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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表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安团一 220KV 架空线迁改（新机场高速）工程 

项目位置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 

项目投资 12824.67 万元 征占地面积 2.59hm2 

建设规模 

 本工程将对安团一 220kV 线路 36#~39#、43#~团河段进行改迁，

改迁后线路采用双回路建设。 

1、新建安团一 220kV 线 36#~39#段双回架空线路 1.1km； 

2、新建安团一 220kV39#~F2#段两根架空线路地线 1.6km； 

3、新建安团一 220kV 线 F2#~49#电缆终端杆段双回架空线路

0.4km； 

4、新建安团一 220kV 线 36#~39#、F2~49#电缆终端杆 2 根 72 芯

OPGW 通信光缆段架空线路地线 1.5km； 

5、原 49#电缆终端杆~团河站单回架空线路 0.02km。 

本工程全长 4620m，其中新建架空线路 3825m，新建永久塔基 6

基，新建隧道 795m。 

开工时间 2018 年 7 月 1 日 完工时间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水土保持方案（水影响评

价文件）批复文号及时间 
兴水评审[2020]16 号，2020 年 4 月 21 日 

建设单位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100008013656325 法定代表人 李同智 

联系人 戴寒光 联系电话 
18611348525 

010-63230738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 41 号 

电子邮箱 daihanguang@163.com 传    真 \ 

二、水土保持技术指标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59hm2 

土石方挖填及 

综合利用情况 

工程土石方挖填总量 37900m3，其中，挖方

30500m3，填方 7400m3，综合利用 23100m3（北京新机

场高速公路工程综合利用）。 

新增水土流失量 36.58t 减少水土流失量 21.79t 

水土流失治理度(%) 
本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2.31hm2，水土保持

措施面积2.30hm2，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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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治理度=（水土保持措施面积/水土流失面

积）×100%； 

2.30（ℎ𝑚2）

2.31（ℎ𝑚2）
100% = 99.5% 

项目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水影响评价报告表确定

的目标值。 

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治理后土壤

流失量为 200t/km2·a，经计算， 

水土流失控制比=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容许

土壤流失量/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量； 

200（t/𝑘𝑚2. a）

200（t/𝑘𝑚2. a）
= 1.0 

项目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水影响评价报告表确定

的目标值。 

渣土防护率(%) 

项目建设开挖土方 30500m3，填方 7400m3，综合

利用 23100m3。回填方临时堆放期间实际拦挡量为

7351m3。 

渣土防护率=（实际挡护的渣土量/永久弃渣和临时

堆土总量）×100%； 

7351

7400
100% = 99.3% 

项目建设过程中，开挖土方全部回填于项目区，

回填土方临时堆放期间，渣土上部进行苫盖，减少堆

存期间的流失，因此渣土防护率达到了 99%以上。 

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保护的表土总量/可剥离表土总量）

×100%； 

2360（m3）

2400（m3）
100% = 98.3% 

项目表土保护率达到水影响评价报告表确定的目

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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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植被恢复率(%) 

项目区内栽植乔灌木绿化面积共计 680m2，可恢复

林草植被面积 700m2， 

林草植被恢复率=（植物措施面积/可绿化面积）

×100% 

680（𝑚2）

700（𝑚2）
100% = 97.1% 

项目区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水影响评价报告表确

定的目标值。 

林草覆盖率(%) 

项目区扰动范围基本在新机场高速公路工程用地

范围内，工程完工进行土地平整后，归还新机场高速

公路工程；因此本项目不涉及林草覆盖率指标。 

表土利用率(%) 

表土利用率=（保护的表土总量/可剥离表土总量）

×100%； 

2360（m3）

2400（m3）
100% = 98.3% 

项目表土利用率达到水影响评价报告表确定的目

标值。 

土石方利用率(%) 

土石方利用率=（土石方综合利用量/开挖土石方总

量）×100%； 

30451（m3）

30500（m3）
100% = 99.8% 

项目土石方利用率达到水影响评价报告表确定的

目标值。 

临时与永久占地比

（%） 

临时与永久占地比(%)=（临时占地面积/永久占地

面积）×100%； 

2.24（𝑚2）

0.35（ℎ𝑚2）
100% = 640% 

项目临时与永久占地比达到水影响评价报告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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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目标值。 

站区雨洪利用率（%） 不涉及 

边坡绿化率（%） 不涉及 

塔基绿化率（%） 不涉及 

蓄水池容积（m3） / 

工程措施及其措施量 

全面整地 2.23hm2 

投资 

0.36 万元 

表土剥离 2400m3 0.87 万元 

表土回覆 2400m3 1.38 万元 

植物措施及其措施量 绿化面积 0.07 hm2 投资 0.10 万元 

临时措施及其措施量 

泥浆收集池 6 座 

投资 

0.48 万元 

密目网苫盖 1800m2 0.81 万元 

堆土拦挡 130m3 2.63 万元 

土工布铺垫 24000m2 0.67 万元 

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3.63 万元 
水土保持 

总投资 
34.71 万元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国水江河（北京）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李宏龙

13601196862 

水土保持设施 

管护单位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韩冰

13901030242 

验收材料公示网址及

公示时间 

http://www.gsjhbj.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

=show&catid=6&id=173 

公示日期：2020 年 5 月 29 日起 

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 

结    论 

我单位已于 2020年 5 月 26日组织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该项目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标准和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通过验收，水土保持设施明细清单见下表。如我单位存在谎

报、瞒报、弄虚作假等问题，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建设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http://www.gsjhbj.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id=173
http://www.gsjhbj.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id=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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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设施明细清单 

项目名称 安团一 220KV 架空线迁改（新机场高速）工程 

建设单位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开工时间 2018 年 7 月 竣工时间 2018 年 12 月 

占地面积 

（hm2） 
2.59 

建筑面积 

（m2） 

地上 / 

地下 / 

主要水土保持设施 

工程设施 
集雨池 

容积（m3） 座数 汇水面积 材质 

/ / / / 

…… …… 

植物措施 

绿化面积（hm2） 0.07 

撒播草籽（hm2） 0.07 

其他水土保持设施 无 

附水土保持设施实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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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播草籽绿化 

附：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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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安团一 220KV 架空线迁改（新机场高速）工程水影响评价

报告表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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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