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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法》

《CJ343-2010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CJJ131-2009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技术规程》

《CJJ221-2005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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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60-2011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T 228-2014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质量评价标准》

《江苏省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

《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考核标准》

《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台账范本》

…

法律、标准、规范法律、标准、规范
污水厂常用的法律、标准和规范污水厂常用的法律、标准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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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法律、标准、规范法律、标准、规范
污水厂常用的法律、标准和规范污水厂常用的法律、标准和规范

““史上最严环保法史上最严环保法””
按日计罚按日计罚 上不封顶上不封顶

第六章第六章 法律责任法律责任 第五十九条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 企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
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
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
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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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现行标准）

法律、标准、规范法律、标准、规范
污水厂常用的法律、标准和规范污水厂常用的法律、标准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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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60-2011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法律、标准、规范法律、标准、规范
污水厂常用的法律、标准和规范污水厂常用的法律、标准和规范

污水分析化验项目及检测周期

检测周期 分析项目

每日 pH、BOD5、COD、SS、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
盐氮、凯氏氮、总氮、总磷、粪大肠菌群、SV%、
SVI、MLSS、DO、镜检

每周 氯化物、MLVSS、总固体、溶解性固体

每月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色度、动植物油、
石油类、氯化物、挥发酚

每半年 总汞、烷基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
铅、总镍、总铜、总锌、总锰

注：1 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凯氏氮的分析周期未列入表中，

宜为每日分析项目，应根据工艺需要酌情增减；
2 其他项目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 的有关规定选择控制项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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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60-2011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法律、标准、规范法律、标准、规范
污水厂常用的法律、标准和规范污水厂常用的法律、标准和规范

污泥分析化验项目及检测周期

检测周期 分析项目

每日 含水率

每周 pH、有机份、脂肪酸、总碱度、沼气成份

上清液：总磷、总氮、悬浮物
回流污泥：SV%、SVI、MLSS、MLVSS

每月 粪大肠菌群、蠕虫卵死亡率、矿物油、挥发酚

每半年 总镉、总汞、总铅、总铬、总砷、总镍、总锌、总铜

注： 1 沼气成分分析包括甲烷、二氧化碳、硫化氢、氮等；
2 采用好氧堆肥处理方法，每月检测一次粪大肠菌群和蠕虫卵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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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T 228-2014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质量评价标准》
（自2015年8月1日起施行）

法律、标准、规范法律、标准、规范
污水厂常用的法律、标准和规范污水厂常用的法律、标准和规范

用于城镇污水处理厂年度运营质量评价，也可用于季
度或月度等评价周期的运营质量评价，评价结果作为
行业主管部门对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管理考核的内容
之一。
评价的内容包括设施设备利用率、环境效益、能耗物
耗、设施设备完好率4个项目，共14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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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污水管理一、污水管理
污水需规范管理及控制内容污水需规范管理及控制内容

二、污水处理量统计
日处理量（运行原始记录
和流量计计量值）
月处理量（含总量和均值）
年处理量（含总量和均值）

1

一、规范性资料
可研设计说明书
初步设计说明书
环评批复
环保验收等。

3
三、进出水水质统计
化验原始记录
化验统计日报表
化验统计月报表
化验统计年报表
进出水在线仪表记录
运行原始记录
第三方检测的相关报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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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需规范管理及控制内容污水需规范管理及控制内容

污水管理示例污水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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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水量需规范管理及控制内容污水水量需规范管理及控制内容

一、实际水量与设计水量的差异一、实际水量与设计水量的差异
实际水量>设计水量
实际水量<设计水量
实际水量≌设计水量
可能存在问题：排水规划、管网建设、污水收集率、处理率
实际与设计值的差异越大，管理难度越大

二、江苏省污水厂运行管理考核标准的水量要求
新建污水处理厂一年内不低于设计能力的60%；
三年内不低于设计能力的75%；
三年以上不低于设计能力的85%。

三、污水厂自身需要做好的准备：
针对实际处理水量进行相应的分析，掌握水量随季节、环境、发
展的变化，运行管理控制到位，使稳定达标更可控。



目录 一、污水管理一、污水管理
污水需规范管理及控制内容污水需规范管理及控制内容

实际水量与设计水量的差异分析

污水管理示例污水管理示例



目录 一、污水管理一、污水管理
污水水质需规范管理及控制内容污水水质需规范管理及控制内容

一、实际水质与设计水质的差异实际水质与设计水质的差异

实际水质>设计水质
实际水质<设计水质
实际水质≌设计水质

可能存在问题：收纳范围内的预估不足；其他水质渗入；收纳范围
内的产业产业机构变化过快；企业超标排放等



目录 一、污水管理一、污水管理
出水水质要求日益严格出水水质要求日益严格

一、江苏省污水厂考核标准出水水质要求（24h样）

1、处理出水的CODCr、BOD5、SS、NH3-N、TN、TP每日平均排放值达
标；

2、有一项不达标即认定为一天不达标；
3、污水处理厂考核时现场抽查（瞬时样），抽查指标均需达标。
4、上报建设部的信息平台内容有超标即视为所上报时期超标。

二、目前环保对污水厂出水水质要求
1、旬检时抽样检测全部指标达标（瞬时样）
2、国控污染源项目季度检（19项）均需达标；
3、出水在线仪表数据至少每2h检测一次并上传，累计三个点超标

计一日超标。



目录 一、污水管理一、污水管理
GB18918一级A标准达标难点GB18918一级A标准达标难点

难点难点
TNTN

TPTP

NHNH33--NN
<5(8mg/L)
影响因素多，易波动

(<0.5mg/L)
生化+物化
影响因素多，易波动

<15mg/L
污水厂水质
标准提高的
瓶颈



目录 一、污水管理一、污水管理
做好出水水质分析做好出水水质分析

四类、三类和一级A稳定达标概率（COD）

污水管理示例污水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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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出水水质分析做好出水水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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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需规范管理的台账污水需规范管理的台账

污水管理示例污水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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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泥管理二、污泥管理



目录 二、污泥管理二、污泥管理
污泥需规范管理及控制内容污泥需规范管理及控制内容

一、 处置方式要安全
污泥安全处置率=【（干化、焚烧、卫生填埋、堆肥等污泥安全
稳定化处置或资源化利用）总量/污泥总量】*100%

二、“污泥量”始终保持一致

污泥产生量=污泥处理量=污泥处置量

三、污泥处理质量达标
年平均含水率≤ 80%
设施处理现场效果与检测记录相一致。



目录 二、污泥管理二、污泥管理
污泥需规范管理及控制内容污泥需规范管理及控制内容

四、台账、 合同、记录、单据齐全
1、污泥产生量记录

污水运行原始记录（含排泥量）（污泥日产生量）
污泥含水率化验原始记录；
污泥含水率月报表、年报表

2、污泥处理量记录

脱水机运行原始记录、脱水机设备台时（污泥日处理量）
脱水药剂配置、使用记录（污泥处理量支撑台账）
污泥处理量、药剂用量月报、年报表
污泥运输记录（污泥处理量与处置量支撑台账）

3、污泥处置量记录

污泥处置合同（污泥处置量）
污泥外运记录（四或五联单）
污泥处置费用清单和发票（污泥处置量）



目录 二、污泥管理二、污泥管理
污泥规范管理的相关材料污泥规范管理的相关材料

污泥管理示例污泥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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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需规范管理的台账污泥需规范管理的台账

污泥管理示例污泥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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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需规范管理的台账污泥需规范管理的台账

污泥管理示例污泥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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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需规范管理的台账污泥需规范管理的台账

污泥管理示例污泥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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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需规范管理的台账污泥需规范管理的台账

污泥管理示例污泥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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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需规范管理的台账污泥需规范管理的台账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跨地区转移联单 
 

一、污水处理厂填写 

污水处理厂名称                            （章）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运输单位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接受单位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厂内脱水方式：履带式□离心式□板框式□其他□ 

污泥含水率               重量              

外运目的：自然干化□深度脱水□干热化□土地利用□堆肥□ 

          卫生填埋□干化焚烧□混合焚烧□综合利用□其他□ 

发运人         运达地             转移时间        年     月     日

二、污泥运输单位填写 

运输者须知：你必须核对以上栏目事项，当与实际情况不符时，有权拒绝接

收。 

承运人                       运输日期         年       月      日 

车（船）型：             牌号：         道（水）路运输证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人签字         

三、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填写 

接收者须知：你必须核实以上栏目内容，当与实际情况不符时，有权拒绝接

收。 

资质证号            接收人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污泥处理处置方式：自然干化□深度脱水□干热化□土地利用□堆肥□ 

      单独填埋□混合填埋□干化焚烧□混合焚烧□综合利用□其他□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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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管理示例污泥管理示例



目录 二、污泥管理二、污泥管理
污泥需规范管理的现场污泥需规范管理的现场

离心脱水机和污泥焚烧现场

污泥管理示例污泥管理示例



目录 二、污泥管理二、污泥管理
污泥需规范管理的现场污泥需规范管理的现场

离心脱水机房现场

污泥管理示例污泥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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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管理再生水回用

生产运行管理生产运行管理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持证上岗（基本培训）规范与控制持证上岗（基本培训）规范与控制

一、上岗证培训（持证率一、上岗证培训（持证率100%100%））

基本培训：上岗证培训基本培训：上岗证培训

培训工种：管理人员、污水操作工、污水化验监测工培训工种：管理人员、污水操作工、污水化验监测工

发证单位：江苏省建设厅发证单位：江苏省建设厅

二、特殊工种培训二、特殊工种培训

特殊工种：高配工，电工进网作业证、维修电工、电焊工、行车工等特殊工种：高配工，电工进网作业证、维修电工、电焊工、行车工等

发证单位：供电局、安监局等相关部门发证单位：供电局、安监局等相关部门

三、安全证书培训三、安全证书培训

培训人员：安全负责人（厂长）、安全管理员等培训人员：安全负责人（厂长）、安全管理员等

发证单位：安监部门发证单位：安监部门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持证上岗（基本培训）规范与控制持证上岗（基本培训）规范与控制

培训证书登记表

培训实施

培训申请

培训计划

培训过程
（包含证书的
初次培训和复审）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持证上岗（基本培训）规范与控制持证上岗（基本培训）规范与控制

安全证书培训

培训管理示例培训管理示例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持证上岗（基本培训）证书持证上岗（基本培训）证书

证书原件齐全人员证书统计表

培训管理示例培训管理示例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多种培训形式结合多种培训形式结合

学习创造未来学习创造未来

团队内部
培训

外部
培训

对外
交流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多种培训形式结合多种培训形式结合

为每个成员提供多种机会为每个成员提供多种机会

学习的机会学习的机会

技能提升的机会技能提升的机会

展现自我的机会展现自我的机会

展示风采的机会展示风采的机会

机会。。。机会。。。
机会。。。机会。。。

管理人性化管理人性化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多种培训形式结合多种培训形式结合

多能工的培养多能工的培养

培训管理示例培训管理示例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多种培训形式结合多种培训形式结合

江边厂多能工培养进展情况

姓名 王金龙 毛腾飞 朱小明 徐静

工种

污水操作工上岗证 污水操作工上岗证 污水操作工上岗证 污水操作工上岗证

高压电工作业证 低压电工作业证 低压电工作业证 高压电工作业证

低压电工作业证 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证 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证 化验检测工证

高压电工进网证 自控仪表工岗位证 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证

证书情况 4本 4本 4本 3本

多能工的培养多能工的培养

培训管理示例培训管理示例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内培—岗位练兵内培—岗位练兵

低压电工岗位练兵低压电工岗位练兵

培训管理示例培训管理示例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内培—岗位练兵内培—岗位练兵

激发激发员工员工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进而进而提高凝聚力和工作效率提高凝聚力和工作效率。。

高压电工岗位练兵高压电工岗位练兵

培训管理示例培训管理示例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人员配备的规范要求与控制人员配备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规模
项目

Ⅰ类
（50-100
万m3/d）

Ⅱ类
（20-50
万m3/d
）

Ⅲ类
（10-20万
m3/d）

Ⅳ类
（5-10万
m3/d）

Ⅴ类
（1-5万
m3/d）

一级污水【人/(
万m3/d)】 - 3.0-1.8 5.0-3.0 7.0-5.0 25.0-7.0

一级污水
【人/(万m3/d)】 3.0-2.5 3.5-3.0 5.5-3.5 8.0-5.5 30.0-8.0

深度处理增加（
人）

- 24.0-
30.0 18.0-24.0 15.0-18.0 10.0-15.0

泵站（人） 3.0-5.0 3.0-5.0 3.0-4.0 3.0-4.0 2.0-3.0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建设部建标[2001]77号文）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人员配备规范要求与控制人员配备规范要求与控制

5050

生产人员>50%生产人员>50%

技术人员>20%技术人员>20%

2020%

1、人员配备满足处理规模要求，且生产人员>50%，技术人员≥20%
2、技术负责人需具有中级以上职称，5年以上类似工作经验.

%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计划的规范要求与控制生产计划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生产计划的主要内容生产计划的主要内容

11、水量目标、水量目标

22、水质目标、水质目标

33、运行能耗、成本、运行能耗、成本

44、设备保养、维修、大修、设备保养、维修、大修

55、人员管理计划、人员管理计划

66、安全生产计划、安全生产计划

77、其他、其他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计划的规范要求与控制生产计划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某污水厂某污水厂20152015年设备年度保养计划年设备年度保养计划

计划管理示例计划管理示例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计划的规范要求与控制生产计划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生反池搅拌器吊出检查生反池搅拌器吊出检查
加药间隔膜泵换油保养
加药间隔膜泵换油保养

加
药
间
搅
拌
机
维
修

加
药
间
搅
拌
机
维
修

脱水机房管路油漆

脱水机房管路油漆

脱水机溶药装置维修脱水机溶药装置维修

计划管理示例计划管理示例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计划的规范要求与控制生产计划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7#搅拌器委外维修，更换轴承

计划管理示例计划管理示例



目录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生产计划的规范要求与控制生产计划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计划管理示例计划管理示例

1#鼓风机油冷却器清洗



www.czps.gov.vn

工艺管理工艺管理

应急预案

针对各种突然事件，制定
各项应急预案，并不定期

进行演练

调控方案

根据季节，进水变化制定
不同的工艺调控方案

操作规范

针对不同的工艺处理阶段
，制定详细的工艺操作规
范，保障各构筑物处理效

率。

运行分析

及时对工艺的变化进行月
度、季度、年度分析，总

结工艺运行经验。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工艺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工艺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www.czps.gov.vn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工艺管理示例工艺管理示例

工艺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工艺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www.czps.gov.vn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中水管理示例中水管理示例

再生水（中水）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再生水（中水）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厂外回用的具体要求厂外回用的具体要求

再生水实施工程

再生水利用合同（若单方供水提供

工程资料或相关部门批复等）

再生水实施记录

厂内回用的具体内容厂内回用的具体内容

用于脱水机反冲洗、药剂溶解、绿

化浇灌、人工湿地补水、道路喷洒

等。

人 工 湿 地



一、操作人员安全

人员的安全防护，配备防毒面具、快速喷淋、洗眼器等

人员需按规程安全操作

二、消毒设施设备安全

如采用二氧化氯消毒，加氯间安装碱液吸收装置、有漏氯报警仪，多台

轴流风机、氯酸钠运输、仓储安全、与公安联网、氯酸钠操作上岗证等

设备安全使用规程

三、消毒设施使用的相关记录

消毒设备运行记录

粪大肠菌群化验分析记录等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消毒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消毒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消毒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消毒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消毒管理示例消毒管理示例

二氧化氯消毒设备及
安全用具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消毒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消毒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消毒管理示例消毒管理示例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消毒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消毒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消毒管理示例消毒管理示例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除臭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除臭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除臭常见工艺
化学除臭、生物除臭、离子除臭、活性炭除臭和植物液除臭

厂界（防护带边缘）废气排放最高允许浓度单位 (mg/m3）

根据根据GB3095GB309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一般污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一般污

水处理厂属于二类区，应执行二级标准。水处理厂属于二类区，应执行二级标准。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除臭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除臭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除臭管理示例除臭管理示例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除臭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除臭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除臭管理示例除臭管理示例

www.czps.gov.vn水解酸化池水解酸化池

污水除臭装置污水除臭装置 污泥区除臭装置污泥区除臭装置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技改技革的规范要求与控制技改技革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技改技革示例技改技革示例

www.czps.gov.vn

高效沉淀池的出水堰刷洗装置高效沉淀池的出水堰刷洗装置

二沉池出水堰清洗装置二沉池出水堰清洗装置

充分发挥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开展以“五小活动”为基础的技

改技革活动，强化水质，降低能耗，

节约成本。

““五小五小””

小革新小革新小节约小节约

小设计小设计
小建议小建议

小发明小发明



目录

二沉池池壁着生青苔处理方案二沉池池壁着生青苔处理方案
11号号

作者:吴志文（操作班）

序号 方案内容

1 对出水水质影响分析

2 成本分析

3 使用效果分析

4 施工、后期维护分析

方案完备周详，亮点突出；突现综合分析能力和工方案完备周详，亮点突出；突现综合分析能力和工
程意识；具备进一步试行实施的价值。程意识；具备进一步试行实施的价值。

池壁涂刷防污漆池壁涂刷防污漆

推荐评语推荐评语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技改技革示例技改技革示例



目录

22号号
作者: 陈克芳 徐小刚（操作班）

关于关于PAMPAM变速调节器加装防护罩的建议变速调节器加装防护罩的建议

1.  1.  从保护设备部件、保障生产工艺稳定运行角度出从保护设备部件、保障生产工艺稳定运行角度出
发，采取预防措施；发，采取预防措施；
2.  2.  方案简便易行，效果良好。方案简便易行，效果良好。

推荐评语推荐评语

加药斗加药斗

加药平台加药平台

卸料加药过程中易发

生磕碰磕碰，导致调速参
数变化甚至部件受损。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技改技革示例技改技革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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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水机房回用水系统技改

改造后流量改造后流量

改造前流量改造前流量

节约成本节约成本5.255.25万万元元//（年（年∙∙台）台）

1.1.紧密结合生产实际，解决突出生产问题；紧密结合生产实际，解决突出生产问题；
2.2.利用现有条件优化改造，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节能降利用现有条件优化改造，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节能降
耗；耗；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技改技革示例技改技革示例



目录

实用实用喷头+毛刷喷头+毛刷 高效高效 低廉低廉

二沉池清洗装置二沉池清洗装置 ““金点子金点子””参赛作品参赛作品 (2014)(2014)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技改技革示例技改技革示例



目录

专
利
授
权
证
书

二沉池清洗装置二沉池清洗装置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技改技革示例技改技革示例



www.czps.gov.vn

双回路供电系统是污水厂稳定运行的前提保障

一、首先确保真正实施双回路；

二、使高配值班人员均能熟练操作电路切换，确保全年正常供电。

三、生产运行管理三、生产运行管理
双回路供双回路供
电示例电示例

除臭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除臭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目录

污水台账

设备及仪表台账

污泥台账

档案管理

化验台账

台账管理台账管理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原始记录
1 预处理及初
级处理
2 二级处理
3 深度处理
4 消毒
5 加药记录
6 污泥处理
7 设备管理
8 化验管理
9 其他记录

运行台账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统计报表
1运行报表
2设备报表
3化验报表
4成本分析报
表

台账建立依据--台账范本



污水、污泥、设
备化验等原始台账

污水、污泥、设
备化验等原始台账

参照省标准台账，建立运行基础台账

运行记录 化验记录 设备记录 其他记录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根据台账范本记录管理的要求做好台账的建立和记录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运
行
记
录

污
水
处
理

污
泥
处
理

仪
表
设
备

药
剂
投
加

预处
理及
一级
处理

二
级
处
理

深
度
处
理

消
毒

除
臭

污
泥
脱
水

污
泥
运
输

在
线
仪
表

变
电
所

鼓
风
机

外
加
碳
源

助
（混）
凝
剂

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污水、污泥台账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曝气沉砂池

如采用变频
风机，应加
入频率参数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示例台账管理示例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记录项目

记录班次及时
间

记录人、交接记录及会签

数据匹配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关键控制点

台账管理示例台账管理示例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示例台账管理示例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记录示例

台账管理示例台账管理示例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示例台账管理示例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示例台账管理示例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示例台账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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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及在线设备及在线
仪表台账仪表台账

在线仪表维在线仪表维
护校验台账护校验台账

设备维修设备维修

记录记录

设备基础设备基础

资料资料

设备维修设备维修

保养计划保养计划

设备、在线仪表台账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设备记录

设
备
汇
总
记
录

备
品
备
见
进
出
库

特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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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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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备
档
案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示例台账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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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验台账

化验是污水厂的“眼睛”
需制订了相应的化验室管理制度，

力求做到数据真实，准确，台帐填

写规范。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示例台账管理示例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化验记录

检测 量值溯源 其他库存采样

污水检测 污泥检测 入库单 领用记录 试剂标签
仪器设备
使用及维修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示例台账管理示例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其他记录

安全记录 巡视记录镜检记录

其他记录台账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示例台账管理示例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统计

报表

统计

报表

运行

报表

运行

报表
设备
报表

设备
报表

化验
报表

化验
报表

年报表年报表 日报表日报表 年报表年报表

成本
分析

报表

成本
分析

报表

日报表日报表 年报表年报表 月报表月报表 年报表年报表月报表月报表月报表月报表 月报表月报表

统计报表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台账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漏记项

记录错误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示例台账管理示例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示例台账管理示例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示例台账管理示例



www.czps.gov.vn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示例台账管理示例



档案管理

一、配备专（兼）职档案管理人员
二、资料完整、安全。月报、年报统计真实可靠，运行记录等档案资

料妥善保管
三、档案保持期限不低于三年
四、统计报表应长期保存
五、档案资料包括工程、设计、运行管理等
如：
污水厂初步设计说明
污水厂环评资料
污水运行日报表
污水运行月报表
污水运行年报表
污水运行成本分析月报、年报表
污水处理厂运行费用明细
污水处理费到账发票等

四、台账管理四、台账管理
台账管理示例台账管理示例

档案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档案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目录

2015‐5‐29 106

污水处理能耗

污水处理成本

能耗一览表

污水处理费保障

成本一览表

能耗及成本能耗及成本

五、污水处理能耗及成本五、污水处理能耗及成本



目录 五、污水处理能耗及成本五、污水处理能耗及成本
污水能耗与成本的规范要求与控制污水能耗与成本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一、建立年度、月度运行单位耗电一览表
1、一级A标准：污水处理单耗<0.34度/立方米
2、一级B标准：按上述单耗的70%进行考核
3、低于一级B标准：按一级A标准单耗的50%进行
污水处理单耗以年计，仅指厂内且尾水抽排不计入

二、建立年度、月度运行成本一览表
单位成本按不同规模不同工艺设置，污水处理成本不含污泥厂外
处置成本，仅指污水厂内直接运行成本，即为扣除利润、折旧、
大修、税费以外的运行费用，依据中国供水排水协会全国污水处
理厂绩效考核标准（详见附表）



目录 五、污水处理能耗及成本五、污水处理能耗及成本
污水能耗与成本的规范要求与控制污水能耗与成本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不同规模、不同工艺运行成本一览表



目录 五、污水处理能耗及成本五、污水处理能耗及成本
污水能耗与成本的规范要求与控制污水能耗与成本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三、污水处理运行费用应足额到位
到位率=（实际到位污水处理费用/应到位污水处理费用）
*100%

四、其他存档资料
电费单据
污水处理水量年报
年度财政预算和拨款情况



污水处理工艺 改良A2O工艺

污泥处理工艺 离心脱水+焚烧

年污水处理总量（m³） 15346259

日均处理量（m³/日） 43351

年用电量（kw.h） 5117932

运行单位电耗（kw.h/m³） 0.33

年运行费用（万元） 789.25

年运行成本（元/m³） 0.514

五、污水处理能耗及成本五、污水处理能耗及成本

某污水处理厂年能耗及成本某污水处理厂年能耗及成本

能耗成本能耗成本
示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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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厂化验室药耗分析

CODcr药耗占总药耗

的51.24%，NH4
+-N药

耗占总药耗的43.17%

，TP药耗占总药耗的

5.26%，而TN和BOD5 

的药耗仅占总药耗成

本的0.25%和0.07%。

五、污水处理能耗及成本五、污水处理能耗及成本
能耗成本能耗成本
示例示例



某厂电耗分析

工艺分段 设 备 名 称 使用台数
时间

（h/d） 功率（kW）
电耗

（kW·h/d）

一级处理

钢丝绳格栅 1 2 2.75 5.50
输送机 1 2 3.00 6.00
压榨机 1 2 2.20 4.40
进水泵 1 24 107.38 2577.12
细格栅 1 2 1.30 2.60

螺旋压榨机 1 2 1.50 3.00
旋流提砂机 1 24 1.50 36.00
砂水分离机 1 0.12 0.75 0.09

链板式刮油泥机 1 24 0.75 18.00

旋转式撇油撇渣机 1 24 4.00 96.00

罗茨风机 1 24 11.00 264.00

二级处理

潜水搅拌器 8 24 5.50 1056.00
低速水下推进器 7 24 3.70 621.60
内回流泵(过墙泵) 1 24 10.00 240.00

外回流泵(轴流)变频 1 14.4 30.00 432.00

剩余污泥泵 1 5 5.50 27.50
中心传动单管吸泥机 1 24 0.75 18.00

风机 1 24 277.12 6650.88

深度处理

潜污泵 1 11.3 90.00 1017.00

隔膜计量泵
1 4 0.75 3.00
1 4 0.55 2.20

立式搅拌器 1 4 2.20 8.80
助凝剂自动制备装置 1 4 2.50 10.00
加药螺杆泵 变频 1 4 0.86 3.44
快速搅拌机配变频 1 4 7.50 30.00
絮凝搅拌机配变频 1 4 4.00 16.00
中心传动刮泥机 1 4 1.50 6.00
剩余污泥泵 1 1 30.00 30.00

反冲洗水泵(中开泵) 2 0.5 37.00 37.00
罗茨风机 2 0.5 75.00 75.00

空压机系统 1 1 7.50 7.50
排污泵 1 0.5 18.00 9.00
搅拌器 1 24 5.50 132.00

二氧化氯发生器 1 24 9.50 228.00
ClO2系统 1 24 0.50 12.00

中心传动浓缩机 1 24 1.50 36.00
潜水排污泵 1 6 4.80 28.80

水下搅拌器
1 24 5.50 132.00
1 24 4.30 103.20

污泥处理

离心脱水机 1 4 55.00 220.00
污泥切割机 2 4 1.50 12.00

污泥螺杆泵(进料) 1 4 11.00 44.00

干泥输送泵 1 4 15.00 60.00

螺杆加药泵 1 4 0.75 3.00

再生水 卧式离心泵 1 24 45.00 1080.00

各单元主要设备电耗统计表

10.01至10.10期间：

日平均耗电量为 15298 kW·h/d
平均吨水电耗 0.42 kW·h/m3

10.0110.01至至10.1010.10期间：期间：

日平均耗电量为 15298 15298 kW·h/d
平均吨水电耗 0.42 0.42 kW·h/m3

理论测算理论测算

实测实测

处理单元
一级一级
处理处理

二级二级
处理处理

深度深度
处理处理

污泥污泥
处理处理

再再
生生
水水

总计
平均处
理量
(m3)

吨水
电耗

(kW·h/m3)

耗电量
(kW·h/d) 3013 9046 1927 339 1080 1540515405

36630 0.420.42
百分比
（%）

19.56 58.72 12.51 2.20 7.01 100.00

五、污水处理能耗及成本五、污水处理能耗及成本
能耗成本能耗成本
示例示例



电耗分析

1.理论测算与实测结果基本吻合；

2.各处理单元电耗比例与大多数污水厂统计结果一致；

3.需要加强实际测算工作，在一定统计量的基础上分析

电耗，形成节能降耗对策。

五、污水处理能耗及成本五、污水处理能耗及成本
能耗成本能耗成本
示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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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验室配备

化验项目及频次

化验质量控制

化验分析方法

水质与检验水质与检验

六、水质与检验六、水质与检验



目录 六、水质与检验六、水质与检验
化验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化验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一、化验室配备
污水处理厂应配备化验室。同一城市的多个污水处理厂，可共用
综合分析中心，但污水厂内用于常规化验项目如COD、BOD、SS
、NH-N、TP、TN的检测设备应配备齐全。化学品、危险化学品
仓库均应按要求布设，规章制度齐全并按相关规定管理
化验人员培训后持证上岗。

二、化验项目及频次
按CJJ60-2011《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

》中的规定

三、化验分析方法
按照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或

建设部CJ/T51-2004《城市污水水质检验方法标准》等规定。
原则：国标现行的按国标方法，国标无或作废按现行标。



目录 六、水质与检验六、水质与检验
化验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化验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四、化验质量控制
化验室内部应建立健全水质分析质量保证制度；
每日样品需进行精密度（平行双样）和准确度（加标回收）控制
定期进行标准样品、仪器设备的量值溯源，并完整保存记录。

五、化验设备强制检定
按要求进行化验设备计量检定，并建立检定周期一览表
检定合格的仪器设备贴好检定标签

六、化验室其他规范管理
危险品管理制度、化学品管理制度等
设备保养、器皿清洗，卫生保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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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验人员上岗培训化验人员上岗培训

六、水质与检验六、水质与检验
化验管理示例化验管理示例

化验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化验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化验仪器设备化验仪器设备

六、水质与检验六、水质与检验
化验管理示例化验管理示例



化验项目方法一览表化验项目方法一览表

六、水质与检验六、水质与检验
化验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化验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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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器皿的检定玻璃器皿的检定

六、水质与检验六、水质与检验
化验管理示例化验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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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检定仪器设备检定

六、水质与检验六、水质与检验
化验管理示例化验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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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

设备运行

在线仪表

备品备件

设备与仪表设备与仪表

七、设备与仪表七、设备与仪表



七、设备与仪表七、设备与仪表

一、设备管理
1、设备外观整洁；
2、螺栓齐全牢固；
3、设备无腐蚀，无渗漏，润滑充分；
4、电气设备符合安全要求；
5、附属设备工作正常；
6、整机运行平稳可靠；
7、仪器仪表准确灵敏；
8、使用高效节能设备；
9、设备完好率>95%
10、设备卫生到位、无跑冒滴漏

设备与仪表的规范要求与控制设备与仪表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七、设备与仪表七、设备与仪表

二、备品备件管理
1、备品备件原则是少品种，低限量，关键必备；
2、备品备件库整洁有序，帐、卡、物一致，定期盘库。
3、备品的分类编号、名称、规格型号、使用设备编号、单位、库存
量、单价、购买厂商、订货周期等应记录齐全。较大件必须注明重量、
耗材材质、需润滑设备必须有润滑油型号，即必须注明相关重要规格。

三、仪表管理
1、在线仪表按工艺要求布设
2、包括流程工艺仪表和监控仪表
3、仪表的完好率不应低于70%
4、仪表的运转率不应低于80%

设备与仪表的规范要求与控制设备与仪表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设 备 运 行

所有设备包括：泵类、粗细格栅、

刮吸泥机、鼓风机、脱水机、阀门

启闭机等均运行正常可靠，各设备

维护保养到位。

备 品 备 件

备品备件实行每月登记制度每月登记制度，对关键设备的备件确保安全库存量。并根据当

月实际库存量进行及时上报及领用。

七、设备与仪表七、设备与仪表
设备管理示例设备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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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MTPM点检考核要具体点检考核要具体  重复小团队建设重复小团队建设

● 重复性小组活动重复性小组活动TPMTPM活动的另一活动的另一

个重要基石个重要基石

●小组活动是实施改善或革新项目的小组活动是实施改善或革新项目的

基本单位基本单位

●构建重复性小组活动机制，创造全构建重复性小组活动机制，创造全

员改善氛围员改善氛围

七、设备与仪表七、设备与仪表
设备管理示例设备管理示例



目录

 TPM设备点检制度及看板点检制度及看板

 TPMTPM设备加油看板设备加油看板

 5S5S管理体系看板管理体系看板

 TPMTPM点检实施要到位点检实施要到位

七、设备与仪表七、设备与仪表
设备管理示例设备管理示例



 设备、卫生包干要到人设备、卫生包干要到人

七、设备与仪表七、设备与仪表
设备管理示例设备管理示例



仓库整理到位，帐卡物一致

七、设备与仪表七、设备与仪表
备品备件示例备品备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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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仓库管理制度建立仓库管理制度

七、设备与仪表七、设备与仪表
备品备件示例备品备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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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工艺要求进行各类在线仪表布设。根据工艺流程设置液位计、流量计、

PH计、MLSS、DO，进、出水COD、TP、NH3-N监测仪，出水PH仪，出水SS仪等

在线监测仪表

在线仪表监控室在线仪表监控室自控系统维护记录自控系统维护记录

七、设备与仪表七、设备与仪表
仪表管理示例仪表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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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规程及防护

应急预案

安全培训

安全管理安全管理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短板短板是决定木桶盛是决定木桶盛
水量的标尺水量的标尺

安全管理的公式安全管理的公式
100100--1=01=0

经
济
收
入

经
济
收
入

生
产
效
益

生
产
效
益

安
全
安
全

木桶定律木桶定律

安全警钟长鸣！安全警钟长鸣！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一、建立安全管理制度
1、建立有健全的各级安全管理机构；
2、安全规章制度；
3、安全检查记录齐全；
4、发现安全隐患有积极的响应措施、并能及时解决；
5、安全检查台帐及安全隐患排除记录齐全

二、安全规程与安全防护
1、操作规程齐全、到位；
2、岗位人员有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
3、必要场所有安全警示牌；
4、有毒、有害场所有安全防护仪器、仪表、器具配备；
5、危险品、易燃、易爆品有相应的管理规定。
防护器具的配备、存放、使用是重点

安全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安全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三、安全培训管理
1、安全培训要有年度、月度计划
2、结合工作岗位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并有安全教育台帐；
3、厂主管领导和安全负责人要接受正规安全培训并具有上级颁发的
安全培训证书

四、建立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1、应急预案应包括水质、管道、电器、停电等突发事故及火灾、爆
炸、中毒等重大安全事故的预案
2、根据实际情况，定期组织演练

安全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安全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发挥每个人的力量

强化操作规程、巡视、交接

安全检查督促

安全整改落实

落实安全责任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目录

建立安全生产手册建立安全生产手册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示例安全管理示例



目录
安全管理示例安全管理示例

www.czps.gov.vn

8.安全管理厂区平面示意图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责任到人安全管理责任到人



目录

分别按照厂内生产、办公等分别按照厂内生产、办公等2828个个区域进行安全风区域进行安全风
险因子识别，共计险因子识别，共计162162项。项。

安全风险因子识别安全风险因子识别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示例安全管理示例



门卫及外来人员门卫及外来人员

逐步建立江边厂门禁系统，制作临时出入证逐步建立江边厂门禁系统，制作临时出入证

九、厂容厂貌九、厂容厂貌
安全管理示例安全管理示例



门卫及外来人员门卫及外来人员

逐步实现人、车、物全面管理逐步实现人、车、物全面管理

九、厂容厂貌九、厂容厂貌
安全管理示例安全管理示例



主干道安全标识主干道安全标识

九、厂容厂貌九、厂容厂貌
安全管理示例安全管理示例



需要强制检定的设备和安全器具：

1、变电所安全器具：绝缘靴、绝缘手套、验电笔、林克棒等

2、硫化氢测定仪、氨气测定仪等

3、行车

4、化验设备计量检定设备：电子天平、分光光度计、生化培养箱、水浴
锅、马弗炉、高压锅（消解用）等

5、化验用玻璃器皿

6、压力容器及压力表等

7、电梯等

江边污水处理厂

设备、安全器具检定设备、安全器具检定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安全器具检定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安全器具检定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 行车电梯等特种设备资料统计备案行车电梯等特种设备资料统计备案

江边污水处理厂

设备、安全器具检定设备、安全器具检定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示例安全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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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示例安全管理示例

设备、安全器具检定设备、安全器具检定



安全器具设置、安全警示安全器具设置、安全警示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示例安全管理示例



安全巡视、交接安全巡视、交接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示例安全管理示例



安全隐患整改

整改前 整改后

安全整改落实安全整改落实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示例安全管理示例



安全整改落实安全整改落实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示例安全管理示例



安全整改落实安全整改落实

整改后整改后

整改前整改前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示例安全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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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示例安全管理示例

安全台账建立安全台账建立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安全操作安全操作

安全管理示例安全管理示例

全国“排水杯”技能大赛实操例题：
密闭空间内如何操作？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9号
《有限空间安全作业五条规定》
一、必须严格实行作业审批制度，严禁擅自进入

有限空间作业。
二、必须做到“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

严禁通风、检测不合格作业。
三、必须配备个人防中毒窒息等防护装备，设置

安全警示标识，严禁无防护监护措施作业。
四、必须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严禁教育培

训不合格上岗作业。
五、必须制定应急措施，现场配备应急装备，

严禁盲目施救。



www.czps.gov.vn

定期进行安全演练定期进行安全演练

安全教育大会安全教育大会

八、安全管理八、安全管理
消防演练消防演练

安全管理示例安全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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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29 154

室外规范管理

室内规范管理

工艺管线

构筑物

厂容厂貌厂容厂貌

九、厂容厂貌九、厂容厂貌



九、厂容厂貌九、厂容厂貌

一、室外管理
1、建筑物外观整洁、无明显的破损和渗漏；
2、厂内道路完好、通畅，无破损；
3、所有车辆在固定场所停放有序；
4、各种管道色标明显；
5、阀门井、计量井等处整齐完好，井内无积水污物；
6、厂内照明设施完好；
7、 厂内可绿化面积30%以上，且绿地植被无死亡缺损现象
8、门禁管理

厂容厂貌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厂容厂貌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九、厂容厂貌九、厂容厂貌

二、室内管理
1、办公室、值班室、操作室、机房内物品摆放整齐，卫生整洁，无
烟头污渍等，照明齐全有效；
2、门、窗、玻璃明亮无破损，墙壁整洁；
3、办公桌椅、操作工具摆放整齐；
4、淋浴室、卫生间设施齐全、无破损、无异味；
5、操作人员着装整齐、干净、文明礼貌

三、构筑物管理
1、构筑物无渗漏；
2、油漆良好无锈蚀；
3、堰口、池壁保持清洁、完好、出水均匀；
4、池面清洁；闸阀无渗漏、安全有效

厂容厂貌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厂容厂貌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目录

5S 5S 现场管理现场管理

九、厂容厂貌九、厂容厂貌
厂容厂貌厂容厂貌
管理示例管理示例



九、厂容厂貌九、厂容厂貌
厂容厂貌厂容厂貌
管理示例管理示例



对于生产工具进行对于生产工具进行5S5S管理管理

仓库管理仓库管理

九、厂容厂貌九、厂容厂貌
厂容厂貌厂容厂貌
管理示例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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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改进前 办公室改进后线路整理线路整理 办公桌整理办公桌整理

 办公室办公室““5s5s””管理管理

九、厂容厂貌九、厂容厂貌
厂容厂貌厂容厂貌
管理示例管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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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外观

室内

九、厂容厂貌九、厂容厂貌
厂容厂貌厂容厂貌
管理示例管理示例



目录

制度建设

考核制度

操作管理

企业文化建设

标准化管理

制度建设制度建设信息建设

十、制度建设十、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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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管理

考核制度

标准化管理 信息建设

文化建设

制度建设

• 操作规程（工艺，构筑物，设备，安全，岗位）
• 生产管理制度
• 岗位责任制度
• 设备管理制度
• 化验管理制度
• 岗位工作责任制

制定各项考核制度

•IS
O

9001

•ISO
14001

•O
H

S
A

S
18001

所有上报信息均

按要求上报

十、制度建设十、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的规范要求与控制制度建设的规范要求与控制



构建规章制度构建规章制度

十、制度建设十、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示例制度建设示例



ISOISO国际标准认证国际标准认证

十、制度建设十、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示例制度建设示例



• 绩效考核的制定流程

单位目标单位目标

部门目标部门目标

个人目标个人目标

目标分解目标分解
指标选择与量化指标选择与量化

十、制度建设十、制度建设



实施方案（草案）实施方案（草案）

员工绩效考核表员工绩效考核表

十、制度建设十、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示例制度建设示例

建立考核制度



与技术人员和班与技术人员和班
组长相比增加了组长相比增加了

激励项目激励项目

十、制度建设十、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示例制度建设示例



十、制度建设十、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示例制度建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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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

十、制度建设十、制度建设
建立自身文化特色

制度建设示例制度建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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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品在“青青”杂志上刊登

“春在江边”摄影作品征稿

十、制度建设十、制度建设
建立自身文化特色

制度建设示例制度建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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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在江边春在江边””摄影作品欣赏摄影作品欣赏

十、制度建设十、制度建设
建立自身文化特色

制度建设示例制度建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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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文化活动业余文化活动

十、制度建设十、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示例制度建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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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为）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为““同呼吸同呼吸 共奋斗共奋斗”” ；；
（（22）激发公众对水处理知识的认识和兴趣，增强环保意识。）激发公众对水处理知识的认识和兴趣，增强环保意识。

““六六··五世界环境日五世界环境日””暨工厂开放日暨工厂开放日

十、制度建设十、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示例制度建设示例



管理无止境管理无止境

规范无上限规范无上限

不断努力不断努力!! 不断改进！才能日臻完善！不断改进！才能日臻完善！



吕贞吕贞
2016年11月17日

欢迎批评指正！欢迎批评指正！
谢谢！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