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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基本情况

津市市，隶属于湖南省常德市。地处湖南省西北部，澧水中下游，傍澧水、

滨洞庭，湘鄂边际工业重镇，地跨东经 111°46'－112°40'，北纬 29°11'30"

－29°39'40"。津市全境南北极长 48.8 公里，东西极宽 24公里，总面积 558

平方公里。

津市水系可分澧水、四口、毛里湖三个水系，其中澧水为湖南四大河流之一，

过境总长 47公里。境内有大小湖泊 21个，河流 11 条，水库 29 座，水塘 8038

口，总共水面 1.2 万公顷。南部 0.4 万公顷面积的西湖为湖南省的第二大淡水湖。

澧水干线由西往东入洞庭湖，北出松滋、虎渡两河沟通长江，形成为四通八达的

水道网。

1.2 划界依据

结合（湘水办函〔2020〕227 号）“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划界必须坚持依法

依规、因地制宜、尊重历史、符合实际”等原则，根据法律法规、地方规定、规

范性文件和其他文件确定津市市大中型及重点小型水利工程的管理与保护范围

线。

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 年修正）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E%A7%E6%B0%B4/9433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E%E5%BA%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E%E5%BA%AD%E6%B9%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BE%E6%BB%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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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图管理条例》（2015 年）

（6）《湖南省洞庭湖区水利管理条例》（2018 年修正）

（7）《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2 年修订）

（8）《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2018 年修订）

（9）《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16 年修正本）

（10）《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办法》（1997 年修正）

（11）《湖南省地图编制出版管理办法》（1999 年）

1.2.2 规程规范

（1）《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2）《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06-2017）

（3）《水闸设计规范》（SL 265-2016）

（4）《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71-2020）

（5）《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2013）

（6）《泵站设计规范》（GB/T 50265-2010）

（7）《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GB 52088-2018）

（8）《蓄滞洪区设计规范》（GB 50773-2012）

（9）《调水工程设计导则》（SL 430-2008）

（10）《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2017）

（11）《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 44-2006）

（12）《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SL290-2009）

（13）《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GB/T 7930-2008）

（14）《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GB／T 793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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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

图式》（GB/T 20257.1-2017）

（16）《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 13923-2006）

（17）《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 2009-2010）

（18）《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09）

（19）《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SL197-2013）

（20）《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技术指南》（试行）（2020 年 10

月）

（21）《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技术工作手册（第一版）》

1.2.3 政策文件

（1）《关于抓紧划定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的通知》（水管〔1989〕5 号）

（2）《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工程土地划界工作的通知》（水管〔1992〕10 号）

（3）《关于加快水利工程土地划界工作的通知》（水管〔1995〕13 号）

（4）《关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355 号）

（5）《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规计〔2014〕48 号）

（6）《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建管〔2014〕76 号）

（7）《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

知》（水建管〔2014〕285 号）

（8）《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运管〔2018〕

339 号）

（9）《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办国

办联合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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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常德市人民政府关于省管、市管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方案的批复》（常政

函[2019]94 号）

1.2.4 基础资料

（1）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资料；

（2）水利工程注册登记资料；

（3）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库；

（4）津市市水利工程规划与设计资料；

（5）湖南自然资源厅组织测制的 1：2000 数字线划图(DLG)；

（6）1:2000 的数字正射影像图(DOM)；

（7）津市市河湖划界成果及其资料。

1.3 本次划界水利工程名录

依据湖南省水利厅水利工程划界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湖南省水利工程划

界省级专项工作任务清单（内部审定稿）》统计的全省水利工程划界名录，对津

市市境内的 19个大中型及重点小型水利工程进行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本次工

作暂不对五万亩以下的中型灌区进行管理与保护范围的划定。具体内容如表

1.3-1 所示：

表 1.3-1 津市市大中型及重点小型水利工程划界名录

序号 所在市州
所在县市

区
水利工程名称

工程类

型
管理单位名称 工程规模 备注

1 常德市 津市市 西毛里湖灌区 灌区 津市市西湖垸修防会 中型

2 常德市 津市市 八方坪水库 水库 毛里湖镇水利管理站 小（1）型

3 常德市 津市市 古堰水库 水库 药山镇水利管理站 小（1）型

4 常德市 津市市 龙泉堰水库 水库 药山镇水利管理站 小（1）型

5 常德市 津市市 庹家峪水库 水库 新洲镇水利管理站 小（1）型

6 常德市 津市市 朱亮桥水库 水库 白衣镇水利管理站 小（1）型

7 常德市 津市市 澧水大堤常德市津市市三 堤防 津市城市水利管理站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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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市州
所在县市

区
水利工程名称

工程类

型
管理单位名称 工程规模 备注

洲驿街道段

8 常德市 津市市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

市襄阳街街道段
堤防

襄阳街道办事处农林水

利服务站
3级

9 常德市 津市市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

市金鱼岭街道段
堤防 津市市城市水利管理站 3级

10 常德市 津市市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

市嘉山街道段
堤防

金鱼岭街道办事处农林

水利服务站
3级

11 常德市 津市市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

市新洲镇段
堤防 新洲镇水利管理站 3级

12 常德市 津市市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

市毛里湖镇九堰村段
堤防 新洲下垸修防会 3级

13 常德市 津市市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

市毛里湖镇樟树村段
堤防 津市市西湖垸修防会 3级

14 常德市 津市市 新民水闸 水闸 药山镇水利管理站 中型

15 常德市 津市市 石龟山电排 泵站 毛里湖镇水利管理站 Ⅲ

16 常德市 津市市 汪家桥电排 泵站 津市市城市水利管理站 Ⅲ

17 常德市 津市市 新洲电排 泵站 新洲镇水利管理站 Ⅲ

18 常德市 津市市 澧阳电排 泵站
襄阳街街道办事处农林

水利服务站
Ⅲ

19 常德市 津市市 毛里湖泵站 泵站 津市市西湖垸修防会 Ⅱ

1.4 划界成果

本次津市市大中型及重点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成果主要包括：

（1）津市市大中型及重点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方案；

（2）津市市大中型及重点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数据库；

（3）布设管理范围电子界桩 325 个，布设管理范围电子告示牌 41个；布设

保护范围电子界桩 292 个，布设保护范围电子告示牌 35个；

（4）编制完成了 1 个中型灌区、5 座小（1）型水库、1 个中型水闸、7 段

堤防、5个大中型泵站等水利工程的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图；

（5）津市市大中型及重点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工作报告；

（6）1个中型灌区、5座小（1）型水库、1个中型水闸、7段堤防、5 个大

https://www.so.com/link?m=af56HRhfZJdlkOETjTcrOk5CW1fOe5EgqLntDarltFAFlrfMAK1dLZxltnMW3vU9gM9VrGBJNf2az5L0lqGK3AlqrWTnxOYmyFgLuV+tlEwupFRBh5FbZ3Xfd7KsBfyEKshuqaUgripNls50evIxnEWWUwGYryVcDZfePr7e7rSP4G4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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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泵站的划界工作底图等过程成果。

1.5 划界意义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后，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管理与保护。参

照《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2 年修订）中如下规定：

第十七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工程管理范围的保护。依法由人民

政府划定的水工程管理范围的土地及建筑物，除水工程管理单位外，其他单位和

个人不得占用。

第十九条 禁止在水工程保护范围内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

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等活动。

在水工程管理范围内除禁止从事第一款所规定行为外，还不得从事影响水工

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建房、开渠、倾倒垃圾渣土等活动。

在大坝、堤防上除禁止从事第一款、第二款所规定的行为外，还不得从事垦植、

铲草、设立墟场等活动。

2 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划界标绘

2.1 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标绘

根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2 年修订）第十六条

内容：水库库区设计洪水位线以下（包括库内岛屿）；大坝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

伸 30米至 200 米，大坝两端山坡自开挖线起顺坡向外延伸 50 至 100 米（到达分

水岭不足 50 米的至分水岭上）；溢洪道两端自山坡开挖线起顺坡向外延伸 10

至 20米为管理范围，库区管理范围边缘向外延伸 20至 100 米为保护范围；大坝、

溢洪道保护范围根据坝型、坝高及坝基情况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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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水库管理范围线标绘

（1）水库管理范围分为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其中工程区管

理范围是指库区、大坝（含副坝）、溢洪道（含非常溢洪道），以及输水建筑物

等的管理范围，运行区管理范围是指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仓库、防汛

调度室、值班室、车库、食堂、值班宿舍及其他附属设施等建（构）筑物的管理

范围。

（2）水库库区设计洪水位线以下（包括库内岛屿），大坝背水坡脚向外水

平延伸 50m，大坝两端山坡自开挖线起顺坡向外延伸 50m（到达分水岭不足 50m

的至分水岭上），溢洪道两端自山坡开挖线（也称工程两侧轮廓线）起顺坡向外

延伸 10m、末端至消力池以下 100m，输水隧洞进出口建筑物和竖井外缘线以外

10m 为工程区管理范围。

（3）根据湖南省水利厅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工作联系单 LXD-2020-027 第 2点内容：大中型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按省水

文中心提供的库区设计洪水位成果划定，小（1）型水库取正常蓄水位+1m 作为

库区设计洪水位。

（4）有人口迁移线的按照人口迁移线划定管理范围。

（5）运行区按其征地范围线或围墙外边线划定管理范围。

（6）津市市 5 座小（1）型水库管理范围划界成果见表 2.1-1。

表 2.1-1 津市市小（1）型水库管理范围划界成果表

序号 水利工程名称 库区划界水位
管理范围长度

(m)
管理范围面积(亩) 备注

合计 47262.27 4474.75

1 八方坪水库 54.76 8421.71 924.07

2 朱亮桥水库 50.94 21077.22 2390.54

3 庹家峪水库 65.92 7166.43 47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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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利工程名称 库区划界水位
管理范围长度

(m)
管理范围面积(亩) 备注

4 龙泉堰水库 83.33 6471.89 410.30

5 古堰水库 105.57 4125.01 275.81

2.1.2 水库保护范围线标绘

（1）库区保护范围根据库区管理范围线向外延伸 20m（到达分水岭不足 20m

的至分水岭上）；大坝背水侧保护范围根据大坝背水侧管理范围线向外延伸 50m，

大坝左右两端保护范围根据大坝左右两端管理范围线向外延伸 50m（到达分水岭

不足 50m 的至分水岭上）；溢洪道保护范围根据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向外延伸 50m

（到达分水岭不足 50m 的至分水岭上）

（2）输水隧洞进出口建筑物及坚井的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 20~100m为

保护范围。

（3）运行区的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仓库、防汛调度室、值班室、

车库、食堂、值班宿舍及其他附属设施等建筑物，因自然资源部门无保护范围划

定成果，本次划界以建筑物外轮廓线作为其保护范围线。

（4）津市市 5 座小（1）型水库保护范围线划界成果见表 2.1-2。

表 2.1-2 津市市小（1）型水库保护范围划界成果表

序号 水利工程名称 保护范围长度(m) 保护范围面积(亩) 备注

总计 45994.39 1650.40

1 八方坪水库 8550.95 312.83

2 朱亮桥水库 20897.87 689.97

3 庹家峪水库 7273.00 272.08

4 龙泉堰水库 5768.90 235.28

5 古堰水库 3503.67 1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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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灌区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标绘

2.2.1 灌区管理范围线标绘

（1）引水枢纽管理范围参照《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技术导

则》同类型工程有关规定执行。

（2）渠堤外坡脚线或者开挖线以内为渠（沟）道管理范围。

（3）渠系及其附属建筑物，其管理范围按同级渠（沟）道划界，或按征地

范围线或占地面积划定管理范围，有必要的可适当扩大。

（4）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构）筑物按其征地范围线或围墙外边线

划定管理范围。

（5）津市市西毛里湖灌区管理范围划界成果见表 2.2-1。

表 2.2-1 津市市西毛里湖灌区管理范围划界成果表

序号 渠道名称 渠道长度（m）
管理范围线长度

（m）

管理范围面积

(亩)
备注

总计 20975.05 42600.18 155.54

1 朱亮桥干渠 4245.15 8490.29 17.87

2 红光干渠 5178.05 10379.10 18.94

3 七星干渠 4897.40 10119.72 54.88

4 天鹅寺干渠 6654.46 13611.07 63.85

2.2.2 灌区保护范围线标绘

（1）引水枢纽的保护范围参照《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技术

导则》同类型工程有关规定执行。

（2）渠道自两边渠堤外坡或者开挖线向外延伸 5m，渠系建筑物周边 5m 为

保护范围。

（3）办公、生产、生活区不划定保护范围。

（4）津市市西毛里湖灌区保护范围线划界成果见表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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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西毛里湖灌区保护范围划界成果表

序号 灌区名称 渠道长度（m） 保护范围线长度（m）
保护范围面积

(亩)
备注

总计 20975.05 42599.82 318.54

1 朱亮桥干渠 4245.15 8529.04 63.82

2 红光干渠 5178.05 10418.22 77.99

3 七星干渠 4897.40 10117.77 75.24

4 天鹅寺干渠 6654.46 13534.79 101.49

2.3 堤防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标绘

依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2年修订）第十六条“防

洪、防涝堤防、间堤管理范围为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 30至 50米，经过城镇的

堤段不得少于 10 米。保护范围视堤防重要程度、堤基土质条件划定”对津市市

各规模堤防划定管理与保护范围。

2.3.1 堤防管理范围线标绘

（1）依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2 年修订）及《湖

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技术指南》（试行）津市市堤防背水侧管理范

围直接利用津市市 2019 年“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成果。

（2）堤防临水侧管理范围线为坡脚线向临水侧水平延伸 30m，到达河道中

心线不足 30m的以河道中心线为临水侧管理范围线。

（3）已依法依规完成征地的堤防工程，管理范围线以征地范围线为准。

（4）堤防管理单位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筑物按征地范围或围墙外边

线划定管理范围。

（5）津市市大中型堤防管理范围划界成果见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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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津市市大中型堤防管理范围划界成果表

序号 堤防名称 堤防长度（m）
管理范围线长

度（m）

管理范围面

积(亩)
备注

总计 32956.14 66382.74 4986.65

1 澧水大堤常德市津市市三洲驿街道段 4297.41 8662.88 360.83

2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市襄阳街街

道段
6780.94 13883.32 1246.16

3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市金鱼岭街

道段
1794.14 3581.35 150.92

4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市嘉山街道

段
2449.02 4881.81 326.13

5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市新洲镇段 1960.01 3909.34 267.35

6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市毛里湖镇

九堰村段
6276.61 12598.29 999.38

7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市毛里湖镇

樟树村段
9398.02 18865.75 1635.88

2.3.2 堤防保护范围线标绘

（1）自背水侧护堤地范围线向垸内延伸 200m 为背水侧保护范围。

（2）堤防背水侧坡脚线向外延伸 20m为堤防护堤地范围。

（3）堤防临水侧保护范围线以堤防临水侧管理范围线向临水侧延伸 200m，

至河道中心线不足 200m 的以河道中心线为保护范围线。

（4）津市市大中型堤防保护范围划界成果见表 2.3-2。

表 2.3-2 津市市大中型堤防保护范围划界成果表

序号 堤防名称 堤防长度（m）
保护范围线长

度（m）

保护范围面

积(亩)
备注

总计 32956.14 66242.35 19775.87

1
澧水大堤常德市津市市三洲驿街

道段
4297.41 8503.23 2479.36

2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市襄阳

街街道段
6780.94 13709.91 4054.41

3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市金鱼

岭街道段
1794.14 3576.47 1091.31

4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市嘉山

街道段
2449.02 4883.69 1502.80

5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市新洲 1960.01 3866.03 118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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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堤防名称 堤防长度（m）
保护范围线长

度（m）

保护范围面

积(亩)
备注

镇段

6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市毛里

湖镇九堰村段
6276.61 12924.58 3824.92

7
澧水洪道大堤常德市津市市毛里

湖镇樟树村段
9398.02 18778.43 5640.34

2.4 水闸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标绘

2.4.1 水闸管理范围线标绘

（1）水闸管理范围分为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工程区管理范

围指水闸主体工程各组成部分（包括上游连接段（翼墙）、闸室段、下游连接段

（翼墙）和两岸连接建筑物等）的覆盖范围以及覆盖范围以外的一定范围，运行

区管理范围是指管理单位的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构）筑物的管理范围。

（2）水闸上下游翼墙末端以内为管理范围；

（3）水闸主体工程建筑物覆盖范围以外两侧向外延伸 20m为管理范围。

（4）津市市新民水闸管理范围划界成果：管理范围线长 262.72m，管理范

围面积 6.14亩。

2.4.2 水闸保护范围线标绘

新民水闸保护范围：水闸保护范围上、下游宽度为上、下游管理范围线向外

延伸 100m；两侧宽度为水闸两侧管理范围线向外延伸 100m。

津市市新民水闸保护范围划界成果：保护范围线长 1078.31m，保护范围面

积 100.58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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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泵站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标绘

2.5.1 泵站管理范围线标绘

泵站管理范围分为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

（1）泵站工程区管理范围包括引渠、前池、进水池、泵房、出水管道、出

水池及压力水箱等主体工程的覆盖范围以及覆盖范围向外延伸 5m~8m，其中泵

站工程引渠、出水渠的渠堤外坡脚线或者开挖线以内为管理范围。津市市大中型

泵站主体工程外的管理范围依照表 2.5-1控制。

表 2.5-1 津市市大中型泵站主体工程外的管理范围

工程规模 外延距离（m）

大型 8
中型 5

（2）泵站运行区管理范围是指泵站管理单位的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

筑物的管理范围。运行区管理范围按运行区征地范围线或围墙外边线、建筑物外

轮廓线划定管理范围。

（3）已完成征地的泵站，如果征地范围线与上述管理范围线划定规则基本

符合，管理范围线以征地范围线为准；如果征地范围线与上述管理范围线划定规

则不相符合，管理范围以覆盖范围大的为准。

（4）津市市大中型泵站管理范围划界成果见表 2.5-2。

表 2.5-2 津市市大中型泵站管理范围划界成果表

序号 泵站名称 管理范围线长度（m） 管理范围面积(亩) 备注

总计 9004.73 406.30

1 澧阳电排 1447.65 39.86

2 毛里湖泵站 3580.60 200.17

3 石龟山电排 2114.54 94.30

4 汪家桥电排 975.82 30.45

5 新洲电排 886.12 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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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泵站保护范围线标绘

（1）泵站保护范围为泵站以工程管理范围线向外延伸 10m~15m。津市市大

中型泵站保护范围按表 2.5-3控制。

表 2.5-3 津市市大中型泵站主体工程保护范围划界标准

工程规模 外延距离（m）

大型 15
中型 10

（2）泵站管理单位的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筑物因自然资源部门无保

护范围划定成果，本次划界以建筑物外轮廓线作为其保护范围线。

（3）津市市大中型泵站保护范围划界成果见表 2.5-4。

表 2.5-4 津市市大中型泵站保护范围划界成果表

序号 泵站名称 保护范围线长度（m） 保护范围面积(亩) 备注

总计 9359.63 158.83

1 澧阳电排 1528.09 22.32

2 毛里湖泵站 3691.18 81.82

3 石龟山电排 2154.20 29.71

4 汪家桥电排 1013.12 11.04

5 新洲电排 973.05 13.96

2.6 电子界桩和电子告示牌布设

2.6.1 电子界桩和电子告示牌布设原则

（1）界桩是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依法埋设的，用于指示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

范围边界的标志物。在管理范围线上或附近范围内，按照界桩布设原则，选择布

设界桩。界桩布设位置要尽量选择在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地方，并且有利

于界桩保护，布设原则如下：

a、 布设的界桩以能控制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边界的基本走向为原

则，界桩密度为 100m—1000m；

b、 工程临水侧不布设管理与保护范围界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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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据实际地形何周边环境确定埋设位置；

d、 水利工程坝区、取水口、电站等重要设施，水利工程拐弯，水事纠纷

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县级以上行政区域边界。

（2） 告示牌是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依法设置的，向社会公众告知水利工程

管理范围及其划定依据、管理和保护要求的标志物。在管理范围线上或附近范围

内，按照告示牌布设原则，选择布设告示牌。告示牌布设位置选择在不影响人民

群众生产生活的地方，并且有利于告示牌保护，布设原则如下：

a、 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线的起点、终点应各设一个告示牌，起点、终点之

间设置的告示牌间距小于 3km。

b、 水利工程保护范围线的起点、终点应各设一个告示牌，起点、终点之

间设置的告示牌间距小于 6km。

c、 堤防工程的临水侧不布设管理与保护范围告示牌。

d、 穿越城镇规划区上、下游，水利工程重要的下水通道、取水口、电站

等，人口密集或人流聚集地点河湖岸，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

或行政界。

2.6.2 电子界桩和电子告示牌成果表

本次津市市大中型及重点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工作，共布设电

子界桩 617 个，电子告示牌 76个。各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电子界桩及告示

牌见表 2.6-1。

表 2.6-1 津市市管理与保护范围电子界桩及电子告示牌成果汇总

序号 项目名称 电子界桩数量(个) 电子告示牌数量(个) 备注

合计 617 76

1 灌区 152 21

2 水库 22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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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电子界桩数量(个) 电子告示牌数量(个) 备注

3 堤防 116 33

4 水闸 8 2

5 泵站 112 10

3 总结

本次津市市大中型及重点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工作，完成了

津市市 1 个灌区、5 座水库、7 段堤防、1 个水闸、5 个泵站等 19个大中型及重

点小型水利工程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线的划定，共布设了 617 个电子界桩，76 个

电子告示牌，共完成了总长度 165.88km 的管理范围线、165.27km 保护范围线的

标绘。详情见表 3-1：

表 3-1 津市市大中型及重点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成果汇总

工程

类型

工

程

数

量

界桩(个数) 告示牌(个数)

管理范围

线长度(m)

保护范围

线长度(m)

管理范围面

积(亩)

保护范围面

积(亩)

管理

范围

界桩

保护

范围

界桩

管理范

围告示

牌

保护范

围告示

牌

灌区 1 80 72 12 9 42600.18 42599.82 155.54 318.54

水库 5 115 114 5 5 47262.27 45994.39 4474.75 1650.40

堤防 7 65 51 18 15 66382.74 66242.35 4986.65 19775.87

水闸 1 4 4 1 1 626.72 1078.31 6.14 100.58

泵站 5 61 51 5 5 9004.73 9359.63 406.30 158.83

总计 19 325 292 41 35 165876.64 165274.50 10029.37 22004.23

在此次划界工作中，得到了省划界办、常德市水利局、津市市水利局及各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大力支持，顺利完成了津市市大中型及重点小型水利工程管

理与保护范围的划定。建议津市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以本次划界成果为基础，建立

智慧水利管理系统，更加高效的管理与保护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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