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雷山县县城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项目
行业

类别

垃圾

填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雷山县市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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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2 月 24 日下发了《关于雷山县

县城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黔

水保〔2008〕357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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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2 月-2010 年 2 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贵州省黔东南州水利电力勘察设计院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贵州省大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提纲：

2020年 12月 12日，我单位组织雷山县县城城市垃圾卫生填埋

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各参会单位人员有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

限公司（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报告编制单位）以及贵州省大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水土保

持设施施工单位）等相关人员在雷山县县城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项

目会议室召开雷山县县城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会议。

验收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雷山县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是《贵州省“十一.五”城市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中规划的新建项目，位于雷山县

西郊，在雷山～望丰公路东侧约 200m处，距县城中心 7km，拟建

场地由一条 460m长北西向“V”形大沟谷和两条长 270m南西向“V”

形小沟谷相交而成，沟谷宽 35～115m。

本工程为新建项目，建设单位为雷山县市政管理局。本项目防

治责任范围面积 5.15hm2，建设完成后实际扰动面积 5.15hm2。无直

接影响区。建设规模日处理能力 40t、库容 17.50万 m3。本项目前期

建设法人单位为雷山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本项目在工程

完工后移交给雷山县市政管理局接受管理，因此现法人管理变更为

雷山市政管理局。



本项目实际扰动面积为 5.15hm2。共开挖土石方 5.34万 m3，回

填土石方 4.80万 m3，弃方 0.54万 m3，运行期覆土量 1.60万 m3（本

项目取土场未使用，运行期间所需防渗保护层粘土主要来源于市政

其他项目所开挖的土方能够满足需求）。项目弃方 0.54万 m3,，全部

堆放在垃圾填埋场区，未单独设置弃渣场。

本工程总投资为 2261.63万元，雷山县县城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

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164.10万元，其中水土保持工程静态总投资

159.34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4.763万元。

建设总工期为 18个月（主体工程建设总工期 12个月，于 2009

年 2 月动工建设，至 2010 年 2 月建设完工，水保工程于 2009 年 6

月至 2010年 8月全部建设完工）。2009年 2月至 2010年 8月全部

建设完工并开始正式投产运行。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我单位于 2008年 9月委托贵州省贵州省黔东南州水利电力勘察

设计院承担了该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贵州省水利厅于

2008年 12月 24日下发了《关于雷山县县城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黔水保〔2008〕357号文）。主要内容有：

一、雷山县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位于雷山县丹江镇脚雄村，

距县城中心 7.0公里，属新建项目.建设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能力

35吨，渗滤液日处理能力 26立方米，填埋场库容 17.5万立方米，

服务年限 10年。项目建设区由填埋场、管理站、渗滤液处理站、调

节池、垃圾转运站、土料场、进场道路、给排水管线、供电线路、



原垃圾场等十部分组成，建设占地面积为 5.07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4.30公顷，临时占地 0.77公顷。工程建设挖填土石方总量约 5.34万

立方米，弃方 0.54万立方米，运行期覆土量约 1.60万立方米。工程

总投资 2261.63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807.81万元，总工期 12个月，

预计 2009年 9月完工。项目业主编报水土保持方案符合我国水土保

持法律法规的规定，对防治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保护项目区

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二、方案编制依据充分，内容较全面，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和责

任范围明确，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及初选的分区防治措施基本可

行，基本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规定，可作为下阶段开展

水土保持工作的依据。

三、基本同意项目区基本情况概述和水土流失现状分析结论。

项目区属低中山地貌，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5.4摄

氏度，年平均降水量 1385.0毫米，土壤以黄棕壤和水稻土为主，植

被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区内林草覆盖率约 88.0%。项目区水土

流失类型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属省级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区。基本

同意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和方法，预测工程建设新增水土流失量约

238.44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 4.763公顷。

四、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5.73公顷，其中项目建

设区 5.07公顷，直接影响区 0.66公顷。

五、基本同意初选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分区防治措施，应进

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1、填埋场库区：应进一步完善拦挡、截排水设计，合理设置好

沉沙池，加强施工中临时防护措施，弃渣要先拦后弃、分层堆放并

压实，做好边坡综合防护及防护林带建设，堆渣结束后及时进行覆

土整治和植被恢复。

2、管理站区：做好边坡防护、场地硬化和拦挡工程建设，完善

截、排水系统，加强排水、拦挡等临时防护措施；施工完毕及时做

好场地清理整治、废弃渣处理和空闲地绿化美化。

3、渗滤液处理站及调节池区：严格控制施工用地范围，加强施

工中排水、拦挡等临时防护措施，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场地清理整

治、植被恢复。

4、土料场区：做好边坡防护、挡渣墙及截排水工程建设，加强

临时拦挡和排水等措施，施工中尽量减少对地表的扰动，避免形成

高陡边坡，开釆完毕应及时进行场地清理整治和覆土绿化措施。

5、进场道路区：加强道路施工边坡防护，截排水、临时拦挡工

程的建设，弃渣要运至指定地点堆放，严防渣体进入河（沟）、农

田等，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弃渣处理、清理整治和行道树建设。

6、垃圾转运站、给排水管线及供电线路区：转运站建设要加强

临时拦挡、排水及防尘措施；严格控制好输电、输水等工程的用地

范围，禁止随意占压、扰动和破坏地表植被，落实好表土剥离、存

放和利用等措施；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场地清理、复垦或植被恢复。

7、原垃圾场：即时处理存放的垃圾，并进行复垦或覆土绿化。

8、加强施工组织管理与临时防护措施，严格控制施工中造成的



水土流失；加强各类植物措施的抚育管理。

六、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进度安排，应严格按照批复的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进度组织实施水土保持工程。

七、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应做好监测设

计并及时开展监测工作。

八、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的原则、依据和方法。该

工程水土保持估算总投资为 104.73万元，其中水土保持监测费 10.0

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4.763万元。

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开发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工程投入运行之前项目业主

要及时向我厅申请水土保持设施的专项竣工验收，经验收合格后，

该项目方可正式投产或运行。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我单位在主体设计中，已包含了现场大部分的水土保持措施设

计内容，水土保持后续设计包含在主体工程设计中，无水土保持措

施专项施工设计，水土保持措施主要是根据主体工程设计和水土保

持方案进行施工。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我单位于 2020年 11月委托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

雷山县县城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项目后期水土保持工程的监测调查

工作，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根据相关文件规定于 2020年 12月开展完

水土保持监测数据收集和调查工作；由于项目完成时间较早，接受



委托后监测单位主要进行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和治理效果

的监测，以及植被生长、发育等情况，以及水土保持设施工程量的

统计和核查。2020年 12月，监测单位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编制完成了

《雷山县县城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项目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监测单位开展监测工作的方法及过程较为合理，监测频次基

本满足水土保持监测要求，有效的反应了项目建设的水土流失情况。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本项目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由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该单位编制的水土保持验收报告内容全面、准确，现场复核工作符

合相关要求。该单位认为：雷山县县城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项目项

目水土保持质量管理体系健全，设计、施工和监理的质量责任明确，

管理严格，确保了水土保持设施的施工质量。经过建设各方的精心

组织，科学施工，规范管理，重点防护，对防治责任范围的水土流

失进行了较好的治理，管理站区、渗滤液处理站区、道路系统区、

附属系统区均得到了及时治理，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

治任务；各项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质量均较好，后期应加强植物措

施的管理和抚育，提高林草植被覆盖面积，减少水土流失。项目区

的生态环境较工程施工期有明显改善，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责

任明确，可以保证水土保持功能的持续有效发挥。雷山县县城城市

垃圾卫生填埋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已经达到了（黔水保〔2008〕357

号文）的要求。我单位认为雷山县县城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项目基

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和生产建设项目所要求的水土流失防治任



务，完成的各项工程安全可靠，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

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可以组

织竣工验收。

（六）验收结论

雷山县县城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基本得到落

实，水土保持工程责任落实到位，水土保持措施基本完善，本项目

水土保持工程各项指标评价如下：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63%，水土

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9.51%，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1，拦渣率达到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50%，林草覆盖率达到 74.39%。监

测结果表明，截至 2020年 12月，六项指标中全部达到并超过《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中建设生产类一

级标准目标值。

经实地抽查和查阅相关资料，综合各项调查结果，验收组认为：

雷山县县城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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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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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满足国家对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满足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同意本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雷山县县城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对于水土

保持工作开展较为积极，委托相应单位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



作；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委托专业的施工单位开展场内的拦挡

及排水措施施工，并积极开展了绿化等工作，但由于项目本身的特

点，导致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我单位将采取相应

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完善，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力度，确

保项目区内水土保持设施能正常发挥保持水土的作用。

（1）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单位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水土保持

“三同时”制度，我单位承诺在后期的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三

同时制度”。

（2）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单位实施了大量的绿化措施，但还有

局部区域植被长势较为缓慢，我单位后期将安排人员进行定期的养

护和补植，以提高林草植被覆盖率和存活率。

（3）项目建设区的排水措施在运行过程中，可能被堵塞，我单

位已安排专人加强排水沟的清理、管护工作，保持排水沟畅通，避

免排水沟堵塞后地表径流直接冲刷周边道路边坡，造成水土流失。

（4）项目在后续运行过程中，建设单位要加强垃圾填埋场区的

绿化措施，闭库后及时对该区域进行永久性覆土绿化，以提高林草

植被覆盖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