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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蒙自市差冲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 行业类别
水电枢

纽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人）
云南省蒙自市华光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改扩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蒙自市水务局

蒙水复〔2016〕34 号，2016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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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底至 2019 年 6 月初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

位
曲靖骏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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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齐星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中山市中利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告编制单位
贵州福佳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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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

22490-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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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文

件要求，云南省蒙自市华光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

在红河州蒙自市主持召开了蒙自市差冲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

的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会议。参加验收会议的有建设单位云南省

蒙自市华光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主体工程设计单位云南理能水利电

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红河州分公司、水土保持施工单位云南齐星建

工集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曲靖骏辰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监理单位中山市中利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

位云南优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

位贵州福佳生态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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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贵州福佳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编制提交了《蒙自市差冲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云南优鑫环保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编制提交了《蒙自市差冲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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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总结报告》，上述报告为此次验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汇报

以及关于方案编制、监理、监测、施工等单位的补充说明，形成验

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差冲电站位于蒙自市老寨乡差冲村附近，地理位置为东经

103°44'50″、北纬 23°19'40″，地处两州（红河、文山）三市（蒙自、

文山、屏边）的边缘结合部，距蒙自约 63km，距老寨乡 11km，已

有公路相通，对外交通较为方便。因电站已运行二十多年，公路可

直接进入厂区。本工程主要由首部枢纽区（取水坝、冲沙闸）、引

水渠道区（渠首节制闸、引水渠、挡水闸体）、压力前池区（冲沙

闸、取水闸室、泄水道、压力前池）、压力管道区和厂区枢纽区（主

副厂房、升压站、生活区、办公楼、仓库、尾水渠等）组成。本工

程于 2018年 6月初开工建设，2019年 6月底建设完工。工程完成

总投资为 933.61万元。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15 年 6 月，云南省蒙自市华光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委托云南

理能水利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进行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的

编制工作。于 2015年 8月编制完成《蒙自市差冲水电站增效扩容

改造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书》（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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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9月 10日，取得《红河州水利局、红河州财政局关于

蒙自市差冲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报告

的批复》（红水电〔2015〕25号）。

（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监测单位云南优鑫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 年 6 月开展

蒙自市差冲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于 2018

年 6 月--2019 年 10 月对本工程扰动地表情况、水土流失及防治情

况、措施运行效果等开展现场监测工作，共布设 5个水土保持监测

区 5个监测点位布设监测样方，收集工程资料及监测数据，5个水

土保持监测区分为：首部枢纽区、引水渠道区、压力前池区、厂区

枢纽区、施工场地区。通过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的实施，水土流失六

项防治指标分别为扰动的土地整治率达到 99%，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达 99%，土壤流失控制比达 1.04，拦渣率因未产生永久弃渣，故计

为达标，林草植被恢复率达 97%，林草覆盖率达 7.96%。本项目除

林草覆盖率未达到方案设定目标值外，其余均达到方案防治目标

值，未达到目标值的原因是：主体工程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多年，

其工程主要以永久占地为主，本次改造工程未对主体工程建设区域

进行大面积的开挖扰动，只对局部进行改造修复和清淤工程，实现

本次建设增效扩容的建设目的，因此造成了林草覆盖率未达标。建

议主体工程下一步进行优化设计，提高项目建设区的林草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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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工程建设区域的生态环境。

2019 年 11 月，监测人员汇总工程监测资料，编制完成《蒙自

市差冲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水土保持监测主要结论为：工程施工期间扰动地表面积控制在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施工中弃渣等严格利用，无永久弃渣产

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运行正常；植物措

施已落实，项目区林草植被覆盖率达到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实施的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及时到位并发挥了有效的水土保持作用，工程平

均土壤侵蚀强度为微度，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

（四）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蒙自市差冲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总面积为 1.19公顷，项目建设区为 1.16公顷，直接影响区 0.06

公顷。

本项目实际建设总占地面积 1.13公顷。其中：首部枢纽区 0.01

公顷，引水渠道区 0.52公顷，压力前池区 0.05公顷，压力管道区

0.05公顷，厂区枢纽区 0.45公顷，施工场地区 0.05公顷。

本项目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及工程量为：工程措施：首部

枢纽区修建挡墙 183米；引水渠道区护坡挡墙 160米，沉砂池 1座；

压力前池区浆砌石护坡 320 平方米；厂区枢纽区浆砌石护岸墙 50

米，挡土墙 80米，浆砌石排水沟 150米，砖砌排水沟 50米；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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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厂区枢纽区绿化面积 0.04 公顷；施工场地区绿化面积 0.05

公顷，覆土 150平方米，整地 0.05公顷，撒播狗牙根 4.5公斤，抚

育管理 0.05公顷；临时措施：首部枢纽区临时拦挡 15米，临时覆

盖 50平方米；引水渠道区临时拦挡 35米，临时覆盖 650平方米；

压力前池区临时覆盖 480平方米；施工场地区临时拦挡 80米，临

时覆盖 500平方米。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工程结算总投资为 30.50万元，工程措施投

资 0万元，植物措施费 0.30万元，临时工程费 1.42万元,独立费用

20.29万元（建设单位管理费 0.03万元，科研勘测设计费 0.10万元，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4.00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12.65万元，水土

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技术评估报告编制费 3.50 万元），基本预备费

0.66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1.31万元。2019 年 11 月，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贵州福佳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在现场经多

次复核工程量、收集资料后，编制完成《蒙自市差冲水电站增效扩

容改造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结论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

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工作，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

费，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

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措施布局全面可行；水土流失防治任务

完成，水土保持措施的设计、实施符合水土保持有关规范要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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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流失防治目标除林草覆盖率未达到方案设定目标值外，其余

均达到方案防治目标值，未达到目标值的原因是：主体工程建设完

成并投入使用多年，其工程主要以永久占地为主，本次改造工程未

对主体工程建设区域进行大面积的开挖扰动，只对局部进行改造修

复和清淤工程，实现本次建设增效扩容的建设目的，因此造成了林

草覆盖率未达标。建议主体工程下一步进行优化设计，提高项目建

设区的林草覆盖率，改善工程建设区域的生态环境。水土保持后续

管理、维护责任落实；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五）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了水土

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措施，基本完成了蒙自市水务局批复的防治任

务；建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质量合格，水土保持流失防治目标除林草

覆盖率未达到方案设定目标值外，其余均达到方案防治目标值，较

好地控制和减少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试运行期间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

的条件，同意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竣工验收。

（六）验收组要求建设单位做好以下工作：

1、根据实际情况，对于道路排水沟及时修复疏通尽快完善；

2、工程运行期间，加强对项目区植物措施的补植补种工作；

3、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长期



組∴長:卦軸

)両年(I月　∂日



三、蛤牧姐成員登字表

分工 �姓名 �単位 �恢各/聴称 �笠字 �各注 

錨ニ　ー長 �茹建光 �云南省蒙白市隼光屯乞 　工程有限公司 �企亜法人 �菰蛾」 �建設単位 

副組長 �楊豪会 �云南省蒙白市隼光屯各 　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負貴人 � �建設単位 そ> 

成員 ) 音 」 �葦碧宴 �云南壁能水利も力勘測 投打有限公司紅河州分 　公司 �公司鍾理 � �土岐単位 

肺涛涛 �云南京星建工集団有限 　公司 �項目姿埋 �佃淘埼 �施工単位 

高俊波 �曲靖竣辰科技有限責任 　公司 �息姿理 �窃綾源 �水上保持 方案編制 単位 

張保安 �中山市中利工程建設監 　理有限公司 �監理工程肺 �る」妬す �監理単位 

雪 余恒 �云南催金杯保科技有限 　責任公司 �並努息監 �ミ∴÷ �豊洲単位 

余息福 �貴州福住生本科技有限 　公司 �息姿埋 �そ清福 �没施蛤枚 報告編制 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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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敬答到表

姓名 �単位 �歌舞/ 聴称 �笠字 �屯垢 

募建光 �云南省蒙白市隼光屯 �企並法 �為薄れ �Iうり880出初 
各工程有限公司 �人 

楊豪会 �云南省蒙白市隼光屯 �公司負 �’癖 �l坤涙lo卵も 
乞工程有限公司 �貴人 

葦碧宴 �云南理能水利屯力勘 測段汁有限公司紅河 川分公司 �公司姿 理 �藷童> �層87わ00叫 

挿涛涛 �云南赤星建工集団有 �項目姿 �勿好物 �I十〇8700坤よ 
限公司 �理 

高俊波 �出端竣辰科技有限責 　任公司 �息姿理 �請後肢 �I来「70自坊主 

張保安 �中山市中利工程建設 �監理エ �る鮎牟 �∴二二十二二 
監理有限公司 �程肺 

余恒 �云南催金杯保科投石 �通分患 �省一均 �函O海神l 
限責任公司 �監 

余忠福 �貴州福住生窓科技有 　限公司 �息鐙理 �翻　臆.. �I申叫0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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