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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包括变电站和线路工程两部分组成，其中变电站位

于位于云南省泸西县旧城镇以北的路溪白村，属路溪白村用地，地理坐标为：北纬

24°38′54″，东经 103°39′32″，海拔为 1825-1829m，旧城至石林的公路在场地西侧由南向

北经过，路面为水泥路面，路宽 4.5米，作为进站道路引接公路；变电站主变压器最终

规模 3台 50MVA变压器，本期建成 50MVA主变压器 2台。电压等级为 110/35/10kV，

由主控楼、110kV配电装置、35kV配电装置、主变及 10kV配电装置及门卫室等组成；

线路工程位于红河州泸西县境内，包括 10条输电线路，共计总长 40.25km，总计新建铁

塔 111基，新建水泥杆 234基。

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总占地面积 6.44hm2，主要包括线路塔基区

（0.41hm2）、塔基施工临时场地区（1.12hm2）、牵张场区（0.12hm2）、跨越障碍施工临

时场地（0.02hm2）、施工临时道路区（3.49hm2）、临时表土堆场（0.22hm2）、变电站

（1.06hm2）七部分部分组成。

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由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负责组织建

设，工程于 2015年 11月开工建设，于 2017年 2月完工，项目总投资 7781.33万元，其

中土建投资 1221.92万元。

2013年 8月，红河州能源局以文件《红河州能源局关于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

工程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通知》（红能源电力〔2013〕73号）同意本项目开展前期工作。

建设单位于 2013 年 4月委托云南拓宇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完成了《泸西县 110千伏

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并于 2013年 12月 10日获得了红河

州水利局文件《红河州水利局关于准予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

行政许可决定书》（红水保〔2013〕66号）。

本工程的水土保持措施纳入主体工程统一实施，由主体工程施工单位大理西电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天星实业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建设。施工单位已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

方案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了各个防治分区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取得了较好的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水土保持监理纳入主体工程监理中，由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云南电力

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负责水土保持工程全过程的监理。经查阅监理资料，泸

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共划分为 5个单位工程，7个分部工程 943

个单元工程，均评定为合格工程，我公司对项目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进行了抽查，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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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主要为整个项目区中的水土保持设施，检查其工程外观质量、轮廓尺寸等。并且对

整个项目区的斜坡防护工程、防洪排导工程、和点片状植被工程进行重点抽查。共查勘

了 3个分部工程，外观质量均为合格，详见附件 5。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由云南

晨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监测单位于 2016年 9月入场对本项目进行水土保持监测。

并且于 2018年 8月提交了《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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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云南今禹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云南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红河供电局委托，承担了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工作，接到委托任务后，我公司成立了项目组，并于 2016年 9月~2018年 8月到工

程现场进行实地调查、查勘，对工程建设扰动区内的水土流失现状进行了全面的现场检

查，对主要工程进行了详查，并同参加外业调查工作的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

局以及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的领导和技术人员等进行了座谈，听取了云

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就有关工程建设情况、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的介绍，

在此基础上，深入工程现场察勘了整个项目区，检查了工程质量，并进行了公众调查。

查阅了施工监理资料、水土保持监测资料及有关工程档案资料，认真、仔细核实了各项

措施的工程量和质量，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状及水土保持措施效果

进行了实地踏勘。经认真分析研究，编写了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报告。

在验收报告编制工作过程中，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提供了良好的工作

条件并在技术上给予积极配合，红河州水利局水行政主管部门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

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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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项目概况

1.1.1地理位置

云南电网公司红河供电局建设的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位于红河州泸西县

境内。本工程起于已建的泸西县城东北面吾乃白村的 110kv吾者变电站，止于泸西县西

北旧城镇附近的 110KV金马变（新建）。泸西县～师宗县县级公路，泸西县～石林二级

公路、泸西县～金马镇、金马镇～旧城镇的乡村便道路可用，还有部分各村之间的连通

小道和机耕道路可用，交通条件好，具体位置详见交通位置图（附图 1）。

1.1.2主要技术指标

工程名称：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

建设地点：红河州泸西县

建设性质：新建建设类项目

建设内容：新建一个变电站及 10条输电线路，共计总长 40.25km，总计新建铁塔

111基，新建杆塔 234基。

建设规模：占地面积 6.44hm2，110kV双回输电线路。

建设工期：工程于 2015年 11月 25日开工建设，2017年 2月 24日竣工。

工程投资：项目总投资 7781.33万，其中土建投资为 1221.9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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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工程技术特性表

序号 项 目 技术特点

1 工程名称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

2 建设地点 红河州泸西县

3 建设单位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

4 工程施工单位 大理西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天星实业有限公司

5 监理单位 云南电力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6 建设性质 建设类项目

7 项目组成
塔基区、塔基施工场地区、牵张场区、跨越施工临时场地区、

临时施工道路区、临时表土堆场区、变电站区

8 工程等级 110kv

9 建设工期 总工期 15个月，即 2015年 11月 25日至 2017年 2月 24日

10 项目总投资 7781.33万

11 土建投资 1221.92万元

12 建设规模 占地面积 6.44hm2。

12 供水水源
本线路工程沿线均有饮用水源，且本线路工程施工用水和生活

用水需水量均较小。

13 供电方案 线路工程沿线均有村庄，可直接接入电源，作为施工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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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主要经济指标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

1 工程等级 110kv
2 建设地点 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

3 建设单位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

4 建设性质 输变电工程，建设类项目

5 项目组成
塔基区、塔基施工场地区、牵张场区、跨越施工临时场地区、临时

施工道路区、临时表土堆场区、变电站区

6 建设规模
占地 6.44hm2。110KV终期出

线 4回，本期出线 2回。

新建一个变电站及 10条输电线

路，共计总长 40.25km，总计新建

铁塔 111基，新建杆塔 234基。

7 建设工期 2015年 11月 25日-2017年 2月 24日，总工期 15个月。

8 塔基数量 共建设塔基 111基。

9 铁塔材料 铁塔全部为螺栓连接结构、所用钢材为 Q235及 Q345钢。

10 基础形式
全线铁塔采用斜柱式基础、掏挖式基础、人工挖孔灌注桩基础三种

基础型式

1.1.3项目投资

项目总投资 7781.33万，其中土建投资 1221.92万元，所有资金均为企业自筹。

1.1.4项目组成及布置

1.1.4.1项目组成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总占地面积 6.44hm2，主要包括塔基区、塔基施工

场地区、牵张场区、跨越施工临时场地区、临时施工道路区、临时表土堆场区、变电站

区 7部分组成。项目组成情况具体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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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项目组成情况表

项目组成 基本内容及概况
面积

（hm2）

泸西县 110千伏

金马输变电工程

变电站区

变电站建设内容包括站区围墙、站区道路、

电缆沟、操作小道、主控通信楼、110kV、35kV、
10kV配电室 220B-G1-3AIS1警传室等建筑物以

及站内外公排水系统。

1.06

线路塔基区

线路工程位于红河州泸西县境内，包括 10
条输电线路，共计总长 40.25km，总计新建铁塔

111基，新建杆塔 234基。

0.41

塔基临时施工场

地区

塔基施工临时场地主要是塔基施工材料堆

放和混凝土搅拌场地，共设置 111处塔基施工临

时场地。

1.12

牵张场

导线采用张力牵引放线，以防止导线磨损，

每回线路都要设置张力场和牵引场（即牵张场）。

牵张场的布置情况为每 5～7km 设置一处，或控

制在塔位不超过 16基的线路范围内。本工程沿

线预计设置 6处牵张场，每处牵张场占地 200m2，

共计临时占地 0.12hm2，牵张场选择地形平缓的

场地。

0.12

跨越障碍施工临

时场地区

本工程沿线穿越 220kV 线路 1 次，跨越

110kV线路 1次，跨越 35kV线路 4次，共计临

时跨越障碍物 6次，在放线施工时须搭建临时设

施跨越这些障碍，搭建临时设施需要占用一定地

表，确定每处跨越障碍物占地面积为 40m2，共

占地 0.02hm2。

0.02

临时施工道路区

工程沿线牵张场区域均考虑布置在交通条

件较好的区域，大型设备运输时，其中 5个牵张

场区域可利用既有的乡村道路或其它运输道路，

1个牵张场区域需要修建临时进场道路，进场道

路路面宽 6m。

3.49

临时表土堆场

在线路塔基区、牵张场、塔基施工临时场

地、跨越障碍施工临时场地等需表土剥离区域附

近选择合适地点设置表土临时堆放场地，共计

112处，每处面积约 20～30m2，用于临时堆放剥

离表土，面积为 0.22hm2。

0.22

小计 6.44

1.1.4.2项目布置

一、变电站工程

（一）平面布置

站址 110kV配电装置采用户外普通设备，普通中型布置，位于变电站东侧，向东向

出线；主变压器户外布置，位于站内中心处，相互之间保持防火距离；主控制室、35kV、

10kV配电装置室同一栋两层建筑，一层为 10kV配电装置，二层为 35kV配电装置及主

控室。35kV采用电缆引接至构架出线，从东北及西北方向出线。35kV、10kV出线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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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缆引接至构架出线，10kV出线构架采用双回路塔出线，在站内西北方向预留 8回。

10kV电容器组布置于变电站西侧；警传室布置于综合楼西侧。

（二）竖向布置

考虑所区以外有道路的引接，且所址场地汇水面积不大，变电所场地按一平坡式布

置（无分台），东西向按 1%放坡，后期场地标高为 1826m。

二、配套线路工程

（1）110kV吾（者变）～金（马变）I、II 回输电线路工程

110kV吾金Ⅰ、Ⅱ回线从 220kV 吾者变东南方向出线后跨过 110kV吾为Ⅰ、Ⅱ回

线向西北方向走线，在吾乃白村东侧山洼处钻过 220kV吾青线、吾丹线同塔双回线路，

接着跨越 35kV太白线（该段在泸西县工业园区内走线，线路所用通道为泸西县政府组

织各部门到现场实地勘察为本工程线路所提供的专用通道），经大小兴安村中部至亩机

冲；线路左转避开卫民和桃园两个回族村，经大宗山、凹凸山、新坝、龙花山至大坝坡

顶南侧稻田线路左转跨越 35kV太跃线和 35kV泸旧 T阿线，最终进入金马变。线路全

长 21.31km。

（2）35kV太跃线、35kV金旧线和 35kV泸旧 T阿线工程

35kV太跃线、35kV金旧线和 35kV泸旧 T阿线工程起止点：起于 110KV金马变电

站，分别止于 35kV太跃线 N42和 N52号水泥杆、35kV旧城变和 35kV泸旧 T阿线 N10

号水泥杆。线路路径全长约 6.76km，单双回混合架设。

（3）10kV改接青禾线、新哨线、煤区线、乡政府线和大矣白线工程

10kV改接青禾线、新哨线、煤区线、乡政府线和大矣白线工程起止点：起于 110KV

金马变电站，分别止于小白乐坝村附近 10kV青禾线、新哨村附近、土地冲附近、旧城

附近接入 10kV 乡政府线和变电站附近接入 10kV 青禾线。线路长度：新建线路长约

12.17km。

1.1.5施工组织及工期

1.1.5.1主体工程参建单位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于 2015年 11月 25日开工建设，于 2017年 2月 24

日竣工；主体工程参见单位详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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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主体工程参建单位一览表

工作内容名称 参加单位 备注

建设单位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 负责组织工程建设及管理

主设单位 云南银塔送变电设计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设计

水保方案编制单

位
云南拓宇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负责工程建设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

研究报告书的编制

施工单位
大理西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线路部分） 负责土建、设备安装及水土保持工程

施工云南天星实业有限公司（变电站部分）

监理单位 云南电力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工程建设全过程监理

水土保持监测单

位
云南晨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工程水土保持监测

验收单位 云南今禹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负责验收报告编制工作

1.1.5.2施工材料

1、供水、供电

变电站工程拟选择 T接站址附近 10kV线路作为施工电源。线路工程沿线均有村庄，

可直接接入电源，作为施工用电；其他距离电源较远塔基，采用发电机发电。施工用水

通过施工场地附近的溪流或河沟取水，交通方便的地方用机动车运送，交通不便的地方

采用人抬、马驮等方式运送至施工场地。

2、施工材料

施工所需砂、石等建筑材料就近向合法的砂石料场购买，其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在供

应合同中明确由卖方负责。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就近向合法的正规销售处购买，其水

土流失防治责任在供应合同中明确由卖方负责。

3、材料堆放

为了便于调度和保管施工材料，特别是妥善保管好导线、地线等主材，以防丢失和

损坏。工程项目部和材料站设置在离线路较近的村、镇，本工程考虑租用现有场地，进

行存放和保管。该区不涉及征占地和防治责任问题。

1.1.5.3施工场地布置

线路工程由于施工场地分散且施工时间短，施工人员就近在附近村镇住宿，不再另

外搭建施工生活区。

1.1.5.4项目设计施工进度安排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方案设计本工程工期 12个月，计划于 2014年 12月开工建设，

2015年 11月底建成并投入运营，具体施工进度安排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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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项目实际施工进度安排

本项目于 2015年 11月 25日开工，2017年 2月 24日竣工。输电线路的施工准备期

2个月，主要内容为线路复测和施工临时道路定线；基础施工期为 5个月，主要完成基

坑开挖、混凝土浇筑等；塔杆组立 5个月；架线和附件安装 4个月。具体施工进度安排

见表 1-6。

表 1-5 方案设计项目施工进度表

施工期 2014年 12月至 2015年 11月

实施阶段
12
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前期工作

塔位复测、施工便道清

理

基础施工

变电站设备安装

铁塔施工

架线及附件安装

表 1-6 项目实际施工进度表

工程组成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准备工作

基础施工

护壁、挡墙

截排水

杆塔组立

架线及附件安装



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云南今禹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3

1.1.6土石方情况

1.1.6.1水保方案设计弃土、弃渣及处置情况

方案设计本项目共产生土石方挖方 26142m3（其中剥离表土 2157m3，基础土方开挖

23985m3），回填方 23985m3，产生临时弃方 2157m3（全部为剥离表土，剥离表土临时

堆放 2157m3），工程所产生的临时弃方堆存于临时堆放场地内，待工程施工完后用于后

期绿化覆土。具体见表 1-7。



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云南今禹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4

表 1-7 水保方案设计土石方情况表 单位：m³

序号 分 区
挖方

回填
调入方 调出方 外借方 弃方

土方开挖 剥离表土 小计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1
线路塔基

区

基础坑、基面

等开挖
2468 920 3388 2468 920 临时堆存于

表土堆场内

2 接地沟槽开

挖
5376 5376 5376

3 塔基施工临时场地 2650 780 3430 2650 780 临时堆存于

表土堆场内

4 牵张场 730 320 1050 730 320 临时堆存于

表土堆场内

5 跨越障碍施工临时场地 289 37 326 289 37 临时堆存于

表土堆场内

6 临时道路区 6842 6842 6842
7 变电站区 5630 100 5730 5630 100

合 计 23985 2157 26142 23985 2157
注：①表格中土石方全部为自然方；

②开挖+调出+外借=回填+调入+弃方；
③牵张场、跨越施工场地基本不产生土石方；
④表土临时堆放不计入土石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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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工程实际产生弃土、弃渣及处置情况

经查阅建设单位提供施工资料统计，结合监测记录情况，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

电工程产生土石方开挖 25546m3（其中平整及其基础开挖 23389m3，表土剥离 2057m3），

土石方回填利用 25546m3（直接回填 23389m3，绿化覆土 2057m3），无弃渣产生。详见

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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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实际土石方情况表 单位：m³

序号 分 区
挖方

回填
调入方 调出方 外借方 弃方

土方开挖 剥离表土 小计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1
线路塔基区

基础坑、基面等开挖 2188 920 3108 2188 920 临时堆存于表土堆场内

2 接地沟槽开挖 5376 5376 5376

3 塔基施工临时场地 2650 780 3430 2650 780 临时堆存于表土堆场内

4 牵张场 730 320 1050 730 320 临时堆存于表土堆场内

5 跨越障碍施工临时场地 289 37 326 289 37 临时堆存于表土堆场内

6 临时道路区 6637 6637 6637

7 变电站区 5519 5619 5519

合 计 23389 2057 25546 23389 2057
注：①表格中土石方全部为自然方；

②开挖+调出+外借=回填+调入+弃方；
③牵张场、跨越施工场地基本不产生土石方；
④表土临时堆放不计入土石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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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工程建设土石方变更情况

①变更情况

项目实际土石方情况较之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开挖量减少 596m³，表土剥离量减少

100m³，填方量减少 696m³。具体见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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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土石方变化情况表 单位：m³

项目名称

方案设计 实际情况 与方案对比变更情况

挖方/表
土剥离

回填/绿
化覆土

调运
挖方/表
土剥离

回填/绿
化覆土

调运
挖方/表
土剥离

回填/绿
化覆土

调运

项目区

线路塔基

区
8764 8764 / 8764 8764 / -211 -211 /

塔基施工

场地区
3430 3430 / 3430 3430 / /

牵张场区 1050 1050 / 1050 1050 / / / /
跨越施工

场地区
326 326 / 326 326 / / / /

临时道路

区
6842 6842 / 6637 6637 / -205 -205 /

变电站区 5730 5730 / 5519 5519 / -280 -280

合计 26142 26142 / 25446 25446 / -696 -6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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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变更原因分析：

1、建设单位于变电站周边布设浆砌石排水沟导致变电站区土石方开挖增加；

变电站内部采取碎石铺垫及建筑物覆盖，不涉及绿化，导致变电站区表土剥离量

减少。

2、临时施工道路区部分道路用时比较短，直接采取撒草绿化措施，导致临

时排水沟量减少，土方开挖量减少。

1.1.7征占地情况

工程建设占用土地 6.44hm2，其中永久占地 1.47hm2（占用林地 0.13hm2、草

地 0.03hm2、梯坪地 1.10hm2、坡耕地 0.09hm2、交通运输用地 0.02hm2，其它土

地 0.10hm2），临时用地 4.97hm2（占用林地 0.52hm2、草地 1.65hm2、坡耕地 0.49hm2、

其它土地 2.31hm2）。

表 1-10 项目占地情况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林

地

草

地

梯坪

地

坡耕

地

交通运输用

地

其它土

地

合

计

一 永久用地 0.13 0.03 1.10 0.09 0.02 0.10 1.47
1 变电站区 1.06 1.06
2 线路塔基区 0.13 0.03 0.04 0.09 0.02 0.10 0.41
二 临时用地 0.52 1.65 0.00 0.49 0.00 2.31 4.97
1 塔基临时施工场地区 0.12 0.47 0.37 0.16 1.12
2 牵张场区 0.08 0.03 0.01 0.12

3
跨越障碍施工临时场

地区
0.01 0.01 0.02

4 施工临时道路区 0.32 0.98 0.12 2.07 3.49
5 临时表土堆场 0.16 0.06 0.22

合计 0.65 1.68 1.10 0.58 0.02 2.41 6.44

1.1.8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情况

根据项目建设区域占地情况，项目区沿线不占用居民房屋等，因此，本项目

建设不存在移民规划用地等问题。

1.2项目区概况

1.2.1自然条件

1.2.1.1地形地貌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变电站位于云南省泸西县旧城镇以北的路溪白村，场地

开阔、地势平坦，旧城至石林的公路在场地西侧由南向北经过。现场地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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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为 1825-1829m，场地以缓坡地形为主，呈阶梯状自东向西走低，场地内最

大高差 4m，属一缓坡平坦地貌。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线路沿线海拔为 1804~1876m，地形起伏一

般，主要为一般山地、丘陵和平地，一般山地 25%，丘陵 40%，平地 20%，泥

沼 15%。沿线植被发育一般，多为松树、桉树及杂木,主要集中在吾者变—大无

浪、木夺东侧、小白乐东侧等处。属中-低山地貌。

1.2.1.2地质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变电站场地地形平坦开阔，场地及附近无活动断裂通

过。场地土主要为粉质粘土、粉质粘土混角砾层下部为全风化、强风化玄武岩、

泥岩，部分地段为灰岩。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线路地形以山地为主，沿线地形起伏较一

般，沿线山地层岩性主要为石灰岩（P1）浅灰白、浅灰色，硬质岩石，单斜构造，

零星分布有砂岩、泥岩。

1.2.1.3地震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国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

（GB18306—2015），项目区地震动峰加速度为 0.15g，地震动参数反应谱特征周

期为 0.45s，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根据《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SL203－

97）规定，项目区工程抗震设计烈度为Ⅷ度。

1.2.1.4气象

根据泸西县气象站资料，泸西县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特点干湿分明，

冬干夏雨，雨热同季，四季不明显，年温差小、日温差大，雨量集中，时空分布

不均，立体气候明显。年平均气温 15.1℃，极端最高气温 34.1℃，极端最低气温

-11.3℃，年平均日照时数 2112h，年有效积温 4250℃以上；多年平均降雨为

932.5mm，降雨集中在 6~9月，占全年降雨量的 84.3%左右。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全县降水的分布规律是南部大，西部小，高山区大，河谷区和半山区小。多年平

均蒸发量 1676.7mm，年平均相对湿度 75%；主导风向为西南风，年平均风速

2.8m/s，多年平均最大风速 15.8m/s，大风日数 15d；无霜期 272.7d以上。

根据泸西县气象水文资料显示，项目区 20年一遇 1h设计最大暴雨量为

59.81mm，6h设计最大暴雨量为 92.60mm，24h设计最大暴雨量为 117mm。

1.2.1.5河流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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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主体工程资料及现场实地踏勘情况分析，所址海拔为 1825m～1829m，

最终场地标高为 1826m，场区无行洪区，不受洪水的威胁。

线路沿线海拔为 1804~1872m，最大高差为 68m，路径区域主要河流为金马

河，金马河最大径流量为 70m3/s，最小径流量为 12m3/s，其年过流量最大 17763

万 m3，最小 6969万 m3，地下水主要为基岩裂隙水和松散岩类及土壤孔隙水，

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和少量地表水渗透补给，水质一般，路径受地形的限制，地下

水影响不一，一般山地和丘陵地形，地下水埋深较大，所以地下水水位及水质对

杆塔位基础及基坑开挖无影响。在平地地段地下水位埋深较浅，水位可能对塔基

基础开挖有影响。项目区属珠江流域南盘江水系。

1.2.1.6土壤植被

一、土壤

泸西县土壤主要为赤红壤、红壤、黄棕壤以及红色石灰土、冲积土。

根据线路沿线的海拔标高 1804~1876m，项目区地带性土壤主要为红壤和棕

壤为主。

二、植被

泸西县共有植物品种资源 2210种。其中：林木树种 299种；果木经济树种

205种；花卉品种 405种；野生牧草 341种；药材植物品种 344种。林木树种 299

种，主要林木树种有 35科，116种。其中用材林优势树种有云南松、华山松、

杉松、云南油杉、桤木、圆柏、扁柏、旱冬瓜、栎类等树种。珍惜用材木有云南

红豆杉（苦桃）、香樟木、红椿木、黄秧木等树种。据 2007年统计，全县共完成

营造生态林 14.3 万亩,封山育林 14.9518 万亩，国家重点公益林保护工程 46.53

万亩。封山育林和灌木林造林力度加大，阔叶林、混交林、乡土树种造林比重明

显增加，树种、林种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造林树种单一的局面有所缓解。森林

覆盖率为 29.8%。

据现场调查，项目区植被类型为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主要植被有桉树、云南

松、华山松、旱冬瓜、圣诞树、杂灌、旱茅等。

1.2.1.7社会经济概况

泸西县全县总面积 1645km2，其中坝区占总面积的 17.6％，山丘、丘陵占总

面积的 82.4％。全县辖 5镇 3乡。2016年末全县总人口 40.86万人，县内有汉族、

彝族、哈尼族、回族、傣族、苗族等 10 多种民族。县内农业人口 36.7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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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业人口 4.14万人。2016年全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54.08亿元，比 2011年增

长 15.2%，其中：工业总产值 12.14亿元，农业总产值 22.46亿元；财政收入 9.79

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5.07亿元。；农业方面以粮食、烤烟、甘蔗、蔬菜

等生产为主。

1.2.2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依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及全国水土流失类型区的

划分，项目区属于西南土石山区，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水土流失允许

值 500t/km2.a。

根据办水保〔2012〕512号文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区划（试行）》的通

知，项目区域泸西县属于西南岩溶区（云贵高原区）（Ⅶ-1-2tx）。

根据办水保〔2013〕188号文“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和云南省水利厅公告第49号公告

文“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项目

所在区域泸西县被划为“滇东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根据《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 50434-2008），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

建设类项目Ⅰ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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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主体工程设计

建设单位委托云南银塔送变电设计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完成《泸西县 110千伏

金马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且于 2013年 9月 6日取得《关于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的批复》（云电计〔2013〕411号）。2013年 8月

19日，红河州能源局以文件《红河州能源局关于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

程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通知》（红能源电力〔2013〕73号）同意本项目开展前期

工作。同年建设单位委托云南银塔送变电设计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完成本项目主体

工程设计。

2.2水土保持方案

2013年 4月，项目建设单位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委托云南拓

宇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报批稿），并取得了红河州水利局文件《红河州水利局

关于准予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书》（红

水保〔2013〕66号）。

2.3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实际建设基本按照主体工程设计和水保方

案设计施工，基本没有发生变更，根据“办水保许〔2016〕65 号”有关规定，不

需要进行水土保持方案变更设计。

2.4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施工纳入主体工程同时实施，水土

保持工程施工图设计纳入了主体工程设计中，由云南银塔送变电设计有限公司有

限公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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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情况

根据红河州水利局文件“红水保〔2013〕66 号”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

研究报告书，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10.70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6.44hm2，直接影响区 4.26hm2。

表 3-1 水保方案确定防治责任范围表

防治区域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小计

线路塔基区 0.41 0.11 0.52

塔基临时施工场地区 1.12 0.14 1.26

牵张场区 0.12 0.06 0.18

跨越障碍施工临时场地区 0.02 0.02 0.04

施工临时道路 3.49 3.75 7.24

临时表土堆场 0.22 0.10 0.32

变电站 1.06 0.08 1.14

合计 6.44 4.26 10.70

3.1.2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范围

根据现场踏勘量测，结合建设单位提供的征占地资料，工程建设实际发生水

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0.70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6.44hm2，直接影响区 4.26hm2。

表 3-2 实际发生防治责任范围表

防治区域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小计

线路塔基区 0.41 0.11 0.52

塔基临时施工场地区 1.12 0.14 1.26

牵张场区 0.12 0.06 0.18

跨越障碍施工临时场地区 0.02 0.02 0.04

施工临时道路 3.49 3.75 7.24

临时表土堆场 0.22 0.10 0.32

变电站 1.06 0.08 1.14

合计 6.44 4.26 10.70

3.1.4水土流失防治范围变化情况及原因

根据现场踏勘量测，结合建设单位提供的征占地资料及《红河州水利局关于

准予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书》红水保

〔2013〕66号批文，项目实际防治责任范围与设计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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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水土流失控制情况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总占地面积为 6.44hm2，主要由变电站及配

套线路工程组成。经过工程措施及其植物措施综合治理后各扰动地表区域水土保

持防治效果如下：

一、塔基区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线路工程位于红河州泸西县境内，包括 10

条输电线路，共计总长 40.25km，总计新建铁塔 111基，新建杆塔 234基。该区

修有完善的排水设施、拦挡措施，水土流失得到较好治理，区域水土流失主要为

微度的面蚀。

塔基区现状

二、塔基施工临时场地区

塔基施工临时占地为塔基区附近的临时施工场地，用于进行塔材堆放，搅拌

混凝土材料、工具堆放等以及进行施工作业的场地。塔基施工场地设置原则为：

在每一个塔基周边设置一个施工场地。部分塔基施工场地部分布设于坡耕地和梯

平地的已经实施复耕，其余施工场地已经实施植被恢复措施，水土流失得到较好

治理，区域水土流失主要为微度的面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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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基施工场地水土流失治理情况

三、牵张场、跨越施工场地区

本项目导线采用张力牵引放线，以防止导线磨损，每回线路都要设置张力场

和牵引场（即牵张场）。牵张场的布置情况为每 5～7km设置一处，或控制在塔

位不超过 16基的线路范围内。本工程沿线预计设置 6处牵张场，每处牵张场占

地 200m2，共计临时占地 0.12hm2，牵张场选择地形平缓的场地。工程沿线穿越

220KV线路 1次，跨越 110KV线路 1次，跨越 35KV线路 4次，共计临时跨越

障碍物 6次，在放线施工时须搭建临时设施跨越这些障碍，搭建临时设施需要占

用一定地表，确定每处跨越障碍物占地面积为 40m2，共占地 0.02hm2。目前已经

实施绿化和复耕进行治理，主要栽植灌木及草本植物绿化，植被已基本郁闭，能

正常发挥其水土保持功能，区域水土流失主要为微度的面蚀。

四、变电站区

变电站工程位于云南省泸西县旧城镇以北的路溪白村，属路溪白村用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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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坐标为：北纬 24°38′54″，东经 103°39′32″，海拔为 1825-1829m，旧城至石林

的公路在场地西侧由南向北经过，路面为水泥路面，路宽 4.5米；变电站建设内

容包括站区围墙、站区道路、电缆沟、操作小道、主控通信楼、110kV、35kV、

10kV配电室 220B-G1-3AIS1警传室等建筑物以及站内外公排水系统。目前该区

大部分区域已被建筑物覆盖及其硬化，修有完善的排水设施，区域已不存在裸露

面，区域水土流失主要为微度的面蚀。

3.2弃渣场设置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生土石方开挖 25446m3（其中平整及其基础

开挖 23389m3，表土剥离 2057m3），土石方回填利用 25446m3（直接回填 23389m3，

绿化覆土 2057m3），无弃渣产生。因此没有布设弃渣场。弃渣合理利用，不布

设弃渣场，不进行二次扰动利于水土保持。

3.3取土场设置

本项目实际生土石方开挖 25446m3（其中平整及其基础开挖 23389m3，表土

剥离 2057m3），土石方回填利用 25446m3（直接回填 23389m3，绿化覆土 2057m3），

开挖的土石方和剥离的表土满足本项目自身回填和绿化覆土，不需要取土。

3.4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4.1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情况

一、水土保持措施体系

在临时表土堆放场等“点”状位置，以工程措施为先导，土地整治措施和植物

措施相结合，通过建立综合的防治措施体系使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在场内道

路区等“线”状位置，应以工程措施为主，使沿线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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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施工作业“面”上，应以土地整治工程和植物措施相结合，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改善施工区生态环境。

二、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局

根据红河州水利局文件“红水保〔2013〕66 号”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

研究报告书，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总图布局见表 3-4。

表 3-4 方案设计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局体系表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体系

项目建设区

塔基区

工程措施 截排水沟、浆砌石排水沟、表土剥离

植物措施 灌草绿化

临时措施 临时防护网、临时拦挡

塔基施工场地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复耕

植物措施 灌草绿化

临时措施 临时拦挡

牵张场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植物措施 灌草绿化

临时措施 临时拦挡、临时排水沟

跨越施工场地区

工程措施 复耕、表土剥离

植物措施 灌草绿化

临时措施 临时拦挡、临时排水沟

临时表土堆场区
植物措施 灌草绿化

临时措施 临时拦挡

临时施工道路区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变电站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沉砂池、临时拦挡

3.4.2实际实施情况

一、水土保持措施体系

项目区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总的指导思想：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永久性防护

措施和临时措施有机结合起来，点、线、面水土流失防治相互辅佐，充分发挥工

程措施的控制性和时效性，保证在短期内遏制或减少水土流失，利用水保林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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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整治措施蓄水保土，保护新生地表，实现水土流失彻底防治。具体为：塔基

区实施工程护坡和浆砌石挡墙，使开挖面产生的水土流失在“点”上集中拦蓄；塔

基区浆砌石排水沟，塔基实施植被恢复，同时使水土流失在“线”上有效控制，减

少地表径流冲刷，同时进行土地整治，即进行土地的平整、改造、修复、种植林

草，形成“面”的防治。这样通过点、线、面防治措施的有机结合、相互作用，形

成立体的综合防治体系，达到保护地表、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

二、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局

根据现场踏勘，本项目实际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如表 3-7所示。

表 3-5 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局体系表

序号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备注

1 塔基区

浆砌石截排水沟 主体设计

表土剥离 方案设计

浆砌石挡墙 主体设计

复耕 实际实施

灌草绿化 方案设计

临时防护网 方案设计

临时拦挡 方案设计

2 塔基施工场地区

表土剥离 方案设计

复耕 方案设计

临时拦挡 方案设计

灌草绿化 方案设计

3 牵张场区

表土剥离 方案设计

复耕 实际实施

灌草绿化 方案设计

临时排水沟 方案设计

临时拦挡 方案设计

4 跨越施工场地区

表土剥离 方案设计

复耕 方案设计

灌草绿化 方案设计

临时排水沟 方案设计

临时拦挡 方案设计

5 临时表土堆场区
临时排水沟 方案设计

临时拦挡 方案设计

6 施工临时道路区 临时排水沟 方案设计

7 变电站区

表土剥离 方案设计

临时排水沟 方案设计

沉砂池 方案设计

临时拦挡 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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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措施总体布局变化情况

一、变化情况

水土保持措施布局主要变化在于塔基区增加了复耕及植被绿化，具体变化情

况见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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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局体系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方案设计措施及布局 实际实施措施及布局 总体布局评价 备注

建设项目区

塔基区

工程措施

浆砌石排水沟 土质排水沟 符合主体工程设计 主体设计

浆砌石挡墙 浆砌石挡墙 符合主体工程设计 主体设计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植物措施 灌草绿化 撒草绿化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临时措施 临时防护网、临时拦挡 临时防护网、临时拦挡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塔基施工场地区

工程措施 复耕、表土剥离 复耕、表土剥离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植物措施 灌草绿化 撒草绿化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临时措施 临时拦挡 临时拦挡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牵张场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复耕 复耕 符合方案设计 实际实施

植物措施 灌草绿化 撒草绿化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临时措施 临时拦挡、临时排水沟 临时拦挡、临时排水沟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跨域施工场区

工程措施 复耕、表土剥离 复耕、表土剥离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植物措施 灌草绿化 撒草绿化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临时措施 临时拦挡、临时排水沟 临时拦挡、临时排水沟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临时表土堆场
植物措施 灌草绿化 撒草绿化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临时措施 临时拦挡 临时拦挡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施工临时道路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临时排水沟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变电站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沉砂池、临时拦挡 临时排水沟、沉砂池、临时拦挡 符合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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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化原因分析及评价：

（1）塔基区实际建设中四个基脚硬化，建设单位于其余区域采取复耕及撒

草绿化，故建设中新增复耕及撒草绿化。

3.5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工程措施及实施进度

3.5.1.1水土保持方案确定工程措施及实施进度

一、方案设计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情况

1、主体设计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主体工程设计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措施的工程量：塔基区排水沟 558m，塔基

区截水沟 900m，塔基区浆砌石挡墙 450m。

2、方案设计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①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2157m3，复耕 0.37hm2，绿化覆土 2157m3。

②植物措施

植物绿化面积 4.60hm2，定植云南含笑 10257 株，小叶女贞 1667 株，火棘

8279株，杜鹃 311株，狗牙根 203.10kg，紫云英 203.10kg；考虑 10%的补植率，

需要云南含笑苗木 11383株，小叶女贞苗木 1834株，火棘苗木 9107株，杜鹃苗

木 342株，狗牙根草籽 203.10kg，紫云英草籽 203.10kg；场地清理 4.60hm2，穴

状整地 20514个，抚育管理 4.60hm2。

③临时措施

临时防护网 675m2，临时拦挡 1847m，临时土质排水沟 7439m，沉砂池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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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水保方案确定工程措施及其工程量一览表

项目分区 水保措施

措施量 工程量

单

位

数

量

剥离表土

（m3）

复耕

（hm2）

浆砌石挡墙

（m）

排水沟

（m）

截水沟

（m）

覆土

（m3）

塔基区

表土剥离 m3 920 920 920
排水沟 m 558 558
截水沟 m 900 900

浆砌石挡墙 m 450 450
塔基施工场地

区

表土剥离 m3 780 780 780
复耕 hm2 0.37 0.37

牵张场区 表土剥离 m3 320 320 320
跨越施工场区 表土剥离 m3 37 37 37
变电站区 表土剥离 m3 100 100 100

合计 2157 0.37 450 558 900 2157
二、工程措施实施进度

经查阅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水土保持方案确定上述措施均为项目建设期所

完成，即上述措施在方案设计水平年末将全部建设完成并发挥其水土保持功能。

3.5.1.2工程实施完成工程措施及实施进度

一、工程措施及其工程量

经 2016年 9月至 2018年 8月多次现场勘察记录，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

电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基本按照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项目建设区

各扰动地表区域工程措施。各扰动地表区域实施完成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如下：

（1）塔基区

截止 2018年 8月，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在塔基区实施浆砌石挡墙 315m，

土质排水沟 1200m，表土剥离 920m3，复耕 0.09hm2。

（2）塔基施工场地区

截止 2018年 8月，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在该区内进行复耕和表土剥离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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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复耕 0.37hm2，表土剥离 780m3。

（3）牵张场区

截止 2018年 8月，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在该区内进行进行复耕和表土剥

离措施，复耕 0.06hm2，表土剥离 320m3。

（4）跨越施工场区

截止 2018年 8月，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在该区内进行表土剥离，表土剥

离 37hm2。

（5）施工临时道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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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8 月，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在该区进行复耕，复耕面积

2.09hm2。

（6）变电站区

截止 2018年 8月，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在变电站周边实施浆砌石排水沟

230m。

经统计，工程实际实施完成工程措施及其工程量为：土质排水沟 1200m，浆

砌石挡墙 315m，浆砌石排水沟 230m，表土剥离 2057m3，复耕 2.61hm2，详见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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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工程实施完成工程措施及其工程量一览表

防治分区 措施项目
工程数量

单位 数量

塔基区

土质排水沟 m 1200
浆砌石挡墙 m3 315
表土剥离 m3 920

复耕 hm2 0.09

塔基施工场地区
复耕 hm2 0.37

表土剥离 m3 780

牵张场区
复耕 hm2 0.06

表土剥离 m3 320
跨域施工场区 表土剥离 m3 37

施工临时道路区 复耕 hm2 2.09
变电站区 浆砌石排水沟 m 230

二、实施进度

经查阅建设单位提供主体工程施工资料，上述工程措施均于 2018年 8月前

完成。

经查阅建设单位提供工程质量检验资料和监理单位质量评定资料，工程建设

完成各项工程措施实施进度均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及主体工程设计工程

施工进度要求实施，符合水土保持相关规定要求。

3.5.1.3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变化情况及原因分析

一、变化情况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与水保方案相比

有一定的变化，具体见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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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工程措施对比情况一览表

二、变化原因分析评价

（1）在建设过程中，由于成本问题，且塔基大部分汇水较小，土质排水沟

即可满足排水要求，故改为土质开挖夯实；实际建设过程把占用的耕地进行了复

耕恢复原地貌。

（2）方案设计属于可研阶段，实际建设中根据线路实际情况布设工程措施。

3.5.2植物措施及实施进度

3.5.2.1水土保持方案确定植物措施及实施进度

一、植物措施及其工程量

根据已批复的水保方案可知：水保方案设计的植物措施主要为植物绿化面积

4.60hm2，定植云南含笑 10257 株，小叶女贞 1667 株，火棘 8279 株，杜鹃 311

株，狗牙根 203.10kg，紫云英 203.10kg；考虑 10%的补植率，需要云南含笑苗木

11383株，小叶女贞苗木 1834株，火棘苗木 9107株，杜鹃苗木 342株，狗牙根

草籽 203.10kg，紫云英草籽 203.10kg；场地清理 4.60hm2，穴状整地 20514个，

抚育管理 4.60hm2。

二、植物措施实施进度

经查阅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水土保持方案确定植物措施均为项目建设期

内完成，即项目区的植物措施在方案设计水平年末将全部建设完成并发挥其水土

保持功能。

防治分区 措施项目
方案批复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程量

对比变化情况
单位 数量 单位 数量

塔基区

截、排水沟 m 1458 m 1200 -258

浆砌石挡墙 m 450 m 315 -135

表土剥离 m3 920 m3 920 /

复耕 hm2 / hm2 0.09 +0.09

塔基施工场地区
复耕 hm2 0.37 hm2 0.37 /

表土剥离 m3 780 m3 780 /

牵张场区
复耕 hm2 / hm2 0.06 +0.06

表土剥离 m3 320 m3 320 /
跨越施工厂区 表土剥离 m3 37 m3 37 /
施工临时道路区 复耕 hm2 / hm2 2.09 +2.09

变电站区
排水沟 m / m 230 +230
表土剥离 m3 100 m3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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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2工程实施完成植物措施及实施进度

一、植物措施

经 2016年 9月至 2018年 8月多次现场巡查监测记录，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

输变电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基本按照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项目建

设区各扰动地表区域植物措施。各扰动地表区域实施完成植物措施如下：

（1）塔基区

截止 2018年 8月，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在该区实施撒草绿化，绿化面积

为 0.19hm2。

塔基区绿化情况

（2）线路施工场地区

截止 2018年 8月，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在该区内进行覆土后撒草绿化，

绿化面积为 0.74hm2。

线路施工场地区植被恢复

（3）牵张场区

截止 2018年 8月，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在该区内进行覆土后，撒草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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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面积为 0.06hm2。

（4）跨域施工场地区

截止 2018年 8月，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在该区内进行植被绿化，绿化面

积为 0.02hm2。

（5）施工临时道路区

截止 2018年 8月，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在该区内进行植被绿化，绿化面

积为 1.4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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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统计，工程实际实施完成植物措施及其工程量为：完成沿线撒草绿化

2.56hm2。

二、实施进度

经查阅建设单位提供主体工程施工资料，植物措施均于 2018年 8月前完成。

经查阅建设单位提供工程质量检验资料和监理单位质量评定资料，工程建设

完成各项工程措施实施进度均严格按照相关设计要求实施，符合水土保持相关规

定要求。

3.5.2.3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变化情况及原因分析

一、变化情况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与水保方案

相比有一定的变化，具体见表 3-10。

表 3-10 植物措施对比情况一览表

二、变化原因分析评价

实际建设过程把占用的耕地进行了复耕恢复原地貌，导致项目区植被绿化面

积减少。

3.5.3临时措施及实施进度

3.5.3.1水土保持方案确定临时措施及实施进度

防治分区 措施项目 单位
方案批复工程

量

实际完成工程

量

比变化情

况

塔基区 撒草绿化 hm2 / 0.12 +0.12
塔基施工场地 撒草绿化 hm2 0.75 0.55 -0.20

牵张场区 撒草绿化 hm2 0.12 0.06 -0.06
跨越施工场地区 撒草绿化 hm2 0.02 0.02 /
施工临时道路区 撒草绿化 hm2 3.49 1.40 -2.09
临时表土堆场 撒草绿化 hm2 0.22 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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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时措施及其工程量

根据已批复的水保方案以及其他资料知：方案考虑在整个线路布设临时排水

措施、临时覆盖、临时拦挡等。

经查阅水土保持方案和主体工程设计资料，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临时措施

为：临时防护网 675m2，临时拦挡 1847m，临时土质排水沟 7439m，沉砂池一座。

详见表 3-11。

表 3-1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临时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分区 项目

工程量

数量

（m）

土方开

挖（m3）

临时防护

挂网（m2）

编织袋填

土量（m3）

编织袋拆

除量（m3）

砌砖量

（m3）

砂浆抹

面（m2）

线路塔基区

临时

防护

挂网

675

临时

拦挡
450 697 697

塔基施工临时

场地

临时

拦挡
480 735 735

牵张场区

临时

拦挡
210 331 331

临时

土质

排水

沟

140 21

跨越障碍施工

临时场地

临时

拦挡
42 67 67

临时

土质

排水

沟

69 10

临时表土堆场
临时

拦挡
625 470 470

变电站区

临时

土质

排水

沟

230 41.4

沉砂

池
1座 12 5.76 20.16

临时

拦挡
40 63 63

施工临时道路

临时

排水

沟

7000 945

合计 1029.4 675 3109 3109 5.76 20.16

二、临时措施实施进度

经查阅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水土保持方案确定上述措施均为建设初期完

成。



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云南今禹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2

3.5.3.2工程实施完成临时措施及实施进度

一、临时措施及工程量

经查阅工程施工资料，工程建设期间，主要实施完成临时防护措施有临时排

水沟、临时覆盖、临时拦挡等。具体工程量为临时防护网 675m2，临时拦挡 1847m，

临时土质排水沟 6505m，沉砂池一座。

表 3-12 实施完成临时防护措施工程量统计表

分区 项目

工程量

数量

（m）

土方开

挖（m3）

临时防护

挂网（m2）

编织袋填

土量（m3）

编织袋拆

除量（m3）

砌砖量

（m3）

砂浆抹

面（m2）

线路塔基区

临时

防护

挂网

675

临时

拦挡
450 697 697

塔基施工临时

场地

临时

拦挡
480 735 735

牵张场区

临时

拦挡
210 331 331

临时

土质

排水

沟

140 21

跨越障碍施工

临时场地

临时

拦挡
42 67 67

临时

土质

排水

沟

69 10

临时表土堆场
临时

拦挡
625 470 470

变电站区

临时

土质

排水

沟

286 51.5

沉砂

池
1座 12 5.76 20.16

临时

拦挡
40 63 63

施工临时道路

临时

排水

沟

6100 945

合计 1029.4 675 3109 3109 5.76 20.16

二、实施进度

经查阅工程施工资料，项目建设期间实施完成临时措施实施进度：临时排水

沟、临时覆盖等各项临时措施均随主体工程施工进度需要而实施，具体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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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1月 25日到 2017年 2月 24日，主体工程建设结束，其根据实际需要

而拆除。目前已经拆除。

经综合分析主体工程分部工程实施进度情况，评价工程建设区域各项临时防

护措施实施进度情况，监测项目组认为各项临时防护措施实施进度均严格按照主

体工程进度水土保持要求实施，满足“三同时制度”要求。

3.5.3.3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变化情况及原因分析

一、变化情况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与水保方案

相比有一定的变化，具体见表 3-13。

表 3-13 临时措施对比情况一览表

防治分区 措施项目 设计措施数量 完成措施数量 措施量对比

线路塔基区
临时拦挡 450 450 /

临时防护网 675 675 /
塔基施工场地区 临时拦挡 480 480 /

牵张场区
临时拦挡 210 210 /

临时排水沟 140 140 /
跨越障碍施工临时场

地

临时拦挡 42 42 /
临时排水沟 69 69 /

临时表土堆场 临时拦挡 625 625 /

变电站区

临时排水沟 230 286 +56
沉砂池 1 1 /

临时拦挡 40 40 /
临时施工道路区 临时排水沟 7000 6100 -900
二、变化原因分析评价

施工单位于进站道路俩旁布设土质排水沟连接变电站周边排水沟，导致变电

站区临时排水沟增加；临时施工道路部分道路使用时间较短，无需布设排水沟，

导致临时排水沟减少。

3.5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批复的原方案的水土保持投资

红河州水利局以文件红水保〔2013〕66号，同意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234.66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98.63万元，植物措施 24.87万元，临时工程 58.50万元，

独立费用 39.90万元（其中监理费 8万元、监测费 15.66万元），基本预备费 7.62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5.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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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截止 2018年 8月，本项目共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194.65万元，其中工程措

施 79.33万元，植物措施 16.76万元，临时工程 53.25万元，独立费用 32.54万元

（其中工程建设监理费 8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8.80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5.15

万元。

3.6.2水土保持投资变化情况及原因分析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与红水保〔2013〕66号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相

比，水土保持投资减少 40.01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减少 19.30万元，植物措

施投资减少 8.11万元，临时措施减少 5.25万元，独立费用减少 7.36万元，具体

对比情况见表 3-14。

表 3-14 批复水土保持投资与实际完成投资对比情况表

编号 工程或项目名称
水保方案设计

投资
实际完成投资 与方案对比情况

一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98.63 79.33 -19.3
二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24.87 16.76 -8.11
三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58.50 53.25 -5.25
四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39.90 32.54 -7.36
1 建设管理费 1.74 1.74 /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8.00 8.00 /
3 科研勘察设计费 8.00 8.00 /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15.66 8.80 -6.86
5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6.00 6.00 0

6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

术评估报告编制费
0.50 / -0.50

五 基本预备费 7.62 7.62 /
六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5.15 5.15 /
七 总投资 234.66 194.65 40.01

与方案相比水土保持投资变化原因分析

（1）工程措施减少较多在建设过程中，塔基大部分汇水较小，土质排水沟

即可满足排水要求，故改为土质开挖夯实，导致工程措施费用减少。

（2）植物措施投资方面，由于方案属于可研阶段，实际建设过程中，将占

用的耕地绿化覆土后进行复耕，绿化面积减少，植物措施投资减少。

（3）临时施工道路部分道路使用时间较短，无需布设排水沟，导致临时排

水沟减少，临时措施费用减少。

（4）由于监测委托滞后，监测费用减少。

综上所述，实际水保投资较水土保持方案介绍的水保投资有所减少，综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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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原因分析，水保投资减少是合理的，达到方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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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4.1.1建设单位质量管理

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始终把加强质量管理、确保工程质量放在首要位

置，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和监督。施工过程中全面实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

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建立健全了“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承包商保

证，政府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工程质量管理过程中实行计划调度会议制度、

现场协调会议制度、现场碰头会议制度、监理工地例会制度、技术设计审查制度、

技术设计交底制度、施工组织设计审查制度、安全措施方案审查制度、工程建设

安全管理制度、质量检查抽查制度、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工程计划统计管理

制度、工程预结算管理制度等 14项管理制度。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亦纳

入了整个主体工程的建设管理体系中。工程质量检验资料齐全，程序完善，均有

监理、施工单位的签章，符合质量管理的要求。

4.1.2监理单位质量控制

监理部建立健全了现场监理组织机构，完善了监理制度，规范监理实施程序。

为有效对施工阶段现场实行全方位、全过程施工监理，成立了泸西县 110千伏金

马输变电工程项目监理部，派出了有丰富监理经验和水平的监理队伍对施工阶段

现场实施监理，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施工监理由测量专业监理工程

师、质量检测试验专业监理工程师、造价专业监理工程师及施工安全专业监理工

程师等共 5名，合同管理部和信息管理部进行横向管理，对水土保持工程施工进

行监理。

根据工程的要求制定和完善各岗位的职责、工作守则；同时，根据监理总目

标和总的指导思想，做到严格监理，完善监理制度。在《监理大纲》的基础上编

制了《监理细则》，对施工过程进行了“事前、事中、事后”的监控。为实现监理

工作的制度化、标准化和程序化，使监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提供了依据，

为工程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监理单位对监理人员进行了职业道德培训，强调在工程的整个过程中，要求

监理人员团结协作，克服困难，努力工作，确保监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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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在施工过程中严格审查工程项目的开工条件，通过召开监理技术交

底会，使施工单位提前知晓监理工作的内容、方法、程序及技术标准等，以便监

理工作得以实施。

监理部全体人员始终树立“认真做好工程的监理工作，确保监理目标的实现”

的信念，按照工程要求和监理工作具体内容，协助建设单位做好建设投资控制、

建设工期和工程质量及安全文明施工的控制。

4.1.3施工单位质量保证

1、为了加强施工质量控制，项目部建立了施工质量管理体系。明确项目经

理为施工质量第一责任人，总工程师为本工程质量代表（即管理者代表），负责

本工程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管理，专职质量管理工程师，由质量代表直接领导，

负责日常的达标投产和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和管理工作。

2、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在本工程施工过程中，一切工作以“确保工程达标

投产，确保优良工程”为起点，将为实现“工程达标投产”和“确保优良工程”的各

项指标和本工程的质量目标进行分解，制定单位工程和分项工程的可测量的质量

目标，并落实到相关的机关管理部门和责任施工队，让每一位参与施工的人员都

能掌握这些要求。并制定考核办法进行考核。通过对质量目标在各职能层次上的

建立、管理、考核和奖惩，全面提高质量管理水平，从而确保提高本工程的达标

投产和施工质量。

3、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 ISO9002质量保证体系的要求控制各施工工序，

确保各工序始终处在受控状态。在质量检查验收中，严格执行“三检制”，即施工

队（班组）兼职质检员初检、施工科复检、质技科终检，三检合格后，将资料报

送监理部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对隐蔽工程、基础验

收等重要工序，施工单位三检合格后，再由业主、监理、设计、施工单位进行联

合验收、签证。

4、原材料采购控制：工程施工中的主要原材料，项目部严格按照 ISO9002

质量体系标准，选择合格的物资供应商。项目部在采购原材料时，均要求厂家提

供产品出厂合格证明。原材料进货验收：施工原材料到货后，由物资供应部门通

知质技科，并派人会同物资科仓库管理员、采购员一起对所进材料进行验收，包

括材料的材质、外形、数量等，如有不符，不能入库，材料入库后仓库管理员要

进行如实登记。原材料的复检：根据施工技术要求、《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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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范的要求，对每批次进场的水泥、钢筋、粉煤灰等原材料进行复检。每

批次入库的原材料，经质安科质检员验收入库后，及时通知项目部试验员对所进

材料进行取样试验，试验结果未出来前，禁止将该批次材料投入工程进行使用，

并挂牌标识该批次材料的试验状态。在试验结果表明该批材料合格后，才准将该

批材料投入使用。

4.2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质量评价标准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等国家、行业有关技术

标准，结合业主建设单位提供相关资料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单位工程、分部

工程及单元工程，质量等级评定标准见表 4-1。

表 4-1 质量等级评定标准

项目 质量等级 评定标准

单元工程
合格 检查项目符合质量标准，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优良 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上达到优良

分部工程

合格 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优良
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上达到优良，主要单元工程

质量优良，且未发生过质量事故

单位工程

合格
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施工

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

优良

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上达到优良，主要分部工程

质量优良，且未发生过质量事故，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

合格，施工质量检验资料齐全

4.2.2项目划分及其结果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中，工程质量评定项目

划分标准，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共划分为：5个单位工

程，7个分部工程，943个单元工程。①单位工程：按照工程类型和便于质量管

理的原则，按该项目实际情况划分为斜坡防护工程、防洪排导工程和植被建设工

程；②分部工程：在单位工程的基础上按照功能相对独立，工程类型的原则，划

分为基础开挖与处理、截排水沟、点片状植被等；③单元工程：主要按规范规定，

结合工种、工序、施工的基本组成划分，是工程质量评定、工程计量审核的基础。

单元工程划分标准见表 4-2，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划分情况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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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单元工程划分标准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划分

斜坡防护

工程

浆砌石挡

墙

每个单元 30-50m，不足 30m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50m的

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防洪排导

工程

△截排水

沟
按段划分，每 50～100m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土地整治 复耕
个单元 0.1~1hm2，不足 0.1hm2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 h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植被建设

工程

△点片状

植被

以设计的图斑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 0.1～1hm2，大于

1hm2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临时防护

工程

△拦挡
每个单元工程量为 50～100m，不足 50m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大于 100m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排水 按长度划分，每 50～100m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防护网
按面积划分，每 100～1000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2的可单独作

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0m2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沉砂池 每个沉砂池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注：参照《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表中带△者为主要分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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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本项目划分情况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布设位置 单元工程划分

斜坡防护工程 浆砌石挡墙 塔基区 57

防洪排导工程 截排水沟
变电站区 4
塔基区 71

土地整治 复耕

塔基区 17
塔基施工场地区 83

牵张场区 3
临时施工道路区 59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塔基区 27
塔基施工场地区 94

牵张场区 3
跨越施工场地区 6
临时施工道路区 26
临时表土堆场区 111

临时防护工程

临时拦挡

塔基区 21
塔基施工场地区 45

牵张场区 6
跨越施工场地区 6
临时表土堆场区 111

变电站区 3
临时防护网 塔基区 111

临时排水

牵张场区 6
跨越障碍施工场地 6

变电站区 4
施工临时道路区 63

合计 943

4.2.3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1）排水工程

抽查项目有排水工程结构尺寸和铺砌厚度，抽检过程中，实测了断面尺寸、

开挖检查了铺砌厚度，并进行了外观检查及内业资料审查后，认为排水工程内业

资料基本齐全，排水断面尺寸和沟底铺砌厚度基本符合要求。

（2）支挡工程

支挡工程抽查项目有支挡工程断面尺寸和表面平整度等，抽检过程中，实

测了表面平整度，开挖实测了断面尺寸，并进行了外观检查及内业资料审查后，

认为施工资料齐全，砂浆强度符合要求，支挡工程断面尺寸及平整度符合要求。

我单位按照有关规程规范要求，坚持对原材料、中间产品进行检验，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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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施工质量控制程序，对工程质量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控制。已经完成的水

土保持相关设施，施工工艺和方法符合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各项质量证明文件

完整，工程总体质量较好，得出如下结论：

1）将分项和分部工程评定全部合格的土石方工程、排水工程、拦挡工程、

分别统计在一起按一类工程为一单位工程进行质量评定，计算出加权平均总得

分，除以各分部工程权值之和求出该单位工程加权平均得分，从竣工资料编制过

程中可以看出，各分项、分部、单位工程质量等级评定为合格工程（具体见附件

6）。

2）工程建设区域植被绿化，排水工程分别按自然段（处、侧）进行分项工

程质量检验及评定，然后按实施区域统计合并成分部工程进行质量评定，分别求

出各分项、分部工程加权平均得分，以绿化工程为一个单位工程进行质量评定。

从竣工文件整理过程中可以看出，绿化工程环保水保分项、分部、单位工程质量

等级评定为合格工程（具体见附件 5），详见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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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控制结果统计表

防治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数

工程评

价

项目分区评

价

项目质量评

价

塔基区

斜坡防护工

程

浆砌石挡

墙
57 合格

合格

合格

防洪排导工

程
截排水沟 71 优良

植被建设工

程

点片状植

被
27 合格

临时防护工

程

临时拦挡 21 优良

临时覆盖 111 合格

塔基施工场

地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83 优良

合格
植被建设工

程

点片状植

被
94 合格

临时防护工

程
临时拦挡 45 优良

牵张场区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3 优良

优良

植被建设工

程

点片状植

被
3 优良

临时防护工

程

临时拦挡 6 优良

临时排水 6 优良

跨越施工场

区

植被建设工

程

点片状植

被
6 优良

合格
临时防护工

程

临时覆盖 6 优良

临时排水 6 合格

临时施工道

路区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59 优良

合格
植被建设工

程

点片状植

被
26 优良

临时防护工

程
临时排水 63 合格

临时表土堆

场区

植被建设工

程

点片状植

被
111 优良

优良
临时防护工

程
临时拦挡 111 优良

变电站区

防洪排导工

程
截排水沟 4 优良

优良
临时防护工

程

临时拦挡 3 优良

临时排水 4 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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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本项目实际没有弃渣场，不需要做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4.4总体质量评价

检查了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检验和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包括主要原材料的检

验、施工单位“三检”、监理工程师验收、建设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等环节的资料；

查阅了建设单位会同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主要对塔基区的挡墙、排水沟等水土保

持措施进行了初验和质量评定，评定结果为合格；抽查了塔基区的挡墙、排水沟

等工程中的水泥砂浆抗压强度试验、原材料试验等质量试验、检验资料，全部符

合质量标准。

采用查阅资料、实地查勘等方式核查了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质量。根

据监理单位提交的监理工作报告显示：经监理工程师抽查评定，单位、分项、分

部工程评定均为合格。抽查 100%的单位工程、100%的分部工程、不小于 30%的

单元工程，抽查结果全部合格。

塔基区实施排水工程、拦挡工程，工程质量合格，符合水土保持要求；塔基

区和临时施工场地的植被绿化布局合理，质量符合设计要求，总体合格；早期实

施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布局合理，质量符合设计要求，总体合格，能够防治项目

区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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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初期运行情况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于 2015年 11月 25日开工建设，于 2017年

2月 24日完工，经 2016年 9月至 2018年 8月现场勘察记录，本项目水土保持

措施大部分于 2017年 2月 24日随主体工程一起建成。

建成的浆砌石挡墙、截排水沟等运行良好，排水沟未出现淤塞、毁坏等现象，

措施运行良好，能正常发挥其水土保持功能。

5.2水土保持效果

5.2.1扰动土地整治率

经查阅水土保持监测资料结合现场踏勘记录，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

程扰动地表面积 6.44hm2，扰动地表治理面积 6.42hm2，其中建筑物覆盖及场地

硬化 1.07hm2，植物措施面积 2.63hm2，工程措施面积 2.72hm2，项目区扰动土地

整治率为 99.67﹪。

表 5-1 扰动土地整治率监测计算结果

监测分区
扰动面

积（hm2）

扰动地表治理面积（hm2）
扰动土

地整治

率（﹪）

建筑物覆

盖及场地

硬化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小计

塔基区 0.41 0.02 0.19 0.19 0.41

99.67

塔基施工场地区 1.12 / 0.37 0.74 1.11
牵张场区 0.12 / 0.06 0.06 0.12

跨越施工场地区 0.02 / / 0.02 0.02
临时表土堆场 0.22 / / 0.22 0.22

施工临时道路区 3.49 2.09 1.40 3.49
变电站区 1.06 1.05 0.01 / 1.06
合计 6.44 1.07 2.72 2.63 6.42

说明：1、建筑物覆盖及场地硬化主要为塔基铁塔占地。

2、工程措施面积主要为挡土墙、排水沟等工程措施覆盖面积。

5.2.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经查阅水土保持监测资料结合现场踏勘记录，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

程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5.37hm2，水土保持措施治理面积 5.35hm2，其中植物措施

面积 2.63hm2，工程措施面积 2.72hm2。项目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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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监测计算结果

监测分区
扰动面

积（hm2）

建筑物

覆盖及

场地硬

化（hm2）

水土流

失面积

（hm2）

扰动地表治理面积（hm2） 水土流

失总治

理度

（﹪）

工程措

施
植物措施 小计

塔基区 0.41 0.02 0.39 0.19 0.19 0.38

99.63

塔基施工场地

区
1.12 / 1.12 0.37 0.74 1.11

牵张场区 0.12 / 0.12 0.06 0.06 0.12
跨越施工场地

区
0.02 / 0.02 / 0.02 0.02

线下拆迁区 0.22 / 0.22 / 0.22 0.22
施工临时道路

区
3.49 3.49 2.09 1.40 3.49

变电站区 1.06 1.05 0.01 0.01 / 0.01
合计 6.44 1.07 5.37 2.72 2.63 5.35

说明：1、建筑物覆盖及场地硬化主要为塔基铁塔和变电站占地。

2、工程措施面积主要为挡土墙、排水沟等工程措施覆盖面积。

5.2.3拦渣率

经查阅建设单位提供施工资料统计，结合监测记录情况，泸西县 110千伏金

马输变电工程产生土石方开挖 25446m3（其中平整及其基础开挖 23389m3，表土

剥离 2057m3），土石方回填利用 25446m3（直接回填 23389m3，绿化覆土 2057m3），

本项目没有永久弃渣。根据此类项目以往水土保持监测经验，本拦渣率达 99%。

5.2.4土壤流失控制比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所在地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各项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后，目前项目区土壤流失量为 460.6km2.a，项目建设土壤

流失控制比达 1.09，达到防治目标值。

表 5-3 土壤流失控制比计算结果表

治理后土壤流失量（t/(km2·a)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2·a) 土壤流失控制比

460.6 500 1.09

5.2.5林草植被恢复率

经查阅水土保持监测资料结合现场踏勘记录，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

程目前条件下可恢复植被面积 2.65hm2，项目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过程中，实际

植被恢复面积 2.63hm2。项目区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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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林草植被恢复率监测计算结果

监测分区

扰动地表

面积

（hm2）

建筑物覆

盖及场地

硬化

（hm2）

工程措施

（hm2）

可恢复植

被面积

（hm2）

植物措施

（hm2）

林草植被

恢复率

（﹪）

塔基区 0.41 0.02 0.19 0.2 0.19

99.25

塔基施工场地区 1.12 / 0.37 0.75 0.74
牵张场区 0.12 / 0.06 0.06 0.06

跨越施工场地区 0.02 / / 0.02 0.02
临时表土堆场 0.22 / / 0.22 0.22

施工临时道路区 3.49 2.09 1.4 1.4
变电站区 1.06 1.05 0.01 / /

合计 6.44 1.07 2.72 2.65 2.63

5.2.6林草覆盖率

经查阅水土保持监测资料结合现场踏勘记录，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

程建设区面积为 6.44hm2，工程建设完成植被绿化 2.63hm2，项目建设区林草覆

盖率为 40.84﹪。

表 5-5 林草覆盖率监测计算结果

恢复植被面积（hm2） 项目建设区面积（hm2） 林草覆盖率（%）

2.63 6.44 40.84

5.2.7水土保持效果达标情况

办水保〔2013〕188 号文“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和云南省水利厅公告第 49 号公告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项目所

在区域泸西县被划为“滇东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根据《开发

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 50434-2008），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

设类项目Ⅰ级标准。通过各项防治措施的实施，使项目区内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67﹪，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63﹪，拦渣率达 99﹪，水土流失控制比达 1.09，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25﹪，林草覆盖率达 40.84％。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防治六项

指标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确定目标值和GB40434-2008规定Ⅰ级防治目

标值，详见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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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水土流失防治达标情况表

防治指标

防治目标值

防治达到值

达标情况

GB50434-2008
确定一级防治标

准

方案设计

值

一级标

准

方案目标

值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5 99.67 达标 达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95 97 99.63 达标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 1.0 1.09 达标 达标

拦渣率（﹪） 95 95 99 达标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9 99.25 达标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5 26 40.84 达标 达标

图 5-1 水土流失防治达标情况

由表 5-6及图 5-1可见，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六项

指标均达到GB50434-2008规定的Ⅰ级防治目标值以及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

目标值。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性质、项目建设实际情况等因

素分析，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符合水土流失防

治要求。

5.3公众满意度调查

在验收报告编制过程中，我公司项目组向项目区周边群众、所属地方水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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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及建设单位人员发放了水土保持公众调查表共计 30份，进行民意调查。目

的在于了解开发建设项目对当地经济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以此作为本次验

收报告编制工作的参考，为今后的水土保持工作落实提供依据。

在被调查者人中，在被调查者人中，93.33%的人认为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

变电工程建设对当地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80.0%的人认为项目对当地环境有

好的影响，83.3%的人认为项目对弃土弃渣管理的好，90.0%的人认为项目区林

草植被建设搞的好，83.3%的人认为对扰动的土地恢复的好，调查结果详见表 5-7。

调查数据结果表明，大多数人认为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建设对

于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改善当地居民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工程建设过程中

开挖边坡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基本无弃土弃渣乱堆乱倒现象，扰动区得到了

有效治理。

表 5-7 水土保持公众调查表

调查年龄段 青年 中年 老年 男 女

人数(人) 10 12 8 20 10

调查项目

评价

好 一般 差 不知道

人数

(人)
占总人

数(%)
人数

(人)

占总

人数
(%)

人数

(人)

占总

人数
(%)

人数

(人)

占总

人数
(%)

项目对当地经济影响 28 93.33 2 3.6

项目对当地环境影响 24 80.0 4 13.3 2 6.7

项目对弃土弃渣管理 25 83.3 5 16.7

项目林草植被建设 27 90.0 3 10.0

土地恢复情况 25 83.3 4 13.3 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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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保持管理

6.1组织领导

水土保持工作作为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建设的组成部分，项目

工程建设过程中受到了充分重视。在项目建设之初，建设单位就把水土保持生态

环境建设与工程建设同步作为工程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水土保持工程管理纳入

了主体工程建设管理体系实行统一管理，对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全过程“严格

管理、确保质量”，坚持“安全、环境、舒适、和谐、经济”的原则，建设单位设

立专门环保管理机构：

1）建设单位组建了工程项目部，并且由项目部抽调人员成立水保领导小组，

项目部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监理工程师管理办公室成员任组员；

下设环保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监理工程师管理办公室。

2）监理单位成立环保领导小组，总监理工程师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

下设环保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总监办。

3）施工单位成立环保小组，项目经理任组长，并由施工单位抽调施工单位

人员成立组织机构。

6.2规章制度

为保证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在工程建设中得到

全面的落实，建设单位在全面负责、管理和协调、统筹水土保持及环境建设工作

中，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并将水土保持工作自始至

终纳入到主体工程的管理中，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严格执行《中华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云南省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和建设项目“三同时”

制度，并先后制定完善了《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管理实施办法》、《施工管理细则》、

《财务管理》、《进度控制程序》、《质量控制程序》、《投资控制程序》等多项严格

的规章制度，形成了一整套适合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的制度体系和管

理办法。

6.3建设管理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的编制工作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进

行招标，最终由云南拓宇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云南拓宇水利水电工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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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于 2013年 11月编制完成了《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

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于 2013年 12月 10日获得了红河州水利局文件《红河州

水利局关于准予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

书》（红水保〔2013〕66号）。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理纳入主体工程监理中，由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云南电力建

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负责水土保持工程全过程的监理。

本项目水土保持施工图设计纳入主体工程一起实施，由主体工程设计单位云

南银塔送变电设计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负责人统一设计，水土保持施工纳入主体施

工一起实施，由主体工程施工单位大理西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天星实业有

限公司负责同意实施，且被监理单位评定为合格工程。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由建设单位委托云南晨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目前

监测单位已经提交监测总结报告；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由建设单位委托

我公司实施。

6.4水土保持监测

6.4.1监测实施过程

根据监测合同及监测相关资料，2016 年 9月受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

供电局的委托，云南晨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

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监测单位于 2016年 9月进驻工程现场，采取调查监测和巡查监测的方法一

共对项目现场监测了 7次，共布设了 8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监测点，对防治分

区内的水土流失因子、水土流失状况和水土保持设施实施效果等进行监测。通过

对工程建设扰动区进行调查、测量，对野外数据整编分析后于 2018年 8月编制

完成了《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6.4.2监测设施及其人员安排

(1)监测设施

监测设施主要有植被标准样地样方、水样分析点，监测仪器和设备主要有：

GPS、皮尺、罗盘、数码相机、标牌、电脑等。监测设备和仪器投入情况详见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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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水土保持监测设施设备投入情况表

序号 设施、设备、仪器 型号、精度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监测设施

1 植被监测调查样

方
5m×5m、2m×2m 个 5 观测植被生长情况

2 水样分析点 个 1 土壤流失量、土壤侵蚀模数

二 监测设备和仪器

1 GPS LSS-1 个 2 手持式

2 天平 奥 110G/0.0001G 台 1 1/5000g

3 罗盘 个 2 坡向、方位测量

4 皮尺 精度 cm 把 2 坡面水土流失量测、植被样方

5 卷尺 精度 mm 把 3 乔木、灌木测量

6 数码相机 EH-NE32-P405 台 2 记录现场照片

7 笔记本电脑
Dell Inspiron
14-N4050 台 3 相关监测数据及文字处理

8 平板电脑 iPad pro 台 1 照片处理、航拍

9 无人机 大疆 Phantom4 台 1 航拍、遥感监测

10 测绳 套 2 草地测量

11 牌标 个 8 现场警示所用

（2）监测人员安排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由云南晨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工程建设单

位明确联络机构及专项负责人，监测工作开展过程中建设单位应提供工程设计相

关资料。

为保证监测工作合理、有序进行，监测单位组织成立了专门项目监测组，并

按监测内容进行了监测任务并职责分工。

表 6-2 监测人员安排情况表

参加人员 专业 性别 上岗证号 主要工作

余先高 水土保持 男 水保监岗证第 5481号 负责领导组织与工作协

调

袁勇 水土保持 男 水保监岗证第 4201号 负责项目工作情况的监

督检查及报告审核

杨永华 水土保持 男 水保监岗证第 2374号
负责水土保持监测野外

工作，监测成果报告编

写，室内实验、数据处

理

崔晓颖 水土保持 女 水保监岗证第 5482号
刘德丞 水土保持 男 水保监岗证第 5483号
周婷婷 水土保持 女 水保监岗证第 5484号
杨磊 水土保持 男 水保监岗证第 9212号
王瑛 水土保持 女 水保监岗证第 92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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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监测结果

根据云南晨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提供的《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

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其监测结果如下：

（1）防治责任范围：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0.70hm2，其中项

目建设区 6.44hm2，直接影响区 4.26hm2。

（2）土石方工程量：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产生土石方开挖

25446m3（其中平整及其基础开挖 23389m3，表土剥离 2057m3），土石方回填利

用 25446m3（直接回填 23389m3，绿化覆土 2057m3），无弃渣产生。

（3）扰动地表面积：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扰动地表面积 6.44hm2，

扰动地表治理面积 6.42hm2，其中建筑物覆盖及场地硬化 1.07hm2，植物措施面

积 2.63hm2，工程措施面积 2.72hm2。

（4）水土保持措施：

工程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为如下：

①工程措施：土质排水沟 1200m，浆砌石挡墙 315m，浆砌石排水沟 230m，

表土剥离 2057m3，复耕 2.61hm2。

②植物措施：完成沿线绿化 2.63hm2。

③临时措施：临时防护网 675m2，临时拦挡 1847m，临时土质排水沟 6505m，

沉砂池一座。

（5）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扰动地表面积

6.44hm2，扰动地表治理面积 6.42hm2，其中建筑物覆盖及场地硬化 1.07hm2，

工程措施面积 2.72hm2，植物措施面积 2.63m2。项目区内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67﹪，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63﹪，拦渣率达 99﹪，水土流失控制比达

1.09，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25﹪，林草覆盖率达 40.84％；泸西县 110千伏金

马输变电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均达到 GB50434-2008 规定的一级防治目

标值。

（6）水土保持投资：截止 2018年 8月，本项目共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194.65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79.33万元，植物措施 16.76万元，临时工程 53.25万元，

独立费用 32.54万元（其中工程建设监理费 8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8.80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 5.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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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水土保持监理

6.5.1监理实施过程

根据监理合同及监理相关资料，在本工程建设工程中，水土保持监理纳入主

体工程监理中，由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云南电力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负

责水土保持工程全过程的监理。2015 年 11月 25日受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

河供电局的委托，云南电力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了泸西县 110千伏金

马输变电工程的水土保持监理工作。

本项目采用第三方监理模式，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各级监理机构和人

员在总监理工程师授权下开展工作。采用二级监理机构，即设立总监理工程师办

公室（简称总监办）和高级驻地监理工程师办公室（简称高监办）两级管理。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保监理”目标包括对该项目的水土保持

工程实施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实行项目的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协

调有关各方的关系，简称为“三控制、二管理、一协调”，为实现项目的总体目标

服务。其具体目标如下：

（1）“三控制”即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

质量控制目标：使其所有工程质量均符合合同文件中列明的质量标准或监

理工程师同意使用的其他合理标准。

进度控制目标：使其工程进度满足施工进度安排，即该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的工程措施在 2017年 2月 24日底落实实施；在不受施工影响的防治责任范围内

的植物措施要求在 2018年 5底完成。

投资控制目标：在不受施工、其他自然或人为因素变化影响的情况下，使

其水土保持投资控制在水土保持方案概算范围内。

（2）“二管理”即项目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

合同管理目标：使其各合同规定的责任事项和法定承诺得以妥善履行。

信息管理目标：做到信息准确、及时、通畅，并且满足建设过程中设计、

材料和设备供应等符合施工节奏，保证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得到及时整理。

（3）“一协调”即协调参与项目建设及相关各方关系，达到人与项目建设和

谐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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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1质量控制方法

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总监部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实行了施工组织

设计（或施工方案）审核、施工测量检验、主要材料、构配件、设备检验等制度，

分事前和事中两个阶段分别对质量进行控制。对施工质量的监控主要采取巡视的

方法，对关键工序和重点部位采用旁站的方法，及时要求整改发现的问题并记录

结果。

1）质量的事前控制

①工程项目开工前，审查承包单位现场管理机构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有关

规定后，总监理工程师予以签认。

②审查分包单位（含实验室）资质，经审查合格方予签认。

③审查施工单位报送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并提出审核意见。

④对施工单位报送的测量放线成果及保护措施进行查验签证。

⑤参加图纸会审、技术交底会，熟悉施工规范、规程和验收标准。

⑥验收、签认施工单位现场材料、构配件、设备的报验。

⑦具备开工条件时，总监理工程师签发施工单位报送的工程开工报审表。

2）质量的事中控制

①对施工过程工程质量采用巡视和旁站的方法进行监控。每天对施工现场有

目的地进行巡视；对发现的问题采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通知施工单位整改，并记

入监理日记；对施工过程中的关键工序、重点部位编制旁站方案据其进行旁站；

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质量缺陷，专业监理工程师应报告总监及时下达监理工程师

通知，要求施工单位整改并回复整改结果。

②监理人员针对工程施工工艺过程质量进行控制，体现了“质量第一、预防

为主”的思想，能有效的保证过程产品质量。

6.5.1.2进度控制办法

在施工准备和施工全过程中采用动态监控的方法进行主动控制。

1）工程进度的事前控制

开工前，总监理工程师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项目总进度计划，是否符合施工

承包合同中的工期要求，工期保证措施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审查人员、原材料、

构配件，设备进场计划）

2）工程进度的事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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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程进度的检查与计量审核。要求施工单位于每月 25日前，提交本月完

成形象进度和实际工作量以及下月施工进度计划安排，专业监理工程师进行计量

审核后，交总监理工程师签认。于次月 5日前提交建设单位，按工程承包合同的

约定，向施工单位支付工程进度款。

②进度动态管理。当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发生偏差时，专业监理工程师应分

析产生的原因，并要求施工单位及时调整计划和采取措施。因非施工单位原因造

成的工期延期，施工单位在情况发生后，在约定的时间内书面报告监理单位，经

总监理工程师审查批准，工期可以相应顺延。

③当实际进度比计划进度严重滞后时，专业监理工程师应报告总监理工程

师，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由总监理工程师与建设单位协商，下达监理工程师通

知，指令施工单位采取制定保证工期不突破的调整措施和制定总工期突破后的补

救措施。

④总监理工程师应在监理月报中向建设单位报告工程进度和采取进度控制

措施的执行情况。

⑤组织工地例会。首先检查上次例会提出的问题和处理措施的执行情况，协

调解决有关工程质量、安全、进度、投资、设计图纸、材料等问题，在工程进度

方面要重视关键线路上的工序。会后应及时整理、印发会议纪要文件。

⑥编写监理月报。每月以监理月报形式，向建设单位报告一次有关工程质量、

安全、进度和投资控制情况。

6.5.1.3水土保持投资控制方法

本工程的投资控制主要包括工程造价的事前控制和工程造价的中期控制两

类。

1）工程造价的事前控制

①熟悉图纸和设计要求、招投标文件、施工合同，掌握合同造价的组成，及

时办理施工单位合理的签证要求，拒绝不合理的签证。

②按合同要求，协助建设单位如期提交施工现场、用水、用电、设计图纸资

料及甲供材料等，以免违约造成索赔。

2）工程造价的中期控制

①工程进度款的核签。施工单位工程进度款的支付申请，必须有监理方面的

认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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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及时答复施工单位就合同执行中提出的问题，避免因违约导致索赔。

③严格控制工程变更的经费签证，宜在工程变更前，与有关单位协商工、程

变更的价款，及时对变更工程量进行验算复核。

④严格现场经济签证和施工技术措施费的审核。

⑤每月分析计划投资与实际支出出现差距的原因及采取的监控措施，并报告

建设单位。

⑥按规定程序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竣工结算书。

⑦公正处理工程变更、违约引起的索赔和反索赔。

6.5.2监理设施及其人员安排

（1）监理设施

①交通车辆：四驱越野车、二驱江铃皮卡等；

②通讯设备：手机、电话、传真机、宽带网等；

③办公设施：电脑、复印机、打印机、办公桌、办公场所等；

④生活设施：空调、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生活设施配备齐全；

⑤试验设备：合同承诺试验设备已全部到位，并能正常开展试验检测工作。

表 6-3 水土保持工程检测方法及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内容
检测方法、所用仪器

设备及其措施
备注

1
测量、定

位工

程

标高、轴线 用水准仪、经纬仪、拉线和尺量检查。

地下每层

复测，标准

层以上每

三层复测

2
原材料 、水泥、砂、石、砖、

钢材、外加剂、防水、防火、

保温、隔热材料

采用见证人现场取样、送样、跟踪试

验，并在试验报告上签字认可。

材料见证

人制度

3 地下防水

工 程

防水砼的材料，外

加剂及预埋件
检查产品出厂合格证、试验报告。

按设计规

定抽查

防水砼的强度、抗

渗标号

检查配合比和试块的试验报告。

采取材料见证措施。

防水砼施工缝、变

形缝、止水片、穿

墙穿件、支模铁件

的设置和构造

观察检查和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防水砂浆、原材料、

外加剂、配合比。

观察检查和检查产品出厂合格证，试

验报告及施工配合比。采取材料见证

措施。

水泥砂浆、防水层

与基层之间必须结
观察和用小锤轻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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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内容
检测方法、所用仪器

设备及其措施
备注

合牢固。

4 模板工程

模板接缝宽度 观察和用楔形塞尺检查。

同上

轴线位置 尺量检查。

标高 用水准仪或拉线和尺量检查。

截面尺寸 尺量检查。

垂直度 用 2M托线板检查。

相邻两板表面高低

差
用直尺和尺量检查。

表面平整度 用 2M靠尺和楔形塞尺检查。

预埋件、预留洞位

置
拉线和尺量检查。

5 钢筋工程

原材料品种、质量
检查出厂质量证明书和试验报告。采

取材料见证措施。

100%检查
钢筋焊接

采用见证人现场取样、送样、跟踪试

验，并在试验报告上签字认可。

钢筋规格、形状、

尺寸、数量、间距、

锚固长度、接头设

置

观察和尺量检查。

6 砌体工程

砌体的品种、标号
观察检查、检查出厂合格证或试验报

告。并采取材料见证措施。

按规定抽

查

砂浆品种、强度 检查试块报告。并采取材料见证措施。

砂浆水平灰缝饱满度 检查砖底面与砂浆的粘结痕迹面积。

留搓 观察检查。

轴线位置 用经纬仪或拉线和尺量检查。

基础和墙体顶面标高 用水准仪或直尺。

垂直度
用 2M托线板或经纬仪或吊线和尺量

检查。

表面平整度 用 2M靠尺和楔形塞尺检查。

水平灰缝平直度 用 10M线和尺量检查。

水平灰缝厚度 与皮数杆比较，尺量检查。

预留构造物截面 尺量检查。

外墙上下窗口偏移 用经纬仪或吊线检查，以底层窗口为准

（2）监理人员安排

水土保持工程进场监理人员 5人，其中设总监 1名、总监办主任 1名、总监

办兼职环水保监理工程师 1名、高监办设高监及副高监各 1名及监理工程师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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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监理工程开展期间，各监理人员全部到位，人员执证率 100%，满足合同要

求及现场施工监理工作需要。

6.5.3监理结果

（1）质量控制监理成效

监理人员在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建设监理过程中，质量控制措施

落实到位，现场管控到位，保证了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工程质量评定

合格，顺利完成交工检测，实现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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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控制结果统计表

防治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数

工程评

价

项目分区评

价

项目质量评

价

塔基区

斜坡防护工

程

浆砌石挡

墙
57 合格

合格

合格

防洪排导工

程
截排水沟 71 优良

植被建设工

程

点片状植

被
27 合格

临时防护工

程

临时拦挡 21 优良

临时覆盖 111 合格

塔基施工场

地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83 优良

合格
植被建设工

程

点片状植

被
94 合格

临时防护工

程
临时拦挡 45 优良

牵张场区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3 优良

优良

植被建设工

程

点片状植

被
3 优良

临时防护工

程

临时拦挡 6 优良

临时排水 6 优良

跨越施工场

区

植被建设工

程

点片状植

被
6 优良

合格
临时防护工

程

临时覆盖 6 优良

临时排水 6 合格

临时施工道

路区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59 优良

合格
植被建设工

程

点片状植

被
26 优良

临时防护工

程
临时排水 63 合格

临时表土堆

场区

植被建设工

程

点片状植

被
111 优良

优良
临时防护工

程
临时拦挡 111 优良

变电站区

防洪排导工

程
截排水沟 4 优良

优良
临时防护工

程

临时拦挡 3 优良

临时排水 4 优良

（2）进度控制监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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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过程中，监理工程师通过认真执行水土保持工程进度控制监理工作，

促进了整个项目的工程进度基本与进度计划一致，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基本满足水

土保持法律法规“三同时”制度要求。

（3）投资控制监理成效

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总投资 7781.33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投资

234.66万元，总监办能够按照施工进度进行控制，保证工程建设投资到位。本工

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194.65元，较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水土保持投资 234.66

万元减少了 40.01万元，工程建设水土保持投资达到既定目标。

（4）施工安全与工作成效

监理人员在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建设监理过程中，现场施工安全

管控到位，措施落实到位，监理能够认真履行职责，保证了工程建设及运行安全，

实现了目标。

6.6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一）水保方案批复情况

红河州水利局以文件红水保〔2013〕66号，同意本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 5.15

万元。

（二）实际缴纳情况

建设单位于 2014年 11月 14日按照红水保〔2013〕66号如数缴纳水土保持

补偿费 5.15万元（见附件 4）。

6.8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1）管理维护范围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项目运行期管理范围主要为永久占地区。该

工程运行期管理范围面积为 1.47hm2。

（2）运行管理维护单位

本项目水土保持管理维护由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负责。

（3）管理维护人员组成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建立项目运行管理维护小组，本项目组由

4名工作人员组成，包括 1名专业水保工程师和 3名线路维护人员。

（4）管理维护制度及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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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能完好运行，建设单位制定了《环境保护与水土保

持管理实施办法》明确项目运行期间水土保持设施管护责任制，项目经理为第一

责任人，全面负责统筹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同时加大宣传水土保持教育，建

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新概念，树立保护优先水土保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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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7.1结论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建设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要求，工程

建设开工前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工程建设实施的挡墙及绿化等水土保持措施布

局合理，经查阅工程监理及质量评定资料，各项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检验合格，工

程营运期间未出现重大事故；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工作责任明确，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存在问题已按照验收完善意见落实完成。实际完成：

①工程措施：土质排水沟 1200m，浆砌石挡墙 315m，浆砌石排水沟 230m，

表土剥离 2057m3，复耕 2.61hm2。

②植物措施：完成沿线绿化 2.63hm2。

③临时措施：临时防护网 675m2，临时拦挡 1847m，临时土质排水沟 6505m，

沉砂池一座。

截止 2018年 8月，本项目共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194.65万元，其中工程措

施 79.33万元，植物措施 16.76万元，临时工程 53.25万元，独立费用 32.54万元

（其中工程建设监理费 8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8.80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5.15

万元，投资满足水土保持防治要求。

该项目水土保持防治效果明显，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67﹪，水土流失总治

理度为 99.63﹪，拦渣率达 99﹪，水土流失控制比达 1.09，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25

﹪，林草覆盖率达 40.84％；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六

项指标均达到GB50434-2008规定的一级防治目标值以及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防治目标值。

根据现场踏勘，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到位，布局合理，满足水土流失防治要求。

六大指标已达到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建设类

一级防治标准和方案目标值。详见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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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水土流失防治达标情况表

防治指标

防治目标值

防治达到值

达标情况

GB50434-2008
确定一级防治标

准

方案设计

值

一级标

准

方案目标

值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5 99.67 达标 达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95 97 99.63 达标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 1.0 1.09 达标 达标

拦渣率（﹪） 95 95 99 达标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9 99.25 达标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5 27 40.84 达标 达标

综上所述，该项目手续资料齐备，水土保持措施落实完善，水土保持投资满

足区域水土保持的防治要求，验收组认为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措施防

治效果明显，满足水土保持要求，水土保持设施已达到验收条件。

7.2遗留问题安排

（1）加强对已建水土保持措施的运行管理，确保各项措施持久发挥效益。

（2）对项目建设区植被恢复较差区域加大养护力度，对裸露地表进行补植，

保证存活率与覆盖率。

（3）建议做好后期水土保持工程养护、管理所需资金的计划与落实工作。



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委托云南银塔送变电设计有限公司完成

《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且于 2013年 9月 10日取

得《关于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的批复》（云电计〔2013〕

411号）。

2013年 4月，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委托云南拓宇水利水电工

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

究报告书》，并取得了红河州水利局文件《红河州水利局关于准予泸西县 110千

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书》（红水保〔2013〕66号）。

2013年 8月，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取得红河州能源局文件《关

于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核准的批复》（红能源电力〔2013〕73号），

同意项目的开展。同年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委托云南银塔送变电设

计有限公司完成本项目主体工程设计。

2015年 11月，工程开工建设，并且于 2017年 2月竣工投入试运行；

2016年 9 月，委托云南晨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

变电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于 2018年 8月编制完成了《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2016年 9 月，委托云南金禹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泸西县 110千伏金

马输变电工程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于 2018年

8月编制完成了《泸西县 110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建设单位：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

时间：2018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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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电 网 公 司 文 件 

 

 

 

 

 

 

云电计〔2013〕411 号 

 

 

云南电网公司关于 110kV 金马输变电工程 
可行性研究的批复 

 

红河供电局： 

电网规划研究中心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对《110kV 金马输变

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评审，并提交了评审意见。经

研究，对 110kV 金马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批复如下： 

一、同意规划研究中心关于 110kV 金马输变电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评审意见（见附件）。 

二、请你局根据评审意见，尽快组织取得土地、林业、环

评、水保等项目核准（审批）相关专项支持文件，并按“前期

工作目标责任书”要求时间完成110kV金马输变电工程核准（审

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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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你局根据评审意见，组织设计单位开展项目初步设

计。初步设计过程中，如需对可研评审意见中的内容作调整的，

必须书面报公司批准。设计单位由公司招标确定为云南银塔送

变电设计有限公司。要求该项目初步设计按照南方电网公司颁

布的南方电网公司标准设计和典型造价 V1.0 版进行设计，并按

“前期工作目标责任书”要求时间完成初步设计报公司审查。 

 

附件：关于报送 110kV 金马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评审意

见的函（另附） 

 

 

 

云南电网公司 

2013 年 9 月 6 日 

 

 

 

 

 

抄送：市场营销部、生产设备管理部、基建部、安全监管部、系统运 

行部（调度中心）、电网规划研究中心。 

云南电网公司办公室                      2013 年 9月 10日印发 





附件六

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防洪排导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截排水沟

2018年 10月 18日





防洪排导工程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前言

我公司于 2018年 18月 18日组织监理单位云南电力建设监理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大理西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天星实

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参加了防洪排导工程单位工程的验收工作。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部位）及任务书

项目建设过程中实施防洪排导工程区域主要为变电站区和塔基区

防治分区。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实际占地面积为 6.44hm2，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新建一个变

电站及 10条输变电线路，共计总长 40.25km，总计新建铁塔 111基，

新建杆塔 234基。为了完善、变电站区、塔基区的排水系统，避免雨

水对项目区直接冲刷，从而在变电站区完成排水沟 230m，塔基区完

成截排水沟 1200m。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建设单位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监理单位云南电力

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大理西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天星实业有限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设计要求在变电站区、塔基区完成排水沟。

排水沟修建后能够有效排放项目区产生雨水，雨水不储流，外观完好，

无破损，充分起到了水土流失的防治作用。

二、合同执行情况

本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已列入主体工程投

资总概算。水土流失防治资金由项目领导小组实行专户存储、专户管

理，做到专款专用。资金按项目、工期拔款，保证及时到位，同时建

立完善的审计监督机制，加强帐目检查，保证投入。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各设计文件已完成，分部工程全部完工，自查初验全部合格。

（二）监测成果分析

通过现场踏勘及监理、施工资料分析，防洪排导工程有：变电站

区排水沟 230m，塔基区截排水沟 1200m。

（三）外观评价

外观质量完好，无破损，运行情况良好。



（四）质量监督单位的工程质量等级核定意见

质量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不存在重大问题。一些可能出现的小问题已在控制期内就已解

决。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单位工程建设过程中，施工工期、质量、投资始终在控制范围

内，工程达到了设计标准，并发挥了效益。水土保持设施完成，工

程质量符合设计标准，达到验收要求，管护责任已经落实，具备安

全运行的要求，可以交工。单位工程质量合格，达到验收要求。单

位工程在运行过程中仍然要加强工程管理及运行管护，继续巩固水

土保持效果。





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斜坡防护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浆砌石挡墙

2018年 10月 18日





斜坡防护工程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前言

我公司于 2018年 10月 18日组织监理单位云南电力建设监理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大理西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参加了

斜坡防护工程单位工程的验收工作。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部位）及任务书

项目建设过程中为保证工程建设和运行过程项目区的稳定，在塔

基区部分高边坡实施浆砌石挡墙措施，确保塔基的稳定。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实际占地面积为 6.44hm2，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新建一个变电

站及 10条输变电线路，共计总长 40.25km，总计新建铁塔 111基，新

建杆塔 234基。为了保证塔基的稳定，在塔基区实施挡墙 315m。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建设单位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监理单位云南电力

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大理西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项目建设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在塔基区部分边坡实施浆砌石挡

墙，保证边坡稳定减少水土流失。

二、合同执行情况

本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已列入主体工程投

资总概算。水土流失防治资金由项目领导小组实行专户存储、专户管

理，做到专款专用。资金按项目、工期拔款，保证及时到位，同时建

立完善的审计监督机制，加强帐目检查，保证投入。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各设计文件已完成，分部工程全部完工，自查初验全部合格。

（二）监测成果分析

通过现场踏勘及监理、施工资料分析，拦挡工程主要有：塔基区

浆砌石挡墙 315m。



（三）外观评价

外观质量完好，无破损，运行情况良好。

（四）质量监督单位的工程质量等级核定意见

质量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不存在重大问题。一些可能出现的小问题已在控制期内就已解

决。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单位工程建设过程中，施工工期、质量、投资始终在控制范围

内，工程达到了设计标准，并发挥了效益。水土保持设施完成，工

程质量符合设计标准，达到验收要求，管护责任已经落实，具备安

全运行的要求，可以交工。单位工程质量合格，达到验收要求。单

位工程在运行过程中仍然要加强工程管理及运行管护，继续巩固水

土保持效果。





泸西县 110 千伏金马输变电工程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植被建设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点片植被

2018年 10月 18日





植被建设工程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前言

我公司于 2018年 10月 18日组织监理单位云南电力建设监理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大理西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参加了

植被建设工程单位工程的验收工作。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部位）及任务书

项目建设过程中实施绿化措施区域主要在塔基区、塔基施工场地

区、牵张场区、跨越施工场地区、施工临时道路区、临时表土堆场区。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实际占地面积为 6.44hm2，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新建一个变电

站及 10条输变电线路，共计总长 40.25km，总计新建铁塔 111基，新

建杆塔 234基。为美化项目区环境，在不影响电力输送的同时，在项

目区实施绿化措施，绿化形式主要以点片状为主，采用撒播草籽的方

式进行绿化。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建设单位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监理单位云南电力

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大理西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完成后，在项目区可绿化区域实施撒草绿化。

绿化措施实施实施后基本已经成活，覆盖度达到要求，绿化措施

实施后能够美化环境，充分起到了水土流失的防治作用。

二、合同执行情况

本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已列入主体工程投

资总概算。水土流失防治资金由项目领导小组实行专户存储、专户管

理，做到专款专用。资金按项目、工期拔款，保证及时到位，同时建

立完善的审计监督机制，加强帐目检查，保证投入。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各设计文件已完成，分部工程全部完工，自查初验全部合格。

（二）监测成果分析

通过现场踏勘，植被建设工程的点片状植被建设均为撒播草籽为

主，总计撒播草籽 2.63hm2。

（三）外观评价

植物措施实施后，能够美化环境，绿化区域盖度达到要求，绿化

区域不再裸露，成活率达到 95%以上。



（四）质量监督单位的工程质量等级核定意见

质量合格、成活率较高覆盖率较高。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不存在重大问题。一些可能出现的小问题已在控制期内就已解

决。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单位工程建设过程中，施工工期、质量、投资始终在控制范围

内，工程达到了设计标准，并发挥了效益。水土保持设施完成，工

程质量符合设计标准，达到验收要求，管护责任已经落实，具备安

全运行的要求，可以交工。单位工程质量合格，达到验收要求。单

位工程在运行过程中仍然要加强工程管理及运行管护，继续巩固水

土保持效果。







开完工日期：2015年 11月至 2017年 2月。

主要工程量：变电站区完成排水沟 230m，塔基区完成截排水沟 1200m。

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2015年 11月至 2017年 2月施工单位在变电站区、塔

基区完成排水沟；

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无质量事故及缺陷。

主要工程质量指标（主要设计指标、施工单位自检统计结果，监理单位抽检

统计结果）：设计指标主要有砌石强度、水泥强度、砂浆强度等，施工单位自

检统计结果均为合格，监理单位抽检意见也均为合格。

质量评定：（单元工程、主要单元工程数和优良率，分部工程质量等级）：

防洪排导工程分为截排水 1个分部工程，75个单元工程，单元工程质量检验

均优良，质量控制资料齐全、完整。分部工程质量等级评定为优良。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验收结论：截排水分部工程工程质量达到验收要求。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开完工日期：2015年 11月至 2017年 2月。

主要工程量：塔基区浆砌石挡墙 315m。

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施工单位按照实际情况在塔基区完成浆砌石挡墙。

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无质量事故及缺陷。

主要工程质量指标（主要设计指标、施工单位自检统计结果，监理单位抽检

统计结果）：设计指标主要有砌石强度、水泥强度、砂浆强度等，施工单位自

检统计结果均为优良，监理单位抽检意见也均为优良。

质量评定：（单元工程、主要单元工程数和优良率，分部工程质量等级）：

斜坡防护工程分为 1个分部工程，57个单元工程。各单元工程质量检验均优

良，质量控制资料齐全、完整。分部工程质量等级评定为优良。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验收结论：浆砌石挡墙分部工程工程质量达到验收要求。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开完工日期：2015年 11月至 2017年 2月。

主要工程量：完成沿线撒草绿化 2.63hm2。

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施工单位在主体施工基本结束后，进行绿化

施工，先覆土，后撒播草籽。

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无质量事故及缺陷。

主要工程质量指标（主要设计指标、施工单位自检统计结果，监理

单位抽检统计结果）：设计指标主要有成活率、覆盖率等，施工单

位自检统计结果均为合格，监理单位抽检意见也均为合格。

质量评定：（单元工程、主要单元工程数和优良率，分部工程质量

等级）：

植被建设工程包括点片状植被 1个分部工程，267个单元工程，单

元工程质量检验均合格，质量控制资料齐全、完整。分部工程质量

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验收结论：点片状植被分部工程工程质量达到验收要求。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塔基区现状 牵张场区现状

跨域障碍场区现状 塔基区现状

施工场地现状（1） 施工场地现状（2）



变电站区现状（1） 变电站区现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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