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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饶府办字〔2021〕4 号 

 

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上饶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三年
（2021-2023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信州区、广信区、广丰区人民政府，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上饶

高铁经济试验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上饶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三年（2021-2023

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已经第 69 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15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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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三年
（2021-2023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完善城市基础功能，改善中心城

区人居环境，根据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计划》和《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

行动方案（2019-2021 年）的通知》（建城〔2019〕52 号）《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 省生态环境厅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江

西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

年）的通知》（赣建城〔2019〕43 号）以及《上饶市城区生活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 年）》（饶府办发〔2019〕

22 号）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实施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

程三年（2021-2023 年）攻坚行动，并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到 2023 年底，中心城区基本无生活污水直排口，基本消除

城中村、老旧小区和城乡结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

基本完成现存混合排水的雨污分流改造，彻底解决污水管网混接、

错接、漏接问题，中心城区污水管网实现全覆盖、全收集、全处

理，污水收集处理系统效能明显提升，城市防涝能力明显增强。

广丰区城市建成区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由广丰区政府自行确定

实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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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范围 

改造提升范围为中心城区全域范围，本方案指信州区、广信

区、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城市建成区范围，

广丰区城市建成区由广丰区政府另行制定实施方案。 

三、改造原则 

一方面，要坚持“雨污分流、节约成本、重点优先、着眼长远、

务求实效”原则，注重改造提升的质量和效益。 

1．雨污分流：通过新建污水管网和管网改造，实行“清污分

流”，消除污水直排，提高污水收集率和处理率。 

2．节约成本：坚持因地制宜、经济适用原则，选择最优方

案，降低建设改造成本。 

3．重点优先：针对重点区域、关键节点、薄弱环节，解决

普遍共性问题、卡脖子问题，先行抓好示范项目，后续全面铺开。 

4．着眼长远：依据城市发展规划，科学合理地预留好污水

处理设施及管网新建空间；每个城市建设项目都要统筹规划实施

好排水工程。 

5．务求实效：强化为民导向，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污水排

放、收集、处理难题，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把排水系统改造提升

工程做成德政工程、民生工程、品质工程、特色工程，让广大市

民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另一方面，要按照“统一规划、分区建设、分区管维”原则，

有序推进改造提升及后续管理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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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一规划：由市自然资源局牵头，会同市城管局、市住

建局和中心城区各区政府（管委会），依据中心城区管网普查结果，

委托市城乡规划设计院编制中心城区排水工程专项规划

（2020-2035 年），统筹谋划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三

年（2021-2023 年）攻坚行动分年实施项目，并强化攻坚行动实

施过程中各区项目的衔接协调。 

2．分区建设：由市城管局和中心城区各区政府（管委会），

依据中心城区排水工程专项规划（2020-2035 年）以及中心城区

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三年（2021-2023 年）攻坚行动要求，结

合本辖区实际，严格执行《市政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城镇排水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分年实施改造提升项目。 

3．分区管维：由市城管局和中心城区各区政府（管委会），

负责本辖区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的管理、维护。 

四、改造提升内容 

排水系统改造提升，要严格执行中心城区排水工程专项规

划，立足全覆盖，坚持问题导向，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确定改

造提升内容。 

1．按照“城市建到哪，污水处理设施建到哪；道路延伸到哪

里，管网覆盖到哪里”的原则，加快实施城市新区和新建、改造道

路（含里弄小巷）的管网建设，实行雨污分流； 

2．全面推进市政老旧污水管网改造、清淤疏通、破损修复，

着力解决市政雨污水管道混接、错接、漏接问题，实施雨污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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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 

3．全面推进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和老旧小区的污水管网建

设，消除污水管网覆盖的空白区； 

4．把雨污分流、管网建设作为老旧小区、里弄小巷改造提

升的基本内容，提前做好规划设计，科学务实实施改造； 

5．全面排查城区所有污水提升泵站运行情况，全面排查所有

沿江沿河排污口和排水口，有针对性实施工程性截污措施和改造提

升工程，坚持防止环境污染； 

6．大力推动单位实施内部混接改造，将混接、错接的生活

污水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7．大力推进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合理布局

新建、扩建污水处理厂； 

8．加强城市水系的疏浚扩容、有效连接，合理改造排涝站，

提升城市防涝能力。 

五、工作步骤 

市城管局和信州区政府、广信区政府、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管委会要选准切入点、找准节骨眼，

通过“四个一批”有序推进排水系统工程改造提升工程，即纳入政

府年度城建重点项目计划，有计划实施一批；结合老旧小区、里

弄小巷改造提升项目，有机改造一批；结合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

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因势利导改造一批；结合“十四五”规划项

目，分年度新建、改造提升一批。具体实施可分三个步骤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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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计划阶段（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 月）。市城管局、

信州区政府分别负责主城区、三江片区，广信区政府、上饶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管委会分别负责各自城

市建成区，5 个单位要迅速对所负责区域开展排水系统基本情况

调查摸底，统筹安排符合条件的项目改造时序，按照“重点优先、

尽力而为”原则，科学制定本辖区排水系统 2021-2023 年改造提升

工程每年实施项目计划，于 2021 年元月底前报市中心城区排水系

统改造提升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然后由领导小组办公

室会商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水业集团，形成中心城区排

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三年（2021-2023 年）攻坚行动分年项目计

划，报市政府审定。 

2．施工改造阶段（2021 年 2 月-2023 年 11 月）。由市城管

局和中心城区各区政府（管委会）作为建设主体，自筹项目建设

资金，按照“先重点、后铺开”的原则，实施经市政府审定的改造

提升工程具体项目。一方面，要优先实施“重点区域、重大问题”

改造，之后全面铺开；另一方面，要按照改造计划，分 3 年 3 批

压茬推进，在条件允许、保障质量的前提下，能快则快，确保到

2023 年 11 月底基本完成改造提升任务。 

3．验收阶段（2021-2023 年每年 12 月）。市城管局和各区

政府（管委会）3 年 3 批改造提升项目计划，于每年度 12 月组织

相关部门，及时验收当年实施项目。同时，对改造提升后的系统

工程要即时建立管理维护长效机制，确保改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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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职责分工 

市城管局（负责主城区）、信州区政府（负责三江片区）、广

信区政府、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管

委会为本辖区排水系统工程改造提升工作责任主体，负责统筹推

进本区改造提升工作。市、区两级相关职能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

大力支持改造提升工作，具体职责分工为： 

城管部门：负责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的牵头协

调、调度、推进工作；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项目环评审批、入河排污的监督管理，

工业污水排放管理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出口水质监督管理； 

发改部门：按照审批权限，负责污水管网改造提升、污水处

理设施项目的立项，并积极争取上级补助资金； 

住建部门：负责推进市本级重点工程项目配套管网建设，指

导督促住宅小区以及纳入改造的老旧小区雨污水管网建设和改造

提升工作；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牵头中心城区排水排污专项规划编制或

修编，污水管网改造提升及污水处理设施项目规划审批、建设用

地报批； 

水利部门：负责城市水系疏浚扩容、城市排涝设施建设和改

造提升，防治河湖水、施工降水进入污水管网，做好沿江沿河沿

湖排涝站的监督管理，防止污水进入江、河、湖； 

市场监管部门：协助负责餐饮店、农贸市场污水乱排乱放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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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汽车维修行业乱排污水整治； 

财政部门：负责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指导各地做好项目资金

统筹和专项资金使用监管； 

交警部门：负责改造提升施工期间城区交通审批、组织疏导

工作； 

水、电、气、通信等各类管线管网单位：按照改造工程统一

部署，组织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配套设计，提出改造意见，落实

管网管线产权单位组织实施，配合改造工程施工； 

市城投集团、市水业集团等市属企业：根据市政府的安排，

负责中心城区市本级污水处理设施、截污干管和污水提升泵站的

新建、改造工作。 

七、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为切实加强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改

造提升工程三年攻坚行动的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由市长任组长，

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分管副秘书长和市城管、住建、自然资源、

发改、财政、生态环境、市场监管、交通、水利、上饶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交警等部门和市水、电、气、通信等单位以及信州

区政府、广信区政府、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上饶高铁经

济试验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上饶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

改造提升工程三年攻坚行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决策、部署

推进、综合协调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三年攻坚行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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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城管局，由市城管局局长兼任办公

室主任。 

2．落实资金，强化保障。由市城管局、市发改委牵头，会

同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和信州区政府、广信区政府、上饶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管委会，将中心城区

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与老旧小区、里弄小巷改造紧密结合，积

极争取上级补助资金，建立“财政主体、金融机构支持、单位投资、

市场运作、上级奖补、社会参与”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机制。督促管

线单位落实责任，通过直接投资、落实资产权益等方式参与改造；

引导水、电、气、通信运营企业开展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

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积极探索通过政府采购、市场化筹资、新增

实施有偿使用等方式，引入专业机构、社会资本参与中心城区排

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通过商业化运作，弥补改造提升和后续管

养经费不足。 

3．严格考核，确保实效。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

程三年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城管局）定期督查改造提升

工作情况，对工作进度缓慢的及时通报并督促整改；市政府每季

度召开一次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现场会或协调会，推

进工作进度。市政府将该项工作纳入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工作考

核内容。 

4．健全机制，长效管理。各地要强化管理属地责任，重点

抓好后续管理养护，积极探索排水系统“网格化、项目化、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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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形成齐抓共管、共建共享的长效治理机制，以中心城区排

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的实际成效，切实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附件：1．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三年攻坚行动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上饶市中心城区（主城区<市城管局、市水业集团、

市城投集团>、信州区、广信区、上饶经济技术开

发区、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排水系统改造提升

工程三年攻坚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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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饶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 

三年攻坚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陈  云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俞  健   市委常委、副市长 

成  员：邵小亭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主任 

王  云   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县级） 

刘德年   市城管局局长 

郑  清   市住建局局长 

周荣华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张  平   市发改委主任 

程  文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张  华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李荣良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刘好先   市水利局局长 

吴太伟   上饶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 

陈良智   市财政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黄  海   市城投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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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翔   市水业集团董事长 

何惠清   国网上饶供电公司总经理 

朱  明   市大通燃气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辉霞   移动上饶分公司总经理 

吴东红   电信上饶分公司总经理 

巫连兴   联通上饶分公司总经理 

钟恩扬   市广电网络公司党委副书记（负责人） 

叶文华   信州区委副书记、区长 

何党生   广信区委副书记、区长 

郑华森   广丰区委副书记、区长 

周华兵   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 

周象有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城管局，由市城管局局

长刘德年兼任办公室主任；市住建局颜晓华，市城管局吴建平，

市自然资源局邵树宝，市生态环境局黄宇，信州区政府刘均勇，

广信区政府詹辉，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洪海，上饶高铁经济试验

区余洪雷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改造提升

工程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http://www.jxxz.gov.cn/content/column/4697951?liId=301


 — 13 — 

附件 2 

 

上饶市中心城区（主城区<市城管局、市水业集团、市城投集团>、信州区、广信区、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三年攻坚行动计划 

（三年项目总计 21 个，总投资 22.2822 亿元。新建管网 269.151 公里，改造管网 79.92 公里，疏通管网 69.319 公里，总长度 418.39 公里）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 

管网 

（米） 

改造 

管网 

（米） 

疏通 

管网 

（米） 

管网 

总长度 

（米） 

投资额 

（万元） 
实施单位 

一、2021 年度“3+4”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攻坚行动计划 

（项目共计 11 个，投资 12.1935 亿元，新建管网 135.488 公里，改造管网 9.62 公里，疏通管网 69.319 公里，总长度 214.427 公里） 

（一）主城区（项目共计 4 个，投资 8.3972 亿元，新建管网 53.799 公里，改造管网 9.62 公里，总长度 63.419 公里） 

1、市城管局（项目共计 1 个，投资 0.971 亿元，新建管网 6 公里，改造管网 0.7 公里，总长度 6.7 公里） 

1 

2021 年上
饶市城管局
排水系统改
造提升工程 

胜利路、信江中路及周边地块污
水管道改造工程 

新建 DN800 污水主管 1600 米，新建 DN400 污水收
集管道 1200 米，布置在现状道路下，投资 2200 万 

2800     2800 

9710  市城管局 

解放路、安平路及沿线用户污水
管道新建工程 

新建 DN500 污水收集管道 3200 米，布置在现状道
路下，投资 1900 万 

3200     3200 

城区主次干道雨污错接混接点
改造工程 

主城区主次干道雨污管网混接错接漏接点改造，投
资 4600 万 

        

滨江西路江北截污干管改造 
改造下游（槠溪河西）滨江西路下截污干管高出槠
溪河东岸的部分，改造长度约 700 米，投资 1010 万 

  7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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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 

管网 

（米） 

改造 

管网 

（米） 

疏通 

管网 

（米） 

管网 

总长度 

（米） 

投资额 

（万元） 
实施单位 

2、市水业集团（项目共计 2 个，投资 4.61 亿元） 

2 新建城南污水处理厂（跨年度实施） 日处理生活污水 8 万吨/日，用地 10.5 公顷         45000 市水业集团 

3 

市污水厂泵
站新建设改
造和管网检
测评估项目 

江北截污干管检测评估 

对现状滨江北岸截污干管系统（含沿线泵站）进行
专业，全面的探查和评估，编制评估报告及完善意
见，为 2022 年的整修提供专业的依据，投资 200 万

元 

        

1100 市水业集团 
东升巷水渠（带湖老城片区）污
水泵站工程 

污水泵站一座，采用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位于五
三大道与民德路交叉口处，污水接至现状排水渠处，
标高最低点，设置泵站，规模 500 吨/日，投资 600

万元 

        

湖州尾泵站双电源建设 
为确保泵站 24 小时运转，需要建设双电源，投资

300 万元 
        

3、市城投集团（项目共计 1 个，投资 2.8162 亿元，新建管网 47.799 公里米，改造管网 8.92 公里，总长度 56.719 公里） 

4 

2021 年上
饶市城投集
团排水系统
改造提升工

程 

上饶市江南商贸城完善建设污
水管网工程 

上饶市江南商贸城片区，紫阳大道以东，三清山大
道以南，凤凰大道以西。管网改造长度 5 公里，投

资 3100 万元 

  5000   5000 

28162 市城投集团 

葛仙山路（富饶路至凤凰大道
段） 

全长 955 米，红线宽 30 米，投资 336 万元 1863     1863 

大茅山路（富饶路至滨江东路
段） 

全长 1790 米，红线宽度为 24 米，投资 815 万元 3112     3112 

吴楚大道（货场路至融创路段） 全长 540 米，红线宽 40 米，投资 320 万元 1674     1674 

站前东路（站前一路至五三大道
段） 

全长 1598 米，红线宽度为 18 米，投资 439 万元 2897     2897 

站前南路东延伸段（富饶路） 全长 1598 米，红线宽 24 米，投资 684 万元 2888     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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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 

管网 

（米） 

改造 

管网 

（米） 

疏通 

管网 

（米） 

管网 

总长度 

（米） 

投资额 

（万元） 
实施单位 

4 

2021 年上
饶市城投集
团排水系统
改造提升工

程 

五三大道（站前大道至滨江东路
段） 

全长 2500 米，红线宽 48 米，投资 3847 万元 10455     10455 

 

 

陶侃路 全长 2400 米，红线宽 30 米，投资 700 万元 2860     2860 

怀玉山路 全长 615 米，红线宽 24 米，投资 300 万元 1300     1300 

站前大道延伸段 全长 308 米，红线宽 55 米，投资 200 万元 620     620 

站前一路延伸段 全长 341 米，红线宽 18 米，投资 100 万元 600     600 

滨江东路 全长 1897 米，红线宽 18 米，投资 800 万元 3160     3160 

天佑大道管廊（上饶大道至稼轩
大道段）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天佑大道（上饶大道至稼轩大道段）污水管网建设
项目总长 5.592 公里，投资 998 万元 

5600     5600 

吴芮路 全长 1812 米，红线宽度为 24 米，投资 900 万元 3600     3600 

德兴路南段 全长 700 米，红线宽度为 30 米，投资 310 万 1420     1420 

三清山大道部分路段污水管网
提升改造 

1.三清山大道（紫阳大道至明叔路段）污水改造工
程，长 2.6Km，改造宽度 6 米；2.三清山大道（元
杰路至明叔路）新建压力管，dn350，长度 0.7km；
新建一座污水提升泵站，0.91 万吨/日；3.涉及三清
山大道（槠溪北路-广信东路）两侧污水管道，总长
度 4.4km，已查明 8 处混接点，1 处排口需接通；4.

改造道路北侧污水管道，管径 dn800，长度约 620m，
敷设在现状道路非机动车道下 5.上海广场西侧污水
提升泵站一座（预制泵站），规模 1200 吨/日（近
期 150 吨/日）；改造 DN400 污水管 650 米，改造
DN500 污水管 160 米；新增 DN300 污水压力管 550

米。6.三清山大道（紫阳大道-凤凰大道）改造双侧
污水管道为 DN1000,单侧长度约 1000m 投资 12230

万元 

3850 3270   7120 市城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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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 

管网 

（米） 

改造 

管网 

（米） 

疏通 

管网 

（米） 

管网 

总长度 

（米） 

投资额 

（万元） 
实施单位 

4 

2021 年上
饶市城投集
团排水系统
改造提升工

程 

明叔路新增污水干管工程 

明叔路（三清山大道至龙潭路段）路外增设一根污
水干管，凤凰大道以北路段，放在明叔路外东侧，
凤凰大道以南路段，放在明叔路外西侧。新增污水

管管径 DN800，长 1900 米。投资 1148 万元 

1900     1900 

  

龙潭路污水干管改造 

将原已建的龙潭路（明叔路至广信大道段）的路下
污水管替换成 DN1000 的大管。改造道路宽度 6.5

米。埋设 DN1000 的 HDPE 塑钢缠绕管 长度 650

米。同时恢复路面。投资 935 万元 

  650   650 

（二）信州区政府（项目共计 2 个，投资 1.2498 亿元，新建管网 16.828 公里，疏通管网 69.319 公里，总长度 86.147 公里） 

5 

2021 年三
江片区排水
系统改造提
升工程 

永乐路 新建污水管网 2690     2690 

10938.23 

信州区政府 
毓秀路 新建污水管网及疏通 2400   1699 4099 

仕铨路 新建污水管网及疏通 2181   5200 7381 

其他支路 新建污水管网及疏通 5519   3500 9019 

钟灵路 雨污水管网疏通     4299 4299 

信州区政府 

林家洲路 雨污水管网疏通     2091 2091 

志敏大道 雨污水管网疏通     26110 26110 

叶挺大道 雨污水管网疏通     8701 8701 

上饶大道 雨污水管网疏通     9426 9426 

三江东大道 雨污水管网疏通     7107 7107 

兰子路 雨污水管网疏通     1186 1186 

水系连通雨水管 新建雨水管 1038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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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 

管网 

（米） 

改造 

管网 

（米） 

疏通 

管网 

（米） 

管网 

总长度 

（米） 

投资额 

（万元） 
实施单位 

6 
赣东北大道与胜利路、滨江西路合围区域支

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在相府路、抗建路等巷道增设污水管道，管径dn400，
长度约 3km 

3000     3000 1560 信州区政府 

（三）广信区政府（项目共计 2 个，投资 1.22 亿元，新建管网 25.675 公里，总长度 25.675 公里） 

7 上饶市广信区旭日片区雨污水管网改造项目 污水管网新建 11275     11275 9000  广信区政府 

8 上饶市广信区罗桥片区雨污水管网改造项目 污水管网新建 14400     14400 3200  广信区政府 

（四）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共计 1 个，投资 1.0223 亿元，新建管网 29.786 公里，总长度 29.786 公里） 

9 

2021 年上
饶经济技术
开发区排水
系统改造提
升工程 

蓝江大道污水管网建设 道路长 1705 米，宽 46 米，管径 600。 3410     3410 

10223 
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 

合口北路污水管网建设 道路长 940 米，宽 24 米，管径 300。 940     940 

合口中路污水管网建设 道路长 1432 米，宽 24 米，管径 300。 1432     1432 

发展路污水管网建设 道路长 1642 米，宽 40 米，管径 500。 3284     3284 

创投大道延伸段污水管网建设 道路长 1100 米，宽 36 米，管径 500。 2200     2200 

南师大路污水管网建设 道路长 2000 米，宽 40 米，管径 500。 4000     4000 

上铅快速路管网建设 道路长：5600 米，宽：55 米，管径 600。 5600     5600 

龙门大道污水管网建设 道路长 2810 米，宽 55 米，管径 600。 5620     5620 

滨江西路新建段污水管网建设 道路长 1650 米，宽 34 米，管径 500。 3300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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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 

管网 

（米） 

改造 

管网 

（米） 

疏通 

管网 

（米） 

管网 

总长度 

（米） 

投资额 

（万元） 
实施单位 

（五）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项目共计 2 个，投资 0.3042 亿元，新建管网 9.4 公里，总长度 9.4 公里） 

10 
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排污系统工程一期

（2021 年完成） 

凤凰大道（稼轩大道至葛仙山路段）污水管完善工
程，投资 150 万元 

1000     1000 

1335 
高铁经济试
验区管委会 

稼轩大道，投资 150 万元 1000     1000 

绿苑二路，投资 120 万元 800     800 

信源路，投资 150 万元 1000     1000 

长亭路（天佑大道东延伸），投资 135 万元 900     900 

茶圣东路（站前大道至富饶路段），投资 270 万元 1800     1800 

葛仙山路（凤凰大道至滨江东路），投资 240 万元 1600     1600 

站前西路，投资 120 万元 800     800 

11 紫阳大道压力管工程 

改造道路长 500 米，改造道路宽度 6 米 

埋设 DN500 压力钢管 长 500 米，新建紫阳大道污
水提升泵站一座，2 万吨/日 

500     500 1707 
高铁经济试
验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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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 

管网 

（米） 

改造 

管网 

（米） 

疏通 

管网 

（米） 

管网 

总长度 

（米） 

投资额 

（万元） 
实施单位 

二、2022 年度“3+4”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攻坚行动计划（项目共计 5 个，投资 6.1141 亿元，新建管网 73.843 公里，改造管网 67.3 公里，总长度 141.143 公
里） 

（一）主城区（项目共计 2 个，投资 2.2001 亿元，新建管网 31.59 公里，改造管网 2.3 公里，总长度 33.89 公里） 

1、市城管局（项目共计 1 个，投资 1.5002 亿元，新建管网 10.26 公里，改造管网 2.3 公里，总长度 12.56 公里） 

12 

2022 年上
饶市城管局
排水系统改
造提升工程 

滨江西路（明叔大道至龙潭大
桥）雨污分流工程 

废弃现状并新建滨江西路（明叔大道至龙潭大桥）
污水主干管，管径 dn1500，长度 2.7km；新建

dn800-1000 雨水管，长度 2.5km 

因设计要求高铁新区污水需从解放河泵站和西郊桥
泵站提升到位于蕫团乡的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2

个泵站现有的提升能力不能满足规划的污水量，需
要对现在泵站包括污水泵坑、污水泵、自控系统等
整体改造，因 2 个泵站位于信江边地形复杂，每个
泵站预估要 1000 万元以上。建议与滨江西路污水管

网一并评估改造 

投资 7000 万元 

5200     5200 

15002 市城管局 

赣东北大道、中山路、信阳路、
体育管路、五三大道污水管网提
升改造工程 

1.沿赣东北大道（五三大道至滨江路）新增一根
dn800 污水管，长度 800m，采用牵管或顶管施工；

同时对沿线错接混接点进行改造； 

2.中山路（赣东北大道至紫阳大道）下埋设污水管，
dn400，长度 1.75km，道路改造宽度 6 米； 

3.信阳路下埋设污水管至滨江截污干管，DN500，
长度 550m，改造宽度 6 米； 

4.体育馆路（五三大道至滨江路）路下埋设污水管
DN400，长度 0.7Km，改造宽度 6m； 

5.五三大道广场南北两端污水管接通，dn600,两根，
长度各 130 米。采用牵管或顶管施工。 

投资 6000 万元 

4060     4060 



 — 20 —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 

管网 

（米） 

改造 

管网 

（米） 

疏通 

管网 

（米） 

管网 

总长度 

（米） 

投资额 

（万元） 
实施单位 

民德路（紫阳大道-五三中大道）
等路段污水管改造工程 

在民德路（紫阳大道-五三中大道）、管径 dn400，
长度约 1.3km；五三中大道北侧改造 dn600 污水管，

长度约 800m，投资 1456 万元 

  2100   2100 

凤凰大道及临街地块污水管道
改造工程 

改造现状道路下直排解放河 DN400 污水管 200 米，
两侧临街用户新增 DN400 污水收集管道 1000 米，

投资 546 万元 

1000 200   1200 

2、市城投集团（项目共计 1 个，投资 0.6999 亿元，新建管网 21.33 公里,总长度 21.33 公里） 

13 

2022 年上
饶市城投集
团排水系统
改造提升工

程 

紫阳茶圣府西区西侧规划道路 雨污水管网、道路及绿化，投资 63 万元 700     700 

6999 市城投集团 

铁路公园项目东侧 18 米规划道
路（五三大道-茶圣路） 

雨污水管网、道路及绿化，投资 108 万元 1200     1200 

凤山路 雨污水管网、道路及绿化，投资 225 万元 2500     2500 

新建江永路 
从天佑大道至茶圣路管道长都 6000 米，投资 1000

万元 
2300     2300 

阳光一路 全长 400 米，红线宽 12 米，投资 280 万元 1000     1000 

阳光二路 全长 400 米，红线宽 12 米，投资 280 万元 1000     1000 

富饶路（庆丰北路至紫阳大道） 全长 1260 米，红线宽度为 24 米，投资 700 万元 2500     2500 

融创路（窑尾路至浙赣铁路段） 全长 4920 米，红线宽 24 米，投资 2453 万元 9500     9500 

新建龙潭路（广信大道至上饶大
道段）道路工程 

道路长 630 米，道路红线宽度 24 米。路下埋设
DN1000 塑钢缠绕污水管。1.新建沥青砼道路，长

630 米，路幅宽 24 米。 

2.埋设 DN1000 的 HDPE 塑钢缠绕管 长度 630 米。 

投资 1890 万元 

630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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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建 

管网 

（米） 

改造 

管网 

（米） 

疏通 

管网 

（米） 

管网 

总长度 

（米） 

投资额 

（万元） 
实施单位 

（二）信州区政府（项目共计 1 个，投资 3.2304 亿元，新建管网 15 公里，改造管网 65 公里，总长度 80 公里） 

14 

2022 年三
江片区排水
系统改造提
升工程 

五府山大道 新建雨污水管网 15000     15000 

32304.4 

信州区政府 

钟灵社区 混接点改造   

25000 

  

25000 世纪花园社区 混接点改造     

三江花园社区 混接点改造     

毛家岭村 混接点改造   

20000 

  

20000 

车头村 混接点改造     

四吉村 混接点改造     

畴口村 混接点改造     

同心村 混接点改造     

信州区政府 

塔水村 混接点改造     

周田村 混接点改造     

解放村 混接点改造     

汪家园村 混接点改造     

上饶师范学院 混接点改造   

20000 

  

20000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混接点改造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混接点改造     

职业中学 混接点改造     

合流制溢流污染控制 CSO 调蓄池及设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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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 

管网 

（米）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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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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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实施单位 

（三）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共计 1 个，投资 0.5025 亿元，新建管网 15.183 公里,总长度 15.183 公里） 

15 

2022 年上
饶经济技术
开发区排水
系统改造提
升工程 

兴园西大道污水管网建设 道路长 1400 米，宽 40 米，管径 500。 2800     2800 

5025 

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 

发展路二期污水管网建设 道路长 1200 米，宽 40 米，管径 500。 2400     2400 

合口南路污水管网建设 

（发展路二期至中心大道二期） 
道路长 890 米，宽 18 米，管径 300。 890     890 

新科大道污水管网建设 

（中心大道二期至滨江西路） 
道路长 470 米，宽 24 米，管径 300。 470     470 

潭林南路滨江段污水管网建设 道路长 700 米，宽 36 米，管径 500。 1400     1400 

南师大一路污水管网建设 道路长 400 米，宽 24 米，管径 300。 400     400 

南师大三路污水管网建设 道路长 600 米，宽 16 米，管径 300。 600     600 

15 

2022 年上
饶经济技术
开发区排水
系统改造提
升工程 

吉利东路南北延伸段污水管网
建设 

南段长：620 米，宽：40 米，管径 500。北段长：
950 米，宽：40 米，管径 500。 

1570     1570 

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 

福事特大道污水管网建设 道路长：2300 米，宽：40 米，管径 500。 2300     2300 

耐普东路及光伏路污水管网建
设 

耐普东路：长 641 米，宽 20 米，管径 300。 

光伏路：长 712 米，宽 33 米，管径 500。 
1353     1353 

光电路污水管网建设 道路长约 418 米，宽约 20 米，管径 300。 1000     1000 

（四）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项目共计 1 个项目，投资 0.181 亿元，新建管网 12.07 公里，总长度 12.07 公里） 

16 
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排污系统工程二期

（2022 年完成） 

石狮乡集镇已建成区排污系统建设工程，投资 750

万元 
5000     5000 

1810 
高铁经济试
验区管委会 货场路（紫阳北至吴楚大道），投资 495 万元 3300     3300 

货场路动延伸段，投资 130.5 万元 870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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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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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单位 

五三大道（三清山大道至站前大道段），投资 300

万元 
2000     2000 

桃源路，投资 135 万元 900     900 

三、2023 年度“3+4”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攻坚行动计划（项目共计 5 个，投资 3.9746 亿元，新建管网 59.82 公里，改造管网 3 公里，总长度 62.82 公里） 

（一）主城区（项目共计 2 个，投资 0.9437 亿元，新建管网 7.92 公里，改造管网 3 公里，总长度 10.92 公里） 

1、市城管局（项目共计 1 个，投资 0.5017 亿元，新建管网 6.2 公里，总长度 6.2 公里） 

17 

2023 年上
饶市城管局
排水系统改
造提升工程 

改造月泉花城西侧道路 

1.新建道路工程长 900m，路幅宽 4m。 

2.污水管：DN500HDPE 污水管 900m 

投资 1213 万元 

900     900 

5017 市城管局 

南门路污水工程 

改造南门路道路工程，改造宽度 6 米，下埋设 DN400

的 HDPE 污水管，转接中山路污水，输入滨江截污
干管。1.改造道路工程长 450 造宽度 6m。 

2.污水管：DN400HDPE 污水管 450m 

投资 386 万元 

450     450 

东升巷水渠截污管道工程 

渠外设截污管道  1.改造道路工程长 1500m，改造
宽度 6m。 

2.污水管：DN600HDPE 污水管 1500m 

投资 1560 万元 

1500     1500 

槠溪河截污干管北延工程 

现状槠溪河截污干管北延伸至天佑大道，管径
dn600-800，长度 950m，布置在槠溪河东侧 

投资 532 万元 

950     950 

东引渠截污干管工程 

渠内埋设 DN800 截污干管（紫阳大道至滨江东路），
末端接至紫阳大道污水提升泵站长度 2.4Km 

投资 1326 万元 

240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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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城投集团（项目共计 1 个，投资 0.442 亿元，新建管网 1.72 公里，改造管网 3 公里，总长度 4.72 公里） 

18 

2023 年上
饶市城投集
团排水系统
改造提升工

程 

上饶市佳丽商城片区污水管网
改造 

上饶市佳丽商贸城片区（紫阳大道以东，陶侃路以
南，凤凰大道以西，三清山大道以北）。管网改造

长度 3 公里，投资 2000 万元 

  3000   3000 

4420 市城投集团 
庆丰北路 全长 400 米，红线宽度为 40 米，投资 120 万元 800     800 

新建元杰路 

1.新建道路工程长 920m，路幅宽 20m。 

2.污水管：DN500HDPE 污水管 920m 

随路埋设 DN500 截污管 

投资 2300 万元 

920     920 

（二）信州区政府（项目共计 1 个，投资 1.6932 亿元） 

19 

2023 年三
江片区排水
系统改造提
升工程 

调蓄池周边绿地、杨家湖公园、
廉政公园等 

内源治理及生态修复         

16932.06 信州区政府 

全区 智慧水务工程         

（三）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共计 1 个项目，投资 1.0227 亿元，新建管网 30.9 公里，总长度 30.9 公里） 

20 

2023 年上
饶经济技术
开发区排水
系统改造提
升工程 

凤凰西大道延伸段污水管网建
设 

道路长 13400 米、宽 55 米，管径 600。 26800     26800 

10227 
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 

园上路污水管网建设（吉利东路
至福事特大道段） 

道路长：2300 米，宽：24 米，管径 300。 2300     2300 

精饰路污水管网建设 道路长约 890 米，宽 24 米，管径 300。 1800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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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单位 

（四）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项目共计 1 个，投资 0.315 亿元，新建管网 21 公里，总长度 21 公里） 

21 
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排污系统工程三期

（2023 年完成） 

灵溪镇集镇已建成区排污系统建设工程，投资 1080

万元 
7200     7200 

3150 
高铁经济试
验区管委会 

高铁北片区对接紫阳大道泵站主管工程，投资 420

万元 
2800     2800 

全区道路污水管网接通工程，投资 1650 万元 11000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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