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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按照武汉市河长制工作要求，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对董家明渠进行了划

界。董家明渠为城市明渠，位于武昌区。董家明渠整体走势为东西走向，东侧起点位于

沙湖大道，西侧终点位于秦园中路与宏祥路交叉口附近，全长约 1.4 公里（见下图）。

2 划界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二）《湖北省河道管理实施办法》；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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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的通知》

（厅字[2016]42 号）；

（五）《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河湖长制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鄂办发[2017]3 号）；

（六）《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河湖和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方案的通

知》（鄂政办函[2018]106 号）；

（七）《湖北省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技术指南（试行）》等文件、规范要求为

依据；

（八）《武汉市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技术指南（试行）》；

3 划界原则

3.1 依法依规原则

以国家、部委及地方已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和工程立项审

批文件为依据，依法依规对各类对象的管理范围进行划界。

3.2 因地制宜原则

结合各类对象的现状及社会需求，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管理范围边界。

3.3 分类实施原则

不同对象根据规范标准，结合其特性制定不同划界标准，划界过程中也结合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地形及工程实际情况确定边界及范围。

3.4 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原则

既要依法依规确定边界，又要充分考虑部分对象权属的既定历史事实，正确处理国

家与集体、集体与集体关系，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4 划界标准

本次划界的河道为城市明渠，根据武汉市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手册，对于

已按防涝目标形成的明渠，按规划、建设确定的用地红线为界（包含明渠及两侧绿化景

观缓冲带）；对于现状流量无法满足排涝目标的渠道，近期以明渠上开口边线为界，远

期以规划建设用地红线为界。

5 实施过程

5.1 地形图勘测

5.1.1 技术规范

（1）《城市测量规范》（CJJ/T8-2011）;

（2）《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CH/T 300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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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CH/T 3003-2021）；

（4）《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标准》（CJJ/T 73-2019）；

（5）《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

5.1.2 采用基准及成图规格

（1）平面坐标系统采用武汉 2000 坐标系，高程系统：1985 国家高程基准。

（2）正射影像图比例尺：1:1000。

（3）分幅采用工程分幅，分幅尺寸按 50×60cm，图名为：武汉市河道划界成果（董

家明渠—武昌区），图幅图廓按照规范标准生成，单位名称：武汉市城市防洪勘测设计

院有限公司。

5.1.3 控制测量

测区布设 E级 GPS 控制网，点位均选在不易破坏的位置，埋设了永久性的标石，并

实地绘制了点之记。

E级 GPS 点采用基于 WHCORS 的网络 RTK 测量，观测四测回。使用仪器均已检定“合

格”，平面和高程各项观测限差满足规范要求，取中数使用，成果精度满足规范要求。

4、1:1000 影像图测量

（1）本次 1:1000 正射影像图采用航空摄影测量；

（2）成图要求和测量范围均按照技术指南执行；

（3）内业成图均按图式要求执行。

5.2 河道划界

利用 1:1000 正射影像图，依据技术指南按相关要求，进行河道管理范围的划定工

作。根据武汉市堤防河湖及堤防工程划界技术指南，董家明渠为城市明渠，以明渠上开

口划定其管理范围线。董家明渠当前正进行渠道拓宽改造，以拓宽工程设计上开口线为

管理范围线。

6 划界成果

河道堤防管理范围界线点编号原则：从左右岸分别自上游至下游按顺序编号，采用

“岸别—界线点序号”。其中，岸别用“左”、“右”标识，界线点序号采用 3 位阿拉

伯数字(如 001) （下同），从上游到下游依次增大。

其中，岸别用“左”或“右”标识，界线点序号从上游到下游依次增大。

董家明渠共设置了 14 个河道堤防管理范围界线点（左岸 7个，右岸 7个）。

其中左岸从界线点左—001 至界线点左—007；右岸从界线点右—001 至界线点右—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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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董家明渠河道管理范围线界线点成果表

所属行政区 界线点编号 X(m) Y(m) 所属行政区 界线点编号 X(m) Y(m)

武昌区 左-001 3384135.694 801379.721 武昌区 右-001 3384138.726 801394.733

武昌区 左-002 3384269.89 801331.515 武昌区 右-002 3384256.268 801367.745

武昌区 左-003 3384380.888 801206.301 武昌区 右-003 3384381.905 801249.626

武昌区 左-004 3384416.444 801044.091 武昌区 右-004 3384434.745 801063.719

武昌区 左-005 3384622.34 800477.501 武昌区 右-005 3384633.943 800490.341

武昌区 左-006 3384700.712 800383.475 武昌区 右-006 3384714.206 800395.364

武昌区 左-007 3384779.91 800283.382 武昌区 右-007 3384799.779 80030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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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武汉市河道划界成果图（董家明渠-武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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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城市防洪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Wuhan Urban Flood Control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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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27）82732996

传 真：（027）8273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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