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鉴定书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编 号
建 设 地 点
验 收 单 位

望谟县纳戎水库工程
黔水计〔2014〕132 号
望谟县
望谟县小型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所

2019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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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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谟县纳戎水库工程

行业
类别

水库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望谟县小型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所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2014 年 12 月 24 日，贵州省水利厅黔水保〔2014〕106 号
《关于望谟县纳戎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2019 年 5 月 20 日，黔西南州水务局印发《关于望谟县纳
戎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补充）的复函》（州水
务函〔2019〕55 号）。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2015 年 2 月 10 日，贵州省水利厅黔水计〔2015〕25 号《关
机关、文号及时间
于望谟县纳戎水库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5 年 9 月至 2018 年 5 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贵州昱龙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贵州晟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湖南水总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贵州江河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贵州晟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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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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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谟县小型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所于 2019 年 6 月 3 日，在望谟县纳戎
村主持召开了望谟县纳戎水库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
议的有建设单位望谟县小型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所、验收报告编制单
位贵州晟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测单位贵州晟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监理单位贵州江河监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湖南水总水电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的代表共 8 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验收单位对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自查初验，编制
了《望谟县纳戎水库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贵州晟泰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对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编制了水土保持监测总结
报告，提交了监测报告。上述报告为此次竣工验收提供了重要的技
术依据。
验收组实地查勘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建设单
位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情况的汇报和评估单位关于技术评估情况的
汇报，经讨论和认真研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纳戎水库工程位于贵州省望谟县西南面油迈乡纳戎村，水库坝
址位于珠江流域北盘江水系望谟支河油迈河二级支流的纳戎河上，
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59′7″，北纬 25°8′4″。工程区距望谟县城 45 公
里，距油迈乡政府驻地 18km，有 S312 省道途径工程区下游油迈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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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公路由 S312 省道接入库、坝区、交通相对便利。
纳戎水库工程为新建项目，工程等别为Ⅳ等，工程规模为小（1）
型。建设任务是为油迈乡及辖区的 4 个行政村提供生活饮水，解决
农田灌溉及巧降物流园区用水问题。设计灌溉供水量 59.4 万 m3/a，
设计村镇供水量 63.9 万 m3/a。
水库总库容 167 万 m3，兴利库容 128.2
万 m³，正常蓄水位 762.00m，死水位 742.00m，采用坝型为混凝土
面板碓石坝，坝顶高程 765.00m，最大坝高 38.5m，
坝顶长度 101.3m，
坝顶宽 6.5m；主要建设内容有大坝、溢洪道、导流洞、取水放空
建筑物和输水管道等。项目由枢纽工程区、输水系统、施工生产生
活设施、施工道路、取料场、弃渣场、水库淹没区、专项设施复建
区八部分组成，项目总占地面积 40.97hm2。总投资 11047.49 万元。
其中土建工程投资 4241.5 万元。该项目主体工程已于 2015 年 9 月
动工建设， 2018 年 05 月建设完成，共 33 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14 年 5 月贵州昱龙绿色产业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望谟县
纳戎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14 年 10 月，贵州省水利
厅委托贵州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组织有关专家对《望谟县纳戎水库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会审，2014 年 12 月 24 日贵州省水
利厅以（黔水保〔2014〕106 号）进行了批复。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内容：纳戎水库坝址位于望漠县油迈乡纳
戎村境内，属于珠江流域北盘江水系。土壤侵蚀类型区划属西南岩
溶区，其水土流失容许值为 500t／km2.a，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
主，属轻度流失区，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为 1230t／km2.a 项目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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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滇黔桂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和省级重点治理
区，且属于贵州省生态功能区划中的胞弱生态区。纳戎水库工程为
新建项目。流没及工程占地面积 40.04hm2，建设总工期为 24 个月，
其中施工准备期 6 个月。工程项目总投资为 11047.49 万元，其中土
建投资 4241.5 万元。建设期工程共开挖土石方 28.30 万 m3，填方
总量为 3.89 万 m3，弃方为 24.41 万 m3 土石方通过合理的堆放和调
配能有效地减少水土流失，是防治项目水土流失的重点。本项目水
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 51.83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40.04hm2
（永久占地 25.58hm2，临时占地 14.46hm2），直接影响区 11.79hm2。
本工程扰动地表 29.62hm2，工程建设产生永久弃渣量 24.41 万 m3。
在工程施工准备期、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若无水土保持措施将新增
水土流失量 2474.69t 产生，水土流失的重点地段是大坝枢纽区、道
路工程区、输水工程、渣场区及料场区。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如下：
（1）枢纽工程区
工程措施：排水沟 240m、沉沙池 1 座，表土剩离 3390m3，表
土回复 1600m3，
全面整地 0.25hm2，植物槽 300m。
植物措施：草皮护坡 0.25hm2，绿化及恢复 0.39m2；栽植香樟
8 株、刺槐 94
株、大叶女贞 43 株，栽植小叶女贞 540 株、小叶黄杨 540 株、迎
春 600 株、火
411 株，种植爬山虎 600 株，种草 0.23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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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临时土袋拦挡 180m、土工布覆盖 800m2，临时截
水沟 200m。
（2）输水工程区
M7.5 浆砌石 3247m3，
工程措施：
排水沟 70m，表土剥离 8980m3、
表土回覆 8980m3、全面整地 2.70hm2，植物槽 50m。
植物措施：植物槽绿化 0.02hm2、迹地恢复 5.53hm2；栽植大叶
女贞 21 株、火棘 873 株，迎春 100 株、爬山虎 100 株，种草 5.53hm2。
临时描施：临时土袋拦挡 5680m、土工布覆盖 4300m2。
（3）施工生产生活区
工程措施：排水沟 770m、沉沙池 3 座，表土剥离 6450m3、表
土回覆 7650m3
全面整地 2.05hm2。
植物措施：迹地恢复 0.50hm2；大叶女贞 312 株、火棘 936 株，
种草 0.50m2。
临时措施：临时土袋拦挡 400m、土工布覆盖 1600m2，临时水
沟 300m．临时沉沙池 5 座。
（4）道路区
工程措施：排水沟 1520m、沉沙池 2 座。护面墙 100m，表土
剥离 7360m3、表土回覆 6660m3、全面整地 1.20hm2，植物槽 150m。
植物措施：植物槽绿化 0.08hm2、永久道路绿化 0.30hm2、临时
道路恢复 1.05hm2。栽植香樟 298 株、大叶女贞 656 株，栽植迎春
300 株、火棘 1968 株，种植爬山虎 300 株，种草 1.35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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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临时土袋拦挡 1400m、土工布覆盖 1500m2，临时
排水沟 3860m，临时沉沙池 8 座。
（5）料场区
工程措施：截水沟 705m、沉沙池 4 座，表土剥离 700m3、表
土回覆 5490m3，
植物槽 1600m。
植物措施：植物槽及边坡绿化 1.75hm2、植被恢复 2.07m2；栽
植刺槐 849 株
火棘 5122 株，种植爬山虎 3500 株，种草 2.23hm2。
临时措施：临时土袋拦挡 370m、上工布覆盖 200m2，临时截
水沟 120m、临时沉沙池 2 座。
（6）弃渣场区
工程措施：拦渣墙 90m，截排水沟 1030m、沉沙池 2 座，表土
剥离 7190m3、表土回覆 6550m3、全面整地 1.55hm2。
植物措施：植被恢复 1.66hm2；大叶女贞 1030 株、火棘 3090
株，种草 1．65hm2。
临时措施：临时土袋拦挡 150m、土工布覆盖 1700m2。
（7）专项设施复建区
工程措施：排水沟 1850m、沉沙池 3 座，护面墙 150m，表土
剥离 4740m3、表土回覆 1880m3，植物槽 200m。
植物措施：植物槽绿化 0.10hm2、道路绿化 0.60hm2；栽植香樟
370 株、迎春 400 株，种植爬山虎 400 株，种草 0.6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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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临时土袋拦挡 400m、土工布覆盖 1000。
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665.07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计列
投资 181.91 万元，水保方案新増水土保持投资为 483.16 万元。新
増水土保持投资中，工程措施 22.84 万元，植物措施 35.18 万元，
临时措施 70.91 万元，独立费用 12.95 万元（水土保持监理费 28.50
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31.81 万元），基本预各费 26.51 万元；水土
保持补偿费 14.77 万元。
2018 年 9 月，望谟县小型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所委托贵州智盛
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设计，2018
年 10 月，贵州智盛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望谟县纳戎
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设计》，2019 年 5 月 20 日，黔西南州
水务局印发《关于望谟县纳戎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补充）
的复函》（州水务函〔2019〕55 号）
。
（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采用了以调查为主的监测方法。调查
过程中采用全面调查方法，按分区记录地面组成物质，测量防治责
任范围面积及地表扰动面积、土石方开挖量、弃渣量、植被状况及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
面积为 52.3hm2。根据实际建设情况调查，本项目建设过程中，项
目建设共开挖土石方 30.01 万 m3，回填土石方 3.76 万 m3，废弃土
石方 26.25 万 m3，弃渣去向，1#渣场堆存 6 万 m3，2#渣场堆存 1.27
万 m3，3#渣场堆存 18.96 万 m3。
经计算，项目建设区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49%，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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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治理度达到 99.41%，拦渣率达到 98%，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19，
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74%，林草覆盖率达到 38.03%。
（四）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望谟县纳戎水库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52.3hm2。该工程总投资 11047.49 万元。其中土建工程投资 4241.5
万元。项目建设共开挖土石方 30.01 万 m3，回填土石方 3.76 万 m3，
废弃土石方 26.25 万 m3，弃渣去向，1#渣场堆存 6 万 m3，2#渣场
堆存 1.27 万 m3，3#渣场堆存 18.96 万 m3；工程建设期间，水土保
持工程措施布设主要是出于生产安全、施工安全考虑，修建了大量
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排水等措施。望谟县纳戎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
案中批复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665.07 万元，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697.82 万元。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明显，生态恢复良好。经评估，望
谟县纳戎水库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49%，水
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9.41%，拦渣率达到 98%，土壤流失控制比
为 1.19，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74%，林草覆盖率达到 38.03%，
各项指标均达到建设类一级标准，总体满足防治要求。
项目布局合理，水土保持措施质量总体合格。各工程措施结构
尺寸规则，外表美观，质量符合设计要求，运行情况良好，实施绿
化措施植被生长良好，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改善了项目区
的生态环境，整体上已具备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基本能够满足国
家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
（五）验收结论
望谟县纳戎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完备，并开展了水
土保持监理、监测工作，验收资料齐全；水土保持设施总体质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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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建设区内扰动土地整治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拦渣率、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等指标
基本达到了有关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具备正常运
行条件；运行期间的管理维护责任基本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的条件，验收组同意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竣工验收。
（六）后续管护要求
（1）加强工程措施的后期管护工作，落实经常性的检查制度，
对损坏的工程措施及时进行修补，确保工程措施能长期稳定的发挥
保持水土的功能。
（2）建设单位应加强对植被的管护，以提高植被成活率。
（3）建设单位在以后的项目建设中应严格遵循“三同时”原则
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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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