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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明 

1.1 编制目的、依据 

本计划为陕西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英国国际开发署赠款农村安全饮水与

环境卫生项目环境管理计划，为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内容之一。 

本计划根据世界银行环境评价导则 OP4.01 以及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目的是使项目管理单位在项目实施和运行阶段切实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使项

目对环境的负面效应降到 低或可接受的程度，并使项目对环境的有利影响 大

限度的实现。 

本计划由陕西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负责编制。 

1.2 主要内容 

本计划对陕西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英国国际开发署赠款农村安全饮水与

环境卫生项目在建设期和运营期需要开展的环境管理工作进行了汇总和概要说

明，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本项目环境评价确定的主要环境事项及环境保护措施汇总； 

2）环境监测工作汇总； 

3）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4）环境咨询及环境管理培训； 

5）环境管理工作汇总； 

6）环境管理工作报告； 

7）环境管理费用及经费保障。 

2. 本项目环境评价确定的主要环境事项及环境保护措施汇总 

根据世行项目准备团提供的环评大纲（附件 1）要求以及环境评价报告 B4

部分识别结果，确定本项目供水工程环境评价事项包括以下几项：环境敏感度、

水量保障、水质保障、大坝安全、公众健康、施工环境影响、项目可持续性保障、

替代方案、环境卫生工程环境影响、环境风险。环评报告主报告中针对各环境事

项分别提出了环保措施，汇总如下。 

2.1 环境敏感度 

（一）保护目标 

确保本项目在设计施工的过程中尽量远离环境敏感区域，包括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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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自然栖息地、濒危物种（陆生、水生动、植物）活动区、饮用水水源地、

文物景点、风景名胜区、地质灾害区等。 

对于涉及环境敏感区域的项目区，如志丹县的寺洼项目区，耀州区的马咀项

目区涉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域，必须保证将项目施工运营阶段对环境敏感区域

的影响降低到 小。 

（二）环境保护措施 

1）志丹县寺洼项目区采用地下水作为供水水源，在施工期由工程监理工程

师对承包商施工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2）耀州区马咀项目区引水工程在桃曲坡水库水源保护区内，项目的施工、

运行要严格执行水库水源保护区的有关法规、条例、管理办法。 

3）耀州区马咀项目区工程施工须经铜川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按照引水

管渠安全和输水安全的要求施工，并接受引水管渠管理单位的监督检查。 

4）工程实施、运行期间，项目办环境管理人员将定期和不定期到现场检查

上述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2.2 水量保障 

（一）保护目标 

确保本项目在设计年限内水量充足，保证项目运营期水量供应。 

（二）环境保护措施 

1）供水量调查 

不同供水类型调查范围、时段、频率和项目汇总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项目供水量调查汇总表 
地表水供水 

项目 
河道引水 水库供水 

深井供水 现有设施供水 

调查范围 拟取水河流 拟取水水库 深井位 / 
调查时段 丰水期、平水期和枯水期 水文年年底 枯水期 / 
调查频率 每个时段各一次 每年一次 

调查项目 径流量、向本项目实际供

水量 

水库上年存水量、水库今

年来水量、水库水量分

配、其中向本项目供水量 

井水位、向

本 项 目 实

际供水量 

供水设施年供

水总量、向本

项目供水量 

2）用水量调查 

用水量调查包括项目受益用户用水满足程度调查和项目总用水量调查。 

受益用户用水满足程度和项目总用水量调查范围、时段、频次、项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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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如表 2.2-2 所示。 

表 2.2-2   用户用水满足程度和项目用水量调查汇总表 
项目 受益用户用水满足程度 项目总用水量 

调查范围 受益用户 供水工程 
调查时段 用水量变化较大的时段进行调查，用水量 大月和 小月 年底汇总 
调查频次 每期各一次 每年各一次 
调查项目 用户取水量、用水方式 总供水量 
调查方法 选择能够代表不同经济状况和卫生状况的家庭进行抽查 年底汇总 

2.3 水质保障 

（一）保护目标 

确保本项目在设计年限内水质良好，供水管理规范、有效，保证项目运营期

水质不会受到污染、恶化，不损害受益群众的身体健康状况。 

（二）环境保护措施 

1）水质监测 

项目运营期定期聘请有监测资质的机构进行水源水质监测，水处理厂出水水

质和蓄水池、配水管网末端水质监测。水源水质监测应委托当地有监测资质的环

境监测部门进行，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和蓄水池、配水管网末端水质监测应委托当

地有化验分析资质的卫生防疫部门进行。具体监测计划见表 2.3-1 和 2.3-2。 

表 2.3-1   水源水质监测表 
地面水 地下水 

项目 
水库 河道 深井水 

监测位置 能够反映水源水质变化的点位 井位 
监测时段 丰水期和枯水期两个时段，每年监测两次 每年监测一次，以枯水期为宜 

监测项目 

色（度）、浑浊度、肉眼可见物、pH、总硬度、

铁、锰、氯化物、硫酸盐、溶解性总固体、

氟化物、砷、汞、镉、铬（六价）、铅、硝酸

盐、总大肠杆群 

pH、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挥发性

酚类、氰化物、砷、汞、铬(六价)、总

硬度、铅、氟、镉、铁、锰、溶解性总

固体、高锰酸盐指数、硫酸盐、氯化物、

总大肠菌群 
监测方法 按《水环境监测规范》（SL219－98）规定方法进行监测 

表 2.3-2   水处理厂出水和监测末端水水质监测表 
项目 水处理厂出水 末端水 

监测位置 水处理厂出水口 水龙头出水口 

监测时段和频率 
按《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310－2004）中表 11.2.2《水质检验

项目及 低检验频率》中对应的供水规模安排监测时段和频率 
感官性状            色、混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 监

测
项

目 

一般化学指标 pH、总硬度、铁、锰、铜、锌、挥发性酚类、阴

离子合成剂、硫酸盐、氯化物、总硬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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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指标 
氟化物、氰化物、砷、镉、铬（六价）、铅、汞、硒、银、硝

酸盐、氯仿、四氯化碳、苯并[a]芘、滴滴滴、六六六 
/ 

细菌指标            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游离余氯 

监测方法 按《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规定方法进行监测 

上述监测可以利用已有有效监测结果，如水库水质监测数据、水厂水质监测

数据等。 

2）蓄水池清洁和配水管网水质管理 

 蓄水池加盖； 

 定期清洁蓄水池沉淀、不清洁物（至少每月一次）； 

 安装止回阀以免出水回灌污染管网水质。 

2.4 大坝安全 

（一）保护目标 

确保本项目涉及的水库大坝在项目运营期安全稳定。 

（二）环境保护措施 

在本项目实施、运行期间，项目办将聘请 3 名大坝安全相关专业的专家，每

年对大坝安全检查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汇总评价并报世行。 

2.5 公众健康 

（一）保护目标 

显著降低介水疾病、地方病发生几率，保护项目区公众，主要是项目村村民

的健康。 

（二）保护措施 

每年省项目办组织对项目区的公众健康状况进行一次抽样调查。其它措施已

在本报告 B 部分 4.2.2，4.2.6，4.2.9，以及 4.2.10 中包括。 

2.6 施工期环境影响 

（一）保护目标 

不因项目建设降低各项目区的环境质量：包括项目区内地表、地下水的水质、

水量，项目区的空气质量，项目区生态环境等；不影响项目建正常生活、交通秩

序，使项目施工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降至 低或可接受范围。 

（二）环境保护措施 

为减少工程施工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使其降低到 低/或可接受的程度，在

工程施工时应采取一系列环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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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污染防治　 

 禁止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及其它有毒废液；禁止向水体排放、

倾倒生产废渣、生活垃圾及其它废弃物。 

 禁止利用渗坑、渗井、裂隙排放、倾倒废水； 

 禁止将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水体。 

2）扬尘控制 

 砂石料加工及拌和工序必须采取防尘除尘措施，达到相应的环境保护和

劳动保护要求，防止污染环境或危害施工人员身体健康。 

 装运水泥、石灰、垃圾等一切易扬尘的车辆，必须覆盖封闭。在居民点

区域施工, 为防止公路二次扬尘污染，施工场内路面必须定期洒水。 

3）噪声控制 

 靠近居民区施工必须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减少或避免噪声、振动扰

民。禁止夜间（22：00 后）施工，将影响降低。 

4）废渣及固体废弃物处置 

 承包商应在施工区和生活营地设置临时垃圾贮存设施，防止垃圾流失，

并定期把垃圾送到指定垃圾场，按要求进行复土填埋。 

 工程施工产生的弃渣、废管道片等应妥善处理，禁止随意堆弃。　 

5）卫生防疫　 

 承包商应为施工人员提供安全饮用水。施工食堂应有防蝇、防鼠等卫生

措施，施工食堂炊事人员应有健康上岗证。 

6）生态环境保护 

 禁止捕猎野生动物，禁止砍伐非施工区野生植物。 

 进行土、砂石料采集、加工等作业时，施工场地应及时平整以防止水土

流失。 

 施工期间，砍伐树木，清除地面余土或其它地物时，不得超出设计范围。 

 进行工程施工时，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等采取工程或生物防护措施，

防止边坡失稳、滑坡、坍塌或水土流失。在易造成坍塌滑坡的危险区域

内禁止挖土和采集砂石料。 

7）临时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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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施工时修建临时设施应尽可能不占或少占耕地；避免或减少对植被、

青苗的破坏。工程完工后，承包商应及时拆除临时设施，清理、平整现

场，防止水土流失。 

上述环保措施将由省项目办以本项目工程“施工环境保护规定”的形式发布

生效，要求承担本项目工程施工的所有承包商承诺遵守实施。 

（三）工程施工环境管理 

1）陕西省项目办委派人员对本项目环境管理工作负责；各项目县项目办委

派人员负责该县项目环境管理工作； 

2）省项目办将上述环保措施进一步完善后，以本项目“施工环境保护规定”

形式正式发布生效； 

3）各县项目办在与承包商签订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时，将上述“施工环境保护

规定”纳入合同文件，由承包商承诺遵守实施； 

4）各县项目办委托相应项目工程监理工程师对承包商遵守“施工环境保护规

定”的情况进行现场监督、管理； 

5）省、市项目办派人或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到施工现场检查“施工环境保

护规定”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2.7 项目可持续保障 

（一）保护目标 

项目健康、持续运行，项目目标持续实现。 

（二）保护措施 

1）用水户参与管理 

类比其他地区同类项目管理模式，实施效果较好的模式多数为受益用户自选

代表管理供水工程，建议本项目管水员采取用水户推荐，项目办批准的形式确定。 

2）编制项目管理实施细则，明确管理职责、管理程序、管理方法。 

2.8 替代方案 

本环境事项无具体环保措施。 

2.9 环境卫生工程环境影响 

（一）保护目标 

合理处置垃圾，垃圾堆放点设置、 终填埋点选址合理，不会导致水体污染

和土壤污染发生，不会导致垃圾相关的疾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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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保护措施 

1）垃圾台选址应便于用户投放、不影响周围住户。 

2）垃圾台设计应使用户方便投入； 

3）垃圾填埋点应选在相对封闭、有道路连通、排水较好、小孩不易接近的

地点。 

4）垃圾填埋点应修建简易防护措施，防止垃圾飞扬、飘散、被雨水冲走等； 

2.10 环境风险 

（一）保护目标 

将环境风险降低到 低，保障项目正常运行。 

（二）环保措施 

1）河道引水应考虑应急备用水源，出现特大干旱情况时启用； 

2）深井井位必须加盖封闭； 

3）保持管网正压力，关键部位安装止回阀； 

4）教育村民及时把水龙管与接水器皿隔离； 

5）定期检查水源附近的污染源情况，定期监测水质，防止水质恶化的事件

发生； 

6）项目办制定紧急事故应急预案，出现重大水源污染事故以及人为投毒事

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措施使此类事故的危害降低到 低限度。 

3. 环境监测工作汇总 

针对环境事项的环保措施中，有一部分是环境监测措施，包括监督管理和监

测两部分。 

3.1 监督管理 

（一）工程施工环境管理 

1）各县项目办委托相应项目工程监理工程师对承包商遵守“施工环境保护规

定”的情况进行现场监督、管理； 

2）省、市项目办派人或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到施工现场检查“施工环境保

护规定”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二）项目运行过程监督管理 

1）各项目村委派环保员对本村供水工程、环境卫生工程的实施、运行进行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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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办对项目实施、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3.2 针对环境事项的环境监测 

本项目针对环境事项的环境监测工作汇总在表 3.2-1 中。 
 

表 3.2-1 监测计划汇总表 
环境事项 监督管理、监测计划 执行机构/人员 

环境敏感度 •项目办定期到现场检查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省项目办，县项目办 

水量保障 
•每年对各项目区可供水水量和实际供水水量进行一次调查统计并分析供水保障程度。 
•每年对农用水户实际用水量进行抽样调查，分析需水满足程度。 
具体的调查计划参见表 2.2-1，2.2-2 

环境监测单位 

水质保障 
•项目运营期定期聘请有监测资质的机构进行水源水质监测，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和配水管网末端水质监测 
•适当的水质管理措施 
具体的监测计划见表 2.3-1，2.3-2。 

环境监测单位 
卫生防疫机构 
县项目办 

大坝安全 •项目办聘请大坝安全专家对项目涉及大坝每年汛前、汛后、专项安全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并报世行 大坝安全专家 
公众健康 •省项目办每年组织实施一次项目区公众健康调查 公众健康专家 

施工环境影响 •各县项目办委托相应项目工程监理工程师对承包商遵守“施工环境保护规定”的情况进行现场监督，管理。 工程监理工程师 
项目可持续性保障 无具体监测项目 / 

替代方案 无具体监测项目 / 
环境卫生工程环境影响 省项目办每年组织一次环境卫生工程实施情况及实施效果调查 公众健康专家/省项目办 

环境风险 无具体监测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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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及职责划分 

4.1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以省项目办为中心的完整的环境管理体系，负责保障本项目环境管理计

划的实施。 

1）省项目办将设置环境组，具体负责本项环境管理工作； 

2）各县项目办将指定专人负责本县项目环境管理工作。 

3）省项目办将聘请环境咨询专家为本项目环境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省

项目办将聘请资深环评专家负责后续 80%项目环评报告审查； 

4）各项目县将聘请环境监测机构承担该项目县环境监测工作； 

5）各项目村将委派一名环保员负责本村供水工程、环境卫生工程的实施与

监督管理； 

本项目环境管理体系如图 4.1-1 所示。 

 

 

 

 

 

 

 

 

 

 

图 4.1-1   农村饮水与环境卫生项目环境管理体系 

4.2 各机构职责 

1）省项目办 

① 负责项目实施，包括项目环保设施实施； 

② 制定并发布本项目有关环境管理的规章制度； 

③ 负责向中国环境主管行政部门、世界银行报告环境管理工作；就环境管

理事项与有关主管部门、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协调； 

省项目办 世界银行

环境专家

工程监理

县项目办环管人员

施工区/项目村/项目影响区

环境监测

省项目办环境组

村环保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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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项目办环境组 

① 负责本项目环境管理计划实施； 

② 聘请环境专家，组织、协调专家工作； 

③ 组织实施对各项目县（区）环境管理人员的培训； 

④ 对项目县环境管理计划实施进行监督管理； 

⑤ 聘请专业人员进行环境调查； 

⑥ 汇总各项目区环境管理工作进度报告，定期编制项目总体进展情况报告； 

⑦ 环境管理文件文档管理 

3）项目县环境组 

① 负责环境管理计划在本县的实施； 

② 检查项目 后设计报告，确保各项环保措施纳入项目 后设计中； 

③ 检查施工招标文件，确保“施工期环保规定”纳入工程承包合同中； 

④ 委托工程监理工程师对承包商实施“施工期环保规定”进行现场监督管

理； 

⑤ 聘请环境监测单位或监测专家，协调，监督环境监测工作； 

⑥ 定期编制环境管理工作进度报告或专题报告； 

⑦ 环境管理文件文档管理； 

4）工程监理工程师 

在施工区对所有施工活动进行现场环境监督管理，监督、指导环保措施的落

实。 

5）环境专家 

为项目办环境组实施本环境管理计划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支持； 

6）环境监测单位 

环境监测单位由省项目办或县项目办根据环境监测计划要求聘请。环境监测

工作应由资质的专业单位或专家承担。 

7）村环保员 

① 负责协助、监督本村供水工程和环境卫生工程的实施、运行维护； 

② 协助、组织村民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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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支持及环境管理培训 

5.1 技术支持 

省发改委将根据本项目实施情况，不定期的聘请有关专家为项目提供技术支

持和环境咨询服务。 

5.2 环境管理培训 

根据同类项目环境管理培训经验，本项目拟开展以下二类培训：省、县项目

办环境管理人员培训，村环保员培训。另外，本项目包括一项村民健康教育培训

内容，该培训由省、县项目办统一组织实施，不列入本环境管理计划。 

1）省、县环境管理人员培训 

由省项目办组织，预计培训人员 30 人，培训内容包括： 

① 中国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掌握和运用； 

②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环境管理模式； 

③ 本项目环境管理计划； 

④ 同类项目环境管理经验及教训； 

⑤ 环境管理工作报告编写； 

2）村环保员培训 

各县项目办组织举办，预计培训二期，参加培训人员 100 人，培训内容包括： 

① 中国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政策简介； 

② 世界银行安全保障政策简介； 

③ 本项目目标、组成、实施计划； 

④ 供水工程、环境卫生工程实施与维护； 

⑤ 农村公众健康与公众健康教育。 

6. 环境管理工作汇总 

表 6-1 对本项目环境管理工作任务进行了汇总。汇总表汇集了本项目的环境

管理工作任务、实施时间、实施单位及资金保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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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环境管理工作任务汇总表 
序号 项目 环境管理工作 实施时间 实施单位 资金保证 

1 环境敏感度 
•对项目施工运营期间是否严格执行水库水源保护区的有

关法规、条例、管理办法进行监督检查 
•定期到现场检查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项目施工至运营全过程 县项目办 
纳入工程费用、环境

管理费 

2 水量保障 

•每年对各项目区可供水水量和实际供水水量进行一次调

查统计并分析供水保障程度。 
•每年对农用水户实际用水量进行抽样调查，分析需水满

足程度。 
具体的调查计划参见表 3.2-1，3.2-2 

运营期 
各项目县 
环境监测单位 

纳入工程费用、环境

管理费 

3 水质保障 

•项目运营期定期聘请有监测资质的机构进行水源水质监

测，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和配水管网末端水质监测。 
•相应的水质管理措施 
具体的监测计划见表 3.3-1，3.3-2。 

运营期 
各项目县 
环境监测单位 
卫生防疫部门 

纳入工程费用、环境

管理费 

4 大坝安全管理 
•聘请大坝安全专家每年对项目涉及的大坝汛前、汛后、

以及专项安全检查情况汇总并报世行 
项目实施至运行全过程 省项目办 列入环境管理费 

5 施工环境影响 

•省项目办编制本项目“施工环境保护规定”并正式发布生

效； 
•各县项目办在与承包商签订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时，将上

述“施工环境保护规定”纳入合同文件，由承包商承诺遵守

实施； 
•各县项目办委托相应项目工程监理工程师对承包商遵守

“施工环境保护规定”的情况进行现场监督、管理； 
•省、市项目办派人或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到施工现场

检查“施工环境保护规定”落实情况。 

施工期 

省项目办 
县项目办 
工程监理工程师 
 

承包商执行规定费

用计入承包合同总

价集中 
工程监理费用计入

工程监理费中 
省、县管理费用计入

项目环境管理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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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众健康 •每年组织实施一次项目区公众健康调查 项目实施至运行全过程 
省项目办/卫生防

疫监测单位 
纳入工程费用、环境

管理费 

7 项目可持续性保障 
•编制项目管理实施细则，明确管理职责、管理程序、管

理办法。 
运营期 

省项目办及县项

目办 
纳入项目管理费 

8 替代方案 •无具体管理任务 / /   / 

9 
环境卫生工程 
环境影响 

•省项目办每年组织一次环境卫生工程实施情况及实施效

果调查 
实施/运营期 省项目办 纳入环境管理费 

10 环境风险 • 制定紧急事故应急预案 实施/运营期 省项目办 纳入项目管理费 

11 环境培训 
•对省、县项目办环境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对项目村环保员培训 

项目实施阶段 
省项目办及各县

项目办 
纳入环境管理费 

12 环境咨询 
•聘请自身环评专家对后续 80%项目环评报告进行审查； 
•聘请环境专家参与省项目办环境组环境管理工作及其它

环境咨询工作 
项目实施阶段 省项目办 纳入环境管理费 

13 环境管理报告 
•县项目办每年编制一次年度环境管理工作报告 
•省项目办每年编制一次年度环境管理工作汇总报告 

项目实施阶段 
省项目办 
县项目办 

纳入环境管理费 

14 环境文档管理 •保留环境管理文档印刷版和电子版 项目实施至运营全过程 省、县项目办 纳入环境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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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管理工作报告 

1）各县项目办环境管理人员编制半年度环境管理工作报告报省项目办； 

2）环境监测单位向省、县项目办提交环境监测报告； 

3）咨询专家向省项目办提交环境咨询报告； 

4）省项目办每半年向世行提交环境管理工作报告。 

8. 环境管理费用及经费保障 

表 8-1 对本项目环境管理所需经费进行了估算、汇总，经费包括各项目办环

境管理经费、环境咨询、环境培训、环境监测、其它项目费用等，共需经费 123

万元。 

表 8-1  项目环境管理经费汇总 

序号 项目 经费（万元） 

1 各项目办环境管理经费 20 

2 环境咨询 10 

3 环境培训 17 

5 环境监测 50 

6 其它 16 

7 合计 123 

 

表 8-1 列出的费用不包括政府相关机构进行的正常监测费用，如水库水质监

测以及水厂水质监测等，也不包括工程施工承包商实施环保措施所需费用。承包

商实施环保措施所需费用包含在其工程承包合同总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