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探 7 井钻井工程 

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报备表 

 
 
 
 

 
 
 
 
 
 
 

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事业部 

2020 年 5 月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表 
                                            填报日期：2020 年 5 月 

项目名

称 双探 7 井钻井工程 建设单位（盖章）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

分公司勘探事业部 
建设地

点 
四川省剑阁县秀钟乡

双星村 5 组 
占地面积(含临时占

地) 0.99hm² 

法人代

表 马新华 联系电话  

联系人 李凤仪 联系电话 18215689740 

项目投

资（万

元） 
6080 水土保持投资（万元） 54.02 

开、完工

日期 
2016 年 10 月~2018 年

6 月 
已缴纳水土保持补偿

费金额（万元） 1.29 

水土保

持方案

批复文

号/日期 

2018 年 10 月 18 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

位 
重庆蓝宇园林绿化工

程有限公司 

项目性

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地点变

动 

0.0
图章



 

 

自验基本

情况及验

收结论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组成 

本工程为小型建设类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双探 7 井井场

1 座（场基规格为 115m×55m）、清洁化操作平台 1 座、固化填埋池 1

座、应急池 1 座，油水罐基础 1 座，泥浆储备罐基础 1 座、放喷坑 1

座及其他附属设施；新建道路 251m。 

2、工程占地 

本项目总占地 0.99hm2，其中井场及附属工程占地 0.79hm2，临时

生活区 0.04hm2，临时堆土区 0.05hm2，道路工程 0.11hm2，根据占地

性质划分为永久占地 0.15hm2，临时占地 0.84hm2。根据土地利用现状

分为耕地 0.95hm2，林地 0.02hm2，交通运输地 0.01hm2，住宅用地

0.01hm2。具体土地利用类型情况见下表。 
表 1    项目占地情况表 

项目组成 
 占地类型 占地性质 

合计 
耕地 林地 

交通运

输用地 
住宅

用地 
永久

占地 
临时

占地 

井场

及附

属工

程 

井场 0.62      0.01 0.04 0.59  0.63  
操作平台 0.03          0.03  0.03  

固化填埋池 0.05          0.05  0.05  
应急池 0.01 0.01       0.02  0.02  

油罐水罐基

础 
0.01          0.01  0.01  

泥浆储备罐

基础 
0.03          0.03  0.03  

放喷坑 0.01          0.01  0.01  
厕所 0.00          0.00  0.00  
小计 0.77  0.01  0.00  0.01  0.04  0.75  0.79  

道路

工程 
新建道路 0.09  0.01 0.01   0.11    0.11  

临时生活区 0.04          0.04  0.04  
临时堆土区 0.05          0.05  0.05  

合计 0.95  0.02  0.01  0.01  0.15  0.84  0.99  

3、土石方量 

本项目实际剥离表土面积 0.88hm2，表土剥离量 0.22 万 m3 ；覆

土面积 0.75hm2，覆土量 0.22 万 m3，表土剥离与回覆平衡。 



 

 

本项目实际土石方总挖方量 0.49 万 m3（自然方，下同，其中表土

剥离 0.22m3），总填方量 0.49m3（其中表土综合利用 0.22m3），土石方

挖填平衡，无永久弃土（石、渣）产生。 

4、建设工期及投资 

工程静态总投资 6080 万元，其中土建工程投资为 1200 万元，项

目资金由业主自筹。施工总工期 21 个月。于 2016 年 10 月开工，至

2018 年 6 月竣工。 

二、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0.99hm2。 
表 2    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分区表 

序号 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区 分区特点 

1 
井场及附属工程

防治区 
0.79 

包括井场、应急池、固化转运池。固化操作

平台、水罐、油罐等水土流失主要发生于开

挖裸露面、边坡以及开挖临时堆土。 

2 道路防治区 0.11 
为新建道路工程，水土流失主要发生于开挖

裸露面、边坡以及管沟开挖临时堆土 

3 临时生活防治区 0.04 水土流失主要发生于生活区开挖裸露地表 

4 临时堆土防治区 0.05 水土流失主要发生于表土堆坡面 

5 小计 0.99 / 

2、弃渣场设置 

本项目建设土石方挖填平衡，无永久弃土（石、渣）产生，不需

设置弃渣场。 

3、措施完成情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详见表 3。 
表 3   本工程已实施水土保持工程量统计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

成量 
设计工

程量 
增减量

（+，-） 

井场及附属

工程防治区 

表土剥离 万 m3 0.20 0.20  

回覆表土 万 m3  0.22 -0.22 
碎石铺装 m3 1400 1400  

浆砌砖砌截排水沟 m 121 121  
土地整治 hm2  0.75 -0.75 
复耕 hm2  0.74 -0.74 

撒播草籽 hm2 0.01 0.01  



 

 

道路工程区 
浆砌石道路边沟 m 235 251 -16 

表土剥离 m3 0.02 0.02  
撒播草籽 hm2 0.03 0.02 +0.01 

临时生活防

治区 
土地整治 hm2 0.04 0.04  
复耕 hm2 0.04 0.04  

临时堆土防

治区 

土地整治 hm2 0.05 0.05  
复耕 hm2 0.05 0.05  

临时土质排水沟 m 105 96 +9 
填土编织袋拦挡 m3 75.87 69.12 +6.75 
填土编织袋拆除 m3 75.87 69.12 +6.75 
防雨布覆盖 m2 630 500 +120 

工程开工前，对项目区内剥离表土堆放在临时堆土防治区内。本

工程在钻井工程结束后，将表土转移至井场生活区边角占地，对临时

堆土区进行复耕。井场工程防治区内硬化地表尚未拆除，等待井站工

程修建完成后，再对井场硬化地表进行拆除，同时进行覆土及复耕。 

4、防治目标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区复核划分成果》（办水保[2013]188 号）和《四川省省级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结果》（川水函[2017]482 号），工程所在地

剑阁县属于嘉陵江及沱江中下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按原《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规定和批复的水土

保持方案，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为开发建设项目建设类

一级标准。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情况详见表 4。 
表 4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防治指标 方案目标值 实际防治效果 备注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8.99 达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97.70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拦渣率（%） 95 95.54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100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7 4.04 未达标 

通过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至方案设计水平年，本工程建设扰动

土地整治率 98.99%，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7%，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拦渣率 95.54%，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林草覆盖率 4.04%。本工程

总占地面积 0.99hm2，其中耕地面积为 0.95hm2，林地面积 0.02hm2，



 

 

根据工程区占地类型和总体布置实际，主体设计和方案增新林草植被

恢复总面积为 0.04hm2，工程区内部已硬化，集输工程及井站工程建设

完成后已复耕，故林草覆盖率仅为 4.04%，未达到批复方案确定的目

标值。 

5、措施投资 

双探 7 井钻井工程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54.02 万元，其中工程

措施费 26.99 万元，植物措施费 0.01 万元，监测措施费 5.50 万元，临

时措施费 1.87 万元，独立费用 16.17 万元，基本预备费用 2.19 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 1.29 万元。。 

6、项目运行情况 

根据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实际情况，水土保持设施作为工程整体

的一部分，管护工作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勘探

事业部负责，建设单位制定了专门的管理维护制度，落实责任，建立

规章，定期对排水沟等部位的水土保持设施和项目区植物措施进行检

查，出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对策措施，对损毁部分及时进行修复，对

死亡植株及时进行补植，以确保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 

从运行情况看，水土保持管理责任明确，规章制度落实到位，水

土保持设施运行基本正常。据实地调查，新增水土保持绿化措施、拦

挡、覆盖等措施的实施布局运行良好。 

7、水土保持效果 

结合现场调查，工程各区域在施工过程中，采取了适宜的水土保

持措施，水土保持工程的总体布局合理，效果明显，达到水土保持要

求。水土保持措施主要采用新增水土保持绿化措施、拦挡、复耕等等，

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 

8、验收结论 

本项目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基本完成了水

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同意本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建设单位

承诺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表所填各项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准确，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诈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事业部承担全部责

任。 

 

                                法人（签字）：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事业部 

年   月   日 

报备编号： 

水行政主管

部门意见 

经办人（签字）： 复核人（签字）： 批准人（签字）： 

注：1、本表一式二份（报备机关、建设单位各一份）； 
2、此表仅供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生产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