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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水利厅文件

豫水政〔2020〕4号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
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水利局，厅机关各处室，

厅属各单位：

根据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规章规

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豫法政办〔2019〕20 号）要求，我

厅对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现

将清理结果公布如下：

一、《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强化地下水取水许可管理和严格控

制地下水开采工作的通知》（豫水政资〔2009〕7号）等 58 件规

范性文件继续有效（见附件 1）。



二、《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设计审

批程序管理办法>的通知》（豫水计〔2005〕162 号）等 20 件规范

性文件予以修改（见附件 2）。

三、《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

的通知》（豫水管字〔1998〕10 号)等 57 件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

（见附件 3）。

四、《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水资源费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

（豫水政资〔2006〕3号）等 15件规范性文件宣布失效（见附件

4）。

上述予以废止、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自本决定发布之日

起一律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附件：1.河南省水利厅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58件）

2.河南省水利厅决定修改的规范性文件目录（20件）

3.河南省水利厅决定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57件）

4.河南省水利厅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15件）

2020 年 3月 11 日

http://www.hljkjt.gov.cn/GJX/Attachment.ashx?id=12865
http://www.hljkjt.gov.cn/GJX/Attachment.ashx?id=1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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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水利厅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58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强化城市地下水取水许可管理和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工作的通知 豫水政资〔2009〕7号

2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以工程带水文”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豫水建〔2009〕12号

3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 豫水政资〔2010〕21号

4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11〕48号

5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水利工程建设质量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 豫水建〔2012〕30号

6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河南省气象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

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和《河南省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验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管〔2012〕13号

7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中央财政补助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项目验收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豫水管〔2012〕71号

8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平衡测试管理办法》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3〕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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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9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节水型企业建设工作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3〕29号

10 河南省水利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水利安全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豫水安监〔2013〕38号

11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豫水建〔2014〕8号

12 河南省水利厅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开展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工作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4〕10号

13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 豫水政资〔2014〕25号

14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防洪影响处理工程建设与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14〕49号

15 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豫水管〔2014〕71号

16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抗旱应急引调提水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豫水管〔2014〕117号

17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和洪泛区、蓄滞洪区内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审查权限的通知
豫水管〔2014〕163号

18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厂取水许可管理有关事项的

通知
豫水政资〔2015〕28号

19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厅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5〕56号

20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地下水禁、限采区取水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5〕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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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21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规定》的通知 豫水建〔2015〕2号

22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严格规范水利工程施工承包范围的通知 豫水建函〔2015〕7号

23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明确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中异议和投诉有关事项的通知 豫水建〔2015〕10号

24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明确三级水利序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工作的通知 豫水建〔2015〕12号

25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创建管理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15〕17号

26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明确河南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责任的通知 豫水建〔2015〕21号

27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防范廉政风险的实施意见 豫水建〔2015〕23号

28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修改《河南省水利工程质量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15〕54号

29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河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顶管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的通知 豫水建〔2016〕30号

30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中小河流治理项目验收有关事项的通知 豫水建〔2016〕44号

31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评标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16〕49号

32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豫水建〔2016〕50号

33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履约监管实施细则》的通知 豫水建〔2016〕51号

34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系统施工场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豫水建〔2016〕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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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35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水利施工场地扬尘污染防治停工工地复工验收细则的通知 豫水建〔2016〕72号

36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验收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豫水管〔2016〕15号

37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费的通知（试行） 豫水建〔2017〕8号

38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取消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分支机构核准的通知 豫水建〔2017〕11号

39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施工场地扬尘污染分类防治措施（试行）的通知 豫水建〔2017〕16号

40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17〕17号

41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水利水电建设工程蓄水安全鉴定工作管理的意见 豫水建〔2017〕25号

42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开展节水型居民小区建设工作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7〕14号

43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取水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7〕52号

44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计划用水管理办法》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7〕84号

45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7〕93号

46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下放部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审批权限的通知 豫水保〔2017〕15号

47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豫防办〔2017〕5号

48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修订印发河南省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1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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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49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全面应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的通知 豫水建〔2018〕13号

50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做好农村人口生活用水供水工程取水许可办理工作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8〕12号

51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水权收储转让（交易）行为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8〕18号

52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和继续推进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自备井封井工作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8〕64号

53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河道采砂石采运管理单格式的通知 豫水管〔2018〕85号

54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豫水管〔2018〕111号

55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豫水保〔2019〕20号

56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河道非法采砂价值认定和危害防洪安全认定办法》的通知 豫水政〔2019〕1号

57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农业水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豫水资〔2019〕50号

58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加强高校节约用水工作的实施意见 豫水资〔2019〕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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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省水利厅决定修改的规范性文件目录（20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设计审批程序管理办法》的通知 豫水计〔2005〕162 号

2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对水利水电工程实体质量开展检测工作的通知 豫水建〔2008〕58 号

3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文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09〕13 号

4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行政处罚裁量标准》《河南省水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适用规则》和有关内部制约制度的通

知

豫水政资〔2009〕14 号

5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现代灌区建设管理标准（试行）》的通知 豫水农〔2010〕7 号

6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评价及预警办法（试行）》的通知 豫水质监〔2010〕7 号

7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外观质量评定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豫水质监〔2010〕14 号

8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豫水计〔2011〕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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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基本建设项目勘察设计审查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计〔2012〕120 号

10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前期工作成果质量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豫水计〔2012〕77 号

11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优质工程评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12〕61 号

12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建设及监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豫水建〔2013〕1 号

13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现场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豫水建〔2013〕10 号

14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法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13〕13 号

15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厅水利工程建设实体质量巡回检测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豫水建〔2014〕6 号

16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质量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14〕7 号

17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4〕51 号

18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应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16〕32 号

19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施工场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标准（试行）的通知 豫水建〔2016〕65 号

20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厅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涉水行政审批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豫水计〔2017〕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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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南省水利厅决定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57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通知 豫水管字〔1998〕10号

2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实施《行政许可法》若干制度的通知 豫水政资〔2004〕55号

3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扩大部分县（市）管理权限的通知 豫水办〔2006〕4号

4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厅信访工作实施办法》和《河南省水利厅信访工作制度》的通知 豫水办〔2006〕35号

5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专家审查工作的通知 豫水计〔2007〕139号

6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水利基本建设项目勘察设计管理工作的通知 豫水计〔2009〕15号

7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凿井施工管理的通知 豫水农〔2007〕35号

8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验收实施细则》的通知 豫水农〔2013〕42号

9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水土保持补偿费和水土流失防治费征收管理使用的通知 豫水保〔2010〕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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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0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水利重点工程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 豫水保〔2011〕23号

11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建立河南省水利水电施工监理企业信用系统的通知 豫水建〔2005〕36号

12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水电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豫水建〔2005〕43号

13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豫水建〔2005〕44号

14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水利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的通知 豫水建〔2006〕23号

15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水利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执业资格认定的通知 豫水建〔2006〕31号

16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发布《河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概预算定额及设计概（估）算编

制规定》的通知
豫水建〔2006〕52号

17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评标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06〕54号

18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市管项目及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豫水建〔2008〕23号

19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建立水利工程建设社会监督制度的通知 豫水建〔2008〕61号

20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竣工验收工作的意见 豫水建〔2009〕77号

21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招标代理机构选定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11〕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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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22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水利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管理的通知 豫水建〔2011〕51号

23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与管理工作的通知 豫水建〔2012〕1号

24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规范水利工程建设企业资质管理工作的通知 豫水建〔2012〕26号

25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豫水建〔2012〕46号

26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规范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备案工作的通知 豫水建〔2012〕47号

27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创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12〕52号

28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法人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12〕60号

29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河南省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员资格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 豫水质监〔2007〕8号

30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安全生产技术专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豫水安监〔2013〕11号

31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规范和加强水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 豫水管〔2011〕92号

32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取（用）水计量设施的通知 豫水政资〔2005〕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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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严格控制部分地区深层地下水开采的通知 豫水政资〔2005〕43号

34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全省小水电机组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豫水政资〔2005〕48号

35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水利工程建设从业人员佩戴胸卡的通知 豫水质监〔2007〕3号

36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取水许可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豫水政资〔2009〕1号

37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取水户取、退水水质监测有关问题的通知 豫水政资〔2009〕10号

38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建设项目稽查办法（试行）》的通知 豫水计〔2004〕37号

39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规定（试行）的通知》 豫水计〔2004〕34号

40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前期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豫水计〔2004〕49号

41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基本建设项目计划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计〔2004〕50号

42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简化水利水电工程审批程序的通知 豫水计〔2004〕172号

43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验收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农〔2008〕5号

44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省管水利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备案工作的通知 豫水建〔2004〕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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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贯彻落实《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和实行水利水电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持证

上岗制度的通知
豫水建〔2004〕40号

46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豫水建〔2012〕6号

47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监督管理的通知 豫水建〔2013〕4号

48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质量监督规程（试行）》的通知 豫水质监〔2009〕14号

49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推进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豫水办〔2015〕21号

50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监察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通

知
豫水建〔2014〕12号

51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监察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评标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14〕13号

52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15〕20号

53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明确质量检测单位分支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 豫水建〔2015〕56号

54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资质审查有关事项的通知 豫水建〔2016〕11号

55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建设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制管理的通知 豫水建〔2017〕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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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的意见 豫水管〔2013〕39号

57 河南省水利厅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试行） 豫水政资〔2016〕9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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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河南省水利厅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15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水资源费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 豫水政资〔2006〕3号

2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水建〔2008〕53号

3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贯彻实施《河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有关工作的通知 豫水政资〔2009〕8号

4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新村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方案》和《移民新村饮水安全工程建

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豫水农〔2010〕10号

5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水利建设项目建筑材料价格调整问题的处理意见 豫水建〔2010〕62号

6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小（Ⅱ）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初步设计编制及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 豫水计〔2011〕3号

7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小（2）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初步设计审批备案及复核制度（试行）》

的通知
豫水计〔2011〕40号

8 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省直管试点县（市）小（2）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初步设计审批及备案工作的通知 豫水计〔2011〕95号

9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施工用水水资源费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1〕18号

10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原材料及中间产品质量检验规定（试行）》的通知 豫水质监〔2012〕12号

11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水资源费征收工作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5〕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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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水资源费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6〕16号

13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水资源费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6〕19号

14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费征收与水资源费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 豫水政资〔2016〕95号

15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山洪灾害防治项目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有关建管工作的通知 豫水建〔201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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