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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始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固政办〔2022〕28 号

固始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固始县畜禽养殖粪污综合治理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相关单位：

《固始县畜禽养殖粪污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

意，现予印发，请认真抓好落实。

固始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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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始县畜禽养殖粪污综合治理
实 施 方 案

为扎实推进我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切实改善农村生

态环境，促进畜禽养殖业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

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

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贯

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河南省水污染防治

条例》为宗旨，以推进畜禽养殖方式转变为目的，大力开展畜

禽养殖污染治理，规范畜禽养殖行为，推广种养结合的生态畜

牧业发展模式，推行“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治理方式，

实现畜禽养殖污染物资源化再利用，促进农村环境与规模养殖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治理对象

治理对象为全县畜禽规模养殖场和专业养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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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标任务

到 2025 年，全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4%以上。

四、治理标准

（一）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标准

1.规模养猪场粪污治理标准

（1）推广干湿分离工艺，有条件的场配套建设沼气池；

（2）雨污必须分流（雨水与污水不得走同一个管道）；

（3）具有防渗、防溢、防雨功能的固体粪便暂存场；

（4）具有防渗、防雨、防溢流功能的污水储存池。

2.规模养牛场粪污治理标准

（1）全部采取干清粪（人工干清粪、机械干清粪）；

（2）雨污分流（雨水与污水不得走同一个管道）；

（3）具有防渗、防溢功能且能满足 2-3 个月储量的污水

储存池；

（4）具有防渗、防溢、防雨功能的固体粪便暂存场。

3.规模养鸡场粪污治理标准

（1）全部采取干清粪（人工干清粪、机械干清粪）；

（2）具有防渗功能且能满足 2-3 个月储量的沉淀池；

（3）具有防渗、防溢、防雨功能的固体粪便暂存场。

（二）专业养殖户粪污治理标准

养殖专业户粪污治理标准参照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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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大中型养殖企业实施沼气发电工程，实现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大力推广种养结合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

粪便暂存场和沉淀池的大小应与养殖规模相配套，具体建

设标准，参考外地做法，结合我县实际，另行制定。

五、治理时限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2 年 6 月 1 日—2022 年 9 月 30

日）

各乡镇办事处参照本方案制定相应方案，成立领导小组，

对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工作进行全面宣传、发动。

（二）调查摸底阶段（2022 年 10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县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

各乡镇办事处对辖区内畜禽养殖规模、现状进行摸底调查，摸

清底数、掌握情况，分类列出整治名单，确定治理对象和范围。

（三）集中整治阶段（2023 年 1 月 1 日—2025 年 9 月 30

日）

各乡镇办事处按照方案要求，针对调查摸底的情况分类开

展治理工作。位于禁养区内的规模养殖场要全面完成关闭搬

迁，非禁养区内养殖场（户）要全面达到治理标准。

（四）检查验收阶段（2025 年 10 月 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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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禁养区内的规模养殖场要全面关闭搬迁、停止生产；

非禁养区内养殖场（户）要全面达到治理标准，按照《畜禽养

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和《畜禽养殖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及本方案要求建设污染治

理设施，实现零排放或达标排放。

2、达到治理标准的规模养殖场（户），经验收合格后，

由环保部门发放排污许可证。拒绝整治或验收不达标的规模养

殖场（户），由环保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并重新明确治理

期限，逾期仍不达标的，由县政府授权各乡镇办事处对其实施

关停整改。县政府已宣布关停整改的规模养殖场（户），农业

农村部门对其停发耳标、不予受理动物检疫申报和出具动物检

疫合格证明，取消一切养殖扶持政策。

六、职责分工

坚持属地管理的原则，各乡镇办事处是畜禽养殖污染综合

治理的主体和具体实施者，按照“一场一策”、“一场一档”

原则，要搞好排查摸底，加大政策宣传，负责落实整治、关停、

搬迁、拆除等工作。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全县畜禽养殖废弃物综

合利用的指导和服务，对达不到治理要求的企业，撤销防疫条

件合格证。市生态环境局固始分局是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执法

主体，负责对全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管，要加大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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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力度，对未达到粪污治理标准的畜禽养殖场（户）实施处

罚、关停等。县供电公司负责对在规定时间内未达到治理目标

任务的养殖场（户）或禁养区内未关停、搬迁的养殖场（户）

断电。县水利局对在规定时间内未达到治理目标任务的养殖场

（户）或禁养区内未关停、搬迁的养殖场（户）用水进行查封。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对畜禽养殖场用地的审查，依法查处违法用

地行为，对禁养区养殖场需要搬迁的，合理安排养殖用地，避

免因为养殖用地解决不到位而影响搬迁进度。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负责对在规定时间内未达到治理目标任务的养殖场或禁养

区内未关停、搬迁的养殖场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县财政局负责

将养殖场污染治理和关闭搬迁奖补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建立专

账，及时拨付。县公安局负责查处暴力抗法、阻碍执行公务及

其他违法行为。县法院要抽调专职办案人员，对畜禽养殖污染

综合治理过程及禁养区内养殖场（户）关闭和搬迁过程中涉及

的案件，从严从快予以执行。县检察院负责查处污染治理和关

闭搬迁过程中工作人员的失职、渎职行为。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县长

任组长，市生态环境局固始分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自然

资源局、政府督查室分管领导以及各乡镇乡镇长、办事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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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员的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县畜禽

养殖场污染防治工作的组织、指导和协调等工作，定期召开会

议，通报情况，部署工作，督促工作落实。各乡镇（办事处）

参照成立相应组织。

（二）转变生产方式。加强粪污综合处理利用基础设施建

设，大力开展生态畜牧业示范创建活动，推广种养结合循环发

展模式。积极培育 PPP 商业化粪污处理利用模式，以养殖密集

区为重点，集中政策项目，积极培育壮大第三方治理企业和社

会化服务组织，千方百计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粪污资源化利用的

积极性，逐步建立起“政府支持、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 “分

散收集、集中处理”的 PPP 有效运行模式，全方位构建畜禽粪

污收集、存储、运输、处理和综合利用的全产业链条，实现畜

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新格局。

（三）强化督导督查。县农业农村局与市生态环境局固始

分局、县政府督查室等部门组成联合督导组，对畜禽养殖污染

整治和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做

到一季一通报，一年一评析；抓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必要时在

县电视媒体上予以曝光。

（四）严格检查验收。规模养殖场（户）治理完成后，由

乡镇办事处写出验收申请，县农业农村局与市生态环境局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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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县政府督查室等部门组成联合抽查验收组，严格按照标

准进行抽查验收，确保治理质量。

（五）加大执法力度。各乡镇（办事处）对逾期未完成治

理目标任务和禁养区内未关闭搬迁的养殖场（户），应及时申

请环保、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依法对违法养殖场（户）

进行经济处罚，直至关停、拆除。

（六）实行责任追究。对没有按时完成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任务的乡镇（办事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按照《河南省党

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进行责

任追究。

附件：固始县畜禽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内容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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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固始县畜禽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
建设内容（试行）

依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

化利用设施建设规范（试行）〉的通知》（农办牧〔2018〕2

号）文件精神，建议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参考以下内容执

行。

一、概念解释

1.固体粪便暂存场（即堆粪场、晾粪场、晒粪场、堆粪

棚等）：粪便临时储存场所。建在地面上，正方形或长方形，

地面需硬化处理，四周（至少三面）建 50-100 厘米高的围墙，

上方设顶棚，具备防雨、防渗、防溢流功能。

2.沉淀池（即化粪池、储粪池、蓄粪池等）：分地下式、

地上式两种，正方体或长方体，砖混结构，池体需具有抗压、

防震、防开裂、防跌落等功能，内壁、底面做防渗处理；应设

置明显的警告警示、禁止烟火等标志和围栏等防护设施。小型

储粪池需搭建彩钢瓦防雨顶棚。

3.污水收集管网：功能是实现雨污分离，釆用暗沟或管道

输送粪污，管道直径≥250 毫米。

4.排水沟：固体粪便暂存场和沉淀池之间的引流沟（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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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将粪便暂存场渗出污水引流至沉淀池。

二、建设内容

（一）生猪养殖场建设内容

养殖规模

（年出栏数）
约束性建设内容 指导性建设内容

堆粪场㎡ 沉淀池 m³ 分离机 管网m 沼气池 m³ 发电机组

500 头左右 ≥30 ≥150 必备 贯通

1000 头左右 60 300 必备 贯通

2000 头左右 120 600 必备 贯通

5000 头左右 300 1500 必备 贯通

10000头左右 600 3000 必备 贯通

说明：堆粪场规格：干粪日产生量0.002m³/天×发酵周期（天数）×设

计存栏量（头）=0.002m³×30×1=0.06m³/头；沉淀池规格：粪污日产

生量（m³)×贮存周期（天）×设计存栏量（头）=0.01m³×30×1=0.3

立方米/头。

（二）蛋鸡养殖场建设内容

养殖规模

（年存栏数）

约束性建设内容 指导性建设内容

沉淀池 m 堆粪场㎡ 管网 m 分离机 沼气池
发电机组

2000 只左右 ≥24 ≥50 贯通

5000 只左右 60 50 贯通

1万只左右 120 50 贯通

2万只左右 240 80 贯通

5万只左右 600 80 贯通

10 万只左右 1200 120 贯通

说明：沉淀池规格：蛋鸡日粪污产生量（m³)×贮存周期（天）×设计

存栏量（只）=0.0002m³×60×1=0.012立方米/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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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肉牛养殖场建设内容

说明：堆粪场规格：肉牛日产粪量0.002m³×5×发酵周期（天）×设计

存栏量（头）=0.002m³×5×60×1=0.6m³；沉淀池规格：肉牛日粪污产

生量（m³)×贮存周期（天）×设计存栏量（头）=0.017m³×30×1=0.51

立方米/头。

（四）肉鸡养殖场建设内容

养殖规模

（年出栏数）

约束性建设内容 指导性建设内容

沉淀池 m 堆粪场㎡ 管网 m 分离机 沼气池 m 发电机组

1万只左右 ≥120 ≥20 贯通

3万只左右 360 60 贯通

5万只左右 600 100 贯通

8万只左右 960 160 贯通

10 万只左右 1200 200 贯通

说明：堆粪场规格：日产粪量0.002m³÷60×发酵周期（天）×设计存

栏量（羽）=0.002m³÷60×60×1=0.002m³；沉淀池规格：日粪污产生

量（m³)×贮存周期（天）×设计存栏量（羽）=0.0002m³×60×1=0.012

立方米/羽。

养殖规模

（年出栏数）

约束性建设内容 指导性建设内容

堆粪场㎡ 沉淀池 m 管网 m 分离机 沼气池 m 发电机组

100 头左右 ≥60 ≥51 贯通

200 头左右 120 102 贯通

500 头左右 300 255 贯通

800 头左右 480 408 贯通

1000 头左右 600 510 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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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肉羊养殖场建设内容

养殖规模

（年出栏数）
约束性建设内容 指导性建设内容

堆粪场㎡ 管网 m 沉淀池 m³ 沼气池 m³
200 只左右 ≥20 贯通 40

500 只左右 ≥20 贯通 ≥40

800 只左右 32 贯通 80

1000 只左右 40 贯通 ≥80

2000 只左右 80 贯通 200

3000 只左右 ≥80 贯通 ≥200

说明：堆粪场规模：肉羊日产粪量0.002m³÷3×发酵周期（天）×设计

存栏量（头）=0.002m³÷3×60×1=0.04m³。

三、关联数字

1.猪当量核算：1头猪≈30只蛋鸡≈60只肉鸡≈0.1头奶牛

≈0.2头肉牛≈3只羊。

2.规模养殖场标准：生猪年出栏≧500 头、蛋鸡年存栏≧

10000 羽、肉鸡年出栏≧50000 羽、奶牛年存栏≧200 头、肉

牛年出栏≧200 头、肉羊年出栏≧1000 只。

3.专业养殖户标准：生猪年出栏≧50 头、蛋鸡年存栏≧

500 羽、肉鸡年出栏≧2000 羽、奶牛年存栏≧5 头、肉牛年出

栏≧10 头。

主办：县农业农村局

固始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