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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城市污水（municipal sewage,municipal wastewater）排入城镇污水系统的污水的统称。在合

流制排水系统中，还包括生产废水和截留的雨水。

        城市污水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由城市排水管网汇集并输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

处理。        早期中国对污水处理的重视程度远高于西方国家，得益于此，我国历史上鲜有遭

受欧洲的大规模瘟疫肆虐；新中国成立后，受限于整体经济条件，我国污水处理工程开始落

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为此我国曾经广泛倡导居民&ldquo;饮用熟水&rdquo;。随着现代工业

的发展，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短板早已不复存在，但较为粗放式的工业发展也为新时期

的水环境治理工作埋下了新的隐患，流域生态问题日趋严重，适应新时期的水环境治理工作

的政策出台刻不容缓。&ldquo;水十条&rdquo;及随后发布的水环境治理行业重点政策梳理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15.4.7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   取缔&ldquo;十

小&rdquo;企业，整治十大重点行业，集中治理工业集聚区水污染，强化城镇生活污染治理，

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造，全面加强配套管网建设，推进污泥处理处置。       到 2020

年，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比例总体达到 70%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

在 10%以内，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优良比例总体高于 93%，全国地下水质

量极差的比例控制在 15%左右，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达到 70%左右，京津冀区域

劣 V 类的水体断面比例下降 15 个百分点左右，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力争消除劣 V 类。       到

2030 年，全国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比例总体达到 75%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得到

消除，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优良比例总体为 95%左右。       2015.5.6   关于推进水污染防

治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实施意见   以存量项目为主，兼顾部分新建项目，提出以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综合整治等为 PPP 推进的重点领域，鼓励对项目有效整合，打包实施 PPP   模式     

 2015.8.28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   全面开展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排查工作，制定具体整

治方案，各地方政府于 2015 年底之前向社会公布本地黑臭水体整治计划并上报住建部；自

2016 年起，各地方政府须按季度上报本地区黑臭水体整治情况，报送住建部，抄送环保部、

水利部、农业部。       2016.12   &ldquo;十三五&rdquo;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

规划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新增污水处理设施规模 5022 万立方米/日，提标改造城镇

污水处理设施规模 4220 万 立方米/日，新增或改造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设施能力 6.01 万吨/日

，新增再生水利用设施规模 1505 万立方米/日。       2016.12.11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加

强水资源保护；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加强水污染防治；加强水环境治理加强水生态

修复；加强执法监管。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生活污水处理市场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共十二章。首先介绍了生活污水处理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生活污水处理整体运行态势等，

接着分析了生活污水处理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生活污水处理市场竞争格局。随

后，报告对生活污水处理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生活污水处理行业发展趋

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生活污水处理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生活污水处理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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