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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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金龙 110kV
输变电工程

行业

类别

输变电工

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毕节供电局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文

号及时间

大方县水土保持办公室 “方水保函[2016]7号”
2016年 2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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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7年 7月—2018年 11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贵州智盛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贵州长阳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贵州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湖南创业电力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贵州电力建设工程监理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

制单位
贵州长阳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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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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水利厅关于印发<

贵州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办法>的通知（黔水办〔2018〕19

号 ）》的规定，2018年 12月 19日，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供

电局主持召开大方金龙 110kV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会

议。参加会议的有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供电局、水土保持施工

单位、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以、验收资料编制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及特邀

专家，会议成立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组（名单附后）。

与会代表实地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相关技术资料，听取了水

土保持监测单位、施工单位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

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大方金龙 110kV输变电工程为新建输变电工程项目，建设内容

包括大方 110kV金龙变电站及π接线路，站址位于大方县大方镇龙

昌村龙昌坝，西北方向距离园区公路 250 米，北距贵毕高速公路约

400米，距离大方县中心约 5公里。线路途经龙昌坝（金龙变）、下

坝田、铜关口、长榜、黄家寨、马场坝，最后在良田坝附近与大牵线

进行π接。线路沿线有 x712县道及通村公路经过，交通条件良好。

本项目属新建输变电工程项目，总共占地 0.98hm2，线路总里程

20.88km，塔基 46基。项目总投资 666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3680万

元，项目于 2017年 7月开工，2018年 11月完工，建设工期 1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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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受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供电局委托，贵州智盛工程监理咨

询有限公司于 2016年 2月，编制完成了《大方金龙 110kV输变电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报批稿）， 2016年 2 月 24日，大方县水

土保持办公室以《关于大方金龙 110kV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

批复》（方水保函[2016]7号）文对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批复，批

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2.14hm2。

（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16年 12月，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供电局委托贵州长阳

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该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专

门成立了“大方金龙 110kV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对该项

目进行监测。根据相关技术规程规范，结合工程建设特点和实际建设

情况，本项目监测时段为 2017年 7月—2018年 11月，共 17个月。

监测小组于监测时段内分别对项目区实施了 4次全面调查，于 2018

年 12月编制完成《大方金龙 110kV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监测结果显示：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0.98hm2；

地表扰动区域面积 0.98hm2；单位面积土壤流失总量 4.59t/( hm2·a)；

经计算，项目建设区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59%，水土流失总治理

度达到 99.19%，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9，拦渣率 98%，林草植被恢

复率达到 99.19%，林草覆盖率达到 47.76%。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

均达到建设类一级标准。

（四）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第 4 页 共 6 页

2016年 12月，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供电局委托贵州长阳

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组织相关技术人员成立验收小组对本项目的

水土保持设施开展验收报告编制工作，验收小组通过工程施工资料及

监测资料结合项目建设现场复核后于 2018年 12月编制完成《大方金

龙 110kV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大方金龙 110kV输变电工程布局合理，水土保持措施质量总体

合格，合格率 99.70%，优良率 55.17%。各工程措施结构尺寸规则，

外表美观，质量符合设计要求，运行情况良好，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

的目的。林草覆盖率满足要求，改善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整体上已

具备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基本能够达到已批复的水土保持变更方案

的要求。

（五）验收结论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有关规定及技术规程的要

求，验收组及与会代表通过查阅技术资料，听取项目业主、施工单位、

监测单位、验收资料编制单位的汇报以及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的补

充说明，经质询，认为：大方金龙 110kV输变电工程建设单位贵州

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供电局对水土保持工作较为重视，基本执行了

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建设程序较为规范，开展了工程水土保持方

案编报、水土保持监理、监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经各参建单

位的共同努力，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基本完成方案设计的建设内容，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明显，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基本达标，并依法缴纳了

水土保持补偿费。业主的运行管理责任已落实，工程水土保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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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等资料基本齐全，基本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经讨论一致，

基本同意通过验收。

（六）后续管护要求

大方金龙 110kV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布局合理，效果显著，

但项目建设区水土保持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个别塔基

扰动后未治理，部分区域治理后未来得及恢复被雨水冲坏等。影响水

土保持防治功能。建设单位应加强工程措施的后期管护工作，落实经

常性的检查制度，对损坏的工程措施及时进行修补，确保工程措施能

长期稳定地发挥保持水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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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纪 要
项目议〔2018〕8 号

大方金龙 110kV 输变电工程等五个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会议纪要

2018 年 12 月 19 日，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供电局

项目管理中心书记张鸿在 3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五个基建工程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会议，贵州省水利厅监测站、毕

节市水保办、毕节供电局项目管理中心、东北电力设计院、

贵州长阳公司及工程参建单位参加本次会议，会议针对五个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充分讨论，具体

讨论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局投资建设的黔西牌庄 110kV 输变电工程、大方金龙

110kV 输变电工程、金沙新岚头 110kV 输变电工程、鹏程

110kV 输变电工程、织金电厂 220kV 送出线路工程 5 个项目

均已竣工投运，并委托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

院、贵州长阳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以上工程开展水土保

持设施竣工验收调查工作。



根据国家水利部门相关规定，为推进以上 5 个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工作，完善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备案手

续，特召开此次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会议。

二、项目水土保持设施执行情况

本次验收的五个工程从初步设计阶段，成立工程建设领

导小组，下属各单项工作的负责人具体负责工程建设的各项

工作，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把工程施工产生的影响控制到

最低限度。施工阶段和试运行阶段基本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

设施方案要求。

工程建设指挥部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具体规范工

程的施工进度、方式和工期等情况。按照工程的初步设计和

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要求，结合该工程的实际情况，施工

单位对输电线路塔基下永久占地进行了合理补偿，施工后对

临时占地及时清理了建筑垃圾并进行了生态恢复。

三、专家组意见

1、验收报告内应附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收据，且在验

收备案前完成报告内的签字签章；

2、如方案未设计碎石覆盖措施，验收报告工程措施不

应计列；

3、如水保方案为报告书，项目需补充水保监测总结报

告；

4、针对建设项目可研阶段与竣工阶段的水土保持设施



工程量变化，应根据《贵州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办

法》（黔水办[2018]19 号），进行“变更筛查”，并调查分析

前后数据变化的具体原因，将核实后数据作为验收调查报告

内数据，且验收调查单位对复核后数据真实性负责。

5、附图中塔基照片要标明具体位置，图签中不要出现

其他单位；

6、现场部分植被覆盖率不够的塔基，需要覆土绿化，

应选择多年生草种，确实发挥水土保持措施的长效机制。

三、验收结论

根据国家水利部门相关规定，为推进以上五个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工作，完善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备案手

续，会议结束后，由验收调查单位负责从专业技术层面把关，

积极与我局共同协作，根据专家组意见再次进行现场复核工

作，切实把验收工作中存在不足进行补充完善，整改完成后

进行验收备案报审工作。

附件：会议照片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供电局项目管理中心

2018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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