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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由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

供电局投资建设，工程位于云南省元阳县和建水县，项目区地理位

置介于东经 102°27″~102°59″、北纬 22°49″~23°40″之间。主要建设

内容为：（一）变电部分：对 110kV 西沙线间隔一次设备由Ⅱ段母线

搬迁至 Ⅰ段母线、新增一套 110kV 备自投装置；更换 110kV 西沙线

间隔电流互感器及电压互感器； 110kV 南沙变、巴甸变、广源南沙

电站 T 接线路三侧各新增 1 套三端光纤电流差动保护。（二）线路

部分：新建两条输电线路，共长 5.68km；共 12 个塔基，其中耐张

塔 10 基，直线塔 2 基。 110kV 广源南沙电站 T 接 110kV 西沙线路

工程命名为 A 回，A 回全线共 5 基（均为耐张塔），长 1.68km；110kV

南沙变 T 接 110kV 广甸线路工程命名为 B 回，B 回全线共 7 基（直

线 2 基，耐张 5 基），长 4km。  

红河州负荷主要集中在中部个旧、蒙自、建水、开远以及北部

弥勒县等地，上述局部地区存在供电 “卡脖子 ”问题。而红河州西部

地区负荷较小，电源装机容量充足，根据电力平衡结果十二五期间

红河州西部红河、绿春、元阳三县最大电力盈余达 579.1MW。对西

部电网进行优化有利于富裕电力的送出，增强对中部地区的负荷供

应能力。目前西南部三县是红河州电网最薄弱的区域，对红河州西

部电网进行优化，改善电网结构，有利于拉动红河州西南部地区经

济发展，实现电网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本工程的建设

很有必要。  

建设单位委托云南银塔送变电设计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5 月编制

完成了《红河州西部 110kV 电网优化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取得了《红河州能源局关于开展红河州 110 千伏西部网

络优化工程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红能源电力〔 2014〕23 号）。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取得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件《红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红河州 110 千伏西部网络优化工

程项目核准的批复》（红发改能源〔 2016〕 22 号）。  

为了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工程建设项目

的有关法律法规，做好本工程的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工作，2015 年

7 月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委托云南林水环保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进行《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表》的编制工作。方案编制单位按照有关规范及要求开展了现场调

查、资料收集及报告编制工作。于 2015 年 11 月编制完成《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报批稿）。2015 年

12 月 2 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水利局以红水保许〔 2015〕 24

号文对 “方案 ”进行了批复。  

为了对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水土流失情况及水土保

持措施的防治效果进行全面监测、监督和预报，同时为该工程水土

保持专项验收提供详实的监测成果资料，根据《水土保持生态环境

监测网络管理办法》（水利部第 12 号令， 2000 年 1 月 31 日）、《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第 16 号令， 2005

年 7 月 8 日水利部第 24 号令修订）、《云南省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暂行办法》（云南省水利厅第 7 号公告， 2006 年

11 月 10 日）的相关规定，建设单位于 2017 年 4 月委托云南晨森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接到任务后，

监测单位成立了项目监测组，并于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8 月组织

水土保持监测组专业的技术人员先后多次对本工程的水土流失情况

进行现场监测。通过现场巡查、实地观测和走访座谈的方式，结合

项目的基础技术资料和工程竣工资料分析对比，获取了有关水土保

持的资料和数据，在此基础上于 2018 年 10 月完成了《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项目于 2016 年 11 月底开工建设，2017 年 5 月底竣工，施工期



 

为 6 个月。施工单位为大理西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护法实施条例》、《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以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等规程规范的规

定，根据批复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我公司组织设计、施工、监理

等单位对复垦工程、植被恢复工程等分部工程进行了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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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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位于云南省元阳县和建水县，

项目区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102°27″~102°59″、北纬 22°49″~23°40″之

间。线路位于元阳县城郊及元阳县与建水县交界处，线路路径主要

在山区地带走线，大部分线路沿线有乡村道路，交通条件较好，小

部分区域采用人抬的方式，交通条件一般。  

1.1.2 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由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投资建设，主要建设

内容为：（一）变电部分：对 110kV 西沙线间隔一次设备由Ⅱ段母线

搬迁至 Ⅰ段母线、新增一套 110kV 备自投装置；更换 110kV 西沙线

间隔电流互感器及电压互感器； 110kV 南沙变、巴甸变、广源南沙

电站 T 接线路三侧各新增 1 套三端光纤电流差动保护。（二）线路

部分：新建两条输电线路，共长 5.68km；共 12 个塔基，其中耐张

塔 10 基，直线塔 2 基。 110kV 广源南沙电站 T 接 110kV 西沙线路

工程命名为 A 回，A 回全线共 5 基（均为耐张塔），长 1.68km；110kV

南沙变 T 接 110kV 广甸线路工程命名为 B 回，B 回全线共 7 基（直

线 2 基，耐张 5 基），长 4km。  

工程特性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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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特性表 

项目名称  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  

工程等级  小型工程  

建设地点  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建水县  

建设单位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  

建设性质  输电线路   建设类项目  

项目组成  110kV 线路  

建设规模  5.68km，使用铁塔 12 基  

建设工期  2016 年 11 月 ~2017 年 5 月  

土石方  
挖方

（ m3） 
755 

填方

（ m3）  
755（表土 495m3）  

弃方

（ m3） 
 

区域海拔 m  280m～ 350m 

地形条件  
深切割中、低山地

貌  

工程区位于红河河谷两岸，地势高差十分显

著，切割剧烈。  

地质条件  场地及周边无不良地质现象，场地稳定，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  

线路杆塔型式  直线塔、耐张塔  

设计气象条件  设计冰区为 5mm，最大设计风速为 27m/s；  

工程占地（ hm2）  0.17 

项目总投资（万元） 694.60  土建投资（万元）  90.61  

1.1.3 项目投资   

项目总投资为 694.60 万元，土建投资 90.61 万元万元，全部为

建设单位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自筹。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根据施工特点，并结

合各区域的水土流失特点，将工程分为塔基工程区、临时占地区两个

部分。总占地面积为 0.17hm2。项目组成及各功能区运行情况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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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项目组成及变化情况  

序

号  
项目分区  

方案确定

面积

（ hm2
）  

实际面

积

（ hm2
） 

面积

变化

情况  

变更原因  

一  永久占地  0.05 0.04 -0.01  

1 塔基工程区  0.05 0.04 -0.01 
原规划建设塔基 14 基，实际建设塔

基 12 基。  

二  临时占地  0.14 0.13 0.01  

1 临时占地区  0.14 0.13 0.01 塔基数量减少，临时占地相应减少。

合计  0.19 0.17 -0.02  

1.1.5 塔基区 

工程新建两条输电线路，共长 5.68km。110kV 广源南沙电站 T

接 110kV 西沙线路工程命名为 A 回，全线共 5 基（均为耐张塔），

长 1.68km； 110kV 南沙变 T 接 110kV 广甸线路工程命名为 B 回，

全线共 7 基（直线 2 基，耐张 5 基），长 4km。共 12 个塔基，其中

耐张塔 10 基，直线塔 2 基。所有塔型均采用零保护角全方位长短接

腿，减少了塔位附近土石方开挖量和植被砍伐。铁塔基础采用现场

浇制的现浇斜柱式钢筋混凝土基础、掏挖式钢筋混凝土基础、人工

挖孔桩基础，混凝土标号为 C25。塔基区占地面积 0.04hm2。  

1.1.6 临时占地区 

在塔基平台、基坑、挡土墙基础等土石方施工时，开挖出的土

石方及表土需临时堆放于临时占地区。临时占地区面积 0.13hm2。  

1.1.7 施工组织及工期   

1.1.7.1 施工组织  

一、土建施工标段划分  

本项目土建施工划分为以下标段：基础工程、杆塔工程、架线

工程。  

二、施工条件  

1、交通条件  

线路位于元阳县城郊及元阳县与建水县交界处，线路路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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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区地带走线，大部分线路沿线有乡村道路，交通条件较好，小

部分区域采用人抬的方式，交通条件一般。  

2、施工用电  

本项目施工用电量较小，采用 50kw 移动式柴油发电机作为施

工用电。  

3、施工用水  

输变电线路施工用水主要由建筑施工用水、施工机械用水组成，

各施工点用水量较小。施工用水来自周村庄、边箐沟或河流，采用

人抬、马驮的方式运送至施工场地。  

4、建筑材料来源  

工程未布置专门砂石料场，工程建设所需的砂、石料根据就近

原则在各施工点附近合法的砂石料场购买，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由料

场经营单位承担。工程建设所需主要建材有水泥、钢材、木材、油

料等根据就近原则在各施工点附近购买。  

三、施工营地、场地规划  

工程线路位于元阳县城郊及元阳县与建水县交界处，离县城较近，

项目施工期间，施工人员生活住宿租用民居，未布置临时施工营地。 

四、施工道路  

本项目未修建专门的施工道路，施工道路利用场内已有道路。  

五、取土场  

本项目未涉及取料场。  

六、弃渣场  

本项目未涉及弃碴场。  

1.1.7.2 施工工期  

本项目原计划工期为 5 个月（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3 月），实

际工期为 6 个月（ 2016 年 11 月 28 日~2017 年 5 月 19 日），比原计

划开工晚了 12 个月，工期比原计划多了 1 个月。  



 5

1.1.8 土石方情况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相关资料，并结合监测人员现场核实：

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共开挖土石方 755m3

（其中剥离表土 495m3），回填使用量 755m3（其中绿化覆土 495 m3），

剥离表土 495m3 临时堆放于临时占地区，用于后期绿化覆土，无永

久弃渣。  

      表 1-3  工程实际开挖土石方及平衡情况表  

序  

号  
分区  

土石方来源  土石方流向  
调入  调出  

渣

量  
表土剥离  挖方  填方  

绿化

覆土  数量  来源  
数

量  
去向  

1 塔基区  120 260 260 105   15 

塔基临

时占地

区  

2 临时占地区  375   390 15 塔基区   

小计  495 260 260 495 15  15  

合计  755 755 15  15  

 

1.1.9 征占地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工程实际占地有所变化，工程实际占

地 面 积 为 0.17hm2 ， 位 于 元 阳 县 和 建 水 县 境 内 ， 其 中 永 久 占 地

0.04hm2，临时用地 0.13hm2。其中塔基工程区占地面积 0.04hm2，

临时占地区占地面积 0.13hm2。项目占地情况见表 1-4。  

表 1-4  项目占地面积统计表  

序

号  
项目分区  

方案确定

面积

（ hm2
）  

实际面

积

（ hm2
） 

面积

变化

情况  

变更原因  

一  永久占地  0.05 0.04 -0.01  

1 塔基工程区  0.05 0.04 -0.01 
原规划建设塔基 14 基，实际建设塔

基 12 基。  

二  临时占地  0.14 0.13 0.01  

1 临时占地区  0.14 0.13 0.01 塔基数量减少，临时占地相应减少。

合计  0.19 0.17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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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一、地形地貌  

本工程位于红河州元阳县和建水县。  

① 元阳县境内部分  

工程区位于南部边缘，红河河谷两岸，地势高差十分显著，切

割剧烈，为高山峡谷地貌；南支山脉地段，大部分为深切割中山地

貌；南支山脉以北，为浅切割的中山地貌，高差逐渐下降；北支山

脉地段，大部分为浅切割中低山地貌，特别是工程区东北缘，为低

山丘陵地貌。另外，工程区碳酸盐岩分布广泛，侵蚀和溶蚀作用是

该地区地貌形成的主要营力。近代和现代的侵蚀作用以河流迅速下

切、溯源侵蚀为主要特征，因而高原面受到强烈破坏残存无几。侵

蚀作用则受新构造运动间隙性上升的影响，表现为多期性、呈现出

复杂多变岩溶地貌景观。根据成因与形态相结合的原则，该区域地

貌分为构造侵蚀地貌，岩溶地貌，溶蚀构造地貌等类型。  

② 建水县境内部分  

项目区在官厅—坡头—普雄一线的以南一带，即红河北岸山坡

地带，是矿山主要分布区。地形标高在 230～  1725m，地形高差大，

坡度一般在 25°～ 45°，为高中山地貌，局部为岩溶地貌。在李浩寨

—三尖山—苏租一带，主要分布碎屑岩，为低中山、中山地貌。在

建水盆地及泸江河两岸，曲江盆地及曲江大河两岸，洋田盆地及泸

江河两岸，主要分布新第三系沉积层及第四系堆积层，多为农田、

耕地，以侵蚀堆积阶地、湖积蚀余台地为主，地形坡度在 5～ 15°，

比较平缓。  

二、地质  

1、地质构造  

地层出露比较齐全，除白恶系缺失外，自元古界到第四系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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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露。第四系（Q）松散层、新第三系 (N)主要分布在盆地及盆地边

缘地带；二迭系（ P1β）玄武岩分布于建水盆地以南、以东地区；

三迭系（T）、二迭系（ P）、泥盆系（D）的碳酸盐岩分布在盆地周

围的中山地带，基岩大部分呈裸露状态，形成了石漠化景观；澄江

组（Zac）地层分布在建水以西地区；美党组（Pt1m）泥岩、板岩、

砂页岩分布在建水北东地区。项目沿线工程地质良好。  

2、地层岩性  

线路经过区域主要出露的岩土有粘性土、碎石土、砂质粘土、

砂岩、灰岩、白云岩、泥岩等：  

粘土：以红色粘土为主，其次为棕红、棕黄色粘土。稍湿，硬

塑—坚硬状态。土质均匀，局部夹灰岩碎石。表层一般有少量耕殖

土。切面较光滑，韧性中等。  山脊或山顶部位厚度一般较薄 ,厚度

在 3.0m 以内，台地或洼地地带一般厚度较大，可达 5.0～ 20.0m。  

灰岩、白云岩：线路 T 接点段都在三叠系石灰岩夹白云岩地层

上经过。  

3、水文地质情况  

本工程线路塔位均位于红河两岸，高于区域内河流、水库，故

不受百年一遇洪水影响。拟建线路区域内无在建的水利工程。  

本工程线路路径附近无大、中型水利规划且未跨越通航河流。  

4、不良地质情况  

根据对现场调查，线路路径方案上未发现有对线路走向构成威

胁的大型滑坡、泥石流等不良地质作用。  

线路沿线不良地质现象主要为：中小型冲沟、小型滑坡、高陡

边坡、岩崩或滚石、岩溶漏斗、溶蚀洼地等。对以上地段，主要采

取有效避让或跨越的方式。零星分布的发育不明显的中小型冲沟，

地表冲刷现象，不会对线路走向构成根本性的威胁。  

5、地震  

地震：根据中国 1：400 万《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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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6-200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规定，本线

路路径区域属于强地震活动区，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0Sec，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5g，对应的地震烈度值为Ⅶ度。  

三、气候  

根据元阳气象站气象水文资料，项目区所在区域属亚热带季风

气候。冬季 12 月 ~次年 2 月受亚洲北部极地冷空气影响，气候表现

为干冷少雨；春季 3~4 月由来自亚洲西部的干暖气流控制，气温回

升，干旱突起。夏秋两季受西南、东南海洋季风的影响，水汽深厚，

降水较丰，气候垂直差异大。多年平均气温 16.4℃，最高气温 32.4℃，

最低气 温 -2.6℃， 年 日 照时 数 1650.8 小时； 多年平均 降雨量 为

1425.2mm。一般 5~10 月为雨季， 11 月 ~次年 4 月为旱季，无霜期

长达 360 天，多年平均蒸发量 1540.3mm，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85%。

风向主要为东风，历年最大风速 11m/s，平均最大风速 8.8m/s，多

年平均风速 3.3m/s；项目区 20 年一遇 1h 最大降雨量为 45mm， 6h

最大降雨量为 62mm， 24h 最大降雨量为 100mm。  

四、河流水系  

  工程所在流域为红河流域。红河流域总面积为 19231.8km2，

总人口为 164.40 万人，占全州人口及土地面积分别为 41.7%和 60%。

红河上游有两条主要支流——绿汁河和礼社江。绿汁河发源于楚雄

州禄丰县，流经楚雄、易门、双柏及新平县。礼社江发源于大理州

大理市，流经巍山、弥渡、南涧、南华、楚雄、双柏县。绿汁河和

礼社江汇合后称嘎洒江，过元江县后称元江，过红河县后称红河。

红河流经元阳、金平，在河口出境进入越南。蔓耗等水文站经过多

年的监测结果显示：该流域多年径流深 331.0mm，多年平均径流量

为 92.69 亿 m3，人均拥有水量 11126m3，高于州中北部地区人均拥

有水平，占全州人均拥有量的 195%。元阳境内红河的主要支流有

排沙河、大瓦遮河、马龙河、杨系河、芒铁河、芒巩河、逢春岭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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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壤  

元阳境内海拔高低变化幅度大，由于受生物、气候的影响，土壤的垂直分

布比较明显。海拔在 2500 米以上为棕壤；2500m 以下，1900m 以上为黄棕壤；

1900m 以下，1600m 以上为黄壤；1600m 以下，1200m 以上（分水岭以南），

1300m 以下（分水岭以北）为红壤；1200m 以下（分水岭以南），1300m 以下

（分水岭以北），800m 以上为赤红壤；800m 以下（分水岭以北）为燥红土；

800m 以下（分水岭以南）为砖红壤。此外还零星分布着紫色砂页岩风化形成

的紫色土。 

元阳全县土壤面积为 2879375 亩，占总土地面积 3325500 亩的 86.58%，其

中：自然土壤 2386171 亩，占总土壤面积 82.87%，旱地土壤 249341 亩，占土

壤面积 8.66%，水稻土 243863 亩，占总土壤面积 8.47%，分布在全县十五个区

的不同海拔高度的各种土类中。红壤、赤红壤、黄壤三个土类中，旱地土面积

219155 亩，占旱地面积的 87.89%，是全县主要土类。 

建水县土壤成土母质主要有石灰岩、砂岩、花岗岩、玄武岩、紫色沙岩、

页岩等。由上述成土母质发育的土壤呈垂直分布，土壤类型有：黄棕壤、黄壤、

红壤、燥红土、砖红壤性红壤、紫色土、冲积土、水稻土 8 个土类，其下又分

为 10 个亚类、17 个土属、49 个土种。 

根据资料分析，工程涉及区内土壤类型有六种，即砖红壤、赤红壤、紫色

土、红壤、黄壤和水稻土。主要土类为红壤、黄壤、紫色土和水稻土四类。 

六、植被  

元阳县地处低纬度高原，立体气候突出，地形复杂、土壤多种多样，植被

种类也丰富多样。元阳县有林地面积为 9.56 万 hm2，森林覆盖率为 43.85%。

植被类型主要有阔叶林、针叶林、竹林、灌木林、草丛林；森林群落类型有山

地湿性常绿阔叶林、针叶林等。主要树种有红椿、黄木树、攀枝花、龙舌兰、

荔枝、芒果、万年青、南方酸枣、木棉、榕树等，灌木及草本植物主要有紫金

泽兰、香茅草、扭黄茅、香竹、蕨科植物等，栽培植物有香蕉、荔枝、甘蔗等

为主；农作物主要为玉米、马铃薯、水稻、豆类等为主。 

建水县自然植被以针叶林(云南松)、常绿阔叶林和灌木中的常绿种类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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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植物中也有常绿的蕨类植物，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的利民、盘江等区和南

部山区的普雄、官厅等区。境内森林覆盖率为 41.94%，天然林占 90%以上，

以云南松为主的针叶林面积占 85%。建水地形复杂，森林类型多种多样，特别

是处于北回归线附近，即 23°20′～23°30′，海拔 1700~2500m 之间的南部中高山

区，散布着 30 多片原始植物群落，给植物和鸟兽的生息繁衍创造了良好的环

境。主要树种有云南松、华山松、云南油杉、桉树。 

项目区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类型，调查结果表明线路所经区域植被以

低矮、茂密的乔木林，高约 3～5m，局部茂密的松树，高约 3～15m，沿线林

草覆盖率在 40%～70%之间。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一、水土流失情况  

根据《云南省 2015 年水土流失调查成果公告》（云南省水利厅，

2017 年 8 月），元阳县土地总面积为 2207.86km2，微度侵蚀面积

1530.15km2，占总面积的 69.30%；水土流失面积 677.71km2，占总

面积的 30.70%。在土壤侵蚀面积中：轻度侵蚀面积 322.93km2，占

土壤侵蚀面积的 47.65%；中度侵蚀面积  82.55km2，占土壤侵蚀面

积的 12.18%；强烈侵蚀面积  124.86km2，占土壤侵蚀面积的 18.42%；

极强烈侵蚀面积 79.29km2，占土壤侵蚀面积的 11.70%；剧烈侵蚀面

积 68.08km2，占土壤侵蚀面积的 10.05%。  

根据《云南省水土流失调查成果公告（ 2015 年）》（云南省水利

厅，2017 年 8 月）资料为依据，建水县土地总面积 3759.29km2，微

度流失面积 2369.57km2，占土地总面积的 63.03%。水土流失总面积

1389.72km2，占土地总面积的 36.97%。水土流失面积中，轻度流失

面 积 1045.13km2 ， 占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的 75.20% ； 中 度 流 失 面 积

203.12km2，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4.62%；强烈流失面积 55.33km2，

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3.98%；极强烈流失面积 37.84km2，占水土流失

面积的 2.72%；剧烈流失面积 48.30km2，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3.48%。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l90—96）的划分，工程区



 11

域位于西南土石山区，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水土流失允

许值为 500t／ km2·a。  

本项目目前已在工程区内实施了复耕、植被恢复等措施，根据

现场查勘植物恢复效果较好。目前塔基工程区和临时占地区被植被

覆盖。因此整个工程区土壤侵蚀强度已经很小，通过现场调查，并

结合《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 2007）相关标准进行分析，

项目区现状侵蚀强度为微度侵蚀，土壤侵蚀强度为 438.24t/km2·a。  

二、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士流失重点预

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 号文）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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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号），本项目区所在地元阳县不在“国家级重点防治区”内，但属于“元江河口省

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依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50434-2008），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因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根据水利部办水保[2013]188 号文“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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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建水

县属于滇黔桂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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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水利厅第 49号，

2017 年 8 月 30 日），建水县属于滇东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依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应执行建设类一级标准。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属以水

力侵蚀为主的西南土石山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 km2·a）。  

调查结果表明，项目区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截至 2018

年 8 月，本项目区已实施了复耕、临时拦挡、临时覆盖、植被恢复

等水土保持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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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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5 年 5 月编制

完成了《红河州西部 110kV 电网优化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取得了《红河州能源局关于开展红河州 110 千伏西部网

络优化工程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红能源电力〔 2014〕23 号）。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取得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件《红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红河州 110 千伏西部网络优化工

程项目核准的批复》（红发改能源〔 2016〕 22 号）。  

2.2 水土保持方案  

为了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工程建设项目

的有关法律法规，做好本工程的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工作，2015 年

7 月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委托云南林水环保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进行《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表》的编制工作。方案编制单位按照有关规范及要求开展了现场调

查、资料收集及报告编制工作。于 2015 年 11 月编制完成《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报批稿）。2015 年

12 月 2 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水利局以红水保许〔 2015〕 24

号文对 “方案 ”进行了批复。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本项目未涉及水土保持方案变更设计。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本项目无后续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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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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及其批复文件，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防治责任范围总面

积为 0.39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0.19hm2，直接影响区 0.20hm2。项

目建设区为在施工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工程占地，直接影响区为项目

区四周 1m-2m 范围、跨越障碍物场地和人抬路等。  

表 3-1 “水土保持方案 ”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序号  分区名称  
项目建设区（ hm2）  

直接  

影响区  

防治责任范

围面积  
林地  草地  坡耕地  小计  

一  总面积  0.11 0.02 0.06 0.19 

0.2 0.39 1 塔基工程区  0.04 0 0.01 0.05 

2 临时占地区  0.07 0.02 0.05 0.14 

二  元阳县  0.07 0.01 0.05 0.13 

0.14 0.27 

1 塔基工程区  0.03 0 0.01 0.04 

2 临时占地区  0.04 0.01 0.04 0.09 

三  建水县  0.04 0.01 0.01 0.06 

0.06 0.12 1 塔基工程区  0.01 0 0 0.01 

2 临时占地区  0.03 0.01 0.01 0.05 

3.1.2 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防治范围扰动情况根据实地对该项目的占地面积、扰动地表面

积及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的监测和结合工程建设相关资料得出。

本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0.36hm2，其中项目建设

区面积为 0.17hm2，直接影响区面积为 0.19hm2。水土保持监测确定

的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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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序号   项目扰动区（ hm2
） 直接影响区（ hm2

） 合计（ hm2
）  

1 塔基工程区  0.04 0.05 

0.36  2 临时占地区  0.13 0.14 

 合计  0.17 0.19 

3.1.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比分析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文件，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为 0.39hm2，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0.19hm2，直接影响区面积

为 0.20hm2。经过监测，本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0.36hm2 ， 其 中 项 目 建 设 区 面 积 为 0.17hm2 ， 直 接 影 响 区 面 积 为

0.19hm2。  

同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相比，监测范围发

生了一定的变化，相对于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面积，实际水土流失

防治责任范围有所减少，减少了 0.03hm2，其发生变化的原因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 1）根据水保方案，根据水保方案，本项目共建设塔基 14 基，

其中直线塔 4 基，耐张塔 10 基。实际建设中，共建设塔基 12 基，

其中直线塔 2 基，耐张塔 10 基。使得塔基工程区面积减少了

0.01hm2，临时占地区面积减少了 0.01hm2，项目建设区共减少 0.02 

hm2。  

（ 2）直接影响区面积相应减少了 0.01hm2。  

表 3-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照表 

序

号  
 

方案确定的防治

责任范围（ hm2
） 

监测确定的防治责

任范围（ hm2
）  

变化量（增加 +、

减少 -）  

一  项目建设区  0.19 0.17 -0.02  

1 塔基工程区  0.05 0.04 -0.01  

2 临时占地区  0.14 0.13 -0.01  

二  直接影响区  0.20 0.19 -0.01  

1 塔基工程区  0.05 0.05 0.00 

2 临时占地区  0.15 0.14 -0.01  

合计  0.39 0.36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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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弃渣场设置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相关资料，并结合监测人员现场核实：

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共开挖土石方 755m3

（其中剥离表土 495m3），回填使用量 755m3（其中绿化覆土 495 m3），

剥离表土 495m3 临时堆放于临时占地区，用于后期绿化覆土，无永

久弃渣。故不涉及弃渣场。  

3.3 取土场设置 

本工程未从其它地方取土，故不涉及取土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4.1 “水保方案”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情况  

水土保持方案中将水土保持分区分为塔基工程区、临时占地区

两个分区。  

（ 1）塔基区：主体工程设计了截水沟，方案新增表土剥离、土

地平整及植被恢复。  

（ 2）塔基施工场地：方案新增表土剥离、临时拦挡、临时覆盖、

土地平整及植被恢复。  

具体各防治区水土保持措施布局体系详见表 3-4。  

表 3-4  “水保方案 ”中水土保持措施体系表  

序号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备注  

1 塔基工程区  

浆砌石截水沟  主体设计  

表土剥离  方案新增  

土地平整  方案新增  

植被恢复  方案新增  

2 塔基施工场地  

表土剥离  方案新增  

土地平整  方案新增  

临时拦挡和临时覆盖  方案新增  

植被恢复  方案新增  

3.4.2 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情况  

实际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因变更进行了调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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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对项目各组成区域建设区实施

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汇总。  

1、塔基工程区  

建设单位在塔基区进行了表土剥离，施工结束后对占用的耕地

进行了复耕，占用的林地及草地进行了植被恢复。  

2、临时占地区  

建设单位在临时占地区进行了表土剥离，施工结束后对占用的

耕地进行了复耕，占用的林地及草地进行了植被恢复，对回填土实

施了编织袋临时拦挡和临时土工布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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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实际实施与 “水保方案 ”设计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体系对照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方案批复措施 实际实施措施 补充新增措施 

主体设计水

土保持措施 

塔基工程区 工程措施 截水沟   

临时占地区 工程措施    

方案新增基

建期的水土

保持措施 

塔基工程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复耕   

临时措施 土地平整、播撒草籽    

植物措施  植被恢复  

临时占地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复耕   

临时措施 
土地平整、播撒草籽、临时拦挡、

临时覆盖 
临时拦挡、临时覆盖  

植物措施  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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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工程措施完成情况  

一、整个项目区  

1、主体工程对塔基工程区及临时占地区进行了表土剥离，剥离表土

495m3 临时堆放于临时占地区，用于后期的绿化覆土。  

二、塔基工程区  

（ 1）复耕  

施工结束后，建设单位对塔基工程区除混凝土浇筑的桩基占地外占用

的坡耕地占地范围进行了复耕。经调查统计，复耕面积为 0.005hm2，具体

工程量为：场地清理 0.005hm2，全面整地 0.005hm2，覆土 15m3。  

二、临时占地区  

（ 1）复耕  

施工结束后，建设单位对临时占地区占用的坡耕地占地范围进行了复

耕。经调查统计，复耕面积为 0.05hm2。具体工程量为：场地清理 0.05hm2，

全面整地 0.05hm2，覆土 150m3。  

表 3-6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完成主要工程量统计表  

分区  措施名称  数量  
场地清

理（ hm2） 
全面整地

（ hm2）  
表土剥离

（ m3）  
覆土（ m3） 

整个项目区  表土剥离     495  

塔基工程区  复  耕  0.005hm2  0.005  0.005  15 

临时占地区  复  耕  0.05hm2  0.05 0.05  150 

 合   计   0.055  0.055 495 165 

表 3-7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际完成与方案设计对比统计表  

分区  
措施名

称  
单

位  

数量  

备注  方案

设计  
实际

实施  
变化情

况  

塔基区  

浆砌截

水沟  
m 120  -120 

实际建设过程中，线路优化避开较大陡坡区

域。并且塔基采用全方位长短接腿，减少了

塔基附近土石方开挖量和植被破坏，导致项

目区占地面积减少，无需修建截水沟。  

表土剥

离  
m3  110 150 +40 根据实际情况，按需剥离。  

临时占

地区  
表土剥

离  
m3  250 345 +95 根据实际情况，按需剥离。  

3.5.2 植物措施完成情况  

一、塔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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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结束后，建设单位对塔基工程区占用的林地进行了植被恢复。经

调查统计，采用撒草的方式进行植被恢复，植被恢复面积为 0.03hm2。具体

工程量为：场地清理 0.03hm2，覆土 90m3，撒播草籽 2.40kg。  

二、临时占地区  

施工结束后，建设单位对临时占地区占用的林地和草地进行了植被恢

复。经调查统计，采用撒草的方式进行植被恢复，植被恢复面积为 0.08hm2。

具体工程量为：场地清理 0.08hm2，覆土 240m3，撒播草籽 6.40kg。  

表 3-8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完成主要工程量统计表  

分区  措施  数量  
场地清理

（ hm2）  
覆土（ m3） 撒播草籽（ kg） 

塔基工程区  植被恢复  0.03hm2  0.03 90 2.40 

临时占地区  植被恢复  0.08hm2  0.08 240 6.40 

合   计   0 .11 330 8.80 

表 3-9  方案设计植物措施与实施情况对比表  

防治区  
措施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方案设

计  
实际实

施  
变化

情况  

塔基区  
植被

恢复  
hm2  0.00 0.03 +0.03 

方案设计了临时撒草，实际实施了植物

措施。  塔基施

工场地  
植被

恢复  
hm2  0.00 0.08 +0.08 

 

3.5.3 临时措施完成情况  

一、  临时占地区  

（ 1）临时拦挡  

塔基平台、基坑开挖的土石方和剥离表土堆放期间，建设单位对其实

施了编织袋临时拦挡措施，经统计，编织土袋挡墙高度为 0.5~1m，挡墙长

约 136m，需编织袋填筑 95.20m3，编织袋拆除 95.20m3。  

（ 2）临时覆盖  

塔基平台、基坑开挖的土石方和剥离表土堆放期间，建设单位对其实

施了彩条布临时覆盖措施。经统计，临时覆盖面积 91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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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完成主要工程量统计表  

分区  措施  数量  
编织袋填筑  

（ m3）  
编织袋拆除

（ m3）  
彩条布（ m2） 

临时占地区  
编织袋临时拦挡  136m 95.20  95.20   

临时覆盖     910 

合   计   95.20  95.20  910 

表 3-11  方案设计临时措施与实施情况对比表  

防治

分区  
措施项目  

单

位  
工程数量  

备注  
方案设计  实际实施  变化情况  

塔基

工程

区  

土地平整  
 

m2  400 0 -400  实际实施的复耕为工程措施。  

播撒草籽  
 

m2  400 0 -400  实际实施的植被恢复为植物措施。

塔基

施工

场地  

土地平整  
 

m2  1400 0 -1400 实际实施的复耕为工程措施。  

播撒草籽  
 

m2  800 0 -800  实际实施的植被恢复为植物措施。

彩条布覆

盖  
 

m2  720 910 +90 
根据实际需要，增加临时覆盖及临

时拦挡。  编织袋临

时拦挡  
 

m 98 136 +38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本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为 19.81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为 1.40

万元，所占比例为 7.07%；植物措施费为 0.66 万元，所占比例为 3.33%；

临时措施费为 2.85 万元，所占比例为 14.39%；独立费用为 14.70 万元（其

中：水土保持监测费为 8.60 万元），所占比例为 74.20%；水土保持补偿费

为 0.20 万元，所占比例为 1.01%。所完成的投资均为水保方案新增投资，

无主体工程计列投资。  

详见表 3-12。  

 
 
 
 
 
 
 
 
 
 
 
 



 21

 
 

表 3-12  水土保持实际完成总投资表  

工程或项目名称  
工程措施

费  
植物措施

费  
临时工程

费  
独立费用  合  计  

占总投资

（％）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40    1.40 7.07 

整个项目区  1.09    1.09  

塔基工程区  0.03    0.03  

临时占地区  0.28    0.28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0.66   0.66 3.33 

塔基工程区   0.18   0.18  

临时占地区   0.48   0.48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2 .85  2.85 14.39 

临时占地区    2.85  2.85  

一至三部分合计  1.40 0.66 2.85 0.00 4.91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4.70  14.70 74.20 

建设单位管理费     0.10 0.10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4.00 4.00  

水土保持监测费     8.60 8.60  

水土保持竣工验收报

告编制费  
   2.00 2.00  

一至四部分合计  1.40 0.66 2.85 14.70 19.61  

水土保持补偿费      0.20 1.01 

总投资      19.8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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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水保方案新增投资实际完成表  

编号  工程或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投资金额（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3958.76 

（一）  整个项目区     10865.25 

 表土剥离  m3  495 21.95 10865.25 

（二）  塔基工程区     281.23  

1 复耕  hm2  0.005  281.23 

 场地清理  hm2  0.005  6115.88  30.58 

 全面整地  hm2  0.005  2819.84  14.10 

 覆土  m3  15 15.77 236.55 

（三）  临时占地区     2812.28 

1 复耕  hm2  0.05  2812.28 

 场地清理  hm2  0.05 6115.88  305.79  

 全面整地  hm2  0.05 2819.84  140.99  

 覆土  m3  150 15.77 2365.50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6617.54 

（一）  塔基工程区     1804.79 

1 植被恢复  hm2  0.03  1804.79 

 场地清理  hm2  0.03 6115.88  183.48  

 覆土  m3  90 15.77 1419.30 

 撒播草籽  hm2  0.03 333.54 10.01 

 草籽  kg 2.4 80.00  192.00 

（二）  临时占地区     4812.75 

1 植被恢复  hm2  0.08  4812.75 

 场地清理  hm2  0.08 6115.88  489.27  

 覆土  m3  240 15.77 3784.80 

 撒播草籽  hm2  0.08 333.54 26.68 

 草籽  kg 6.4 80.00 512.00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28453.29 

（一）  临时占地区     28453.29  

1 编织袋临时拦挡  m 136  21892.19 

 编织袋填筑  m3  95.2 229.96  21892.19 

 编织袋拆除  m3  95.2 23.31 2219.11 

2 临时覆盖  m2  910  6561.10 

 土工布  m2  910 7.21 6561.10 

 一至三部分合计     49029.59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47000.00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项  1 1000.00 1000.00 

2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项  1 40000.00 40000.00 

3 水土保持监测费  项  1 86000.00 86000.00 

4 
水土保持竣工验收报

告编制费  
项  1 2000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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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至四部分合计     196029.59 

五  水土保持补偿费     2000.00 

六  工程投资     198029.59 

 
表 3-14   投资对比分析表  

投资项目  
批复投资（万

元）  
完成投资（万元） 

变化情况合计（万

元）  

分

项

投

资  

一  工程措施  4.32 1.40 -2.92 

二  植物措施  0.02 0.66 +0.64 

三  临时措施  2.01 2.85 +0.84 

四  独立费用  17.08  14.70 -2.38  

五  基本预备费  1.41 0.00 -1.41 

六  
水土保持设

施补偿费  
0.20 0.20 0.00 

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25.04 19.81  -5.23 

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实际完成投资比方案设计减少 5.2 万

元，主要原因为：  

（ 1）实际建设中，根据塔基工程区地形实际需要，无需修建截水沟。

建设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方案中的浆砌石截水沟并未修建，导致工程措施

投资减少了 2.92 万元。  

（ 2）实际建设中，植被恢复的面积比水保方案大，导致植物措施投资

增加了 0.64 万元。  

（ 3）独立费用较水土保持方案，减少了 2.38 万元。主要原因为：① 水

土保措监理费由主体工程施工监理代管，导致投资减少了 0.15 万元。② 水

土保措科研勘测设计未产生，导致投资减少了 2.50 万元。③ 水土保持监测

费根据合同订价，低于方案估算，导致投资减少了 0.23 万元。④ 水土保持

技术文件技术咨询服务费未产生，导致投资减少了 1.50 万元。⑤ 增加了水

土保持竣工验收材料编制费，根据合同订价为 2 万元。  

（ 4）未产生基本预备费，投资减少了 1.4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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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设质量管理体系是云南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红河供电局统一组织和指导、监理单位监督和控制、设计和施工单位

保证相结合的统一、完整的  质量管理体系。  

自工程开工，本工程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了由业主、设计、监

理及各主要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的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质

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定期召开质量分析会，组织部署并检查考核工作的进

展情况，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及处理措施。  

同时，按照业主、监理和设计、承包商三级质量管理机构设置要求，

各参建单位均设置了专门的质量管理部门，将责任横向展开到边，纵向分

解到底，各单位的质量管理领导机构也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督促检查有关

工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推动了质量管理工作的开展。三级质量

管理机构的质量检验人员按照 “三检制 ”的要求履行各自的质量管理职责。及

时进行设计技术交底，及时研究、审核、  审批施工单位报送的有关施工组

织设计、施工技术方案、措施、作业指导书等文件，用可靠的技术措施，

施工手段来保证工程的质量。对重大施工方案，必须进行设计方案比较，

选择符合合同要求和本工程建设条件的最优方案。完善各种基础性的试验

工作。  

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做到 “事前控制、过程跟踪，事后检查 ”的全过程监

理；并将工程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及单元工程进行管理；项目法人

有专人分管质量工作，委托质量监督站实行监督，主持工程质量检测、验

收、等级核定及评定工作；监理单位对工程实行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

方式的监理制度；施工单位设有专职质量检测机构和质检人员，执行工序

质量 “三控制 ”，纠正施工中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项目保证了工程质量。为加强

工程质量管理，提高工程施工质量，建设单位在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过程中

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并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主体工程的管理中，制

定了一系列质量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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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昆明先行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遵循的监理质量管理原则是：严

格施工程序，强化施工监理；严格技术标准，加强质量检验；狠抓关键部

位，确保重点质量；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工程质量；严格工程验收，确保

缺陷处理质量。在开展监理业务时，制定了一套全面细致、科学合理的质

量管理体系。从保证工程质量、全面履行工程承建合同出发，审查施工单

位上报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措施，指导监督合同中有关质量标准、

要求的实施。在施工过程中，把好每道工序的质量关，实行严格的巡视检

查与工序验收制度，无论是重要项目还是一般项目都要经过工序验收后，

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建设施工的单位为大理西电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施工单位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质量管理措施，建立了一套完善

的质量保证体系，制定了完善的岗位质量规范；建立了以项目经理为第一

质量责任人的质量保证体系，对工程施工进行全面的质量管理，层层建立

质量责任制，明确各施工人员的具体任务和责任，层层落实质量关；在施

工中加强质量检验工作，认真执行 “三检制 ”，切实有效地做好工程质量的全

过程控制。  

综上所述，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建设的质量管理体系是健

全和完善的，各项工程的质量保证资料比较齐全。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集中在塔基工程区和临时占地区，

工程措施主要包括表土剥离、复耕等。复耕和植物措施分为 17 个单元工程，

见表 4-1。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在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

建设中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将水土保持工程纳入主体工程施工之中，建立

了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政府职能部门监督的质

量管理体系，对整个项目实行了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

合同管理制的质量管理体系。监理单位做到了全过程监理，对进入工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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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成品进行了抽样检查、试验，对不合格材料严禁

投入使用，有效的保证了工程质量。  

监理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对工程全部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进行了质量评

定，经内业竣工资料检查和现场抽查分析，对该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

量进行评价。  

（一）塔基工程区  

塔基工程区施工期间实施了表土剥离，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了复耕和

植被恢复措施。经过调查，已实施绿化的场地植被恢复效果良好，较好地

控制了该区内扰动地表的水土流失。  

（二）临时占地区  

临时占地区施工期间实施了表土剥离及临时拦挡、临时覆盖措施。施

工结束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复耕和植被恢复措施。经过调查，已实施绿

化的场地植被恢复效果良好，较好地控制了该区内扰动地表的水土流失  。 

综上所述，工程从原材料、中间产品至成品的质量均合格，符合设计

要求，工程措施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总体达到验收标准。 

4.3 总体质量评价 

按照《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的规定，经施工单位

自评、监理单位认定、质量监督单位评定的相关资料，所有工程检查结果

表明，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管护措施到位，总体质量良好，已初步发挥

了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  

工程区已采取播撒草籽进行绿化，符合工程建设实际情况，适合当地

的自然条件，整地要求、播种密度等技术参数选用合理，造林植草技术基

本符合技术规范要求，林草成活率、保存率较高，对防治水土流失效果较

为明显，故植物措施总体评定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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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划分表  

项目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数量 划分标准 备注 

塔基工程

区  
复耕  复耕  1 按复耕面积 0.01hm2 计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01hm2 单独计一个单元 合格 

植被恢复  植被恢复  3 按植被恢复面积 0.01hm2 计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01hm2 单独计一个单元 合格 

临时占地

区  
复耕  复耕  5 按复耕面积 0.01hm2 计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01hm2 单独计一个单元 合格 

植被恢复  植被恢复  8 按植被恢复面积 0.01hm2 计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01hm2 单独计一个单元 合格 
合   计 17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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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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在试运行期间和竣工验

收后其管理维护工作由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执行。  

工程自 2017 年 5 月竣工至今，已经历了二个雨季，项目区内的各项水

土保持设施经受住了雨季汛期的考验，未出现重大水土流失事件。  

工程维修情况  

由于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较简单，施工时间较短，自投入运行以来水

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未进行维修。  

植物补植情况  

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塔基区，由于土壤贫瘠稀少，撒播的

草籽成活率较低，建设单位对其进行了草籽补植。目前植被长势良好，成

效明显。  

5.2 水土保持效果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主要是为了防止工程区的水土流失，确保

项目安全运行。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基本按照主体工程和水土

保持方案的设计要求开展了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结合有关规定要求和监测

所得成果，项目区水土保持六项指标达标情况如下：  

（ 1）扰动土地整治率  

经监测分析截至 2018 年 9 月，本工程扰动土地面积为 0.17hm2。施工

结束后，项目硬化占地面积为 0.002hm2，工程措施面积为 0.055hm2，植被

覆盖面积为 0.11hm2。经计算，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8.24%，达到工程水保

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  

各区扰动土地整治情况详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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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分   区  
占地

面积  

扰动

土地

面积  

建筑物

及硬化

面积  

工程

措施

面积  

植被

覆盖

面积  
小计  

扰动土

地整治

率（％） 

单位： hm2   
塔基工程区  0.04 0.04 0.002 0.005 0.03 0.037 92.50 
临时占地区  0.13 0.13 /  0.05 0.08 0.13 99.99 

合   计  0 .17 0.17 0.002 0.055 0.11 0.167 98.24 

（ 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经监测分析截至 2018 年 9 月，本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为

0.168hm2 （ 除 去 建 构 筑 物 及 硬 化 面 积 ）， 其 各 项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面 积 为

0.165hm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8.21％，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拟定的防治

目标值。  

各区扰动土地治理情况详见表 5-2。  

表 5-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分   区  
占地面

积  
水土流

失面积  
措施治

理面积  
工程措

施面积  
植被覆

盖面积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  
单位： hm2  

塔基工程区  0.04 0.038 0.035  0.005 0.03 92.11  
临时占地区  0.13 0.13 0.13 0.05 0.08 99.99  

合   计  0.17 0.168  0.165 0.055 0.11 98.21 

（ 3）土壤流失控制比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2007）的划分，工程区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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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500t/km2·a。  

通过现场监测得出，本工程建设单位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及时

采取了相应拦挡、植被恢复及复耕等防治措施。目前，项目的土壤侵蚀强

度为 438.24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14，达到工程水保方案确定的防

治目标。  

（ 4）拦渣率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相关资料，并结合监测人员现场核实：红河

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共开挖土石方 755m3（其中剥离

表土 495m3），回填使用量 755m3（其中绿化覆土 495 m3），剥离表土 495m3

临时堆放于临时占地区，用于后期绿化覆土，无永久弃渣。拦渣率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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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1%，达到工程水保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  

（ 5）林草植被恢复率  

根据现场调查分析，项目除工程构筑物、硬化等不可绿化的面积外，

可绿化面 积为 0.11hm2， 植物覆盖面积为 0.11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达

99.21%，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定的防治目标值。  

（ 6）林草覆盖率  

根据工程相关资料及现场调查分析，目前，项目扰动区域内植物覆盖

面积为 0.11hm2，项目扰动土地面积 0.17hm2，林草覆盖率为 64.71%。达到

水土保持方案设定的防治目标值。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为全面调查本工程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水土流失状况以及所产

生的危害等，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组织人员对工程建设的弃

土弃渣管理、植被建设、土地恢复及对经济和环境影响等方面，向当地群

众进行了细致认真地了解，并走访了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目的在于了解

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及水土保持设施对当地经济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多数民众有怎样的反响，共向周围群众发放 20 张水土保持公众调查表。被

调查者中有青年人 8 人、中年人 7 人、老年人 5 人。其中男性 11 人，女性

9 人。  

在调查工作过程中，被访问者对问卷上所提问题的回答总的来说对当

地经济影响和植被建设评价较高。被调查者多数以简朴的语言肯定了红河

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在水土保持工作方面的企业形象。比较一致的

看法是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的建设对当地经济有带动和拉动作

用，对当地老百姓的经济收入增加有好处。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 20 人

中， 30.00%的被调查者认为本项目的建设对当地环境无影响， 50.00%的被

调查者认为项目对弃土弃渣管理好， 55.00%的被调查者认为项目区林草植

被建设工作做得好，有 60.00%的被调查者认为项目对扰动的土地恢复较好，

有 75%的人认为项目的建设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通过满意度调查，可以看出，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较好地

注重了水土保持工作的组织与落实，未发生明显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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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水土保持工作公众满意程度调查表  
调查年龄段 青年 中年 老年 男 女 

人数（人） 8 7 5 11 9 

职业 村民 经商 其它 
人数（人） 17 2 1 

调查项目 好/无 一般/有 差/严重 说不清 

评价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项目对当地环境影响 6 30.00 9 45.00 2 10 3 15.00 

项目对弃土弃渣管理 10 50.00 7 35.00 1 5.00 2 10.00 

项目林草植被建设 11 55.00 7 35.00 1 5.00 1 5.00 

土地恢复情况 12 60.00 6 30.00 0.00 0.00 2 10.00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15 75.00 2 10.00 2 10.00 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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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建设过程中，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成立了水土保持管理

机构，委派专人负责水土保持专项事宜，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

投入运行后，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工作由建设单位负责。  

6.2 规章制度 

在工程建设中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并将水土保持纳入主体工程

的管理中。在项目计划、合同、招标、施工档案等管理方面制定并执行了

以下主要的规章制度：  

Q/YTHC•200•018—2015《投资管理制度》  

Q/YTHC•200•020—2015《规划管理办法》  

Q/YTHC•200•025—2015《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  

Q/YTHC•200•026—2015《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  

Q/YTHC•200•027—2015《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工程 )总体竣工验收管理

办法》  

Q/YTHC•200•028—2015《土地及矿产资源管理办法》  

Q/YTHC•200•032—2015《内部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Q/YTHC•200•061—2015《建设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制度》  

Q/YTHC•200•066—2015《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Q/YTHC•200•072—2015《招投标管理办法》  

Q/YTHC•200•105—2015《SAP 财务管理规定（试行）》  

Q/HLGS•202•002—2017《工程投资项目管理规定》  

Q/HLGS•202•003—2017《招投标管理规定》  

Q/HLGS•2014•001—2017《预算管理规定》  

Q/HLGS•2014•003—2017《资金审批权限管理办法》  

Q/HLGS•2014•004—2017《资产管理规定》  

Q/HLGS•2013•001—2017《合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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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HLGS•2013•007—2017《工程结算管理办法》  

监理单位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由总监理工程师行使建设监理合

同中规定的监理职责，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主要有《合同管理控制程

序》、《进度控制程序》、《质量控制程序》、《投资控制程序》和《信息管理

控制程序》等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工程质量责任制、现场监理

跟班制，质量情况报告制、质量例会制和质量奖惩制。  

以上规章制度的建设和实施，为保证水土保持工程的顺利开展和质量

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3 建设管理 

自工程实施以来，坚持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与工程建设同步 ”的指导

原则，一是加强施工管理，防止施工弃渣乱排滥弃，并采取临时挡护或保

护措施，二是实施了大量的水土保持工程，有效的控制了水土流失。  

为了做好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进度、投资控制，施工单位招标程序

纳入了主体工程管理程序中，实行了 “项目法人对国家负责，监理单位控制，

承包商保证，政府监督 ”的质量保证体系。工程的项目法人为云南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水土保持工程管理纳入了整个工程建设管理体系实

行统一管理，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建设由大理西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项

目部负责，水土保持监理单位为昆明先行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相当的

工程建设监理经验和业绩，能独立承担监理业务的专业咨询机构。建设过

程中，严把材料质量关、承包商施工质量关、监理单位监理关，更注重措

施成果的检查验收工作，将价款支付同竣工验收结合进来，保障了工程质

量和林草的成活率和保存率。  

6.4 水土保持监测 

为了对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水土流失情况及水土保持措施

的防治效果进行全面监测、监督和预报，同时为该工程水土保持专项验收

提供详实的监测成果资料，根据《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水

利部第 12 号令， 2000 年 1 月 31 日）、《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

理办法》（水利部第 16 号令，2005 年 7 月 8 日水利部第 24 号令修订）、《云

南省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暂行办法》（云南省水利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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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号公告，2006 年 11 月 10 日）的相关规定，建设单位——云南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红河供电局 2017 年 4 月委托云南晨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

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接到任务后，监测单位成立了项目监测组，并于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8 月组织水土保持监测组专业的技术人员先后多次对本工程的水土流失

情况进行现场监测。通过现场巡查、实地观测和走访座谈的方式，结合建

设方提供的基础技术资料和工程竣工资料分析对比，获取了有关水土保持

的资料和数据，在此基础上于 2018 年 10 月完成了《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

络优化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 1）监测分区评价  

监测单位按照方案设计及工程实际建设情况，以地貌类型为主，考虑

到各项工程项目施工特点、时效性，以及在施工过程中可能造成水土流失

的特点及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不同，根据防治责任范围区不同的施工工

艺、水土流失特点、再塑地貌特征、弃土弃渣利用方向和治理难易程度，

将监测范围划分为塔基工程区和临时占地区 2 个二级分区，监测单位监测

分区合理，覆盖了工程建设各区域。  

（ 2）监测方法及布局评价  

监测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巡查监测、调查监测、临时监测、地面定位监

测等方法，符合工程扰动土地特点。  

监测点选取是根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对环境敏感程度，以及主要的

水土流失因子，选取容易造成大量水土流失，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施工

部位。本工程建设共布置了 15 个监测点，全部为调查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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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点布置  
序号  监测项目  数量  监测位置  备注  

（ 1）  工程占地、扰动地表面积  5  塔基工程区、临时占地区  详查  

（ 2）  降雨监测  无    

（ 3）  地形地貌变化情况  2  塔基工程区、临时占地区  详查  

（ 4）  植被生长状况监测样方  无    

（ 5）  植被背景状况调查样方  无    

（ 6）  土壤流失量  4  塔基工程区、临时占地区  经验类比  

（ 7）  边坡稳定巡查点  1  塔基工程区  详查  

（ 8）  水土流失危害  2  塔基工程区、临时占地区  普查  

（ 9）  工程措施的运行情况  1  塔基工程区  抽查  

（ 10） 植物成活率、保存率  不定点  塔基工程区、临时占地区  普查  

（ 3）监测时段评价。根据监测报告，监测时段为 2017 年 4 月~2018

年 8 月。从整体来看，监测时段为植被恢复期，监测结果基本可反映工程

建设期间水土流失状况及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取得的效果，不能有效反映工

程施工全过程的水土流失状况。  

（ 4）监测内容评价。监测过程中，监测单位对水土流失的主要因子、

水土流失量、水土流失危害、水土保持措施效果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监测，

监测内容复核规程要求，满足方案设计要求。  

（ 5）监测效果评价。监测过程中，监测单位对易引发水土流失的主要

部位提出监测建议，施工单位较好进行落实。增强了过程中防治水土流失

的目的，较好地实现了水土保持监测的工作任务，各项防治指标基本足规

范标准要求。  

6.5 水土保持监理 

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主体监理工作由昆明先行监理有限责

任公司承接，监理单位把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纳入主体监理工作当中。昆明

先行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监理部重视监理质

量管理工作，监理中心实行总监负责制，完善职能结构，健全规章制度，

严格工程质量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监理部重视事前策划，制定质量

管理重点开展质量控制，认真审查施工单位的施工方案、施工组织设计；

严格事中工序质量控制，加强旁站监理和 “三检制 ”的验收；规范事后单元、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等。加强施工过程质量监控，采取巡视检查、平行检验，

对重点工程、关键工序实施旁站监理。同时，加强监理人员内部培训，较

好履行 “四控制、两管理、一协调 ”的职责，发挥了工程质量的监控作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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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剥离、复耕、植被建设等工程实施全过程监理，工程完工后并进行质

量评定，监理单位监理资料齐备，符合规范要求。  

昆明先行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承接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

络优化工程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在项目所在区域与工程影响区域，对各个

防治分区内的生态保护、水土保持、绿化等方面进行巡视、检查、评价与

控制。监理单位进场后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介绍了水保工作依据，工作

内容及方法，并进行技术交底。对施工单位讲解水土保持方案中各项工程

措施施工要点，落实各施工单位承建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要求施工单位

建立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保证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设立水保工程专

职工程员，建立安全生产管理组织。  

由于水土保持工程涉及的措施较多，监理单位在质量控制方面从事前、

事中、事后进行全程控制，抓住其控制要点，采取相应手段加以控制。主

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 1）工序交接检查。按规程、规范，对各工序流程间进行检查验收，

不合格不得进入下一环节或工序。  

（ 2）对弃土弃渣的堆放、复耕、临时防护措施、绿化等工程的关键工

序实施旁站式监理，发现不合格的环节或工序及时下达返工或停工令，不

给下一环节留下隐患。  

（ 3）施工过程中部分施工队的弃土弃渣堆放和防护措施不尽规范，监

理人员及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并在监理会上提出具体要求并形成会议纪

要。  

（ 4）对单项工程的开工报告进行严格管理和审批，对工程质量、技术

进行签证，对进场机械设备、原材料和施工人员进行严格把关，达不到质

量要求的不得进场。  

（ 5）行使质量否决权，协调和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质量

不合格的工程不予计量。  

（ 6）加强施工安全管理，发现施工安全隐患及时处理解决，对基础开

挖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工序进行了严格的监督管理。  

（ 7）建立监理资料档案，定期向建设单位报告有关工程质量方面的情

况。提交阶段性质量报告，对有关质量方面问题的处理及时提出意见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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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 8）单项工程完成后，根据主体工程的施工进度安排，及时进行了初

步检查验收。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在本工程建设过程中，我公司积极接受并配合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

指导和监督，主动上报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本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及其批复文件，本项目需缴纳水土保

持补偿费 0.20 万元，建设单位已依法进行了缴纳。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工程

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各项治理措施已完成，各区域的植物措施也基

本完成。水土保持设施在竣工验收后其管理维护工作由云南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红河供电局工程部执行。从目前运行情况看，有关水土保持措施布局

合理，管理责任较为落实，并取得了一定的水土保持效果，水土保持设施

的正常运行有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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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建设单位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按照国家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和

技术规范的要求，编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委

托云南晨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本工程建设过程的水土流失进行了调查监

测。同时，委托昆明先行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工程水土保持监理工作；

施工期间，主动、积极、认真接受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

切实落实监督检查意见。  

工程建设以来，建设单位认真组织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及时实施了各

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工程质量达到了设计标准，

实现了保护工程安全，控制水土流失，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扰动

土地整治率达到 98.24%，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8.21%，土壤流失控制比 1.14，

拦渣率 96.91%，林草植被恢复率 99.21%，林草覆盖率 64.71%。水土保持 6

项指标均达到了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本

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未发现重大质量缺陷，运行情况良

好，已具备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水土保持设施所产生的生态效益，能够

满足国家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具备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条

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通过对项目区内水土保持现状进行调查，验收组认为工程水土保持工

作还需做好以下工作：   

（ 1）建议建设单位加强后期水土保持措施的维护管理工作；  

（ 2）个别塔基及施工临时占地区域植被恢复较差，建议建设单位对该

区域进行补植，加大抚育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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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附件 1：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委托书；  

附件 2：项目建设大事记；  

附件 3：红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红河州 110 千伏西部网络优化工

程项目核准的批复（红发改能源〔 2016〕 22 号）；  

附件 4：红河州水利局关于准予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书（红水保许〔 2015〕 24 号）；  

附件 5：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附件 6：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8.2 附图 

（ 1）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图；  

（ 2）工程路径平面图；   

（ 3）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 4）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 5）项目建设后遥感影像图。   

 

 

 

 





工程 2016 年 11 月 28 日开工建设，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建成，

总工期 6个月。 

1.线路部分 

2016 年 11 月 28 日施工组织设计及开工条件审查。 

2016 年 11 月 29 日首基基础开挖，正式开工。 

2016 年 12 月 18 日首基基础浇制。 

2017 年 02 月 23 日基础分部工程验收合格，工程转入铁塔组立

分部工程阶段。 

2017 年 03 月 16 日完成首基铁塔组立工作。 

2017年04月24日110kV广源南沙电站T接110kV西沙线（A回）

铁塔分部工程验收合格，工程转入架线分部工程阶段。 

2017年04月29日110kV广源南沙电站T接110kV西沙线（A回）

第二段投产。 

2017年05月17日110kV广源南沙电站T接110kV广甸线（B回）

第一段投产。 

2017年05月19日110kV广源南沙电站T接110kV西沙线（A回）。 

 2.变电部分 

2017 年 4月 10日完成 110kV 巴甸变 110kV 广甸线 162 断路器间

隔三端光差保护装置更换、调试。（只投运两侧） 

2017 年 4月 29日完成 110kV 南沙变 110kV 西沙线 172 断路器间



隔三端光差保护装置更换、电度表安装、2M 接口装置屏安装及调试；

将 110kV 西沙线一次设备由 110kVII 段母线调换至 110kVI 段母线以

及验收、投运。 

2017 年 4月 29日完成 220kV 西湖变 110kV 西沙线 139 断路器间

隔三端光差保护装置更换、调试；新增电度表屏安装及调试；更换本

间隔电流互感器及电压互感器以及验收及投运。 

2017 年 5月 11日完成 110kV 南沙变 110kV 南广线 174 断路器间

隔三端光差保护装置更换、调试；新增电度表安装及调试以及验收、

整改。 

2017 年 5月 17日完成 110kV 广甸 T线三端光差保护装置三侧联

调以及验收、投运。 

2017 年 5 月 19 日完成 110kV 西沙 T 线三端光差保护装置三侧联调；

完成 110kV 南沙变 110kV 备自投装置安装、调试以及验收、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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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 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红发改能源〔2016〕22 号        

红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红河州 110 千伏
西部网络优化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 

 

元阳县、建水县发展和改革局： 

元阳县发改局上报的《关于核准 110 千伏西部网络优化工程

项目的请示》（元发改发〔2016〕2号）、建水县发改局上报《关

于 110 千伏西部网络优化工程项目核准的请示》（建发改能源发

〔2016〕1号）及相关文件收悉。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云南省 2014 年本）》和《云南省政

府核准投资项目实施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15〕41号）和企

业投资项目核准有关规定，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提高 110 千伏南沙变、巴甸变供电可靠性，加强和优

化红河西部 110 千伏电网结构。同意建设红河西部 110 千伏网络

哈尼族 
彝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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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工程。 

二、建设地点：红河州元阳县、建水县。 

三、主要建设内容：开断广源南沙电站～南沙变 110 千伏线

路，在原通道内新建南沙变 T 接 110 千伏广甸线路，长约 4.4

千米，单回路架设；新建南沙电站 T 接 110 千伏西沙线路，长

约 1.4 千米，单回路架设。导线型号 JL/LB1A-240/30，共用铁

塔 14 基。 

四、项目总投资及筹资方式：总投资为 736万元，工程资本

金比例 20%由中央预算内资金解决，其余资金由银行贷款解决。 

五、该项目已取得核准所需支持性文件：  

（一）红河州环境保护局《关于红河州 110kV 西部网络优

化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红环审〔2015〕201

号） 

（二）元阳县人民政府《关于红河州 110kV西部网络优化工

程线路路径的批复》（元政复〔2014〕64号） 

（三）建水县人民政府《关于红河州 110kV 电网优化工程

线路路径的函》（建政函〔2014〕39号） 

（四）红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

登记表》（项目编号：HHNY2015058） 

（五）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关于印发红河州

西部 110 千伏电网优化工程可行性研究评审意见的通知》（红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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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2015〕40号） 

六、本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要求。工程设计、建

设和运行要满足国家环保标准，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能耗，提高

效率。项目业主应严格执行国家和云南省现行的法律、法规和相

关行业规程规范要求，在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批准文件后开工建

设。 

七、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

目统一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招标投标的意见》（云政办发

〔2012〕124号）要求，请项目业主严格按照招标方案，遵循属

地管理原则，在云南省已建成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依法进行项

目招投标工作。 

八、云南电网有限公司红河供电局作为项目法人，负责项目

建设、经营和资金筹措，在工程建设和生产运行中，要严格执行

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程序，高度重视电站的生态环境保护，严

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6 号）精神，落实安全设施建设责

任。确保工程经济、社会效益的发挥， 

九、请元阳县、建水县发改局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该项目建设

及运行的协调，特别是对工程项目安全质量、环境保护等工作的

监督管理，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程规范，确保工程社会效益的发

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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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有关内容进行调整，

请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委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核准文

件有效期限为 2 年，自发布之日起计算。在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

的，应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我委申请延期。若项目

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期的，或虽提出延期

申请但未获批准的，本核准文件自动失效。 

 

 

红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 年 1月 15 日 

 

 

 

 

 

 

 

抄送：省能源局，州政府办，州安监局，州地震局，州国土局，州水利局，

州林业局，州环保局，委稽查办，元阳县人民政府，建水县人民政

府，红河供电局。 

红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 年 1月 15 日印发 



















一、复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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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建设项目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