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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规划编制背景 

《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编制完成后，需进行环卫设施布

局规划，进一步对环境卫生服务体系、垃圾处理设施、大型垃圾转运设施进行总

体安排和布置，以指导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环卫设施建设；另一方面，针对

当前环卫设施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亟需编制环卫设施的布局规划来规范和引

导相关设施建设；另外天津市新农村建设持续较快发展，镇村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和垃圾收运体系建立亟待加强。 

1.2 规划编制目的 

环卫设施布局规划是指总规层面以下的专项规划的编制，是对总规中环卫专

项的深化和完善。通过此次规划的编制，一方面指导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使

得各项环卫基础设施的用地能够得到充分有效落实并留有充足的发展空间，同时

也为城市黄线的划定提供依据；另一方面，通过本次规划建立一个安全高效的环

卫基础设施体系和管理系统，为市域范围内的环卫基础设施的规划管理提供宏观

指导。最后，环卫规划的编制是要统筹考虑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需要，为城镇和农

村的市容和村容环境的提升打下基础。 

1.3 规划期限和规划范围 

本规划现状水平年为 2010年，规划期限为 2011～2020年，其中：近期规划

年限为 2015年，远期规划年限为 2020年。 

规划范围为天津市行政辖区，规划总面积为 11919.7平方公里。规划范围为

中心城区、环城四区、滨海新区、新城、中心镇、一般建制镇和乡村。其中重点

地区为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 

1.4 规划原则和指导思想 

1.4.1 规划原则 

1．《规划》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等国家及本市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政策规定；符合《天津市城市

总体规划（2005-2020 年）》；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规范以及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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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统筹兼顾

各方面因素，对作为天津市城市基础设施的环卫设施发展方向进行准确定位。 

3．坚持以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为原则。坚持以近期为主兼顾远期为原则，

坚持以保障普遍服务以及社会公益性事业为原则。 

4．坚持环卫设施配置合理化的原则。对环卫设施布局提出配置指标，对主

要设施的建设提出控制指标，为环卫设施的建设起到指导作用。 

5．坚持空间布局合理化原则。在空间布局上，考虑到居住区与公建区的不

同需求，新区与老城区的差别，对环卫设施进行合理的配置。 

6．坚持市区、新城和乡镇环卫设施数量分别设置原则。按照不同地区的垃

圾量不同和环卫设施服务标准的不同，在设施数量配置上体现出节约化和合理

化。 

7．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厕，达到国家公厕设置标准，避免

重复建设。 

1.4.2 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统筹规划编制工作，贯彻“环保主导”、“循环经济”理念，

执行“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理并重”的城市垃圾管理工作方针，遵

循“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满足要求，适当超前”的原则，建立城乡统筹、

布局合理、技术先进、能力充足、环保达标的城镇环境卫生设施体系，促进天津

市环境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1.5 规划依据和遵循的技术标准 

1.5.1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环境污染防治法》 

4．《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5．《天津市城市规划条例》 

6．《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 

7．《天津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8．《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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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

意见的通知（国发[2011]9号） 

1.5.2 技术标准 

1．《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 

2．《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3．《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4．《全国城镇环境卫生“十一五”规划》 

5．《城市生活垃圾产量计算及预测方法》 

6．《天津市生活废弃物管理规定》 

7．《天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1.6 规划目标 

1．以建设生态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目标，按照无害化、减量化、资

源化的处理原则，逐步推行垃圾分类收集，建立起城乡统筹、布局合理、技术先

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现代化垃圾收运体系。 

2．通过优化收运设施和处理设施的空间布局，调整、完善现有的生活垃圾、

粪便、特种垃圾收运处理系统，经济合理的设置垃圾收集、转运、处理设施、环

卫公共设施和作业场所设施，全面提升天津市环卫系统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3．在城市地区完善环卫基层机构、环卫车队和环卫工人作息场所的设置，

改变现状环卫设施用地严重不足的情况。同时，建立起我市垃圾收集-中转-分类

-处理的模式。 

4．在乡镇和农村地区逐步推行“村收集-镇运输-区处理”的垃圾清运处置

模式，改变农村垃圾无序排放的现状。 

5．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市环卫设施的设置标准和建设标准。 

6．2020 年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 60%以上；中心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由现在的 75%提高至 100%；五区县乡镇和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由现在

的 15%提高到 80%以上。 

1.7 规划涵盖内容及规划深度 

1.7.1 规划涵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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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规划，一方面涵盖环卫部门负责的各类垃圾处理设施（包括生活垃圾、

餐厨垃圾、粪便、建筑渣土及大件垃圾的处理处置设施，不包括危险废物、工业

固废和医疗废物的处理设施），另一方面涵盖垃圾收运过程中需要的各类收集转

运设施（包括垃圾转运站、基层环卫机构、环卫车队和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1.7.2 规划深度 

对主要设施（垃圾处理厂、垃圾转运站、基层环卫机构和环卫车队）不仅提

出设置规模、设置数量、用地规模，还进行了专项层面的空间布局和规划落位，

由区县总规、控规进一步予以落实；对环卫工人作息场所、公共厕所提出设施数

量、设置标准以及建设标准，指导下一步控制性规划中环卫设施的具体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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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2.1 天津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确定 

我市垃圾处置方式拟采用焚烧、填埋和堆肥相结合的方式。根据预测的垃圾

未来成分分析，2020 年垃圾物理成分中有机物约占 60%，可回收物约占 30%，无

机物约占 10%；而从实际取样分析结果看，依据现有条件，可回收物中确实可利

用的部分约三分之一，即总量的 10%，其余部分很难再利用，应归为不可回收。 

考虑到城市地区用地紧张，应在规划中体现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的原则，焚

烧无疑是最大程度上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的处理方式。因此，综合天津市经济发展

水平并参考市容园林委的意见，确定 2020 年中心城市垃圾采用焚烧为主的处理

方式，逐步将焚烧处理比例提高至 70%，同时此范围内的现状垃圾填埋场作为焚

烧残渣、飞灰的最终填埋场及应急处置场所。 

垃圾生化处理产品的出路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综合考虑到当前生化处理产品

的品质（重金属含量较高）以及销路的

实际情况，比例不宜过高，确定中心城

市及五区县生化处理比例均为 20%。 

鉴于五区县垃圾成分特点及自身经

济水平，主要采用填埋处理方式，填埋

量占五区县垃圾总量的 70%，远景结合

城市的发展，逐步向焚烧处置方式过渡。

综合中心城市地区和五区县的各自处置

比例，结合 2020年天津市垃圾产生量预

测数据，最终确定天津垃圾处理处置比

例为：焚烧 50%，卫生填埋 20%，资源回

收 10%，生化处理 20%。（见图 2-1） 

                                图 2-1 

2.2 天津市垃圾处理设施布局规划 

1.中心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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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垃圾处理设施统筹设置，规划在环城四区范围内设置 5座垃圾处理

设施，滨海新区范围内设置 4座垃圾处理厂，使得处理设施在地理位置上兼顾南

北方向和东西方

向的均衡，同时，

专项规划中对紧

邻外环线的双港

垃圾焚烧厂的位

置进行了调整，

规划调整至大韩

庄垃圾处理厂位

置。另外，贯庄

焚烧发电厂与规

划第二综合垃圾

处理厂、汉沽填

埋场与焚烧厂、

大港填埋场与焚

烧厂均考虑结合建设（见图 2-2）。 

在确定了处理设施布局的基础上，合理地划分了各处理设施的服务范围见图

2-3。 

图 2-3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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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区县垃圾处理设施布局规划 

五区县总面积均在 1000平方公里以上，同时考虑各区未来发展定位的不同，

垃圾处理设施分布构建属地管理机制，分区设置垃圾处理厂负责处理各行政区内

垃圾。全市域垃圾处理设施布局图及服务范围图见图 5-4。 

鉴于现状蓟县垃圾填埋场在北部山区生态保护范围内，专项规划中确定远期

废除，结合填埋场仅剩余两年的使用年限，场区填满封场后按规范要求继续组织

疏导填埋气，同时进行绿化覆盖、生态恢复。蓟县新规划的处理厂在南部平原地

区尤古庄镇附近重新选址。另外，现状静海海环垃圾处置场位于蓄滞洪区内，应

通过采取抬高基地高程，建设防洪墙等措施，确保安全。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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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环卫配套设施布局规划 

3.1 垃圾收运模式 

1．生活垃圾收运模式 

 

2．粪便及餐厨垃圾收运模式 

 

3．大件垃圾、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收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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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环卫配套设施设置标准 

1.垃圾转运站 

垃圾转运站宜靠近服务区域中心或生活垃圾产量多且交通运输方便的地方，

不宜设在公共设施集中区域和靠近人流、车流的集中地区。 

 中心城市及新城 

以 3～5 平方公里的服务范围设置小型垃圾压缩式转运站，转运量为 10-40

吨/日·座。配合各地区大型垃圾转运站，形成一、二级垃圾转运网络。 

 乡镇及农村地区 

各乡镇及农村每 3万人设一座压缩式小型垃圾转运站，低于 3 万人的乡镇，

每镇设一座，不足 1万人的乡镇及农村不设，每座小型垃圾转运站转运量约 30-60

吨/日。 

2.基层环卫机构 

 设置要求 

城市地区（含新城） 每 5万人设 1处 

乡镇及农村地区 每个镇区设 1处；农村不设 

工业区 不设 

3.环卫车队 

环卫车队宜设置在服务区范围内以减少空驶里程，同时应避开人口稠密和交

通繁忙区域。 

 设置要求 

城市地区（含新城） 每个行政区 2-3个车队，每个车队服

务范围约 25-30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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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及农村地区 每个镇区设 1处停车场，与基层环卫

机构合建；农村不设 

工业区 根据需要设置 1-2处 

4.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设置要求 

城市地区（含新城） 每 1.2万人设 1处 

乡镇及农村地区 镇区：每 0.8～1万人设 1处停车场； 

农村：每村设 1处环卫站 

工业区 4～5km2设置 1处 

5.公共厕所 

 设置要求 

城市地区（含新城） 4～7座/km2 

乡镇及农村地区 镇区：4座/km2； 

农村：每 3000人设 1座 

工业区 1座/km2 

3.3 环卫配套设施建设标准 

1.垃圾转运站 

 城市地区（含新城） 

垃圾转运站外形应美观，并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操作应实现封闭、减容、

压缩，设备力求先进。飘尘、废气、排水等指标应符合相应的环境保护标准。转

运站的环境保护配套设施必须与转运站主体设施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启用；

转运站应结合垃圾转运单元的工艺设计，强化在卸装垃圾等关键位置的通风、降

尘、除臭措施。 

考虑到城市用地集约性要强，小型垃圾转运站用地面积宜设置为 800 平方

米，包括 5米绿化隔离带。工人休息、更衣、洗浴等辅助性房间应设置在转运站

二层。 

 乡镇及农村地区 

乡镇及农村小型垃圾转运站用地面积 900平方米；大型垃圾转运站一般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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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村庄，占地面积 1.5公顷，转运规模约 1000～1200吨/日。 

2.基层环境卫生机构 

 城市地区（含新城） 

基层环卫机构属管理机构，应与环卫工人作息场所合建，设置人力车及小型

机动车停放场、环卫工人宿舍、食堂等辅助房间，合建总用地面积 1500平方米。 

 乡镇及农村地区 

包括人力车及小型机动车停放场、食堂等辅助房间，总用地面积 900平方米。 

3.环卫车队 

 城市地区（含新城） 

按照每万人配置 2.5辆环卫车、每辆车占地 150平方米进行建设规模预测，

按照行政管辖区和作业性质、服务范围规划环卫车队，溶盐池设置在环卫车队内。 

 乡镇及农村地区 

镇区按照每万人 3～4 辆车、每辆车占地 150 平方米规划停车场，按照行政

管辖区和作业性质、服务范围规划环卫车队，溶盐池设置在环卫车队内。 

4.工业区 

工业区按照每平方公里 2～3辆车、每辆车占地 150 平方米规划停车场，按

照行政管辖区和作业性质、服务范围规划环卫车队，溶盐池设置在环卫车队内。 

5.公共厕所 

 设置标准 

城市地区（含新城） 60～100平方米/座 

乡镇及农村地区 40～80平方米/座 

工业区 60 平方米/座 

3.4 环卫配套设施合建的可行性 

1.环卫车队等配套设施合建 

环卫系统内的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基层环卫机构、环卫工人作息场

所和公共厕所等环卫内部设施采用合建的方式进行建设，共用绿化隔离带，将各

项设施集中起来，从规划角度节约用地面积，从运行方面考虑更便于管理和实施。

经测算小型转运站与公厕、基层机构、环卫作息场合建用地较单独建设节约用地

400-500平方米。另一方面由于环卫行业的特殊性，噪声、飘尘、作息时间等易

对邻近的居民或企事业单位造成影响，故环卫配套设施的集中设置可减轻对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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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影响。本专项规划中列举了部分结合设置的环卫设施用地面积，供编制控

制性详细规划参考： 

四合一（垃圾转运站+基层环卫机构+环卫工人作息场所+公厕） --2000m2  

三合一（基层环卫机构+环卫工人作息场所+公厕）--1500m2 

三合一（垃圾转运站+环卫工人作息场所+公厕）--1500m2  

二合一（垃圾转运站+公厕）--800m2 

2.环卫配套设施与其它市政设施合建 

本次专项规划确定：在有条件的产业区（例如空港物流加工区、开发区、子

牙循环产业园等各类产业功能区），环卫、绿化、市政事业均由管委会统一组织

实施和运营，环卫设施可以与泵站、排管所、绿化管理所、道桥管理所等设施合

建，具体事宜由产业功能区主管部门统一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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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近期建设规划和实施保障措施 

4.1 近期建设目标 

1．环卫设施基本满足城市需求，保持国内先进水平； 

2．中心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70%以上； 

3．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60%； 

4．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5．逐步减少原生垃圾的填埋比例； 

6．中心城区粪便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80%； 

7．中心城区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80%。 

4.2 近期建设规划 

1、生活垃圾处理厂 

名称 处理能力（吨/日） 拟建时间 投资（亿元） 

贯庄垃圾焚烧发电厂 1000 2011年 5.5 

青光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扩建） 800 2012年 4 

第一垃圾综合处理厂 1000 2015年 4.5 

第二垃圾综合处理厂 1100 2015年 2.5 

滨海新区汉沽垃圾焚烧发电厂 1500 2011年 8 

滨海新区汉沽垃圾填埋场二期（扩建） 200 2011年 0.4 

滨海新区大港垃圾焚烧发电厂 2000 2014年 10 

静海紫兆生活废弃物处理厂（改建） 300 2011年 0.9 

武清垃圾综合处理厂 500 2013年 1.2 

宝坻垃圾综合处理厂 300 2013年 0.8 

静海垃圾综合处理厂 400 2015年 1 

蓟县垃圾综合处理厂 600 2013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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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垃圾综合处理厂 300 2015年 0.9 

合计 10000 
 

41.1 

2、餐厨垃圾处理厂 

名称 位置 
处 理 量

（吨/日） 

拟建 

时间 

占地面积 

（公顷） 

双口餐厨垃圾处理厂 双口垃圾填埋场原址 200 2015年 1 

滨海新区餐厨垃圾处理厂 滨海新区 400 2012年 1 

碧海环保餐厨垃圾处理厂

（二期） 

碧海环保餐厨垃圾处

理厂 
100 2014年  

合计 700   

3、粪便处理厂 

名称 位置 
处 理 量

（吨/日） 

拟建时

间 

占 地 面 积

（公顷） 

大韩庄粪便处理厂 大韩庄垃圾填埋场 600 2013年 1.5 

大港粪便处理厂 大港垃圾填埋场 500 2013年 1 

汉沽粪便处理厂 汉沽垃圾填埋场 500 2015年 1 

双口粪便处理厂 双口垃圾填埋场 700 2015年 1.5 

合计 2300   

4、大型垃圾转运站 

垃圾转运站 位置 
规模 

(吨/日) 

拟建 

时间 

占地面积

(公顷) 

规划蓟县大型垃圾转运站 蓟县新城附近 400 2012年 1 

规划静海大型垃圾转运站 土河附近 300 2013年 1 

5、环卫配套设施近期建设 

1.逐步改造现有的简易垃圾楼 

结合我市现有小型垃圾转运站的分布情况，逐步合并、改造无设施的简易垃

圾楼，提高转运站的转运能力和环保程度，实现生活垃圾收集、清运、转运全过

程的密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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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厕的建设与达标改造 

遵循“文明、卫生、方便、适用、节能、环保”的指导思想，按照建设部《城

市公共厕所建设规划和设计标准》的要求，逐步改造现有的二类以下公厕，逐步

淘汰旱厕，使公厕成为我市的亮点；同时整合社会资源，将一部分社会厕（加油

站、大型商业、地铁、公交车站等）纳入全市公厕的统一服务范畴，改善群众如

厕条件。 

4.3 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1.政策保障措施 

 法规条例 

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认真执行《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及《天津市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将环卫设施的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 

 纳入各层次城市规划 

本规划为《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环卫规划的深化和完善，

必须纳入各层次的城市规划中，实行统一规划、分期建设。 

天津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发展日新月异，规划只有结合城市发

展新形势及时更新，才能持续合理地指导建设。因此，应建立规划的动态管理与

滚动调校机制，加强对规划实施的跟踪与反馈，建立效果评价制度，根据实际变

化情况，适时修编规划，确保规划对城市建设的正确引导。 

 财政政策和土地政策 

环卫设施为社会重要公用基础设施，并反映城市综合文明水平，除各级政府

应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扶持外，需引入社会资金，形成多元化投资体制。在土地

供应上，对于环卫设施项目用地，凡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以以行政划拨

方式办理手续。垃圾处理设施、垃圾转运站、公共厕所应由政府负责组织投资建

设，后期运营可以市场化；环卫车队、基层环卫机构、环卫工人作息场所、可通

过招标手段实现市场化。 

2.管理保障措施 

 城市配套和城区改造 

将环卫设施的建设纳入城市配套项目，地块开发应当按照本市规定的标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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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配套建设环卫设施，并结合相关要求纳入土地出让条件。因地块开发建设或

道路拓宽需拆除现有环卫设施的，应予以补建，过渡期应有过渡措施。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对公厕等选址困难的环卫设施，一方面要从规划上给与充分的考虑，另一方

面要整合社会资源，将部分市政设施及商业设施的环卫资源纳入，方便市民使用，

实现资源共享。 

 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 

垃圾收运和处置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规划、城建、环保、交通等各职

能部门的密切配合和支持，应加强统筹协调，共同解决好天津市的环卫建设问题。 

 加强社会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 

应加强环卫宣传工作，利用电视、广播、报纸、大型户外广告、课堂等多种

形式开展有关垃圾减量化及分类收集的宣传活动，培养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

的社会道德氛围，在全社会树立以循环、共生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同

时，通过宣传教育群众破除陋习，爱护环境，倡导文明生活。 

3.技术保障措施 

 建立和完善技术标准与评估体系  

城市垃圾处理技术适用性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而且取决于经济适用条件和

环境标准要求。目前，我国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技术标准体系还不够健全，建

立完善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标准体系和评估体系可以客观地评价各种处理技术

的水平，指导并促进天津市城市垃圾处理的健康发展。 

 组织技术创新，解决关健技术问题  

针对城市垃圾处理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组织技术创新、示范和推广应用，

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与设备国产化示范工程，不断提高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 

4.投资保障措施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政府投资 

环卫管理涉及面广、投入资金大、环保要求高，完全市场化运作难以保证城

市公共安全。因此，应明确政府在环卫管理中的责任，环卫事业是一项重要的民

心工程，实施市场化运营的同时，应继续坚持政府作为环卫管理主要投资人的角

色，加大政府投入环卫资金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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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垃圾收费一方面可以保障垃圾得到有效处置，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源头的减量

化。2011年 4月国务院批准了住建部等 16 个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工作意见》，提出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进一步推动垃圾处理

收费制。其具体标准应由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居民收入水平和处理成本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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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0 年垃圾处理厂统计表 

生活垃圾填埋场 

序号 

填埋处理场 

名称 规模(吨/日)(设计能力) 用地(公顷) 使用期限 

1 双口垃圾卫生填埋场 一期：1200；二期：1200 121.3（总） 一期：2017；二期：2037 

2 汉沽垃圾填埋场 一期：700；二期：200 97.2（总） 一期：2013；二期：2033 

3 大港垃圾填埋场 400 28.2 2027 

4 武清雍泰垃圾填埋场 200 12.2 2028 

5 宝坻泉泰垃圾填埋场 400 20 2030 

合计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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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序号 

焚烧处理厂 

名称 规模(吨/日)(设计能力) 用地(公顷) 使用年限 

1 双港垃圾焚烧发电厂  1200 7.3 2035 

2 青光垃圾焚烧发电厂 一期：600；二期：800 10 2039 

3 贯庄垃圾焚烧综合处理厂  1000 8 2040 

4 大港垃圾焚烧厂  2000 8 2040 

5 汉沽垃圾焚烧厂 2000 10 2040 

合计 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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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 

序号 

综合处理厂 

名称 

规模 

(吨/日)(设计能

力) 

用地 (公顷) 使用年限 预选址位置 

1 
规划蓟县垃圾 

综合处理厂 
1100 51 15 尤古庄附近 

2 

规划武清第一垃

圾 

综合处理厂 

800 41 15 崔黄口附近 

3 

规划武清第二垃

圾 

综合处理厂 

800 41 15 城关附近 

4 
规划宝坻垃圾 

综合处理厂 
900 45 15 

与泉泰填埋场 

贴建 

5 
规划宁河垃圾 

综合处理厂 
900 45 15 后大安附近 

6 
规划静海垃圾 

综合处理厂 
1000 50 15 大邱庄 

7 

静海紫兆生活废

弃物 

处理厂  

300 6 15 静海新城西侧 

8 
大韩庄垃圾综合

处理厂 
1000 71 15 津南大韩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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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综合处理厂 

名称 

规模 

(吨/日)(设计能

力) 

用地 (公顷) 使用年限 预选址位置 

9 
规划第一综合 

垃圾处理厂 
3000 67.2 15 西青区小卞庄 

10 
规划第二综合 

垃圾处理厂 
3000 68.2 15 

与贯庄焚烧厂 

贴建 

11 
规划第三综合 

垃圾处理厂 
1600 57.7 15 

滨海新区规划 

绿化廊道内 
12 

规划第四综合 

垃圾处理厂 
1500 52.3 15 

合计 1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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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处理厂 

 
名称 

粪便处理能力 

(吨/日) 

用地 

(公顷) 
预选址位置 

中心

城区

及环

城四

区 

1 规划双口粪便处理厂 700 1 双口填埋场二期 

2 规划西青粪便处理厂 1100 2 规划第一垃圾综合处理厂 

3 规划津南粪便处理厂 800 1.5 大韩庄垃圾综合处理厂 

4 规划东丽粪便处理厂 1100 2 规划第二垃圾综合处理厂 

5 潘楼粪便处理厂 400 1 西青潘楼大型垃圾转运站 

滨海

新区 

1 杨家泊粪便处理厂 400 1 杨家泊附近 

2 规划海河北粪便处理厂 300 1 规划第四垃圾综合处理厂 

3 规划海河南粪便处理厂 500 1 规划第三垃圾综合处理厂 

4 规划大港粪便处理厂 500 1 大港垃圾填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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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粪便处理能力 

(吨/日) 

用地 

(公顷) 
预选址位置 

5 规划汉沽粪便处理厂 500 1 汉沽垃圾焚烧厂 

五区

县 

1 规划蓟县粪便处理厂 300 1 规划蓟县垃圾综合处理厂 

2 规划宝坻粪便处理厂 350 1 规划宝坻垃圾综合处理厂 

3 规划静海粪便处理厂 350 1 规划静海垃圾综合处理厂 

4 规划宁河粪便处理厂 200 0.6 规划宁河垃圾综合处理厂 

5 规划武清粪便处理厂 500 1 规划武清第二垃圾综合处理厂 

 
合计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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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处理厂 

 
名称 

餐厨垃圾处理能力 

(吨/日) 

用地 

(公顷) 
预选址位置 

中心

城区

及环

城四

区 

1 规划双口餐厨垃圾处理厂 200 1 双口填埋场二期 

2 规划西青餐厨垃圾处理厂 200 1 规划第一垃圾综合处理厂 

3 规划津南餐厨垃圾处理厂 200 1 大韩庄垃圾综合处理厂 

4 规划东丽餐厨垃圾处理厂 200 1 规划第二垃圾综合处理厂 

5 黄台餐厨垃圾处理厂 400 2 津南区黄台镇 

滨海

新区 

1 规划海河北餐厨垃圾处理厂 250 1.5 规划第四垃圾综合处理厂 

2 规划海河南餐厨垃圾处理厂 200 1 规划第三垃圾综合处理厂 

3 规划大港餐厨垃圾处理厂 200 1 大港垃圾填埋场 

4 规划汉沽餐厨垃圾处理厂 200 1 汉沽垃圾焚烧厂 



天津市环卫设施布局规划 

25 

 

 
名称 

餐厨垃圾处理能力 

(吨/日) 

用地 

(公顷) 
预选址位置 

五区

县 

1 规划蓟县餐厨垃圾处理厂 30 0.5 规划蓟县垃圾综合处理厂 

2 规划宝坻餐厨垃圾处理厂 40 0.5 规划宝坻垃圾综合处理厂 

3 规划静海餐厨垃圾处理厂 40 0.5 规划静海垃圾综合处理厂 

4 规划宁河餐厨垃圾处理厂 25 0.5 规划宁河垃圾综合处理厂 

5 规划武清餐厨垃圾处理厂 50 0.5 规划武清第二垃圾综合处理厂 

 
合计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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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件垃圾处理厂 

序号  

大件垃圾处理厂 

名称 
规模(吨/日)  

(设计能力)  

用地 

(公顷) 
预选址位置 处理方式 

1 规划第一大件垃圾处理厂  30 2 规划第一垃圾综合处理厂 
大件垃圾经拆解、分拣可

利用部分，粉碎后运至木

材厂；不可利用部分运至

焚烧厂处理；金属、塑料

运至废品回收部门 

2 规划第二大件垃圾处理厂  30 2 规划第二垃圾综合处理厂 

3 规划第三大件垃圾处理厂  30 2 规划第三垃圾综合处理厂 

4 规划第四大件垃圾处理厂  30 2 规划第四垃圾综合处理厂 

合计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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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及工程渣土处理厂 

序号  

建筑垃圾及工程渣土处理厂 

名称 
规模 

(立方米/日) 

用地 

(公顷) 
预选址位置 处理方式  

1 规划第一建筑垃圾处理厂 2500 16 规划第一垃圾综合处理厂 分拣、剔除废弃的石块、混

凝土经破碎后可代替沙石

料制作再生建材，废钢筋、

废电线、各种金属配件，经

分拣处理后，可重新加工成

各种金属制品；破碎处理后

产生的渣土填埋处理  

2 规划第二建筑垃圾处理厂 2500 16 规划第二垃圾综合处理厂 

3 规划第三建筑垃圾处理厂 2500 16 规划第三垃圾综合处理厂 

4 规划第四建筑垃圾处理厂 2500 16 规划第四垃圾综合处理厂 

合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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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垃圾转运站 

序号 名称 转运规模（吨/日） 用地面积（公顷）  预选址位置 

1 徐庄子大型垃圾转运站 700 2.6 东丽徐庄子 

2 潘楼大型垃圾转运站 1000 1.6 西青京福公路东侧 

3 滨海废弃物转运中心 1000 3 工农村 

4 规划海河南大型垃圾转运站 1000 3 塘沽 

5 宁河大型垃圾转运站 200 2.7 宁河新城 

6 规划蓟县大型垃圾转运站 400 1 蓟县新城以北 

7 规划静海大型垃圾转运站 300 1 静海土河附近 

8 牛家牌乡大型垃圾转运站 100 0.7 宝坻牛家牌乡 

9 规划京津新城大型垃圾转运站 300 1 京津新城以北 

10 规划小王庄大型垃圾转运站 100 0.7 大港小王庄 

总计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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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各区县环卫设施的设置数量统计表 

名称 
小型垃圾转运站 基层环卫机构 环卫车队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现状 新增 规划 现状 新增 规划 现状 新增 规划 现状 新增 规划 

和平区 6 2 8 8 0 8 2 0 2 16 18 34 

河西区 17 7 22 9 9 18 3 1 4 24 42 66 

南开区 21 0 21 6 11 17 2 0 2 22 51 73 

河东区 22 0 22 6 9 15 1 1 2 16 47 63 

河北区 19 0 19 7 6 13 1 1 2 8 48 56 

红桥区 12 0 12 6 5 11 2 1 3 17 32 49 

西青区 3 10 13 7 8 15 2 6 8 0 45 45 

北辰区 18 9 27 1 17 18 1 6 7 0 90 90 

东丽区 2 19 21 2 22 24 1 11 12 0 100 100 

津南区 8 8 16 2 13 15 1 4 5 0 29 29 

滨海新区 21 30 51 10 51 61 4 22 26 15 265 280 

静海 0 23 23 4 22 26 1 20 21 0 49 49 

武清 0 26 26 2 27 29 2 20 22 0 67 67 

宝坻 1 20 21 1 26 27 1 6 7 0 56 56 

宁河 11 15 26 1 15 16 1 11 12 0 35 35 

蓟县 0 42 42 1 32 33 1 31 32 0 45 45 

总计 161 211 370 73 273 346 26 141 167 118 1019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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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各区县环卫车队及基层环卫机构布局情况 

和平区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及基层环卫机构现状及规划情况表 

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 和平区清运车队（西青）  南市小型垃圾转运站 平安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南市基层环卫机构  

2 和平区清除队  哈密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大沽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新疆路基层环卫机构  

3   兰州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滨江道基层环卫机构  

4   赤峰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大沽路基层环卫机构  

5   电台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洛华里基层环卫机构  

6   桂林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怡寿里基层环卫机构  

7     宝鸡道基层环卫机构  

8     平安里基层环卫机构  

小计 2 0 6 2 8 0 

合计 2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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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区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及基层环卫机构现状及规划情况表 

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

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

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 河西区机扫公司 解放南路 1#环卫车队 资水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梅江小型垃圾转运站 第一基层环卫机构 琼州道基层环卫机构 

2 河西区清除队  茂名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文化中心 

小型垃圾转运站 

解放南路 1# 

基层环卫机构 
德才里基层环卫机构 

3 
河西区清运中心 

（环卫二队）（津南） 
 

黑牛城道 

小型垃圾转运站 

五一新村 

小型垃圾转运站 
第三基层环卫机构 尖山路基层环卫机构 

4   体院南小型垃圾转运站 解放南路 1#垃圾转运站 第四基层环卫机构 金山里基层环卫机构 

5   苏州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解放南路 2#垃圾转运站 第五基层环卫机构 梅江基层环卫机构 

6   
九连山路小型垃圾转运

站 
解放南路 3#垃圾转运站 第六基层环卫机构 五一新村基层环卫机构 

7   奉化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解放南路 4#垃圾转运站 渣土管理所 文化中心基层环卫机构 

8   体院东小型垃圾转运站  机扫公司 
解放南路 3# 

基层环卫机构 

9   利民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修建队 
解放南路 4# 

基层环卫机构 

10   三合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11   十五段小型垃圾转运站    

12   友谊东小型垃圾转运站    

13   新会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14   灰堆小型垃圾转运站    

15   连荣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16   南京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17   五号堤小型垃圾转运站    

小计 3 1 17 7 9 9 

合计 4 2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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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及基层环卫机构现状及规划情况表 

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

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

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 南开区长江道环卫车队  鼓楼小型垃圾转运站 华锦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南开区长江道 

基层环卫机构 
冶金路基层环卫机构 

2 南开区机扫队  五马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南开二所基层环卫机构 密云路基层环卫机构 

3   清化祠小型垃圾转运站  
南开监理所 

基层环卫机构 
川府基层环卫机构 

4   安全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南开三所基层环卫

机构 

卧龙里基层环卫机

构 5   旧津保小型垃圾转运站  机扫队基层环卫机

构 

南丰路基层环卫机

构 6   西横堤小型垃圾转运站  华锦道基层环卫机

构 

盈江路基层环卫机

构 7   芥园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复康路基层环卫机

构 8   卧龙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堆山基层环卫机构 

9   玉泉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凌庄子基层环卫机

构 10   苏堤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服装街基层环卫机

构 11   平湖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新安基层环卫机构 

12   荣迁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13   士英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14   凌庄子小型垃圾转运站    

15   九区小型垃圾转运站    

16   五区小型垃圾转运站    

17   华宁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18   泊江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19   南江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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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

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

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20   川府小型垃圾转运站    

21   莲安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小计 2 0 21 1 6 11 

合计 2 2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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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区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及基层环卫机构现状及规划情况表 

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 河北区环卫车队 红星路环卫车队 建昌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环卫管理局一所 嘉海基层环卫机构 

2   白庙小型垃圾转运站  宜美道基层环卫机

构 

三马路基层环卫机

构 3   席场小型垃圾转运站  月纬路基层环卫机

构 

万柳村基层环卫机

构 4   南口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金沙江路基层环卫

机构 

泗阳道基层环卫机

构 5   二马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大江路基层环卫机

构 

新开河基层环卫机

构 6   东六经路小型垃圾转运

站 
 启东道基层环卫机

构 
白庙基层环卫机构 

7   东河沿小型垃圾转运站  宇萃里基层环卫机

构 
 

8   天津站小型垃圾转运站    

9   金纬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10   金钟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11   五号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12   江都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13   幸福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14   靖江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15   革新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16   桥园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17   建昌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18   大江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19   宜美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小计 1 1 19 0 7 6 

合计 2 1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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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桥区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及基层环卫机构现状及规划情况表 

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 红桥环卫车队 红桥区清运中心 本溪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丽泰公寓基层环卫机构 西河桥基层环卫机构 

2 煤建东大街清除队  向东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四新道基层环卫机构 北营门基层环卫机构 

3   娘娘庙小型垃圾转运站  洪湖里基层环卫机构 南运河基层环卫机构 

4   桃花堤小型垃圾转运站  煤建东大街基层环卫机 金钟河基层环卫机构 

5   西于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复兴路基层环卫机构 西于庄基层环卫机构 

6   植物园小型垃圾转运站  中华楼基层环卫机构  

7   西沽小型垃圾转运站    

8   八一小型垃圾转运站    

9   四十九小型垃圾转运站    

10   南头窑小型垃圾转运站    

11   春德街小型垃圾转运站    

12   水西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小计 2 1 12 0 6 5 

合计 3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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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及基层环卫机构现状及规划情况表 

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 河东区环卫车队 鲁山道环卫车队 七纬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直沽街基层环卫机构 吴嘴基层环卫机构 

2   八号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林语居基层环卫机构 郑庄子基层环卫机构 

3   直沽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盘山道基层环卫机构 富民基层环卫机构 

4   虎丘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唐口南里基层环卫机构 八纬路基层环卫机构 

5   毛条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团结东里基层环卫机构 程林里基层环卫机构 

6   建新楼小型垃圾转运站  毛条路基层环卫机构 南站基层环卫机构 

7   王串场小型垃圾转运站   新大王庄基层环卫机构 

8   韶山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成林道基层环卫机构 

9   常州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真理道基层环卫机构 

10   益寿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11   程林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12   鲁山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13   天河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14   沙柳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15   
万新村二十一区 

小型垃圾转运站 
   

16   
万新村六区 

小型垃圾转运站 
   

17   福东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18   
十五经路 

小型垃圾转运站 
   

19   郑庄子小型垃圾转运站    

20   
中山门后九段 

小型垃圾转运站 
   

21   懿德园小型垃圾转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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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22   
阳光星期八 

小型垃圾转运站 
   

小计 1 1 22 0 6 9 

合计 2 2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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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及基层环卫机构现状及规划情况表 

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 机械化作业中心 临港环卫车队 东滨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茶淀小型垃圾转运站 工业区作业中心  

2 汉沽区环境卫生清运管理所 庐山道环卫车队 东横街小型垃圾转运站 生态城小型垃圾转运站 生活区作业中心 盐田一基层环卫机构 

3 汉沽区公共厕所管理所 盐田三环卫车队 魏明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刘台新村小型垃圾转运站 华盛里 工农村基层环卫机构 

4 大港区环卫车队 东疆港环卫车队 八仙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开发西区小型垃圾转运站 博才里 盐田二层环卫机构 

5  轻纺园环卫车队 王家园子小型垃圾转运站 军粮城小型垃圾转运站 公共厕所管理所 盐田三基层环卫机构 

6  南开村环卫车队 三名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五十间房小型垃圾转运站 河西环境卫生管理所 盐田四基层环卫机构 

7  军粮城环卫车队 友谊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新河小型垃圾转运站 寨上环境卫生管理所 盐田五基层环卫机构 

8  开发西区环卫车队 二连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中心北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环境卫生清运所 盐田六基层环卫机构 

9  滨海高新区环卫车队 牌坊街小型垃圾转运站 陈家圈小型垃圾转运站 汉沽所 盐田七基层环卫机构 

10  滨海机场环卫车队 惠阳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体育馆小型垃圾转运站 石化 盐田八基层环卫机构 

11  空港环卫车队 新村小型垃圾转运站 新港街小型垃圾转运站  盐田九基层环卫机构 

12  杨家泊环卫车队 建安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葛沽小型垃圾转运站  五十间房基层环卫机构 

13  茶淀环卫车队 重阳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东沽小型垃圾转运站  新河基层环卫机构 

14  新城环卫车队 前进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盐田一小型垃圾转运站  中心北路基层环卫机构 

15  生态城环卫车队 双安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盐田二小型垃圾转运站  陈家圈基层环卫机构 

16  上高路环卫车队 开元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盐田三小型垃圾转运站  六道沟基层环卫机构 

17  大港开发区环卫车队 万欣街小型垃圾转运站 中央大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邓善沽基层环卫机构 

18  油田环卫车队 六合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临港小型垃圾转运站  新桥里基层环卫机构 

19  太平镇环卫车队 胜利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盐田四小型垃圾转运站  西关基层环卫机构 

20  民营园环卫车队 第一矿区小型垃圾转运站 盐田五小型垃圾转运站  体育馆基层环卫机构 

21  小王庄环卫车队 第二矿区小型垃圾转运站 盐田六小型垃圾转运站  岳阳里基层环卫机构 

22  南港环卫车队 第三矿区小型垃圾转运站 盐田七小型垃圾转运站  新港街基层环卫机构 

23    板桥小型垃圾转运站  东沽基层环卫机构 

24    港北小型垃圾转运站  西沽基层环卫机构 

25    盐田八小型垃圾转运站  中央大道基层环卫机构 

26    盐田九小型垃圾转运站  北港基层环卫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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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27    轻纺园小型垃圾转运站  刘台新村基层环卫机构 

28    双丰小型垃圾转运站  军粮城基层环卫机构 

29    民营园小型垃圾转运站  南地里基层环卫机构 

30    太平镇小型垃圾转运站  南窑基层环卫机构 

31      南开村基层环卫机构 

32      葛沽基层环卫机构 

33      杨家泊基层环卫机构 

34      茶淀基层环卫机构 

35      新城基层环卫机构 

36      生态城基层环卫机构 

37      蔡家堡基层环卫机构 

38      建华基层环卫机构 

39      双桥子基层环卫机构 

40      世纪花园基层环卫机构 

41      港北基层环卫机构 

42      板桥基层环卫机构 

43      大港开发区基层环卫机构 

44      上古林基层环卫机构 

45      油田基层环卫机构 

46      滨海公园基层环卫机构 

47      港中基层环卫机构 

48      双丰基层环卫机构 

49      太平镇基层环卫机构 

50      小王庄基层环卫机构 

51      南港基层环卫机构 

小计 4 22 22 30 10 51 

合计 26 5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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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丽区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及基层环卫机构现状和规划情况表 

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 民族路环卫车队 华明镇环卫车队 宝园村小型垃圾转运站 大毕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无暇花园基层环卫机构 大毕庄基层环卫机构 

2  滨海机场环卫车队 丰年村小型垃圾转运站 轻工商贸小型垃圾转运站 华明家园基层环卫机构 轻工商贸基层环卫机构 

3  开发西区环卫车队 驯海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徐庄子小型垃圾转运站  徐庄子基层环卫机构 

4  军粮城环卫车队 津门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祁连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祁连路基层环卫机构 

5  空港环卫车队 新立村小型垃圾转运站 赵沽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赵沽里基层环卫机构 

6  东丽湖环卫车队 顾庄村小型垃圾转运站 小王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小王庄基层环卫机构 

7  滨海高新区环卫车队 中营村小型垃圾转运站 程林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程林庄基层环卫机构 

8  博才里环卫车队 小东庄村（津塘路北）小型垃圾转运站 吉安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吉安道基层环卫机构 

9  南程林环卫车队 小东庄村（津塘路南）小型垃圾转运站 南程林小型垃圾转运站  南程林基层环卫机构 

10  大毕庄环卫车队 赵北村小型垃圾转运站 张贵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张贵庄基层环卫机构 

11  丰年村环卫车队 大郑村小型垃圾转运站 杨台小型垃圾转运站  杨台基层环卫机构 

12   小北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津门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津门里基层环卫机构 

13   官房小型垃圾转运站 卧河小型垃圾转运站  新立村基层环卫机构 

14   无暇花园小型垃圾转运站 务本小型垃圾转运站  军粮城基层环卫机构 

15   四合庄 1小型垃圾转运站 开发西区小型垃圾转运站  小东庄基层环卫机构 

16   四合庄 2小型垃圾转运站 滨海高新区小型垃圾转运站  卧河基层环卫机构 

17   新兴村小型垃圾转运站 空港小型垃圾转运站  务本基层环卫机构 

18    民族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滨海机场基层环卫机构 

19    东丽湖小型垃圾转运站  顾庄基层环卫机构 

20      东丽湖基层环卫机构 

21      刘台新村基层环卫机构 

22      华明镇基层环卫机构 

小计 1 11 17 19 2 22 

合计 12 3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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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区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及基层环卫机构现状和规划情况表 

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 西青汽车队 规划张家窝环卫车队 西营门小型垃圾转运站 曹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张家窝基层环卫机构 潘楼基层环卫机构 

2 西青机扫队 规划辛口环卫车队 西横堤小型垃圾转运站 西马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精武镇基层环卫机构 曹庄基层环卫机构 

3  规划海泰环卫车队 杨柳青小型垃圾转运站 东姜井小型垃圾转运站 中北镇基层环卫机构 梅苑基层环卫机构 

4  规划潘楼环卫车队 
西青机扫队合建小型垃

圾转运站 
胡羊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大寺基层环卫机构 溪秀园基层环卫机构 

5  规划微电子工业区环卫车队 
西青汽车队合建小型垃

圾转运站 
康宁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李七庄基层环卫机构 西马庄基层环卫机构 

6  规划大寺环卫车队 柳口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海泰小型垃圾转运站 辛口基层环卫机构 胡羊庄基层环卫机构 

7   中北镇小型垃圾转运站 梅苑小型垃圾转运站 杨柳青基层环卫机构 康宁里基层环卫机构 

8   辛口小型垃圾转运站 潘楼小型垃圾转运站  东姜井基层环卫机构 

9   张家窝小型垃圾转运站 精武镇小型垃圾转运站   

10   李七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微电子工业区小型垃圾

转运站 
  

11   大寺小型垃圾转运站    

12   王稳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小计 2 6 12 10 7 8 

合计 8 2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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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区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及基层环卫机构现状和规划情况表 

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 咸水沽环卫车队 北洋园环卫车队 辛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北洋园小型垃圾转运站 咸水沽基层环卫机构 八里台基层环卫机构 

2  新城环卫车队 韩成桥小型垃圾转运站 苑庄子小型垃圾转运站  苑庄子基层环卫机构 

3  双港环卫车队 米兰小型垃圾转运站 西官房小型垃圾转运站  体育场路基层环卫机构 

4  葛沽环卫车队 光明楼小型垃圾转运站 李家圈小型垃圾转运站  西官房基层环卫机构 

5   双桥河小型垃圾转运站 咸水沽小型垃圾转运站  李家圈基层环卫机构 

6   葛沽小型垃圾转运站 八里台小型垃圾转运站  北闸口基层环卫机构 

7   北闸口小型垃圾转运站 解放南路 5#垃圾转运站  双港基层环卫机构 

8   小站小型垃圾转运站 解放南路 6#垃圾转运站  辛庄基层环卫机构 

9   八里台小型垃圾转运站   葛沽基层环卫机构 

10      双桥河基层环卫机构 

11      小站基层环卫机构 

12      
解放南路 5# 

基层环卫机构 

13      
解放南路 6# 

基层环卫机构 

小计 1 4 9 8 2 13 

合计 5 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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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区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及基层环卫机构现状和规划情况表 

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 北辰区环卫车队 双青环卫车队 小淀小型垃圾转运站 钢管厂小型垃圾转运站 佳园中路基层环卫机构 双青基层环卫机构 

2  小淀环卫车队 三义村小型垃圾转运站 双街小型垃圾转运站  小淀基层环卫机构 

3  双街环卫车队 北仓 1小型垃圾转运站 双青小型垃圾转运站  双街基层环卫机构 

4  高庄子环卫车队 北仓 2小型垃圾转运站 青光小型垃圾转运站  钢管厂基层环卫机构 

5  西堤头环卫车队 李嘴小型垃圾转运站 杨家嘴小型垃圾转运站  高庄子基层环卫机构 

6  温家房子环卫车队 王秦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温家房子 

小型垃圾转运站 
 西堤头基层环卫机构 

7   
果园新村 

小型垃圾转运站 

高庄子小型垃圾转

运站 
 温家房子基层环卫机构 

8   刘园小型垃圾转运站 西堤头小型垃圾转运站  宜兴埠基层环卫机构 

9   王庄村小型垃圾转运站 铁东路小型垃圾转运站  南仓基层环卫机构 

10   南仓小型垃圾转运站   顺义北里基层环卫机构 

11   宜兴埠小型垃圾转运站   王庄村基层环卫机构 

12   天穆小型垃圾转运站   杨家嘴基层环卫机构 

13   勤俭村小型垃圾转运站   果园新村基层环卫机构 

14   柳滩小型垃圾转运站   北仓基层环卫机构 

15   白庙小型垃圾转运站   三义村基层环卫机构 

16      青光基层环卫机构 

17      
铁东路基层环卫机

构 

小计 1 6 15 9 1 17 

合计 7 24 18 

 



天津市环卫设施布局规划 

44 

 

宁河县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及基层环卫机构现状和规划情况表 

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 宁河经济开发区环卫车队 七里海环卫车队  董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大赵庄基层环卫机构 董庄基层环卫机构 

2  宁河镇环卫车队  小尹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小尹庄基层环卫机构 

3  潘庄环卫车队  薄前小型垃圾转运站  薄前基层环卫机构 

4  造甲城环卫车队  商业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商业道基层环卫机构 

5  东棘坨环卫车队  七里海小型垃圾转运站  七里海基层环卫机构 

6  丰台环卫车队  宁河镇小型垃圾转运站  宁河镇基层环卫机构 

7  苗庄环卫车队  潘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潘庄基层环卫机构 

8  岳龙环卫车队  造甲城小型垃圾转运站  造甲城基层环卫机构 

9  傣口环卫车队  东棘坨小型垃圾转运站  东棘坨基层环卫机构 

10  北淮淀环卫车队  丰台小型垃圾转运站  丰台基层环卫机构 

11  廉庄环卫车队  苗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苗庄基层环卫机构 

12    岳龙小型垃圾转运站  岳龙基层环卫机构 

13    傣口小型垃圾转运站  傣口基层环卫机构 

14    北淮淀小型垃圾转运站  北淮淀基层环卫机构 

15    廉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廉庄基层环卫机构 

小计 1 11 0 15 1 15 

合计 13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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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清区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及基层环卫机构现状和规划情况表 

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 河西环卫车队 河西务环卫车队  河西小型垃圾转运站 河西基层环卫机构 南蔡基层环卫机构 

2 河东环卫车队 经济开发区环卫车队  河东小型垃圾转运站 河东基层环卫机构 北章庙基层环卫机构 

3  下伍旗环卫车队  北章庙小型垃圾转运站  小吴场基层环卫机构 

4  河北屯环卫车队  小吴场小型垃圾转运站  振华东道基层环卫机构 

5  大王古庄环卫车队  振华东道小型垃圾转运站  胡台子基层环卫机构 

6  白古屯环卫车队  胡台子小型垃圾转运站  东南行基层环卫机构 

7  城关环卫车队  东南行小型垃圾转运站  徐官屯基层环卫机构 

8  大孟庄环卫车队  徐官屯小型垃圾转运站  李楼基层环卫机构 

9  大良环卫车队  南蔡小型垃圾转运站  下朱庄基层环卫机构 

10  崔黄口环卫车队  下朱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河西务基层环卫机构 

11  泗村店环卫车队  河西务小型垃圾转运站  崔黄口基层环卫机构 

12  南蔡环卫车队  崔黄口小型垃圾转运站  王庆坨基层环卫机构 

13  大黄堡环卫车队  王庆坨小型垃圾转运站  大王古庄基层环卫机构 

14  索张庄环卫车队  
大王古庄 

小型垃圾转运站 
 汊沽港基层环卫机构 

15  豆张庄环卫车队  汊沽港小型垃圾转运站  大良基层环卫机构 

16  黄花店环卫车队  大良小型垃圾转运站  泗村店基层环卫机构 

17  梅厂环卫车队  泗村店小型垃圾转运站  大孟庄基层环卫机构 

18  石各庄环卫车队  大孟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黄花店基层环卫机构 

19  汊沽港环卫车队  黄花店小型垃圾转运站  石各庄基层环卫机构 

20  王庆坨环卫车队  石各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河北屯基层环卫机构 

21    河北屯小型垃圾转运站  下伍旗基层环卫机构 

22    索张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大黄堡基层环卫机构 

23    大黄堡小型垃圾转运站  豆张庄基层环卫机构 

24    豆张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城关基层环卫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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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25    梅厂小型垃圾转运站  白古屯基层环卫机构 

26    白古屯小型垃圾转运站  索张庄基层环卫机构 

27      梅厂基层环卫机构 

小计 2 20 0 26 2 27 

合计 22 2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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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海县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及基层环卫机构现状和规划情况表 

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 静海新城环卫车队 东窑环卫车队  台头镇小型垃圾转运站 上三里基层环卫机构 东昌道基层环卫机构 

2  双树环卫车队  独流镇小型垃圾转运站 东兴里基层环卫机构 徐庄子基层环卫机构 

3  团泊西城环卫车队  良王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曹官庄基层环卫机构 后毕庄基层环卫机构 

4  团泊东城环卫车队  王口镇小型垃圾转运站 
静海开发区 

基层环卫机构 
于庄子基层环卫机构 

5  子牙环保环卫车队  梁头镇小型垃圾转运站  团泊西城基层环卫机构 

6  台头镇环卫车队  徐庄子小型垃圾转运站  团泊东城基层环卫机构 

7  独流镇环卫车队  东窑小型垃圾转运站  唐官屯基层环卫机构 

8  良王庄环卫车队  双树小型垃圾转运站  独流基层环卫机构 

9  王口镇环卫车队  东兴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王口基层环卫机构 

10  梁头镇环卫车队  上三里小型垃圾转运站  台头基层环卫机构 

11  大丰堆镇环卫车队  
团泊西城 

小型垃圾转运站 
 良王庄基层环卫机构 

12  子牙镇环卫车队  
团泊东城 

小型垃圾转运站 
 梁头基层环卫机构 

13  东双塘镇环卫车队  
大丰堆镇 

小型垃圾转运站 
 子牙基层环卫机构 

14  大邱庄环卫车队  
子牙环保 

小型垃圾转运站 
 沿庄基层环卫机构 

15  陈官屯镇环卫车队  子牙镇小型垃圾转运站  蔡公庄基层环卫机构 

16  沿庄镇环卫车队  
东双塘镇 

小型垃圾转运站 
 陈官屯基层环卫机构 

17  西翟庄镇环卫车队  
陈官屯镇 

小型垃圾转运站 
 东双塘基层环卫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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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8  蔡公庄镇环卫车队  大邱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西翟庄基层环卫机构 

19  唐官屯镇环卫车队  沿庄镇小型垃圾转运站  中旺基层环卫机构 

20  中旺镇环卫车队  
西翟庄镇 

小型垃圾转运站 
 王口基层环卫机构 

21    
蔡公庄镇 

小型垃圾转运站 
 大邱庄基层环卫机构 

22    
唐官屯镇 

小型垃圾转运站 
 子牙环保基层环卫机构 

23    中旺镇小型垃圾转运站   

小计 1 20 0 23 4 22 

合计 21 2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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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坻区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及基层环卫机构现状和规划情况表 

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 宝坻环卫车队 宝坻新城环卫车队 大口屯小型垃圾转运站 牛道口小型垃圾转运站 宝坻基层环卫机构 陆家庄基层环卫机构 

2  李山庄环卫车队  史各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姜家庄基层环卫机构 

3  范家庄环卫车队  霍各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朝霞新城 

基层环卫机构 

4  九园工业园环卫车队  万家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梁庄基层环卫机构 

5  天宝工业园环卫车队  新安小型垃圾转运站  周良庄基层环卫机构 

6  滨海环卫车队  梁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南洋码头 

基层环卫机构 

7    新开口小型垃圾转运站  柴家铺基层环卫机构 

8    陆家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里自沽基层环卫机构 

9    姜家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大口屯基层环卫机构 

10    王卜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林亭口基层环卫机构 

11    大钟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大唐基层环卫机构 

12    马家店小型垃圾转运站  牛道口基层环卫机构 

13    郝各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马家店基层环卫机构 

14    林亭口小型垃圾转运站  方家庄基层环卫机构 

15    八门城小型垃圾转运站  新安基层环卫机构 

16    周良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新开口基层环卫机构 

17    里自沽小型垃圾转运站  大钟庄基层环卫机构 

18    柴家铺小型垃圾转运站  八门城基层环卫机构 

19    
南洋码头 

小型垃圾转运站 
 王卜庄基层环卫机构 

20    大唐小型垃圾转运站  霍各庄基层环卫机构 

21      口东基层环卫机构 

22      郝各庄基层环卫机构 

23      史各庄基层环卫机构 

小计 1 6 1 20 1 23 

合计 7 2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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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环卫车队、小型垃圾转运站及基层环卫机构现状和规划情况表 

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1 蓟县环卫车队 罗庄子环卫车队  罗庄子小型垃圾转运站 蓟县基层环卫机构 罗庄子基层环卫机构 

2  孙各庄环卫车队  孙各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孙各庄基层环卫机构 

3  马伸桥环卫车队  马伸桥小型垃圾转运站  马伸桥基层环卫机构 

4  盘龙谷环卫车队  盘龙谷小型垃圾转运站  盘龙谷基层环卫机构 

5  文化产业园环卫车队 
 文化产业园 

小型垃圾转运站 
 

文化产业园 

基层环卫机构 

6  健康产业园环卫车队 
 健康产业园 

小型垃圾转运站 
 

健康产业园 

基层环卫机构 

7  许家台环卫车队 
 许家台 

小型垃圾转运站 
 许家台基层环卫机构 

8  官庄环卫车队  官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官庄基层环卫机构 

9  白涧环卫车队  白涧小型垃圾转运站  白涧基层环卫机构 

10  邦均环卫车队  邦均小型垃圾转运站  邦均基层环卫机构 

11  洇溜环卫车队  洇溜小型垃圾转运站  洇溜基层环卫机构 

12  汽车产业园环卫车队 
 汽车产业园 

小型垃圾转运站 
 

汽车产业园 

基层环卫机构 

13  侯家营环卫车队  侯家营小型垃圾转运站  侯家营基层环卫机构 

14  桑梓环卫车队  桑梓小型垃圾转运站  桑梓基层环卫机构 

15  尤古庄环卫车队  尤古庄小型垃运站  尤古庄基层环卫机构 

16  上仓环卫车队  上仓小型垃圾转运站  上仓基层环卫机构 

17  酒业环卫车队  酒业小型垃圾转运站  酒业基层环卫机构 

18  别山环卫车队  别山小型垃圾转运站  别山基层环卫机构 

19  下窝头环卫车队  下窝头小型垃圾转运站  下窝头基层环卫机构 

20  杨津庄环卫车队  杨津庄小型垃圾转运站  杨津庄基层环卫机构 

21  下仓环卫车队  下仓小型垃圾转运站  下仓基层环卫机构 

22  东大屯环卫车队  东大屯小型垃圾转运站  东大屯基层环卫机构 

23  燕山东路环卫车队 
 燕山东路 

小型垃圾转运站 
 燕山东路基层环卫机构 

24  中昌北路环卫车队 
 中昌北路 

小型垃圾转运站 
 中昌北路基层环卫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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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现状环卫车队 规划环卫车队 现状小型垃圾转运站 规划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基层环卫机构 规划基层环卫机构 

25  何庄村环卫车队  何庄村小型垃圾转运站  何庄村基层环卫机构 

26  莲花院环卫车队  莲花院小型垃圾转运站  莲花院基层环卫机构 

27  出头岭环卫车队  出头岭小型垃圾转运站  出头岭基层环卫机构 

28  五百户环卫车队  五百户小型垃圾转运站  五百户基层环卫机构 

29  西龙虎峪环卫车队 
 西龙虎峪 

小型垃圾转运站 
 西龙虎峪基层环卫机构 

30  下营环卫车队  下营小型垃圾转运站  下营基层环卫机构 

31  主题公园环卫车队 
 主题公园 

小型垃圾转运站 
 主题公园基层环卫机构 

32    长城小型垃圾转运站  长城基层环卫机构 

33    
东后子峪 

小型垃圾转运站 
  

34    
燕山西路 

小型垃圾转运站 
  

35    
人民西路 

小型垃圾转运站 
  

36    渔山小型垃圾转运站   

37    
翠湖东路 

小型垃圾转运站 
  

38    
蓟州东大街 

小型垃圾转运站 
  

39    
水库南路 

小型垃圾转运站 
  

40    蔡庄子小型垃圾转运站   

41    洞子峪小型垃圾转运站   

42    夏庄子小型垃圾转运站   

小计 1 31 0 42 1 32 

合计 32 4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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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各区县公厕的设置数量统计表 

名称 
现状 规划 

总量（座） 一类（座） 二类（座） 三类及以下（座） 备注 2020年规划总数 

中

中

心

城

区 

和平区 54 3 30 21 1座活动厕 60 

南开区 98 2 59 37  193 

河西区 150 4 25 121  190 

河北区 143 1 39 103  148 

河东区 165 2 47 116  158 

红桥区 182 6 28 148  107 

滨

滨

海

新

区 

大港 39 1 8 30 其中 16座石化负责 

2186 
塘沽 93 12 37 18+26 26座环保型 

汉沽 63 1 4 58  

开发区 20 17 3 0  

环

环

城

四

区 

津南区 22 0 5 17  263 

西青区 85 4 10 71 建成区 383 

北辰区 18 0 18 0 环外 127座旱厕 353 

东丽区 19 0 4 15  393 

五

五

区

县 

武清 29 0 17 12  68 

宝坻 115 0 0 115  56 

静海 65 0 6 59  66 

宁河 20 0 2 18  32 

蓟县 35 2 0 33  110 

合计 1415 55 342 1018  6141 

系统外公厕

总量（座） 
391 25 366   

总计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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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环卫设施布局规划调研对象清单 

序号 调研时间 调研对象 调研内容 参加人 

中

心

城

区 

 

 

 

1 2009.11.18 和平环卫车队 调查用地情况及存在问题 规划院、环卫院 

2 2009.11.11 河西环卫车队 调查用地情况及存在问题 规划院、环卫院 

3 2009.11.19 南开环卫车队 调查用地情况及存在问题 规划院、环卫院 

4 2009.11.19 红桥环卫车队 调查用地情况及存在问题 规划院、环卫院 

5 2009.11.17 资水道垃圾转运站 调查作业流程及用地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6 2009.11.19 士英路垃圾转运站 调查作业流程及用地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7 2009.11.11 珠江道垃圾转运站 调查作业流程及用地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8 2009.11.17 茂名道垃圾转运站 调查作业流程及用地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9 2009.11.11 隆昌路清除队队部 调查管理范围及用地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10 2009.11.18 体北清除清运队部 调查管理范围及用地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11 2009.11.17 洞庭路环卫队部 调查管理范围及用地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12 2009.11.17 洪泽路环卫班点 调查人员及用地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13 2009.11.11 利民道环卫班点 调查人员及用地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14 2009.11.17 小海地环卫班点 调查人员及用地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15 2009.11.20 新疆路环卫班点 调查人员及用地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16 2009.11.20 佳木斯道环卫班点 调查人员及用地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17 2009.3 水上公园环卫班点 调查人员及用地情况 环卫院 

18 2009.3 清化祠环卫班点 调查人员及用地情况 环卫院 

19 2009.3 清化祠转运站 调查作业流程及用地情况 环卫院 

20 2009.3 清化祠附近公厕 调查现状设施及用地情况 环卫院 

21 2009.6.23 河东环卫局 了解河东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市容委、规划院、 

环卫院 

22 2009.6.30 南开环卫局 了解南开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23 2009.4.27 河西环卫局 了解河西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24 2009.7.7 河北环卫局 了解河北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25 2009.4 和平环卫局 了解和平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26 2009.4.22 红桥环卫局 了解红桥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27 2009.11.11 大韩庄垃圾填埋场 调查工艺及运行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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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调研时间 调研对象 调研内容 参加人 

环

环

外

四

区 

28 2009.11.18 潘楼垃圾中转站 调查运行情况及用地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29 2009.11.27 徐庄子垃圾中转站 调查运行情况及用地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30 2009.11.11 双港环卫汽车队 调查用地情况及存在问题 规划院、环卫院 

31 2009.12.09 双港垃圾焚烧发电厂 调查处理工艺及运行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32 2009.8.19 东丽区容委 了解东丽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33 2009.8.18 北辰区容委 了解北辰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34 2009.8.13 津南区容委 了解津南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35 2009.8 西青区容委 了解西青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五

区

县 

36 2009.8.14 武清区容委 了解武清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37 2009.8 静海容委 了解静海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38 2009.12.01 武清垃圾综合处理厂 调查工艺及运行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39 2009.5 静海垃圾综合处理厂 调查工艺及运行情况 环卫院 

40 2009.11.27 武清环卫队队部 调查管理范围及用地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41 2009.5 蓟县环卫队队部 调查管理范围及用地情况 环卫院 

42 2009.5.16 蓟县容委 了解蓟县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43 2009.5.9 宁河容委 了解宁河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44 2009.5.21 宝坻容委 了解宝坻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45 2009.5 静海环卫队队部 调查管理范围及用地情况 环卫院 

46 2009.12.01 武清区西掘河村 村庄垃圾收运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滨

海

新

区 

47 2009.8.11 大港容委 了解大港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48 2009.8 塘沽容委 了解塘沽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49 2009.5.8 汉沽容委 了解汉沽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50 2008.1 汉沽垃圾填埋场 调查工艺及运行情况 规划院 

51 2009.3 塘沽容委 了解塘沽环卫设施现状情况 环卫院 

调

研

学

习

情

况 

52 2009.11.24 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员会 了解当前国家垃圾处理趋势 规划院 

53 2009.8.25 杭州环卫院 了解杭州环卫现状及规划情况 环卫院 

54 2009.8.27 上海环卫院 了解上海环卫现状及规划情况 环卫院 

55 2009.8.29 北京环卫院 了解北京环卫现状及规划情况 环卫院 

56 2010.6.25 北京环卫院 了解北京环卫现状及规划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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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调研时间 调研对象 调研内容 参加人 

57 2010.7.21 武汉规划院 了解武汉环卫设施规划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58 2010.7.22 广州环卫院 了解广州环卫设施规划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59 2010.7.23 深圳环卫院 了解深圳环卫设施规划情况 规划院、环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