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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

编号：

项目名称 液压缸总成及电控液压成套系统生产线项目

建设地点 点军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白马路

区域评估

情况

开发区名称：宜昌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关于宜昌高新区电子信

息产业园区

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审批机关、文号和时间：

宜高社管办发〔2018〕112号

水土保持

方案公开

情况

公开网站：www.mingjieen.cn

起止时间：2022年10月10日至2022年10月23日

公众意见接收和处理情况：无

生产

建设

单位

名 称：湖北智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MA49L3Y957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银河路118号百联慧谷A15-406

法人代表：谭清荣 联系电话：0717-6678616

授权经办人姓名：马聪 联系电话：13997662108

证件类型及号码：身份证：420525198503282417

水土保持

补偿费

项目征占地面积：0.83hm2

水土保持补偿费：8317.56m2×1.5元/m2=1.25万元（12476.34元）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4f5398aa3e016efc12607e5ece50f683&entry=2115


生产

建设

单位

承诺

内容

1.已经知晓并将认真履行水土保持各项法定义务。

2.所填写的信息真实、完整、准确；所提交的水土保持方案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要求。

3.严格执行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按照所提交的水土保持方案，落

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有效防治项目建设中的水土流失：项目投产使

用前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并报备。

4.依法依规按时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12476.34元。

5.积极配合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6.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相关管理规定，全面落实弃渣场相关防护措施。

7.自觉遵守生态环境保护各项规定。

8.愿意承担作出不实承诺或者未履行承诺的法律责任和失信责任。

9.其他需承诺的事项：

法人代表（签字）：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

部门

许可

决定

上述承诺以及提交的水土保持方案，材料完事、格式符合规定要求，

准予许可。

水行政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本表除编号、许可决定部分外，均由生产建设单位填写。

2.本表“公众意见接收和处理情况”因内容较多填写不下时，另附页填写。

3.本表“生产建设单位承诺内容”和“审批部门许可决定”不可分割，分割无效。

4.本表一式3份，生产建设单位、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审批部门）、监督检查部门

各执1份。



承诺制项目专家意见

项目名称 液压缸总成及电控液压成套系统生产线项目

建设单位 湖北智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方案编制单位 湖北碳峰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省级水土保持

专家库专家信息

姓 名：贺江华 联系方式：13972028147

单位名称：宜昌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证件类型和号码：420106197012195057

加入专家库时间及文号：2019/10/21，鄂水利函〔2019〕330号

专

家

审

核

意

见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 口合理 口基本合理 口不合理

防治责任范围和防治分区 口合理 口基本合理 口不合理

水土流失预测内容、方法和结论 口可行 口基本可行 口不可行

防治标准及防治目标 口合理 口基本合理 口不合理

措施体系及分区防治措施布设 口可行 口基本可行 口不可行

水土保持监测 口可行 口基本可行 口不可行

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口合理 口基本合理 口不合理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本专家意见可附于水土保持方案封面后第一页，或者单独与水土保持方案一并报送有关水行政主

管部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项 目 名 称： 液压缸总成及电控液压成套系统生产线项目

项 目 代 码： 2103-420504-04-01-628328

建 设 单 位： 湖北广巨合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中建

通 讯 地 址：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银河路118号百联慧谷A15-406

联 系 人： 马聪

电 话： 13997662108

报 送 时 间： 2022年10月24日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项目概况

位置 点军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白马路

建设内容

包括:建设生产车间、库房、综合办公楼及道路、绿化、消防设

施等，新建智能化液压缸总成及电控液压成套生产线及装备组

合生产线 5条
建设性质 新建 总投资（万元） 10120

土建投资（万元） 6072 占地面积
永久：0.83hm2

临时：0 hm2

动工时间 2022年 2月 完工时间 2022年 9月

土石方（万 m3）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方

0.93 0.93 0 0
取土（石、砂）场 无

弃土（石、渣）场 无

项目区概

况

涉及重点防治区情况 不涉及 地貌类型 丘陵区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450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500

项目选址水土保持评价
工程在占地类型、面积和占地性质等方面对水土保持并未

形成制约性因素，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预测水土流失总量（t） 27.78

防治责任范围（hm2） 0.83

防治标准

等级及目

标

防治标准等级 西南紫土区建设类一级标准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
渣土防护率（%） 95 表土保护率（%）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林草覆盖率（%） 27

水土保持

措施

工程措施 表土回覆 0.09万 m3，硬化层清除 60m³、雨水管网 350m

植物措施 绿化 0.23hm2

临时措施
临时苫盖 2500m2、临时排水沟 422m，临时沉沙池 2个、车

辆冲洗池一套

水土保持

投资估算

（万元）

工程措施 8.37 植物措施 41.40

临时措施 8.93 水土保持补偿费 1.25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0.99

水土保持监理费 3.50



设计费 3.50

总投资 76.65

编制单位 湖北碳峰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湖北智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及电话
曹玉龙 18071919502 法人代表及电话 谭清荣 0717-6678616

地址
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港城路

16号安旺九龙城 1009
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银河路

118号百联慧谷 A15-406
邮编 443000 邮编 443000

联系人及

电话
郑寒 18771382134 联系人及电话 马聪 13997662108

电子邮箱 2201451293@qq.com 电子邮箱 /

传真 / 传真 /



委托书

湖北碳峰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依据《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水利

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

保（2019）160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特委托贵公司承担《液

压缸总成及电控液压成套系统生产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编

制工作。

请据此尽快开展工作，其它有关事宜按双方签订的合同执行。

委托单位（盖章）：湖北智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 
登记备案项目代码：2103-420504-04-01-874508

 

项目名称： 液压缸总成及电控液压成套系统生产线项目 项目单位： 湖北智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点军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白马路 项目单位性质： 私营企业

建设性质： 新建 项目总投资： 10120万元

计划开工时间： 2021年06月

项目单位承诺：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占地面积12.48亩，总建筑面积
10000㎡，其中建设厂房面积9445㎡、
办公面积555㎡。主要建设内容：建设
生产车间、库房、综合办公楼及道路、
绿化、消防设施等，新建智能化液压缸
总成及电控液压成套生产线及装备组合
生产线5条。

1、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项目的填报信息真实、合法和完整。

2021-11-23注：请扫描二维码核验备案证的真实性。



湖北智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2021 宜昌市 0079196鄂

2021 10 14

\

电子信息产业园白马路

420504   003002   GB00091   W00000000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

工业用地

土地使用权面积:8317.56㎡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71年09月02日 止

土地使用权人:湖北智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宗地面积:8317.56㎡
土地使用权面积:8317.56㎡
土地权利性质:出让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陌
指示批注
本项目位置



2

2022年10月

图例

1#

1#

2#

在场地内侧布置临时排

水沟（30×30cm）、

沉砂池，雨水汇合后流

入沉砂池中

汇水出口



1 项目基本情况

液压缸总成及电控液压成套系统生产线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点

军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白马路，由湖北智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

位”）承建。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生产车间、库房、综合办公楼及道路、绿化、消防

设施等，新建智能化液压缸总成及电控液压成套生产线及装备组合生产线 5条。

本项目建设占地面积共计 0.83hm2，均为永久占地，项目进场时，场地以经

过五通一平，现场可以直接建设，无借方，无弃方。

本项目于 2022年 2月开工，计划于 2022年 9月完工，建设周期 8个月。

本项目总投资 1012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6072万元。

2. 拐点坐标

防治责任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

编号
X Y

拐点

编号
X Y

1 37518783.0707 3395680.2328 4 37518949.1344 3395693.2752
2 37518898.6160 3395732.0100 5 37518806.0206 3395629.1442
3 37518939.2006 3395715.9462 6 37518783.0707 3395680.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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