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金平县金水河三级水电站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项目
行业类别

输变电

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人）

广东水电云南投资金平电力

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金平县水务局

（金水保许﹝2019﹞2号）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准

机关、文号和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9年 3月 15日至 2019年 10月 28日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编

制单位
云南优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云南优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弥勒市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昆明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云南和立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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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及《云南省水利

厅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自主验收文件的通知》（云水保〔2017〕97号）的相关规定，

广东水电云南投资金平电力有限公司于 2020年 5月 8日在金平县

主持召开了金平县金水河三级水电站11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验收会议的有建设单位、水土保持监测

单位、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编制单位云南优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水土保持施工单位弥勒市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水土保持监

理单位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昆明有限公司、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报告编制单位云南和立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和

代表共 8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建设单位于 2019年 3月开始开展了金平县金水

河三级水电站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2020年 3 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云南和立环保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编制提交了《金平县金水河三级水电站 110千伏送出

线路工程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上述报告为此次验收提供

了重要的技术依据。建设单位和各参建单位对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

自查初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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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组及参会代表查看了工程现场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各参建单位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情况的汇

报。经质询、讨论和认真研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金平县金水河三级水电站11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项目位于云南

省红河州金平县境内，起于 110kV金水河三级升压站 110kV出线

间隔，止于 220kV金水河四级升压站 110kV进线间隔。线路全长

约 7.7km，全线均位于金平县境内。工程起点坐标为北纬

22°33′22.99″东经 103°4′22.07″，终点坐标为北纬 22°35′35.92″东经

103°7′58.04″，工程起点距离金水河镇人民政府直距 10.72km，工程

终点距离金水河镇人民政府直距 3.28km，距金平县城约 29.57km。

线路沿途周边乡村通道相对较多，交通相对较为方便。从野外踏勘

来看，工地运输 20km，人力运距约 0.5km。整修道路 3km。项目

建设区占地 0.292公顷，其中线路塔基区占地 0.04公顷，塔基临时

施工区占地 0.252公顷。

本项目基建期为 2019年 3 月 15日至 2019年 10月 28日，完

成总投资 844.58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30万元。

（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批复情况

2019 年 1 月，广东水电云南投资金平电力有限公司委托云南

优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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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工作。

2019 年 2 月，云南优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金平

县金水河三级水电站11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表》的编制工作。（报批稿）。

2019年 3月 14日，取得《金平县水务局关于准予金平县金水

河三级水电站11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

决定书》（金水保许﹝2019﹞2号）批复。

（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19年 3月 15日云南优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了金平

县金水河三级水电站11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根据监测组现场踏勘，结合采石场实际情况，最终确定本项目

布设的水土保持监测点为 2个，控制面积 0.292公顷，监测点分别

布设于线路塔基区 1个，塔基临时施工区 1个。全部为调查型及巡

查型。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水土流失六项防治指标分别

为扰动土地整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99%，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

到 99.99%，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2，拦渣率达到 99.99%，林草植

被恢复率达到 99.99%，林草覆盖率达到 86.30%，本工程六项指标

均已达到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及二级防治目标。

（四）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金平县金水河三级水电站11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项目实际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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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0.464公顷，其中项目建设区 0.292公顷，

直接影响区 0.172公顷。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批复的防治

责任范围相比减小 0.041公顷，其中项目建设区未变化，直接影响

区减小 0.041公顷。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防治措施。基本控制了项目区水土流失。实际完成措施为：线路塔

基区：覆土 198立方米；浆砌石截水沟 45米，临时防护网 220平

方米，编织袋袋装土临时挡护 121米，土工布临时覆盖 98平方米；

塔基临时施工区：覆土 278立方米；绿化面积 0.252公顷；编织袋

袋装土临时拦挡 177米，土工布临时覆盖 240平方米。

本工程新增水土保持投资结算总投资 16.88万元。其中工程措

施费用 0.14万元，植物措施费 1.89万元，临时措施费 4.01万元，

独立费用 10.64万元（其中水土保持监理费 0万元，水土保持监测

费 4.22万元），基本预备费 0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20万元。实

际完成总投资相对于方案减少了 1.68万元。

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及布局合理，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

实施，水土流失六项防治指标分别为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99%，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9.99%，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拦渣率

达到 99.99%，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86.30%，林草覆盖率达到

99.99%，均已达到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及二级防治目标。

（五）验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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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组认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

水土保持监测、监理等工作，手续完备；水土保持工程管理、设计、

施工、监理、财务等建档资料齐全；水土保持设施基本按照批复的

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建成，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符

合水土保持的要求；工程建设期间管理制度健全，较好的控制了工

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扰动土地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土壤

流失控制比、拦渣率、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等六项指标均

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措

施已得到落实，具备开展水土保持专项验收的条件。同意该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六）后续管护要求

验收组要求下阶段做好以下水土保持工作：

后期加强对主体工程区水土保持设施的维护，增强后期绿化的

植被抚育管理工作，避免因管理不当而影响植被的保存率。对裸露

区域进行绿化。

组长：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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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分 工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

称
签 字 备 注

组 长 唐圣斌
广东水电云南投资金平电

力有限公司
董事长 建设单位

副组长 邓柏旺
广东水电云南投资金平电

力有限公司
总经理 建设单位

成 员

张光能
云南红河电力设计有限公

司
工程师 主设单位

阮文阳
弥勒市电力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项目经理 施工单位

刘人通
云南优鑫环保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总经理

方案编制

单位

汪天龙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

询昆明有限公司
监理工程师 监理单位

晏鸿润
云南优鑫环保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经 理 监测单位

卢 玉
云南和立环保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项目经理

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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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签到表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

称
签 字 电 话

唐圣斌
广东水电云南投资金平电力

有限公司
董事长 13928907311

邓柏旺
广东水电云南投资金平电力

有限公司
总经理 15126368020

张光能 云南红河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师 15125257901

阮文阳
弥勒市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项目经理 13887327388

刘人通
云南优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总经理 18082956115

汪天龙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

昆明有限公司
监理工程师 13987650513

晏鸿润
云南优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经 理 15188091542

卢 玉
云南和立环保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工程师 13008619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