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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6 年度 第三方后评估报告 

日元贷款“陕西省水环境治理项目（西安市）” 

第三方评估人：ICNET 株式会社 百田显儿 

0. 要点 

本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在陕西省西安市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供水管网及排水系统等，治理

市内河流水污染，保障清洁卫生的供水，减轻洪涝灾害，从而为改善西安市的水环境做出

贡献。从立项阶段一直到评估阶段，本项目与中央、省级以及市级发展政策和发展需求相

吻合，相关性高。本项目所建设备运行良好，供水量、污水处理量、污染物减排量、排水

系统的排涝能力等主要指标都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可以说本项目为增强城市供排水和防洪

能力发挥了有效作用。在保障清洁卫生的供水，治理市内河流水污染，减轻洪涝灾害方面

本项目的贡献也可见一斑，鉴于此可以说项目的有效性很高，产生的影响很大。由于项目

经费和工期都超出了原计划，故效率为中等。在可持续性方面，体制和技术能力均没有大

问题，西安市政府对供排水、排水系统工程的财政投入稳定，本项目作为公益事业享受稳

定的财政补贴以开展日常运营，今后也有望继续得到财政补贴的支持，鉴于此，本项目的

可持续性很高。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综合评价为非常高。 

 

1. 项目概要 

 

 

 

项目位置图 西南郊地区污水处理厂生物反应池 

 

1.1 项目背景 

二十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使环境污染日益严峻。

1995 年以后，虽然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速

度远超预期，导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发展要求，污染情况依然十分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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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是中国的古都，同时也是陕西省的省会城市，2002 年总人口约为 700 万人，工商

业发展和城市化建设带动了西安市快速发展。但城市供排水建设相对滞后，自来水普及率

为 84％，污水处理率只有 37％。在降雨比较集中的 7 月-9 月汛期，由于排水管网不够完

善，引发管网排水不畅，污水四溢，城区内涝和排水渠溢流等导致洪涝灾害频发。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污水处理设施、供水管网以及排水系统等的建设势在必行，本项目应运而生。 

 

1.2 项目概要 

通过在陕西省西安市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供水管网及排水系统等，治理市内河流水污染，

保障清洁卫生的供水，减轻洪涝灾害，从而为改善西安市的水环境做出贡献。 

 

 
图 1 西安市及本项目各子项目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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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贷款】 

日元贷款承诺额/支付额 195.64 亿日元 / 184.44 亿日元 

签署政府换文日期/签订贷款协议

日期 

 

2005 年 3 月 / 2005 年 3 月 

贷款协议条件 利率 1.5％ 

偿还期限 

（其中宽限期 

30 年 

10 年） 

采购条件 不限定采购国 

借款人/实施单位 陕西省人民政府/西安市人民政府 

贷款结束日期 2013 年 10 月 

主合同 

 

 中国通用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中国） 

 Merit Technologies Inc.（中国）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中国） 

 湖北国贸投资发展公司（中国）/新兴铸管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合资企业） 

咨询合同 - 

相关调查 

（可研报告：F/S）等 

F/S（西安市市政设计研究院、中国市政工程西北

设计研究院、西安市水利建筑勘测设计院、陕西

省工程咨询中心 2003 年 8 月） 

相关项目 西安自来水建设项目（1993 年） 

西安市环境治理项目（2001 年) 

陕西省水环境改善项目（陕西省）（2005 年） 

 

2. 评估概要 

2.1 第三方评估人 

 百田显儿（ICNET 株式会社） 

 

2.2 评估时间 

本次后评估的调查日程安排如下。 

评估时间：2016 年 7 月-2017 年 9 月 

实地考察：2016 年 10 月 16 日-11 月 6 日、2017 年 4 月 19 日-4 月 28 日 

 

2.3 评估的制约因素 

在项目立项阶段把预期效果设定为“治理市内河流水污染，保障清洁卫生的供水，减轻

洪涝灾害”。但本项目的直接效果应该是“增强供水能力，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和提升防洪

治理能力”，而“治理市内河流水污染，保障清洁卫生的供水，减轻洪涝灾害”应该是这

些成效所产生的辐射影响。特别是河流水质，除了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完善与否有关，亦受

其他因素左右，很难直接衡量本项目对改善河流水质的贡献度。因此在评估本项目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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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供水能力”、“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和“提升防洪治理能力”作为本项目的“有效

性”，将“保障清洁卫生的供水”、“有助于治理市内河流水污染”和“减轻洪涝灾害”

作为本项目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但由于西安市环保局未提供河流水质数据，使我

们难以全面准确地描述全市情况。 

 

3. 评估结果（评级：A
1
） 

3.1 相关性（评级：③
2
） 

3.1.1 与发展政策的吻合性 

（1）与立项阶段发展规划的吻合性 

1）供排水建设在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 

中国政府在“十五计划（2001 年-2005 年）”中将加强城市供水能力，改造老旧供水设

施，增加供水量，提高水质作为重要任务。在污水处理方面，提出了城市污水处理率
3
达到

45％（人口超过 50 万的城市为 60％）的目标，还提到确保“三河三湖”水质达标，启动

长江上游、黄河中游、松花江流域的水污染综合治理工程，本项目的建设内容“提高污水

处理能力”被列为发展任务。在供水方面，提出了在地方城市新建自来水设施和改造老旧

设施，实现增强供水能力，保障清洁卫生供水，降低漏损率，从而节约水资源等目标。 

为此，陕西省“十五计划（2001 年-2005 年）”计划在西安市等主要城市增建污水处

理厂，并提出到 2005 年西安市污水集中处理率不低于 50％的目标。在供水方面决定进一

步促进地表水利用，扩大供水，保障供水安全。 

 

2）防洪治理在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 

在“十五计划（2001年-2005年）”中作为防洪治理工作的优先任务，提出了保障

主要城市及主要地区的防洪防灾安全，改善城市防洪减灾体系。同时要求在“十五”

期间，长江等7大河流的中下游干流及主要支流和湖泊要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

等，本项目的建设内容“提升防洪治理能力”被列为发展任务。根据中央政府的发

展方针，陕西省制定了“十五计划（2001年-2005年）”，提出推动河流防洪治理，

对病险水库进行除险加固，从而提高重要江河和城镇防洪能力的目标。 

 

（2）与后评估阶段发展规划的吻合性 

1）供排水建设在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 

“十二五规划（2011 年-2015 年）”制定了《“十二五”规划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2011 年-2015 年）》作为环境保护专项措施，其中设定了到 2015 年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85％的目标，鼓励中水回用等，继续加大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 

                                            
1 A：“非常高”；B：“高”；C：“存在一定问题”；D：“低” 
2 ③：“高”；②：“中等”；①：“低” 
3 污水处理率＝处理量÷污水总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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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陕西省“十二五规划（2011 年-2015 年）”为了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水平，提出

了到 2015 年县级城市全部建成污水处理设施，中等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85％，县级城市

达到 80％的具体目标。 

 

2）防洪治理在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 

中国国家“十一五规划（2006 年-2010 年）”提出了保障主要城市和主要地区的防洪防

灾安全，减轻洪涝灾害。接着在“十二五规划（2011 年-2015 年）”提出了进一步加强防

洪预警能力的目标，并出台了进一步细化该目标的《全国水利发展规划》（2011 年-2015

年）。在该规划中针对黄河等大江大河大湖提出了以下目标：（一）加强大江大河大湖及分

洪区等的治理；（二）防洪堤建设及入海口综合治理；（三）病险水库和闸门的除险加固等。 

   对此，陕西省发布了“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要求提高自来水普及率

及供水能力，进一步保障供水安全，并提出了全面实施《渭河全线整治规划》，提

升防洪能力的工作方向。 

 

3.1.2 与发展需求的吻合性 

（1）与立项阶段发展需求的吻合性 

1）供排水相关需求 

立项阶段，西安市自来水普及率为 85％，达到了一定水平，但部分地区使用的地下水水

源尚未达到国家饮用水的水质标准，卫生方面的影响令人担忧。加之郊区保障安全饮用水

的供水管网建设滞后，不仅阻碍了城市化发展，同时也危害了群众健康。 

另一方面，立项阶段（2003 年），西安市内污水处理率
4
只有 37％左右，大量污水未经处

理直接排放，导致西安市东西流向的渭河水质远低于国家标准，2001 年跌破国家Ⅴ类水

平
5
，水质污染情况十分严峻。 

综上所述，增强供水能力和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势在必行，本项目与亟待解决的发展需求

高度契合。 

 

2）防洪治理相关需求 

西安市在降雨较为集中的汛期（7-9 月），由于排水系统不完善导致道路积水，屡屡发生

交通瘫痪，对经济发展和卫生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特别是二十世纪 50 年代建成的三条

排水系统（太平河、漕运明渠、幸福渠）泄洪能力低、设施老旧等问题日益严重，无法满

                                            
4 污水处理率＝处理量÷污水总排放量 
5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将河流及湖泊等的水质分为Ⅰ-Ⅴ类。 

Ⅰ类：主要适用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Ⅱ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

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卵场；Ⅲ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

护区、一般鱼虾类保护区及游泳区；Ⅳ类：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

区；Ⅴ类：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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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城市排水和泄洪的要求，每降大雨必有水灾，对防洪治理的需求非常高。 

（2）与评估阶段发展需求的吻合性 

1）供排水相关需求 

2015 年西安市供水总人口超过 450 万人，比立项阶段增加了 1.9 倍。随着城市发展，

未来人口将继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亟需继续开展供排水基础设施建设。表 1 汇总了西安

市供排水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从中可以发现每一项都在逐年增加。同时，西安市已规划

了郊区的城市化建设，对供排水处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提出了新的要求。上述渭河水质虽

较立项阶段的劣Ⅴ类有所改善，但依然仅达到Ⅳ类水平，必须继续加强治理。 

 

表 1 西安市供排水概况 

 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 

1. 供水    
 供水能力（万立方米/天） 197.40 195.52 211.50 
 供水量（万立方米/年） 38,934 51,372 56,055 
 供水人口（万人） 394.10 444.35 463.05 
 供水管网总长（千米） 2,721.00 3,385.33 4,371.05 
 自来水普及率（％） 100 100 100 
2. 污水    
 污水处理能力（万立方米/
天） 

111.60 153.10 200.60 

 污水处理量（万立方米/年） 31,512 41,898 57,034 
 污水管网总长（千米） 4,043.00 4,629.70 4,984.94 
 污水处理率（％） 85.90 90.72 91.85 

资料来源：西安市统计年鉴 

 

2）防洪治理相关需求 

项目后评估阶段，排水系统综合治理使城市泄洪和排水更加顺畅，内涝灾害也得到缓解，

保障了城市安全。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西安市不断推进排水管网建设，但老城区依旧可

见传统的雨污合流方式，还存在排水管径过小导致通水能力低下等问题。同时排水管网的

普及率和覆盖密度低使得部分地区的排水管网超负荷运转等，今后有必要继续开展防洪治

理措施。 

下表是西安市年均降雨量和最大降雨量。年均降雨量的数值自 2005 年项目启动后并无

太大变化，而与洪涝灾害直接相关的年最大降雨量自 2011 年以后多次刷新项目实施前的

记录，由此可见在评估阶段洪水的发生概率依然非常高，防洪措施确实有实施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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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西安市年均降雨量及年最大降雨量 

单位：毫米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年均降雨量 541.4 561.6 698.5 525.1 660.3 504.4 

年最大降雨量 722.8 600.9 734.9 626.4 846.9 735.4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年均降雨量 423.6 426.7 423.9 660.3 551.6  

年最大降雨量 948.0 532.2 535.2 792.4 810.0  

参考 北京常年值     534.3  

资料来源：项目实施单位对提问表的答复 

 

基于这种情况，西安市目前正在筹划实施新的政策构想
6
，全面提高综合防洪能力，在防

洪治理方面的发展需求依然很高。 

 

3.1.1 与日本援助政策的吻合性 

立项阶段，日本对华援助政策“对华经济合作计划”（2001 年）提出了重视环境及生态

保护领域的合作方针。JICA“海外经济合作业务实施方针（2002 年度-2005 年度）”在“加

强扶贫措施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护环境以及治理污染等”重点领域中，明

确提出了开展供排水建设和解决水资源问题工作的必要性。 

在 2002 年制定的 JICA“国别业务实施方针”中，提到了开展水环境和水资源领域的合

作，特别将污水管网建设视为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组成部分，将其作为保障民间部

门正常运营的基础，予以高度重视。如上所述，本项目与日本援助政策具有极高的契合度。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立项阶段及后评估阶段完全符合中国的发展政策、发展需求和日本

的援助政策，相关性高。 

 

3.2 效率（评级：②） 

3.2.1 成果 

本项目成果的计划内容和实际内容如下表所示，虽然部分建设内容有更改和增加，但我

们认为基本上按计划实现了项目目标所需的成果。 

 

  

                                            
6 据本项目实施单位介绍，目前正在探讨创建“海绵城市”的试点方案，即提高城市防洪治理能力的

基础设施建设构想。具体来说是指城市基础设施的综合管理规划，涵盖了雨水蓄存、吸纳、蓄渗、排

放的像海绵一样具有弹性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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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成果的计划值和实际值 

子项目 计划值（2005 年） 实际值（2016 年） 

城市供水建设  

①铺设供水管道 260 千米 

②建设完善蓄水池、配水厂、

水质检测仪器、中控系统 

有部分变更 

①铺设供水管道 215 千米 

②蓄水池、配水厂、水质检测仪

器、中控系统 

袁乐村污水处理厂建设 处理能力 20 万立方米/天 按计划 

西南郊地区污水处理厂

建设 

 

①处理能力 8 万立方米/天 

②铺设污水管道 60 千米 

基本按计划 

①处理能力 8 万立方米/天 

②铺设污水管道 58.6 千米 

北郊污水处理厂建设  

①处理能力 10 万立方米/天 

②铺设污水管道 160 千米 

基本按计划 

①处理能力 10 万立方米/天 

②铺设污水管道 159.1 千米 

城市排水管网建设  

铺设污水管道 231 千米 

基本按计划 

铺设污水管道
7
 230 千米 

西北郊排水系统综合治

理 

 

① 排水渠建设 43 千米 

 

② 团结湖库区
8
排水渠治理 

12.675 千米 

有部分变更和增加 

① 排水渠建设 31.95 千米(计

划比 74％) 

② 团 结 湖 库 区 排 水 渠 治 理 

12.676 千米 

③ 增加：桥梁 3 座、天桥 2 座、

挡土墙护坡、水泵、闸门 

培训  

面向项目实施单位员工的赴

日培训 70 人 

基本按计划 

参加人员：本项目实施单位及所

有子项目单位 

第一期 20 人 

第二期 12 人 

第三期 25 人 

第四期 20 人 

共计 77 人 

（男性 63 人、女性 14 人） 

资料来源：计划值为 JICA 提供的资料，实际值为实施单位对提问表的答复 

 

在城市供水建设项目中，原计划的西南部地区管网不属于本项目实施单位辖区，因此取

消了这部分建设内容。其后随着城市规划的调整管道铺设地点也发生了变化，使辖区内供

水管网总长度比立项阶段稍有增加，但从最终结果来看，整个城市供水建设项目铺设管网

的总长度减少了。污水处理厂和污水管网基本上按计划建成。 

在西北郊排水系统综合治理项目中，排水渠总长度只有原计划的 74％，这是由于随着

城市化建设的发展，部分区域排水纳入城市排水管网进行统一管理，不再列入本项目建设

内容。同时，为方便群众日常生活出行，确保坝顶宽度，解决村庄排水问题，在治理区内

新增了桥梁和天桥等设施。 

 

                                            
7 城区主要是在第四污水处理厂、南郊主要是在第二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区内。铺设的污水管道除部分

地区外基本为分流式。 
8 JICA 提供的资料记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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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投入 

3.2.2.1 项目经费 

立项阶段计划的项目总经费为 383.96 亿日元（日元贷款 195.64 亿日元、国内配套资金

188.32 亿日元），实际总经费为 450.73 亿日元（日元贷款 183.24 亿日元、国内配套资金

267.49 亿日元），是立项阶段计划额的 117％，超出原计划。 

项目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人工费和原材料上涨，造成国内配套资金增加，特别是袁乐

村污水处理厂和西南郊地区污水处理厂分别增加了 73％和 50％。另外，据本项目实施单

位介绍，除人工费和原材料涨价外，实施单位还自筹资金负担了征地超出的费用。另一方

面，西北郊排水系统综合治理子项目由于取消了原计划利用日元贷款建设的部分内容，使

项目经费减少至原计划的 65％。 

 

3.2.2.2 项目时间 

立项阶段计划的项目实施时间为 2005 年 4 月-2011 年 10 月（79 个月）
9
，实际为 2005

年 4 月-2013 年 10 月（103 个月），远远超出了计划（实际值与计划值比为 130％）。延

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内部批复手续的延迟，以及污水处理厂建设地点的变更。各子项目延

期的原因如下。 

表 4 项目时间的延期原因 

子项目 延期原因 

城市供水建设 延期 2 年。相关部门的批复手续耗时较长。另外，由于需要配合城
市道路建设同时施工，其开工延期导致供水管道铺设作业延迟。 

袁乐村污水处理厂建
设 

延期 4 年 10 个月。原计划厂址有高压管线横贯等不利条件，选址上
出现的问题使建设地点发生变更。处理厂建设工程延期了 2 年零 1
个月，再加上后期在建设污泥消化槽时出现了技术性难题，导致完
工时间超出预期。 

西南郊地区污水处理
厂建设 

延期 4 年。当地市政道路建设的推迟使本项目的管网作业后延，同
时立项阶段认为只需要西安市政府审批即可，而实际上需要市、省、
国家各级相关部门对采购和竣工验收进行批复，这些手续的耗时超
出了原计划。 

北郊污水处理厂建设 延期 1 年 9 个月。郊区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导致必须更改原计划的厂
址。 

城市排水管网建设 延期 1 年。管网建设如期完工，但必须等待同期施工的道路建设完
工后，一并进行竣工验收，因而出现了延期。 

西北郊排水系统综合
治理 

延期 10 个月。桥梁和天桥、闸门等新增建设内容需要时间进行各方
面协调和实地勘测。 

资料来源：实施单位对提问表的答复 

 

3.2.3 内部收益率（参考数值） 

供排水项目的财务内部收益率（FIRR）是基于收入为水费、支出为项目经费和运营、维

护管理费、项目使用年限为 20 年的条件进行的重新计算。 

立项阶段对城市供水项目的预期 FIRR 为 9.5％，而后评估阶段 FIRR 为亏损。供水项目

是以市政府财政拨款支持为前提运营的公共事业，水费定价也维持较低水平，而供水成本

                                            
9 本项目结束的定义为所有子项目完成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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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比立项阶段有所上涨，受其影响项目收益性降低。因此从单个项目来看是亏损经营，依

靠市政府财政补贴和营业外收入
10
填补赤字。 

污水项目的预期 FIRR 分别为袁乐村污水处理厂 4.5％，西南郊地区污水处理厂 4.8％，

北郊污水处理厂 4.1％。但后评估实地考察时各子项目单位并未提供财务数据，无法重新

计算 FIRR。 

城市排水管网项目和西北郊排水系统综合治理项目，以收入为减轻洪涝灾害带来的效益、

支出为项目投资和运维管理费、项目使用年限为 22 年-50 年的条件，计算后得出的经济

内部收益率（EIRR）分别为 14.7％（城市排水管网项目）、14.4％（西北郊排水系统综合

治理项目），但由于难以确认计算项目完成后的效益所需详细数据，因此无法计算 EIRR。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项目经费和工期均超出了计划值，效率为中等。 

 

3.3 有效性
11
（评级：③） 

立项阶段项目的预期效果是“治理市内河流水污染，保障清洁卫生的供水以及减轻洪涝

灾害”。本次评估首先对项目的直接效果，即“增强供水能力”、“提高污水处理能力”、

“提升防洪治理能力”这些直接成果进行了评估，并将“保障清洁卫生的供水”，“有助

于治理市内河流水污染”，“减轻洪涝灾害”作为这些直接效果产生的辐射影响。 

 

3.3.1 定量效果（运用与效果指标） 

（1）增强供水能力 

立项阶段设定的项目运用和效果指标为本项目服务地区的供水量、供水人口和自来水普

及率。表 5 是各项指标的计划值和实际值。供水量和供水人口实现了立项阶段设定的计划

值，分别达到了计划值的 120％和 133％。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和节水器具的推广普及、

居民节水意识的增强等提高了用水效率，使供水量的增加略低于供水人口的增长。 

另外，与本项目同期实施的国内城市发展项目也开展了管网建设，使本项目实施单位实

现了辖区管网的全面覆盖。由此到 2015 年项目完成 2 年后，自来水普及率高达 95.4％，

可以说实现了“增强西安市供水能力”这一预期目标。 

  

                                            
10
 包括从干线管网连接到入户管道以及干线管网施工的收入，因地铁和道路施工需要供水管移位等的

工程委托费等。 
11 有效性的评级判断，也考虑了项目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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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本项目服务地区（西安市城区）供水量、供水人口、自来水普及率 

 基准值 计划值 实际值 

2003 年 2013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立项年 
项目完成 

2 年后 

项目完成

年 

项目完成 

1 年后 

项目完成 

2 年后 

运

用 

供水量（立方米/日） 696,000 1,323,000 1,492,159 1,493,589 1,591,000 

供水人口（人） 2,210,000 3,380,000 4,300,000 4,300,000 4,500,000 

效

果 
自来水普及率（％）注 1 84 92 91.2 91.2 95.4 

资料来源：基准值和计划值为 JICA 提供的资料，实际值为西安市自来水公司对提问表的答复。 

注 1：自来水普及率＝供水人口／西安市城区人口 

 

水压和水质等供水稳定性也得到了提高。对本项目实施单位的访谈调查结果显示，本项

目服务地区的水压很稳定，水厂配水口的平均水压为 0.5 兆帕，而同一地区西安市的水压

曾经为 0.36 兆帕
12
。本项目实施前供水能力不足，夏季曾采取过限时供水等措施。而在本

项目完成后，实现了 24 小时不间断供水，不再限时限量。 

水质方面，主要项目的检测值均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 13，实现了清洁安全的供水。 

 

 

图 2 水质检测设备 

 

图 3 中控室 

 

（2）提高污水处理能力 

立项阶段对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设定的目标是针对全市的污水处理系统。因此对本项

目的评估是根据本项目在全市指标中的占比进行的评估。但运用指标所设定的污水处理服

务人口没有公开的统计数据，且实施单位也表示没有该项数据，因此采用的替代办法是利

用污水处理量变化来确认效果。另外，效果指标所设定的排放口（渭河）水质改善情况，

如上所述将在“影响”一章中作为“治理市内河流水污染”予以分析。 

                                            
12 日本自来水的水压因所处地理条件而有所不同，一般在 0.05 兆帕-1.0 兆帕之间。 
13
 西安市建立了可信度很高的水质监测体系。本项目通过引进水质检测设备，使国家饮用水标准规定

的 106 项全项检测成为可能，水质检测分析能力亦有所提高。目前市内设置了 40 处在线自动监测点，

可将监测数据实时传送到中控室，随时确认水质有无异常。除此之外水质检测人员每月 2 次在 120 处

监测点取样进行水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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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指标的计划值和实际值如下表所示。本项目建设了 3 家污水处理厂，累计处理能力

达到 38 万立方米/天。到本项目结束时占整个西安市污水处理能力的 25％左右，实际污

水处理量占全市的 20％，这在人口超过 800 万的西安市污水处理体系中发挥着何等重要

的作用可见一斑。在污水处理率方面，与同期实施的其他污水处理项目叠加在一起，将预

期 76％的计划值大幅提高至 92％，可以说本项目为提高西安市的污水处理能力做出了重

要贡献。 

 

表 6：西安市的污水处理能力 

 指标名称（单位） 基准值 计划值 实际值 

2003 年 2010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立项年 
项目完成 

2 年后 

项目完成

年 

项目完成 

1 年后 

项目完成 

2 年后 

运
用 

污水处理能力（万立方米/天） / / 153.1 153.1 200.6 

其中本项目占比 / / 24.8％ 24.8％ 18.9％ 

污水处理量（万立方米/年） / / 41,898 47,907 57,034 

其中本项目占比 / / 19.8％ 19.0％ 17.2％ 

污水处理率（％）注 1 37 76 90.72 92.71 91.85 

资料来源：基准值和目标值为 JICA 提供的资料，实际值为西安市统计年鉴和实施单位对提问表的答复。 

注 1：污水处理率＝处理量÷污水总排放量（整个西安市的污水排放量） 

 

1）本项目所建各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 

为理清本项目所取得的效果，在表 7 中分别列出了本项目所建袁乐村污水处理厂、西南

郊地区污水处理厂及北郊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量和设施运转率。项目完成后设施运转率

稳步增长，到 2015 年袁乐村污水处理厂和西南郊地区污水处理厂的设施运转率分别达到

87.2％和 84.7％。 

 

表 7：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量和设施运转率 

 实际值 注 1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袁乐村污水处理厂 

（处理能力 20 万立

方米/天） 

污水处理量*（万立方米

/天） 
n/a 13.34 13.77 15.76 17.20 17.44 

设施运转率**（％） n/a 66.70 68.85 78.80 86.00 87.20 

西南郊地区污水处

理厂（处理能力 8

万立方米/天） 

污水处理量（万立方米/

天） 
3.30 3.90 4.60 4.70 5.60 6.80 

设施运转率（％） 41.30 49.20 57.60 59.10 69.40 84.70 

北郊污水处理厂 

（处理能力 10 万立

方米/天） 

污水处理量（万立方米/

天） 
0.50 0.70 0.95 2.25 2.17 2.61 

设施运转率（％） 5.00 7.00 9.50 22.50 21.70 26.10 

资料来源：实施单位对提问表的答复 

*污水处理厂接收并处理的日均污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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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污水处理量÷设备处理能力 

注 1：粗线框是各子项目完成年份。 

注 2：袁乐村污水处理厂正式投产是 2011 年 1 月，但污泥消化槽的启动是在 2013 年，因此整个项目的

完成年份为 2013 年。 

注 3：西南郊地区污水处理厂正式投产是 2009 年 5 月，但包括管网建设在内整个项目的完成年份为 2012

年。 

 

另一方面，北郊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量在项目完成后虽处于逐步增加的趋势，但 2015

年的实际处理量很低，只有设计能力的 30％。据实施单位介绍，这是由于城市开发滞后导

致工厂从市中心向开发区搬迁的工作止步不前所致。西安市制定了到 2025 年前实现工厂

搬迁的规划
14
，到那时预计北郊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量将达到 9.8 万立方米/天。城市发

展规划中这些工厂的搬迁已经确定，执行的可能性非常高，因此从中期发展前景来看北郊

处理厂的污水处理量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综上所述，2 家处理厂的设施运转率超过 80％稳步增长，北郊处理厂虽然接纳的污水量

还没有达到计划值，但 3 家处理厂的平均运转率亦达到了 70％。再加上不久的将来北郊

处理厂的运转率很有可能提高，因此我们认为项目总体来说运行情况良好。 

 

2）本项目所建各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水水质 

各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水水质如下表所示。袁乐村处理厂和西南郊地区污水处理厂自 2013

年开始，北郊污水处理厂自 2015 年开始，对排放水水质执行比立项阶段更为严格的排放

标准，即国家 1 级 A。处理后水质的主要污染物均达到国家 1 级限值 A 标准，取得了减排

效果。 

表 8：各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水水质 

  单位：mg/l 

处理厂 
排放水水质

注 1 

国家标

准 注 2 

实际值 注 3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袁 乐 村

污 水 处

理厂 

COD 浓度 50 - 27.7 24.1 22 21 19 

BOD 浓度 10 - 10 9 7 7 7 

NH3-N 浓度 5 - 1.63 0.91 0.93 0.973 1.054 

西 南 郊

地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COD 浓度 50 27 23 33 25 20 21 

BOD 浓度 10 5 2 2 3 2 2 

NH3-N 浓度 
5 1.17 1.01 0.77 0.52 1.218 0.854 

北郊 

污 水 处

理厂 

COD 浓度 50 - - 47.6 33.9 29.0 35.2 

BOD 浓度 10 - - 14.6 15.5 13.9 8.6 

NH3-N 浓度 5 - - 4.40 1.21 0.79 0.70 

资料来源：实施单位对提问表的答复 

注 1：水质指标 COD（chemical oxygen demand）为化学需氧量，BOD（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14 根据 2012 年制定的《西安市渭北工业区产业发展规划》，未来市中心的工厂将全部迁至产业园区，

预计到 2020 年以前将搬迁 23 家，到 2025 年以前将搬迁 3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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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化需氧量，NH3-N（ammonia nitrogen）为氨氮。 

注 2：国家 1 级限值 A 标准规定的环境标准值 

注 3：粗线框是开始执行国家 1 级限值 A 标准的年份。实际值是各污水处理厂正式投产后的数值。国家

标准及实际值为各水质浓度的平均值。 

 

（3）提升防洪治理能力 

立项阶段将每年因决堤和溢流引发的洪水灾害时间作为排水系统综合治理项目的运用

和效果指标。但据西安市防洪抗旱指挥办介绍，项目完成后西安市再未发生过洪水灾害。

本项目所建排水系统占整个西安市城区排水系统的 80％，虽然曾出现过与项目实施前造

成洪水灾害的降雨同等程度的降雨，但未引发严重的洪水灾害，由此可以推断本项目取得

了效果。为了更加准确分析项目效果，在评价“提升防洪治理能力”时，对排水系统的处

理能力等直接功能的建成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对照预期效果进行了评估。具体来说，将历

年最大流量是否在排水系统的过洪能力
15
范围内，以及是否开展了妥善的维护管理作为判

断标准。 

下表为立项阶段和后评估阶段排水系统的过洪能力。项目实施前，本项目要治理的各排

水系统过洪能力分别为太平河 30 立方米/秒、漕运明渠 30 立方米/秒、幸福渠 15 立方米

/秒。项目建成后这些河段过洪能力均得到明显改善，平均提高了 2.2 倍。 

 

表 9：各排水系统的过洪能力和流量 

单位：立方米/秒 

排水系统 

过洪能力 流量 

立项阶

段 

评估阶

段 

2010

年 

完成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太平河 30 92       

年最大流量 - - 61 83 54 66 51 69 

过洪能力－年最大

流量 

- - 31 9 38 26 41 23 

漕运明渠 30 66       

年最大流量 - - 43 64 39 41 38 51 

过洪能力－年最大

流量 

- - 23 2 27 25 28 15 

幸福渠 15 69.7       

年最大流量 - - 36 65 37 43 35 54 

过洪能力－年最大

流量 

- - 33.7 4.7 32.7 26.7 34.7 15.7 

资料来源：实施单位对提问表的答复 

 

从上表可以看出各排水系统最大流量和过洪能力之间的差
16
。据实施单位介绍，虽然未

掌握 2010 年 3 个排水系统治理完工前的流量数据，但项目实施前市区每次发生 20 毫米-

                                            
15 是指能够安全泄流洪水的最大流量。 
16 年最大流量如果低于过洪能力，就意味着河水安全流下，不会出现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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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毫米短时强降雨时，均会出现决堤、溢流和积水等洪涝灾害。而本项目完成后，每年的

年最大流量均未超出过洪能力，由此可见排水都得以安全泄流。同时在“相关性”一章中

也已经提到，西安市的降雨量自项目立项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可以确认在目前

的标准性气象条件下溢流和决堤等风险已大大降低。 

本项目建设的排水系统定期开展维护管理，可以判断其具备保障安全过洪等设计能力。

（详细内容参照 3.5 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虽然要定量分析“减轻洪涝灾害”的效果存在制约因素，但项目建成了具备

预期防洪能力的排水系统，可以认为排水系统综合治理的成效很高。 

 

3.3.2 定性效果（其他效果） 

中水回用和污泥的再生利用是本项目预期的循环再利用效果，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1）尾水的再生利用 

目前中水回用正处于研究阶段，尚未实现尾水的循环利用。西南郊地区污水处理厂将中

水用于街道两旁树木的绿化用水等，目前正在研究未来污水处理厂区内中水回用的详细技

术方案。 

 

（2）污泥的再生利用 

污水处理后的污泥经过一次处理
17
后全部按计划委托第三方进行深度处理，主要作为瓷

砖、砖块、堆肥等的原材料进行再生利用。在本项目中袁乐村污水处理厂安装了污泥消化

槽，具备通过污泥发酵生成甲烷沼气用于厂区内供热的条件。但在实地考察时发现由于搅

拌机故障导致消化槽从 2015 年年底后就已停止运行，据介绍具体故障原因尚在调查中。 

 

图 4 运送污泥的卡车 

 

图 5 袁乐村污水处理厂的污泥消化槽 

 

                                            
17利用离心分离机将脱水处理后的污泥含水率降至 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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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影响 

3.4.1 影响的显现情况 

本项目设定的影响是“保障清洁卫生的供水”、“治理市内河流水污染”、“减轻洪水

灾害”，从而改善西安市的水环境。针对这些影响，我们对本项目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

析。 

（1）保障清洁卫生的供水 

1）水质 

在“有效性”一章已经提到，本项目推动了供水管网的建设，使自来水普及率基本上达

到了 100％。所有水质检测项目均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证明其可作为自来水使用。另外

供水管网的建设扩大了供水范围，本项目实施后西安市全面关停了所有自备井，为清洁卫

生的供水创造了条件。 

 

2）水因性疾病的减少 

要佐证说明水因性疾病的减少与本项目成效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比较困难，但到目

前为止西安市水因性疾病呈减少趋势。对比 2005 年和 2015 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即便西安

市总人口在不断增加，但肝炎患者与痢疾患者的人数分别减少了 9519 例和 5890 例。虽然

无法明确证明其存在因果关系，但通过本项目实现了清洁卫生的供水，很可能有助于减少

痢疾等水因性疾病的发生。 

 

（2）水污染的改善 

本项目是西安市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所建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约占整个西

安市区的四分之一，对控制市区河流的水体污染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本项目实施前西安郊

区没有污水处理厂，基本上所有污水都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流。本项目在西南郊和北郊建

设污水处理厂，使外围组团拥有了独立的污水处理系统，可以说本项目为治理中心市区和

外围组团的河流水污染做出了贡献。 

下表是通过实施本项目削减的污染物估算量以及在全市减排量中的占比。本项目削减的

污染物在年减排总量中所占的比例，2010年-2015年的平均值达到 COD29.1％、NH3-N22.4％。

本项目所建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占全市的两成以上，可以说本项目在全市污染物减排方

面的表现远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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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污染物减排量 

 实际值 注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本项目

完成年 

2014 年 2015 年 

本项目 COD 减排量（吨/年） 4,964 32,941 39,013 42,049 41,882 44,993 

本项目 NH3-N 减排量（吨/年） 462 2,421 2,654 2,954 3,065 3,397 

西安市 COD 减排量中 

本项目的占比 
4.4％ 38.9％ 48.0％ 44.8％ 29.3％ 23.4％ 

西安市 NH3-N 减排量中 

本项目的占比 
5.4％ 26.6％ 33.5％ 31.4％ 22.9％ 18.4％ 

资料来源：本项目的减排量数据为实施单位对提问表的答复，西安市的减排量为西安市统计年鉴。 

注：3 家污水处理厂在 2013 年全部完工投产。 

 

本项目处理的这些污水原本未经处理全部流入渭河支流。据陕西省环保厅介绍，2006 年

渭河水质属于劣Ⅴ类，2015 年有所改善上升为Ⅳ类。除本项目外，河流水质在很大程度上

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很难找出与本项目非常密切的因果关系，但考虑到本项目的处理

能力在全市中占比较大，可以推断本项目为改善渭河水质做出了一定贡献。 

 

（3）洪涝灾害的减轻 

西安市有 5 大排水系统，除西安市区的东部地区外，大部分市区的雨水和污水最终汇入

本项目建设完善的皂河、漕运明渠和幸福渠，这 3 条排水渠承担着西安市区 80％以上的

排水任务
18
。太平河（皂河支流）、漕运明渠和幸福渠在全市防洪防涝体系中发挥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可以说本项目开展的排水系统综合治理对于减轻全市洪涝灾害方面产生了巨大

的效果。 

除此之外，城区排水管网的建设大大降低了内涝风险，在 2005 年项目立项阶段，西安

市城市排水管网的防洪标准（重现期）为 1.5 年（部分地区是 3 年一遇），到后评估阶段

防洪标准已提升为 5 年一遇。 

正如在“相关性”一章所述，西安市降雨量自立项阶段至今没有太大变化，目前洪涝灾

害发生的危险系数也与立项阶段差不多。而另一方面排水系统和排水管网建成后极大提高

了排水能力，迄今为止没有发生河道溢流等洪水灾害，由此可以判断本项目在减轻全市洪

涝灾害方面显现出了影响。 

由于项目完成后未发生过严重水灾，无法根据实际效果来验证本项目在减轻洪涝灾害方

面产生的直接影响。因此在实施单位的协助下，我们针对以往洪涝多发地区，在当地住户

名单中随机任意抽取 120 位居民，开展了受益者调查
19
，对排水系统的治理效果进行了确

认。 

                                            
18 南部、西部、西北部的雨污水全部经太平河、皂河流入渭河，老城区的雨污水主要由团结湖经漕运

明渠流入渭河。东北部地区的雨水、污水经幸福渠流入渭河。 
19 针对本项目实施前洪涝灾害多发地区西安市太平河入皂河流域沙河滩村以及下游流域的八兴滩村的

120 名居民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了受益者调查。受访者中，男性占 77％、女性占 23％，年龄分布

为 20-29 岁 3％、30-39 岁 23％、40-49 岁 38％、50-59 岁 33％、60-69 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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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者调查结果显示，回答“过去曾受灾”的 70 人全部有农田被淹的经历。而关于 2010

年以后的洪涝灾害情况，120 名受访者均表示农田被淹情况大有好转，98％的人回答泥石

流、滑坡、房屋被淹或地板浸水等情况也有明显改善，还有 94％的人表示对水灾的担心减

少了。 

另外，120 名受访者中有 116 人（97％）表示河流周围的环境变好了，剩余 4 人回答有

所改善。实施单位也反映河流环境得到了实质性改善，在水渠整治前这里曾散发强烈臭味，

而现在恶臭消失，水质也得到了改善，开始有鱼类栖息了。 

 

3.4.2 其他正面、负面的影响 

（1）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项目启动前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结果显示，没有一个子项目对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的

负面影响或危害。同时，对于部分子项目增加建设的成果，也事先确认了其对环境没有特别影响。 

项目实施过程中，为防止污水处理厂产生异味，将相关设备安装于室内，并配备了除臭设备等。

另外，西南郊地区污水处理厂在厂界处设置了监测点，检测臭气指数，确保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限值。除此以外，环保局对所有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水水质进行在线实时监测，并开展定期入厂检

查等，建立了严格的监管体系。并未接到当地居民的投诉等，亦未对自然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2）居民搬迁及征地 

1）居民搬迁 

所有子项目均按计划执行，未发生居民搬迁。 

 

2）征地 

实际征地面积 223.8公顷，计划比为 118％。从各子项目的征地面积来看，袁乐村和北郊污

水处理厂分别比原计划增加 36％和 43％。征地面积超出计划的原因是袁乐村除建设用地外，还

配套征用了道路和绿化用地。而北郊污水处理厂由于原厂址变更，需要占用部分村庄面积，遂

以村为单位进行了征地
20
，城市供水项目受城市规划调整的影响，出现了供水管道铺设线路改线

的情况，致使实际征地面积远超预期，计划比高达 800％。出现以上情况的子项目均按照国内

相关法律规定，事先向居民进行说明并予以赔偿等，顺利完成了征地工作。 

 

（3）其他正面、负面影响 

本项目治理的团结湖库区，过去环境极其脏乱，垃圾成堆，污水四溢。经过本项目对排

水系统进行整治后面貌焕然一新，水清景美，目前已成为市民的休闲之地，所在景区还被

列为了国家水利名胜区。同时，西安市政府为提高市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此建设了

西安市水土保持科普体验馆作为配套设施，向居民免费开放。对此，项目实施单位负责人

表示附近居民的环保意识显著提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 征地的村庄为村集体所有的非居住用地，并无村民实际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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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实施的赴日培训结束后，西安市和京都市将雨污合流管道的改造作为今后合作的

主题，就继续开展水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 2010 年和 2011

年西安市与京都市实施了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等，搭建起了两市加强合作的桥梁。 

 

综上所述，本项目基本上取得了预期效果，有效性和影响评级为高。 

 

3.5 可持续性（评级：③） 

3.5.1 运营、维护管理体制 

按立项阶段的设计，由西安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受市政府委托统筹负责本项目采购和施工的管理和监督工作，由自来水公司、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等实施单位分别作为各子项目的运营主体。在后评估阶段，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更名为西安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但本项目主要负责人自立项阶段起

从未改变，始终负责与各实施单位进行联络和协调，并对负责项目运维管理的单位进行监

督和管理，本项目的实质性运营始终未出现大的变动。有部分子项目实施单位的体制和名

称等发生了变化，但各单位作为国有企业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且各实施单位均表示未来

没有民营化的计划。从中长期来看还将继续保持现在的运营机制。 

 

3.5.2 运营、维护管理技术 

（1）运营、维护管理的技术水平 

供排水方面，各子项目实施单位均从过去一直从事设施运行的人员中择优录取具备一定

技术和经验的人员。包括日元贷款项目在内，供排水设施所采用的技术工艺及设备均为中

国国内广泛采用的标准性工艺和设备，从事西安市供排水工作的技术人员在运营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和技能，具备运维管理能力。同时还建立了培养技术人员和员工的内部培训

机制，开展运营管理和设备操作等培训和技能训练，除要求在培训和训练结束后参加笔试

或技能考试外，还规定必须取得相应的设备操作资格后方可持证上岗等。此外，还积极开

展技术人员之间的技术转移工作等，建立机制保持技术水平始终处于较高水准，技术水平

基本没有问题。 

 

（2）运营、维护管理的规章制度建立情况 

在实地考察时从运维管理方法以及出现故障时的应对办法、汇报联络机制等有无形成公

司内部的规章制度，有无贯彻等角度对各子项目单位进行了访谈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子项

目单位均建立了运维管理的规章制度，员工之间对业务形成了统一认识，对规章制度的理

解程度都很高。另外，还发现设备检修记录、水质监测记录等均保存完好，定期检修保养

制度得到了落实。 

综上所述，本项目能够确保运维管理人员应达到的技术水平，并形成了开展维修保养工

作的运维机制，可以认为本项目在技术方面的可持续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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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运营、维护管理财务 

下表是西安市年度预算以及其中划拨到涉水领域的经费及其所占比重。正如在“相关性”

一章中提到的，市政府自项目启动后也一直开展供排水基础设施建设，并作为西安市发展

的重点领域持续给予财政方面的支持。供排水项目作为公共事业，财务运营模式主要依靠

政府补贴和政府支持。考虑到西安市财政拨款的增长和规模以及对涉水领域稳定的财政投

入，目前可以推断出现大问题的可能性较低。 

 

表 11 西安市财政预算 

单位：万元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一般性财政预算 4,945,750 5,974,937 7,298,119 8,195,366 9,172,400 

涉农、涉林、涉水财政拨款 注
1 

387,899 451,053 499,357 487,646 566,231 

比重 7.8％ 7.5％ 6.8％ 6.0％ 6.2％ 

资料来源：西安市统计年鉴 

注 1 由于无法确认涉水专项财政预算数据，故用上述数据代替。 

 

各子项目财务情况如下。 

（1）供水项目 

目前仅靠自来水水费收入无法满足运维管理费用的要求，略有亏损。但如表 12 所示，

水费回收率比较高，达到 99.5％-99.8％，近两年包括自来水水费收入和营业外收入在内

的销售总额超过了总支出，收支达到平衡。 

 

表 12：收入及水费回收率 

单位：万元 

 2014 年 2015 年 

总收入 94,951 99,110 
自来水费收入 80,460 88,831 
营业外收入 14,491 10,279 

总支出 注 1 82,958 91,978 
水费回收率 99.65％ 99.68％ 

资料来源：实施单位对提问表的答复 

注 1：包括运营、维护管理费用、人工费等 

 

供水项目作为城市公共事业，如果运维管理费用存在缺口，将由市政府的财政补贴填补

不足。但后评估阶段尚未发现其必要性。鉴于上述西安市稳定的财政情况，可以认为财务

方面的可持续性没有问题。 

 

（2）污水处理厂、排水管网、排水系统综合治理项目 

污水处理、防洪、城市排水项目并非作为独立的收益项目运营，而是由市政府旗下国有



21 

 

企业开展运维管理，因此实施单位没有详细的财务数据，或者表示不能对外公开。根据我

们对子项目实施单位开展访谈调查所掌握的信息，就以下财务运营情况进行了确认： 

1) 污水费由自来水公司在收缴自来水费时一并代收，收费率也比较稳定； 

2) 西南郊地区污水处理厂没有污水处理费收入，维护管理费由高新区管委会以补贴的形

式全额拨款； 

3) 袁乐村和北郊污水处理厂将污水费收入和政府补贴合计作为维护管理费。 

 

结合上述情况，分析污水处理项目整体的财务情况，可以判断虽然直接污水处理的盈利

性非常低，但运营维护管理费用有政府补贴作为保障，其稳定的财务基础将得以持续。 

综上所述，西安市财政对供排水、排水项目的运营、维护管理的必要支出提供资金保障，

对实施单位的访谈调查了解到，目前有望继续得到政府的财政补贴支持，运营、维护管理

方面的可持续性没有问题。 

 

3.5.4 运营、维护管理情况 

项目完成后各子项目的运维管理情况良好，设备和器材运行顺利。备件、维修保养的技

术人员和服务均可在国内采购解决，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问题。在实地考察时对运营管理

负责人进行了采访，并对子项目各种设备开展的运维管理进行了确认。详细内容归纳如下。 

 

表 13 运营、维护管理情况 

子项目 运营、维护管理情况 

城市 供水 建设
项目 

对氯消毒设备、卷扬机、水泵、电气设备和净水池开展定期巡检和日常检
查。负责运营、维护管理的西安市自来水公司内设水质管理部，开展国家
规定的 106 项水质检测，检测结果汇总成水质检测报告存档备案，并向环
保局等监管部门汇报。 

袁乐 村污 水处
理厂建设项目 

熟悉掌握日常维修保养、检查、监测等各项工作规定的内容，并在形成统
一认识的基础上开展运营、维护管理。处理厂每天都采样并检测水质。本
项目建设的污泥消化槽由于搅拌器故障自 2015 年年底开始一直处于关闭
状态，但处理厂本身的运营没有出现问题。 

西南 郊地 区污
水处 理厂 建设
项目 

运营、维护管理工作主要以巡检和每月 1 次的维修保养为主。为验证处理
工艺是否合理，每月 1 次将处理后的水样送到国家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水
质检测。 

北郊 污水 处理
厂建设项目 

开展定期巡检，确认设备的运行情况和水质监测仪的数据等。处理厂的实
验室每天对尾水水质进行检测，并与在线监测设备的数据进行核对，确认
设备有无异常。 

城市 排水 管网
建设项目 

每月 1 次定期对管道巡检，并在强降雨和降雪前加大巡检力度，每月 1 次
进行雨水采样。 

西北 郊排 水系
统综 合治 理项
目 

通过每天的清扫和每月 1 次的巡检定期更换零部件并确认水质情况。在易
发生暴雨的季节会事先留意天气预报，并增加巡检次数，监测水位的变化
等。巡检过程中发现异常或溢流时，将派遣救援小组赶赴现场，并通知附
近居民疏散。 

资料来源：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实地采访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运维管理在体制、技术、财务等方面均没有问题，本项目显现的效

果可持续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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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及建议、经验及教训 

4.1 结论 

本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在陕西省西安市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供水管网及排水系统等，治理

市内河流水污染，保障清洁卫生的供水，减轻洪涝灾害，从而为改善西安市的水环境做出

贡献。从立项阶段一直到评估阶段，本项目与中央、省级以及市级发展政策和发展需求相

吻合，相关性高。本项目所建设备运行良好，供水量、污水处理量、污染物减排量、排水

系统的排涝能力等主要指标都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可以说本项目为增强城市供排水和防洪

能力发挥了有效作用。在保障清洁卫生的供水，治理市内河流水污染，减轻洪涝灾害方面

本项目的贡献也可见一斑，鉴于此可以说项目的有效性很高，产生的影响很大。由于项目

经费和工期都超出了原计划，故效率为中等。在可持续性方面，体制和技术能力均没有大

问题，西安市政府对供排水、排水系统工程的财政投入稳定，本项目作为公益事业享受稳

定的财政补贴以开展日常运营，今后也有望继续得到财政补贴的支持，鉴于此，本项目的

可持续性很高。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综合评价为非常高 

 

4.2 建议 

4.2.1 对实施单位的建议 

袁乐村污水处理厂的污泥消化槽自 2015 年年底停止运行后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设备的

老化令人担忧。除了进行调试使其恢复性能外，有必要尽早研究采取预防老化的措施并为

设备启动制定中短期工作计划，如委托厂家提供短期技术支持以保持设备状态等。 

4.2.2 对 JICA 的建议 

 无 

 

4.3 教训  

充分利用日元贷款的相关政策提高开发效果 

正如在“有效性”一章中提到的，在子项目西北郊排水系统综合治理项目结束后，通过

市政府后续的努力，充分利用项目所建排水系统（团结湖库区）建设了配套设施（西安市

水土保持科普体验馆）。西安市政府将日元贷款取得的成果作为带动环境治理相关举措的

催化剂，通过对外展示这一成果，争取国内资金，陆续开展一系列环境治理项目等，实现

其提高日元贷款项目效果的目的。 

在提升日元贷款的投入效果方面，希望项目实施单位能够先研究如何进一步提升开发效

果的方案:形成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综合发展规划和政策等高度契合的项目，将日元

贷款的成果作为带动后续发展规划的推动力，吸引更多的投入，取得更大的开发效果。 

 

终 



项目构成、报告书初稿 

201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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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计划值和实际值比较 

项目 计划值 实际值 

①成果 

城市供水建设 

 

 

 

袁乐村污水处理厂 

 

西南郊地区污水处

理厂 

 

北郊污水处理厂 

 

 

城市排水管网建设 

 

西北郊排水系统综

合治理 

 

 

 

 

培训 

 

 

①铺设供水管网 260千米 

②建设完善蓄水池、配水厂、水

质检测仪器、中控系统 

 

处理能力 20万立方米/天 

 

①处理能力 8万立方米/天 

②铺设污水管网 60千米 

 

①处理能力 10万立方米/天 

②铺设污水管网 160千米 

 

铺设污水管网 231千米 

 

①排水渠建设 43千米 

② 团 结 湖 库 区 排 水 渠 治 理 

12.675千米 

 

 

 

面向项目实施单位员工的赴日

培训  70人 

 

①铺设供水管网 215千米 

②按计划 

 

 

按计划 

 

①按计划 

②铺设污水管网 58.6千米 

 

①按计划 

②铺设污水管网 159.1千米 

 

铺设污水管网 230千米 

 

①排水渠建设 31.95 千米 

②团结湖库区排水渠治理 12.676

千米 

③桥梁3座、天桥2座、挡土墙护坡、

水泵、闸门 

 

本项目实施单位及所有子项目单

位员工共计77人（男性63人、女性

14人） 

②项目时间 

 

2005年4月-2011年10月 

（79个月） 

2005年4月-2013年10月 

（103个月） 

③项目经费 

  日元贷款 

  国内配套资金 

 

  共计  

  其中日元贷款 

  换算汇率 

 

195.64亿日元 

    188.32亿日元 

 

383.96亿日元 

    195.64亿日元 

1元＝13.3円 

（截至2004年9月） 

 

183.24亿日元 

    267.49亿日元 

（19.16亿元） 

450.73亿日元 

    183.24亿日元 

1元＝13.96円 

（2005年-2013年平均） 

④贷款结束 2014年7月 

 

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