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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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16 线岷县境分水岭至茶埠地

震灾后恢复重建工程
行业类别 公路

主管部门

（主要投资方）
甘肃省定西公路局 项目性质 重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定西市水土保持局，2019 年 12 月 30 日以定市水保发

〔2019〕121 号文予以批复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批复机关、文号及

时间

无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

批复机关、文号及

时间

无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8 月

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单位
甘肃鑫钰生态环境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

单位
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甘肃鑫钰生态环境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甘肃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广东舜江水务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甘肃润景兴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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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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甘

肃省定西公路局于 2020 年 9月 2日在定西市安定区主持召开了

G316 线岷县境分水岭至茶埠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程水土保持设

施自主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甘肃润景兴环

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方案编制及水土保持监测单位甘肃鑫钰生

态环境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理单位广东舜江水务工程

监理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以及施工单位甘肃路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的代表共计 7 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

自主验收期间，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自查初验，

委托第三方机构甘肃润景兴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G316

线岷县境分水岭至茶埠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报告》，水土保持监理报告、水土保持监测报告和施工报告为

此验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

验收组成员和与会代表实地查看了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

听取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情况的汇

报，以及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单位的情况说明，形成验

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G316 线岷县境分水岭至茶埠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程位于甘

肃省定西市岷县境内，本项目起点位于礼县与岷县交界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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垭口处，起点桩号 K2702+000，途径马坞乡、独岭山、沙金村、

八盘山、锁龙乡、狼渡滩、闾井镇、砖塔寨、申都乡、班哈山、

禾驮乡，终点位于岷县茶埠镇茶埠村桥头，终点桩号

K2825+609.3。

路线全长 123.732km，全部在岷县境内，其中：主要采用三、

四级公路标准建设。全线共设中桥 344.824m/7 座，其中新建中

桥 45.564m/1 座，拆除重建 245.76m/5 座，利用中桥 53.5m/1 座；

共设小桥 236.336m/13 座，其中新建 39.092m/2 座，拆除重建

73.144m/3 座，利用 124.1m/8 座。全线共设涵洞 249 道，其中

盖板涵拆除新建 63 道，新建 46 道，加长利用 26 道，修复利用

37 道；钢波纹管涵拆除新建 37 道；新建 16 道；圆管涵新建 3

道，加长利用 4 道，修复利用 13 道；石拱涵修复利用 4 道；利

用渡槽 10 座。新增石门养护工区一处，维修改造马坞养管站一

处，拆除重建闾井养管站一处；平面交叉 187 处。

项目总投资 61038.83 万元，其中工程土建投资 54934.95 万

元。本工程已于 2015 年 4 底开工建设，2017 年 8月底建成通车。

（二）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情况

定西市水土保持局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以定市水保发

〔2019〕121 号文对《G316 线岷县境分水岭至茶埠地震灾后恢复

重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批稿）予以批复。主要内容为：同

意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一

级标准；同意水保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103.89 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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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防治措施；同意水土保持总投资

4363.20 万元；同意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安排。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

2016 年 6 月，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编

制完成了《G316 线岷县境分水岭至茶埠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程

一阶段施工图设计》（以下简称“一阶段施工图”），分别对所

含水土保持措施防洪排导工程、护坡工程进行了初步设计和施工

图设计。2019 年 12 月，甘肃鑫钰生态环境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完

成了《G316 线岷县境分水岭至茶埠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对主体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20年 2月甘肃鑫钰生态环境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开始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监测期间，共完成监测实施方案 1 份，水土保持

监测季报 2 份，并根据水土保持监测与调查数据的采集、整编、

汇总、统计和总结分析情况，于 2020 年 7月完成《G316 线岷县

境分水岭至茶埠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主要结论为：一是工程建设实际发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03.86hm
2
；二是工程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88%、土壤流失控制

比 1.1、渣土防护率 97.83%、表土保护率 99.14%、林草植被恢

复率 98.77%、林草覆盖率 28.72%。各项指标监测值均达到方案

设计防治目标值。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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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甘肃省定西公路局委托，甘肃润景兴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承担了 G316 线岷县境分水岭至茶埠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程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工作，报告编制组仔细研究水土保持

监理与监测资料，查阅主体前期资料、施工资料和监理资料，深

入工程建设现场，进行了实地察勘、调查和分析，对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状、水土保持措施的功能及效果进行

了评估。于 2020 年 8月完成《G316 线岷县境分水岭至茶埠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主要结论为：一是水土保持设施布局合理，实现了保护主体

工程安全、控制水土流失、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二是

G316 线岷县境分水岭至茶埠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程实施的水土

保持措施和投资与方案基本一致，符合设计标准和要求，工程质

量总体合格。三是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发挥了较好的水

土保持功能，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目标要求。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并开展了

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

案及批复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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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期的管理维护责

任已得到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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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做好工程水土保持工作，对下阶段工作提出如下

建议：

（1）希望继续加强对已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管护，发现

损坏情况，及时维修处理；

（2）希望加强植物措施的管护工作，确保其发挥水土保持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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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分

工
单位 姓名

职务/

职称
签字 备注

组

长

甘肃省定西公路

局
杨国卿 局总工 建设单位

成员

省级专家库专家 刘新军
高级

工程师

省级专家库

专家

甘肃润景兴环境

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

何晓东
助理工

程师

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甘肃鑫钰生态环

境勘察设计有限

公司

阎倩男
助理

工程师
监测单位

广东舜江水务工

程监理有限公司

甘肃分公司

雨金环
总监理

工程师
监理单位

甘肃鑫钰生态环

境勘察设计有限

公司

田新
助理工

程师

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

编制单位

甘肃路桥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周文峰

工程部

部长
施工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