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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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4 大路至巴拉贡段公路改建工程 行业类别 公路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鄂尔多斯市沿黄高等级公路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改建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部

门、文号及时间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内水保[2014]291号， 2014年12月18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审批

部门、文号及时间
无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无

项目起止时间 2015 年 8 月至2018 年 12 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鄂尔多斯市润佳水土保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无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鄂尔多斯市威凯水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广州市公路工程公司等 5家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鄂尔多斯市圣禹水利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鄂尔多斯市拓天水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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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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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2017〕365 号），2020 年 9

月 01 日，鄂尔多斯市沿黄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主持召

开了 S24大路至巴拉贡公路改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会

议。参加会议的有方案编制单位鄂尔多斯市润佳水土保持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单位鄂尔多斯市圣禹水利工程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鄂尔多斯市威凯水务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鄂尔多斯市拓天水务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大为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和 S24大路至巴拉贡

公路改建工程项目办公室等单位的代表，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

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

制单位、监理单位及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对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进

行了自查初验，并要求各相关单位编制了《S24大路至巴拉贡公

路改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S24大路至巴拉贡公路改

建工程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S24大路至巴拉贡公路改建工

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上述报告为本次验收提供了重要的技

术依据。

会前，验收组勘查了工程现场，查阅了相关技术资料；会上，

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水土保持工作的汇报和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监理单位、监测单位关于该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情况的汇报，以及方案编制、施工等单位对有关情况的补

充说明，经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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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S24大路至巴拉贡段公路改建工程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北部，沿线途经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和杭锦旗，

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107°00′00″～ 111°27′00″，北纬 39°

16′00″～40°40′00″之间。

路线总体走向为东西向，起点在大路新区东侧接准兴重载高

速公路前房子连接线的终点；终点位于巴拉贡镇，路线上跨京藏

高速（G6）后与 G110二级公路平交。

主线长 414.902km，农村公路连接线长 147.207km。本改建

工程按照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修建，设计速度 100km/h，路基宽

37.0/26.0m，行车道宽 4×3.75m。农村公路连接线乾安人文纪念

园连接线按照二级公路标准修建，设计速度 80 km/h，路基宽 12m，

其他农村公路连接线按照四级公路标准修建，设计速度 40 km/h，

路基宽 4.5/6.5m。

本改建工程由线路交叉工程（互通、分离立交和天桥）、附属

设施（收费站、管理分中心）、取、弃土场、施工便道、施工场地

及供电线路等项目组成。改建工程全线新建互通 3处、分离立交

5处、天桥 38处，管理养护房屋 19处；收费站 13处，管理分中

心 1处；全线布设取土场 27处，弃土场 2处；修筑施工临时道路

28.40km，其中：通往取、弃土场施工便道 20.60 km，通往施工

场地施工便道 7.80km。便道路基宽度 4.5m～7m；建设预制厂和

拌和场 15处；桥梁临时施工场地 45处；架设永久供电线路

97.50km，施工供电线路 6.0km。本改建工程全线拆迁警告标志

62个，里程牌 20个，网围栏 1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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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于 2015年 8月正式开工，2018年 12月交工试运行。工

程概算总投资 11.47亿元，土建投资 8.40亿元，工程实际投资 10.34

亿元。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14年 12月 18日，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以内水保[2014]291

号文件对《S24大路至巴拉贡段公路改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予以批复。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依据 2015年 2月辽宁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编制的《S24大路至

巴拉贡段公路改建工程两阶段初步设计咨询审查报告》和 2015

年 5月编制的《S24大路至巴拉贡段公路改建工程两阶段施工图

设计咨询审查报告》，本改建工程按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施工，水土

保持工程措施纳入主体工程施工图设计中。2015 年 5 月 15 日，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以内交发〔2015〕238 号文批复了《S24

大路至巴拉贡段公路改建工程两阶段初步设计》、2015 年 7月 2

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以内交发〔2015〕344 号文批复了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 S24大路至巴拉贡段公路改建工

程两阶段施工图设计的批复》。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由鄂尔多斯市威凯水务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负责，监测时段为 2015 年 8月~ 2019 年 12 月。监测范围以

防治责任区为主 ， 监测内容有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危害和

水土保持措施效益三大类。水土流失状况包括水土流失的数量和

分布背景数据 、水土流失动态观测数据、土壤侵蚀因子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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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危害主要监测工 程建设和运行初期，土壤侵蚀的发生发

展对土壤性状、土地退化和 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水土保持措施

及其效益主要监测植物措施、 工程措施的实施、运行及水土保持

效益等。监测结果表明 ：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达到为 99%，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0.76，拦渣率为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12%，林草覆盖率为 75%，六项指标均达

到了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轮

鄂尔多斯市拓天水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大为勘

测设计有限公司受 S24大路至巴拉贡公路改建工程项目办公室委

托开展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随着主体工程的完工，验

收报告编制单位成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组，多次进入现场核查，

并查阅了工程设计、招投标文件、施工监理、质量管理、财务结

算等档案资料，抽查了 90%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以及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六项指标达标情况。于 2019 年 12月底编制完

成了《S24大路至巴拉贡公路改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结论认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落实了水土保

持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措施，实施了植被建设工程。工程基本完

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任务，投资控制合理，完成的水土

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规

范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经核定，工程实际防治责任范围为 595.73hm²，与水土保持

方案设计的一致，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4860.64万元。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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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路堤边坡防护：互通立交桥防护面积 1.61hm2、分离立交

桥防护面积 0.14hm2、天桥防护面积 1.26hm2；

②边坡砼预制块内覆土：互通立交桥边坡覆土 6792 m3、分

离立交桥边坡覆土 594 m3、天桥边坡覆土 5303 m3，共覆土 12689

m3；

③路堤边坡及两侧沙障防护：互通立交桥防护长度 7075m，

防护面积 6.45 hm2；分离立交桥防护长度 4267m，防护面积

5.49hm2；天桥防护长度 34254m，防护面积 36.01hm2；农村公路

连接线边坡及两侧沙障防护长度 147.207km，防护面积 81.90 hm2、

线外固沙防护长度 6740m，防护面积 258.45hm2。

④路堤边坡及两侧沙障内覆土：互通立交桥边坡覆土 5580

m3、分离立交桥边坡覆土 7761 m3、天桥边坡覆土 53236 m3、农

村公路连接线边坡及两侧沙障内覆土 85987 m3、线外固沙覆土

20426 m3，共覆土 172990 m3。

⑤截（排）水：排水沟、急流槽和溢水池需浆砌石 5861 m3、

需砼预制块 9850 m3、需砂砾垫层 1076 m3、开挖土方 9833 m3。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线路交叉工程区：互通立交路堤边坡及两侧植树种草面积

16.90 hm2；分离立交路堤边坡及两侧植树种草面积 8.47hm2；天

桥边坡及两侧植树种草面积 44.11 hm2。

附属设施：空地绿化面积 0.58 hm2。

农村公路连接：路堤边坡及两侧植树种草面积 82.08 hm2；

取、弃土场：植树种草面积 177.8 hm2。

施工便道、施工场地、供电线路：种草面积分别是 18.5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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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 hm2。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采取的临时防护 348775 m2。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本项目比较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依法编报了水

土保持方案，认真实施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措施，完

成了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合格；

工程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委托第三方机构

编制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较好的控制和减少了工程建设中

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

值，落实了运行期间的管理维护责任，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

件，同意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在后续运行过程中，继续投入一定人力、

物力和资金，对已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进行管护，对运行过程中

发现的损毁工程及时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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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鑫

鄂尔多斯市沿黄高等级公路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建设单位

组

员

刘晋江
鄂尔多斯市沿黄高等级公路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综合部部长

王浩科
鄂尔多斯市沿黄高等级公路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养护运营部部

长

王 峰
S24 大路至巴拉贡段公路改

建工程建设项目办公室
主任

赵 军
S24 大路至巴拉贡段公路改

建工程建设项目办公室
工程部长

郭海祥
S24 大路至巴拉贡段公路改

建工程建设项目办公室
质安部部长

康 熠 鄂尔多斯市水土保持工作站 高工 特邀专家

王文秀
鄂尔多斯市拓天水务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法 人

验收报告编

制单位
谷丹丹

鄂尔多斯市大为勘测设计有

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王勇宏
鄂尔多斯市威凯水务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法 人 监测单位

冯树亮
鄂尔多斯市圣禹水利工程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
总监理工程师 监理单位

曲亚平
鄂尔多斯市润佳水土保持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水土保持方

案编制单位

刘练武 广州市公路工程公司 项目负责人

施工单位

范荣欣
内蒙古东昊水电路桥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

贺振华
鄂尔多斯市万里路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

裴少军 山西运城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负责人

朱为絪 江西省交通工程集团公司 项目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