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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近期防洪工程
建设管理工作综述

贾敬立!赵大闯
!河南黄河河务局工程建设中心"河南 郑州!PQ###$#

!摘!要"!本文以河南段为例"介绍了黄河下游近期防洪工程建设的主要内容&要点和采取的主要措施"其中建管

体制改革&移民征迁模式创新&文明施工管理等工程建设管理经验"对其他大型工程建设管理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

义' 项目获得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文明工地&全国生态文明工程荣誉称号'

!关键词"!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建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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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M"!工程概况

黄河下游近期防洪工程"河南段$涉及洛阳(郑

州(开封(焦作(新乡(濮阳等 O 市 "K 个县"区$#包括

JI 个单项工程#项目类型涉及放淤固堤(堤防帮宽(截

渗墙(堤顶道路(防浪林(险工改建(控导工程等%

黄河下游堤防修建年代久远#堤身堤基存在多种

隐患#部分堤防断面达不到设计标准*同时防洪非工程

措施不完善#工程管理设施落后#管理洪水的能力十分

薄弱%

"MJ!存在的主要问题

黄河下游是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洪水灾害为

世人所瞩目% 由于黄河下游河道高悬于两岸平原之

上#洪水含沙量大#每次决口#灾情极为严重% 黄河下

游悬河形势加剧#防洪形势严峻% 据初步估算#如果北

岸原阳以上或南岸开封附近及其以上堤段发生决口泛

滥#直接经济损失将达到近千亿元% 除直接经济损失

外#黄河洪灾还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大量铁路(公

)')



路及生产生活设施#引黄灌排渠系都将遭受毁灭性破

坏#造成群众伤亡#泥沙淤塞河渠#良田沙化等#对社会

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造成长期的不利影响%

"M$!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黄河下游的历史灾害和现实威胁充分说明黄河安

危事关重大#它与淮河(海河流域的治理#黄(淮(海平

原的民生息息相关% 确保黄河下游防洪安全#对国家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 保证黄河下游防洪万无一失#保障国民经济的健

康发展#进一步提高防洪能力#减轻洪水威胁#是一项

十分必要和紧迫的任务%

%&建设内容及要点

黄河下游近期防洪工程"河南段$建设任务是以

继续建设黄河下游标准化堤防和开展游荡性河道整治

为重点% 通过工程建设#结合前期标准化堤防建设#使

堤防加固达到设计标准#且堤防整体抗洪能力有较大

提高#基本解决堤段发生标准内洪水&溃决'的问题*

部分险工改建加固完成后#坝垛护岸的强度提高#工程

稳定性增强#抵御洪水冲刷的能力大大提高*继续完善

控导工程#抗洪能力将明显提高%

JM"!工程总体布置

放淤固堤工程主要有三种情况#分别为新开淤区(

现状淤区加高帮宽(新老堤间淤区%

针对大堤背河村庄分布稠密#且堤防凸向背河#采

用了临河修筑新堤裁弯取直方案*新堤布置在老堤临

河侧#新堤与老堤平顺连接% 对临背河存在的均有村

庄(人口密度大(居民搬迁困难的堤段#结合各段的地

质条件和地层结构#堤防加固采用截渗墙方案% 险工

改建加固设计总体上不改变现有的平面布局% 控导工

程按凹入型布置#遵循&上平(下缓(中间陡'的原则#

同时有计划地改善一些凸出型和平顺型的控导工程%

JMJ!工程规模

黄河下游近期防洪工程"河南段$总投资 "IM#P 亿

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 "#MO% 亿元#征地补偿和移民安

置投资 %M$O 亿元*初步设计批复土方 $O$%MQP 万 7

$

#

石方 O"MII 万7

$

#混凝土 $M#K 万7

$

%

主要建设内容有堤防帮宽 JKMO$IH7*加固堤防长

度 Q"MJJOH7*堤顶道路硬化 JOMPIQH7*防浪林 IH7*改

建三义寨闸*防汛道路改建 OMKH7*险工改建 J 处#坝

垛 "O 道*新续建控导工程 "P 处*控导加高加固 " 处#

坝垛 J 道*沁河左岸老龙湾以下堤防加固 PMK%$H7%

JM$!工程建设设计标准

黄河下游的防洪标准为防御花园口洪峰流量

JJ###7

$

R2的洪水#设计防洪水位采用 J### 年水平年

的相应流量的设计水位%

堤防工程建设按
%

级堤防设计(堤顶道路参照三

级公路标准设计(三义寨闸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 级*险

工改建工程按 " 级建筑物设计#险工坝顶设计高程比

相应临黄大堤 J### 年水平年设计堤顶高程低 "7* 河

道整治工程顶部高程按 J### 年当年 P###7

$

R2流量对

应水位加 "7超高%

-&建设管理措施

$M"!强化项目法人责任制

为规范水利建筑市场#加强项目法人责任制#确保

黄河下游防洪工程质量和投资效益#按照水利部(黄委

统一部署#河南黄河河务局整合现有的十几个项目法

人#成立了河南黄河河务局工程建设中心"以下简称

&建设中心'$#作为河南黄河工程建设的责任主体#对

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进度(资金管理和安全生产负

总责%

建设中心机构设置分为内设机构和派出机构两

类#建设中心实施统一领导#内设科室是建设局工作的

综合管理职能部门#现场建管部具体负责工程现场管

理工作%

防洪工程是关系国计民生(面广线长的重大公益

性项目% 采用联合管理模式#由建设中心与工程所在

市(县河务局共同设立现场建管部#进行工程现场建设

管理% 现场建管部部长由市"地$级河务局主管工程

副局长担任#建管部成员由现场建管部部长提议经建

设中心同意% 现场建管部对工程项目的质量(进度(安

全负直接责任#负责工程前期赔偿(施工环境的协调(

审核承包人申请支付工程进度款的手续(审核设计变

更申请并报建设局% 建设局负责招标(合同签订(设计

变更的审核上报(资金支付管理(预备费和招标节余的

动用等% 这种模式充分调动了市(县河务局的积极性#

发挥了其人才优势和经验优势% 由市"地$河务局直

)()



接参与工程的建设管理#便于开展地方协调工作%

$MJ!创新移民征迁模式

移民迁占(征地赔偿等前期工作是影响黄河防洪

工程建设实施进度的关键环节#也是工程建设的重点

和难点% 根据黄河防洪工程建设实际情况#工程项目

投资计划下达后#建设中心开始做移民安置工作#同时

开展工程施工招标工作#工程招标(施工合同中不考虑

移民安置工作时间% 一般移民安置工作未完成时#施

工合同已经签订#要求限期开工#开工时施工场地远未

达到&三通一平'条件#移民安置工作影响施工工期%

还由于移民安置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群众围堵施

工现场影响施工时有发生%

结合近年来河南工程建设移民安置工作实际情

况#该工程建设征迁工作分永久征迁和临时用地两部

分实施% 其中工程建设永久征迁部分实行由河南省人

民政府领导(省移民办承办#黄河下游沿线各有关市县

政府负责(县移民机构实施(建设中心参与(设计单位

技术归口的管理体制% 临时占地由工程建设中心与工

程所在地市县政府成立的临时占地实施机构签订临时

占地委托协议#直接由县一级实施机构组织实施%

在征地及移民过程中市(县级河务局工作任务及

压力减小#群众如有信访意见由河南省移民办和地方

政府负责解决%

$M$!狠抓项目建设管理

提前做好招标准备工作#择优选择参建单位% 参

建单位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工程目标的实现#建设中心

从源头抓起#严把招标投标过程#择优选择参建单位#

防止任何一方成为组织体系的短板*在工程招标阶段#

通过对招标文件的编制与审查#严把招标文件的质量

关#归集分析近年历次审计(督查等案例的成因#分析

问题#归纳寻源#进行风险分析与预控#在招标文件中

予以要求防范% 优先选择技术水平高(施工管理能力

强(工程质量好(社会诚信度高的参建单位#为工程建

设顺利实施打下坚实基础%

合同管理是建设管理工作的核心#建设中心高度

重视合同的起草(谈判(签订工作#根据工程建设管理

的规定(规范要求#采取风险预控措施#结合工程建设

实际#细化专用合同条款#将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

通过合同进行约束(协调参建各方的行为#实现依法规

范运作*加大对合同履约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力度#及时

处理合同执行中的问题#规范参建单位行为%

加强质量管理#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强力贯彻见

证取样送检制度#强化施工单位现场检测管理*严格按

设计施工#施工(监理(项目法人(质量监督机构各司其

职#严格工序管理和质量抽检(核验#发现擅自改变设

计的坚决制止#责令整改% 该工程共划分为 Q$ 个单位

工程#POJ 个分部工程% 经施工单位自评(监理单位复

核(项目法人认定(质量监督机构核定"备$#分部工程

合格率 "##L#其中优良 KQ 个#优良率 "OMJL*单位工

程合格 Q$ 个#合格率 "##L#其中优良 J 个#优良率

$M%L*子项工程 JI 个#经评定合格 JI 个#合格率

"##L#其中优良 " 个#优良率 $MPL%

强化验收程序#把好项目验收关% 工程验收是对

项目建设及资金使用进行全面的审查和总结% 把好验

收关#是建设项目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充分发挥投资

效益的关键环节% 建设中心以验收促进度#以验收抓

程序#以验收控质量#以验收保支付% J#"O 年 I 月#该

项目通过了环境保护部环保专项验收(水利部水土保

持专项验收* "" 月#移民征地专项通过河南省人民政

府移民办公室组织的终验*J#"P 年 "J 月-J#"O 年 K

月#黄委(河南黄河河务局分别主持对黄河下游近期防

洪工程"河南段$JI 个子项进行了档案专项验收#各子

项均通过了专项验收% J#"K 年 % 月#受水利部委托#黄

河水利委员会组织对该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

*&结&语

河南黄河河务局工程建设中心的成立#打破了自

"II% 年以来连续实施十多年的建设管理体制#是黄河

工程建设管理领域的一次重大改革#解决了以前项目

法人预算层级多(专业性不强和管理分散等问题#为河

南黄河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提

供了有力的平台#建立了河南黄河工程建设管理在新

体制下的运行机制#确保了工程建设规范(有序进行#

确保了工程建设目标的按期完成%

在工程建设管理中#始终坚持工程建设与文明施

工两手抓#认真落实各项文明施工措施#该项目获得全

国水利工程建设文明工地(全国生态文明工程等荣誉

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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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敬立等R浅谈黄河下游近期防洪工程建设管理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