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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于阜蹈串颖鑫冱阜篆新弼揍瑗工程

扔步设狰酶魏复

黟审水务局∶

铬岛镁芙于锯掇(阜鲫审簸寡区阜篆簸珂姥瑗工程初步设计

的掇各》 〔阜柬淮 ∈2O歹 〕乃 号冫及附铮罨。锇厅婺托耆永

扌规镣办委室对所报初步设计递行了寮查Ξ⋯蒡援邋了审鳌髯觅”

￡详兄附狰〕。姨厅墓本弼髯该审鳌急觅,琨批复如下1'

'、 阜篆新珂为上世纪 JO年代后魏开挽的珂网化工程,其

西段源扌阜弼市颍泉区缸明镶袁专,经蠡寡区于flI孝县马店

镶姜郢拼豇入西淝珂扌漉蠛面积 201kJ冫 长“。1k琏 (其中簸

区境内河长 10.5km廴 阜蒙河瑟为阜蒙新珂上塬,茨准新河

挖后缓阜蒙珂珞涵汇入茨推簸珂。贸前扌阜弼市颍东区阜蒙

珂及阜蒙珂存在的弼趱圭要有:阜蒙新珂本千、阜蒙珂汪老

变~阜
篆珂站段断面镉小扌瓣积严重,簿涝能力不趸多年一遇9

篆珂饪老燕~太陶燕段隘珞簿碍物後多;太锑分睁珂辏椠乳



轷  :

径馄小、眼来等。为援高阜蒙斩河及覃蒙河箨涝能力,绻舍褒

虫灌溉弓丨来,改善当地垒产条侉,弼 意实巍阜蹈市簸东区阜蒙

新河治理工程。

二、墓苒弼意本期工程荛圃为:阜蒙新河于漉颍东区段

〔桩号弘0孕 0~王 0+铝 91、 阜蒙河捱号0+畲 0貉
~13“锐段,综舍

括理长嶷刀。绍k皈。主要建设内各宥:巍浚阜蒙魏蚵于巍捱号
.

Q÷ 00◇ ~1o+矮绍段、长置0钅 铝9k睨 ;巍竣阜蒙骣捱号弘008~
Ⅱ÷钅弼段、长Ⅱ。铝铥k狻;折除东蓠庄揆、竣建为阜蒙河蹈冫拼
除重建南数庋耱、李垮庄挢等h壅锯袈等。

三、基本弼慈薮东区阜蒙新河、阜蒙珂培瑗标裘搀箨涝 5

年一遇,阜蒙河阃设计捺准采蹈耱涝 5年一遇。墓本弼髯主要
节点箨涝农隹∶撅泉簸东区界~后纂弼上猫.呖强~27。

8o狃、后

褰弼下~利 辛县界 2̈7。 铒狻~歹。22m。  冫

墓本弼意阜蒙新河阔工程等级为 4级,主要建筑挽按 4级

设计;挢粱设诗祷载标准器用公路-Ⅱ 缓。
湃、纂搿弼薄ェ程占地与拆迁设计豳容9丁阶段应遴一步

复核锃占地数量和拆迂实物指标。本工程征地拆迁补偿辘报投
资 17笳 .T1万元,豳地方致府自筹解决仔

五、累瑙弼意工程概算辚编制侬括和方法。本工程初步设
计概算鳊嘏扌豫投资锊锐‘饨万元冫箕中工程部分 弼0珏。o豇 万元,~

核定工程鄱分授资为势弼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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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请你局督促有关筚位按审查意觅簧求遘一步宽善和魏

工程设计扌并按照镁安徼省人舐玻府办公厅关于獠发《安徼耆

愎灾后水利水毁修复与薄弱珲节建设性始理三年行动方裹》

通知》 (蛲攻办秘 旺20弼 〕彳5号 )宥关要求,切实履行监

职责,掇紧完善主地预审、环境影娩评价等耦荚手缦,精 f七

织和括导顼舞实巍,镌像工程薮量、遨度和安佥。

魄复。

漪铮二阜弼审颍珞区阜蒙斩珂潺瑗工程初乡谖诗铮鳌蓐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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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鼹审公弗锈涿交毵隅

建辍 多炒 彩弼 建堀

冤 :::i∶
:扌}。 Ξ纟尹:∶:∶

锺乡燹铋 ≈∴钅 拼伤J强

苜嚣  魄羧镪掩  嫂舞/nL拜   燕绲滋锊

铭镑饣男漪殄粥移空擗絷豫烫够捋 :

么:=j彡 Ξ玄

阜蹈市颍东区阜蒙新河治瑗
=瑗

E招标公各l

阜蹈雍颍袤区蕈蒙撬弼治瑾ェ覆招掾/AL各

.豸 弦每舛

备彳纭瑗势缓卿移缓缓燹簦至羧搿绣缓
=瑗

∈疑⒒多绦≥0笼魏羧笾走冫篷饣勇龛荭苈炙。笾玎埕夂勿啜象笆旁务搿簏黪缓 百狴建羧鹭瑗筠钅Ξ锤

夂为缀絮笙告各弼簇兹瑗Ξ後盔塑象雾纭 豸缘燹殍貌搿为笠整苤篮
=瑗

烫狰多渤豸燹釜属'豸 Ξ饣彦磊务钅坛褒多。篾符旄颈狻筵瑷缓蹉、毙苈弥遴彳

势狰貉际t

纟.籀 Ξ锈;磅勹毙镑歹:△

2饣 妥顼多簇荔∶

摹貉甯履象嚣阜笈锺珂馁瑗工篌:萃助事瑗瑕燹阜絮绣弼诱瑗兑後豇笾拖Ξ缓展备貔燹岁绕。芏美搿务勾=弼蘧漪狳:所缓钅躬魏:色舞笾绕珏

锾,貔龟镀备搿燹爰安鍪五後、佥鬟绻挣泛备搿簸殁多姨瑗簇:盔篷拼缓乡锑羧辍剪敏舞⒊t】 彳琵 >

燹。纟铮段魏毋:辍锯￡锾貉丝萌、锤磊‘务次捋镢典势鸟2个 诼羰‘

繇舞

族繁
辂殁名琢 龛弼够碜 铭弥尾羧

镪级

铸箅绛

觞 豇铱 丁彩圹笠髟ΞΞ~s吐
髟铮 t络及 瓦缓数羧管笾瑷辚歹磋

缓羧 .磋瑶℃苈姨箨 巨锃荔
='

钅 豇万兑

瑗穆 弦 t手【:H∷ 笳兰廴 冒吾。
朝眵锣繇车羧孝钅耗搿钅昭.髟隹殇

Ii免楚锾瑗强
饣钅髦

△.絷琢夂爹钅孬求                .

;∶ 车菝招鼯簪求殁绐.廴缓展备。

扌‘兰“L蹯工弦: 亏抄 缓免旌 夂笏驺: 寻2乡 农铒券窀兰琵辍羟 臻色;豇 艮扯攵舞箩: 犭孑孓缎黟燹舍f豇产笄彩备  钅Ⅱ 嫒晃锣 犭扌锐饣铮孑H爱◇钅琨
戏获粪鲅五缸更皴 f粪貉￡笤亟缓酝:堆埂舞蠲彘簇为够勇琵哄'h貔弼溉动瑗￡狰业缵致争砸每蠲奄瑗躬够Ξ冱丘貔睇瑗箕瑶篦苴篮缓 :: 舀廴 毙貔
缈务锾貌互搿透菇赘-|备 ;锯殍摒缓 亏燹鬻多泵笤水搿殍豸砭燹饣扌莛多‘、缓丑馐 廴等疑。笄铝夂爱、设妊、缓岛薛努貉羯豸券狻事括缓殇'工能舞:缓锑
夂缓掰炙玄锾扔笈旌殄缓铮铭魏燹并嶷魏零殄强、滋窀管t燹 夂瑗殒狃强瑶穆锑琵势铙羧钅Ξ魏绻袈.  ·

轧:t1露瑗繇: f抄 段舞象宠羧夂笼舞: 刍驷 嶷备农魏黟殒缓貔絮躬置锯移互监瑗乙镢 (番 Σ狨~廴务簸: 传二强黟炱绨胎姘务缓税:毳玺躬瞥黏
笤五年宪 宵舞饣够7搿 笼◇

'免瑗廷粪眨ェ舞簇瑷魏络 f趸搬差後羧瑗业锈器:眵殛奢弼哀镫矮万兔税 .红东魏及黎整琨殳燹‘多: f卜 姒舞廴毙挠簇五穆
箨锲 乳贫挠豇'盂移羧瑗重魏: 诲蚤移鬻铮缓 苛敌舞幺强饬东瑚殍钅烫篦窀 9羧斜1瑗及喉 廴铮缓,鑫夂缓.眨 多,舞奄箨饣後 琨锣承锂衣繇羧妫锾筏羟羧
貔舞Ξ敛弦戌燕魏隹钌挽耱踽潼姘瑰挽笏锐燹缯磊貔霉哆锃 ,缓窀耗援 夂‘掇锯毙数琨兑锯锑f纟珞斑錾掇袈势奶锗亵。

3。Ξ饣蔽锊铮竿揍堑箕乡妤缓铮孑

)~1备挽铭狰矣彳锯骣秀智,缓 辂罕禽貉弘珞舞东吧铭弦乏狰,砑貉瑶钅 f石 各貉妫疑掾人羧盱t铮耱捷舞舞豸

钅饣留饪攵络妫雀垠

冉~:足 钅锤
尹

翔锼繇舞,白势彳够彩舅】缓皂亻彘牦狂砂饣衔y饣‘舟‘靼Ⅰ‘咖弼璐 百钝豸铮文狰。

艹三掇话艾狰发馅贫 弓Og燹:掇椽攵侔发各菇羧锇掇程止时蠲挽及羧箨久鑫务焦户转入皇搬篮盘基豇瑶变篮垒虫篮篮盘篮粪叟
更,括箨攵铮嶷瞰 铮钛人镣傩户名铬鳓 与挠摒人钰貉⋯致'石接燹旺饪及琨盘,以燹佥弼欺时鼬 饶饫招琢文侉发臀舞寞绝毙
毕时绍。牙繇宪毕后各投繇眵龌斜芟再屮每窗臼顸敢非税猊λ愎撬。焚纳铭捃攵狰发饣货时筋在变易貉畜辛拄蜣: “褒夕箝河
瑟”瑷瑟夥探文舞笈多费。橇瑟奋位磅严舞狻殍摇锈灾伴猊镌的锟行、碾户掇久招摒文仵笈每贫,否珥蓰开箨时辂冤猹变馋獬琢攵
狰嶷每货琵酉筠羧,导嶷投辂文侉披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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扌歹

黟鲫蕹貔鑫眨鼙鳜翳弼鞲簇五貔魏篮粝

龠弼搀旗串
≤畲弼绲号:舀歹弪蹈眵‰召G≥

发包人:阜蹈市簇东匠中小弼漉治瑗工程建设鬻瑗局

承龟夂:阜阳衤水蹋建筑安姨工筱/hL礴

签筻时蹈:二0一七年九用六艮

签定地点:阜蹈絮撅东区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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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蹈审鼹东区阜蒙新弼治瑗

盥瑗糠

旄I盔瑗舍Ⅱ书

委 托 人j 颖象区壹J)弼挽毙理ェ程建设管瑾羁

盥 瑗 入:廑徽省箪蹈市鍪垦水alj王援篷设盥理中心

签订时弼:    二o一鱼年九月二十¤

签订地熟     ~颞 东区浆务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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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蠲锣簇黧嚣甯狰蠲

阜掇东窜授掇 〔20V彡 1每0号

被审计萆锼:阜爹Ⅱ审移家区东饕局

窜计 顼 珥:簇寡区阜蒙新弼珞瑗工程竣王决算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