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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石津

干渠工程 
行业类别 水利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河北省水务中心 项目性质 

改建、新

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河北省水利厅，2011年12月6日，冀水保[2011]246 

号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无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2014 年12月

15日，冀调水设[2014]107号文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1 年 6月～2018年 11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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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水利工程局、河南华

禹黄河工程局、葛洲坝集团电力有限公司、中国水电建

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任丘市水利建筑工程公

司、河北宏艺园林有限公司、天津市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黄河工程有限公司、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水利工程总公

司、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

工程局有限公司、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恒泰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水利建筑工程局、天津振津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金河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

京通成达水务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

有限公司、北京韩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建十三局集

团有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水利水

电工程总公司、山东黄河东平湖工程局、华北水利水电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滕王阁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河北建设集团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南昌市新鑫绿化

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新封生态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河北天和监理有限公司、天津市冀水工程咨询中心、河

北省水利水电工程监理咨询中心、河北冀龙水利水电工

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

司、重庆江河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山东龙信达咨询

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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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水利部

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

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 号）和《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利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办水保〔2021〕143 号）要求，

河北省水务中心于2022年1月20日，组织召开了河北省南水北调配

套工程石津干渠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验收报告编制、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监理及施工

单位的代表和特邀专家共55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一）项目概况 

石津干渠渠首为南水北调中线田庄分水口，输水线路从田庄

分水口开始，沿古城西路南侧规划绿化带内布置无压箱涵，至赵

陵铺进水闸下游汇入现有的灌溉渠道--石津总干渠，利用石津总

干渠输水到军齐后分为两支。一支为沧州支线：向东继续利用石

津灌渠至大田庄，之后向南利用大田南干，到大田南干一分干进

水闸前转向东后改用箱涵输水，利用压力箱涵穿过龙治河、滏阳

河、滏阳新河、滏东排河、老盐河、清凉江、江江河等排涝河道，

在杨圈附近穿越南运河后转向北东，在后孔村北入现有的大浪淀

引水渠道——代庄引渠。另一支为衡水支线：从军齐开始向南入

军齐干渠，到七分干渠转向东，利用七分干及七分干东支渠输水



4 

 

至傅家庄，之后接衡水市南水北调水厂以上配套工程。 

石津干渠输水线路总长253.08千米，其中田庄分水口至代庄

引渠段设计桩号0+000～210+368，长210.37千米，军齐至傅家庄

段设计桩号（83+287）～（126+000），长42.71千米。石津干渠

布置有控制工程、河渠交叉工程、路渠交叉工程等三类建筑物。

控制工程包括跌水、节制闸、农业分水闸、农业分水口、城市分

水口、退水闸；河渠交叉工程包括输水箱涵、排水倒虹吸；路渠

交叉工程包括桥梁。 

本工程总投资639168.65万元，其中土建投资365576.81万元。

工程于2011年6月开工建设，2018年11月完工。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于2011年9月编制完成《河北

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石津干渠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11

年12月6日，河北省水利厅以冀水保[2011]246号文批复了该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本工程无水土保持方案变更设计。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情况 

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于2014年12月15日以

冀调水设[2014]107号文对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石津干渠工

程初步设计（含水土保持专章）进行了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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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15年2月，建设单位委托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承担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接受委托后，组织水土保持监

测技术人员进行了现场查勘，开展了相应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编制

了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监测报告主要结论为：落实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包括表土剥离、

回铺，土地平整；植物措施包括栽植乔木、灌木，植草绿化，厂区园

林式绿化；临时措施包括编制袋装土拦挡，土质排水沟，沉沙池等，

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能够有效控制和减少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通

过监测，本项目扰动土地整治率98.96%，水土流失总治理度98.22%，

土壤流失控制比1.2，拦渣率96.4%，林草植被恢复率95.94%，林草覆

盖率28.75%。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

标值。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的通知》（办水保[2020]161号），开展了“三色”评价，

“三色”评价结论为绿色。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原河北省水

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开展了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

制工作。2022年1月，编制完成了《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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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渠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主要结论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

开展了水土保持后续设计、监理、监测工作，缴纳了水土保持补

偿费，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项目法人积极配合各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开展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工作，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

查意见予以认真落实；按照批复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完成

的各项措施质量总体合格，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

批复的目标值，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本工程水

土保持措施满足设计要求，符合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该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

文件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

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

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确保各项水土保持设施长效

发挥水土保持功能。 

 

 



 

 

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分工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签字 备注 

组长 马建超 河北省水务中心 副处长  法人单位 

成员 李永根 河北省水务中心 处长  法人单位 

 刘向华 河北省水务中心 
正高级工程

师 
 法人单位 

 赵轩正 
河北水务集团石津干渠建

设管理中心 
高级工程师  

建设管理单

位 

 李国章 
河北省水务中心石津灌区

事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宁 峰 
沧州市水务局（原沧州市南

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科 长  

 许  亮 
衡水市水利局（原衡水市南

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工程师  

 郭永晨 特邀专家 
正高级工程

师 
 

特邀专家  闫秀平 特邀专家 
正高级工程

师 
 

 马香玲 特邀专家 
正高级工程

师 
 

 安  云 
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验收报告编

制单位 

 杨 二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

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

师 
 监测单位 

 李霁航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

科学研究院 
助理工程师  监测单位 

 尹风刚 河北天和监理有限公司 总监   



 

 

 韩秀才 天津市冀水工程咨询中心 副总监  

 周中子 
河北冀龙水利水电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 
总监  

 吕玉霞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副总监  

 吴代荣 
重庆江河工程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总监  

 钟传利 
山东龙信达咨询监理有限

公司 
总监/正高  

 杜  晶 
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

师 
 

水土保持方

案编制单位 

 田莉萍 
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 
技术负责人  施工单位 

成员 武浩东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施工单位 

 薛建芳 新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于泽尧 
河南中原黄河工程有限公

司 
工程师   

 张冲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

司 
工程师   

 张书成 
山东恒泰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工程师   

 李汉争 山西省水利建筑工程局 工程师   

 杨庆余 
天津振津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工程师   

 丁卫东 
北京金河水务建设有限公

司 
工程师   



 

 

 崔兆永 
北京通成达水务建设有限

公司 
工程师   

 王  亮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

有限公司 

副经理/工程

师 
  

 李贵福 
北京韩建水利水电工程有

限公司 

工程部经理/

工程师 
  

 皮宏禹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

司 
技术负责人   

 张海龙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 工程师   

 骆树涛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工程总

公司 
工程师   

 郑培德 
山东润泰水利工程有限公

司 
工程师   

 檀国华 
华北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