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鉴定书

项 目 名 称

永靖县刘家峡镇大庄村雾宿山上水工程

项 目 编 号

永水务发〔2019〕100 号

建 设 地 点

甘肃省.永靖县

验 收 单 位

永靖县水务水电局水利建设管理站

2020 年 12 月 3 日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水土保持方案批准机
关、文号及时间

永靖县刘家峡镇大庄村雾宿山上水工程

行业
类别

其他小
型水利
工程

永靖县水务水电局水利建设管理站

项目
性质

新建

批准机关：永靖县水土保持管理局；
文号：永水保发〔2019〕47 号；
时间：2019 年 6 月 13 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准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准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9 年 5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9 月建成，工期 5 个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甘肃恒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定西亿博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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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水利厅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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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的通知
（甘水水保发〔2017〕381 号）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 号）
的规定，永靖县水务水电局水利建设管理站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在永靖
县组织召开了永靖县刘家峡镇大庄村雾宿山上水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永靖县水务水电局水利建设管理站、甘肃恒业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定西亿博源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
与会代表通过现场勘查、资料查阅、听取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
单位的情况汇报后，经质询、讨论和评议，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工程区位于永靖县城东北部雾宿山以南，属黄土低中山丘陵区，整体
地势北东高，西南低，海拔 1800～2000m，相对高差约 200m。山体表层
普遍覆盖较厚的风积马兰黄土，地形侵蚀切割破碎，其山脊单薄，沟谷发
育。现工程场地呈梯田状，原山体、沟道部位现已开挖回填整平，冲沟区
属于填方区，填土厚度一般 2～10 米不等，局部达 20m 左右。项目区北
靠雾宿山、南望黄河、西至雾宿沟、东至回沟湾。本工程主要任务为城北
新村 500 亩土地及雾宿山安置区 150 亩土地的灌溉配套工程。城北新村
灌溉片主要是田间配套工程，含干管的延伸，设备管理房、支管配套等；
雾宿沟安置区灌溉片含上水管道、蓄水池、泵站、田间工程等。
工程项目总投资 499.98 万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 472.71 万元（包

括：建筑工程 170.06 万元，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107.80 万元，金属结构
设备及安装工程 131.66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 12.29 万元，独立费用 37.52
万元，基本预备费 13.77 万元）。水土保持方案总投资 53.99 万元，其中：
主体工程投资 29.53 万元，方案新增投资 24.45 万元，方案新增痛投资中
工程措施投资 7.59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0.79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4.03 万
元。独立费用 10.83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4.5 万元，科研勘测
设计费 5.0 万元，基本预备费 1.57 万元。
项目于 2019 年 5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9 月完工，总工期为 5 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19 年 6 月 13 日，永靖县水土保持管理局以永水保发〔2019〕47
号文对《永靖县刘家峡镇大庄村雾宿山上水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报
批稿）予以批复。
按批复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按照建设类项目一
级标准执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3.90 公顷（其中：管线工程区包
括输水工程和附属建筑物两部分，总占地面积 3.90 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0.13 公顷，临时占地面积 3.77 公顷）、水土保持方案总投资 53.99 万元，
其中：主体工程投资 29.53 万元，方案新增投资 24.45 万元，方案新增痛
投资中工程措施投资 7.59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0.79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4.03 万元。独立费用 10.83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5.0 万元，科
研勘测设计费 5.0 万元，基本预备费 1.57 万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2019 年 6 月 13 日，永靖县水土保持管理局以《关于永靖县刘家峡镇
大庄村雾宿山上水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永水保发〔2019〕47 号）
对永靖县刘家峡镇大庄村雾宿山上水工程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
（四）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0 年 10 月 25 日，建设单位永靖县水务水电局水利建设管理站委
托定西亿博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第三方验收工作。接受任务后，编制
单位进行了细致的现场查勘，查阅了施工记录，在此基础上，按照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要求完成了《永靖县刘家峡镇大庄村
雾宿山上水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主要结论为：工程措施：
（一）
雾宿沟防治区：实际完成验收水土保持措施数量为：管线工程区表土剥离
0.43 万 m3，表土回覆 0.43 万 m3，土地整治 1.37hm2，全面整地 1.37hm2，
复耕 1.37hm2；取水泵站区：土地整治 0.01hm2，全面整地 0.01hm2，复
耕 0.01hm2；蓄水池区：土地整治 0.02hm2，全面整地 0.02hm2，复耕
0.02hm2，临时堆土区：土地整治 0.12hm2，全面整地 0.12hm2；施工生
产生活区：表土剥离 0.12 万 m3 ， 表土回覆 0.12 万 m3，土地整治
0.11hm2，全面整地 0.11hm2；施工便道防治区：全面整地 0.15hm2，
（二）
城北新村防治区：管线工程区表土剥离 0.48 万 m3，表土回覆 0.48 万 m3
土地整治 1.59hm2，全面整地 1.59hm2，复耕 1.59hm2；首部设备方：土
地整治 0.01hm2，全面整地 0.01hm2，复耕 0.01hm2，临时堆土区：土地
整治 0.10hm2，全面整地 0.10hm2；施工生产生活区：表土剥离 0.02 万
m3 ， 表土回覆 0.02 万 m3，土地整治 0.11hm2，全面整地 0.11hm2；施
工便道防治区：全面整地 0.18hm2，植物措施：雾宿沟防治区：临时堆土
区：撒播草籽 0.12hm2，其中针矛 4.8 kg,早熟禾 4.8kg,施工生产生活区撒
播草籽 0.11hm2，其中针矛 4.4 kg,早熟禾 4.4kg，施工便道防治区撒播草
籽 0.15hm2，其中针矛 6.0 kg,早熟禾 6.0kg 城北新村防治区临时堆土区：
撒播草籽 0.10hm2，其中针矛 4.0 kg,早熟禾 4.0kg,施工生产生活区撒播草
籽 0.11hm2，其中针矛 4.4 kg,早熟禾 4.4kg，施工便道防治区撒播草籽
0.18hm2，其中针矛 7.2kg,早熟禾 7.2kg；（三）临时设施雾宿沟防治区临
时苫盖 1500 ㎡，临时堆土区临时苫盖 5000 ㎡，临时排水沟 300 米，施

工生产生活区临时苫盖 300 ㎡，城北新村防治区管线工程区区临时苫盖
2000 ㎡，临时堆土区临时苫盖 5500 ㎡，临时排水沟 375 米，施工生产生
活区临时苫盖 300 ㎡；永靖县刘家峡镇大庄村雾宿山上水工程履行了水
土保持方案的编报程序；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体
系，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其中：项目区的扰动土
地整治率为 99.36%，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4.0%，土壤流失控制比 0.90，
拦渣率 94.0%，表土保护率 95%，林草植被恢复率 96.0％，林草覆盖率
26.86％。已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达到了水
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
（五）验收结论
永靖县水务水电局水利建设管理站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
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开展水土流失防治工作，
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
确定的目标值，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同意永靖县刘家峡镇大庄村雾宿山上水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六）后续管护要求
工程运行期，由永靖县水务水电局水利建设管理站负责永靖县刘家峡
镇大庄村雾宿山上水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运行维护和管理，确保各项水土保
持设施持续发挥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