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河道采砂 

实施方案 

 

 

 

 

 

 

 

 

 

 

 

 

 

 

 

宜阳县水利局 

2022 年 08 月 



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河道采砂规划实施方案  宜阳县水利局 

 

 

批  准： 张光新 

     核  定： 李  双 

     审  查： 李惠平 

     校  核： 刘  鼎 

     编  写： 白洪飞   金幸珂   仝  方   张书峰 

  吕  杨   林东风    

 

 

 

 

 

 

 

 

 

 

 

 

 

 

 



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河道采砂规划实施方案  宜阳县水利局 

 

目  录 

1.基本情况.............................................................................................................1 

1.1河道基本情况 ......................................................................................... 1 

1.1.1 河道概况 .................................................................................... 1 

1.1.2河道采砂现状 ............................................................................. 1 

1.2河道采砂规划情况 ................................................................................. 2 

1.2.1禁采区规划 ................................................................................. 2 

1.2.2可开采区规划 ............................................................................. 2 

1.2.3保留区规划 ................................................................................. 3 

1.3年度采砂任务与规模 ............................................................................. 3 

1.4 采区基本情况 ........................................................................................ 4 

2.编制依据 ............................................................................................................ 5 

2.1法律法规 ................................................................................................. 5 

2.2编制原则 ................................................................................................. 6 

3.采砂方案 ............................................................................................................ 7 

3.1采砂实施许可方式 ................................................................................. 7 

3.2 开采控制条件 ........................................................................................ 7 

3.2.1开采范围 ..................................................................................... 7 

3.2.2开采高程 ..................................................................................... 8 

3.2.3开采方案 ..................................................................................... 9 

3.3堆卸砂场设置 ....................................................................................... 10 

3.3.1堆卸砂场布局原则 ................................................................... 10 

3.3.2堆卸砂场布局情况 ................................ 10 

3.4 运砂方案 .............................................................................................. 11 

4.采砂作业 .......................................................................................................... 13 



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河道采砂规划实施方案  宜阳县水利局 

 

4.1作业方式 ............................................................................................... 13 

4.2 作业时间 .............................................................................................. 13 

4.3作业机具 ............................................................................................... 14 

5 采砂作业管理 .................................................................................................. 15 

5.1采砂管理单位及职责 ........................................................................... 15 

5.2现场监管方案 ....................................................................................... 16 

5.3安全生产管理措施 ............................................................................... 20 

5.3.1组织机构和职责 ....................................................................... 20 

5.3.2 应急救援处置程序 .................................................................. 24 

5.3.3 应急事宜处置方案 .................................................................. 25 

5.3.4 污染防范措施 .......................................................................... 29 

5.4河道清理修复方案 ............................................................................... 30 

5.4.1河道生态修复的原则 ............................................................... 30 

5.4.2 河道生态修复的步骤和措施 .................................................. 30 

5.4.3河道生态修复组织实施 ........................................................... 31 

5.4.4河道生态修复的保障机制 ....................................................... 32 

6.结论与建议 ...................................................................................................... 33 

6.1结论 ....................................................................................................... 33 

6.2建议 ....................................................................................................... 33 

《洛阳市水利局关于宜阳县涧河、鲍窑河、七峪河 2022 年河道采砂规划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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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1.1 河道基本情况 

1.1.1 河道概况 

鲍窑河是宜阳县洛河段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上观乡红涧，流经上观乡、莲

庄镇两个乡镇及上观村、三岔沟村、鲍窑村、红旗村、四岭村 5个行政村，在莲

庄镇红旗下村北汇入洛河。鲍窑河干流全长 17Km，流域面积 31.19Km2。 

2018年3月洛阳水利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受业主委托编制了《宜阳县鲍窑

河河道采砂规划》，2018年4月批复了《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2018年5

月19日，洛阳市水利局在洛阳主持召开会议，对《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

进行了评审，2019年6月洛阳水利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宜阳县鲍窑河

河道采砂规划报告》（报批稿），2019年8月16日完成了《洛阳市水利局关于宜阳

县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的批复》（洛水河〔2019〕2号）。 

鲍窑河河道采砂范围为鲍窑河莲瑶村至莲庄镇红旗下村入洛河口处，规划范

围河道总长17km。其中上游12.05km不具备开采条件，规划为禁采河段,莲瑶村至

莲庄镇红旗下村入洛河口处4.95km规划鲍窑河河道规划禁采区2个，可采区2个，

无保留区。 

1.1.2河道采砂现状 

宜阳县鲍窑河河道砂石资源较为丰富，主要用于城镇建设、交通道路建设等

基础设施建设。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水利、道路、房地产等建设的大

力推进，致使建筑市场对砂石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宜阳县政府高度重视采砂问题，

对河道采砂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对开采砂石资源行为实施了严厉的监管，每年

按照年度实施方案进行管理开采。《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报告》中规划年

为 2019～2023 年，其中 2019～2021 年未进行采砂，仅于 2022 年两清一护工程

修建时使用少部分砂石，本次 2022 年采砂方案不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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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河道采砂规划情况 

2019 年 6 月，洛阳水利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宜阳县鲍窑河

河道采砂规划报告》（报批稿）。该采砂规划对洛阳市境域内鲍窑河河道科学合理

的划定了禁采区、可采区及保留区范围，规划分区如下： 

1.2.1禁采区规划 

根据禁采规定、规划原则，对涉河建筑物及敏感点上下游划定禁采范围： 

鲍窑河共规划 2 个禁采区，主要涉及建筑物为大型桥梁，特大型公路桥梁跨

越的河道上游 500m，下游 3000m；大型公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游 500m，下游 

2000m；中小型公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游 500m，下游 1000m。 

鲍窑河划分 2 个禁采区，规划禁采区总长度 2.8km，总面积 0.1024km2。其

中 禁采区为鲍窑村桥上游 500m至鲍窑河入洛河处，长 1.5km；2#禁采区为安虎

线鲍窑河桥上游 500m至下游 3000m，长 1.3km。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禁采区位置

分布表见下表 1.2-1。 

表 1.2-1 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禁采区位置分布表 

编号 禁采区名称 所处河段 
所属县 

（市） 
禁采区范围 

禁采区长度

（km） 

禁采区面积（万

km
2
） 

1 禁采区Ⅰ 鲍窑河 宜阳 
鲍窑村桥上游 500m 至

鲍窑河入洛河处 
1.5 0.0465 

2 禁采区Ⅱ 鲍窑河 宜阳 
安虎线鲍窑河桥上游

500m至下游 3000m 
1.3 0.0559 

1.2.2可开采区规划 

《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报告》以开采砂石历史储量为主。规划的可采

区控制最大开采深度为河床平均高程以下 2.0m，采区距离堤脚 20m，开挖边坡为

1:3。其中可采区Ⅰ位于莲窑村段至鲍窑村桥上游 500m，规划长 1100m、宽 130m 

左右；可采区Ⅱ位于红旗村段至安虎线鲍窑河桥上游 500m，规划长 1050m、宽

75m 左右。5 年规划期内控制开采总量为 20.7 万 m
3，年度控制开采量为 4.14 万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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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汛期6月15日～8月20日，以及政府明确规定的禁采时段禁止开采。本次规

划开采区的开采方式均为机采，采砂设备采用1m3液压单斗挖掘机。挖掘机在河

道内采砂后送至韩城镇南驿村工业园区砂场，该砂场现状已有道路与外部交通连

接，采用载重30t以下的汽车运输。 

表1.2-2  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可采区开采控制性指标表 

编

号 

可采区

名称 

可采区范围 

（m） 

年度控制开

采量（万m
3
） 

控制开

采高程/

深度（m） 

开采 

方式 

采砂机具

控制数量

（台） 

采砂作业许

可期限（天） 
禁采期 

1 可采区1 1100×130 3.53 2.0 机采 1 298 
6月15日～8

月20日 

2 可采区2 1050×75 0.62 2.0 机采 1 298 
6月15日～8

月20日 

1.2.3保留区规划 

《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报告》（报批稿）中鲍窑河无保留区。 

1.3 年度采砂任务与规模 

根据《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报批稿）和《洛阳市水利局关于宜阳

县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的批复》（洛水河〔2019〕2号），鲍窑河河道年度控制总

采砂量为 4.14万 m³。 

本方案可采区与规划可采区宽度及面积有所差别，因为2022年“两清一护”

工程，对鲍窑河河道两岸边坡进行了护砌，使可采区Ⅰ的河道宽度由原规划的

130m缩窄到了现状平均宽度31m；可采区Ⅱ的河道宽度由原规划的75m缩窄到了

43m。 

本次实施方案开采砂石遵循“分区自上而下、分段开采、边采边修复”的原

则，设置1个采砂点。采砂点位于可采区Ⅰ，采砂点长700m、宽31m，2022年年度

采砂总量3.906万m3。 

各采点本年度计划开采量及已完成开采量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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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宜阳县度鲍窑河 2022 年河道采砂实施情况表 

河道名称 编号 
采区 

名称 

所属县 

（市） 

实际可采 

范围 

控制开采 

面积 

(km²) 

规划年度 

实施采量 

2022 年 

控制采量 

（万m³) 

2022 年 

度计划采量 

（万m³) 

鲍窑河 
1 可采区Ⅰ 宜阳 700×31 0.0217 3.53 3.906 3.906 

2 可采区Ⅱ 宜阳 1050×43 0.04515 0.62 / / 

 合计     4.15 3.906 3.906 

1.4 采区基本情况 

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度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共划分砂石采点 1 处，采区基本

情况描述如下： 

采砂点位于《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中的可采区Ⅰ，该采区位于莲窑

村段至鲍窑村桥上游500m。该段河道岸线平顺，河势稳定，无险工、无涉河建筑

物适合砂石料开采。地层主要为下元古界中熊耳群（Pt1xl2）及松散地层主要为

第四系全新统砂卵石及中粉质壤土等地层组成，两侧河漫滩表层局部分布有厚度

不均的粉土层，河床为砂卵石沉积层，主要属于粗颗粒分布区。可采区长1100m、

宽130m左右；2022年“两清一护”之后可采区长1100m、宽31m；本次方案采砂点

长700m，宽31m。采砂控制高程取290.3～281.48m，考虑到泥沙补给量小等因素，

确定年度控制开采量为3.906万m3，本采区距堤防在20m以上，采区控制开采深度

为河床平均高程以下2.0m，平均开采深度1.8m，开采坡度1:3，开采方式为机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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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制依据及原则 

2.1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5、《水利部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河湖〔2019〕58号)； 

6、《河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2012年 11 月 20日省政府 149号令）； 

7、《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管的意见》(豫政办

〔2018〕56号)；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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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号)； 

9、《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砂石行业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豫政

办〔2020〕37号)； 

10、《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暂行规定》、《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推进

河道采砂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豫水河〔2021〕3号)； 

11、《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和河道采

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豫环文〔2018〕23号)； 

12、《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全省河道采砂禁采期的公告》(2019 年 6 月 6 日)； 

13、《河道采砂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督管理技术规范》(SL/T423-2021)； 

14、《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河道砂石资源开采的意见》（洛

政办〔2018〕65号）； 

15、《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报告》； 

16、《洛阳市水利局关于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的批复》（洛水河〔2019〕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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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编制原则 

1、遵循上述法律、法规、通知、意见的规定，结合《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

砂规划》、《洛阳市水利局关于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的批复》（洛水河〔2019〕

2号）及河道近期治理规划。 

2、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立足实际，统筹兼顾，既要解决当前存在的

矛盾和问题，又要着眼于建立长效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科学治理，着力从根本

上解决河道采砂的突出问题。 

3、坚持维护河势稳定，保障防洪、供水和水环境安全原则。鲍窑河河道采

砂实施方案应充分考虑防洪安全以及沿河涉水工程和设施正常运用的要求，河流

防洪、河道整治等专业规划相协调，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4、坚持生态优先，有序开展。严守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强化规划约束，严

格许可管理，实行总量控制，处理好河道管理保护与砂石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

促进河流休养生息，维护河流健康生命。 

5、坚持党政同责，河（湖）长负责全面落实河长制，实行党政同责，明确

各级河（湖）长责任，建立健全河道采砂管理责任体系。 

6、坚持行业主导、部门联动，强化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管，相关部门配

合联动。营造共同参与、共同保护河道生态的良好氛围。 

7、坚持“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原则，同时做到上下游和左右

岸兼顾，同时保障沿河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和采砂者的合法利益。 

8、坚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原则。正确处理上下游、左右岸以及各部门

和行业的关系。统筹兼顾各方面对河道砂石资源利用和管理的要求，尽量做到河

道采砂与河道整治疏浚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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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砂方案 

3.1 采砂实施许可方式 

要确保采砂规划能有效地实施，真正做到按规划的范围和时间采砂，确保河

道采砂的合法性、正规性，做到采砂和环境生态、河道安全的双赢。宜阳县水行

政主管部门采取政企分开、产权分开、运营与行政执法分开、运营与监管分开的

原则改革管理职能，水利局负责采砂规划编制、监督巡查；水政监察大队依法打

击非法采砂行为；洛阳宜农人居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负责河道砂石资源业务经营；

形成了责任明晰、分工科学、齐抓共管、高效运转的强大合力。宜阳县水行政主

管部门应及时将年度采砂实施方案向洛阳市水利局备案，根据洛阳宜农人居环境

治理有限公司的申请，及时发放本年度河道采砂的许可证。宜阳县水利局应在河

道采砂许可证发放 2 周内，将采砂许可证复印件报洛阳市水利局备案，每年将

本辖区上年度河道采砂许可证审批发放及实施情况报洛阳市水利局备案。 

3.2 开采控制条件 

3.2.1开采范围 

在分析鲍窑河有关水文、泥沙特性和河床冲淤演变规律的基础上，从维护河

流健康良性发展出发，根据河流泥沙资源的实际条件，在保障水安全的前提下，

兼顾综合利用各方面的要求的前提下，通过现场实地调查，本次鲍窑河设 2个可

采区，分别为可采区Ⅰ：莲窑村段至鲍窑村桥上游 500m、可采区Ⅱ：红旗村段

至安虎线鲍窑河桥上游 500m，以上各段河道岸线平顺，河势稳定，无险工、无

涉河建筑物，适合砂石料开采。 

可采区Ⅰ规划长 1100m、宽 130m 左右，2022 年“两清一护”之后可采区长

1100m、宽 31m，本次方案 采砂点长 700m、宽 31m，开采方式为机采，各可采区

位置、范围以及具体坐标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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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度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可采范围统计表 

采点 

编号 
河道 采点名称 范围 

开采范围 

左岸边界 右岸边界 

X Y X Y 

1 鲍窑河  采砂点 700×31m 

X=589420.986 Y=3813745.117 X=589431.775 Y=3813732.869 

X=589411.154 Y=3813934.223 X=589446.389 Y=3813934.223 

X=589230.212 Y=3813976.928 X=589241.998 Y=3814006.029 

X=589141.485 Y=3814156.077 X=589160.448 Y=3814156.077 

X=589150.617 Y=3814249.371 X=589169.097 Y=3814249.371 

3.2.2开采高程 

鲍窑河属洛河支流，该域区地处华北地台西南部，属东西向维向构造与华夏

系构造复合部位，太古界、元古界、古生界、新生界等各个地质时期形成的岩层

都有，特别是吕梁运动，使本流域发生了众多的褶皱和隆起，从而构成了流域的

基底，由于地层升降频繁，演变十分复杂，褶皱断层多处出现，地质构造和地层

分布变化较大。所形成的大小不等断坳盆地接受周边山体径流汇水及剥蚀物堆积。

第三纪以来，在燕山抬升运动影响下，水流下切贯通洛宁、洛阳湖盆，洛河基本

形成。第四系在震荡性新构造运动影响下，洛河在盆地中左右摆动侧蚀沉积、侵

蚀下切交替进行，发育形成了河流阶地，漫滩，即组成了现有宽阔的山间堆积平

原。盆地内分布的已有的断裂被第四系沉积物所覆盖，形成隐伏构造。在构造单

元上属于中朝准地台华雄沉降带，崤山-鲁山拱断束洛河台凹的边缘。附近分布

的断裂主要有：洛河断裂、官道口断裂及庄科断裂，未发现近期活动迹象。 

根据河道的地质资料分析，目前河滩地和河槽勘探范围内揭露的地层岩

性主要为粗砂、砾砂，局部有少量细砂。根据现有地形资料，结合《宜阳县

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和《洛阳市水利局关于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砂规划的

批复》（洛水河〔2019〕2 号）的控制开采深度，对有淤积的主河槽及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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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地进行采砂；2022 年度鲍窑河道采砂实施方案的采砂深度均控制在 2.0m

以内，含沙量 80%。开采高程详见下表 3.2-2。 

表 3.2-2 宜阳县度鲍窑河 2022 年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开采高程统计表 

可采区 

编号 

可采区 

名称 

实际 

控制范围 

采砂点 

编号 

开采范围 

（m²） 

开采宽度 

（m） 

开采长度 

（m） 
首尾控制高程 

1 可采区Ⅰ 700×31  采砂点 21700 31 700 290.3～281.48 

2 可采区Ⅱ 1050×43 / / / / / 

总计    700  

3.2.3开采方案 

结合相关文件精神、采砂规划确定的年度开采计划和宜阳县鲍窑河河

道现状，编制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度河道采砂实施方案。本次宜阳县鲍窑

河 2022 年度河道采砂点总长度 0.7km，可采量 3.906 万 m³。采用“自上而

下、分段开采、边开采边修复”原则。河道开采后岸线明晰，河床平整，

水流畅通，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详见附表采区采量分布表） 

表 3.2-3 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度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可采区采量统计表 

河道 采点名称 采点编号 采点长度（m） 采点宽度 

（m） 

平均开采深度 

（m） 

采砂量（万 m³） 

鲍窑河  采砂点 1 700 31 1.8 3.906 

总计   700   3.906 

1、 采砂点 

本次该采点本次 2022 年度计划开采砂石量为 3.906 万 m³。可采面积为

0.0217km²，规划可采范围为长 700m，宽 31m。采砂点现状河底高程为 290.3～

281.48m；滩地按实际情况开采，均不低于采砂控制高程。适用采砂机械为 1 辆

1m³225 型挖掘机、20m³重型自卸运输车 6 台，以方便及时清运。砂石全部运至

鲍窑河滩生产道路-莲窑村道-韩城镇南驿村工业园区砂场。采砂作业应随采随清、

平覆河道，运砂车辆及时清运采点堆放的砂石料，运输过程中需做好环保措施，

采砂机械在进入禁止期后，应上岸撤离到河道管理范围外。2022 年度采砂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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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以后，应对采砂段河道再次进行整体生态修复，确保河道岸坡及河底平整。 

表 3.2-4   采砂点四至坐标表 

采点编号 范围 断面位置 

开采范围 

左岸边界坐标 右岸边界坐标 

X Y X Y 

1 700×31 

0m X=589420.986 Y=3813745.117 X=589431.775 Y=3813732.869 

200m X=589411.154 Y=3813934.223 X=589446.389 Y=3813934.223 

400m X=589230.212 Y=3813976.928 X=589241.998 Y=3814006.029 

600m X=589141.485 Y=3814156.077 X=589160.448 Y=3814156.077 

700m X=589150.617 Y=3814249.371 X=589169.097 Y=3814249.371 

3.3 堆卸砂场设置 

3.3.1堆卸砂场布局原则 

本次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度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应严格按照规划设计及监管

要求，结合行业运营特点，兼顾成本效益因素，砂场选择应满足以下要求： 

1、砂场砂石料物堆放存储应采取防扬尘全覆盖措施，露天堆放的，堆放高

度不得超过 3m。鼓励建设钢结构仓储式砂场。 

2、砂场主要道路、作业区、生活区必须硬化处理，土层夯实后，面层材料

可采用混凝土、沥青或细石等。鼓励使用钢板、装配式可循环使用的场地硬化铺

装材料。 

3、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砂场的监督检查，重点是砂石料物的转运、存放、销

售及安全生产工作，并负责河道砂石采运单的发放。 

4、相关部门应在砂场点出口派驻专人负责，根据计重结果填写、发放河道

砂石采运单，未取得砂石采运单的运砂车辆不得使用。 

5、河道采砂现场及砂场建立管理监控系统，利用卫星定位、影像监视等实

时监控设备对采砂作业、出入口等重点部位实行 24 小时监控。 

3.3.2 堆卸砂场布局情况 

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度河道河道采砂实施计划中，采砂点出砂转运情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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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砂场的距离如下： 

 采砂点出砂盘运至鲍窑河滩生产道路-莲窑村道-韩城镇南驿村工业园区砂场。 

砂场基本情况详见下表 3.3-1。 

表 3.3-1 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度河道采砂点砂场情况统计表 

堆场名称 范围 土地性质 基本情况 场地建设情况 运营合规性情况 
储存河砂来

自采点 

韩城镇南驿

村工业园区

砂场 

75亩 

 

国有建设用

地 

场地功能分区为：物料堆放

区、作业区（车辆停放及装

载区）、办公区（监管及日

常管理）、生活区； 每年计

划进场河砂约 50 万方（含

鲍窑河外其它进场砂石）， 

主要通过返程车辆运至宜阳

市场销售。 

建设了喷淋冲洗降尘系

统、无人值守称重计量

系统、运输车辆 GPS 定

位系统和 24 小时影像

监视系统。场地全部进

行了硬化处理，设置了

连续封闭的围挡，实行

全封闭管理。 

 

占用土地合法；环保

达标；现场监管措施

基本到位； 

 采砂点 

3.4 运砂方案 

1、运输线路 

所有车辆安装 GPS 定位、线路固定、驻场运输。 

3.4-1 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度河道采砂实施方案采点砂石转运路线汇总表 

序号 起点 转运路线 终点 距离（公里） 

1  采砂点  采砂点-鲍窑河滩生产道路-莲窑村道-

韩城镇南驿村工业园区砂场 

韩城镇南驿村工业园区

砂场 

13 

2、监管方案 

⑴落实采砂、储砂分离原则。每个采点可对应相应的砂场，所生产的河砂转

运及时、线路固定、方便监管。 

⑵建立管理监控系统 

利用影像监控设备和卫星定位系统，对车辆运输、砂场货物侵吞等重点地段

和部位实时监控，按照要求联网至河长办。监控共设置6台，分别位于四岭头村、

马回村、城角村、寺庙、韩城镇、南驿村各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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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监控设备分布图 

⑶储运过程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①砂场实施全封闭管理。选址、地面平整度、围挡修建、物料堆放高度、扬

尘防治、地面及周边绿化、车辆安全行驶等措施达到各种监管要求。 

②根据环保监管的具体要求，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按月或季对河道采砂项

目逐一进行全面环保检测，确保达到环保批复的各项要求。 

③所有非道路移动机械必须达到环保要求，在车辆显著位置张贴环保达标标

签。 

④车辆驶出临时堆场、到达砂场的全过程应达到全冲淋、全覆盖、无扬尘、

不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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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砂作业 

4.1 作业方式 

本次采砂作业采用疏浚式开采，自上游至下游对淤积严重的河床砂石进行

开采，开采与生态修复相结合，边开采边修复。开采的砂石料采用 20m
3 重型

自卸运输车运送到砂厂进行精加工。用于河道采砂的主要机械设备： 

挖掘机、装载机、自卸车。根据《洛阳市水利局关于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

砂规划的批复》（洛水河〔2019〕2号），本次宜阳县鲍窑河河道的采砂作业方

式主要为 1m
3液压单斗挖掘机。 

4.2 作业时间 

根据河南省水利厅 2022 年 4 月 15 日下发的《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全省河道

采砂禁采期的公告》：为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维护河势稳定，保障防洪安全，

根据《河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

道采砂管理的意见》（豫政办 2018〔56〕号）等规定，下列时段为全省河道采

砂禁采期： 

①主汛期时段，每年 6 月 15 日至 8 月 20 日； 

②河道水位达到或者超过警戒水位时段； 

③水库水位达到或者超过汛期限制水位时段； 

因防洪、河势改变、水工程建设、水生态环境遭受严重改变以及有重大水

上活动等情形不宜采砂的，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确定的禁采期外

延长禁采期限或者规定临时禁采期。 

禁采期间，除防汛应急抢险外，禁止一切河道采砂活动。 

禁采期间，各采砂业主应将采砂机具撤出河道管理范围，及时平整砂坑，

清除弃料，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禁采期及禁采时段以外均为可采期。 

④开采时间段的夏季 20:00～6：00，冬季 19:00～7:00 为禁采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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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结合宜阳县鲍窑河河道的开采实施计划，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河道

采砂实施方案的实施期为 2022 年 8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每日作业

时间为夏季 6：00-20:00，冬季 7:00-19:00。 

4.3 作业机具 

本次规划河道可采区内共配套挖掘机 1 辆，20m
3 重型自卸运输车 6 台。

采砂机具在进入禁采期后，应上岸撤离到河道管理范围外。 

表 4.3-1 河道采砂机具统计表 

序号 采点名称 采点砂量 采砂机械及数量 

1 鲍窑河  采砂点 3.906 
114kw/h 225 型挖掘机1辆（1m³液压单斗），20m

³重型自卸运输车6台 

合计  3.906  

本次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度河道采砂机具的设备功率为：114kw/h 225 型

挖掘机，并配套洗砂设备及其他必须使用设备。采砂机具进场开采砂石的同时

要求采砂深度不得超过规划采砂深度。挖掘机每小时的砂石料开挖量约 40～

150m
3，每天每台开挖量约 1000m

3，本次共开挖 3.906 万 m
3，两台挖机共需约

40 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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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砂作业管理 

5.1 采砂管理单位及职责 

河道砂石既是道路交通建设、城乡建设和农村房屋等多项建设必不可少的

建筑材料，也是涵养水源，维护河势稳定、保护河岸堤防安全，固定河床的重

要组成部分，开采与保护存在矛盾对立因素。因此，依法加强对河道采砂的规

划、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洛阳宜农人居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必须按照采砂实施方案批准的开采范围、

作业方式、开采深度制定采砂作业方案、安全生产方案报宜阳县水利局批准实

施后方可开采作业，并按照规定在河道采砂现场设立公示牌，安装视频监控。

施工进场时，应对各个采砂点按规划坐标进行放线，确认采砂边界范围，同时

应对采区范围地形进行网格化测量。洛阳宜农人居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不得将河

道采砂权擅自转卖、转包、租赁或以其它方式转让。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管，

相关部门负责联动，营造共同参与、共同保护河流生态的良好氛围，确保河道

采砂正常有序的进行。 

⑴宜阳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河道采砂的统一管理和监督

检查，加强对河道采砂的监督管理和执法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查处。 

⑵宜阳县公安机关负责依法打击河道采砂活动中的治安违法和犯罪行为，

查处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和妨害公务的犯罪行为，规范河道采砂交通运输

行为，对涉案的车辆等依法进行查扣处理。 

⑶宜阳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河道采砂、运砂机具的登记；加强水域从

事河道采砂的机具、浮动设施的管理和监督检查。 

⑷宜阳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查处河道采砂非法占用、破坏耕地行为。 

⑸宜阳县环保主管部门负责河道采砂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⑹宜阳县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打击河道采砂破坏林地、湿地等行为。 

⑺宜阳县物价主管部门负责砂石市场价格监控，防止形成价格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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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宜阳县农业(渔业)、安全监管、工商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河道

采砂监督管理工作。 

5.2 现场监管方案 

1、公示公告情况监管 

宜阳县水利局应在采砂点河道岸边醒目位置、交通路口、采砂点附近，按

照《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河道采砂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豫水

河〔2021〕3号)相关规定，设立公示牌，具体内容如下： 

⑴四个责任人（河长责任人、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现场监管责任人及行

政执法责任人）公示：包括姓名，职务，电话； 

四个责任人名单详见下表 5.2-1。



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河道采砂规划实施方案  宜阳县水利局 

17 

表 5.2-1 四个责任人名单 

河道名称 采区名称 
采点河段

位置 

河长责任人 行政主管部门 现场监管责任人 行政执法责任人 

行政级别 姓名 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方式 

鲍窑河  采砂点 莲窑村 

县级河长 

人大副主

任 

李卫国 13603888215 周先强 18211960999 王孝兵 13598199111 王海甫 1393880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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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公共媒体公开：经过批准的河道采砂规划、采砂实施方案和河道采砂许

可证的发放及主要内容； 

⑶采砂证基本信息公示：包括发证单位、采砂许可证编号、被许可人、有

效期、采砂业主名称、采区范围、开采量、作业方式、联系方式等； 

⑷采、运、储销流程图公示； 

⑸安全管理公示牌、安全警示牌等公示； 

⑹采区示意图在显著位置公示； 

⑺开采边界指示牌公示。 

2、采区边界标识、采区边界放线、最低高程控制点设置情况监管 

通过 GPS 定位，按照规划设计的高程和坐标对采区边界进行现场界点，定

桩后留下显著标志，并联网至河长办智慧河长管理平台。每个采区设置 3 个水

准点，作为高程起算点，在采前、采中、采后对最低高程进行测量控制。 

3、采砂范围、采砂深度、采砂量、作业方式的监管 

根据 2022 年度开采区域，上传洛阳市智慧河长信息平台，对采砂作业情况

即时监控；严格按照规定要求的采砂河底高程进行高程控制；由监管部门要求

河道监管人员、洛阳宜农人居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按照周报告制度及时统计上报

采砂量，按月对采砂量进行复核并制作月度报表；要求采砂业主作业方式符合

规划的要求，在进场前对作业设备进行统一编号后报备。 

4、采、运、销电子监控情况和五联单管理情况监管 

在所有作业现场、砂场设置联网监控设施，按照《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

理暂行规定》，认真积极落实五联单管理制度，每日登记，按月汇总上报至水行

政主管部门，并根据文件规定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上缴河道砂石收益。 

5、采点验收情况监管 

宜阳县水利局在发证前、汛期前、年度采砂作业停止时，进行定期验收。

制作验收情况表，就责任人落实情况、监管制度建立落实情况公示情况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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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准确完整情况、采区边界及电子围栏情况、采砂机具及运输车辆统一合

规管理情况和安全警示情况、利害关系人情况、堆场建设情况、平整修复情况、

采砂高程控制情况、惠民用砂实施情况等进行全面验收。 

6、日常巡查情况监管 

⑴巡查必须做到无死角、无遗留。 

⑵巡查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要求立即整改，并报告上级领导。 

⑶严格按照《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全方位巡

查，并记录巡测情况，包括巡查时间、人员、内容，发现问题及处理情况、领

导意见等。 

⑷实行登记制度，巡查人员应及时详细填日常巡查记录，做到巡有记录，

查有依据，台账完整。 

日常巡查与监管每天不少于 2 次，主要由宜阳县水利局或委托的河道监管

单位负责落实。 

7、日报告制度落实情况监管 

⑴每日 20：00前，由河道监管单位工作人员负责将当日工作记录报水行政

主管部门。 

⑵报告内容包括采砂合规性情况、采量情况、安全生产情况、环保达标情

况、巡查发现问题、上级检查情况等。 

⑶河道监管单位工作人员保持手机 24 小时畅通，及时上报当日工作情况。 

8、安全生产监管 

⑴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建立健全与采砂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管理专职人员，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进行

演练。 

⑵设置安全生产警示标志，制作安全生产警示牌等，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责

任，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将安全工作履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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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严格落实汛期禁采各项规定，汛期和节假日要建立值班制度。 

⑷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做到边开采边修复。安全生产主要由洛阳宜农人居

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进行落实，宜阳县水利局或委托的河道监管单位不定期进行

监管。 

9、现场监管 

河道采砂现场的动态监测主要由宜阳县水利局或委派的河道监管单位进行

巡查、监测。 

5.3 安全生产管理措施 

为确保采砂场内工作人员、设备、物资及沿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将安全

事故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本着“预防为主，自救为主，统一指挥，分工负责”

的原则，制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5.3.1组织机构和职责 

组织机构主要由洛阳宜农人居环境治理有限公司管理层有关人员担任应急

指挥小组成员，第三方监理驻场代表参与指挥调度，进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并履行相应的职责。各作业现场成立现场应急管理小组，接受应急指挥中心领

导，负责作业现场的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和应急救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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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人名单详见下表 5.3-1和 5.3-2。 

表 5.3-1 洛阳宜农人居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人名单 

序号 部门 
负责人、电话 成员情况 

组长 电话 成员人数 成员姓名 

1 应急指挥中心 董博 13783109111 3 张强辉、许翔 

2 联络调度员 许翔 18638857477   

3 应急抢险组 张强辉 18838829969 4 岳诚、王利明、李鸣 

4 医疗救护队 索维维 15037900176   

5 警戒保卫组 周晓伟 13700793669 3 杜景涛、尚国星 

6 后勤保障组 亓盼盼 15838596558   

7 调查处理组 张强辉 18838829969 2 余婷 

8 善后工作组 亓爱国 18211951617 2 周江涛 

1、应急指挥中心 

应急指挥中心是项目各类应急事故的最高指挥机构，由洛阳宜农人居环境

治理有限公司河道分管副总经理、生产部经理、管理站负责人、生产现场负责

人组成。 

指挥中心职责: 

（1）负责应急救援的决策和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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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制定事故应急预案演习计划，并定期组织进行演习、评估和修 

改完善； 

（3）负责应急救援预案体系的建设和运转； 

（4）通报发布重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处理的进展情况; 

（5）协调与外部应急力量、相关政府部门等关系。 

2、联络调度组 

联络调度组由洛阳宜农人居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办公室、生产管理部等相关

部门的人员组成。 

联络调度组职责： 

（1）保证救援指挥中心的指挥信息的畅通和及时传达； 

（2）负责对外联络事宜； 

（3）负责掌握、提供相应救援组织和人员的通讯方式； 

（4）负责在紧急情况下的通讯畅通； 

（5）负责应急资源日常检查和维护。 

3、应急抢险组 

应急抢险组由洛阳宜农人居环境治理有限公司生产部人员组成。 

职责： 

（1）负责控制事故蔓延，抢救受伤人员； 

（2）负责应急处理，参与制订排险、抢险方案； 

（3）组织抢险人员落实排险、抢险措施； 

（4）提出并落实抢险救灾及装置、设备抢修所需的物资； 

（5）及时向指挥中心或联络调度组报告事故处理情况； 

（6）协助事故的调查。 

4、医疗救护队 

医疗救护队由洛阳宜农人居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办公室、财务部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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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1）根据现场情况，迅速组织救护人员、急救物品、交通工具等赶赴现

场； 

（2）负责现场救护方案的确定、护理人员的组织、伤势控制； 

（3）当事故受伤人员伤势严重或受伤人员众多需要外部援助时，负责与

相关方联系及路线引导； 

（4）负责相关应急物资的保管、维护和补充。 

5、警戒保卫组 

警戒保卫组由洛阳宜农人居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办公室人员组成。 

职责： 

（1）执行指挥中心和联络调度组命令，参与制订事故排险、抢险方案，组

织落实相关的紧急措施； 

（2）做好事故现场的警戒和保卫工作； 

（3）组织清点、疏散受灾人员、统计伤亡人数； 

（4）收集事故现场有关证据，参与事故调查处理。 

6、后勤保障组 

后勤保障组由洛阳宜农人居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财务部和统计人员组成。 

职责： 

（1）负责抢险物资、设备设施、防护用品及抢险救灾人员食品、生活用品

及时供应； 

（2）负责受灾人员的安置和食品供应等工作； 

（3）协助疏散、安顿受灾人员。 

7、调查处理组 

调查处理组由洛阳宜农人居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主管副总经理和现场负责

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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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1）事故初步调查分析； 

（2）事故现场拍照并绘制现场图； 

（3）当事人询问和记录； 

（4）事故原因分析； 

（5）形成事故报告提交指挥中心讨论，采取整改措施； 

（6）在规定时限内逐级上报事故情况。 

8、善后工作组 

善后工作组由洛阳宜农人居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财务、生产部门负责人组

成。 

职责： 

（1）接待和安置事故受害人亲属； 

（2）安抚事故受害人亲属并尽量提供便利； 

（3）与事故受害家属商议赔偿问题； 

（4）与保险公司联系并商议理赔事宜。 

5.3.2 应急救援处置程序 

预防─接到事故信息─发出预警─启动事故应急预案─设置警戒、疏散人 

员─处理、预防、控制事故的发生和事故的扩大─预警解除。 

管理人员对作业区域及附属设施进行跟踪检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理整改，对较

大的事故隐患立即报告领导。 

开展自然环境、自然灾害对开采作业、运输作业等环节的影响评估；在开始作

业前，对作业流程的每个环节进行安全分析，对可能出现的事故及危险性进行评估。 

设置项目灾害预警体系、视频监控系统，发现事故预兆和可能引发事故的气象灾害

预报等，及时发出预警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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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应急事宜处置方案 

为确保采砂场内工作人员、设备、物资及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将安全事故

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本着“预防为主，自救为主，统一指挥，分工负责”的原则，

制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采砂应急预案 

⑴洛阳宜农人居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是采砂现场安全第一责任人，采砂作业区

设立负责人或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体负责采砂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 

⑵按照要求配备齐全、合格的安全防护用具并正确使用，每台采砂机具必须配

备救生衣、救生圈、救生索等必要的安全救生装备。 

⑶定期对采砂机具的输变电设施、救生设备进行检查；一旦发生翻沉、溺水等

安全事故，要立即组织营救，并将其迅速转移至安全地带。 

⑷针对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科学合理组织人员进行排查、巡护工作，为采砂

作业机具操作人员提供良好保障。 

⑸各采砂作业区配备专职安全员及巡查员定期对工作现场进行检查，防止发生

安全生产及溺水事故。 

⑹各采砂作业区开采出的砂石必须随采随运，随采随填，及时回填，不得在河

道内乱挖乱堆，影响河势稳定及行洪安全。 

⑺按照“谁设障、谁清理”的原则，将河道内的弃渣弃料清理出河道管理范围。 

⑻在禁采期内，禁止一切采砂活动。 

⑼在主汛期应停止一切采砂作业，人员上岸、采砂机械撤离；四周设置警示牌，

禁止非值班人员进入工作区域，防止发生溺水意外。 

⑽主汛期成立防汛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总经理为组长，副总经理为副组长，各

部门负责人为小组成员，负责公司防汛救灾应急工作。 

⑾主汛期成立巡查值班小组，工作人员保证每天至少2次的安全巡查；值班人

员在防汛期间保证通信畅通，主要以固定电话、手机、对讲机（砂场内部）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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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发现险情及时向县防汛指挥部报告。 

⑿主汛期各采砂作业区专职安全员及巡查员每天24小时无死角巡查作业区，密

切注意河道水流变化情况，发现河道边有人逗留、游玩及时制止；场内配备高音喇

叭24小时循环播放，防止发生溺水事故。 

⒀各采砂作业区应备有抢险物资，包括纺织袋、砂土料、铁线等堆放在河道两

端备用。平时生产机械在汛期为抢险施工机械，在砂场岸边备用。包括挖掘机、装 

载机、翻斗车等，有险情及时到位。 

⒁主汛期，各采砂作业区应坚决服从区防汛指挥部安排部署，积极配合防汛指

挥部的行动，做好防汛工作。 

2、采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发生河道采砂安全事故的抢险工作，首先按照自救为主、外援相助的抢险原

则进行，以采砂作业区工作人员及其务工人员抢险为主，采砂作业区工作人员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抢险方案。 

（1）故处置：抢险救灾的处置必须坚持确保人身安全第一，防止险情扩大，并

尽可能地减少财产损失的原则，出现险情或安全事故时，应立即报告所在乡镇、水

利、公安等部门，以及有关安全部门，不得瞒报、漏报。 

（2）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措施，组织人员赶赴事件现场进行处理，

对发生重大事件的还应当立即向上级机关和部门报告，请求支援和处理。 

（3）采砂作业区负责人必须注意保护事故现场，积极协助乡镇、公安、水利等

单位开展事故调查工作，接受对事故的处理。 

（4）当采砂现场发生人员伤亡事故时，现场人员必须尽一切力量立即开展自救

和抢救人员工作，并在第一时间内向就近的医疗急救单位求救，同进及时向所在的

乡镇及公安部门报告情况，请求支援。如遇到轻微人身伤害事故（如擦伤、磕碰等），

现场负责人应立即向公司领导汇报，并立即安排车辆由安全员将受害人及时送往相

距较近的卫生所进行治疗；如遇到一般人身伤害事故（如骨折、脑震荡等），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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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应立即向公司汇报，安排应急救援专业队员对伤者进行简单的治疗，并及时

拨打县医院电话：0379-68895577，由安全员陪同县医护工作人员将伤者送至医院

治疗。如遇到重大、特重大人身伤害事故（如断肢、失明、停止呼吸等），现场总

指挥要本着“先救援，后汇报”的原则，首先拨打市医院急救电话并及时组织在现

场的员工实施救援工作，待控制局面后，保护好现场。由安全员陪同120医护工作

人员把伤者送至医院进行救治。镇医院电话：0379-68938060，县医院电话：

0379-68895577，位置：洛阳市宜阳县红旗东路；市医院电话：0379-63998877，位

置：洛阳市中州东路88号。 

⑸当采砂现场发生治安案件及人员伤亡事故时，现场人员必须尽一切力量立即

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及时、迅速并果断得转移人员到安全地带，并在第一时间立即

向乡镇、水利、公安等部门报告情况，请求支援。 

⑹当因采砂而发生社会安全群体事件时，现场人员和采砂作业区负责人必须立

即并在第一时间内向所在的乡镇、公安、水利等部门准确报告情况，请求解决处理。 

3、涉水事故应急预案 

（1）溺水事故应急措施 

①发生人员落水后，第一发现人立即报告现场负责人，现场人员立即通知救援

小船或其他人员抢救落水者。 

②现场负责人根据报告情况，立即组织人员到现场抢救，急救人员到现场抢救。 

③若落水者神志清醒，应使伤者安心休息、保暖，不要走动，严密观察，必要

时送医院诊治。 

④若落水者已失岀知觉，但心脏还在跳动，还在呼吸，先挤压落水者腹部，使

其吐出所喝河水，然后将落水者移到平整地方安静平躺，如果气候寒冷要注意保持

体温，迅速请医生到现场诊治。 

⑤如果落水者失去知觉，呼吸停止，但心脏还在跳动，应立即进行压迫吐水和

人工呼吸，并及时请医生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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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如落水者呼吸和心脏跳动完全停止，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以及胸外挤压急救，

并迅速请医生到现场。 

4、道路运输事故处置方案 

所有道路运输车辆应达到国四排放标准，车辆证照齐全，购齐商业保险，实行

源头治理，杜绝超限超载。 

重大道路运输事故发生后，指挥中心应组织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进行施救。

根据道路运输事故严重程度、涉及范围和应急救援行动的需要，设立现场救援指挥

部。参与现场应急处置行动的相关部门和人员，在现场救援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

实施现场应急救援和处置行动。 

① 生事故时应立即采取措施、调用现场设备将人员拖离危险区域，拨打急救

电话“120”寻求医疗救护。 

②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协助事故现场的处理。 

5、触电事故处置方案 

严格按照《电业安全规程》操作，加强安全用电管理，从业人员应持有电工证。

发生触电事故做如下处置： 

①如果触电地点附近有电源开关或电源插销，可立即拉开开关或拔出插销，断

开电源。但应注意到拉线开关和平开关只能控制一根线，有可能切断零线而没有断

开电源。 

②如果触电地点附近没有电源开关或电源插销，可用有绝缘柄的电工钳或干燥

木柄的斧头切断电源，断开电源或用干木板等绝缘物插到触者身下，以隔断电流。 

③当电线搭落在触者身上或被压在身下时，可用干燥的衣服、手套、绳索、木

板、木棒等绝缘物作为工具，拉开触电者或拉开电线，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④如果触电者的衣服是干燥的，又没有缠在身上，可以用一只手抓住他的衣服，

拉离电源。但因触电者的身体是带电的，其鞋的绝缘也可能遭破坏。救护人员不得

接触触电者的皮肤，也不能抓他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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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触电者未失去知觉时，应让触电者在比较干燥、通风暖和的地方静卧休息，

并派人严密观察，同时请医生前来或送往医院救治，如触电者已失去知觉，但尚有

呼吸及心跳，让其舒适地平卧，解开衣服以利呼吸，周围不要围人，保持空气流通，

冬季注意保暖，同时立即请医生前来或送医院救治，若发现触电者呼吸困难或心跳

失常，应立即施行人工呼吸及胸外心脏挤压。 

6、机械伤害事故处置方案 

①发现有人受伤时，必须立即停止运转的机械，向周围人员呼救，同时通知现

场急救中心，以及拨打“120”等社会急救电话。报警时，应注意说明受伤者的受

伤部位和受伤情况，发生事件的区域或场所，一边让救护人员事先做好急救的准备。 

②现场人身伤害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组在组织应急抢救的同时，应立即上

报项目安全生产应急领导小组，启动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最大限度的减少现

场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必要时，应立即上报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并请求支持和救

援。 

③由项目现场医护人员进行现场包扎、止血等措施，防止受伤人员流血过多造

成死亡事故发生。创伤出血者迅速包扎止血，送往医院救治。 

5.3.4 污染防范措施 

针对采砂作业带来的环保影响，本次实施方案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1）采砂作业区域全部湿法作业采砂作业时，在破碎、筛分、运输砂石，都会

产生一定的粉尘，需采取应对措施，在破碎、筛分时加水，通过增加砂石料的含水

率以抑制粉尘产生，配备洒水车对运输道路进行防尘喷淋，以抑制扬尘产生量。在

大风天气时应停止生产作业。 

（2）运输车辆全封闭 

运输车辆严禁超限超载，装载砂石后要全密闭、全覆盖，不得泄露、遗散河砂，

防止砂石“抛、撒、滴、漏”现象。 

（3）严格控制噪声影响，面对施工机械带来的噪声影响，采砂与运砂过程中应



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河道采砂规划实施方案  宜阳县水利局 

30 

控制噪声源，尽量选用运行中产生噪声强度小的施工机械，将噪声强度大的作业尽

量安排在白天进行；对交通噪声的防护，首先规划好运输线路，避开村庄、学校施

工生活区和办公区、居民区，行驶时要严格限制其行车速度，少鸣喇叭等，把噪声

减到最低限度。 

（4）降低对水体的污染采砂过程中产生废油及生活污水必须设置专门的设备进

行处理循环利用，不得排入河道内。对破环严重的河岸，通过种植水生植物进行过

滤，达到净化水体的作用。 

5.4 河道清理修复方案 

本次宜阳县鲍窑河2022年河道采砂实行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河道采砂作业开始

前。采砂任务结束以后，应对采砂段河道再次进行整体生态修复，确保河道岸

坡及河底平整，并建议对采点间禁采段河道进行修复。 

5.4.1河道生态修复的原则 

为减轻采砂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达到铲高不填低的目的，从以下几方

面考虑生态修复： 

1、河道生态修复，不能影响整个河道的行洪能力，即在不破坏原坡面 

的情况下进行生态修复，尽量不涉及河道水下部分。 

2、保护河道地形滩地，尽量不破坏水文滩地。滩地具有千湿变化的不同状态，

水生、陆生和两栖动物也适合在滩地生存，因此其生物多样性高。同时滩地又能起到

蓄水、滞洪、过滤等作用，因此要对滩地进行充分的保护。 

5.4.2 河道生态修复的步骤和措施 

针对采砂过程中产生的砂坑及采砂结束后部分河道出现弃料堆积和河道两

岸植被破坏情况、本着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制定如下修复步骤： 

1、对采砂区域采砂挖掘产生的坑槽、岸坡堆体进行清理回填、清运、平整

河床，修复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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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妥善做好对河道的清理、整治工作，临时堆放的砂石平复、弃料进行整

合、清理、清运。 

⑵对河道河床、堤防和护坡进行平整、修复。因势利导，顺应天然河流的

流势，遵循河流走势的自然规律，保持必要的弯道，不强求裁弯取直。 

⑶采砂作业区域距河岸边坡 20m 的范围内不开采，保持原地貌。开采范围外的

边坡根据河道的地质情况，土质边坡可以按照不陡于 1:3 的坡比进行削坡修复，岩质

边坡及山体不做处理即可保证边坡稳定；开采范围内的边坡、开采区与禁采区

连接段的边坡均按照 1:3 的坡比进行开采。禁采段如汛期出现塌方现象，用混

合料进行回填、平整后进行植物栽培，形成天然的生态护岸。 

2、通过人工清理配合机械设备的方式对河道内的弃料堆体等阻碍防洪地段

进行清理、修复。 

⑴对于设备无法靠近或不便作业的区域，在水位较浅的时候，组织人工进

行平整修复。 

⑵施工中做到日常清洁工作，不污染堆放场地的环境，运输弃料过程中，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出现“跑、冒、滴、漏”现象。 

3、河道平整、修复注意事项： 

①生态修复的目的是清除悬浮状与流动状的淤泥，同时施工中尽可能减少

污泥扩散对周围水体的污染，减少施工对水体的扰动。 

②采砂作业时，注意安全操作和设施的齐备。 

5.4.3河道生态修复组织实施 

按照“谁开采，谁修复，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洛阳宜农人居环境治理有

限公司履行生态修复责任，按照有关要求落实采砂河道平复、生态修复的具体措施

，防止只开采、不修复。 

本次宜阳县鲍窑河2022年河道采砂实施方案主要针对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砂

点区域范围进行生态修复，同时根据《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河道采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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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豫水河〔2021〕3 号） ）年度开采砂石的收益部分要用

于河道整治、水生态保护、堤防及岸坡防护工程建设、设施维修和更新改造、采

砂规划和年度实施方案编制、采砂管理和执法设备的购置及办公等费用。因此

在进行年度采砂点生态修复的同时，亦需兼顾相关河道的清淤疏浚及生态修复。 

5.4.4河道生态修复的保障机制 

1、河道生态修复的日常工作接受水利局现场人员的旁站式监管，严格按照

《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暂行规定》执行。 

2、积极接受监管部门的检查验收。一次是在汛期来临停止采砂作业时，平

整年度采砂作业带来的影响行洪的弃料和沟糟，修复岸线，趁着夏天气温高恢

复植被;另一次是在年度采砂活动结束后，对于本年全部采区进行拉网式复检，

按照生态修复方案进行修复。 

3、在核发下一年度河道采砂许可证时，上报上一年度生态修复情况，经验收

合格后，接受监管部门的全面复检，符合要求方可发放采砂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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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次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度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共设置 1 个开采

点，河道采砂总长度 0.7km，计划可采量 3.906万 m3。采砂点计划开

采砂石 3.906 万 m3，可采面积 0.0217km2,规划可采范围长 700m，宽

31m。采砂点现状河底河底高程为 290.3～281.48m，采砂控制高程为

288.3～279.48m。 

本次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度河道采砂采用分区自上而下，先采

河道淤积严重堆积砂石，边采砂边修复。可到开采后岸线分明，河床

平整，水流畅通，保障河道行洪安全。严格按照年度实施方案进行管

理开采，禁采结合，保护换个方面的利益，规范采砂行为，确保 2022

年度宜阳县鲍窑河河道采砂工作顺利开展实施。 

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度河道采砂实施方案与《宜阳县鲍窑河河道

采砂规划》相符，符合宜阳县的实际情况。采砂实施监管方案切实可行，

生态修复措施符合生态环境与保护相关政策。 

6.2 建议 

在河道采砂规划的指导下,加强河道采砂管理，是水行政主管部

门的法定职责。作为水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忠于职守，

按照批准的河道采砂规划方案实施，加强与有关部门精心协作，切实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坚持依法行政，实现鲍窑河河道采砂依法、

科学有序的管理目标，继续抓好对非法采砂的严打态势，确保河道长

久安澜。 

1、河道采砂实施后，要严格按照《河南省河道采砂现场管理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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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定》（豫水管〔2018〕111 号）定期对开采后的河道地形进行监

控与复测。 

2、对禁采区、可采区应设立明显标志牌，有利于水政执法。 

3、在可采区内进行采砂，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条例、办法

和规定到相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4、河道采砂涉及面广，又与经济效益密切相关，必须有健全的管

理机构和完善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才能保证采砂规划的实施。对河道

采砂作业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加强采砂作业的监督管理，及时发现和

处理有关违法违规采砂行为，以保证河道采砂管理总体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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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宜阳县鲍窑河 2022 年河道采砂实施方案可采区基本情况统计表 

 

序号 采点名称 
采点范

围（m2） 

采点 

长度 

（m） 

采点 

宽度 

（m） 

采点采

砂量

（万

m3） 

采砂机械

及数量 

开采控制

高程 

断面 

位置 

左边界坐标 右边界坐标 

X Y X Y 

1 

 

鲍

窑

河 

 采

砂点 

莲瑶村

段至鲍

窑村桥

上游

500m 

700 31 3.906 

114kw/h 

225型挖

掘机 1辆

（1m³液压

单斗），

20m³重型

自卸运输

车 6台 

290.3～

281.48 

0m X=589420.986 Y=3813745.117 X=589431.775 Y=3813732.869 

200m X=589411.154 Y=3813934.223 X=589446.389 Y=3813934.223 

400m X=589230.212 Y=3813976.928 X=589241.998 Y=3814006.029 

600m X=589141.485 Y=3814156.077 X=589160.448 Y=3814156.077 

700m X=589150.617 Y=3814249.371 X=589169.097 Y=3814249.371 

合计     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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