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顶山市水利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项目

抽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抽查类别 序号 抽查事项

1
水土保护

管理检查

1
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检查

生产建设项目

单位
重点 定向 市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九条，

第四十三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

理办法》（办水保[2019]172号）第十三条。

2
对开垦荒坡地防止水土

流失措施落实情况的行

政检查

开垦荒地的单

位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1、《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

2、《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

3、《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三条；

4、《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七条。

2
水利工程

建设管理

检查

3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

建水库的检查

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五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条

4
对水利工程启闭机质量

的检查

水利工程启闭

机使用单位
重点 定向 市水利局

2017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

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46号，以下简

称《决定》），取消了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

可证核发事项。水利部关于取消水利工程启闭

机使用许可证核发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

5
对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

产的检查
项目负责单位 重点 定向 市水利局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二十六

条

6 对电子招标活动的监管 招标对象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 年修

订）第七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

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一至

第六十四条。

7
对水工程运行和水工程

安全活动的行政检查

水利工程运行

管理单位
重点 定向 市水利局

水利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督查工作指导意见

》（水建管〔2013〕41 号）第六条

3
河道管理

范围内检

查

8
对城市建设填堵水域、

废除围堤的检查
工程负责单位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堤防上已修建的涵闸、泵站和埋设的穿堤管道

、缆线等建筑物及设施，河道主管机关应当定

期检查，对不符合工程安全要求的，限期改建

9 对河道采砂的检查
批复许可的采

砂许可户
重点 定向 市水利局

《河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河南省政府令第

149号)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河道采砂的统一管理和

监督检查工作。”

10 对坝顶兼做公路的检查 工程负责单位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堤防上已修建的涵闸、泵站和埋设的穿堤管道

、缆线等建筑物及设施，河道主管机关应当定

期检查，对不符合工程安全要求的，限期改建

11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

项目的检查

水行政管理相

对人
重点 定向 市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八条:“对于

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依照本法规定建设的工

程设施,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检查;水行政

主管部门检查时,被检查者应当如实提供有关的

情况和资料。前款规定的工程设施竣工验收时,

应当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12
对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

围内修建码头、鱼塘的

检查

工程负责单位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八条:“对于

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依照本法规定建设的工

程设施,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检查;水行政

主管部门检查时,被检查者应当如实提供有关的

13
对利用堤防、戗台兼做

公路的检查
工程负责单位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堤防上已修建的涵闸、泵站和埋设的穿堤管道

、缆线等建筑物及设施，河道主管机关应当定

期检查，对不符合工程安全要求的，限期改建

14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

活动（不含河采砂）的

行政检查

河道管理单位 重点 定向 市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八条:“对于

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依照本法规定建设的工

程设施,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检查;水行政

主管部门检查时,被检查者应当如实提供有关的

情况和资料。前款规定的工程设施竣工验收时,

应当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4
水利工程

规划计划

检查

15
对不同行政区域边界水

工程批准的检查

水行政管理单

位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正）第四

十五条：……在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边界河流

上建设水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应当符合该流

域经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由有关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报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有关流域管理机构批准。

16
对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

书的检查
水工程建单位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正）第十

九条：建设水工程，必须符合流域综合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修正）第十

七条：在江河、湖泊上建设防洪工程和其他水

工程、水电站等，应当符合防洪规划的要求

17
对水利施工图设计文件

的检查
施工单位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19年修正）  施工

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18
对水利基建项目初步文

件的检查
项目负责单位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附件第172

项：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实施机

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5
防汛抗旱

管理检查

19
对蓄滞洪区避洪设施建

设的行政检查
蓄滞洪区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年修订）第

三十三条第二款

20
对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

告非防洪建设项目的检

查

编制单位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年修订）第

三十三条第一款、《水利部关于加强非防洪建

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水汛

6
农田水利

水电检查
21

对占用农业灌溉水源、

灌排工程设施的行政检

查

占用农业灌溉

水源、灌排工

程设施的公民

、法人或其他

组织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目录第

170项。

2.《农田水利条例》第二十四条

3.《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补偿办

7
水利工程

质量检查

22
对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员

的检查(水利工程质量

检测员职业资格)

检测单位检测

人员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规程》（河南省地方标准

DB41/T 1297--2016）第四款第九条、第十条

23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

（乙级）的检查
检测单位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规程》（河南省地方标准

DB41/T 1297--2016）第三款第四条、第五条、

第六条

24
对在堤防上新建建筑物

及设施竣工验收的行政

检查

在堤防上新建

建筑物及设施

竣工的单位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堤防上已修建的涵闸、泵站和埋设的穿堤管道

、缆线等建筑物及设施，河道主管机关应当定

期检查，对不符合工程安全要求的，限期改建

25
对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

的行政检查
监理单位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规程》（河南省地方标准

DB41/T 1297--2016）第四款第九条、第十条

8
水资源管

理检查

26
对个人/单位取用水行

为的检查

市级审批的取

水许可管理户
重点 定向 市水利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条。

2.《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2006年 1 月 24 日国务院令第 460 号）第

四十五条。

27
对行业组织和评价单位

在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

单位水平评价相关工作

从事水文水资

源调查评价资

质管理和持证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单位水平评价与从业

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9
南水北调

工程管理

检查
28

对南水北调配套项目工

程供用水设施保护的检

查

工程负责单位 一般 定向 市水利局
《河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供用水和设施保护

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76号）

10
节约用水

管理检查
29 对节约用水的检查 用水单位 重点 定向 市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河南省节约用水管

理条例》《河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

理办法》《河南省水平衡测试管理办法》《 平

顶山市计划用水管理办法》《平顶山市节约用

水管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