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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湖南湘西龙山 220kV变电站 110kV

送出工程
行业类别 输变电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湘西供电

分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湘西自治州水利局、州水发[2019]12号、2019年 1月 4日

主体工程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湘电公司函建设[2019]142号、2019

年 3月 18日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本工程于 2019年 3月开工建设，2019年 11月建成投产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湖南省隆维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设计单位或

水土保持设计单位
湘西德源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图

设计单位
湘西德源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湘西自治州德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西北电力建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验收单位 湖北友好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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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湘西供电分公司组织湘西德源电力勘

察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单位）、西北电力建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湘西自治州德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施工单位）、湖南省隆维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水

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湖北友好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

位），于 2021年 4月 29日在湖南省湘西州龙山县对湖南湘西龙山 220kV变电站 110kV送

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验收，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会前，建设单位组织专家查看了工程现场，会上，验收组查阅了工程技术资料，听取

了建设管理部门、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经质询、

讨论，形成了湖南湘西龙山 220kV变电站 110kV送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2019年 1月 4日，湘西自治州水利局以州水发[2019]12号文对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表进行批复。

2019年 1 月 14日，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湘发改能源[2019]24号文对本工程进

行了核准。

2019年 3月 18日，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以湘电公司函建设[2019]142号文对本工

程初步设计进行批复。

湖南湘西龙山 220kV变电站 110kV送出工程包括新建 4条 110kV线路工程，工程建

设规模包括：新建 110kV输电线路全长约 16.27km，新建 110kV杆塔 61基，全线位于湖

南省湘西自治州龙山县境内。

本工程于 2019年 3月开工建设，2019年 11月建成投产。

（二）主体工程设计批复及水土保持主要内容

本项目主体工程初步设计由湘西德源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制，设计内容包括了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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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临时苫盖等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并将水土保持措施内容和投资纳入了主体

工程设计文件中。建设单位委托湖南省隆维生态工程有限公司编制《湖南湘西龙山 220kV

变电站 110kV送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以下简称《方案报告表》），湘西自治州

水利局对《方案报告表》予以同意，批复中对项目施工期间水土保持工作提出要求，要求

切实落实好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及做好水土保持措施防护。

（三）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及投资完成情况

工程建设过程中，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湘西供电分公司积极落实各施工区域的水

土流失防治任务，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如下：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376m3、表土回填 376m3、挡土墙 260m、截排水沟 510m、沉沙

池 32座、土地整治 1762m2；

植物措施：种植草皮 683m2、播撒草籽 857m2；

临时措施：彩条布临时覆盖 325m2。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塔基数较方案设计减少，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工程量也

相应减少，施工未发生大规模扰动。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投资分析表 单位:万元

工程或费用名称 水保方案估算 实际完成投资 增减情况（实际-方案）

工程措施 40.5 33.92 -6.58
植物措施 1.42 1.19 -0.23
临时措施 1.6 1.34 -0.26
独立费用 29.36 18.52 -10.84

基本预备费 4.38 0 -4.38
水土保持补偿费 0.33 0.099 -0.231

合计 77.59 55.07 -22.52

根据湘府阅〔2017〕31号文，本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按 30%收取，实际缴纳 0.099万

元。本项目实际水土保持总投资 55.07万元，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四）工程质量及运行情况

经过建设单位自查初验及验收单位资料检查和现场抽查，认为本项目已完成的各项水



— 5 —

土保持设施质量合格。满足水土保持方案及规范规程对水土保持设施质量的要求。

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保持较完好。工程措施基本满

足设计要求，植物措施正在逐步发挥蓄水保土作用，随着植被覆盖度的提高，措施作用愈

来愈明显，有效维护了生态环境。有关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责任落实到位，维护措施切实

可行，维护责任落实到人，充分体现和发挥了建设期的各项措施作用，保证了各项水土保

持设施初步运行良好，并取得了一定的水土保持效果。

本项目水土保持效益分析表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实际值 达标情况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6.87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8 98.68 达标

3 拦渣率（%） 95 96.11 达标

4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5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99.36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28 69.15 达标

（五）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该项目实施过程中，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

保持后续设计，落实了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实施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措施，

完成了批复的防治任务；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

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运行期间的管理维护责

任得到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六）后续管护要求

现场踏勘发现，项目区水土防治措施体系较为完善，可以有效控制项目区内的水土流

失，但后续应注重后期植物措施的管护，同时进一步强化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维护，确

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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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复印件

2、水保补偿费缴纳凭证

3、验收照片

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2、项目线路路径走向图

3、项目区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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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验收照片

宝塔-望城π入龙山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沈新宝π入龙山变#001（剖出段）（2021.4） 沈新宝π入龙山变#002（剖出段）（2021.4）

沈新宝π入龙山变#003（剖出段）（2021.4） 沈新宝π入龙山变#004（剖出段）（2021.4）

沈新宝π入龙山变#005（剖出段）（2021.4） 沈新宝π入龙山变#006（剖出段）（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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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新宝π入龙山变#007（剖出段）（2021.4） 沈新宝π入龙山变#001（剖进段）（2021.4）

沈新宝π入龙山变#002（剖进段）（2021.4） 沈新宝π入龙山变#003（剖进段）（2021.4）

沈新宝π入龙山变#004（剖进段）（2021.4） 沈新宝π入龙山变#006（剖进段）（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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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新宝π入龙山变#007（剖进段）（2021.4） 沈新宝π入龙山变#008（剖进段）（2021.4）
龙山—沈家湾变 110kV线路工程

枫沈线#005（2021.4） 枫沈线#006（2021.4）

枫沈线#007（2021.4） 枫沈线#008（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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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沈线#009（2021.4） 枫沈线#025（2021.4）

枫沈线#027（2021.4）
望城-新城 110kV线路改造工程

枫望新线#023（2021.4） 枫望新线#026（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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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望新线#027（2021.4） 枫望新线#028（2021.4）

枫望新线#029（2021.4） 枫望新线#030（2021.4）

枫望新线#031（2021.4） 枫望新线#032（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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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望新线#033（2021.4） 枫望新线#034（2021.4）

枫望新线#035（2021.4） 枫望新线#036（2021.4）
新城—望城 T接龙山变 110kV线路工程

新望线 T接龙山变#002（2021.4） 新望线 T接龙山变#007（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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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望线 T接龙山变#008（2021.4） 新望线 T接龙山变#009（2021.4）

新望线 T接龙山变#010（2021.4） 新望线 T接龙山变#011（2021.4）



说明：

      新建110kV输电线路全长约16.27km，新建110kV杆塔61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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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望城T接龙山变110kV线路工程

宝塔-望城π入龙山变电站110kV线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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