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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research on rural wastewater treatment was focusing on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rather than project management (PM)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usual problem in
rural wastewater project under the EPC mode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e double perspectives of design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y learning from other environment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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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多是从技术方案解决的角度去研究，而较少关注项目的管理方面。本
文借鉴其他环保项目的经验，从项目设计管理和施工管理两个方面对如今EPC模式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工程中常见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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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近年来十三五规划的提出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的大力推进，各区域内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的治理也
逐渐地提上各级政府的工作日程，各级政府不断出台的污水治理规划纲要，在政策上首先为农村污水的
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 [2]。并且随着农村居民环保意识的提高，他们也迫切地想要摆脱污水遍地、
臭气熏天、蚊蝇肆虐的现状，这也为在农村开展工程项目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目前，关于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偏向于技术方案的解决，例如采用渗滤法、生物
法、生态法等技术进行污水的处理以达到各级地方排放标准[3]，却鲜有报道关于农村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管理方面的问题或研究。但是，仅有科学的技术解决方案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辅以有效的项目管理措
施才能够保证工程的顺利完成以及项目长久目标的达成。

2.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是指对农户排放的污水进行集中或相对集中处理并达标排放的过程，其项目工程
的一般范围包括农户排水工程、室外管网工程和终端工程。农户排水工程包括收集农户的洗浴、洗涤、
厕所、厨房废水等生活废水并排入附近管网的改造型工程。管网工程主要为沿农村道路或房屋侧铺设的
污水收集管网并依照高程设计自流排入终端设备区域的管道铺设工程。终端工程则为管网末端的设备建
设工程，一般包括污水池等地下构筑物的建设和设备基座的建设等，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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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roject contents of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project
图 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工程内容

近几年，常见的农村生活污水的项目建设模式多为 PPP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BOT (投资、建
设、运营一体化)、EPC (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等。相较与 PPP 和 BOT 模式，EPC 模式凭借政府承
担风险小、资源整合高效、建设工期短、利润空间大、可充分调配市场机制等优势，在国内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项目实施模式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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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PC 模式下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是由一个总承包商或者是联合体承包商与业主签订总承包合同，负责整个项目
的勘察、设计、施工、采购等全过程的工程模式，其项目的管理过程主要涉及到设计管理和施工管理两
方面。目前，很多如污水处理厂、流域治理等环保类项目均采用 EPC 承包模式[5] [6]。

3.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的设计管理
在 EPC 模式下，设计是贯穿在项目全过程中的，对农村污水项目的成本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
安全控制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会直接关系到工程项目的成败，例如在沙特麦加轻轨项目中由于设计的
评估、分析、识别等管理问题不到位造成项目超 40 亿元的净亏损[7]，因此设计的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是
至关重要的。
农村污水处理项目涉及到很多村落的工程设计，而且每个村落都有聚集状态、地质条件、水文分布、
风俗习惯、村庄规划等方面的差异。这就要求设计管理人员要能充分的结合实际情况，在详细调研的基
础上进行方案设计。例如要充分的考虑到村庄的现有的村民用水状况、房屋排水现状、村庄的地形走势、
土质状况、周围水系水文状况、工程规划交叉、设计工程质量、工程量清单的合理性、成本控制的可行
性等。要避免设计人员脱离实际进行空想型设计，同时设计管理要深入到施工、采购、勘察的各个方面。
借鉴其他环保类项目设计经验[8] [9]，对农村污水处理项目中设计管理的常见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
议：
1) 增强设计的管理水平
设计是 EPC 模式的龙头，要贯穿到工程的方方面面，再加上农村污水项目的复杂性，因此只有高水
平的设计管理才能为农村污水项目的质量、进度和成本三要素提供保障。
2) 深度识别设计任务和项目要求
对于项目的核心要求和重点要求，设计要充分的考虑。要科学的安排设计的过程和任务分配，避免
出现设计过程和结果的混乱和草率。
3) 严格贯彻执行质量管理体系
设计管理要包括建立起严格的设计、校核、审核过程，从根本上保证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经济
性、可行性。最终为农村污水项目的整体质量提供保障。
4) 成本控制的优化
除了强调工程质量方面外，设计还需要关注到项目的经济性方面，而且设计要根据每个实施村庄的
实际情况主动进行设计方案的优化，以降低项目的建设成本。
5) 合理设计工程各部分投入占比
对于农村污水项目的设计要避免资金安排重终端轻管网的情况，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资金配比，
保障工程设计的科学性。

3.2.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的施工管理
农村污水项目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施工过程必然充满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这样如果工程项目还
缺乏规范化的管理，很容易就会造成预定设计目标在工程实施中出现很大的偏差[10]。因此必须采取有效
的施工管理措施减小此类偏差，保证工程项目按照既定目标能够顺利和高效的完成。
农村污水项目同时在多个村庄施工参建单位较多，监管面较大，需要一套科学的施工管理措施对各
个施工分包单位进行质量和进度的监管并加强各单位的组织协调。此外各个分包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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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遇到很多设计并未考虑的问题，比如农户的排水改造与设计差别较大、管道开挖土质不同、高程设置
不合理、地下土质开挖遇特殊土质等问题要及时的会同设计单位、监理单位、业主单位进行确认，变更
设计方案。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施工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在安全文明的基础上保证工程的整体质量和进
度。
根据目前已开展的农村污水工程项目中遇到的施工管理不到位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规范人员组织架构
从项目经理到施工人员之间要建立起规范的管理体系，这样才能有效的进行人员、材料、机械等的
调配，不仅能提高工程施工效率还能避免资源的浪费。
2) 建立健全质量监控体系
农村污水项目具有分散且面广的问题，而业主、监理或总承包单位在较少的管理人员的前提下要想
有效的监督工程质量就必须建立起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规范施工，对问题节点出具
整改联系单。
3) 建立严格的进度管理体系
农村污水项目一般具有较短的工程施工期，因此施工单位要依据设计方案和要求合理的安排施工进
度计划，细化到每季度、每月、每周、每天的工作内容。合理安排好施工工序，管理好材料入场、人员
调配、机械施工、阶段验收等各个环节的顺序。这样对于施工的进度的监管、施工的阶段性验收和费用
的实施有更加量化的分析。
4) 加强与各方的协调和沟通
农村污水处理工程是在农村开展工作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与村民的协调问题，因施工破坏要与有关
部门的协调问题、以及与其他施工单位交叉施工的协调问题等等。尤其要加强与设计之间的协调问题，
此外施工单位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合理的协调方案，及时出具工程联系单请示业主单位。
5) 增强施工安全管理体制建设
农村污水项目开展工程施工，人员群体安全是重中之重，还要涉及材料安全、质量安全等，所有参
建单位必须进行安全文明培训，加强安全文明教育。此外管网建设和终端基础建设必然涉及到机械使用
和沟槽开挖，必须加强与设计沟通，确保无任何安全隐患。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体制，对忽视安全施工
行为单位，采取严厉惩治措施。

4. 结论和建议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由于施工涉及范围广，变数和随机性较大，协调问题多，虽然工程的技术难
度低但是复杂程度却高。本文探讨了 EPC 模式下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中的常见问题，并从设计管理
以及施工管理两个角度提出建议。
1) 农村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应该是更注重设计的管理，精细化、规范化的管理是保证工程
质量、进度和成本三大要素的核心。
2) 要发挥 EPC 模式的优势，提高设计管理水平，专业化设计管理队伍，深度识别设计要点，从设计
角度严格把控质量管理体系，优化成本方案。
3) 加强设计与施工的紧密结合，提高设计和施工效率，采用设计先行，施工其后，两案并举的方式。
4) 建立起规范的监管和执行体制，施工应严格按设计方案，并加强与各方的协调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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