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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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道 303 线大板至林西段公路工程 
行业

类别 
公路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赤峰市交通运输局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 

内水保[2013]63 号，2013 年 3 月 8 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 

内水保许决[2020]80 号，2020 年 12 月 22 日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内交发[2013]192 号，2013 年 4 月 19 日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4 年 4 月～2016 年 12 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呼和浩特市三通水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变更）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内蒙古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陕西黄河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朝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内

蒙古东昊水电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公路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赤峰恒业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内蒙古兴融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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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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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2017〕365 号）和《水利部办

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

通知》（办水保[2018]133 号），国道 303 线大板至林西段公路建设

管理办公室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召开

了国道 303 线大板至林西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会

单位有国道 303 线大板至林西段公路建设管理办公室、中国水利水

电科学研究院（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陕西黄河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内蒙古兴融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水

土保持监理单位）、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方案编制单位）、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公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水土保持

施工单位）以及特邀专家等，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提交了《国道

303 线大板至林西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

监测单位提交了《国道 303 线大板至林西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监测

总结报告》，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提交了《国道 303 线大板至林西段

公路工程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上述报告为此次验收提供了重

要的技术依据。 

验收组及参会人员查看了工程现场和影像资料，查阅了工程资

料，听取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建设

情况汇报，以及方案编制、监理、监测、施工等单位的汇报，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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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验收组的质询、讨论，最终形成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国道 303 线大板至林西段公路工程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巴林右旗、林西县境内。本段公路属于国道 303 线中的一段，起、

终点均与既有国道 303 线连接。起点位于大板镇东北，与既有国道

303 线巴音塔拉至大板段公路相连，桩号为 K942+700，终点位于

林西镇，与已建的国道 303 线林西至热水段公路相接于省道 204 线

与国道 303 线互通立交，桩号为 K995+450，线路全长 52.722km，

其中巴林右旗境内 39.359km，林西县境内 13.363km，设计行车速

度 80 公里/小时，双向四车道，路基宽 24.5 米。工程建设主要内容

包括路基及两侧（含桥梁、互通、分离立交和平面交叉等），管理

及服务设施区，取弃土场，施工便道，施工场地及供电线路等组成。

工程于 2014 年 4 月开工，2016 年 12 月交工，建设总工期 33 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13 年 3 月 8 日，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以内水保[2013]63 号文

对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予以批复，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深度为

可行性研究阶段。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64.52 公顷，

其中项目建设区 390.54 公顷，直接影响区 73.98 公顷，水土保持估

算总投资为 6802.69 万元。 

2020 年 12 月 22 日，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以《国道 303 线大

板至林西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修改报告书审批准予行政许可

决定书》（内水保许决〔2020〕80 号）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修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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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书进行了批复。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东北黑土区一级标准。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工程的水土保持工程初步设计包含在主体工程初步设计报

告中，其中防洪排导工程、土地整治、边坡防护、植被恢复为主体

工程的一部分，主体设计单位为内蒙古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2013 年 4 月 19 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以内交发[2013]192

号对本工程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16 年 3 月，建设单位委托陕西黄河生态工程有限公司开展

工程水土保持现场监测工作。监测单位接受委托后，成立了项目水

土保持监测项目部，制定了监测工作实施方案，确定了重点监测内

容，监测过程中采用调查、实地量测、定位监测、无人机监测、遥

感影像资料分析等监测方法进行水土保持监测，经项目负责人检查

核定后进行汇总、整理，通过对监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综合评价，

于 2021 年 6 月提交了《国道 303 线大板至林西段公路工程水土保

持监测总结报告》。 

监测总结报告结论为：本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为 305.36 公顷。工程建设过程中，动用土石方总量为 749.22 万

立方米，其中挖方量 309.46 万立方米，填方量 439.76 万立方米，

借方量 135.03 万立方米，弃方量 4.73 万立方米。已实施的水土保

持设施运行正常，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水土流失防治目

标，水土保持监测评价为“绿色”。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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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造成的各水土流失区域均得到有效治理和改善，工程施工

过程中未产生明显的水土流失危害。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19 年 10 月，建设单位委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制本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随即开展工作，查阅了项目

相关施工资料，于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6 月对国道 303 线大板

至林西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实地查勘和抽查，参加的单

位有建设单位、监测单位、监理单位等。 

编制单位依据水利部〔2017〕365 号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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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土保持

措施、效果及其工作程序满足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后，于 2021

年 7 月编制完成《国道 303 线大板至林西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1、建设单位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工程。 

2、通过对工程施工质量、措施到位情况、工程缺陷等方面核

查，水土保持工程的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合格率 100%，水土保持

设施质量总体合格。 

3、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8934.04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投资 6953.79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1454.57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97.86

万元，独立费用 232.55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95.27 万元。 

4、项目区水土保持工程实施后，项目区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9.79%，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0.98，渣土防护率达到 98.9%，林草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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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恢复率为 99.81%，林草覆盖率为 42.83%。项目区水土流失得到

有效控制，六项防治目标均超过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 

5、建设单位指定具体部门和专人负责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的日

常管理维护工作，保证水土保持设施正常运行，从试运行期间情况

看，水土保持设施管理责任明确、规章制度落实到位，水土保持设

施运行正常。 

综上，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方案修改

报告书，开展了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施工、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工

作，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措

施，质量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良好，水土保持后续管理维

护责任落实。工程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条件。 

（六）验收结论 

国道 303 线大板至林西段公路建设管理办公室切实履行了水

土保持法律、法规义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

批复文件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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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

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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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分工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签字 备注 

组长 尤继忠 
国道 303线大板至林西

段公路建设管理办公室 
主任  建设单位 

成员 

王晓丽 
国道 303线大板至林西

段公路建设管理办公室 
工程师  建设单位 

宝玛扎那 
国道 303线大板至林西

段公路建设管理办公室 
工程师  建设单位 

王庆国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

司 
工程师  施工单位 

曹德明 
陕西公路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 
工程师  施工单位 

岳永杰 内蒙古农业大学 教授  特邀专家 

王同智 
内蒙古煤炭建设生态环

境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高工  特邀专家 

邢恩德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 
高级工程师  

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张铁钢 
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

究所 
高级工程师  

方案编 

制单位 

李海新 
内蒙古兴融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监理单位 

刘帅华 
陕西黄河生态工程有限

公司 
工程师  监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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