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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主要依据对2018年省考核郑州市(不含巩义)8处水功能区水质监测数据,采用全指标评价法和双指标评价法对水功能区水质状况

进行了全年水质综合评价。评价标准主要执行国家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双指标评价法,参数主要选择高锰酸盐指数、
化学需氧量和五日生化需氧量分河流对水功能区水质达标情况进行了分析计算。通过评价结果和分析计算达标率,直观反映出2018年省考核郑
州市(不含巩义)水功能区水质现状情况及对2019-2020年水功能区达标目标进行了预测。最后依据得出的结论及预测提出了对省考核水功能区
达标需要进行水污染防治治理应采取的一些措施和相关建议。
[关键词] 水功能区；监测断面；达标目标；水质类别；评价结果；达标率
1 水功能区基本情况

评价结果表明：有1个水功能区基本全年断流,不参与达标评价；有5

郑州市辖区有23处(含3处跨外县市区)水功能区,覆盖了郑州市辖区6

个功能区达标；有2个功能区未达标。2018年郑州市(不含巩义)水功能区

条主要河流。其中颍河上设立了5处水功能区,取样5个监测断面,控制河长

达标率为71.4%,达到河南省2018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控制目标水功能

52.4km；贾鲁河上设立了5处水功能区,取样6 个监测断面,控制河长

区达标率57.1%的要求。2020年水功能区达标率达到57.1％,2030年水功能

120.6km；双洎河上设立了6处水功能区,取样8个监测断面,控制河长

区达标率达到87.5％。郑州市(不含巩义)2018年度省考核地表水功能区水

116.7km；索须河上设立了4处水功能区,取样5个监测断面,控制河长

质概况详见表1。

90.0km；东风渠上设立了2处水功能区,取样2 个监测断面,控制河长

4 结论

41.1km；汜水河上设立了1处水功能区,取样2个监测断面,控制河长17.5m。

按照省下达给郑州市(不含巩义)水功能区达标控制目标：2020年水

纳入省考核的水功能区(不含巩义)总计有8处,主要涉及颍河、贾鲁河

功能区达标率达到57.1％,2030年水功能区达标率达到87.5％,而郑州

和双洎河(清潩河,新郑境内称之为沂水河)三条河流。其中颍河上有4处,

市在2018年度已经超额完成省下达的水功能区控制目标任务,水环境质

水质代表断面分别为：登封市大金店、告成水文站、蒋庄(登封白沙水库

量较以往也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与市政府落实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入口)、白沙水库；贾鲁河上3处,水质代表断面分别为尖岗水库(库心)、

度开展一系列整治措施分不开。如郑州市水利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传达

中牟水文站和后曹闸(开封贾鲁河交界处)；双洎河(清潩河,新郑境内称之

省水利厅《关于入河排污口调查摸底和规范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会议

为沂水河)上1处,水质代表断面为长葛市增福庙乡公路桥。

精神,组织、指导各县市区开展入河排污口专项行动。通过实地勘查全

2 水功能区水质监测评价

市共摸查入河排污口232个,其中规模以上58个,各县市区水利部门针对

2018年郑州市共监测水功能区21个,对应水质监测断面27个,涉及6条

性的对核查到的排污口开展了排污口规范手续、封堵治理等工作,专项

重要河流。2018年郑州市共计监测水功能区断面324测次,水质达标的测次

行动取得很大成果。

为144次,占总测次数的44.4%。其中全年水质类别为Ⅱ类的5次；Ⅲ类的67

虽然2018年在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治理下,郑州主要河道功能区水环

次；水质为Ⅳ类的108次；水质为Ⅴ类的51次；水质为劣Ⅴ类的80次；断

境质量有了很大改观,但是我们还得继续保持,因为根据年度水功能区不

流的13次。

低于现状水质原则,2018年已达标水功能区在2019-2020年必须保持达标

3 省考核水功能区达标评价

状态；因此2019-2020年郑州市省考核水功能区(不含巩义))至少要满足5

2018年郑州市(不含巩义)列入河南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的地表

个功能区达标,故而我们必须进一步重视水功能区工作的重要性,否则

水功能区8个。采用限制纳污红线主要控制项目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或COD)
表1

省考核郑州市(不含巩义)2018年水功能区达标情况一览表

一级水功能

二级水功能

区名称

区名称

颍河登封源
头水保护区
颍河许昌开
发利用区
颍河许昌开
发利用区
颍河许昌开
发利用区
贾鲁河郑州
开发利用区
贾鲁河郑州
开发利用区
贾鲁河郑州
开发利用区
清潩河许昌
开发利用区

42

颍河登封工业用
水区

代表断面

水 质

达标情况(以控制项目计)
监测频
次(次)

达标 次
数(次)

达
率

大金店

Ⅲ

12

12

100%

是

告成水文
站

Ⅲ

12

4

33%

否

蒋庄

颍河白沙水库景
观娱乐用水区
贾鲁河郑州饮用
水源区
贾鲁河郑州中牟
农业用水区
贾鲁河中牟农业
用水区

白沙水库
(坝上)
尖岗水库
(库心)
中牟水文
站
后曹闸
长葛市增
福庙乡公
路桥

标

措施：①加大工业废水的治理力度。②改善河道环境。③加强公民的
环保意识。④实现废水资源化利用。

目标

颍河登封过渡区

清潩河新郑、长
葛农业用水区

2030年达标87.5%将难以落实！

5 水污染防止措施与建议

进行水质评价分析。

是 否
达标

备注

建议：①提高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排放标准。现状条件下郑州市绝大部
分污水处理厂污水排放执行的是《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A排放标准(COD≤50 mg/L、氨氮≤5mg/L),而水功能

7 月 断
流

区水质评价执行国家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当COD

Ⅲ

12

6

50%

否

Ⅱ

12

11

92%

是

≤15mg/L、氨氮≤0.15mg/L为Ⅰ类水、当COD≤15mg/L、氨氮≤0.5mg/L

Ⅲ

12

12

100%

是

为Ⅱ类水、当COD ≤20mg/L、氨氮≤1.0mg/L为Ⅲ类水、当COD≤30mg/L、

Ⅳ

12

12

100%

是

Ⅳ

12

12

100%

是

Ⅳ

12

1

8%

氨氮≤1.5mg/L为Ⅳ类水、当COD≤40mg/L、氨氮≤2.0mg/L为Ⅴ类水。COD
和氨氮是水功能考核是否达标的重要控制项目参数,因此污水处理厂出水
1-6
月,8-12
月断流,
不参评

执行一级A的排放标准进入水体后将使各个水功能区很难达到水功能区目
标,故建议提高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排放标准,降低COD和氨氮的排放浓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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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日常工作中,环境治理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目前的环境恶化比较严重,能源的消耗总量也增长了许多,污染也越来越严重,这些环

境问题严重的制约了经济的增长。面对这样的问题,必须要重视管理城市管理工作,处理好环境问题。必须要从环境管理制度下手,解决当前的
环境问题,再为建设生态文明而创新新的环境管理制度。
[关键词] 管理制度；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引言

当前我国的环境问题比较复杂,各种类型的问题层出不穷,由于广

我党的全新发展战略就是建设生态文明,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大人民群众对于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导致政府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

不仅要关注经济发展问题,还要同时关注环境污染问题。在衡量了生态文

也提升了不少,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非常重

明建设的发展成果之后,要保证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对于环境管

要。由于我国对于当前的环境管理制度比较落后,不能满足环境质量的

理工作来说,必须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根本手段创新出新的环境管理制度,

需求,导致环境保护在实行上有比较大的问题,发展非常不协调。具体表

完善环境管理体系,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完成环境管理工作。

现为以下几点：

1 我国环境管理制度的不足

第一,我国传统的环境管理制度主要是解决了污染减排的问题,而没

我国的环境管理制度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变得比较成熟,在某

有从根本上治理环境污染问题。这种环境管理制度存在许多的弊端,比如,

些方面已经超过了以往的管理制度,这对社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是

缺乏对于环境质量的评估,在实践上有较强的主观性和行政性,对于环境

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足：

污染的控制效果并不明显。

1.1传统的管理制度不能满足布局要求

第二,我国的法律明文规定了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的责任,然而由于

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息息相关,社会广泛的关

政府部门缺乏管理环境的手段,导致地方政府在环境的管理中没有尽到自

注环境管理工作,所以在管理制度上必须要满足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要

己的责任,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条规也只是形式上的,并没有具体的实

求。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

践意义。

第一,对于大自然的监管力度不够。我国的人口基数大,地大物博,导

第三,当前我国的环境管理制度没有考虑到对人类健康存在的潜在危

致每年都会有大量的自然资源被消耗,由于当前对于环境的管理制度不完

险,只是严格的控制了常规的污染物,而没有加强潜在污染物的管理和控

善,对自然资源的监管力度不够,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造成了大自然资源

制措施。

利用率低的现象。

第四,我国原有的环境管理制度对于企业的管理比较严格,为了有效

第二,没有充分的考虑到环境保护的决策。比如,冬天的时候,我国大

地控制企业的污染排放量,将它们的技术水平和排放标准都控制在一定的

部分的地区都会被大量的雾霾污染,导致经济结构失调,这是影响宏观决

范围内,但是我国在再给企业发放排污许可证时,还是存在许多的漏洞,导

策的重要因素。产业布局的不合理导致无法控制环境的质量。

致生态文明的建设遇到了一些阻。

第三,环境保护没有考虑到市场经济的配合。我国现在的环境管理制
度没有注重市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作用,只是过分的强调了行政保护环境,

2 创新环境管理制度的措施
我国当前的环境管理制度在实施时存在一些弊端,但是也并不能全盘

缺乏市场机制的干涉,导致环境经济的政策建立不完善,对于长期的环境

否定它的意义。在环境管理制度的实施时,需要进行创新,以当前的环境制

保护工作来说非常不利。

度管理制度为基础,加进去一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内容,主要可以从以下

第四,环境监管要求达不到统一。我国对于水资源的环境管理不统一,

几个方面进行：

在资源利用、保护以及污染防治等方面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各部门在实

2.1健全环境质量管理

际的管理过程当中一般都是各自为政,管理工作上并不统一。

环境管理制度的核心就是质量的控制,为了确保生态文明的建设能够

第五,难以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在环境责任机制的落实上遇到的
困难比较大,导致公众没有全员的参与到环境保护当中。
1.2环境管理制度不能满足环境发展的需求
对各县市区进行水功能区达标考核奖惩制度,对完成好的进行奖励,对完
成不好的进行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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