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德满都谷的扶贫环卫和水资源立法

Roshan Raj Shrestha, Andre Dzikus, Anjali Manandhar Sherpa and 
Rajesh Manandhar

亚洲城市水计划

联合国人居中心
尼泊尔



亚洲城市水计划

• UN-HABITAT与亚洲发展银行以及亚洲各
 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协议始于2003年第三次
 世界水资源论坛，目标是通过能力建设和
 建立促进水资源和环卫方面的扶贫投资环
 境来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



亚洲城市水计划国家



加德满都谷城郊社区的综合水资源与环境卫生项目

• Traditional settlement 6 
kms south east of 
Kathmandu

• Approx. 7000 
inhabitants 

• 52 stand posts serve 
untreated water from 
polluted River. 

• About 40% have toilets
• Four women’s open 

toilet space



项目目标

• 展示社区如何与供水者合作，获得安全的水和卫

 生条件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 说明减少贫困的成本和税收；

• 增加社区对环境卫生的意识；

• 为穷人中最贫困的人创造就业机会；

• 提高当地政府、WATSAN 用户委员会和社区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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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贫困者的计划

贫困计划 性别评估

调查,FGD,二手信息

整合数据和信息

水资源和环卫规划草案

最初的环境检测

最终的水资源和环卫规划





水资源供给系统
引水：

运输路线： 3.3 公里

管道铺设：6x3 m = 2.5公里

 
水管

慢砂滤池3单位(每个 6.6x12米)

加氯装置

数量：10lps

水库：250 立方米

压力槽：50 立方米

分配网：9 km

公共和私人水龙头：1000 

总费用 ：

215 万美元 (30美元/pe)



扶贫税收 和可持续方法

• 税收基于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公平性和节约用水的原则
– 私人水龙头

• 每平方米<7 : 75卢比 (1.1美元)
• 每平方米7-10 : 12卢比/m3

• 每平方米10-15 : 15卢比/m3

• 每平方米> 15 : 20卢比/m 3

– 社区水龙头 (5到10 个家庭)
• 每平方米< 6 : 50卢比
• 每平方米6-10 : 10卢比/m3

• 每平方米> 10 : 20卢比/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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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改善规划

• 改善场所系统,如生态卫生设施、公用厕所，改良坑式厕所和化粪池

• 社区领导整体环卫运动（CLTS）
• 修复和改善排水系统

• 引进污泥粪便管理系统

• 粪便管理系统中的家庭堆肥与资源回收



CLTS

计算进入每个人口中的粪便量: 
例如，一只家蝇一条腿会带来0.001kg或1克粪便。假设

 
一只家蝇每天进食3次, 那么总的粪便量的计算为: 1g X 6 

条腿 X 3 次/天 X 300 天/年 = 5kg ). 



社区承诺不露天排便



空间大小：
 0.35平方米/ 

个

尿液收集为
 100升的桶

生态卫生厕所





塑料收 集

“suiro”

每月收集塑料



能力建设和公众意识

• 当地WATSAN使用者协会的能力建设
– 设立 WSUC 现场办公室
– 运行水资源供给和环卫系统
– 建立扶贫水资源关税架构
– 曝光访问
– 培训

• 学校和社区级的WATSAN教育

• 社区的意识计划



工程成本和社区投入

• 总的工程费用: 485,000美元
– UNHABITAT, WAN, ENPHO贡献: 60%
– 社区投入: 40%

• 社区投入方式
– 处理厂的土地

– 人力资源

– 部分基建成本

Water Supply
65%

Sanitation 
including SWM

21%

Project 
preparation & 
management

14%



Demonstration of Decentralized 
Wastewater Management System



Sketch of biodigester replacing a septic tank. Wastewater as well as kitchen and garden waste enter the digester and are broken down to 
biogas and fertile water.

The advantages: No more emptying of septic tank. Reuse of all water in the garden. Less cost on cooking energy.

Methane producing 
organisms produce gas

Feeding 
material.

Gas taken to the house

Water flowing into the 
expansion canal

Root Treatment System

Storage for irrigation water – 
H2 0 could be pumped or 
irrigate gravitationally

Irrigation by 
gravity

Integrated Wastewater 
Management  



项目的可持续性

• 在项目开始阶段社区便加入进来。

• 水资源税收系统是建立在成本回收基础上的。

• 技术简单易操作并且运行维护成本低。

• 住户须缴纳沼气税。



结论

• 在示范扶贫环卫与水资源的创新办法上取
 得了成功。

• 通过卫生改善，对意识提升进行支持，示
 范了从政策到执行层面的一整套集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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