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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全文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编写。 

本标准由江西省环境保护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西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志刚、冯明雷、陈宏文、刘足根、廖兵、樊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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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38 个县（市、区）内污水处理系统、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港

口/码头企业或设施 7 种水污染物的排放浓度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所有已建、新建和改扩建的污水处理系统、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港口/码头企业或设施水污染物排放的环境管理。 

本标准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适用于企业或设施向环境水体的排放行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552  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T 11893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9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T 39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 493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6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7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蒸馏-中和滴定法 

HJ 636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71  水质  总磷的测定 流动注射-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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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污水  wastewater 

在生产、经营、工作和生活过程中最终排放的水的总称，但不包括排污单位内的循环用水。 

3.2  

排污口 sewage outfall 

污染源排出水污染物进入环境的位置，排污口设置应符合环境管理中企业厂界和监控等要求。 

3.3  

两区一带  two zones and one circular belt 

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两区一带”的功能分区，分别为湖体核心保护区、滨湖控制开发带和高效

集约发展区。 

3.4  

湖体核心保护区  lake core reserved zone 

范围为鄱阳湖水体和湿地，以1998年7月30日鄱阳湖最高水位线（湖口水位22.48m，吴淞高程）所

包含的区域。 

3.5  

滨湖控制开发带  lakeshore zone of limited development 

范围为沿湖岸线邻水区域，以最高水位线为界线，原则上向陆地延伸3 km，范围见表A.1所示。 

3.6  

高效集约发展区  the high efficient and intensive development zone 

范围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除湖体核心保护区和滨湖控制开发带以外的其它区域，涉及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的38个县（市、区）,包括25个县的全境和13个县的部分区域。 

3.7  

污水处理系统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工业污水处理厂及城镇生活工业混合的污水集中处理系统的统称，含现状

排水满足GB 18918的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3.8  

港口/码头  shipping port and wharf 

指位于河湖沿岸，具有一定面积的水域、陆域和相应设施，供船舶靠泊、装卸货物、上下旅客及取

得给养的场所，本标准所指的港口（码头）包括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300吨级以上规模（含）的货运港

口、港区和码头，以及所有旅游客运码头。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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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large-scale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指常年存栏量达到以下规模之一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猪存栏500头以上、

奶牛存栏100头以上、肉牛存栏200头以上、禽（含蛋禽和肉禽，鸡、鸭、鹅等）存栏10000羽以上。养

殖小区按照总数计算。 

4 技术内容 

4.1 控制区划分 

依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两区一带”的功能分区，以排污口所在的功能分区（湖体核心保护区、

滨湖控制开发带和高效集约发展区）作为控制区，分别执行不同的排放限值。 

4.2 控制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主要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的浓度限值。 

4.2.1 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新建项目和开发活动的水污染物排放执行表 1规定的限值。 

4.2.2 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现有已建项目和开发活动的水污染物排放执行表 1 规定的限值。 

表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单位：mg/L） 

 

序号 污染物 湖体核心保护区 滨湖控制开发带 高效集约发展区

1 悬浮物 

污水处理系统 10 10 20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50 50 150 

港口/码头 50 50 70 

2 
化学需氧量

（CODCr） 

污水处理系统 50 50 60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60 60 150 

港口/码头 50 60 100 

3 石油类 
污水处理系统 1.0 1.0 3.0 

港口/码头 1.0 3.0 5.0 

4 动植物油 
污水处理系统 1.0 1.0 3.0 

港口/码头 1.0 3.0 10.0 

5 总氮（以 N计） 

污水处理系统 15 15 20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20 20 70 

港口/码头 15 20 40 

6 氨氮（以 N计） 

污水处理系统 5 8 8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15 15 40 

港口/码头 10 15 15 

7 总磷（以 P计） 

污水处理系统 0.5 0.5 1.0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2.0 2.0 5.0 

港口/码头 0.5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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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其它规定 

4.3.1 排污口处于 GB 3838 规定的 I、II 类水域和 III 类水域划分的保护区的排污单位，应根据本标

准和水体功能要求从严执行。 

4.3.2 本标准未做规定的指标，按照国家现行水污染控制标准执行。 

4.3.3 自标准实施之日起，湖体核心保护区禁止新增排污单位和新增排放污水，航运船舶禁止直接向

水体排污。 

4.3.4 排污单位除执行本标准外，污染物排放总量还应达到总量控制要求。当排放单位依据本标准排

放污水超出所进入水体容量总量控制要求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据容量总量控制原则，对有

关排污单位规定严于本标准的排放控制要求。 

5 监测 

5.1 采样 

样品的采集和保存应分别符合HJ 493、HJ 494、HJ 495的规定。 

5.2 分析 

项目分析方法执行表2的规定。 

 

表2 项目分析方法 

 

序号 指标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1 悬浮物 重量法 GB 11901 

2 化学需氧量(CODCr) 
重铬酸钾法 GB/T 11914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T 399 

3 石油类 红外光度法 HJ 637 

4 动植物油 红外光度法 HJ 637 

5 总氮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T 199 

6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6 

蒸馏-中和滴定法 HJ 537 

7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 

流动注射-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671 

 

5.3 监管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按单次监测结果计算。 

6 实施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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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本标准按照地方标准管理相关规定实施，并根据新的环境保护要求适时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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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鄱阳湖滨湖控制开发带范围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包括南昌、景德镇、鹰潭3市，以及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的

部分县（市、区），共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5.12万平方千米。38个县（市、区）分别是东湖区、

西湖区、青云谱区、湾里区、青山湖区、浔阳区、庐山区、珠山区、昌江区、月湖区、临川区、渝水区、

南昌县、新建县、进贤县、德安县、星子县、永修县、湖口县、都昌县、武宁县、共青城市、鄱阳县、

余干县、瑞昌市、九江县、彭泽县、万年县、安义县、丰城市、樟树市、高安市、东乡县、乐平市、浮

梁县、贵溪市、余江县、新干县。 

鄱阳湖滨湖控制开发带范围为下表所列区域。 

表A.1 鄱阳湖滨湖控制开发带范围 

县（市、区） 乡（镇、场） 行政村 

进贤县 

民和镇 江前、板桥、旺坊、北岭村委会 

架桥镇 上溪、岭背、罗垅、汗城村委会 

七里乡 
瑶池、石桥、谷升、青湖、仓下、寺背、东红、金溪、兰溪、裕坊、明星、白歧、建设、

太和村、七里、罗源村委会 

三阳集乡 三阳、荆陵、石山、北坑、大岭、艾家、藕塘、凤凰、赵埠、钟家村委会 

前坊镇 英山、英明、西湖、太平、沙口、和平、高坊、高兴、前坊、桂花村委会 

南台乡 湖滨、高坑、桥头、宋家、观前、南台、上塘、石坑、赤岭村委会 

二塘乡 二塘、新源、中谭、夏家、新民、厚源、谭泽、康乐、鹿塘村委会 

梅庄镇 梅庄、新庄、新富、店上、横溪、东华、滨湖、严塘、杰岗、井岗、富华、新瑶村委会

三里乡 
丰富、曹门、三里、雷家、前进、东岸、繁荣、黄家、爱国、倪坊、金红、新强、石岗、

新和、光辉、新乐、滨山村委会 

罗溪镇 章岗、西昌、回丰、北边、南阳村委会 

钟陵乡 巷里、三岸、贤坊、田南、蔡坊、盈塘、盛家、东溪、下万、罗盘、彭桥村委会 

池溪乡 岭里、栎山、城岗、湖田、向家、欧溪、黎家、徐桥村委会 

新建县 

铁河乡 东阳、木莲、东红、赤城村委会，方洲分场、斜东分场、新丰分场 

大塘坪乡 
上庄、胜利、大塘、红旗、长胜、新村、新富、新培、光明、光华、光辉、献忠、联合、

观西、永战、沙溪、观前、溪头村委会 

金桥乡 
金桥、上埇、小桥、华光、清淇、塘下、大庄、东和、金山、罗坪、大观、蔷薇、三和、

凤咀、虎庄村委会 

昌邑乡 
昌北、曹会、坪门、伍喻、昌南、高周、良门、游塘、窑河、窑西、团结村委会，上河

口分场、草湖分场 

南矶乡 向阳、红卫、东阳、矶山红石厂 

象山镇 
头横、小坊、鸦洲、新增、龙庆、河林、垾角、立新、郭家、东湖、北当、大喜、永丰、

象山、长征、曙光、井岗、西湖、大桥、槎溪村委会 

南昌县 塔城乡 南洲、凤岗、湖陂、青岚、北洲、东游、塔城、芳湖、秋溪、闹上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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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乡（镇、场） 行政村 

幽兰镇 
园艺场，竹林、青塘、南山、幽兰、枫林、少城、新庄、南湖、马游、渡头、东联、黄

坊、田坪村委会 

塘南镇 北星、红星、新联、新光、新图村委会 

泾口乡 水阁、大浦、东联、东湖、山头、北山、东升、东风、东方、东阳、创业村委会 

蒋巷镇 
五丰、胜利、山尾、高悟、玉丰、柏岗山、蒋巷、旱上、河边、联圩、北望、洲头、三

洞、叶楼村委会 

南新乡 塘头、九联、范湖、程湖、建新、丰洲村委会 

都昌县 

周溪镇 
双垅、花桥、下湖、沙岭、后湖、输湖、柴棚、泗山、梅沙、黄湖、盘湖、新建、虬门、

古塘、马山村委会 

西源乡 茅堑、西源、沙塘、长溪、茭塘、茅蓬、中塘、源垅、塘口、东湖、南邹村委会 

三汊港镇 黄岗、铁炉、梅西、荷塘、茅岭、亮星、长红、左桥、赤岸、铸山村委会 

和合乡 南溪、田坂、义公、黎明、青龙、大前、黄金、双峰、桥岭、滨湖村委会 

万户镇 万户、新屋、塘美、刘仲、东升、横塘、杨桥、长岭村委会 

多宝乡 宝桥、洛阳、罗垅、多宝、寺前、昭兴、仁义、金沙、枫树、周仓村委会 

徐埠镇 杨岭、莲花、港南、山峰、平塘、子云、云步、象山、合力、高桥、韩田、马矶村委会

都昌镇 南山、西河、矶山、中坝、西湖、东街、东湖、西街村委会 

大树乡 大埠、白山、东山、牡丹、大树、龙门、烽火、岭上、罗岭、枫田、参岭村委会 

春桥乡 官桥、云山、老山、朝阳、十方村委会 

土塘镇 
港东、长山、冯家坊、土桥、曹店、冯梓桥、小港、刘云、潘垅、珠光、殿下、潭湖、

外楼、铺里、佛子村委会 

狮山乡 长垅、竹峦、大垅、老屋、珠岭、八都、狮山村委会 

芗溪乡 马垅、新塘、新兴、井头、芗溪、曹伉、新丰村委会 

南峰镇 余晃、乌沙、白水、暖湖、石桥、油山村委会 

中馆镇 银宝、双桥、港西、大塘、南塘、小河村委会 

左里镇 源树、新湖、清辉、白辉、新溪、双明、旧山、永华、城山、付桥、周茂、林山村委会

苏山乡 马安、土目、徐港、前山、坡垅村委会 

汪墩乡 
阳港、庆胜、酒坊、排门、七星、杨坞、蒲塘、大桥、高垅、新妙、清水、红桥、细桥、

伯昌、新桥，杨储、七角、古岭村委会 

北山乡 团山、塘湖、素仙、余铺、横山、邹家咀、芙蓉、河垅、松峦、跑马巷村委会 

阳峰乡 竹林、金星、黄梅、株桥、屏峰、吉阳村委会，农科所 

大沙乡 沿湖、官山、黄香、太阳、茅铺、店前、南垅、横山、火星村委会 

农场水产场 周溪水产场、大沙水产场、东风农场 

湖口县 

流芳乡 联合、沙港、老山、红山、青年、联合、沙港、凤桥村委会 

文桥乡 南港、兰亭、江桥、枫树、新桥、坝桥、罗垅、源塘、象山、六甲、高塘村委 

舜德乡 高桥、屏峰、造湖、兰新、建设、长湾、灰山、石岭、青竹、荆桥、油垅、南湾村委会

城山镇 横山、牌楼、陈仓、东庄、观塘、南湖、富源、竹庄、陈岭、团山、团墩、辕门村委会

星子县 

横塘镇 联盟、红星、故里垅、西平、和平村委会 

蛟塘镇 
芦花塘居委会，龙溪、芙蓉、槎垅、西庙、蛟塘、新宁、铁门、深耕村委会，蛟塘镇水

产养殖场 

蓼花镇 三角垅、蓼花、胜利、仕林、幸福、翻身村委会，沙山水土保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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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镇 钱湖、新塘畈、板桥山村委会 

蓼南乡 和公塘、新池、新华、黄鸠垅、南阳畈、渚溪、桥南、横岭、长西岭村委会 

白鹿镇 波湖、梅溪、交通、四联、五里、万杉、大岭村委会 

华林镇 桥北、花桥、桃林、繁荣、虎口冲、共同、吉山村委会 

南康镇 大塘村委会 

沙湖山管理

处 
马颈、长湖站 

东牯山林场 五分场（茶园分场） 

德安县 

蒲亭镇 牌楼、桂林、附城村委会 

河东乡 石桥、上坂村委会 

宝塔乡 团山、岳山垅村委会 

丰林镇 依塘村委会 

共青城市 

江益镇 红星、南湖、增垄村委会 

金湖乡 固村、江流、黄桥、大唐村委会 

泽泉乡 涂山、观音桥、花园、长塘、竹岭、泽泉、关帝庙、中垅村委会 

苏家垱乡 
大桥、青山、土牛、金龙、暂湖、乐平、桥浦、开福寺、香山、桃源、水口、竹林村委

会，苏家垱、青山、王家桥水产场，浆潭圩管理站 

永修县 

九合乡 淳湖、青墅、和平、四合、光明、河头、门楼、永光、新华、杨柳、城南村委会 

吴城镇 荷莲、丁山、同兴、松门、松丰村委会 

恒丰企业集

团 
民主农贸公司、东风农贸公司、红旗农贸公司 

艾城镇 西津、小桥、朱村、阳山、高桥、鹊湖村委会 

立新乡 焉湾、车溪、杨春、七里、黄婆井、南岸新、中村、桥头、后岗村委会 

马口镇 马口、长溪、荆湖、东坡、前进、立华村委会 

三角乡 
永丰、树下、爱群、联群、联丰、白沙、里港、淦坊、五星、周坊、建华、红旗、鄱湖

村委会 

永丰乡 下洋分场 

涂埠镇 涂埠、永北、南洲、兴杨村委会，杨师水产场，凃埠渔业队、东岸畜牧养殖场 

庐山区 海会镇 长岭、青山村委会 

余干县 

九龙乡 新墩、徐家、民安村委会 

枫港乡 
枫港、号咀、南坪、大淮、石溪、程坊、西坪、白家圩、李湾、付家弄、墩坪、禾山、

大屋、大都、涂坊、增产、牌头、后塘、迁移、阮家、河源村委会 

瑞洪镇 
南墩、新塘、神口、东源一村、东源二村、东源三村、湾头、前沿、江一、江三、把山、

后山、柏叶房、后沿、前进、西岗、永红村委会 

康山乡 金山、大山、团结、王家、府山村委会 

大塘乡 幸福、江家山、陈家塘、和平、胜利、同心村委会 

石口镇 古竹、前何、后何、东湾、湖滨、院前、南源、石口、常山村委会 

江埠乡 江埠、米湾、蛇塘、郭泗、墩上、西源、江坊、石溪、洪贤、山里、龟山、小埠村委会

东塘乡 新村、东塘、新建、东河、富裕、东风、东方村委会 

乌泥镇 乌泥、赵家、港背、铜鼓包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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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埠镇 
张杨、五福、后港、蔡坊、古山、蒋家、四一、干港、镇尾、邱家、保安、童埠、禁山、

挂口、联合村委会 

三塘乡 蔡垄、腾溪、赤岸、站渡、神埠、松山、刘家、塘西、冷井、三溪、朱家村委会 

渔池湖水产

场 
一分场、二分场、三分场 

信丰垦殖场 枫林湾村委会，湖家谭、三岔、金山、箭头分场 

康山垦殖场 莲池村委会，插旗洲、甘泉洲、里溪分场 

大湖管理局  

禾斛岭垦殖

场 
石灰岭、林业分场 

鄱阳县 

莲湖乡 

山背、爱民、龙口、蒋坊、下岸、刘家、美林、毛家、裕丰、莲青、塔李、高桥、南培、

瓦燮岭、莲华、大霞、孙坊、向阳、三汲坊、表恩、茭溪、年丰、莲池、联合、莲丰、

慕礼、朱家村委会 

珠湖乡 
群联、群众、东红、华龙、李山、同兴、路口、雨田、丰塘、铺田、三门、荣七、丰产、

周家、曹家、孤山村委会 

白沙洲乡 车门、创业、汪家、胡赵、大塘、礼脑、内青、曹家嘴村委会 

双港镇 

长山、乐亭、乐湖、乐兴、竹林、下常、三汊、聂家、利池湖、高家岭、荆塘、荆华、

龙头山、团结、官田、新田、新民、鸦桥、余沈、东桥、彭家、双桥、双港、双丰、尧

山、尧丰、花园村委会 

团林乡 藕塘、江山、板塘、铜钱、青山、清湖、建设、汪洋村委会 

四十里街镇 四十里街、太平、国安、塘湖、新路、青龙、共和、湖东、暖水、徐步、碧泉村委会 

鸦鹊湖乡 新建、高家圩、下岸、春前、鸦鹊湖、独山、大牛湖村委会 

油墩街镇 
漳田、港头、西港、西湖、柘下、麻下、湖滨、莲东、莲西、东山、油墩、龙尾、潼港、

徐家、桥头、彭丰、港湖、获溪、长丰、同兴、晏桥、潼莲、漳溪、乾湾村委会 

银宝湖乡 银宝湖、民主、青林、西分、大山、和平、鸣山村委会 

乐丰镇 
桥南、桥北、铁峰、茨山、新岭口、十字河、曾子岭、鱼龙泉、盛家、桐山、东风、南

山、丰源、英旗、塘头、钱家、方宋村委会 

柘港乡 
九虞、胡家、潼津、庆丰、云湾、潼东、柘港、明德、莲南、荷塘、横溪、垄里、桂林、

南水、瑞洪村委会 

谢家滩镇 化民、前扬、郭贺、泥湾、桥头、三潼镇、谢家滩、广畈村委会 

响水滩乡 河北、河西、铁炉、新兴、草埠、长山垅、洋埠、三村圩村委会 

高家岭镇 董红、双玲、汪玲、程塘、内湖、车廊、大宗、韩山、晓明村委会 

鄱阳镇 西门、江家岭、朱家桥、芝田、杨梅桥村委会 

东乡县 杨桥殿镇 港西、宋塘村委会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