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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 1 日，省政府出台《湖南
省河道采砂管理试行办法》。 《湖南省
湘资沅澧干流及洞庭湖河道采砂规划
（2012～2016 年）》、《湖南省河道采砂许
可证发放管理试行办法》、《湖南省河
道砂石开采权有偿出让管理办法 》、
《湖南省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管理办法》、《湖南省河道砂石资源价
格管理暂行办法》 等配套文件也陆续
实施。 至此，我省已基本建立河道采砂
规范管理制度， 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
的政策法规体系。

这一系列政策法规，对于实现河道
采砂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管理提供
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各级各部门要结合
正在开展的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工作，认
真学习宣传、 贯彻实施采砂政策法规，
全面落实采砂管理的各项规定，通过贯
彻实施河道采砂政策法规来依法规范

河道采砂管理。
要全方位解读。 各级各部门要迅

速组织有关人员，对《湖南省河道采砂
管理试行办法》 等政策法规的出台背
景、核心内容、重要措施进行全面、深
入地学习， 准确把握河道采砂政策法
规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涵， 特别是要
认真领悟“政府主导、水利主管、部门
配合”的管理体制 ，理清 “主导 ”、“主
管”、“配合”之间的关系，明确各级政
府、 水利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工作
责任，促使各级各部门依法履职，共同
搞好河道采砂管理。

要全社会宣传。 在宣传对象上，一
要注重水行政主管部门内部的宣传，
让水利干部职工特别是从事河道采砂
管理的同志， 深刻理解政策法规的具
体内容和工作要求， 弄清楚河道采砂
管理到底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真正把

工作思路理清，把河道采砂管理抓实、
抓出成效； 二要注重各级领导和相关
部门的宣传， 让各级领导清楚政策法
规的工作要求， 让各相关部门明白部
门工作职责，赢得他们的支持配合；三
要注重涉砂业主的宣传， 让他们了解
河道采砂管理的有关规定， 让涉砂业
主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应该
怎么做， 自觉遵守河道采砂管理法律
法规。 四要注重社会公众的宣传，让人
民群众理解、支持、配合依法规范河道
采砂管理，并主动监督河道采砂行为。
各级各部门和广大新闻媒体要切实加
强河道采砂政策法规的宣传， 利用宣
传车、宣传手册、法律学习班等多种方
式，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种
渠道，进行全方位宣传，真正提高全社
会河道采砂管理法制意识， 逐步形成
良好的河道采砂管理舆论环境。

要全过程贯彻。 在河道采砂管理
活动中，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全过程贯
彻落实河道采砂政策法规， 严格按照
河道采砂政策法规的规定开展河道采
砂管理。 重点要落实好“政府主导、水
利主管、部门配合”的管理体制，层层
落实河道采砂管理责任； 要科学编制
河道采砂规划， 依据河道采砂规划实
施管理；要落实“统一发证、统一收费、
依规使用”的管理制度，依法组织河道
砂石开采权有偿出让， 依法收取河道
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要严格按照
河道采砂政策法规的具体要求， 切实
加强河道采砂日常监管， 严厉打击各
类涉砂违法行为。 在河道采砂管理工
作中， 一要严格河道砂石开采权有偿
出让。 按照《湖南省河道砂石开采权有
偿出让管理办法》规定的权限、方式、
程序和要求，公开、公平、公正地组织
河道砂石开采权有偿出让， 坚决杜绝
违法、违规出让河道砂石开采权；二要
严格河道采砂许可。 按照《湖南省河道
采砂许可证发放管理试行办法》 的要
求， 严格执行河道采砂许可证一船一
证制度、年度登记管理制度，对不具备
发证条件的坚决不予发证； 三要严格
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 严
格执行 《湖南省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
用收入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确保河
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主要用于河
道管理。 按照《湖南省河道砂石资源价
格管理暂行办法》，充分发挥价格杠杆
作用， 合理调整河道砂石资源的收益
分配， 促进河道砂石资源公平公正交
易。

我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已经取得
阶段性成果， 但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
任务仍然很重。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
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措施，确
保全面完成省政府确定的专项整治目
标任务。 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河道采砂
日常监管和执法打击， 建立健全河道
采砂长效管理机制，常抓不懈，长效管
理，实现河道采砂科学化、制度化、规
范化管理。

从去年 11 月以来，省人民政府在
全省集中开展河道采砂专项整治行
动，目前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特别是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河道采砂政策法规
体系和规划体系。《湖南省河道采砂管
理试行办法》、《湖南省河道采砂许可
证发放管理试行办法》、《湖南省河道
砂石开采权有偿出让管理办法》、《湖
南省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
办法》、《湖南省河道砂石资源价格管
理暂行办法》已于今年先后颁布实施。
《湖南省湘资沅澧干流及洞庭湖河道
采砂规划 （2012～2016 年 ）》已经省人
民政府批复实施， 其他河道的采砂规
划也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当前， 我们要全面解读、 认真理
解、 准确把握河道采砂管理政策法规
体系，进而依法管理河道采砂行为，建
立河道采砂管理长效机制。

《湖南省河道采砂管理
试行办法》

核心内容：建立“政府主导、水利
主管、部门配合”的管理体制；河道采
砂实行“统一发证、统一收费、依规使
用”原则；河道采砂实行统一规划，河
道采砂规划应包括禁采区、可采区、保
留区和禁采期、可采期等内容。

权威解读：3 月 1 日，省人民政府
正式印发了 《湖南省河道采砂管理试
行办法》（湘政发[2012]10 号），明确了
“政府主导、水利主管 、部门配合”的
管理体制 ，实行 “统一发证 、统一收
费 、依规使用 ”原则 ，并对采砂规划 、
许可、出让等作出了相应规定。 这就
要求， 河道采砂管理要逐级落实市、
县、 乡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由
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抓好采砂管理；各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为主负责河道
采砂管理 ， 做好河道采砂的统一规
划、统一许可、统一收费等工作，负责
组织河道砂石开采权的有偿出让；交
通、国土、公安、工商 、税务 、财政 、物
价、宣传、安监、监察等有关部门要根
据部门职责，配合主管部门做好河道
采砂管理相关工作。各级水利部门要
按照 《湖南省河道采砂管理试行办
法》的要求，勇于担当 ，主动服务 ，与
各相关部门搞好协调配合，齐心协力
抓好河道采砂管理。

重要意义： 作为省政府第一次就
河道采砂管理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湖

南省河道采砂管理试行办法》 既是建
立河道采砂管理长效机制的基础，也
是理顺河道采砂管理体制、 有效实施
河道采砂管理的根本依据。

《湖南省河道采砂许可
证发放管理试行办法》

核心内容：按照招标、拍卖、挂牌
程序确定河道砂石开采权受让人后，
由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向受让
人发放河道采砂许可证； 实行一船一
证， 从事河道采砂的单位或个人不再
办理河道内生产作业许可证、 采矿许
可证和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许可证。

权威解读：4 月 28 日，省水利厅、
省国土资源厅、 省交通运输厅联合下
发了《关于印发〈湖南省河道采砂许可
证发放管理试行办法〉 的通知》（湘水
办[2012]14 号），对河道采砂许可证发
放程序、许可内容、监督管理等方面进
行了具体明确， 并规定河道采砂许可
证实行年度登记管理。这就要求，从事
河道采砂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湖
南省河道采砂管理试行办法》 的 5 条
规定和 6 项禁止行为， 必须按照许可
要求进行采砂；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
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履行河道采砂管理
的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湖南省
河道采砂许可证发放管理试行办法》
中规定的措施； 从事河道采砂活动的
单位或个人未经许可擅自进行河道采
砂或者不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规定采砂
的，县级以上水利、国土资源、交通运
输等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进行处罚。

重要意义： 实行一船一证和年度
登记管理， 通过对采砂船实行建档管
理、执证上岗，安装实时监控设备，力
争可采区做到“定点、定时 、定船 、定
量、定功率”有序开采，标志着我省正
在实现 “像管理城市街道一样管理河
道，像管理基本农田一样管理水域，像
管理车辆一样管理采砂船只” 的工作
目标。

《湖南省河道砂石开采
权有偿出让管理办法》

核心内容： 河道砂石开采权有偿
出让方式包括招标、拍卖、挂牌等；河
道砂石开采权有偿出让由县级以上有
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省水利厅负责监督指导全省河道砂石

开采权有偿出让工作， 统一审批河道
砂石开采权有偿出让方案等； 砂石开
采权有偿出让方案应包括出让方式、
出让年限、 可采河段基本情况、 可采
量、可采范围、禁采期、开采方式、采砂
船控制数量及功率等内容。

权威解读：4 月 28 日， 省水利厅
下发《关于印发〈湖南省河道砂石开采
权有偿出让管理办法〉 的通知》（湘水
办 [2012]15 号 ），并规定 ，洞庭湖区及
湘水、资水、沅水、澧水干流的河道砂
石开采权有偿出让由市（州）水利（水
务）局负责组织，其他河道按照河道管
理权限由各市 （州 ）、县（市 、区）水利
（水务）局负责组织，省水利厅负责监
督指导全省河道砂石开采权有偿出让
工作， 统一审批河道砂石开采权有偿
出让方案。《湖南省河道砂石开采权有
偿出让管理办法》 对河道砂石开采权
有偿出让方案的报批及编制作出了规
定，主要是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体现
了部门配合。有偿出让涉及交通运输、
国土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 根据部门
职责，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负责
审查采砂船舶的合法性， 出让河段涉
及通航的应提交意见； 国土资源行政
主管部门应负责资源权益价款的评估
报告， 作为招标方式中标底的重要依
据或拍卖、挂牌方式中的保留价。二是
有利于采砂许可。 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河道砂石开采权， 只是采砂许可程
序中的一个步骤， 出让方案综合考虑
交通运输、国土资源等部门相关意见，
也就是得到了水利、交通运输、国土资
源 3 个部门的共同认可， 出让程序结
束后就可直接发放采砂许可证， 减少
了发证过程中再征求部门意见的环
节。

重要意义：在全省对河道砂石开
采权有偿出让进行了统一规范，特别
是省水利厅对河道砂石开采权出让
方案进行审批，可进一步加强河道采
砂的规范化管理，严格控制单纯以经
济利益为前提的河道砂石开采权出
让。

《湖南省河道砂石资源
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

核心内容： 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
河道（不包括我省境内的长江干流段）
通过招标、 拍卖和挂牌等出让方式取
得河道砂石开采权的单位和个人，应

当缴纳河道砂石开采权出让收入。 出
让收入包括开采权出让收入、 河道采
砂管理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按照“统
一发证、统一收费、依规使用”原则，从
事采砂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不再另行
缴纳河道采砂管理费和矿产资源补偿
费。

权威解读：6 月 5 日， 省财政厅、
省物价局、省水利厅、省国土资源厅联
合下发《关于印发〈湖南省河道砂石资
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 的通知》
（湘财综〔2012〕28 号），明确了我省河
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使用范围
和管理办法， 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湖南省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管理办法》明确，河道砂石开采权出让
收入用于河道与堤防工程、 河道采砂
管理的比例不低于 60%。这就说明，河
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应当取之于
河道，用之于河道，并通过收支两条线
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统收进财政， 按照
比例分成到各级各部门。

重要意义： 对河道砂石资源有偿
使用收入的征收、 使用及管理进行了
规范，防止擅自多征 、减征、免征、缓
征，或者滞留、截留、挪用、坐支河道砂
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确保河道砂石
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用于河道与堤防工
程、河道采砂管理上。

《湖南省河道砂石资源
价格管理暂行办法》

核心内容：河道砂石开采权招标、
拍卖、挂牌底价实行政府定价；河道砂
石开采权招标、拍卖、挂牌实际成交价
格和河道砂石市场销售价格实行市场
调节；对违反价格法律法规操纵、哄抬
河道砂石市场销售价格的， 由价格主
管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权威解读：8 月 2 日， 省物价局、
省水利厅下发《关于印发〈湖南省河道
砂石资源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湘价费 [2012]97 号 ），对砂石资源价
格作出具体规定。该办法明确，全省河
道砂石开采权招标、拍卖、挂牌底价，
以开采自然砂为主的 （经有关部门依
法进行河砂资源地质调查评价认定自
然砂占砂卵石总量 50%及以上的）统
一为 15 元/吨，以开采卵石为主的（经
有关部门依法进行河砂资源地质调查
评价认定自然砂占砂卵石总量 50%以
下的）统一为 10 元/吨。 这个价格，是

由省物价局根据全省河道砂石开采、
管理的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价格、供需
情况、 可采总量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等因素制定的， 今后还会视情况适时
调整。

重要意义： 有利于保护国有资源
和生态环境，促进“两型社会”建设，充
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 合理调整河道
砂石资源的收益分配， 规范河道砂石
开采行为， 促进河道砂石资源公平公
正交易。

《湖南省湘资沅澧干流
及洞庭湖河道采砂规划
（2012～2016 年）》

核心内容： 我省湘资沅澧干流及
洞庭湖河道共划定 176 个可采区 、
142 个禁采区及若干保留区， 并设置
禁采期，年采砂控制总量 1.2 亿吨。

权威解读：《湖南省河道采砂管理
试行办法》规定，洞庭湖和湘水、资水、
沅水、 澧水干流及省人民政府确定的
其他重要河道的采砂规划， 由省水利
厅会同省国土资源厅、 省交通运输厅

等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编制， 报省人民
政府批准。 今年 6 月，省政府批复《湖
南省湘资沅澧干流及洞庭湖河道采砂
规划（2012—2016 年）》。 湘、资、沅、澧
四水干流及洞庭湖区纳入《规划》的河
道总长 2802.33 公里， 年采砂控制总
量 1.2 亿吨，5 年规划期采砂总控制量
6 亿吨。 《规划》确定，湘水的禁采期为
5 月至 6 月，洞庭湖、沅水、澧水、资水
的禁采期为 6 月至 7 月。同时，对超警
戒水位及罕见枯水位时实行临时禁
采，另行发布禁采公告。饮用水源保护
区及桥梁、码头、电缆、管道、线路等工
程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均被划为禁采
区， 而保留区则是在禁采区和可采区
之间的缓冲区域。

重要意义： 采砂规划是规范采砂
管理的前提条件。 通过对采砂分区的
合理规划、 采砂总量的科学分配和对
采砂的有效监督，在保障防洪安全、河
势稳定、 供水安全和满足生态环境保
护要求的前提下， 实现砂石资源的强
化管理、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徐明华

宣传贯彻河道采砂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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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办公室

解读政策法规体系
依法管理采砂行为

常德市武陵区建设的规范化砂场，实现了岸上分筛、综合运用。
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办公室供图

7 月 6 日， 永州市零陵区举行全省河道砂石开采权 “第一拍 ”。 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办公室供图

按照省人民政府下发的《河道采
砂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要求，各市
州采砂整治在通过省采砂办验收、采
砂规划通过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前
提下，可以按照《湖南省河道采砂管
理试行办法》开展河道砂石开采权出
让、发证工作，实行采砂许可。 省管、
市管河道由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许
可，县管河道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许可。

采砂许可流程可分为：河道砂石
开采权组织出让—出让方案审查—
确定受让人—缴费—发证，共 5 个环
节。其中，根据《湖南省河道采砂许可
证发放管理试行办法》 的有关规定，
必须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程序确定
河道砂石开采权受让人。

三种有偿出让方式中，在已批准
的采砂规划确定的可采区内，可采砂
石资源丰富、 对防洪及通航影响较
小、目前采砂船舶较多的河段（区域）
采取拍卖方式出让河道砂石开采权，
其余河段（区域）均应采取招标方式
出让河道砂石开采权。 当参加招标、
拍卖的河道砂石开采权有偿受让申
请人不足 3 个（含 3 个）时，可采用挂
牌方式出让河道砂石开采权。

以下分别就招标、拍卖、挂牌三
种方式有偿出让省管河道砂石开采
权的流程进行具体介绍。

1、 拍卖出让流程。 采用拍卖方
式出让省管河道砂石开采权，由各市
（州）政府牵头，市（州）水利（水务）局
组织，采取招标或遴选方式确定交易
机构，编制河道砂石开采权有偿出让
方案并报省水利厅批准，同时提交所
在河流采砂规划及批复、出让河段防
洪影响评价报告及补救方案、河砂资
源地质调查评价报告及批复、资源权
益价款评估报告、资源储量，涉及通
航的还应提交出让河段采砂通航技
术论证及补救方案。 省水利厅批复
河道砂石开采权有偿出让方案后，市
（州）水利（水务）局在举行拍卖会 20
日前向社会发布拍卖公告。 拍卖成
交当日，受让人与拍卖人签订《河道
砂石开采权成交确认书》，并在“湖南
省水利厅网站”及有关社会公共媒体
进行公告，同时 ，与市（州 ）水利 （水
务）局签订《河道砂石开采权有偿出
让合同》， 按合同规定缴纳河道砂石
开采权有偿出让价款，并与有管辖权
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签订《保护河道防
洪安全责任书》， 涉及通航的还应与
有管辖权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签订《保护航道安全责任书》。受让人
按出让合同付清价款及有关费用后，
到市（州）水利（水务）局领取《河道采
砂许可证》。

2、 招标出让流程。 采用招标方
式出让省管河道砂石开采权，同样由
各市（州）政府牵头，市（州）水利（水
务）局组织，采取招标或遴选方式确
定招标代理机构，编制河道砂石开采
权有偿出让方案并报省水利厅批准，
同时提交所在河流采砂规划及批复、
出让河段防洪影响评价报告及补救
方案、河砂资源地质调查评价报告及
批复、资源权益价款评估报告、资源
储量，涉及通航的还应提交出让河段
采砂通航技术论证及补救方案。省水

利厅批复河
道砂石开采
权有偿出让
方 案 后 ，市
（州 ） 水 利
（水务）局在
开 标 日 20
日前向社会
发布招标公
告。 投标截
止后， 招标
代理机构组
织评标委员
会， 根据招
标条件及程
序确定受让
人，发放《中
标通知书 》，
并在 “湖南
省水利厅网
站” 及有关
社会公共媒
体 进 行 公
示 。 公示期
满后 ， 受让
人与市（州）
水利（水务）
局签订 《河
道砂石开采
权有偿出让
合同 》，按合
同规定缴纳
河道砂石开
采权有偿出
让 价 款 ，并
与有管辖权
的水行政主
管部门签订
《保 护 河 道
防洪安全责任书》， 涉及通航的还应
与有管辖权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
门签订《保护航道安全责任书》。受让
人按出让合同付清价款及有关费用
后，到市（州）水利（水务）局领取《河
道采砂许可证》。

3、 挂牌出让流程。 采用挂牌方
式出让省管河流河道砂石开采权，同
样由各市（州）政府牵头，市（州）水利
（水务）局组织，采取招标或遴选方式
确定交易中心，编制河道砂石开采权
有偿出让方案并报省水利厅批准，同
时提交上述资料。省水利厅批复河道
砂石开采权有偿出让方案后，市（州）
水利（水务）局在挂牌起始日 20 日前
向社会发布公告。 公告结束后，交易
中心进行挂牌交易， 挂牌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受让申请人在挂牌交易期
限内进行报价。 挂牌截止时，报价最
高者为受让人，市（州）水利（水务）局
与受让人签订《河道砂石开采权成交
确认书》，在“湖南省水利厅网站”及
有关社会公共媒体进行公示。公示期
满后，受让人与市（州）水利（水务）局
签订 《河道砂石开采权有偿出让合
同》， 签订 《保护河道防洪安全责任
书》， 涉及通航的还应与有管辖权的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签订《保护航
道安全责任书》。 受让人按合同规定
缴纳河道砂石开采权有偿出让价款
及有关费用后，到市（州）水利（水务）
局领取《河道采砂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