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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三年(2021-2023)工作实施方案解读
　　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的工作部署，扎实推

进农村水环境质量改善，补齐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短板，前期，我区印发

《即墨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年

(2021-2023)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方案》包括六部分内容：总体

要求、治理计划、实施模式、工作要

求、保障措施、责任分工。

　　一、总体要求

　　《方案》按照“因地制宜、注重实

效，突出重点、梯次推进，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生态为本、绿色发展”的原

则编制。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对全区

893个涉农村庄进行生活污水治理。

到2023年，除拆迁未回迁村庄外，其他

所有村庄农村生活污水基本实现有

效收集和处置。采取“收集管网+市

政管网”“收集管网+污水处理站”“收

集管网+蓄污池+专业抽运”“收集管

网+其他处理终端”等多种集中式治

理方式，结合村庄聚集程度和汇水

量，因地制宜研究探索泵站建设。解

决农村“灰水”“黑水”纳管问题，做到

应收尽收、应纳尽纳。

　　二、治理计划

　　《方案》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属地主体，先急后缓、整村推进、分

类建设”的原则，逐级分解目标、落实

责任、科学实施，力求安全、高效、有序

推进我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一是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在既

有的26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基

础上，2021-2022年，新建污水处理设

施16处并配套部分污水主管网；2023

年，结合我区农村污水处理实际需

求，适时启动三期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计划。二是村庄生活污水收集。

893个涉农村庄中只有45个村庄已符

合我省最新要求，剩余848个村庄、涉

及居民约21万户需进行污水治理。

2021年实施村庄治理247个，涉及居

民约6.7万户；2022-2023年，完成剩余

所有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三、实施模式

　　一是采用“政府投资+专业企业

建设、运营管理”的模式建设污水处

理设施。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

为项目法人，会同各属地镇街实

施。建设资金由属地镇街承担，依

据镇街财力情况，由区财政按照一

类镇50%、二类镇60%、三类镇70%的

比例给予补助。

　　二是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由

区属国有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对村

庄生活污水进行收集治理。

　　四、工作要求

　　《方案》坚持统一布局规划。按

照相关程序择优选取高水平规划编

制单位。坚持统一设计标准。选取

多家有资质、高水平施工图设计单

位，结合规划和初步设计按照“一村

一策”进行详细施工图设计。坚持

统一主材标准。从质量、标准、产

能、产地等方面对工程主材进行对

比，确保施工用材质量。坚持统一

监督管理。择优选取多家监理单位

对项目进行监督，实行“村级监理

员”制度；选取有资质的造价单位对

项目进行全过程造价控制，对工程

建设资金使用提供全过程咨询服

务；属地镇街成立专门队伍，配齐工

作人员，对工程全过程的进度、质

量、安全等工作进行全面监管；相关

主管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对工程进

行专门监管，采取定期不定期抽验

的方式，及时发现问题并做好跟踪

检查。

　　五、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由

区长任组长，区委副书记和分管副

区长任副组长的区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指

挥部。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

设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是落

实资金保障。按照市场化运营理

念，多渠道筹集项目建设及运维资

金。三是加强督查考核。围绕年度

目标任务，采取现场督导、定期通

报、专项检查等方式，及时督查督

办。四是营造浓厚氛围。调动群众

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争取群众的

支持。五是建立长效机制。坚持建

管并举，优化完善农村污水收处设

施运维管理办法，建立健全长效管

护机制。

　　六、责任分工

　　为抓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方案》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指挥部办公室和各成员单位、镇

街的责任分工进行了明确。

　　详细内容请通过“即墨政务网”

查看方案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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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政策

　　作为江北最大的服装集

散地，即墨服装市场年交易

额超过200亿元，凭借设计时

尚、款式新快、性价比高等特

点，国庆假期，这里每天都吸引大量消费

者前来购物，迎来销售小高峰。

　　进入国庆假期，在即墨服装市场的各

个店铺内，每天都有不少前来购物的消费

者，整个市场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随着

天气逐渐转凉，市场不断上新，不少消费

者都是大包小包，收获不小。

　　李孝艳在即墨服装市场经营女装店

已经有十个年头，节前，她的六个店铺就

已经备下了一千二百多万元的新款。国

庆假期，凭借着款式时尚、性价比高等优

势，店铺销售“火爆”，销售额比去年翻了

一番。李孝艳说：“我们的店从早晨一开

门，到下午四点下班，人流量一直不断。

一天的销售额能有二三十万。”

　　除了零售外，不少外地客商也在国

庆期间前来补货。“平时客户一般一个

颜色一种款式拿一件，但是过节就会每

个色拿三五件。这七天卖货量比平常翻

了一倍多。”专营女装批发的店铺负责

人安琪告诉记者，她们店铺现在日均交

易额达到十几万元，每天发货件数达到

200 0多件，已经到了“补货全靠抢”的

程度。

　　外地客商田女士说：“这次拿了不到

两万的货，毛衣、裙子、裤子都有，一般半

月左右来即墨服装市场拿一次货。”

　　这种“火爆”的景象，不止在实体店。

即墨服装市场共有6000多家商户，去年开

始，三分之一的商户成功“触网”。为了帮

助市场商户发展直播电商产业，我区规划

建设了30万平方米的青岛直播电商基地，

入驻墨云直播、腾讯看点等直播电商机构

10余家，商户120余家，辐射带动市场及周

边直播商户2000余家。从事服装行业近二

十年的辛茗睿就是其中之一，节日期间，

他每天都在直播电商基地忙活着。“现在

一般一天两场直播，一场四个小时，每场

的交易额在20万到30万元之间。”辛茗睿

告诉记者。

　　线上、线下齐头并进，今

年，即墨服装市场的交易额

预计能够提升百分之十左

右。应对节日消费旺季，即墨服装市场

在开门纳客的同时，积极做好各项防疫

工作，加大了巡查力度，维持市场秩序，

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购物

环境。

　　“每天开市前，还有下午休市之后，都

要对市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毒消杀。”即

墨国际商贸城服装市场运营科党支部书

记江志欣介绍，十一黄金周，市场前三天

日均上市人数达到12万人，日均销售额一

亿元，国庆七天的市场销售额达到5 . 6

亿元。

(黄璐璐 李有山 周靖)

购销两旺 即墨服装市场迎来消费“黄金周”

北安街道

持续整治占道经营
　　近日，为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建设，营造整洁、有序

的城市环境，北安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全面开展临

时流动摊点清理专项整治行动。

　　前期，北安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发放《创建文

明城市致广大居民的一封信》700余份，营造全民参

与、人人行动的舆论氛围。通过现场解读法律法规、

向仍在城区经营的流动摊点经营户下达《限期整改通

知书》，执法中队出动20余人，执法车辆6辆，实行两班

制，早晨6点至晚上10点不间断，节假日不休，全面对

辖区流动摊点进行宣传，对不予配合屡教不改的违规

经营户坚决予以取缔。

　　截至目前，已规范清理流动摊点80余家，规范大

集商户120余家，杜绝交通安全隐患。同时，根据流动

摊点集散的时间和规律，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路段

的“马路市场”进行规范管理。 (廖春宏 王鑫)

在在行行动动创创创创创创城城城城城城

　　日前，区工信局对接共建社区，获悉鹤山路社区古力盖部分缺失，人行步道砖出现破损严重和松动，给小

区居民出行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在对问题现场勘察后，该局积极对接社区开展整治行动，对缺失的古力盖

进行重新安装，在古力盖周围铺上水泥；将破损人行步道砖更换并修砌铺设平整，还居民一个安全的出行环

境。图为人行步道砖铺设中(左)及铺设平整后(右)。 (张晶)

（上接一版）

　　鹤山风景区秋高气爽，马山公园波斯菊花海盛

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登高望远、赏秋日山林。龙

泉“莲山胜境”、天泰乐爱小镇有着乡村慢生活的舒适

宁静，来这里骑行、漫步、感受大自然也成为很多游客

的度假选择。国庆期间正逢果蔬成熟，云生泉采摘

园、天富林果茶专业合作社等采摘园硕果累累，让游

客尽享田园采摘的乐趣。

　　不少家庭出游的市民选择在游玩中研学，蓝谷三

航科技综合实践教育基地充分发挥海洋科教资源作

用，开展了一系列海洋科技主题研学活动，让学生亲

身体验水火箭制作、航空知识与飞行模拟、潜航器制

作对抗等活动，丰富假期学习生活。以即墨籍抗战英

雄、革命烈士周浩然为原型的红色电影《我是周浩然》

国庆期间正在全国公映，不少游客在观影后来到周浩

然文化园、鳌角石村等载满红色故事的村庄，亲身探

访红色旧址，感受红色记忆。

假期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节前，区文旅局召开文旅市场安全生产专题会

议，传达贯彻文旅部办公厅、省文旅厅、青岛市文旅局

以及区委、区政府假日工作通知要求，部署假期文化

和旅游市场安全工作，制定详细计划做好节前和节日

期间文旅市场安全生产、疫情防控、执法检查和市场

运行等工作，采用联合查与专项查相结合的方式，联

合应急、消防等部门，对 A 级景区、星级酒店、旅行

社、影剧院、网吧、娱乐场所、书店、印刷企业等 8 个行

业领域以及文博展馆开展重点检查。

　　区文旅局成立了由分管领导带队的14个值班巡

查组，对重点文旅企业开展巡查，督导各企业严格落

实游客实名预约、“健康码”核验、体温测量等疫情防

控措施，国庆假期共出动检查人员60余人次，检查文

旅企业71家，现场指出并整改问题9处，确保假期文旅

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姜晓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