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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作底图的河道管理范围
划界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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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河道管理范围划界与确权可分步推进的原则指导下"研究基于高清遥感影像$河道现状及规划等矢

量数据搭建工作底图"科学分析河段类型"因地制宜确定不同河段类型的范围标准"探索以内业为主$外业为辅的

河道管理范围划界方法%

!关键词"!河道'划界'工作底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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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划界确权是加强河湖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

作#是水利部门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更是贯彻落实十

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水利改革的重点任

务#对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与保护(充分发挥河湖效

益具有重要意义.(/

' 根据实践#同步开展河道划界和

确权工作受政府多部门协作(大量专项资金支撑等多

方面因素制约#致使该项工作推进缓慢' 目前侵占河

道(水质污染(阻塞行洪现象与河流治理保护矛盾日益

突出#加强河道管理与保护刻不容缓'

本文在%依法依规(轻重缓急(先易后难(因地制

宜(分级负责&的原则指导下#提出先行开展河道划界

工作#加强对河道管理范围的管理与监督-按照成熟一

段确权一段的原则#分步推进河道管理范围确权工作'

基于此#提出基于工作底图的河道管理范围划界方法'

)'$)



('划界原则

坚持依法划定' 以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技

术标准和工程单项审批文件为依据#开展河流划界

工作'

坚持四个%有利于&!有利于管理的规范化(科学

化- 有利于行政执法的体系建设和顺利开展-有利于

河道治理保护工程的运行安全(防洪安全-有利于河道

水污染阻控及生态恢复'

坚持因地制宜' 要尊重历史沿革#要符合河湖管

理与保护的实际要求#实事求是确定划界的原则和

标准'

符合管理实际' 要实现河流上流(中流(下游管理

范围界线平顺衔接-要涵盖河流封育治理成果#尤其是

退耕补贴的耕地要划入管理范围-对特殊河段(特殊建

筑物要认真研究#争取不遗留问题'

,'工作底图配置

基于河道划界工作线长面广#地形复杂#采用实地

测量耗时耗资#特采用基于工作底图开展划界工作'

工作底图由高清遥感影像(河道堤防矢量图(河道防洪

规划(治理规划及堤防工程设计图(土地利用图等组

成' 其中遥感影像可综合采用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遥

感影像和全国山洪灾害调查遥感影像#其分辨率为

$R),#时相在 $"($ 年 S 月以后#坐标系为国家 $""" 坐

标系-河道堤防矢量图可采用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河

道及水利工程专项普查成果-土地利用可采用国土二

调成果' 具体配置流程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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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配置工作底图流程

E'河道划界范围确定

#R(!河道分类

河流划界涉及河道自身的管理范围和堤防的管理

范围与保护范围#为了使河流划界统一划界标准#特针

对河流不同类型进行聚类划分#将河流划分为有堤段(

无堤段和城市段#其中有堤段分为城市有堤段(农村有

堤段-无堤段中如有规划或设计堤防工程的#按照有堤

段进行划定'

#R$!管理范围取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地方文件#对不同类型河道

"河段$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确定如下!堤防农村段#

流域面积不小于 )"""+,

$ 的河流管理范围为迎水侧

)",#背水侧 $",-流域面积小于 )"""+,

$ 的河流#根据

堤防级别设为 ( 级堤防迎水侧 #",#背水侧 $",#$ 级(

# 级堤防迎水侧 $",#背水侧 (",#U 级() 级堤防迎水

侧 ),#背水侧 ),' 保护范围在管理范围之外再向外

划定一定的宽度#( 级堤防 $"",#$ 级(# 级堤防 ("",#

)($)



U 级() 级堤防 )",' 堤防城市段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

主要根据影像底图判读#以距离堤防最近建筑物群或

堤防背水侧堤角线确定' 无堤段按照河道治理规划(

防洪规划中的行洪控制线(外业调查的历史最高洪水

位确定#并在不影响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适当避开

密集居民点等永久性建筑物' 其中水库段不计入河道

划界范围#但河道与水库衔接点以水库征地批复高程

或*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中规定的管理范围为准'

河道"河段$及堤防分类和管理与保护范围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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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河道分段及管理与保护范围确定示意图

&'河道划界流程

河流划界工作按照收集资料(配置工作底图(绘制

划界初始成果(复核调查(制作划界成果(埋设界桩(界

线公示公告等环节有序开展' 以下重点介绍绘制界

线(复核调查和埋设界桩三个环节'

UR(!绘制界线

按照相关法规条例#依托地理信息平台"-70 平

台$的缓冲(矢量编辑(距离测量(遥感判读等综合技

术#分别对有堤段和无堤段绘制边界#首先#优先已建

工程和规划工程-其次#按照河道治理规划中的行洪控

制线绘制-再次#参照地方上报划界确权界线-最后#适

度避开村屯(工厂等永久性建筑物#污染型厂房除外#

并保持界线平滑的原则#绘制河道管理范围界线' 具

体步骤如下!

步骤 (! 分析规划成果(历史划界成果准确性和合

理性#确定参考源'

步骤 $! 利用K;B6>3编辑工具#沿着行洪控制线从

河源开始绘制河流边界线'

步骤 #! 在行洪控制线横跨村庄边缘时#根据该处

两侧行洪控制线总宽度#因地适宜地调整绘制边界#避

开村庄'

步骤 U! 遇到农村段堤防时#按照*辽宁省河道管

理条例+*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规定#对应不同的

堤防工程级别#在其背水面缓冲 ) X)",作为护堤地范

围#管理边界沿着护堤地外围边线绘制#其中有堤段与

无堤段要平滑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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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 遇到城市段堤防时#因地制宜#通过对工

作底图判读#如城市段堤防背水面无建筑#则按照农村

段堤防绘制方式绘制保护区界线-如城市段堤防背水

面是公路或住宅小区#则考虑管理实际#按照堤防背水

面堤角线绘制保护区边界'

步骤 S! 遇到在建或规划堤防时#要按照在建或规

划堤防进行划界#同时参照步骤 U(步骤 ) 合理确定护

堤地范围#绘制界线'

步骤 O! 遇到水库上游末端时#要参照历史划界成

果结束点位置#同时判读工作底图历史划界成果结束

点是否有堤防工程#如有#则以此为水库上游末端结束

点-如无堤防工程#则与水库管理方协调#按照水库建

设时批复方案中的征地高程为界点#若无明确征地高

程#则组织地方河道管理机构与水库管理方会商#在不

重不漏的原则下确定界点'

步骤 P! 水库坝下总体上按照*水库工程管理设计

规范+确定界点' 如水库管理范围已明确或已确权的#

则按照确权成果确定界点-如不适用以上两种情况#可

由地方河道管理机构与水库管理方协商#以水库坝下

跨河建筑物(堤防起点等固定且明显的永久性建筑

为界'

步骤 Q! 遇到河道内有企业时#要结合地方政府近

# 年去产能规划#对规划铲除的生产企业#可按照常规

划界进行绘制' 如该企业不在去产能规划中#则在考

虑管理实际以及地方河道管理机构意见的基础上#合

理划界'

步骤 ("! 河口处划界时#要综合考虑水利(林业(

海洋等管理边界#尽量做到%多规合一&

.$/

' 同时结合

管理实际#以明显固定的永久性建筑物为界'

UR$!复核调查

河流划界工作涉及省(市(县三级政府以及水利(

国土(林业等多个部门#需要对成果进行多次复核磋

商#并对有争议的地方进行现场调查协商#最终拟定多

方认可的划界成果#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并公告'

步骤 (! 与省级河道管理部门共同审查河流划界

初始成果#审查划界标准(范围#梳理争议点或事实不

清的河段'

步骤 $! 召开会议#邀请地方领导及技术人员参

会#共同审查初始成果#并对争议点进行探讨#初步拟

定界线调整方案#并将调整后的划界成果制图下发地

方#由地方管理人员开展现场复核或商讨'

步骤 #! 成立外业调查组#对划界成果内争议点或

河段进行现场复核#复核修改后印发二次制图成果#并

发函征求意见'

步骤 U! 按照复核意见#再次修改完善河流划界成

果#制定送审稿成果'

UR#!埋设界桩

审核通过边界图后#按照地方实际并遵照%实体桩\

虚拟桩&相结合的原则#布设界桩和标示牌埋设点' 其

中在管理界线拐点及重要点位埋设实体桩#在实体桩

之间#按照 $"",间距确定虚拟桩#即界桩坐标点' 在

人类活动密集区可适当埋设标示牌'

%'总'结

基于工作底图的河道划界工作方法#具有投入少(

效率高的特点#暂时回避了确权工作带来的土地权属(

征地补偿等一系列问题#能够快速明确河道管理责

任范围#及时开展河道治理与保护工作' 同时#各地

还应分级分步推进确权工作#获得管理范围内土地全

部权益#确保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有效执行涉水的法律

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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