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双家坝、胡家坝气田地面系统调

整改造工程（重庆段） 
行业类别 油气管道

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重庆市梁平区水务局，2018 年 7 月 12 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8 年 11 月 30 日-2019 年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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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四川石油天然气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四川华成油气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重庆德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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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水保〔2017〕255 号）、《水利部关于进一步

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 号）等相关

文件规定，2020 年 10 月 23 日，重庆气矿组织召开了双家坝、胡家坝气田地面系统

调整改造工程（重庆段）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重庆德和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重庆气矿、四川石油天然气

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四川华成油气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重庆蓝宇

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等代表，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成员查看现场和查阅资料。建设单位介绍了工程建设及水土保持工作情

况，各技术服务单位进行了相关汇报，经过验收组讨论形成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双家坝、胡家坝气田地面系统调整改造工程（重庆段）位于重庆市梁平区，起于

重庆市梁平区碧山镇碧山村 1 组的双家坝增压站，东北向西南途经碧山村、黄桥村、

金屏村、水岩村、在川主村处进入四川境内。本项目主要建设管道 5.8km，管道规格

D114.3×6.3 L245NS PSL2 无缝钢管，管道设计压力为 6.3MPa；改造双家坝增压站 1

座。 

项目总投资 750 万元，其中土建费用 600 万元。项目开工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30 日，竣工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30 日。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重庆蓝宇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受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

公司重庆气矿委托于 2018 年 8 月编制完成《双家坝、胡家坝气田地面系统调整改造

工程（重庆段）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2018 年 7 月 12 日，重庆市梁平区水务局对

该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备案批准。 

本工程挖方 1.39 万 m3（含表土剥离 0.44 万 m3），填方 1.39 万 m3（含表土剥离

0.44 万 m3），无永久弃方产生。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项目未编制水土保持初步设计。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20 年 05 月，建设单位自行开展了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根据监测结果，

该项目已落实的水土保持措施较好的控制和减少了项目水土流失，截至验收时，扰动

土地整治率达到 10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100%，土壤流失控制比≥1，拦渣率

达到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100%，林草覆盖率达到 80%（计算时扣除复耕面

积）。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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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气矿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自主组织开展了双家坝、胡家坝气田地面系统调整改造工程（重庆段）

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并委托重庆德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鉴定书。验收组人员通过现场调查、资料收集及数据分析等方式，完成了本次验收工

作。主要结论如下： 

本工程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并于重庆市梁平区水务局备案；主体监理单位

落实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未单独委托水土保持监理；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开展了

水土保持调查和巡查等工作；建设单位及时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项目竣工后积极

开展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基本完整。 

本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60hm2，工程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比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减少了 1.20hm2（减少面积为直接影响区）。根据主

体工程设计资料，本工程挖方约 1.39 万 m3，填方约 1.39 万 m3，挖填平衡无弃方。

建设单位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任务，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措施基本纳

入了实施计划，本次验收对工程实际完成的水保持工程量和投资进行了统计，项目建

设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为：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4400m³，表土回覆 4400m³，土地

整治 3.60hm2（方案新增）；植物措施：撒播草籽 0.48hm2（方案新增）；临时措施：

临时拦挡 332m，防雨布覆盖 3000m2，临时排水沟 800m，临时沉砂池 10 座，临时围

堰 700m3（主体设计），临时铺垫 600m2（实际新增）。 

水土保持投资较好落实，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 63.35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列



水土保持投资 20.94 万元，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 42.41 万元。新增水土保持投资中

工程措施 18.24 万元，植物措施 0.30 万元，临时措施 8.33 万元，独立费用 8.39 万元，

基本预备费 2.12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5.04 万元。实际水土保持总投资较批复的水

土保持总投资减少了 13.89 万元，主要变化情况为：①实际施工过程中，施工作业带

以复耕为主，撒播草籽减少；②建设单位自行开展监测工作，未委托专项监测；③施

工期短，管道工程防雨布覆盖措施减少；④堆管场采用临时铺垫措施，减少了临时排

水沟以及沉砂池；⑤建设管理费纳入主体；⑥因措施变化，基本预备费减少。 

已完成的各项工程质量总体优良，现阶段运行良好。根据《水保方案》，本工程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一级防治标准。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至设计水平年，

六大指标均达到或超过方案批复的目标值，其中：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100%，水土

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100%，土壤流失控制比≥1，拦渣率达到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

达到 100%，林草覆盖率达到 80%（计算时扣除复耕面积）。 

水土保持设施总体上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达

到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该工程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基本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

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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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做好双家坝、胡家坝气田地面系统调整改造工程（重庆段）水土保持工

作，验收组要求：加强已建成水土保持设施管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现场照片 

  

双家坝管线接口处（2020.04.27） A001-A002 大开挖道路恢复（2020.04.27） 

  

施工作业带恢复（2020.04.27） 管线走向（2020.04.27） 

  

A014-A015 开挖道路挡墙（2020.04.27） A015-A016 施工作业带（2020.04.27） 



  

A018 穿越沟渠（2020.04.27） A022-A025 施工作业带（2020.04.27） 

  

A024-A025 穿越沟渠（2020.04.27） A022-A023 大开挖道路（2020.04.27） 

  

A028-A029 大开挖道路（2020.04.27） A028-A029 大开挖道路挡墙（2020.04.27） 

  

A027-A028 施工作业带（2020.04.27） A032 穿越兰家河（2020.04.27） 



  

A033-A034 施工作业带（2020.04.27） A034-A035 大开挖道路恢复（2020.04.27） 

  

A055-A057 施工作业带（2020.04.27） A057-A058 大开挖道路恢复（2020.04.27） 

  

A059-A060 施工作业带（2020.04.27） A068 大开挖道路恢复（2020.04.27） 

  

A068 大开挖道路恢复挡墙（2020.04.27） A068-A071 施工作业带（2020.04.27） 

兰家河 



  

A071 穿越道路（2020.04.27） A073 穿越道路（2020.04.27） 

  

A073- A074 施工作业带复耕（2020.04.27） A073- A074 施工作业带绿化（2020.04.27） 

  

A078 堡坎（2020.04.27） A078 穿越道路（2020.04.27） 

  

A079 穿越道路（2020.04.27） A079 穿越道路（2020.04.27） 



 
A078 穿越道路（2020.04.27） 

  
A079- A080 施工作业带（2020.04.27） A079- A080 施工作业带（2020.04.27） 

  
A083- A084 施工作业带（2020.04.27） A084- A085 道路穿越（2020.04.27） 

  
A086- A087 穿越沟渠（2020.04.27） （2020.04.27） 

 

四川 

重庆 

沟渠 



 



 



附件 3：水土保持补偿费缴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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