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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黄河河务局文件
豫黄水政〔2018〕17 号

 

河南河务局关于印发水行政许可事中事后监督

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机关有关部门、局属各河务局:

为加强并规范河南黄河水行政许可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工作，

明确监管职责，创新监管方式，构建权责明确、透明高效的事中

事后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维护黄河水事秩序，我局按照《黄河水

利委员会水行政审批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和行政许

可制度改革要求，研究制定了《河南河务局水行政许可事中事后

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现印发实施。

河南河务局

2018 年 7 月 18 日

黄河水利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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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河务局水行政许可事中事后监督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并规范河南河务局水行政许可事中事后监

督管理工作，明确监管职责，创新监管方式，构建权责明确、透

明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维护黄河水事秩序，按照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行政审批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河南河务局水行政许可实施细则》、《河南河务局行政许可稽查

制度》和行政许可制度改革要求，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水行政许可事中事后监督管理是指河南河务局及

所属市、县级河务部门，对黄委及其各级河务部门许可的河道管

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河道管理范围内浮桥建设

方案审批、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堤

防工程安全保护区外爆破作业审批、河道采砂许可等水行政许可

事项，在建设及运行期间所开展的监督管理行为。

对取水许可审批、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核、蓄滞洪区内

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等未在前款列出的其他

水行政许可事项的监督管理，按照黄委规定执行。

第三条 各级河务部门负责管辖范围内的水行政许可事项

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监督指导所属河务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督管

理工作。

水行政许可事项涉及两个以上河务部门的，可采取联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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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事中事后监督管理。

第四条 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工作按照统一组织、分工负责

的原则进行。水政（许可)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建设与管理、防

汛等有关部门参加。

第五条 水行政许可事中事后监督管理采用日常监督检查

和定期、不定期监督检查等方式实施。可单独开展，也可结合许

可稽查、河道巡查、汛前联合执法检查、专项执法检查等活动一

并开展。

第六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河道

管理范围内浮桥建设方案审批事中事后监督管理按以下方式实

施：

日常监督检查由项目所在地的县级河务部门组织实施，每月

开展两次。对每个项目每年至少要开展一次监督检查。

定期监督检查由河南河务局及所属市级河务部门组织实施。

河南河务局于每年汛前组织对辖区内建设项目施工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市级河务部门于每年汛前、汛后各组织一次，有防凌任

务的河段，还应在凌汛前组织开展监督检查。

第七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堤防工程安全保护区外爆破作业审批事中事后监督管理按以下

方式实施：

日常监督检查由活动所在地的县级河务部门组织实施，每月

开展两次。对每个活动每年至少要开展一次监督检查。

定期监督检查由市级河务部门于每年汛前、汛后各组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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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有防凌任务的河段，还应在凌汛前组织开展监督检查。

第八条 河道采砂活动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的监督检查按照

《黄河下游河道采砂管理办法》执行。

第九条 各级河务部门根据河情水情的变化，结合水行政许

可事项实施情况，开展不定期监督检查。

第十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事中

事后监督管理的主要内容是：

（一）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查意见执行情况。包括建设

项目的位置、界限、标准、期限、数量、方式等各项技术指标执

行情况，施工临时设施、施工场地布置情况；

（二）建设项目度汛方案和防汛调度指令执行情况；

（三）施工过程中是否出现影响防洪工程安全及管理情况；

（四）建设项目现场远程视频监控设备安装使用情况；

（五）建设项目施工和建成后，河道内施工现场清理情况、

防洪补救措施和补偿工程实施情况；

（六）建设项目运行期，对河道防洪安全及防洪工程影响情

况。

第十一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浮桥建设方案审批事中事后监

督管理的主要内容是：

（一）浮桥建设方案审查意见执行情况；

（二）防汛责任落实情况；

（三）执行防汛调度指令和接受河务部门监督管理情况；

（四）浮桥度汛方案（包括应急预案、拆除和架设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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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和执行情况；

（五）浮桥河势影响评估落实情况；

（六）浮桥施工对黄河河道及工程设施的影响情况；

（七）浮桥运营对防洪工程、河势稳定、水流形态、冲淤变

化的影响情况；

（八）浮桥是否存在缩窄河道，设置固定的桥头建筑物，修

建凸入河道内的桥头设施，抛投石料、编织袋等对桥头及滩岸进

行防护和加固等情况；

（九）浮桥架设、拆除情况；

（十）防汛、防凌、预防恶劣天气和其他突发险情的应急演

练情况；

（十一）承压舟的增加、存放、漂失情况；

（十二）浮桥现场远程视频监控设备安装使用情况；

（十三）浮桥施工和建成后，河道内施工现场清理情况、防

洪补救措施和补偿工程实施情况；

（十四）浮桥验收情况。

第十二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堤防工程安全保护区外爆破作业审批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的主要

内容是：

（一）活动实施方案审查意见执行情况。包括活动的地点、

期限、安排、占用河道或工程等各项技术指标执行情况，临时设

施、活动场地的布置情况；

（二）影响河势变化、堤防安全、河道行洪的补救措施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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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况；

（三）防洪度汛措施及责任制和防汛调度指令执行情况；

（四）活动现场清理和复原情况。

第十三条 河道采砂许可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的主要内容是：

（一）是否持有合法有效的采砂许可证，是否按照采砂许可

证规定的范围和作业方式进行采砂；

（二）是否按照规定堆放砂石和清理采砂弃料；

（三）进入河道内的运砂车辆是否按指定的进出场路线行

驶，是否影响防洪工程建设、运行管理和防汛抢险；

（四）采砂现场是否设立安全警示性标志，是否明确并落实

负责采砂现场安全管理的专职人员。

第十四条 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和定期、不定期监督检查时，

河南河务局及所属市级河务部门应在检查后及时书面记录检查

情况（见附表 1），县级河务部门应在现场书面记录稽查情况（见

附表 2-1、2-2、2-3、2-4），经监督检查人员或稽查人员签字、

主管领导审核后归档。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违法违规情况的，应当

责令违规单位限期纠正和整改；应当立案查处的，由县级河务部

门水政监察机构依法查处；对重大违法违规案件，应及时报告上

级单位（见附表 3）。

第十五条 实行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定期报告制度。县级河务

部门分别于每年 4 月 10 日前、10 月 20 日前完成专题报告并上

报市级河务部门；市级河务部门分别于每年 4 月 20 日、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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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完成专题报告并上报河南河务局；河南河务局于定期监督检

查结束后 10 日内完成专题报告并上报黄委。

报告内容包括检查人员组成、检查时间、检查事项、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采取的措施或建议。

第十六条 河南河务局及所属市、县级河务部门应充分利用

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定点视频监控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

开展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 河南河务局及所属市、县级河务部门应依托本单

位水行政许可监督管理平台，及时公开水行政许可事项监督管理

信息。

第十八条 对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工作不力、监管责任不落

实，以及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

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九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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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河务局水行政许可项目检查登记表

编号：×黄许检〔20××〕第××号

项目名称

建设运营单位 联系人 电话

施工单位 联系人 电话

项目地点

监督检查人员

监督检查日期

发现问题

处理情况

主管领导意见 主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附 件 （发文扫描件、现场照片等）

记录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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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河务局水行政许可稽查记录表

编号：×黄许稽〔20××〕第××号

稽查时间 年 月 日

许可事项 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

稽查对象

稽查地点

稽查人员 签名：

1. 是否执行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查意见（包括建设项

目的位置、界限、标准、期限、数量、方式等各项技术指标

执行情况，施工临时设施、施工场地布置情况）

�是/�否

2. 是否执行建设项目度汛方案和防汛调度指令 �是/�否

3. 施工过程中是否出现影响防洪工程安全及管理情况 �是/�否

4. 是否安装并正常使用建设项目现场远程视频监控设备 �是/�否

5. 建设项目施工和建成后，是否清理河道内施工现场 �是/�否

6. 是否实施防洪补救措施和补偿工程 �是/�否

稽查情况

7. 建设项目运行期，是否影响河道防洪安全及防洪工程 �是/�否

稽查结果

主管领导

意见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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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河务局水行政许可稽查记录表

编号：×黄许稽〔20××〕第××号

稽查时间 年 月 日

许可事项 浮桥建设方案审批

稽查对象

稽查地点

稽查人员 签名：

1. 是否执行浮桥建设方案审查意见 �是/�否

2. 是否落实防汛责任 �是/�否

3. 是否执行防汛调度指令 �是/�否

4. 是否接受河务部门监督管理

5. 是否编制并执行浮桥度汛方案（含应急预案、拆除和架设方案） �是/�否

6. 是否落实浮桥河势影响评估 �是/�否

7. 浮桥施工是否对黄河河道及工程设施造成影响 �是/�否

8. 浮桥运营是否对防洪工程、河势稳定、水流形态、冲淤变化造

成影响
�是/�否

9. 浮桥是否存在缩窄河道，设置固定的桥头建筑物，修建凸入河

道内的桥头设施，抛投石料、编织袋等对桥头及滩岸进行防护和

加固等情况

�是/�否

10. 浮桥是否按要求架设、拆除 �是/�否

11. 是否进行防汛、防凌、预防恶劣天气和其他突发险情的应急

演练
�是/�否

12. 是否存在承压舟增加、存放、漂失问题 �是/�否

13. 是否安装并正常使用浮桥现场远程视频监控设备 �是/�否

14. 浮桥施工和建成后，是否清理河道内施工现场 �是/�否

15. 是否实施防洪补救措施和补偿工程 �是/�否

稽查情况

16. 浮桥是否验收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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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结果

主管领导
意见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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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3

××河务局水行政许可稽查记录表

编号：×黄许稽〔20××〕第××号

稽查时间 年 月 日

许可事项
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

堤防工程安全保护区外爆破作业审批 �

稽查对象

稽查地点

稽查人员 签名：

1.活动的主要技术指标、位置界限、施工安排、施工临时设

施布置是否符合批复文件要求
�是/�否

2.涉及影响防洪工程的补救措施是否落实 �是/�否稽查情况

3.是否完成施工场地清理和复原 �是/�否

稽查结果

主管领导

意见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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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4

××河务局水行政许可稽查记录表

编号：×黄许稽〔20××〕第××号

稽查时间 年 月 日

许可事项 采砂许可

稽查对象

稽查地点

稽查人员 签名：

1.是否持有合法有效的采砂许可证 �是/�否

2.是否按照采砂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和作业方式进行采砂 �是/�否

3.是否按照规定堆放砂石和清理采砂弃料 �是/�否

4.进入河道内的运砂车辆是否按指定的进出场路线行驶，是

否影响防洪工程建设、运行管理和防汛抢险
�是/�否

5.采砂现场是否设立安全警示性标志 �是/�否

稽查情况

6.是否明确并落实负责采砂现场安全管理的专职人员 �是/�否

稽查结果

主管领导

意见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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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河务局水行政许可重大或有特殊影响的水

事违规案件报告表

编号：×黄许违报〔20××〕第××号

项目名称

建设运营单位 联系人 电话

施工单位 联系人 电话

项目地点

案件发现时间

案件基本情况

处理情况

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 件 （案件处理资料复印件等）

填报人 电话

 



 
河南黄河河务局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1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