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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西县耳海煤矿
黔能源发〔2010〕818 号文

建 设 地 点
验 收 单 位

黔西县花溪乡
黔西县耳海矿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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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西县耳海煤矿

行业
类别

井采矿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黔西县耳海矿业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贵州省水利厅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
号

黔水保函[2011]115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4 年 3 月－2019 年 11 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贵州智盛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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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鲁泰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湖南黑金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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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二、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黔
西县耳海矿业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在贵州省黔西县花溪
乡主持召开了黔西县耳海煤矿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
有建设单位黔西县耳海矿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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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设施施工单位山东鲁泰
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贵州晟泰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水土保持监理单位贵州智盛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代表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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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县耳海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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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单位对验收报告的汇报，经
讨论和认真研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黔西县耳海煤矿位于黔西县花溪乡，有部分井田涉及金沙县化
觉乡。矿井工业场地距黔西县约 61 公里，距三岔河 7 公里，距黔西
电厂 76 公里，距大方电厂 144 公里，距贵阳 113 公里；矿区有乡村
公路可直接进入拟建工业场地，交通较为方便。项目总占地面积
9.80hm2。项目建设共开挖土石方量 57574m3（土石方 44000m3，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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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13574m3），回填土石方量 7280m3（土方 5210m3，石方 2070m3）
，
无废弃土石方。项目建设内容主要有黔西县耳海煤矿设计生产规模
为 45 万吨/年。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主平硐、回风斜井、进风斜
井、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进风斜井区、新建连接道路。以及系
统的完善煤矿生产必须的其他附属系统。本项目建设投资为
54064.36 万元，土建投资 14362.2 万元，该项目已于 2014 年 3 月动
工建设，2019 年 11 月建设完成。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贵州省水利厅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以“黔水保函[2011]115 号文”
对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内容：耳海煤矿位于黔西县花溪乡境内，
距黔西县城约 61 公里。该矿属新建矿井，井田面积为 6.1095km2，
矿井保有资源量 24392 万 t，设计可开采储量 2564 万 t，矿井设计生
产能力 45 万 t/a，服务年限 41a。项目建设区由主工业场地、办公生
活区、预留选煤厂、排矸区、附属系统五部分组成，占地面积
14.74hm2，其中永久占地 14.5hm2，临时占地 0.24hm2，工程建设挖
填土石方总量约 27 万 m3，生产运行期年排矸量 3.6 万 t。项目总投
资 38064.36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4362.2 万元，吨煤投资 845.87 元。
建设总工期 36 个月（含施工准备期 3 个月及联合试运转 3 个月）
，
计划 2011 年 10 月开工，2014 年 9 月竣工。建设单位编制的水土保
持方案符合我国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规定，对防治本项目造成的水
土流失，保护项目区及周边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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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工业场地防治区
工程措施：修建挡土墙 1460m，截水沟 297m，排水沟 925m，
排水盖板沟 20m，排洪暗涵 25m，沉沙池 2 座，土地整治 6850m3。
植物措施：种植乔木柳杉 137 株、香樟 137 株，混播狗牙根草
及三叶草绿化面积 13700m2，防治面积 13700m2。
临时措施：表土剥离 12350m3，临时土袋拦挡 1560m。
2、办公生活区防治区
工程措施：修建挡土墙 540m，截水沟 120m，排水沟 270m，
排水盖板沟 10m，土地整治 2250m3。
植物措施：种植乔木 200 株（其中荷花玉兰 100 株、柏木 50
株、香樟 50 株）
；种植灌木小叶女贞 2100 株；混播狗牙根草及三叶
草绿化面积 4500m2，防治面积 4500m2。
临时措施：表土剥离 5750m3，临时土袋拦挡 440m。
3、预留选煤厂防治区
暂不布置任何措施；但《本方案》要求预留选煤厂建设时应及
时做好场区拦挡及空闲的植物防护。
4、排矸场防治区
工程措施：建设期修建挡渣墙 240m，截水沟 420m，沉沙池 1
座；运行期覆土整治 9000m3，综合护坡 480m2。
植物措施：建设期混播狗牙根草及三叶草绿化面积 1200m2，运
行期混播狗牙根草及三叶草绿化面积 18000m2。
临时措施：临时土袋拦挡 280m。
5、附属系统区防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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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修建挡土墙 160m，排水沟 7160m。
植物措施：混播狗牙根草及三叶草绿化面积 12300m2。
临时措施：临时土袋拦挡 2540m。
批复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597.37 万元（主体设计投资 166.17 万元，
本方案新增投资 431.20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工程建设静态总投资
567.89 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29.48 万元。水土保持工程建设
静态总投资中：工程措施费 339.45 万元，植物措施费 15.25 万元，
临时工程投资 88.20 万元，独立费用 92.85 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26.82 万元，水土保持监理费 25.00 万元），基本预备费 32.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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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中采用调查方法，调查监测采用询问、收集资料、典型调查、
普查、抽样调查等调查方法，按照水土保持监测分区对项目建设区
内的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危害、水土保持措施及其防治效益进
行监测。监测调查结果显示：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
积 9.80hm2；地表扰动区域面积 8.63hm2；项目建设共开挖土石方量
57574m3（土石方 44000m3，表土 13574m3）
，回填土石方量 7280m3
（土方 5210m3，石方 2070m3）
，无废弃土石方。单位面积土壤流失
总量 1.57t/( hm2·a)；经计算，建设区的年土壤流失量为 13.52t/a，项
目建设区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77%，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8.56%，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3.18，拦渣率达到 99%以上，林草植被
恢复率达到 100%，林草覆盖率达 22.32%，由于生产场地区和办公
生活区硬化面积过大，导致绿化面积过小，因此本项目林草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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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标，但通过治理，项目建设区内能恢复为林草地的区域均已进
行恢复，林草植被恢复率达 100%，能够有效控制项目建设区水土
流失。除林草覆盖率其余指标均达到建设类一级标准，总体满足防
治要求。项目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控制了项目建设中产生的
水土流失，在改善项目区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保障了主体工程的正
常运行和安全生产。
（四）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黔西县耳海煤矿总占地面积 9.80hm2。项目总投资 54064.36 万
元，其中土建投资 14362.2 万元。项目建设共开挖土石方量 57574m3
（土石方 44000m3，表土 13574m3），回填土石方量 7280m3（土方
5210m3，石方 2070m3），无废弃土石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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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了具有水
土保持功能的排水、植物等措施。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量有：
（1）工程措施：挡土墙 925m，
排水沟 512m，盖板排水沟 1721m，
排洪暗涵 252m，截水沟 214m，覆土整治 13574m3。
（2）植物措施：种植金森女贞球 59 株，大叶黄杨球 32 株，金
边黄杨球 4 株，红叶石楠球 94 株，大红叶石楠球 6 株，金叶女贞球
18 株，三角梅 22 株，樱花 10 株，桂花 61 株，红枫 16 株，海棠 12
株，紫薇 9 株，幸福树 2 株，铁树 1 株，木槿 8 株，含笑 5 株，梅
花 4 株，紫荆 8 株，罗汉松 8 株，香樟树 26 株，玉兰 8 株，银杏 3
株，猕猴桃 12 株，桔子树 3 株，红花檵木苗 14448 株，金边黄扬苗
20464 株，金叶女贞苗 16760 株，红叶石楠苗 52254 株，金森女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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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39183 株，大叶黄杨苗 23421 株，四季桂花苗 3144 株，五彩石竹
640 株，八角金盘 174 株，金竹 62 丛，常春藤 14 株，茶花 10 株，
凤尾竹 1 株，黄金菊 800 株，撒金珊瑚 100 株，发财树 5 株，爬山
虎 78 株，马尼拉草皮 208m2，麦冬 38m2，撒播狗牙根 0.36hm2。
（3）临时措施：表土剥离 13574m3。
黔西县耳海煤矿水土保持方案中批复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597.37
万元，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451.77 元，减少了 145.60 万元。但建
设区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明显，生态恢复良好。经评估，黔西县耳海
煤矿水土保持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77%，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达到 98.56%，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3.18，拦渣率达到 99%，林草植被
恢复率达到 100%，林草覆盖率达到 22.32%（由于主工业场地和办
公生活区硬化面积过大，可绿化面积的减少，无法达标）
，除林草覆
盖率外各项指标均已达到防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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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西县耳海煤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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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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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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建设单位在以后的项目建设中应重视表土资源的利用。
（5）验收成果及时向贵州省水利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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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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