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母陶伟涓，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凌晨 3:08，在
市二院因病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 89 岁。在此向关
心家母的各级领导同事和精心治疗的医护人员，表
示衷心的感谢。联系电话：13600627575 舒建中。

家属泣告

讣 告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市排水和
再生水利用管理，防治城市水污染
和内涝灾害，保护和改善城市水环
境，实现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等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
排水和再生水利用及其相关监督管
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
用工作应当遵循尊重自然、统筹规
划、配套建设、建管并重、保障安全、
综合利用的原则。

第四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
府应当将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工
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
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障公共排
水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运行资
金的投入。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由水利、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行
政执法、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
划、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共同参与
的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协商解决城市排水和再
生水利用的规划、建设以及管理中
的重大问题。联席会议的召集及日
常工作由排水主管部门承担。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
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所辖区域内排
水和再生水利用工作。

第五条 市排水主管部门负责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排水和再生水
利用的组织、协调、监督和管理工作。

区县（市）排水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
的组织、协调、监督和管理工作，并
接受市排水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
监督。

水利、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行
政执法、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
划、发展改革、财政、市场监督管理、
应急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
责，共同做好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
用工作。

第六条 鼓励开展城市排水和
再生水利用、海绵城市建设的科学
研究，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工艺、设
备和材料，促进源头减排、污水的再
生利用和污泥、雨水的资源化利用，
提高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的能
力。

第七条 排水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有关部门加强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
用工作的宣传，普及城市排水和再生
水利用知识，提高全社会科学、安全、
规范排水意识和水环境保护意识。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八条 市、县（市）排水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水利、住房和城
乡建设、综合行政执法、生态环境、
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
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排水和再生
水利用专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
批准后，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排水和再生水利用专项规划的
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水污染
防治规划和防洪规划，并与城市开
发建设、海绵城市、道路、绿地、水
系、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等专项规划
相衔接。

区排水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市排
水和再生水利用专项规划，结合实
际，组织编制排水和再生水利用专
项规划的实施方案，经区人民政府
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查同意
后，报市排水主管部门审批。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组织编制
详细规划时，应当保障排水和再生
水利用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中公共
排水和再生水利用设施用地的空间
落实。

第九条 市、县（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自然资源
和规划、水利、综合行政执法等部
门，组织编制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明
确雨水源头减排的空间布局、要求
和控制指标。

市、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及
相关部门编制详细规划以及生态空
间、道路等专项规划时，应当落实雨
水源头减排建设要求和控制指标。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当根据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明确建设项目
的海绵设施建设基本要求和控制指
标，并纳入规划条件。

第十条 城市开发建设和更新
改造应当按照排水和再生水利用专
项规划、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要求，
同步配套建设排水设施和海绵设施。

排水设施和海绵设施应当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入使用；未经竣工验收或者竣工验收
不合格的，主体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建设工程中有公共排水设施
的，相关部门在组织初步设计评审
时，应当征求排水主管部门对排水
设计方案的意见。

第十一条 市、区县（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排水主管
部门，根据排水与再生水利用等专
项规划确定的建设时序，编制公共
排水设施的年度建设计划并组织实
施。

现有公共排水设施未达到标准
或者不能满足排水防涝要求的，市、
区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排
水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年度改造计划
并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排
水管网竣工验收前，通过影像检测
等方式对排水管网进行检测，确保
排水管网符合质量验收标准。

市、区县（市）测绘地理信息主
管部门应当监督指导建设单位对地
下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网进行跟踪
测绘、竣工测绘等，并将测绘成果纳
入本市管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第三章 排水管理

第十三条 本市实行雨水、污
水分流排放制度，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将雨水、污水混排。

尚未实现雨水、污水分流排放
的区域，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
织有关部门编制改造计划，组织开
展雨水、污水分流设施改造。

新建居住建筑中易产生污水的
阳台、露台，建设单位应当设置污水

管道。
第十四条 除经生态环境部门

批准以其他方式排放污水外，城市
公共排水设施覆盖范围内的单位和
个人不得将污水直接排入自然环
境，应当将污水排入公共排水设施，
其排水设施应当符合排水技术标准
和规范的要求。

第十五条 从事工业、建筑、餐
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
体工商户（以下简称排水户），向公
共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依法
向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证（以下简称排水许
可证）。

排水户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
设相应的污水预处理设施，确保排
放的污水符合国家标准；列入重点
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应当在污
水排放口与公共排水管网连接处设
置检查井、闸门等设施。

第十六条 除排水户外，汽车
修理和清洗、洗浴洗涤、理发等经营
企业以及酒店、加油站、垃圾中转站
等单位，应当配建相应的隔油池、格
栅井、沉泥井、沉砂池、毛发收集池
等污水预处理设施，并定期清疏，保
障设施正常运行。

第十七条 污水处理设施维护
运营单位应当在污水处理设施的进
水口和出水口安装流量计量设备、
水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
排水主管部门的在线监测系统连
接，保证出水水质符合规定排放。出
水水质、水量等相关信息应当定期
向社会公布。

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或
者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应当对污泥进
行分类处置，并保证处理处置后的
污泥符合国家标准；污泥处理处置
后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当纳入本市固
体废物处理系统。

第十八条 排水泵站维护运营
单位应当完善泵站管理制度和运行
方案，并服从排水主管部门的调度。
因排水泵站抢修、防汛或者应急处
置等情形需要降低排水管道水位
的，可以先向河道应急排水，并及时
向排水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报
告。

第十九条 公共排水设施维护
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设施安全运
行保障的应急预案制度，在发生可
能危及公共排水设施安全运行事件
时，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及时
向排水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第四章 再生水利用

第二十条 建设项目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建设单位应当建设再生
水利用设施：

（一）新建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

（二）新建年用水量超过 30 万
吨的工业企业；

（三）其他按照城市排水和再生
水利用专项规划需要建设再生水利
用设施的情形。

鼓励其他建设项目自建再生水
利用设施。

第二十一条 再生水利用设施
应当设有明显标识，禁止将再生水
管道与生活饮用水管道连接。

第二十二条 经再生水利用设
施处理产生的再生水，需要对外供
应的，水质应当符合国家标准以及
合同约定。

再生水不得用于以下用途：
（一）饮用、游泳、洗浴以及生活

洗涤；
（二）食品生产；
（三）其他不适宜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再生水供水管网

到达区域内，在再生水水质符合用
水标准的前提下，鼓励下列用水使
用再生水：

（一）观赏性景观用水、湿地用
水等景观环境用水；

（二）冷却用水、洗涤用水、工艺
用水等工业用水；

（三）城市绿化、环境卫生、道路

清扫等城市杂用水；
（四）建筑施工、车辆冲洗等用

水；
（五）其他适宜使用再生水的情

形。
第二十四条 市、区县（市）人

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再生水利用激
励机制，通过将再生水纳入水资源
统一配置、污染物减排指标减免、用
水计划和水量分配指标确定等措施
促进再生水利用。

第五章 设施维护与保护

第二十五条 排水设施的维护
责任，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公共排水设施的维护，由
排水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的维护运营
单位负责；

（二）公共排水设施未办理移交
手续的由建设单位负责，建设单位
因撤销、注销等原因终止的，由承受
其权利义务的单位负责，其权利义
务无承受单位的，由原建设单位的
主管部门确定维护责任主体；

（三）专用排水设施的维护，由
所有权人或者受其委托的管理人负
责；

（四）住宅小区的排水设施由业
主或者受其委托的管理人负责；

（五）产权不明或者难以确定责
任主体的排水设施，由区县（市）排
水主管部门会同所在地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确定维护责任主体。
第二十六条 公共再生水利用

设施的维护责任，由排水主管部门
依法确定的维护运营单位负责。

专用再生水利用设施的维护责
任，由所有权人或者受其委托的管
理人负责。

第二十七条 排水和再生水利
用设施维护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
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建立运
行管理制度，保障排水和再生水利
用设施安全运行。

公共排水和再生水利用设施维
护运营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对设施进行维护，建立健全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对设施进行日常巡查，
开展清淤、养护、修复等工作，保障
设施正常运行；

（二）在发生污水冒溢、管道破
裂、井盖破损丢失等情况时，立即赶
到现场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避免
或者减轻对周边生产生活秩序的影
响，并报告排水主管部门；

（三）对排水和再生水利用设施
进行周期性检测评估，发现存在运
行安全隐患的，立即组织实施修复；

（四）其他应当履行的职责。
专用排水和再生水利用设施维

护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做好日常的巡
查、养护和维修工作，确保设施正常
运行。

第二十八条 公共排水和再生
水利用设施的养护维修现场，应当
设置醒目警示标志，并采取安全防
护措施。在养护维修作业时，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市政设施管理部
门应当为养护维修提供便利。

第二十九条 市、区县（市）排
水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自然资源
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划
定公共排水和再生水利用设施保护
范围，并向社会公布。

在保护范围内，有关单位从事
爆破、钻探、打桩、顶进、挖掘、取土
等可能影响公共排水和再生水利用
设施安全活动的，应当与设施维护
运营单位等共同制定设施保护方
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设
施维护运营单位应当指派专业人员
进行现场指导和监督。

第三十条 禁止下列危及公共
排水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安全的活
动：

（一）损毁、盗窃排水和再生水
利用设施；

（二）穿凿、堵塞排水和再生水
利用设施；

（三）向排水和再生水利用设施

排放、倾倒剧毒、易燃易爆、腐蚀性
废液和废渣；

（四）向排水和再生水利用设施
倾倒垃圾、渣土、施工泥浆等废弃
物；

（五）建设占压排水和再生水利
用设施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
设施；

（六）其他危及排水和再生水利
用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一条 建设工程施工范
围内有公共排水和再生水利用设施
的，建设单位应当与施工单位、设施
维护运营单位共同制定设施保护方
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施
工期间，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应当指
派专业人员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就设施保护方案的实施进行现场指
导和监督。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封
堵公共排水和再生水利用设施的，
建设单位应当制定拆除、改动、封堵
方案，报排水主管部门审核，并承担
重建、改建和采取临时措施的费用。

建设工程因桩基、深基坑、爆破
等原因，可能影响施工区域周边公
共排水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安全的，
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进行风险评
估，根据风险评估情况决定是否进
行施工跟踪监测，并采取有效的安
全防范和保护措施；影响设施安全、
造成损害的，建设单位应当及时维
修，并依法予以赔偿。

第三十二条 市、区县（市）人
民政府可以采取特许经营、政府购
买服务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公共排水和再生水利用设施的建设
和运营，推进厂网一体化运营维护
模式。

第六章 监督与保障

第三十三条 排水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有关部门推进排水和再生水
利用设施运行维护工作的信息化平
台建设，加强对设施运行情况的实
时监测，提高设施养护管理水平。

第三十四条 排水主管部门应
当建立健全对公共排水设施维护运
营单位的日常监管评价制度和绩效
考核制度，对公共排水设施运行情
况、污水处理的工艺、成本核算、设
施维护、污泥处理处置等进行全过
程监管，并定期将监督考核情况向
社会公布。

市、区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门应当建立海绵城市建设和运行
绩效评价机制，定期开展评价。评价
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五条 住宅小区业主应
当承担小区内共用排水设施维护的
主体责任，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
者其他管理人对共用排水设施进行
日常巡查、维修、养护和更新改造。

有条件的住宅小区可以探索实
施由排水专业单位对共用排水设施
进行维修、养护和更新改造。

排水主管部门应当对住宅小区
的雨水污水排入公共排水设施的行
为加强监督指导。

第三十六条 排水主管部门应
当加强对排水行为的监督管理，依
法督促排水户领取排水许可证，会
同综合行政执法、经济信息化、生态
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督管
理、商务、卫生健康等部门建立注册
登记信息共享机制。有关部门应当
将所涉排水户相关注册登记信息及
时予以数据共享。

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会同排水主
管部门建立在线监测数据共享机
制，实现对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
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相关监测数据共享。

第三十七条 排水主管部门、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会同生态环
境、公安等部门建立排水执法协作
机制，就有关执法问题进行联合会
商，协调解决执法过程中的重大和
疑难问题。

第三十八条 排水单位和个人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污水处

理费。
污水处理费应当纳入地方财政预

算管理，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的建设、运行和污泥处理处置，不得挪
作他用。污水处理费的收费标准应不
低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的成
本。因特殊原因，收取的污水处理费不
足以支付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
成本的，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给
予补贴。

污水处理费的收取、使用情况应
当向社会公开。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处理。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
条规定，将再生水管道与生活饮用水
管道连接的，由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逾
期不改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外供应不符合国家
有关强制性标准的再生水，由排水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逾期不改正或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在发生污水
冒溢、管道破裂、井盖破损丢失等情况
时，维护运营单位未立即赶到现场并
采取相应处理措施的，由排水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
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排水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城市排水
和再生水利用监管职责的部门、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未依
法履行法定职责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
或者所在单位责令改正；造成后果的，
由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相关用语含
义如下：

（一）排水是指向排水设施排放雨
水、污水，以及接纳、输送、处理、再生
利用雨水和污水的行为；

（二）再生水是指污水和废水经净
化处理，水质改善后达到国家标准，可
以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用的非饮用水；

（三）公共排水设施是指承担城市
公共服务功能的雨水管渠、污水管渠、
泵站、污水处理厂（站）等及其附属设
施；

（四）公共再生水利用设施是指城
市地区承担公共服务功能的再生水处
理设施、输送管渠、泵站及其他相关设
施；

（五）专用排水设施是指为建设项
目内部用户服务的雨水管渠、污水管
渠、泵站、污水处理厂（站）等及其附属
设施；

（六）专用再生水利用设施，是指
为建设项目内部用户服务的再生水处
理设施、输送管渠、泵站及其他相关设
施；

（七）海绵设施是指采用自然或者
人工模拟自然生态系统，为控制城市
雨水径流及径流污染等而建设的雨水
渗透、滞蓄、吸纳、转输、净化、缓释等
设施，以及初期雨水弃流、雨水管渠、
雨水调蓄利用、雨水泵站等传统的雨
水排放、调蓄、利用等设施。

第四十五条 农村生活污水纳入
城市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区县（市）
人民政府决定由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维
护运营单位对涉及的公共处理设施进
行维护运营的，按照本条例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本 条 例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宁波市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条例（修订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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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求《宁波市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条例
（修订草案）》意见的通告

为了规范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理，防治城市水污染和内涝灾
害，保护和改善城市水环境，实现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市政府提请的《宁波市城市排水和再
生水利用条例（修订草案）》。市人大法制委员会拟在广泛征求意见和进
一步修改的基础上将草案提请常委会会议再次审议。现将修订草案全
文公布，市民和社会各界如有修改意见和建议，请于 9 月 30 日前告知市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联系地址：宁波市宁穿路 2001 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邮编：315066
联系电话（传真）：89185233
电子邮箱：nbrdfz@ningbo.gov.cn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
2020年9月4日

【紧接第 1版】管弦乐知识普及，交
响乐发展历史回顾，历时两个多小
时的音乐大师公开课，这在全国绝
无仅有。”回顾四年来的大师公开课
历程，俞峰表示，以“立德树人 美
育启智”为主题，是希望以音乐的方
式培养下一代，用经典作品影响学
生。

2017 年 8 月 15 日晚，俞峰携手
宁波交响乐团，在鄞州体育馆首次
为现场 4000 余名乐迷带来了一堂
别开生面的大师公开课。

这堂特殊的音乐课，在全体起
立齐唱国歌中开启。此后，这样的开
场成为“立德树人 美育启智”系列
大师课的一种庄严仪式。

从音乐会礼仪讲起，到国歌的
诞生背景、艺术特色。接着，演奏起
大家耳熟能详的《欢乐颂》。除了乐
团乐器知识普及，交响乐的发展历
史及形成是乐理知识普及的重点

和难点。在现场，俞峰通过维瓦尔
第、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四位音乐
大师的作品，边讲边演，深入浅出
地将整个古典交响音乐的历史娓娓
道来。

“之所以在宁波搞这样一个活
动，是想通过对经典音乐作品的演
绎，在公共文化服务和素质教育上，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俞峰告诉记
者，交响音乐与美育教育相结合，
能够为宁波打造出一个独一无二
的、由交响乐构建而成的“听觉城
市形象体系”，这个文化表现体系
将大大丰富宁波城市的文化内涵，
展现出具有高辨识度的宁波“城市
名片”。

中西结合的曲目搭配，边讲边
演的舞台呈现，除了现场观众，在甬
派客户端的直播吸引了超 40 万人
在线观看，第一次大师公开课就在
宁波引起强烈反响。

4年培育，成为享誉
全国的金字招牌

有 了 第 一 次 成 功 ，俞 峰 大 师
公 开 课 的 热 度 持 续 上 升 。这 场 免
费 的 高 品 质 音 乐 盛 宴 ，门 票 炙 手
可热。

每一年的演出曲目都由俞峰多
次斟酌，亲自敲定。2018 年夏天的
大师课上，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陈曦
用西洋乐器小提琴演奏民族传统
音乐，中西结合，展现了高超的技
艺，并深情演绎了他心目中缠绵悱
恻的“梁祝”故事。这堂公开课的全
程视频登上中宣部官网，首次成为
中 国 美 学 教 育 的 样 本 ，“ 立 德 树
人 美育启智”大师课品牌进一步
打响。

去年夏天，第三次举行的俞峰
大师公开课吸引了央视《音乐公开

课》节目团队到现场录制，并在央视
黄金时间段多次播出。小提琴协奏
曲《梁祝》、歌剧《鄞地九歌》选段“马
灯调”等极具宁波特色的经典曲目
轮番演奏。

舞台上，央视主持人孙晓梅与
主讲人俞峰展开一场简短对话。俞
峰说：“音乐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心
声，站在家乡的音乐课堂上，我希望
广大市民及青少年，通过音乐，激发
爱国之情，提升对交响乐的欣赏能
力。”

今年的教师节之夜，“立德树
人 美育启智”俞峰大师课再次登
上央视，这是面向全国青少年开启
的新学期音乐第一课。

此次大师课主办方的规格也是
前所未有——教育部体卫艺司、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中心、中央音
乐学院和宁波市人民政府携手打
造。

在特殊的 2020 年，俞峰在“立
德树人 红色经典”“爱国主义 时
代旋律”等沿袭原先的风格之外，
精 心 安 排 了“ 大 爱 无 疆 共 克 时
艰”篇章，向一线抗疫人员致敬，向
人类灵魂工程师致敬。这一板块，
与“立德树人 美育启智”的主题
环环相扣。

昨晚，在长达 1 个小时的云端
课堂上，《黄河大合唱》《红旗颂》《我
的祖国》《那段时
光》《一个老师的
牵挂》《我们》《我
想飞》《在灿烂阳
光下》等 15 部音
乐 精 品 逐 一 演
绎，同学们在聆
听这些跨越时光
的音乐作品时，
体验到感人至深
的音乐力量。

值得 一 提 的 是 ，上 台 演 唱 的 除
了 中 央 音 乐 学 院 合 唱 团 外 ，还 有 来
自中央音乐学院全国对口扶贫县青
少年代表和鄞州区的青少年合唱团
队。

本次大师课还通过人民日报客户
端、光明日报客户端、人民网、央广新
闻客户端、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音
乐、学习强国、甬派客户端等互联网云
端平台同步播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