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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由来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务院要求加快推进建设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已纳入国务院批复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也是争取

今年开工建设的15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2015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该工程项目建

议书。工程建成后，可从水量相对丰沛的金沙江干流引水至滇中地区，缓解滇中地

区城镇生产生活用水矛盾，改善区内河道和湖泊生态及水环境状况对促进受水区经

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因此，工程建设是必须的。

该工程建设任务以城镇生活和工业供水为主，兼顾农业和生态。工程供水范围

涉及云南省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红河6个市（州）的35个县，总面积

3.69万平方公里。全线自流输水通过25座分水口门先后为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

昆明市、玉溪市及红河州供水，终点为红河州的蒙自县，渠末设计引水流量为20立

方米每秒。工程总工期96个月。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先行建设任务项目（楚雄州段）一期临时用地”涉及楚雄

市、南华县、姚安县、牟定县、禄丰县等5个县市，共计27个地块。其中包含21个

弃渣场，6个生产生活区。21个弃渣场用于堆放万家1#、2#等支洞及支洞施工进场

道路挖方产生的弃渣;

其中涉及姚安县临时用地有15个地块，包括：“万家1#支洞进场道路1#弃渣场、

万家1#支洞进场道路2#弃渣场、万家2#支洞弃渣场、万家3#支洞弃渣场、万家4#支

洞弃渣场、万家5#支洞弃渣场、万家暗涵弃渣场、柳家村1#支洞弃渣场、柳家村2#

支洞弃渣场、柳家村2#支洞进场道路2#弃渣场、柳家村2#支洞进场道路2#弃渣场、

柳家村2#支洞进场道路1#弃渣场、龙马箐35kv变电站、柳家村2#支洞生产区、柳家

村2#支洞生活区”，共涉及面积达43.6020hm2；

为满足滇中引水工程建设，本项目在上述已报批地块的基础上，新增布置了相

应的辅助设施场地；

首先为满足楚雄州段姚安县境内的工程建设过程中生产、生活的等需求，新增

“万家暗涵生产区1、万家暗涵生活区、万家暗涵生产区2、柳家村隧洞1#支洞生产

生活区、柳家村隧洞2#支洞生产区”临时用地。



再次为更好的节约用地、打造环境友好，解决隧洞的排水，改善隧洞内作业环

境，加快隧洞施工进度和隧洞排放污水不对下游水源、土壤等产生污染；以坚持“金

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为原则；考虑各种环境因素下，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

设管理局在本次报批中新增“柳家村隧洞1#支洞排水处理区、柳家村隧洞2#支洞排

水处理区”临时用地。（排水处理区详细布置见3.1.3）

临时用地“生活生产区、排水处理区”等的场地设置势必要损毁一定的土地资源，

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损毁土地资源和当地的生态环境，而如何把被损毁的土地，通过

土地复垦整治措施，使其恢复到可利用状态，并恢复和改善项目区及其周边环境，

使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向着科学合理、可持续方向发展，是编制项目土地复垦方案

报告书的必要性所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土地复垦条

例》、《土地复垦技术标准（试行）》法律法规及国务院七部委（局）《关于加强

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号）要求，及时复垦

被损毁土地，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保护和改善项目区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经济

持续发展。

在此背景下：“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委托我单位“云南省有色地质局

楚雄勘查院”编制《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二期临时用地(姚安县境内)土地

复垦方案报告书》。我单位接受委托后，结合本项目工程设计文件和项目区自然环

境概况，依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精神和实务，编制《云南省滇中引水工

程(楚雄州段)二期临时用地(姚安县境内)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二、编制目的

为落实土地复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保证土地复垦义务、合理用地、保护

耕地、防止水土流失、恢复生态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体现以下几方面目的；

1）把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落实到实处。编制土地复垦方案，要

求建设单位在获得建设权的同时，自觉履行对被损毁土地进行复垦的义务，贯彻落

实“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的要求，尽量控制或减少对土地资源不必要

的损毁，做到土地复垦与生产建设统一规划，把土地复垦指标纳入生产建设计划；



2）为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提供技术依据和实践指导。编制土地复垦方案，主

要是对建设项目造成的土地损毁和影响程度作出初步预测，并根据不同阶段建设工

程对土地的损毁情况制定出不同的复垦措施，明确不同阶段的土地复垦范围和任

务，有利于指导工程各阶段的建设安排及复垦工作计划的实施；

3）为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土地

复垦方案的编制，有利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土地复垦任务的完成和复垦资金落实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切实搞好土地复垦工作；

4）为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保障。土地复垦方案的实

施，为增加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提供来源，减少项目占用耕地面积，节约利用土地，

同时复垦后土地恢复了相关植被，防治和减少水土流失，保护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



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项

目

概

况

项目名称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二期临时用地(姚安县境内)

单位名称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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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 事业 项目性质 新建项目

项目位置 楚雄州姚安县

投资规模 7804788.00万元 项目区面积 6.7910hm2

项目位置土地

利用现状图幅号
G47 G 064083、G47 G 065084

生产年限

（或建设期限）

2.0年（2018年 12月至 2020
年 11月）

土地复垦方案

服务年限

6.0年（2018年 12月至

2024年 11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

法人代表 罗显辉

资质证书名称 -- 资质等级 --

发证机关 -- 编号 --

联系人 周长元 联系电话 13577810080

主要编制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专业 单 位 签 名

周长元 高级工程师 测 绘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

楚雄勘查院

李 超 高级工程师 土地规划

马仕柱 工程师 测 绘

刘跃成 工程师 土地开发整治

冯雷 助理工程师 水利水电工程

杨成文 助理工程师 农业水利工程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土地类型
面积

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水田 0.3339 0.3339

旱地 0.3211 0.3211

林地
有林地 4.7777 4.7777

其他林地 0.1488 0.1488

草地 其他草地 0.1374 0.1374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0866 0.0866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地

河流水面 0.0812 0.0812

坑塘水面 0.1258 0.1258

沟渠 0.0081 0.0081

其他土地
田坎 0.1941 0.1941

裸地 0.2413 0.2413

合 计 6.4560 6.4560
备注：复垦区面积依据 2016年姚安县土地调查现状年度变更数据库量测；

复

垦

责

任

范

围

内

土

地

损

毁

及

类 型

面积

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塌陷

压占 6.2250 6.2250

污染

小计 6.2250 6.2250

占用 0.2310 0.2310

合计 6.4560 6.4560

备注：占用为“新建排水沟、新建沟渠、原有沟渠”保留使用所占用面积 0.2310hm2；其中新建排水沟

0.0685hm2、新建沟渠 0.1076hm2依据规划图量测，原有沟渠 0.0549hm2

复

垦

土

地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

hm2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水田 1.0693

林地 有林地 3.7383

草地 其他草地 1.3822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0218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沟渠 0.0134

合计 6.2250

土地复垦率% 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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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

本项目属于临时用地报批项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临时用地使用期为 2.0年，

故本项目临时用地从 2018年 12月至 2020年 11月结束，考虑本项目实际损毁情况土

地使用期限结束后 1年内完成土地复垦任务，复垦后期土地复垦效果监测期及植被管

护期为 3.0年，本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 6.0年(72个月)，从 2018年 12月至 2024

年 11月结束。本方案依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要求实施土地复垦工程，根据土地

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以及原则上以 5年为一阶段进行土地复垦工作安排的要求，本项

目共分为 1个阶段；第一阶段年度复垦实施计划如下：

1）2018年 12月～2020年 11月工作计划

本阶段为临时用地主体工程使用期；首先主体工程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其次水土

方案设计对临时用地完成表土剥离并运用编织袋挡护堆存于临近弃渣场中·。故本方

案不计表土剥离与收集预算；在建设期结束后复垦时所需表土，将从临近渣场中运取

（详细见 4.5.1章节）。

本阶段为临时用地使用期限，进行其他费用及基本预备费投资。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20.45万元，动态 21.47万元。

2）2020年 12月～2021年 11月工作计划

本时段为损毁临时用地进行全面复垦期，进行复垦施工费投资。

复垦目标任务：

复垦目标任务：复垦水田面积 1.0693hm2，复垦有林地面积 3.7383hm2，复垦其

他草地面积 1.3822hm2，复垦农村道路 0.0218hm2，复垦沟渠 0.0134hm2，共复垦总面

积为 6.2250hm2。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116.57万元，动态投资 128.23万元。

3）2021年 12月～2022年 11月复垦工作计划

对复垦单元耕地质量效果进行监测，面积为 1.0693hm2，植被管护面积 5.1205hm2。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2.37万元，动态投资 2.75万元。

4）2022年 12月～2023年 11月复垦工作计划

对复垦单元继续进行监测与管护，耕地质量效果进行监测面积 1.0693hm2，植被

管护面积 5.1205hm2。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2.37万元，动态投资 2.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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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3年 12月～2024年 11月复垦工作计划

对复垦单元继续进行监测与管护，耕地质量效果进行监测面积 1.0693hm2，植被

管护面积 5.1205hm2。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2.37万元，动态投资 3.03万元。

二、土地复垦工程

本项目损毁临时用地面积为 6.4560hm2；复垦土地总面积 6.2250hm2；土地复垦

率为 96.42%。工程措施主要是通过采取人工、机械措施等，使临时用地损毁的生态

系统能进行自我的维护，能在自然规律下能满足自我更新交替。

本项目临时用地占原有地类为水田、旱地、有林地、其他林地、其他草地、农村

道路、河流水面、坑塘水面、沟渠、田坎、裸地，通过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分析，复

垦方向为水田、有林地、其他草地、沟渠、农村道路。

复垦措施

土壤重构工程：

①钢筋混凝土拆除：根据柳家村隧洞 1#、2#支洞排水处理区平面布置图，排水

处理区排水处理工艺采用平流式混凝+沉淀处理，构筑物主要包括汇水沟、预沉池、

絮凝反应池、沉淀池、集水池、加药间。其中“预沉池、絮凝反应池、沉淀池、集水

池”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自防水结构，池体壁厚 400mm，底板厚 400mm，采用现浇

C25钢筋混凝土，在建设工期结束后，为符合复垦规划要求，本方案将涉及对其拆除

并运至渣场掩埋，拆除方量为 1109.55m3。（详细见工程量统计表）

②素混凝土拆除：根据柳家村隧洞 1#、2#支洞排水处理区平面布置图，排水处

理区排水处理工艺采用平流式混凝+沉淀处理，构筑物主要包括汇水沟、预沉池、絮

凝反应池、沉淀池、集水池、加药间，其垫层采用采用厚度为 100mm 素混凝土垫层，

在建设工期结束后，为符合复垦规划要求，本方案将涉及对其拆除并运至渣场掩埋，

拆除方量为 136.65m3。

③硬化物拆除：对“万家暗涵生产区 1、万家暗涵生活区、万家暗涵生产区 2、

柳家村隧洞 1#支洞生产生活区、柳家村隧洞 2#支洞生产区”地表硬化（无钢筋混凝

土）进行拆除并清理外运，清理平均硬化厚度约在 10cm左右，生活区采用简易工棚，

待施工结束后，主体工程将自行拆除回用；其中硬化面积：万家暗涵生产区 1占总面

积 60%左右，万家暗涵生活区占总面积 80%左右，万家暗涵生产区 2占总面积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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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万家暗涵生产区 2占总面积 80%左右，柳家村隧洞 1#支洞生产生活区占规划生

产、生活区域的 50%左右，柳家村隧洞 2#支洞生产区占总面积 70%左右；合计需拆除

无钢筋混凝土工程量 1673.4m3。（详细见工程量统计表）

④硬化物运输：拆除后将全部运至临近渣场掩埋（各临近渣场临时用地一期做相

关手续报批），平均运距约为 0-500m、500-1000m；弃渣场先堆放临时施工场地弃渣

后再进行覆土复垦，场地硬化弃渣堆放在弃渣场内不会影响复垦后的耕地质量，同时

拆除废弃物为石块、混泥土块，不会对周边耕地造成污染，合计运输废弃石渣工程量

为 2919.6m3。（详细见第 6章节）

⑤土地平整：复垦为耕地区域，原有地形地貌已经完全损毁并不规则，为达到规

划设计标准，对场地凹凸不平整区域进行削放坡及找平，主要方式为人工，借助各种

开挖工具对场地挖、填、整平，平均厚度为 0.2m，使地势满足耕种条件；工程量为

2138.6m3。

⑥表土回运：在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中，已设计在开工建设前期进

行表土进行剥离并集中堆存于临近各渣场中，在进行覆土时采用 1m3挖掘机挖装自卸

汽车运土( 运距 0-0.5km、0.5～1.0km、自卸汽车 5T)，运至覆土区域；(运距 0-0.5km、

自卸汽车 5T)运输工程量为 15495.7m3，(运距 0.5-1.0km、自卸汽车 5T)运输工程量为

3830.1m3。

⑦土壤翻耕：由于长时间的硬化物的压占，使得土壤板结，降低了土壤肥力，使

原耕地土层已硬化而难以满足耕地有效土层厚度要求，须采用机械作业，对工程复垦

耕地范围进行土地翻耕，使耕作层土壤能充分吸收养份和水份，使农作物能顺利生长，

达到预期产量，翻耕深度平均 30～50cm，工程量为 1.0693hm2。

⑧覆土：对运至覆土区域的表土，采用推土机（一、二类土 0～10m）对覆土区域

进行表土回填，耕地覆土厚度 0.50m，林地覆土厚度 0.30m，草地覆土厚度为 0.2m，共

需覆土量 19325.8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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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土壤培肥（耕地、撒播农家肥）：复垦耕地区域，土壤有机质，肥力等相对贫

瘠，为提高耕地利用等别及农作物生产量，规划对耕地进行土壤培肥，培肥选用农家

肥，培肥密度 5t/hm2，连续培肥 2.0年，工程量为 1.0693hm2。

⑩田埂垒筑：对复垦为水田区域进行垒埂，下底宽 50cm、上顶宽 30cm、高 30cm，

总方量为 106.93m3；为防止表土流失，水分渗漏；

灌溉与排水工程：

①修筑沟渠：柳家村隧洞 2#支洞排水处理区规划复垦为水田，位于浪倒树水库下

游，为满足农作物灌溉，本方案设计规划从浪倒树水库出水口修筑一条 C20砼灌溉农

渠贯穿柳家村隧洞 2#支洞排水处理区，长约 134.0m，宽 0.4m、深 0.6m；（详规划图）。

田间道路工程：

①农村道路：对柳家村隧洞 2#支洞排水处理区压占道路路面进行恢复，路面

宽 3.0m，长 73.0m，路面压实面积 218.0m2。

植被重建工程：

设计针对复垦有林地的区域，采用乔灌草混种进行重建植被。选择栓皮栎作为栽

植乔木，车桑子为栽植灌木，草种选择狗牙根。

具体造林技术如下：

①栽植栓皮栎、车桑子

造林方式：植苗。

初植密度：株行距 2×2m，初植密度 1250株/hm2。

整地方法及规格：采用穴状整地，40cm×40cm×40cm（栓皮栎）；30cm×30cm×30cm

（车桑子），每穴（坑）植苗 1株。

苗木规格：栓皮栎种苗为胸径 6cm以上 2年生营养袋苗，车桑子种苗为 1年生健

壮枝穗。

造林时间：造林宜在雨季阴雨天进行，不能让阳光曝晒苗木。

抚育管理：配置专人管护，并对幼林进行抚育。次年雨季补植；防火，防病虫害，

防牲畜和人为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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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撒播狗牙根

造林方式：撒播。

初植密度：撒播密度 80kg/hm2。

整地方法及规格：采用全面整地，整地宜在冬春进行，一般不应晚于 5 月，表土

要干燥，以泥不粘鞋或不粘车轮为准，但表土下必须湿润。

种子处理：将种子作预处理，去掉种皮，可提高出苗率。

造林时间：播种一般雨季，阴天或小雨天进行。

③种植工程量

需乔木数量（栓皮栎）=复垦为林地面积（3.7383hm2）×1250株/hm2=4673株。

需灌木数量（车桑子）=复垦为林地面积（3.7383hm2）×1250株/hm2=4673株。

需撒播草籽工程量=复垦林地+草地面积=5.1205hm2。需要撒播狗牙根草籽

409.64kg。

监测与管护工程：

设计 10个监测点，对损毁程度、复垦质量、植物长势进行监测；植物措施管护年

限确定为 3.0年，主要工作有培垄、定株、施肥、浇水、喷药、防牲畜和人为损害等。

管护面积为 5.1205hm2。

三、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

为保证全面完成各项复垦措施，必须重视并完成以下工作：

（1）建设单位应健全该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小

组，负责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并配合地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

土地复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组织学习《土地复垦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

提高建设者的土地复垦意识；

（2）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要

求，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各项措施；当地国土部门定期对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进

度、质量、资金落实等情况进行实地监督、检查。在监督方法上采用建设单位定期汇

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必要时采取行政、经济、司法等多种手段促使土地复垦方案的

完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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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单位应主动和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联系，接受地方土地

行政监察机构对土地复垦方案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检疫和技术指导。认真贯彻“源

头控制、预防与复垦相结合”的原则，严格监督执行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措施。

（4）对已复垦的土地要加强管理、维护，防止其他人为损毁。

2）费用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方案批准后所需复垦费用，应尽快落实，费用不足时应及时追加，确定所

需费用及时足额到位，保证方案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建设项目单位需做好土地复垦费用

的使用管理工作，防止和避免土地复垦费用被截留、挤占、挪用。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的规定，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将土地复垦费用列入建设项目

总投资中，土地复垦费用使用情况接受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为了切实落实土地复

垦工作，土地复垦义务人应按照土地复垦方案提取相应的复垦费用，专项用于损毁土地

的复垦。同时，应有相应的费用保障措施，督促土地复垦义务人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安排、

管理、使用土地复垦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土地复垦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落实土地复垦费用，保障土

地复垦的顺利开展，土地复垦义务人（乙方）、当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甲方）和银行

（丙方）三方，或土地复垦义务人（乙方）、当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甲方）双方应本

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

3)技术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工作专业性、技术性较强，需要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开展

科学实验、引进科学技术，以及对土地损毁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价。

同时，表土是十分珍贵的资源，它直接影响到土地复垦的实施效果。土地复垦义务

人应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技术手段，以保证做好表土来源，并确保不将有毒有害物用

作回填或充填材料。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技术保障措施：

1）方案规划阶段，选择有技术优势的编制单位编制建设项目的土地复垦方案，委

派技术人员与方案编制单位密切合作，了解土地复垦方案中的技术要点。

2）复垦实施中，根据复垦方案内容，与相关实力雄厚的技术单位合作，编制阶段

土地复垦实施计划和年度土地复垦实施计划，及时总结阶段性复垦实践经验，并修订复

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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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与相关技术单位的合作，加强对国内外具有先进复垦技术单位的学习研究，

及时吸取经验，完善复垦措施。

4）根据实际建设情况和土地损毁情况，进一步完善土地复垦方案，拓展复垦报告

编制的深度和广度，做到所有复垦地块遵循复垦报告设计。

5）严格按照建设项目招投标制度选择和确定施工队伍，要求施工队伍具有相关等

级的资质。

6）实施表土剥离及保护、不将有毒有害物作回填或充填材料、不将重金属及其他

有毒有害物污染的土地用作种植食用农作物等。

7）建设、施工等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按年度有序进行。

8）选择有技术优势和较强社会责任感的监理单位，委派技术人员与监理单位密切

合作，确保施工质量。

4）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建设单位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其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评价区范

围内公众及相关团体对项目的认识态度，让公众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和实施后可能带来的

环境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保障项目在建设决策中的科学化、民主化，通过公众参与调

查使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和运行更加合理、完善，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本项目

建成后带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本项目公众参与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

详细的公众参与调查内容参见本复垦方案报告书附件。

费

用

预

存

计

划

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在土地复垦方案通过审查、公示结束后 30日内预存土地复垦

费用，本项目为一次性预存全部土地复垦费用。

（1）第一期（2018年 12月）：预存总动态投资 158.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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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投资测算依据

（1）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

（2016）；

（2）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试行稿）（2016）；

（3）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2016），

以下简称《机械台班定额》；

（4）《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规定》（2016）；

（5）《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 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

[2016]35号）；

（6）《云南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补充预算定额编制实务》；

（7）云国土资[2017]232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土地整

治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过渡实施方案的通知》；

（8）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实务；

（9）地方有关建设工程的管理办法文件及当地定额资料；

（10）全国各地工资区类别表。

本方案土地复垦面积 6.2250hm2，复垦静态总投资 144.13 万元，动态总投

资为 158.37万元，亩均静态投资 15435.61元，亩均动态投资 16960.64元。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

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116.57

2 设备费 0.00

3 其他费用 12.69

4 监测与管护费 7.11

（1） 复垦监测费 1.8

（2） 管护费 5.31

5 预备费 22.00

（1） 基本预备费 7.76

（2） 差价预备费 14.24

(3) 风险金 0.00

6 静态总投资 144.13

7 动态总投资 158.37



土地复垦方案评审表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二期临时用地(姚安县境内)土

地复垦方案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

项目用地面积

项目区面积 6.7910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6.4560公顷

生产能力(或投资规模) 7804788.00万元

生产年限(或建设期限) 2.0年（2018年 12月-2020年 11月）

专

家

评

审

意

见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7〕81号文“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和审查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 592号令《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及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和土地复垦相关规程，受楚

雄州国土资源局委托，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勘探分院于 2018 年 11月 03日在楚

雄组织专家对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编制的“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

二期临时用地(姚安县境内)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了评审，形成如下审查意见：

一、本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格式符合要求，内容齐全；调查研究与数据计

算方法正确，基本可信；提出的各项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基本可行；复垦费用估算基本

合理，可作为指导复垦义务人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二、该项目位于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辖区内，项目临时用地面积 6.7910hm2，复

垦责任范围面积 6.4560hm2，复垦责任范围内有耕地 0.6550hm2、林地 4.9265hm2、草

地 0.1374hm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0.2151hm2、交通运输用地 0.0866hm2、其他土地

0.4354hm2，占用基本农田面积 0.0000hm2。土地复垦服务年限 6.0年，为 2018年 12

月至 2024年 11月。

三、原则同意报告书中关于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二期临时用地(姚安县

境内)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本项目属建设类项目。损毁土地方式主要有挖损、压

占、占用等，复垦责任范围内损毁土地面积 6.4560hm2，全部为拟损毁，其中压占

6.2250hm2、占用 0.2310 hm2。

四、基本同意本项目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结果基

本可信。本项目复垦土地面积 6.2250hm2，其中：耕地 1.0693hm2、林地 3.7383hm2、

草地 1.3822hm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0.0134hm2、交通运输用地 0.0218hm2，复垦率

为 96.42%。



五、基本同意本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

（一）预防控制措施：（1）减少对土地的损毁面积，紧凑合理规划用地，废弃

土石方集中堆放，减少对土地的损毁；（2）合理地布置工作面及开挖顺序，规范化

施工，减少不必要的人为损毁，在满足工程施工的基础上，尽量采取对土地损毁程度

小的施工方法；（3）工程建设过程可能诱发地质灾害，引起滑坡、崩塌、泥石流水

土流失，影响植物生长，破坏地面建筑物，对弃土区及其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需

做好监控工作，及时发现和预报滑坡，减少滑坡可能造成的灾害。（4）在弃土区率

先修建拦挡措施、排水措施等，防止坡体失稳、水土流失。

（二）工程技术措施：（1）本项目建设结束后，对场地进行清理，进行表层清

理及平整，平整后进行表土回覆，覆土后全场进行土壤改良，植被恢复，播撒草籽等

工作；（2）复垦监测措施：对整个项目复垦责任范围进行动态监测，同时对复垦过

程的复垦措施、复垦效果等监测。

（三）生物化学措施：（1）对复垦林地区域选择适宜当地的树种，复垦后进行

适时管理，包括浇水、施肥、除草、除虫等，同时淘汰劣质树种。（2）对复垦为耕

地区域进行土壤改良，采用客土法、绿肥法等方法，对复垦后的土层进行改良，提高

土体有机质含量。

六、基本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参数，增加方案

的可操作性。

七、基本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算结果。确定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 144.13万元，

静态单位面积投资为 15435.61元/亩；动态总投资 158.37万元，动态单位面积投资为

16960.64元/亩，复垦义务人为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复垦工作由复垦义

务人组织施工队伍自行复垦。业主单位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复垦费用从建设生产成本中

提取，加大土地复垦前期提取额度，并根据复垦工作安排制定土地复垦计划，采取有

效措施保障复垦费专款专用。费用不足的，要及时足额追加投资，确保土地复垦工作

的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该复垦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土地复垦技术规范、标准的要

求，相关分析依据充分，结论基本准确，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工程技术措施基本可行，

复垦投资估算结果基本准确，拟定的复垦工作计划实施基本合理，具有可操作性，专

家组原则同意通过评审，并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二期临时用地(姚安县境内)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组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范斌 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 工程师

2 张云峰 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 高级工程

3 张安洋 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 高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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