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会费收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办会经费主要来源于水利部、国家林业局、农业部和

北京林业大学的资助，以及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的收入。现行《中

国水土保持学会会费收取暂行办法》规定的会费收取标准偏低，滞后于市场

经济社会和学会事业发展的需要。民政部和中国科协曾反复强调，社会民间

团体应多渠道筹措办会经费，而且鼓励学会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有偿技

术服务与教育培训等，今后有偿服务和会费收入应逐步成为学会办会经费来

源的主渠道。 

交纳会费是个人会员、团体会员应尽的义务，是学会活动经费的主要来

源之一，对于学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按照民政部和中国科协对会

员会费管理的有关规定，作为学会应做到合理收费，严格管理，合理使用，

加强监管，杜绝以收取会费之名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取私利，保证会费来自会

员，用于会员，服务于会员。按照上级有关文件要求和学会章程规定，特制

定本暂行办法。 

一、会费收取范围 

（一）理事单位 

（二）团体会员 

（三）个人会员 

二、会费收取标准 

（一）理事单位 

由理事所在单位按每位理事每年交纳已交 1000元理事单位会费。 

（二）团体会员单位 

1.国家部（委、局）行政部门及直属单位，地方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

以及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每年交纳 1000元团体会员会费。 

2.经营性企事业单位和具有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甲级资格证书单位的团

体会员单位，每年交纳 5000元团体会员会费。 



（三）个人会员每人每年交纳 12元个人会员会费。 

三、会费收取方式 

（一）会费原则上按年交纳，每年第一季度交纳当年会费，也可一次性

交纳一届（5年）的会费。 

（二）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统一收取理事单位、团体会员会费，学会所属

各专业委员会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会费。 

（三）已成立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土保持学会的地区，个人会员会

费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土保持学会统一收取；未成立省（自治区、

直辖市）水土保持学会的地区，个人会员会费由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统一收取。 

四、会费使用管理 

学会收取的会费包括理事、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会费三种，按照以下范

围使用： 

（一）学会收取的理事会费、个人会员会费全部用于学会业务活动，主

要包括学术交流、科学普及、继续教育、科技考察、期刊建设、科技奖励、

学术年会等。 

（二）学会收取的经营性企事业单位和具有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甲级资格

证书单位的团体会员会费，80％由学会预防监督专业委员会支配使用，用于

从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资格证书管理工作经费；20％由学会支配使用，用于

学会业务活动。 

（三）在学会财务账户下设立预防监督专业委员会专门科目，专款专用，

单独核算。每年制定年度经费使用计划，上报年度经费使用总结。由学会秘

书处检查监督。 

（四）学会秘书处每年向常务理事会提交工作总结和经费使用情况报

告，接受常务理事会和审计部门的检查监督。 

五、本办法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审核，民政部核准，自 2011 年 1 月 5

日起执行。 

 



附件 2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 2014 年理事会费和团体会员会费交纳情况通报 

 

会费收入是学会开展活动的经费来源之一，为了保证学会工作的正常开

展，学会理事和团体会员应按照《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会费收取办法》交纳会

费。为了更好地开展会费收取和交纳工作，现将 2014 年学会理事和团体会

员交纳会费的情况汇报如下： 

    学会四届理事会共有理事 168名，除资助单位的理事外，应交纳理事会

费的理事为 140人，已交纳理事会费的理事 70名，会费收入 7.00万元，占

应交纳会费理事的 50%（附表 1），比去年提高了 5.7％；学会现有团体会员

单位 151个，应缴纳团体会费的会员单位 150个，已缴纳团体会费的团体会

员单位 133个，会费收入 62.60万元，占应交纳会费团体会员单位的 88.7 %

（附表 2），比去年提高 0.9％。 

 

 

附表 

1、2011-2015年第四届理事会理事交纳会费统计表 

2、2011-2015年团体会员交纳团体会员单位会费统计表 

 

 

 

 

 



表 1  

2011-2015 年第四届理事会理事交纳会费统计表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1 谢映霞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 刘国彬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3 蔡强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4 李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5 郑粉莉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已交 已交     

6 张兴昌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7 穆兴民 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8 谢永生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9 梁音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已交 已交     

10 文安邦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1 王涛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12 吕一河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已交 已交     

13 阎百兴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14 徐新文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5 郭索彦 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6 邰源临 水利部水土保持植物开发管理中心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7 宁堆虎 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8 曹文洪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9 左长清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利部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20 陈伟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21 张平仓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 已交 已交     

22 王晓 黄河水利委员会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已交 已交 已交   

23 刘斌 黄河水土保持西峰治理监督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24 李建牢 
黄河水土保持天水治理监督局 

（黄委会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已交 已交     

25 周泽福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6 王赞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27 谷明成 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          

28 马祖陆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29 陈宗伟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交通环保与安全研究中心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30 王福庆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31 胡续礼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32 陈文贵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处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33 汪习军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          

34 王文善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          

35 王健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36 郑新民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37 廖纯艳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38 徐航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39 马志尊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处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40 罗尖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41 潘迎珍 国家林业局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建设局          

42 余新晓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          

43 庞有祝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          

44 王百田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          

45 周梅 内蒙古农业大学生态环境学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46 张启昌 北华大学          

47 蒋志荣 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          

48 苏芳莉 沈阳农业大学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49 吴普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0 吴发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51 王进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52 何丙辉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53 文仕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54 杨新兵 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          

55 杨喜田 河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56 刘霞 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水保系          

57 曹明明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58 王曰鑫 山西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59 王卫东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60 王玉生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61 李凤 南昌工程学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62 刘宝元 北京师范大学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63 王兴奎 清华大学水利系          

64 陈菁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65 蔡崇法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66 雷廷武 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67 牛德奎 江西农业大学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          

68 黄炎和 福建农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69 蔡继清 山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70 田颖超 河南省水土保持监督监测总站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71 高峰 黑龙江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已交 已交     

72 张怀 河北省承德市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73 方少文 江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74 刘明义 吉林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75 郑国相 辽宁省水土保持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76 刘铁辉 陕西省水土保持勘探规划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77 朱兵 四川省水利厅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78 何春三 甘肃省水利厅 已交 已交     

79 尚桢 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80 张文捷 江西省水利厅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81 黄建波 福建省水利厅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82 苗光忠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83 年吉刚 吉林省水土保持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84 赵雨森 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85 尚梦平 山东省水利厅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86 张成文 辽宁省水土保持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87 张江汀 山西省水利厅   已交 已交 已交   

88 李文银 山西省水利厅          

89 康跃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 已交       

90 陈坚 云南省水利厅 已交 已交 已交   

91 张艳得 青海省水土保持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92 葛贻华 安徽省水利厅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93 白顺江 河北省水利厅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94 杨勇 贵州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 已交 已交 已交   

95 汤建熙 江苏省水利厅          

96 邓美荣 重庆市水利局          

97 王宪章 河南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          

98 曹泽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水土保持处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99 蔡庆 广东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00 吴遵雄 湖北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01 江影 浙江省水利厅水资源与水土保持处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02 卜崇德 宁夏水利厅水土保持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03 王德胜 湖南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          

104 俞孜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水土保持处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05 段淑怀 北京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06 吴红川 海南省水务厅          

107 扎西顿珠 西藏自治区水土保持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08 方天纵 天津市水务局水土保持处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09 张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已交       

110 杨森林 大连市水土保持办公室          

111 汤金伟 深圳市水务局水土保持处          

112 胡欣 上海市水务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13 邹国荣 厦门市水利局          

114 张代民 青岛市水利局          

115 崔鹏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16 贾泽祥 水利部黄委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已交 已交  

117 黄荣珍 南昌工程学院          

118 胡建忠 水利部水土保持植物开发管理中心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19 王治国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20 李智广 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21 赵廷宁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          

122 朱清科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          

123 王林和 内蒙古农业大学          

124 姜德文 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25 陈扬刚 四川省水土保持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26 王威 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127 金城 吉林省水土保持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28 潘树森 黑龙江省水利厅          

129 王明森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30 朱志勇 江西省水利厅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31 林捷 福建省水利厅水保处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32 刘利年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33 张鹏 山西省水利厅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34 李旭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 已交       



135 叶春梅 青海省水土保持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36 徐鑫龙 安徽省水利厅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37 罗瑞祥 云南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 已交 已交 已交   

138 孙发政 深圳市大自然生态园林技术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39 章梦涛 深圳市如茵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140 赵方莹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附表 2 

   2011-2015 年团体会员交纳团体会员单位会费统计表 

团体会员

证号 

甲级资格证

书证号 
单位名称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A12001 无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晋陕蒙接壤地区水土保持监

督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02 无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A12003 无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处、淮河流域水土

保持监测中心站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04 无 陕西省水土保持勘测规划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05 无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         

A12006 无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07 甲字第 035 号 黄河水利委员会西峰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08 无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09 无 青海省水土保持局         

A12010 甲字第 013 号 江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11 无 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12 无 南昌水专 南方水土保持研究会     已交 已交  

A12013 甲字第 052 号 黄河水利委员会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14 甲字第 020 号 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15 无 贵州省毕节市毕节地区水保办 已交 已交     

A12016 甲字第 034 号 黄河水利委员会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17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学生科协 —— —— —— —— —— 

A12018 甲字第 079 号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19 甲字第 127 号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20 无 广东省水保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21 甲字第 136 号 浙江广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22 无 辽宁省朝阳市水土保持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23 无 内蒙古和信源生态工程研发中心         

A12024 无 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25 无 山东烟台金山地质勘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26 甲字第 001 号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27 甲字第 002 号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西安规划

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28 甲字第 003 号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29 甲字第 004 号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30 甲字第 006 号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31 甲字第 007 号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32 甲字第 008 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33 甲字第 010 号 山西水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34 甲字第 011 号 黑龙江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35 甲字第 012 号 福建省水土保持试验站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36 甲字第 014 号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37 甲字第 015 号 陕西华正生态建设设计监理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38 甲字第 017 号 河南省兴达水保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39 甲字第 018 号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40 甲字第 019 号 河北环京水利水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41 甲字第 021 号 山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42 甲字第 022 号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43 甲字第 023 号 辽宁省水土保持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44 甲字第 024 号 吉林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45 甲字第 025 号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46 甲字第 026 号 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47 甲字第 027 号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48 甲字第 028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49 甲字第 029 号 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50 甲字第 030 号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51 甲字第 031 号 水利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52 甲字第 032 号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53 甲字第 033 号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54 甲字第 036 号 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55 甲字第 037 号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56 甲字第 038 号 松辽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57 甲字第 039 号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58 甲字第 040 号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59 甲字第 041 号 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60 甲字第 042 号 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61 甲字第 043 号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62 甲字第 044 号 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63 甲字第 045 号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64 甲字第 047 号 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65 甲字第 048 号 陕西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66 甲字第 049 号 甘肃绿华生态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67 甲字第 050 号 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68 甲字第 051 号 新疆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69 甲字第 053 号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70 甲字第 054 号 松辽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松辽水环境科学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71 甲字第 055 号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72 甲字第 056 号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73 甲字第 057 号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74 甲字第 058 号 
中煤科工集团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75 甲字第 059 号 河北省水利水电第二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76 甲字第 060 号 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77 甲字第 061 号 江苏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78 甲字第 062 号 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79 甲字第 063 号 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80 甲字第 064 号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81 甲字第 065 号 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82 甲字第 066 号 四川省电力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83 甲字第 067 号 云南秀川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84 甲字第 068 号 青海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85 甲字第 069 号 新疆兵团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86 甲字第 070 号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87 甲字第 071 号 江河水利水电咨询中心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88 甲字第 072 号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89 甲字第 073 号 山西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90 甲字第 074 号 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91 甲字第 075 号 甘肃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92 甲字第 080 号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93 甲字第 081 号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94 甲字第 082 号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95 甲字第 083 号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96 甲字第 084 号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97 甲字第 085 号 
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98 甲字第 087 号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099 甲字第 088 号 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00 甲字第 091 号 水利部水土保持植物开发管理中心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01 甲字第 092 号 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02 甲字第 095 号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03 甲字第 097 号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04 甲字第 098 号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05 甲字第 099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06 甲字第 102 号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07 甲字第 104 号 内蒙古电力勘测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08 甲字第 105 号 广西泰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09 甲字第 106 号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10 甲字第 108 号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11 甲字第 109 号 辽宁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12 甲字第 111 号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13 甲字第 112 号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工程有限公

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14 甲字第 114 号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15 甲字第 115 号 北京中交绿通科技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16 甲字第 116 号 北京水保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17 甲字第 117 号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18 甲字第 118 号 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19 甲字第 119 号 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20 甲字第 120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21 甲字第 121 号 山西大地复垦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22 甲字第 122 号 长安大学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23 甲字第 125 号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24 甲字第 126 号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25 甲字第 128 号 北京百灵天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26 甲字第 129 号 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27 甲字第 130 号 天津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28 甲字第 131 号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已交 已交     

A12129 甲字第 132 号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30 甲字第 133 号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31 甲字第 134 号 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32 甲字第 135 号 广西珠委南宁勘测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33 甲字第 137 号 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34 甲字第 138 号 新疆电力设计院 已交 已交    

A12135 甲字第 139 号 西藏自治区水利技术服务总站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36 甲字第 140 号 
内蒙古豁达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37 甲字第 141 号 安徽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38 甲字第 142 号 黑龙江农垦勘测设计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39 甲字第 143 号 成都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40 甲字第 144 号 贵州省水土保持技术咨询研究中心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41 甲字第 145 号 云南华禹水利水电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42 甲字第 146 号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43 甲字第 147 号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44 甲字第 148 号 广西交通科学研究院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45 甲字第 149 号 西南有色昆明勘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46 甲字第 150 号 云南润滇节水技术推广咨询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47 甲字第 151 号 北京华夏山川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已交 已交 已交 已交  

A12148 甲字第 005 号 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 —— —— 已交  

A12149 甲字第 009 号 北京北林丽景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 —— —— 已交  

A12150 甲字第 094 号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 —— —— 已交  

A12151 甲字第 096 号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 —— —— —— 已交 已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