及实施与监督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河南省黄河流域水污染物的排放管理，以及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

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及其投产后的水污染物排放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1、 河南省黄河流域；2、 污水；3、公共污水处理系统；4、排污单位；5、现有排污单位；6、新建排污

单位；7、其他排污单位；8、直接排放；9、排水量；10、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所指河南省黄河流域是指：河南省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安阳市、鹤壁市、新乡市、焦作市、濮

阳市、三门峡市行政区域内以及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内黄河干流、支流、湖泊、水库的集水区域。



3. 术语和定义



3.2   污水

在生产与生活活动中排放的水。

3.3公共污水处理系统

通过纳污管道等方式收集污水，为两家及以上排污单位或居民生活、机关、学校、医院、商业服

务机构及各种公共设施排水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并且排水能够达到相关排放标准要求的企业或机构，包括

各种规模和类型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区域（包括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区、产业集聚区、工业聚集地等）

污水处理设施等。

3. 术语和定义



3.4   排污单位

除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和畜禽养殖业外的排污单位。

3.5  现有排污单位

本文件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排污单位。

3.6  新建排污单位

本文件实施之日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排污单位。

3.7  其他排污单位

在某一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中，除所列行业和企业外的排污单位。

3. 术语和定义



3.8   直接排放

排污单位直接向环境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

3.9   排水量

生产设施或企业向企业法定边界以外排放的污水的量，包括与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外排污水

（如厂区生活污水、冷却废水、冲洗废水、过滤废水、厂区锅炉和电站排水等）。

3.10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用于核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而规定的生产单位产品的污水排放量上限值。

3. 术语和定义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1     污染物排放限值分级

4.2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

4.3    排污单位

4.4    畜禽养殖业

4.5     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

4.6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4.1     污染物排放限值分级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为什么要进行标准分级？

总体上来看，黄河

干流及上游三门峡

市和洛阳市河段的

水功能要求比较高，

中游济源、焦作、

郑州河段的水功能

要求相对较低；下

游新乡、濮阳河段

的水功能要求最低。



序号 水系 水生态环境敏感情况

1 黄河干流 5个湿地自然保护区、2个湿地公园、3个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10个地表水源保护区

2 宏农涧河 2个地表水源保护区（三门峡市卫家磨水库、灵宝市沟水坡水库）

3 好阳河 2个地表水源保护区（三门峡市卫家磨水库、灵宝市沟水坡水库）

4 伊河
2个湿地公园（河南陆浑湖国家湿地公园、河南伊川伊河国家湿地公园）、1个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伊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1个地表水源保护区（洛阳市陆浑水库）

5 洛河
2个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洛河鲤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洛河洛宁段乌苏里拟鲿瓦氏雅罗鱼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1个地表水源保护区（洛阳故县水库）

6 沁河 1个地表水源保护区（济源市河口村水库）

7 丹河 1个地表水源保护区（博爱县丹河）

8 金堤河 2个湿地公园（河南濮阳金堤河国家湿地公园、河南台前金水国家湿地公园）

9 柳青河 1个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沙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为什么要进行标准分级？



考虑到河南省黄河流域范围大，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不同、水功能区划要求和水环境承载力差别大、

水污染特征水生态环境敏感程度不同等，将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水污染物基本控制项目和排污单位主要水污染物控

制项目的排放限值分为一级标准和二级标准，污水排入不同类别的地表水体分别执行不同的排放标准。

a) 禁止以任何方式直接向水功能区要求为Ⅱ类的水体和地表水型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水体排放

污水；

b) 污水排入黄河干流、黄河一级支流和涉及Ⅲ类水功能区要求的其它水体时，执行一级标准；

c) 污水排入除上述水体以外的其它河流、湖泊、水库、运河、渠道、湿地、坑塘、蓄滞洪区等地表水体时，

执行二级标准。

为什么要进行标准分级？



4、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1     污染物排放限值分级

4.1.2      污水排入河南省黄河流域地表水体污染物排放限值分级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4.1     污染物排放限值分级

4.1.3  当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和排污单位出水执行二级标准，但受纳水

体水质不能稳定达到水质目标时，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和排污单位可执行一

级标准， 执行区域、时间、方式， 由省辖市人民政府、 济源产城融合示

范区管委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2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

现有公共污水处理系统： 本文件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公共污水处理系统。

新建公共污水处理系统： 本文件实施之日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公共污水处理

系统。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2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

4.2.1  设计处理规模＜500 m3/d的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按DB41/ 1820的规定执行。

4.2.2  设计处理规模≥500 m3/d的现有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自2022年9月1日起，新建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自2021年3月1

日起，水污染物基本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按表1规定，选择控制项目及其他规定按GB 18918要求。

分类、分级思路执行不同排放标准

2019年6月6日，河南省印发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1820—2019），规定了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其中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指规模小于500m3/d（不含）的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现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自2020年7月1日起执行标准要求，新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自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标准要求。目前，流域内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执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DB 41/1820—2019）。本标准考虑与农村污水处理标准的衔接，对流域内公共污水处理系统

“分类、分级”执行不同标准。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规定了哪些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是如何确定的？

 本标准考虑我省黄河流域国省考断面中，2019年伊河洛阳龙门大桥、伊洛河巩义七里铺、蟒河温县汜水滩、天

然渠封丘陶北4个断面氟化物不能稳定达标，2020年二道河吉利区入黄口、滩区涝河孟州石井、蟒河温县汜水滩、

黄庄河滑县孔村桥4个断面氟化物不能稳定达标，考虑到流域涉氟化物行业企业数量多，从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

需求出发，本标准中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控制因子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19

项基本控制项目基础上，增加氟化物控制因子，本标准基本控制项目20项。选择控制项目及其他规定执行《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的规定。

控制项目筛选

4.2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规定了哪些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是如何确定的？

排放限值确定

4.2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

 根据调查情况，河南省黄河流域内86家公共污水处理系统中，有7家位于新乡市和濮阳市的污水处理厂根据

地方管理要求执行主要污染物（COD、BOD5、氨氮、总磷）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V

类标准，其它污染物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6家公共污水处

理系统执行《涧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258—2016；其它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均执行一级A排放标

准。

 基于地表水环境质量考核目标和水功能区目标反推确定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污染因子排放限值，同时考虑与现

行排放标准的衔接，综合确定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排放限值。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规定了哪些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是如何确定的？

排放限值确定

4.2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

出水排入敏感水体和高功能水体的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五日生化需氧量5项

主要指标的一级标准严于二级标准限值；

除上述指标外的其他基本控制项目的一级标准和二级标准排放限值一致，本标准新增的氟化物指标考虑氟化

物的控制技术水平、行业标准中氟化物排放要求以及我国其他省市污水处理厂氟化物排放限值要求，确定氟

化物排放限值为2mg/L；

其它因子参照GB 18918一级A标准的排放限值要求确定。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2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

排放限值确定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技术可行性

序号 污染物项目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化学需氧量 40 50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污水总排口

2 氨氮 3.0 5.0

处理方法：
化学需氧量的去除：高级氧化法（芬顿、臭氧等）
生物法

氨氮的去除：膜分离法的等物理法，化学法（吹脱法、催化法

等），生物法（硝化、厌氧氨氧化等）
考虑到环境友好与成本经济，生物法得到更为广泛地应用。

目前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对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的处理已经达到一级标准。

A2O生物处理措施

氧化沟生物处理措施

氧化沟 生物曝气池 IC厌氧反应器 ZNA厌氧反应器

 重点控制区域的公共污水处理系统采用AO、A2O、氧化沟等生物处理设施即可达到一级标准

 工业企业可通过在厌氧（UASB、IC、ZHA厌氧反应器）+好氧（曝气池、SBR等）等工艺措施，可保

证出水达到要求

公
共
污
水
处
理
系
统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5.0）



技术可行性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水污染物基本控制项目排放限值序号 污染物项目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总氮 12 15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污水总排口

2 总磷 0.4 0.5

为什么要提标？

技术可行性

工程案例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深度脱氮工程项目

 郑州市五龙口污水处理厂

（总氮< 5 mg/L）

总氮指标不但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而且造成黑臭水体，总

氮增加会显著提高化学需氧量的含量。

标准的实施可以改善水生态环境效益；对污染治理设施提

标改造、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中水回用率等，改善流

域水环境质量，对保证流域水环境安全具有积极作用。 深度脱氮反应器反硝化滤池

 重点控制区域的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可依托GB18918-2002一级A标

准处理工艺基础上，增加反硝化滤池、深度脱氮反应器等生物

深度处理设施，然后再接“混凝沉淀+砂滤+消毒”；

 工业企业可通过在尾水排放口增加深度脱氮反应器、膜处理工

艺、“混凝沉淀+砂滤+消毒”或人工湿地处理措施“预处理+潜

流人工湿地+稳定塘”，可保证出水达到要求。

公
共
污
水
处
理
系
统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经济可行性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针对执行一级A的污水处理厂提标至一级标准的情况，污水处理厂

新增改造费用为800--4000万元，占各个县市GDP的0.005%--0.11%，新增年运行费用为

108-1080万元，占各个县市GDP的0.001%--0.029%，新增的投资和运行费用较低，对区

域经济影响较小。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3     排污单位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一年半的提标改造



流域水污染物排放行业统计

及重点排污行业识别

行业排放的水污染物识别

水污染物控制项目网络图

地表水水质考核因子

断面超标因子

重点管控的重金属污染物

水污染物控制项目频次表

水污染物控制项目筛选表

水污染物控制项目确定

水污染物控制项目筛选方案：

方案1、方案2、方案3、方案4

重大水环境风险问题

控制因子筛选原则

4.3     排污单位

排污单位规定了哪些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是如何确定的？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技术路线

1、地表水水环境质量考核因子；

2、断面水质超标因子；

3、重点水污染物排放行业水污染控制项目；

4、重点管控的重金属污染物；

采用网络法、频次法进行水污染物控制项目的筛选。



拟设定四种方案进行污染物控制项目的筛选

方 案 考虑因素 污染物控制项目

方案1—基于问题导向的污染物控
制项目

导致断面水质超标污染物项目，曾经引起重大水环境
风险的污染物，以及重点水污染物排放行业排放的常

规污染物项目
10余项

方案2—基于目标导向的污染物控
制项目

考虑21项地表水水环境质量考核因子、重点水污染物
排放行业排放的共性污染物项目、区域水环境监测能
力和企业数量情况等，同时考虑区域存在的重点问题

。

近30项

方案3—基于重点水污染物排放行
业的污染物控制项目

考虑将重点水污染物排放行业涉及的污染物项目均纳
入到本标准中，综合考虑21项水环境质量考核因子等

。
100余项

方案4—基于流域全行业的污染物
控制项目

综合考虑21项水环境质量考核因子、流域涉及的所有
行业的水污染物项目等。

120余项

4.3     排污单位

排污单位规定了哪些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是如何确定的？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根据地方流域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经验总结，本标准排污单位水污染物控制项目的筛选遵循简单实用、

突出重点、聚焦问题、注重衔接性的原则，确定采取方案2的污染物控制项目筛选结果。

方案 污染物控制项目 优点 缺点

方案1—基于问题导向的污
染物控制项目

10余项 问题针对性强，标准简单 与行业标准交叉执行多

方案2—基于目标导向的污
染物控制项目

近30项
目标明确，控制住断面考核的污染
物项目及行业共性的污染物项目

与行业标准交叉执行多

方案3—基于重点水污染物
排放行业的污染物控制项目

100余项
覆盖重点水污染物排放行业，最大
程度上控制住流域内重点水污染物
排放行业涉及的污染物控制项目

污染物控制项目多，基层
环保部门监督执法和企业
实施标准的难度高

方案4—基于流域全行业的
污染物控制项目

120余项
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本标准与行业标
准的交叉执行

污染物控制项目多，基层
环保部门监督执法和企业
实施标准的难度高

4.3     排污单位

排污单位规定了哪些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是如何确定的？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3     排污单位

排污单位规定了哪些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是如何确定的？

以解决流域突出的水环境问题，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为核心，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基准，遵照与地

表水环境质量考核因子，重点水污染物排放行业特征污染物，区域监测能力、蟒沁河流域标准和涧河流域标

准的衔接性等筛选原则，确定29项水污染物控制项目。

 19项为地表水环境质量考核因子：化学需氧量、氨氮、五日生化需氧量、pH值、石油类、挥发酚、硫化物、

氟化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氰化物、总磷、总铜、总锌、总硒、总砷、总汞、总镉、六价铬、总铅；

 8项为重点水污染物排放行业特征污染物：色度、悬浮物、总氮、动植物油、总铬、粪大肠菌群数、总镍、

氯乙烯，其中色度、悬浮物、总氮、动植物油是重点水污染物排放行业共性的污染物，总铬为皮革行业的

特征污染物，粪大肠菌群数为肉类加工业的特征污染物，总镍、氯乙烯为石化、化工行业的特征污染物，

同时为蟒沁河流域标准控制的污染物；

 2项重大水环境风险污染物项目：总钼、总铊，其中总钼为钼矿采选和冶炼行业的特征污染物，总铊为有

色金属冶炼行业的特征污染物。

控制项目筛选结果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3     排污单位

排污单位规定了哪些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是如何确定的？

为了便于标准实施和操作，将水污染物控制项目分为：

1、主要水污染物控制项目4项（COD、氨氮、总氮、总磷）；

2、第一类水污染物控制项目9项（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总镍、总钼、总

铊）；

3、其他水污染物控制项目（其他16项）。

主要水污染物控制项目（4项）：

根据排水去向不同工业企业主要水污染物控制项目排放限值采取“分级、分区”的控制思路，

工业企业排水去向为水功能要求较高的水体时，主要水污染物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执行一级标准，较

二级标准排放限值加严。

主要水污染物项目排放限值确定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主要水污染物控制项目排放限值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3     排污单位

排污单位规定了哪些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是如何确定的？

第一类水污染物项目排放限值确定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黄河流域是我省黄金、铅锌冶炼、钼矿采选等涉重

行业高度集中的区域，且分布有全省约60%以上

的尾矿库，具有分布集中、点多、面广的特点。



4.3     排污单位

排污单位规定了哪些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是如何确定的？

第一类水污染物项目排放限值确定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分布有5个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控重点区域

重点行业
重点

污染物

重金属污染防
控重点区域

 “十三五”期间我省明确
了重金属污染防控的重点
为“三重”

• 涉及有色金属矿、皮革及其制品业等7个重金属污染防控重点行业；

• 流域内分布有济源市、灵宝市、栾川县、孟州市和义

马市5个（全省7个）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控重点区域。

• 涉及铅、镉、汞、总铬和六价铬等多项重点污染物，给流域内重金属综合防控带来较大压力。



 黄河流域（河南段）涉及济源市、灵宝市、栾川县、孟州市、义马市、洛宁县重金属污染防控重点区域。

区域 涉重金属行业 涉及河流

三门峡市
有色金属矿采选和冶炼业，包括铅锌矿采选、金矿采选、铜矿采选、铅锌冶炼、金冶炼、
铜冶炼

宏农涧河、涧河

洛阳市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包括铅锌矿采选、铜矿采选、金矿采选、钨钼矿采选 洛河、伊河

郑州市 / /

焦作市 皮革鞣制加工、铅蓄电池制造、铅锌冶炼 蟒河

新乡市 皮革鞣制加工 天然渠

安阳市 / /

濮阳市 铅蓄电池制造 金堤河

济源市 铅锌冶炼、铜冶炼、镍冶炼、铅蓄电池制造、电石法聚氯乙烯、皮革鞣制加工 蟒河

4.3     排污单位

排污单位规定了哪些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是如何确定的？

第一类水污染物项目排放限值确定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3     排污单位

排污单位规定了哪些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是如何确定的？

第一类水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一类水污染物控制项目（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

铅、总镍、总钼、总铊9项）排放限值不再分级，执行统一的排放限值，排放限值的确定在国

家行业标准污染物一般排放限值的基础上参照了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对总汞、总镉、总铬、六

价铬、总砷、总铅6项进行了加严。

第一类水污染物项目排放限值确定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第一类水污染物控制项目排放限值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其他污染物控制项目排放限值的确定遵循以下原则：

 （1）与水功能区划目标相协调；

 （2）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相协调；

 （3）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相协调；

 （4）与国家行业排放标准相协调，其他污染物控制项目中的行业特征污染物执行相应的行业标准；

 （5）与我省已发布的蟒沁河、涧河流域排放标准中的相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相衔接；

 （6）与我国其他省市已发布实施的地方标准中的相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相衔接；

 （7）进一步考虑污染物控制项目的污染控制技术水平和经济承受能力综合确定。

4.3     排污单位

排污单位规定了哪些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是如何确定的？

其他水污染物控制项目排放限值确定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3     排污单位

排污单位规定了哪些控制项目？排放限值是如何确定的？

其他水污染物控制项目：其他水污染物控制项目（pH值、色度、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石油类、动植

物油、挥发酚、氰化物、硫化物、氟化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铜、总锌、总硒、粪大肠菌群数、氯乙烯）

排放限值不分级，执行统一的排放限值，将目前国家已发布的涉水行业标准中严于本标准的限值均纳入到本

标准中，宽松于本标准的限值按照本标准确定的限值进行执行。

其他水污染物控制项目排放限值确定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其他水污染物控制项目排放限值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其他水污染物控制项目排放限值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经济可行性

 重点企业：流域重点水污染物排放行业企业共578家，其中275家现状不排水，153家企

业废水进入集中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17家企业废水进入其他单位（非集中式污水处理

厂），133家企业废水直接排入水环境，尚有99家废水直排企业不能稳定满足流域标准

要求。流域标准实施后，预计2家皮革企业、6家农副食品加工企业、2家酒饮料企业等

共10家规模小、效益差、治理难度大的企业将淘汰，尚有89家企业需增加一定的环保投

入，通过清洁生产、污水治理设施升级改造、人工湿地、修建污水管网废水排入集中污

水处理厂等措施达到本标准的要求。89家企业提标改造需新增污水处理设施改造费用约

30470万元，占流域GDP的0.023%。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3     排污单位

对排污单位间接排放如何规定？

考虑国家行业标准中规定有排污单位水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同时各污水处理厂为保证污水的处

理效益，针对具体的工业企业提出了污水纳管的要求，并将其纳入到合同签订和日常管理中，可在一

定程度上保障污水处理厂的有效运行，因此本标准不再对排污单位间排标准进行具体要求。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4     畜禽养殖业

考虑到流域内畜禽养殖业在工艺技术、规模、污染治理水平等方面参差不齐，结合我省对畜禽养

殖的环境管理要求（资源化不外排）和流域高质量发展需求，应严格控制畜禽养殖业的污染排放行为。

对畜禽养殖业水污染物排放如何规定？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5     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

考虑人工湿地在水质净化和生态修复方面的作用，本标准鼓励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和排污单位配套建设人工

湿地。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或排污单位在下游配套建设的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出水水质达到一级标准时，公共

污水处理系统或排污单位可执行二级标准要求。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5     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或排污单位在下游配套建设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出水水质达

到一级标准且同时满足a、b、c三个条件时，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或排污单位可按二级标准要求执行：

a)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或排污单位出水通过管道或排污沟渠应全部进入下游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

b)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或排污单位与下游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运营单位相同，或以法律文书的形式明确下

游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出水超标时的责任主体为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或排污单位；

c) 下游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出水口及相关监测设施设备，符合排污口规范化设置和相关规范的规定。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6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我省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水资源利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考虑水资源节约利用和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本标准参考国家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特别限值要求、流域内先进企业节水

水平、其他先进省市地方标准相关规定等，对我省黄河流域10类工业企业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制定了严

于现行标准的排水量限值要求。

 对未列入本标准的行业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按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要求执行。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6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4.6.1   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 部分行业现有排污单位及新建排污单位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按表 5的规定执行。本文件

中未包括的行业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按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要求执行。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6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6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4.6.2  若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超过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应按公式（1）将实测水污染物浓度换算为水污染物基准排水量

排放浓度，并以水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产品产量和排水量统计周期为一个工作日， 产

品产量的核定应以法定报表为依据。

在企业的生产设施同时生产两种以上产品、可适用不同排放控制要求，且生产设施产生的污水混合处理排放的情况下，

应执行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最严格的浓度限值，并按公式（1）换算水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

4.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5. 水污染物监测监控要求



5.1  对排污单位和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排放污水的采样应根据监测污染物的种类，在规定的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进行，

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应在该设施后监控。排污单位和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应按国家有关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设置采样

口，在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应设置永久性排污口标志。

5.2  排污单位和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按《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执

行。

5.3  排污单位和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水污染物的监测采样点的设置与采样方法按HJ 91.1、HJ 493、HJ 494、HJ 495规

定执行。排污单位和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应按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永久性采样口（排污

口）、采样测试平台。

5.4  对排污单位和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排放水污染物浓度的测定采用表6所列的方法标准。本文件发布实施后,国家或

地方发布的监测标准如适用性满足要求，同样适用于本文件相应控制项目的监测。

5.5   水污染物监测值均为24 h平均值。

5. 水污染物监测监控要求



6. 实施与监督

6.1  本文件由县级及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6.2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和排污单位应遵守本文件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

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对设施进行执法检查时，可以现场即时采样、监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以及

实施相关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

6.3  本文件中未包含的水污染物控制项目，其排放限值按国家或地方有关排放标准规定执行，新颁布或新修订的国家或地

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污染物排放限值严于本文件时，执行相应排放限值要求。



五 如何与相关标准相衔接的？

汇报内容



五、如何与相关标准相衔接的？

 目前，国家颁布的涉及水污染物排放的行业标准60余项。在本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与国家

已颁布的涉及水污染物的排放标准进行衔接。按照地方标准严于国家标准的原则，以及国家对地方

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的要求，将所有国家已颁布的涉及水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中严于本标准污染物控

制项目的排放限值纳入本标准之中，以保证本标准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本标准颁布后，国家或地方新颁布（修订）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严于本标准的污染物项目，执行国家

或地方新颁布（修订）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对于本标准未列入的污染物项目，执行国家或地方污染

物排放标准。

与已实施的国家标准的衔接



 自2008年起，河南省对合成氨工业、啤酒工业等行业制修订了更为严格的地方排放标准，截止目前，

已发布实施的涉水行业标准有8项，分别为：《啤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681-2011）、

《铅冶炼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684—2011）、《盐业、碱业氯化物排放标准》

（DB41/276-2011）、《发酵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标准》（DB 41/758—2012）、《化学

合成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标准》（DB 41/756—2012）、《化工行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标

准》（DB41/1135-2016）、《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538—2017）、《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1820—2019）。

 本标准确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与河南省已发布实施的行业标准的污染物排放限值进行了衔接。

五、如何与相关标准相衔接的？ 与已实施的省内行业标准的衔接



 自2012年起，河南省相继发布了7项地方流域标准，分别为：《省辖海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777-2013）、《蟒沁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776-2012）、《清潩河流域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DB 41/790-2013）、《贾鲁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908-2014）、

《惠济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918-2014）、《洪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1257—2016）、《涧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258-2016）。通过对涉及县市

的调研可知，地方流域标准的实施加快推动了区域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提标改造、提升工业企业

的污染治理水平，切实改善了流域水环境质量。

 蟒沁河流域和涧河流域为河南省黄河流域的小流域，重点分析了本标准与《蟒沁河流域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DB 41/776-2012）和《涧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258-2016）的衔接。

 将本标准确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与河南省已发布实施的流域标准的污染物排放限值进行比较分析，

明确本标准确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宽严程度。

五、如何与相关标准相衔接的？ 与省内已实施的流域标准的衔接



 我省黄河流域上游省份陕西省2011年发布了《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并于2018年进

行了修订，提高了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加严了设计处理规模大于2000立方米/天的城镇污水处理厂

主要污染指标限值，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IV类标准限值一致；对于一般

工业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略作调整，适当加严氨氮、总氮、石油类三项污染物排放限值。

 下游省份山东省2006年制定了多项小流域标准，并于2018年整合形成了《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 第1部分：南四湖东平湖流域》（其中东平湖流域属于黄河流域），加严了部分污染物排放限值，

加严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控制要求。

 本标准宽松于陕西省黄河流域标准，严于山东省流域标准。

五、如何与相关标准相衔接的？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

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