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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由来
土地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力地支持了各项生产

建设。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使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

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规模空前扩大，随之在生产建

设中因挖损、占压、工程施工等造成了土地资源的破坏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了及

时地对破坏土地复垦利用和恢复建设区生态环境，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家法改委等七

部委联合于2006年9月30号下发了国土资发〔2006〕225号文：《关于加强生产建设

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在批准、核准投资项目时，

严把土地复垦管理，使国家和地方各项土地管理法规政策落到实处，要求对已投产、

已建成或正在建设尚未完工的生产建设项目，复垦义务人必须完成土地复垦方案的

编制，落实土地复垦工程的实施，对无土地复垦方案、土地复垦费未列入或概算不

足的，不予批复设计文件和开工许可。做好土地复垦工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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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中引水工程武定县境内龙潭隧洞2#支洞及龙潭隧洞3#支洞开挖将产生大量

弃土、弃渣，为满足弃渣堆放工程布设了龙潭隧洞2#支洞毛老箐渣场、龙潭隧洞3#

支洞庄房渣场，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二期临时用地（武定县境内）涉

及2个弃渣场（本复垦方案不涉及施工进场道路、施工工作面等临时用地）。临时用

地弃渣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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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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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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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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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县境内）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报告书遵循“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的要求及“因地制宜、综合利用”

的原则，依据项目所在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复垦土地，并做到土地复垦与

生产建设同步设计、同时施工，努力实现“边建设、边复垦”，坚持“谁损毁、谁复

垦”的复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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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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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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县境内）

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单位名称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

单位地址 昆明市圆通街连云宾馆 5号楼

法人代表 刘加喜 联系电话 0871-63113901

企业性质 事业 项目性质 新建项目

项目位置 武定县猫街镇七排村委会

投资规模 7804788.00万元 项目区面积 14.8070hm
2

项目位置土地

利用现状图幅号
G48 G 064003

生产年限

（或建设期限）

2年（2018年 12月至 2020年
12月）

土地复垦方案

服务年限

6年（2018年 12月至
2024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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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开发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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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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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土地类型
面积

hm
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水田

旱地 5.9194 5.9194

园地 果园

林地

有林地 6.0965 6.0965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

草地 其他草地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0907 0.0907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地

河流水面

沟渠 0.0686 0.0686

其他土地 田坎 2.6363 2.6363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采矿用地

合 计 14.8070 14.8070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 型

面积

hm
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塌陷

压占 14.2758 14.2758

污染

小计 14.2758 14.2758

占用 0.5312 0.5312

合计 14.8070 14.8070

复垦

土地

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

hm
2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水田

水浇地 5.9632

林地
有林地 6.8477

灌木林地 1.4649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河流水面

合计 14.2758

土地复垦率% 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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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根据以上复垦服务年限，建设时序、建设年限、施工进度及土地损毁程度等特点，复

垦工作计划逐年安排进行，确定复垦目标、任务、计划及资金安排。本方案土地复垦服务

年限为 6年，共分为 1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年度复垦实施计划如下：
1）2018年 12月～2019年 11月工作计划
完成土地复垦方案前期准备工作，12月开始动工建设，对临时用地完成表土剥离并运

用编织袋挡护堆存于各个临时表土堆场中，剥离收集表土 50259.1m3。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56.83 万元，动态 56.83 万元。

2）2019年 12 月～2020年 11 月复垦工作计划
本年度为临时用地使用期限，进行复垦其他费用投资。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21.50 万元，动态 23.70 万元。

3）2020年 10 月～2021年 9月复垦工作计划
临时用地使用期末，本年度对临时用地进行全面复垦。

复垦目标任务：复垦水浇地面积 5.9432hm2，复垦有林地面积 6.8677hm2，灌木林地
1.4649hm2，共复垦总面积为 14.2758hm2。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133.80 万元，动态投资 147.51 万元。

4）2021年 12 月～2022年 11 月复垦工作计划
对各复垦单元耕地质量效果进行监测，面积为 5.9432hm2，植被管护面积 8.3326hm2。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3.06 万元，动态投资 3.54 万元。

5）2022年 12 月～2023年 11月复垦工作计划
对各复垦单元耕地质量效果进行监测，面积为 5.9432hm2，植被管护面积 8.3326hm2。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3.06 万元，动态投资 3.72 万元。

6）2023年 12 月～2024年 12月复垦工作计划
对各复垦单元耕地质量效果进行监测，面积为 5.9432hm2，植被管护面积 8.3326hm2。
复垦投资：静态投资 3.06 万元，动态投资 3.91 万元。

2、土地复垦工程
a) 龙潭隧洞 2#支洞毛老箐渣场

1）表土剥离

本方案设计对龙潭隧洞 2#支洞毛老箐渣场及龙潭隧洞 2#支洞工作面进行表土剥离，剥

离地类为旱地、有林地，剥离面积合计 7.5848hm2，旱地表土剥离厚度 50cm，有林地表土
剥离厚度 30cm，剥离量合计为 24393.6m3（详见 4.5.1 章节）。表土剥离采用 1m3挖掘机
挖，自卸汽车运土( 运距 0-0.5km自卸汽车 5T)至临时表土堆场存放。

剥离的表土堆积保存在渣场顶部最高平台用地范围，弃渣时与表土隔离分开堆放，表

土堆放场土体周围采用编织袋装土堆筑进行拦挡防护，挡墙断面为梯形断面，尺寸为底宽

1.8m，顶宽 0.6m，高度为 1.2m，每延米 1.44m3，表土堆场编织袋挡墙长度 330.32m，编织
袋堆筑总方量 475.7m3（编织袋装土土源为表土堆场堆放的土体）。

2)覆土

为增加土层含量，对复垦面覆盖适当的土源，以便于开展土地复垦方案的植物措施，

增加场地内植被的生长土层，使该区域能够快速恢复生态功能。本方案设计有林地覆土厚

度 30cm，水浇地覆土厚度 50cm。复垦林地面积 4.0666hm2，水浇地面积 2.4507hm2，需覆
表土 24393.3m

3
，表土来源为临时表土堆场，采用 1m3挖掘机挖装自卸汽车运土( 运距

0-0.5km自卸汽车 5T)。临时表土堆场面积 0.6015hm2，复垦为林地，覆土量 1804.5m3，临
时表土堆场表土无需运输，则共需运输表土 22588.8m3。

3)土壤翻耕

弃渣场覆土过程中，由于机械碾压使得土壤板结，降低了土壤肥力，使耕地土层硬化

而难以直接种植农作物，须采用机械作业，对施工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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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耕面积为 2.4507hm
2
。

4)土壤培改良

选用绿肥法进行土壤改良，即在弃渣场耕地覆土层面上撒播光叶紫华苕子，以便提高

耕地土壤肥力，撒播量为 80kg/hm2，撒播面积 2.4507hm2，连续培肥 2年。



6

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5)灌溉工程

对弃渣场内复垦为耕地部分，无灌溉水源，灌溉设施，无法引水灌溉。为满足农作物

灌溉要求，修建 20m
3
水窖 9个，为圆形水窖，内半径 1.8m，深 2.77m，壁厚 0.15m，底上

先垫 0.1m 厚的碎石垫层，底板为 0.15m 厚 C20 砼，顶采用φ8@200 双层布筋。进水口设 C15

砼沉砂池，长 1.2m，宽 0.5m，壁厚 0.2cm，底厚 0.1cm。单个水窖工程量：土方开挖 46.39m
3
，

土方回填 13.7m
3
，C20 壁 5.72m

3
，C20 底 1.53m

3
，C15 沉砂池 0.61m

3
，钢筋 0.13t，碎石垫

层 1.19m
3
。

6)植被重建工程

栽植云南松：项目复垦林地部分采用乔木云南松，采用穴状整地，规格均为 40×40cm。
每穴（坑）植苗 1株，株行距 2×2m，初植密度 2500株/hm²，共栽植云南松 10117 株。云
南松采用一年生Ⅰ级容器苗，地径大于 0.50cm、苗高 40cm以上。

栽植火棘：项目复垦林地部分采用灌木火棘，采用穴状整地，规格均为 40×40cm。每
穴（坑）植苗 1株，株行距 2×2m，初植密度 2500株/hm²，共栽植火棘 10117 株。

栽植爬山虎：藤本攀缘植物爬山虎沿弃土场边坡顶部和坡脚单行定植，种植株距 2m，

边坡顶部和坡脚总长度 537.29m，需栽植爬山虎共 269 株。爬山虎采用植苗方式造林，爬

山虎冠苗长＞100cm，1 年以上生营养袋苗。

撒播狗牙根*白三叶：项目复垦有林地及灌木林地部分撒播狗牙根草籽、撒播密度

80kg/hm²，撒播面积 4.5740hm²，需狗牙根*白三叶 366kg。
b) 龙潭隧洞 3#支洞庄房渣场

1）表土剥离

本方案设计对龙潭隧洞 3#支洞庄房渣场进行表土剥离，剥离地类为旱地，剥离面积

5.1732hm
2
，旱地表土剥离厚度 50cm，剥离量为 25865.8m3（详见 4.5.1 章节）。表土剥离

采用 1m3挖掘机挖，自卸汽车运土( 运距 0-0.5km自卸汽车 5T)至临时表土堆场存放。
剥离的表土堆积保存在渣场顶部最高平台用地范围，弃渣时与表土隔离分开堆放，表

土堆放场土体周围采用编织袋装土堆筑进行拦挡防护，挡墙断面为梯形断面，尺寸为底宽

1.8m，顶宽 0.6m，高度为 1.2m，每延米 1.44m3，表土堆场编织袋挡墙长度 327.85m，编织
袋堆筑总方量 472.1m3（编织袋装土土源为表土堆场堆放的土体）。

2)覆土

为增加土层含量，对复垦面覆盖适当的土源，以便于开展土地复垦方案的植物措施，

增加场地内植被的生长土层，使该区域能够快速恢复生态功能。本方案设计有林地覆土厚

度 30cm，水浇地覆土厚度 50cm。复垦林地面积 2.8011hm2，水浇地面积 3.4925hm2，需覆
表土 25865.8m3，表土来源为临时表土堆场，采用 1m3挖掘机挖装自卸汽车运土( 运距
0-0.5km自卸汽车5T)。临时表土堆场面积0.6428hm2，复垦为林地及耕地，覆土量1928.4m3，
临时表土堆场表土无需运输，则共需运输表土 23937.4m3。

3)土地翻耕

弃渣场覆土过程中，由于机械碾压使得土壤板结，降低了土壤肥力，使耕地土层硬化

而难以直接种植农作物，须采用机械作业，对施工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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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耕面积为 3.4925hm2。

4)土壤培改良

选用绿肥法进行土壤改良，即在弃渣场耕地覆土层面上撒播光叶紫华苕子，以便提高

耕地土壤肥力，撒播量为 80kg/hm2，撒播面积 3.4925hm2，连续培肥 2年。
5)灌溉工程

对弃渣场内复垦为耕地部分，无灌溉水源，灌溉设施，无法引水灌溉。为满足农作物

灌溉要求，修建 20m
3
水窖 12 个，为圆形水窖，内半径 1.8m，深 2.77m，壁厚 0.15m，底上

先垫 0.1m 厚的碎石垫层，底板为 0.15m 厚 C20 砼，顶采用φ8@200 双层布筋。进水口设 C15

砼沉砂池，长 1.2m，宽 0.5m，壁厚 0.2cm，底厚 0.1cm。单个水窖工程量：土方开挖 46.39m
3
，

土方回填 13.7m
3
，C20 壁 5.72m

3
，C20 底 1.53m

3
，C15 沉砂池 0.61m

3
，钢筋 0.13t，碎石垫

层 1.19m3。

6)植被重建工程

栽植云南松：项目复垦林地部分采用乔木云南松，采用穴状整地，规格均为 40×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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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穴（坑）植苗 1株，株行距 2×2m，初植密度 2500株/hm²，共栽植云南松 7003 株。云
南松采用一年生Ⅰ级容器苗，地径大于 0.50cm、苗高 40cm以上。

栽植火棘：项目复垦林地部分采用灌木火棘，采用穴状整地，规格均为 40×40cm。每
穴（坑）植苗 1株，株行距 2×2m，初植密度 2500株/hm²，共栽植火棘 7003 株。

栽植爬山虎：藤本攀缘植物爬山虎沿弃土场边坡顶部和坡脚单行定植，种植株距 2m，

边坡顶部和坡脚总长度 853.6m，需栽植爬山虎共 427 株。爬山虎采用植苗方式造林，爬山

虎冠苗长＞100cm，1 年以上生营养袋苗。

撒播狗牙根*白三叶：项目复垦有林地及灌木林地部分撒播狗牙根草籽、撒播密度

80kg/hm²，撒播面积 3.7586hm²，需狗牙根*白三叶 301kg。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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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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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做好表土剥离与保护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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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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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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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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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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所有复垦矿山遵循复垦报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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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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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存动态总投资 239.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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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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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 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2016]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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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补充预算定额编制实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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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规定》（2016）；

（7）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实务；

（8）地方有关建设工程的管理办法文件及当地定额资料；

（9）全国各地工资区类别表。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
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180.53

2 设备费 0.00

3 其他费用 21.50

4 监测与管护费 9.18

（1） 复垦监测费 1.08

（2） 管护费 8.10

5 预备费 28.01

（1） 基本预备费 10.10

（2） 差价预备费 17.91

(3) 风险金 0.00

6 静态总投资 221.31

7 动态总投资 2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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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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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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70 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14.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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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2018 年 12 月-202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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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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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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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县辖区内，项目临时用地面积 14.8070hm
2
，复垦责

任范围面积 14.8070hm
2
，复垦责任范围内有耕地 5.9194hm

2
、林地 6.0965hm

2
、交通运输用

地 0.0907hm
2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0.0686hm

2
、其他土地 2.6363hm

2
。土地复垦服务年限

6年，为 2018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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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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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占，复垦责

任范围内损毁土地面积 14.8070hm2，全部为拟损毁，其中压占 14.807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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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758hm
2
，其中：耕地 5.9432hm

2
、林地 8.3326hm

2
，保留“弃

渣场拦渣坝、截水沟”面积 0.5312hm2，土地复垦率为 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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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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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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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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31万元，静态

单位面积投资为 10334.98元/亩；动态总投资 239.22万元，动态单位面积投资为 111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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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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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楚雄州段）二期临时用地（武定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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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工

3 张安洋 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 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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