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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楚城 500 千伏变电站 3 号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项目概况 

位置 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花桥镇 

建设内容 本期扩建 1 组 100 万千伏安主变，新建 500 千伏线路 0.5 公里 

建设性质 扩建 总投资（万元） 4884 

土建投资（万元） 1511 
占地面积 0.68

（hm2） 

永久： 0.42 

临时： 0.26 

动工时间 2019.6 完工时间 2021.6 

土石方（万 m3）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方 

0.50 0.15  0.35 

取土（石、砂）场 无 

弃土（石、渣）场 无 

项目区概
况 

涉及重点防治区情
况 

不属于国家级、安徽省
级、芜湖市级水土流失

重点防治区 

地貌类型 沿江平原区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
数[t/(km2·a)] 

450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500 

项目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本工程建设符合国家、地方经济发展、功能定位要求，符合水土保持、
土地资源管理等法律法规要求。项目选址位于已经建成芜湖楚城 500

千伏变电站区域内预留地，不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不涉及河流两岸、湖泊和水库周边植物保护带，周边没有全国水土保
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及国家确定的水土保
持长期定位观测站。本项目建设不存在选址(线)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 

水土流失总量（t） 17.07 

防治责任范围（hm2） 0.68 

防治
标准
等级
及目
标 

防治标准等级 执行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防治二级标准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 土壤流失控制比 1.1 

渣土防护率（％） 95 表土保护率（％） 87 

林草植被恢复率（％） 95 林草覆盖率（％） 22 

水土
保持
措施 

变电站扩建区：表土剥离与回覆 0.05 万 m3，土地整治 0.32hm2，马尼拉草坪 0.32hm2，彩条

布苫盖 500 m2。 

输电线路区：表土剥离与回覆 0.0009 万 m3，土地整治 0.0085hm2，栽植玉兰树 60 株，撒播

狗牙根草籽 0.007hm2，彩条布苫盖 100 m2。 

施工场地区：土地整治 0.25hm2，栽植杨树 300 株，玉兰树 300 株，撒播狗牙根草籽 0.25hm2.  

水土
保持
投资
概算
（万
元） 

工程措施 2.11 植物措施 9.85 

临时措施 0.45 水土保持补偿费 0.26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0.03 

方案设计费 8 

水土保持验收费 8 

总投资 23.37 

编制单位 
国昇设计有限责任公

司 
建设单位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及电话 张海洋 18092289258 法人代表及电话 陈安伟 

地址 

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6686号徽商总部广场

C座7楼 

地址 合肥市包河区黄山路 9 号      

邮编 230000 邮编 230021 

联系人及电话 虞泊宁/13966662478 联系人及电话 刘鲲鹏/13339299671 

电子信箱 354221@qq.com 电子信箱 13339299671@163.com 

传真 0551-63712869 传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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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表相关内容填写说明 

1 项目简况 

1.1 项目基本情况 

为了提高芜湖地区供电能力，满足地区用电增长的需求，满足区域经济和社

会发展需要，本次对芜湖楚城 500kV 变电站进行扩建，扩建利用围墙内原预留

场地，不新征地，扩建工程建设是必要的。 

芜湖楚城 500kV 变电站位于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花桥镇九十殿村，变电站

东侧为黄杨路，距离约 820m，变电站四周有多条混凝土道路，交通十分便利。 

工程由变电站扩建区、输电线路区和施工场地区 3 部分组成。工程总占地面

积 0.67hm2，其中永久占地 0.42hm2，临时占地为 0.25hm2，占地类型主要为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林地，工程共开挖方 0.50 万 m3（含表土 0.05 万 m3），

总填方 0.15 万 m3（含表土回覆 0.05 万 m3），弃方 0.35 万 m3，弃方由安徽津达

土石方有限公司负责外运至芜湖县水系联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工程，用于土地

回填平整用土，本工程不设取、弃土场，工程建设不涉及专项设施改（迁）建工

作，本项目已于 2019 年 6 月开工，2020 年 5 月 1 日因停电计划停工，计划 2020

年 12 月复工，2021 年 6 月份竣工投运。项目静态总投资 5266 万元。 

1.2 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受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委托，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编制完成了《芜湖楚城 500 千伏变电站 3 号主变扩建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 

2020 年 10 月，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编制该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表，接受委托后，在全面搜集和掌握详细相关技术资料的基础上，我公司

组织技术人员与业主对项目区现状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并拍摄了现场照片。根

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等规程规范，以施工图设计为依据，通过

现场查勘调查、收集资料，于 2020 年 12 月编制完成《芜湖楚城 500 千伏变电站

3 号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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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概况 

2.1 项目组成及工程布置 

工程名称：芜湖楚城 500 千伏变电站 3 号主变扩建工程 

建设地点：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花桥镇境内 

建设单位：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扩建 

工程规模：本期扩建 1 组 1000MVA 主变，新建 500 千伏线路 0.5 公里 

工程占地：总占地 0.68hm2，其中永久占地 0.423hm2，临时占地为 0.257hm2 

土石方量：总挖方 0.503 万 m3，回填 0.153 万 m3，弃方 0.35 万 m3 

工程投资：本工程动态投资 4884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580 万元 

建设工期：本项目已于 2019 年 6 月开工，2020 年 5 月 1 日因停电计划停工，

计划 2020 年 12 月复工，2021 年 6 月份竣工投运。 

项目组成：工程主要由变电站扩建区、输电线路区和施工场地区 3 部分组成 

2.1.1 项目背景情况介绍 

1）背景情况 

楚城500kV变电站作为华电芜湖电厂送出工程建设内容的一部分，2007年2

月15日安徽省水利厅以皖水农函[2007]149号对《华电芜湖电厂送出工程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批复（详见附件4）；2010年3月，楚城500kV变电站建成

通过验收并投运。变电站围墙内占地面积6.35hm2，全站总征地面积7.10hm2，本

期工程扩建1组1000MVA主变压器，位于站区西侧，扩建区主要利用围墙内预留

地，不另新征地。 

2）“芜湖楚城 500kV 变电站 3 号主变扩建工程”与“楚城 500kV 变电站”的依

托关系 

①施工道路依托关系：本扩建工程布置在楚城 500kV 变电站围墙内预留地

处，楚城 500kV 变电站位于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花桥镇九十殿村，进站道路从

站址东侧的杨黄公路引接，长度约 820m，且变电站四周有多条混凝土道路，本

次扩建工程可以依托这些道路作为运输道路，道路满足施工运输要求， 

②施工用水、用电依托关系：根据咨询建设单位及现场调查芜湖楚城 500kV

变电站用水主要为市政管网供水，现供水管线已送至变电站内；用电为变电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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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本次扩建工程施工用水，施工用电全部依托楚城 500kV 变电站已有的设

施。并配备 2 台柴油发电机，施工用水、用电满足施工要求。 

③雨水系统依托关系：根据咨询建设单位及现场调查楚城 500kV 变电站排

水系统主要为雨水管线以及围墙外四周排水沟，站区内部雨水经过集水井及雨水

管道收集排放至站区北侧的水塘内。站区外围可通过围墙外排水沟将雨水汇入站

区周边的水塘中。本次改建工程排水系统可利用楚城 500kV 变电站已有的排水

体系。 

④污水、废水依托关系：站区的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的处理一期工程已建成，

并预留了扩建时的接口，本期需考虑将新建场区排水及扩建主变、站变油池的排

油管接入原预留接口即可。 

2.1.2 变电站扩建区 

1）总平面布置 

本次扩建在变电站围墙内预留区进行扩建，扩建区主要布置在站区西侧，扩

建内容主要包括有主变区、500kV配电装置区、220kV配电装置区、35kV配电装

置区、站区构筑物和站内建筑物等。 

主变区：#3主变基础及油坑、防火墙； 

500kV配电装置区：#3主变间隔、当涂1及团洲电厂1间隔设备的支架及基础； 

220kV配电装置区：#3主变间隔设备的支架及基础； 

35kV配电装置区：设备支架及基础；电抗器基础及油坑、防火墙； 

站区构筑物：电缆沟、排油管道、消防管道等； 

站区建筑物：消防泡沫间。 

目前，变电站3号主变扩建工程正在施工中，现状情况如下图所示，扩建区

范围详见附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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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变电站扩建区现状 

2）站址地形地貌 

工程场地位于低丘地带，地形有所起伏，地面高程（1985国家高程基准）一

般在16.0~27.0m，站址场地一期已整平。 

3）变电站竖向布置 

站址一期工程场地已平整，设计标高为1985国家高程22.00m。为保持站内标

高一致，本期扩建标高同一期。建筑物室内外高差：0.30m。 

4）站区供排水系统 

供水：站内供水系统一期工程已建成，本次扩建利用一期供水系统。满足使

用要求。 

排水：站区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的处理一期工程已建成，并预留了扩建时的

接口，本期需考虑将新建场区排水及扩建主变、站变油池的排油管接入原预留接

口，为使主变总事故油池体积满足规范《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DL/T5352-2018）

中相关要求，对总事故油池进行增容，采用在原事故油池旁边新建一个新的事故

油池，并将两个事故油池串接的方案。施工时需采取钢板桩支护，避免对道路和

其他构筑物产生不良影响。 

5）绿化工程 

站区绿化已经实施，根据现场调查，绿化主要为铺植草坪为主，本次扩建工

程会对本次扩建范围内的绿化区域造成破坏，主体设计对破坏的部分进行恢复。

施工结束后对恢复草坪 3200m2。 

变电站扩建区 



芜湖楚城 500 千伏变电站 3 号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国昇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0 

6）占地与土石方工程 

变电站扩建区总占地 0.42hm2，全部为永久占地，占地类型为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总挖方 0.46 万 m3，主要为建筑物及钢架基础挖方，回填 0.15 万

m3，弃方 0.31 万 m3，弃方由安徽津达土石方有限公司负责外运至芜湖县水系联

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工程，用于土地回填平整用土。施工前需对永久占地区域

进行表土剥离，剥离厚度为 10~20cm，共剥离表土 0.05 万 m3，剥离的表土临时

堆放于施工场地空闲区域，后期用作绿化覆土。 

2.1.3 输电线路区 

输电线路区主要包含以下两段线路： 

（1）500kV 团城 5327 线改接线 

拆除原团州电厂 1 间隔～500kV 团城 5327 线 141 号终端塔线路，新建备用

3 间隔（调整后为团州电厂 1）～500kV 团城 5327 线 141 号终端塔线路。本段线 

路不新立铁塔，新建单回路长度 0.2km。 

同时拆除原团州电厂 1 间隔～500kV 团城 5327 线 141 号终端塔一根 24 芯

OPGW 光缆，新建备用 3 间隔（调整后为团州电厂 1）～500kV 团城 5327 线 141

号终端塔一根 24 芯 OPGW 光缆，一根 LGJ-95/55 耦合地线。 

（2）500kV 楚当 5333 线改接线 

拆除原当涂 1 间隔～500kV 楚当 5333 线 001 号终端塔线路，新建备用间隔

（调整后为当涂 1）～新立 0 号终端塔～500kV 楚当 5333 线 001 号终端塔线路。

本段线路新立铁塔 1 基，新建单回路长度 0.18km。 

同时拆除原当涂 1间隔～500kV团城 5333线 001号终端塔一根 24芯 OPGW

光缆，新建备用 3 间隔（调整后为当涂 1）～新立 0 号终端塔～500kV 楚当 5333

线 001 号终端塔一根 24 芯 OPGW 光缆，一根 LGJ-95/55 耦合地线。 

综上所述，本工程共新建单回线路 0.38km，接线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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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工程接线示意图 

输电线路区只新建 1 座塔基，塔基基础采用板式直柱基础，基础底宽 5.6m，

永久占地面积约为 30m2，施工过程中铁塔施工场地按 10m×10m 计（含永久占

地），每基铁塔临时用地面积为 10m×10m-30=70m2，则输电线路区总占地面积

为 0.01hm2，永久占地 30m2，临时占地 70m2，占地类型为林地。 

 

图 2.3  新建塔基地理位置图 

铁塔采用人工掏挖施工，基础土石方开挖量为 29.4m3，开挖土方回填基础

工程新建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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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施工场地摊平。 

综上，本工程输电线路区总占地 0.01hm2，其中永久占地 0.003hm2，临时占

地 0.007hm2，现状占地类型主要为林地。土石方开挖量为 0.003 万 m3，回填量

0.003 万 m3，基本平衡。主体设计施工前对塔基占地开挖前进行表土剥离，表土

厚度按 30cm 考虑，剥离量约 0.0009 万 m3（已计入前述挖填工程量中），临时

堆放在塔基临时施工征地范围内，待施工结束后用于临时占地恢复。 

2.2 施工组织 

2.2.1 施工场地区布置 

本项目施工采用高度机械化，连续施工方案，减少材料中转占地。施工生活

用地占地为租用当地民房，施工生产区布置在变电站围墙外西北侧，紧靠着楚城

变电站建设，共占地 0.25hm2，现状占地类型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形

较为平坦。根据现场调查，施工场地区地面已硬化，北侧为混凝土道路，施工临

时排水可直接利用变电站围墙外西侧排水沟。 

1）砂石料系统 

本工程不设砂石料加工系统，仅布置砂石料堆场，位置紧靠混凝土系统布置。

砂石料按混凝土高峰期 5天砂石骨料用量堆存，砂石料堆场占地面积约 1000m2，

砂石料堆场场地平整夯实。 

2）机械修配及综合加工厂 

设置机械修配厂及综合加工厂，为了便于管理，施工工厂集中布置在电源点

附近。机械修配场主要承担施工机械的小修及简单零件和金属构建的加工任务，

大、中型修理则外委。 

3）机械停放场 

机械停放场设置区内，机械使用结束后将其机械有序的停放在场地内，保持

施工场地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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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施工场地布置图 

由于施工场地区地面已硬化，地形平坦，故可以直接利用，不产生土方开挖。

施工结束后，对施工场地区进行拆除恢复，共产生废弃渣石 0.04 万 m3，由安徽

津达土石方有限公司负责外运，加以综合利用。 

本项目施工期会产生 0.31 万 m3 的弃土，弃土可临时堆放在施工场地区空闲

区域，并与表土分开堆放，根据主体设计弃土临时堆放周期较短，为随挖、随运

的形式。开挖的土方临时堆放在施工场地内，待渣土车装填后外运处理。堆土设

计堆高控制在 3m 左右，坡比 1:2.5，容量约 0.55 万 m3，能够满足临时堆土要求。 

2.2.2 施工道路 

项目区周边路网四通八达，芜湖楚城 500kV 变电站位于安徽省芜湖市芜湖

县花桥镇九十殿村，变电站东侧为黄杨路，距离约 820m，变电站四周有多条混

凝土道路，交通十分便利。 

2.2.3 筑路材料、施工用水、用电 

1）施工用水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用水从已建的楚城 500kV 变电站工程接入。 

2）施工用电 

施工场地区 

变电站扩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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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建设过程中用电从可从已建的楚城 500kV 变电站工程接入以及施工

单位自备配备移动式柴油发电机.  

3)材料供应 

本项目建设所需的砂、石等建筑材料均全部向外就近采购，相应的水土流失

防治责任由材料供应商承担，但建设单位有责任要求施工单位向有合法开采、销

售资质的供应商采购。项目建设所需其他的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可从当地购买

或直接到厂家采购。 

2.2.4 施工工艺 

变电站扩建区在施工过程中均采用机械和人工相结合的施工方法，主要的施

工工艺、方法如下： 

a）建构筑施工：用人工开挖基槽，钢模板浇制钢筋混凝土。砖混、混凝土、

预制构件等建材采用塔吊垂直提升，水平运输采用人力推车搬运； 

b）排水管线、管沟：机械和人工相结合开挖基槽； 

c）屋外配电网架：采用人工开挖基槽，钢模板浇制基础，钢管人字柱及螺

栓角钢梁构架均在现场组装，采用吊车；设备支架为浇制基础，预制构件在现场

组立。 

2.3 工程占地 

根据主体设计，本工程总占地 0.68hm2，其中永久占地 0.423hm2，临时占地

为 0.257hm2。占地类型主要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林地，占地数量、类

型和占地性质详见表 2.1。 

表 2.1  工程占地类型、数量和性质表 

分区 

占地性质（hm2） 合计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林地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合计 

变电站扩建区 0.42  0.42  0.42 

输电线路区  0.01 0.003 0.007 0.01 

施工场地区 0.25   0.25 0.25 

合 计 0.67 0.01 0.423 0.257 0.68 

2.4 土石方平衡 

根据主设，本工程总开挖 0.503 万 m3，回填 0.153 万 m3，弃方 0.35 万 m3，



芜湖楚城 500 千伏变电站 3 号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国昇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5 

弃方由安徽津达土石方有限公司负责外运至芜湖县水系联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

治工程，用于土地回填平整用土，综合利用。详见附件土方利用协议（协议中安

徽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芜湖楚城 500 千伏变电站 3 号主变扩建工程施工项目

部为本项目施工单位，由施工单位与安徽津达土石方有限公司签订）。 

1）变电站扩建区开挖土石方 0.46 万 m3（含表土 0.05 万 m3），回填 0.15 万

m3（含表土 0.05 万 m3），弃方 0.31 万 m3。 

已实施土石方情况：变电站扩建区土石方开挖与回填已完成，共开挖土石方

0.46 万 m3（含表土 0.05 万 m3），回填 0.15 万 m3（含表土 0.05 万 m3），弃方

0.31 万 m3； 

未实施土石方情况：无。 

2）输电线路区开挖土石方 0.003 万 m3（含表土 0.0009 万 m3），回填 0.003

万 m3（含表土 0.0009 万 m3）。 

已实施土石方情况：输电线路区铁塔建设已完成，共开挖土石方 0.003 万

m3（含表土 0.0009 万 m3），回填 0.003 万 m3（含表土 0.0009 万 m3）； 

未实施土石方情况：无。 

3）施工场地区施工期不产生土石方，施工结束后进行拆除恢复原貌会产生

0.04 万 m3 弃渣。 

已实施土石方情况：无； 

未实施土石方情况：场地拆除产生弃方 0.04 万 m3。 

土石方平衡及流向表详见表 2.2 

为保护表土，本方案对表土进行单独平衡： 

1）变电站扩建区：根据现场调查，站区内主要为铺植的草坪，施工前需对

永久占地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剥离厚度按 10~20cm 计，剥离面积 0.42hm2，剥离

量约 0.05 万 m3，剥离的表土临时堆放在施工场地区内，并采取防护措施，待施

工结束后将表土回覆至变电站扩建区。 

2）输电线路区：施工前对塔基永久占地开挖前进行表土剥离，表土厚度按

30cm 考虑，剥离面积为 0.003hm2，剥离量约 0.0009 万 m3（已计入前述挖填工

程量中），临时堆放在塔基临时施工征地范围内，待施工结束后用于临时占地恢

复。 

3）施工场地区：现状占地类型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面已硬化，



芜湖楚城 500 千伏变电站 3 号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国昇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6 

可直接利用，无需进行表土剥离。 

综上，本工程共剥离表土 0.0509 万 m3，剥离面积共 0.423hm2，剥离厚度

10~30cm，后期全部用于植被恢复，方案将补充临时防护措施，满足水土保持要

求。施工结束后，不存在剩余表土，无需考虑表土终期堆放位置及堆放量。表土

平衡详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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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工程项目土石方平衡及流向表     单位万 m3 

分区 

开挖 回填 调入 调出 借方 余（弃）方 

自然方 表土 小计 自然方 表土 小计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变电站扩建区 0.41 0.05 0.46 0.10 0.05 0.15       0.31 
综合利

用 

输电线路区 0.0021 0.0009 0.003 0.0027 0.0009 0.003         

施工场地区 0.04（拆除弃渣开挖）   —       0.04 
综合利

用 

合 计 0.4527 0.0509 0.503 0.1027 0.0509 0.153       0.35 
综合利

用 

表 2.3  工程表土剥离、回填情况表    单位：万 m3 

分区 

开挖 回填 

表土剥离 表土回填 

变电站扩建区 0.05 0.05 

输电线路区 0.0009 0.0009 

合计 0.0509 0.0509 



芜湖楚城 500 千伏变电站 3 号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国昇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8 

2.5 施工进度 

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5 日，2020 年 5 月 1 日因停电计划停工，

计划于 2020 年 12 月复工，预计 2021 年 6 月完工，工期 7 个月 

施工进度详见图 2.1。 

分区 

2019~2020 年 2020 年 2020~2021 年 

6 月~翌年 5 月 5~11 月 12 1 2 3 4 5 6 

变电站扩建

区 

 

停工 

       

        

输电线路区 
        

        

施工场地区 
 

7 月~翌年 5 月       
 

  

图 2.1 主体工程施工进度横道图 

3、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3.1 主体工程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办法》以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对

主体工程选址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逐条分析和评价，对照分析结果见表

3.1-1~3.1-3。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涉及的制约性因素分析与评价 

表 3.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规定的符合性评价 

序号 《水土保持法》规定 本工程 评价 

1 

第十八条 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地区，应

当限制或者禁止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

活动，严格保护植物、沙壳、结皮、地衣等。 

项目区不属于水土流失严重、生态

脆弱的地区。 
符合 

2 

第二十四条 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当避让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无法避让

的，应当提高防治标准，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

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

土流失。 

项目选址、选线不涉及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符合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规定的符合性规定对本

工程选址进行评价，本工程不存在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 

2）《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的特殊规定 

本工程选址是否满足《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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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规定分析与评价详见表 3.1-2。 

表 3.1-2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的特殊规定 

序号 约束性内容 本工程 评价 

1 

第十八条 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当避让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无法避让的，应当提高防治标

准，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有

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

重点治理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禁止新建破坏植被、

损坏地貌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露天采矿生产建设项

目。 

项目选址、选线不涉及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不属

于露天采矿生产建设项目。 

符合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的特

殊规定对本工程选址进行评价，本工程不存在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的约束性规定 

是否满足对主体工程的约束性规定分析与评价详见表 3.1-3。 

表 3.1-3  对主体工程的约束性规定 

序号 对主体工程的约束性规定 本工程 评价 

1 
选址（线）应当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

点治理区。 

本项目不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

重点治理区。 
符合 

2 
选址（线）应当避让河流两岸、湖泊和水库周

边的植物保护带。 
本工程不涉及占压河道植物保护带。 符合 

3 

选址（线）应避让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

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及国家确定的

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 

本工程周边无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

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和

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 

符合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规定的主体工程的

约束性规定对工程选址进行评价，本工程不存在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 

综上所述，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要求，本工程选址不涉及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危险区以及易引起严重水土流

失和生态恶化的地区，不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不涉及河流两

岸、湖泊和水库周边的植物保护带，工程区内无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

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不涉及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本项

目选址基本满足法律法规、相关规范性文件和技术标准的约束性规定，不存在水

土保持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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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设方案与布局水土保持评价 

3.2.1 建设方案评价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的约束性规定，

建设方案是否满足对技术标准的约束性规定评价详见表 3.2。 

表 3.2   对建设方案的约束性规定 

序号 对建设方案的约束性规定 本工程 评价 

1 

公路、铁路工程在高填深挖路段，应采用加大桥隧比例的

方案，减少大填大挖；填高大于 20m，挖深大于 30 m 的，

应进行桥隧替代方案论证;路堤、路垫在保证边坡稳定的基

础上，应采用植物防护或工程与植物防护相结合的设计方

案。 

不涉及 -- 

2 
城镇区的建设项目应提高植被建设标准，注重景观效果，

配套建设灌慨、排水和雨水利用设施。 
不涉及 --- 

3 
山丘区输电工程塔基应采用不等高基础，经过林区的应采

用加高杆塔跨越方式。 

塔基占地平坦，无需采

用不等高基础 
-- 

4 
对无法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生产建设

项目，建设方案应符合下列规定： 
不涉及 --- 

项目所在区域不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

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

园等敏感区域。根据主体工程设计及工程建设特点，不涉及填高大于20m或挖深

大于30m路段；不属于城市区的建设项目；不属于山丘区输变电工程；依据《全

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国函〔2015〕160号）、《安徽省人民政

府关于划定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皖政秘〔2017〕94

号）以及《芜湖市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项目区不在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内。 

综上，建设方案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3.2.2 工程占地评价 

本工程总占地面积 0.68hm2，其中永久占地 0.423hm2，临时占地为 0.257hm2；

主要包括变电站扩建区 0.42hm2、输电线路区 0.01hm2、施工场地区 0.25hm2；占地

类型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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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占地数量 

本工程总占地 0.68hm2，其中永久占地 0.423hm2，临时占地为 0.257hm2，工

程总体布置紧凑，除必要的临时占地以外不新增临时用地，从而减少了扰动地表

及损坏水保设施面积，减少了工程建设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避免了更大范围

内的水土流失，从占地数量分析，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2）临时占地是否满足施工要求 

根据主体设计，本工程临时占地主要为施工场地区，表土临时堆于施工场地

区内，主体设计的临时占地满足本工程施工要求，除这些必要的临时占地以外，

无需新增临时用地，符合水土保持的要求。 

综上，从占地数量分析，符合水土保持要求，工程临时占地能满足施工要求 

3.2.3 土石方平衡评价 

1、土石方平衡 

1）变电站扩建区开挖量土石方 0.463 万 m3，回填 0.153 万 m3，弃方由安徽

津达土石方有限公司负责外运至芜湖县水系联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工程，用于

土地回填平整用土。 

2）输电线路区开挖量土石方 0.003 万 m3，回填 0.003 万 m3。 

3）施工场地区不产生土石方，施工结束后进行拆除恢复原貌会产生 0.04 万

m3 弃渣。 

综上，本工程总开挖土方 0.503 万 m3，（含表土剥离 0.0509 万 m3），回填

0.153 万 m3（含表土回覆 0.0509 万 m3），弃方 0.35 万 m3，本项目在设计过程中

对变电站扩建区永久占地进行了表土剥离。在各分区的土石方开挖回填设计中，

以满足工程需要为前提，尽可能少的扰动地表、开挖土方以减少水土流失。弃方

由安徽津达土石方有限公司负责外运至芜湖县水系联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工

程，用于土地回填平整用土。 

综上分析，工程土石方平衡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2、表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分析评价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中提出对地表土的

保护规定，应对表土资源先进行剥离并进行利用。主体设计考虑了对变电站扩建

区永久占地区域采取了剥离措施，共剥表土面积 0.42hm2，剥离表土厚度 10~20cm

计，共剥离表土量约 0.0509 万 m3。表土全部用于后期的绿化用土，方案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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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防护措施，满足水土保持要求。施工结束后，不存在剩余表土，无需考虑表

土终期堆放位置及堆放量。 

综上分析，本工程表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3.3 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界定 

按照水土保持工程的界定原则，本工程界定为水土保持工程的措施，包括表

土剥离、植被绿化。本项目主体工程界定为水土保持措施数量及投资见表3.3。 

表 3.3   主体工程界定为水土保持措施的数量及投资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单位 变电站扩建区 输电线路区 合计 

表土剥离 万 m3 0.05 0.0009 0.05 

投资 万元 0.66 0.01 0.67 

表土回覆 万 m3 0.05 0.0009 0.05 

投资 万元 0.59 0.01 0.60 

马尼拉草坪 hm2 0.32  0.32 

投资 万元 4.0  4.0 

投资合计 万元 5.25 0.02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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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流失量调查与预测 

4.1 土壤流失量调查 

水土流失调查的范围即为各防治分区的面积；水土流失调查单元为工程建设

扰动地表的时段、扰动形式总体相同、扰动强度和特点大体一致的区域。本方案

将其划分为变电站扩建区、输电线路区和施工场地区 3 个单元，对上述三个单元

2019 年 6 月~2020 年 11 月时段的施工期（2019 年 6 月~2020 年 4 月）和停工期

（2020 年 5 月~2020 年 11 月）的水土流失量进行调查分析。 

由于工程因停电计划已停工半年，已施工时段的土壤侵蚀强度已无法获取，

本工程监测模数通过已建设完成的相似工程类比及遥感监测资料获取。 

各分区水土流失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取 450t/（km2·a）。 

扰动后的侵蚀模数采用类比法分析，并与其他类似工程对比进行合理检查后

综合确定。选择与本工程距离较近并通过了水土保持验收的池州九华电厂一期（2

×300MW）工程作为类比工程，其地形地貌、地面坡度、土壤植被、侵蚀模数

背景值等与本工程相近，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成因、程度和影响

两者亦基本相近，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本工程与类比工程条件对照见表 4.1。 

表 4.1   项目区与类比区水土流失主要影响因子比较表 

项目 
芜湖楚城500kV 变电站3号主变扩建工程

（本工程） 

池州九华电厂一期（2×300MW）工程 

（类比工程） 

地理位

置 
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 

工程规

模 

本期扩建1组100万千伏安主变，新建500千

伏线路0.5公里 
2×300MW亚临界燃煤发电机组 

地形地

貌 

项目位于青弋江、水阳江与长江汇合口的冲

积平原上 

地处长江下游圩畈区，地形平坦开阔，属长江漫

滩地貌，地面标高7.9～23.7m。 

水文气

象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6.3℃，多

年平均降水量1179.7mm，多年平均蒸发量

1262.6mm。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

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春冬两季寒而

多风，夏秋两季热而多雨。多年平均降水量

1535.582mm。 



芜湖楚城 500 千伏变电站 3 号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国昇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24 

土  壤

植  被 

项目区土壤主要为红壤与水稻土、植被属亚

热带落叶阔叶林与常绿阔叶混交林地带 

项目区现状林草覆盖率为 36.9%。 

区域地带性土壤有黄棕壤、红壤 2 个土类，非地

带性土壤有红色石灰土、潮土和水稻土等 3 个土

类。项目区现状林草覆盖率约 14% 

水土流

失现状 

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土壤侵蚀强度为

轻度。土壤侵蚀模数允许值500t/km2·a。现

状土壤侵蚀模数为450 t/km2·a。 

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土壤侵蚀强度为微

度。容许土壤流失量值500t／km2·a。原生土壤侵

蚀模数为300～380 t／km2·a。。 

2004 年至 2006 年，安徽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对池州九华发电厂一期工程建

设期实施了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土壤侵蚀强度监测成果见表 4.2。 

表 4.2 池州九华电厂一期工程土壤侵蚀强度监测成果表 

序号 工程分区 综合侵蚀模数（t/km2•a） 

1 厂区 1895 

2 取、排水管线 946 

3 厂外公路 1825 

4 灰场 2217 

5 渣场 1051 

6 输灰管线及检修道路区 2236 

结合本项目区地形地貌的特点，根据两个工程区地形地貌特点、水土流失的

主要影响因子的差异，对上述土壤侵蚀模数监测成果进行修正，本项目扰动后土

壤侵蚀模数取值见表 4.3。 

表 4.3  施工期扰动后土壤侵蚀模数修正计算表 

预测分区 
类比工程 

相似类型区 

类比工程施工

期 

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修正系数 
土壤侵蚀模数采用

值(t/km2·a) 防护 

措施 

地形 

地貌 

降雨 

条件 

侵蚀 

强度 

综合

值 

变电站扩建区 厂区 1895 1.0 1.0 1.1 1.1 1.2 2274 

输电线路区 厂外公路 1825 1.0 1.0 1.1 0.85 0.94 1706 

施工场地区 厂区 1895 1.0 1.0 1.1 1.1 1.2 2274 

本方案根据类比工程提供数据结合本次现场调查、实测，对施工期和停工期

土壤流失量进行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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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土壤流失量调查成果表 

分时段 

水土流失

面积
(hm2) 

背景侵蚀

模数
(t/km2.a) 

扰动后侵

蚀模数
(t/km2.a) 

预测时段

（a） 

背景流失

量(t) 

水土流失

总量(t) 

新增水土

流失量(t) 

变电

站扩

建区 

施工期 0.42 450 2274 1 1.89 9.73 7.84 

停工期 0.32 450 600 0.5 0.72 0.96 0.24 

小计       2.61 10.69 8.08 

输电

线路

区 

施工期 0.01 450 1706 1 0.05 0.17 0.12 

停工期 0.007 450 600 0.5 0.02 0.03 0.01 

小计     0.07 0.20 0.13 

施工

场地

区 

施工期 

施工场地区地面已硬化，可以直接利用，不产生土方开挖 停工期 

小计 

合计         2.68 10.89 8.21 

注：根据现场调查，停工期变电站扩建区和输电线路区土方回填已完成，且变电站扩建区

已采取草皮铺植等植物措施来减少水土流失，故停工期侵蚀模数可采用自然恢复期侵蚀模

数 600t/（km2•a），输电线路区在自然状态下已长有草种，故停工期侵蚀模数也可采用 600t/

（km2•a）。 

4.2 水土流失预测 

工程开工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5 日，2020 年 5 月 1 日因停电计划停工，计

划于 2020 年 12 月复工，预计 2021 年 6 月完工，工期 7 个月，故需对复工期间

水土流失量进行预测。预测采用类比法分析，类比工程同样选择池州九华发电厂

一期工程。 

1、预测方法 

本工程水土流失量预测按下式计算。 

 

式中：W—土壤流失量（t）； 

j—预测时段，j=1，2，指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和自然恢复期。 

i — 预测单元，i=1、2、3、··· ···、n-1，n； 

Fji—第 j 预测时段、第 i 预测单元的面积（km2）； 

Mji —第 j 预测时段、第 i 预测单元的土壤侵蚀模数[t/（km2·a）]； 

Tji —第 j 预测时段、第 i 预测单元的预测时段长（a）。 

2、预测成果 

按照前述的土壤侵蚀模数预测结果，分别对本工程施工期及自然恢复期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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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量进行预测，预测成果详见表 4.4。 

表 4.4 土壤流失量预测成果表 

分时段 

水土流失

面积
(hm2) 

背景侵蚀

模数
(t/km2.a) 

扰动后侵

蚀模数
(t/km2.a) 

预测时段

（a） 

背景流失

量(t) 

水土流失

总量(t) 

新增水土

流失量(t) 

变电

站扩

建区 

施工期        

自然恢复期 0.32 450 600 1 1.44 1.92 0.48 

小计      1.44 1.92 0.48 

输电

线路

区 

施工期        

自然恢复期 0.007 450 500 1 0.06 0.08 0.02 

小计     0.06 0.08 0.02 

施工

场地

区 

施工期 0.25 450 1895 0.25 0.28 1.18 0.90 

自然恢复期 0.25 450 600 2 2.25 3.00 0.75 

小计     2.53 4.18 1.65 

合计        4.03 6.18 2.15 

注：变电站扩建区与输电线路区建设已基本完成，不产生土石方开挖，故只对其自然

恢复期进行预测，而施工场地后期会进行拆除恢复。 

综上，根据水土流失调查结果与水土流失预测结果，本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

流失总量为 17.07t（调查水土流失 10.89t，预测水土流失 6.18t），其中背景水土

流失量 6.71t（调查水土流失 2.68t，预测水土流失 4.03t），新增水土流失量 10.36t

（调查水土流失 8.21t，预测水土流失 2.15t）。 

5、防治责任范围 

工程防治责任范围为 0.68hm2，其中永久占地 0.423hm2，临时占地为 0.257hm2。 

6、执行标准等级 

本工程位于芜湖市芜湖县花桥镇境内，全国水土保持区划属南方红壤区，依据

《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国函〔2015〕160 号）及《安徽省人民政

府关于划定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皖政秘〔2017〕94 号）

以及《芜湖市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项目区不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和重点治理区内。但项目区周边 500m 范围有居民点，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

治标准》（GB50434-2018），执行南方红壤区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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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防治目标 

本工程地处南方红壤区，其施工期和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采用南方红

壤区二级标准值。由于项目区属微度水力侵蚀，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

准》（GB/T 50434-2018），土壤流失控制比在轻度侵蚀为主的区域不应小于 1，故土

壤流失控制比指标值取为 1.1；水土流失治理度 95%，渣土防护率 95%、表土保护率

87%、林草植被恢复率 95%、林草覆盖率 22%，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指标值见表 7.1。 

表 7.1  南方红壤区二级土流失防治标准计算表 

防治指标 
标准规定指标 修正后采用指标 

施工期 设计水平年 施工期 设计水平年 

水土流失治理度（％）   95   95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5   1.1 

渣土防护率（％） 90 95 90 95 

表土保护率（％） 87 87 87 87 

林草植被恢复率（％）   95   95 

林草覆盖率（％）   22   22 

8、水土保持措施 

8.1 水土保持工程级别和设计标准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2014），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级别与设计标准具体如下： 

1）临时排水措施：设计标准采用 5 年一遇短历时暴雨； 

2）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变电站扩建区为 1 级。 

8.1.1 变电站扩建区 

1）工程措施 

主体已设计措施： 

表土剥离：施工前对永久占地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剥离厚度按 10~20cm 计，

剥离面积 0.42hm2，剥离量约 0.05 万 m3，剥离的表土临时堆放在施工场地区空

闲区域。 

表土回覆：待施工结束后进行表土回覆，回覆面积 0.32hm2，回覆表土 0.05

万 m3，回覆厚度约 15cm。 

本方案新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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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对变电站扩建区内绿化区域及进行土地整治处理，最

终进行植被恢复，土地整治面积为 0.32hm2。 

2）植物措施 

主体已设计措施： 

鉴于已有马尼拉草坪退化，失去移栽价值，主体设计施工结束后对扩建区内

绿化区域重新铺植马尼拉草坪，共铺植草坪 0.32hm2。 

主体设计的植物措施考虑齐全，本方案不另新增植物措施设计。 

3）临时措施 

本方案新增措施： 

临时苫盖：设计对于基坑开挖土临时堆放及裸露占地考虑遇雨彩条布苫盖，

防止雨水对疏松堆土的冲刷，覆盖面积约为 500m2。 

4）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量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与回覆 0.05 万 m3，土地整治 0.32hm2； 

植物措施：马尼拉草坪 0.32hm2； 

临时措施：彩条布苫盖 500m2。 

变电站区水土保持工程量见表 8.1。 

表 8.1   变电站扩建区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类型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0.05 
主体已列 

表土回覆 万 m3 0.05 

土地整治 hm2 0.32  

植物措施 
植草 hm2 0.32 

主体已列 

马尼拉草坪 hm2 0.32 

临时措施 彩条布苫盖 m2 500 
基坑开挖回填土及裸露地表遇

雨彩条布覆盖。 

8.1.2 输电线路区 

1）工程措施 

主体已设计措施： 

表土剥离：施工前对永久占地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剥离厚度按 30cm 计，剥

离面积 0.003hm2，剥离量约 0.0009 万 m3，剥离的表土临时堆放在施工临时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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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表土回覆：待施工结束后进行表土回覆，共回覆表土 0.0009 万 m3。 

本方案新增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对塔基未硬化占地和临时占地进行土地整治处理，最

终进行植被恢复，土地整治面积为 0.0085hm2。 

2）植物措施 

本方案新增措施： 

施工结束后对临时用地进行植被恢复，共栽植玉兰树 60 株，撒播狗牙根草

籽 0.085hm2。 

3）临时措施 

本方案新增措施： 

临时苫盖：对塔基基础开挖土方及表土采取临时苫盖措施，共需彩条布 100 

m2。 

4）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量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与回覆 0.0009 万 m3，土地整治 0.0085hm2； 

植物措施：栽植玉兰树 60 株，撒播狗牙根草籽 0.0085hm2； 

临时措施：彩条布苫盖 100m2。 

输电线路区水土保持工程量见表 8.2。 

表 8.2   输电线路区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类型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0.0009 
主体已列 

表土回覆 万 m3 0.0009 

土地整治 hm2 0.007  

植物措施 
栽植玉兰树 株 60 

 
撒播狗牙根草籽 hm2 0.0085 

临时措施 彩条布苫盖 m2 100 
基坑开挖回填土及裸露地表遇

雨彩条布覆盖。 

8.1.3 施工场地区 

施工场地区地面已硬化，可直接利用。施工场地布置在道路南侧，根据现场

调查，道路排水沟及围墙外排水沟与施工场地紧挨着，本次施工场地排水可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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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道路的排水沟，无需新增临时排水措施。施工结束后，对施工场地进行拆除，

拆除后采取土地整治、植被恢复措施。 

1）工程措施 

本方案新增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场地拆除后对施工场地区土地整治处理，最终进行植被恢复，

土地整治面积为 0.25hm2。 

2）植物措施 

本方案新增措施： 

施工结束后对施工场地临时用地进行植被恢复，共栽植杨树 300 株，玉兰树

300 株，撒播狗牙根草籽 0.25hm2。 

施工场地区水土保持工程量见表 8.2。 

表 8.2   输电线路区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类型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0.25  

植物措施 

栽植扬树 株 300 

 
栽植玉兰树 株 300 

撒播狗牙根草籽 hm2 0.25  

 

8.1.4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汇总 

根据水土保持措施布局与设计，项目建设期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汇总表，详

见表 8.3。 

 表 8.3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变电站扩建区  输电线路区 施工场地区 合 计 

一、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万 m3） 0.05 0.0009  0.0509 

表土回覆（万 m3） 0.05 0.0009  0.0509 

土地整治（hm2） 0.32 0.0085 0.25 0.577 

二、植物措施 

植草（hm2） 0.32   0.32 

马尼拉草坪（hm2） 0.32   0.32 

栽植杨树（株）   300 300 

栽植玉兰树（株）  60 30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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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播狗牙根草籽（hm2）  0.0085 0.25 0.259 

三、临时措施 

彩条布苫盖（m2） 500 100  600 

8.2 施工进度安排 

在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实施进度安排上，遵循如下规定： 

1）应与主体工程施工进度相协调，明确与主体单项工程施工相对应的进度

安排； 

2）临时措施应与主体工程施工同步实施； 

3）施工裸露场地应及时采取防护措施，减少裸露时间； 

4）弃土（石、渣）场应“先拦后弃”原则安排拦挡措施； 

5）植物措施应根据生物学特性和气候条件合理安排。 

根据本工程建设的特点和主体工程施工进度安排，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仅

针对建设期进行安排，主体设计已列水保措施与主体工程进度基本一致。 

由于本项目已于 2019 年 6 月开工，2020 年 5 月 1 日因停电计划停工，在此

建设期间变电站扩建区与输电线路区建设已基本完成，变电站扩建区工程措施和

植物措施已完成，输电线路区工程措施已完成。项目计划于 2020 年 12 月复工，

预计 2021 年 6 月完工，建设期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进度安排，详见图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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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已实施情况 

2020~2021 年 

12 1 2 3 4 5 6 

变电站扩建区 

主体工程 已基本完成 
       

       

工程措施 已完成 
       

       

植物措施 已完成 
       

       

临时措施 已完成 
       

       

输电线路区 

主体工程 已基本完成 
       

       

工程措施 已完成 
       

       

植物措施 未完成 
       

       

临时措施 已完成 
       

       

施工场地区 

主体工程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图 8.1 水土保持措施进度图 

9、投资概算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投资概算编制与该项目主体工程投资概算编制相对应，

物价水平年、主要材料价格、机械台班费、主要工程单价及单价中的费率与主体

工程保持一致（计算标准同主体工程）。主要材料预算单价和风、水、电单价直

接采用主体工程预算价格，苗木单价采用当地现行市场价。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23.37 万元（含主体工程已列投资 5.27 万元）。

其中：工程措施费 2.11 万元，植物措施费 9.85 万元，临时措施费 0.45 万元，独

立费用 16.03 万元（其中：建设管理费 0.03 万元，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8.0 万元，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费 8.0 元），基本预备费 0.52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26

万元，变电站征地范围已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本次扩建内容均在围墙内，该部

分补偿费本方案不再重复计列。补偿费工程投资概算表见表 9.1 及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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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工程投资概算总表（单位：万元）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水土保持投资 

主体已

列投资 
总计 

建安工程费 
植物措施

费 

设
备
费 

独  立            

费  用 
合计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0.84    0.84 1.27 2.11 

一 变电站扩建区 0.46     0.46  1.25 1.71  

二 输电线路区 0.01    0.01  0.02  0.03 

三 施工场地区 0.36    0.36  0.36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5.85 4.0 9.85 

一 变电站扩建区      4.0 4.0 

二 输电线路区     0.43  0.43 

三 施工场地区     5.43  5.43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0.45     0.45  0.45 

一 变电站扩建区 0.37     0.37   0.37 

二 输电线路区 0.07     0.07   0.07  

三 其他临时费 0.01     0.01  0.01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6.03 16.03   16.03 

一 建设管理费    0.03 0.03  0.03  

二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8.00  8.00   8.00  

三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费   8.00  8.00   8.00  

 一～四部分合计     17.32  17.32 

 基本预备费 3%     0.52  0.52 

  水土保持补偿费（总面 0.26hm2，1.0 元/m2）注围墙内占地已缴

费，本次部分不在重复计列。 
 0.26   0.26 

水土保持总投资     18.10 5.27 23.37  

 

 

 

 

 

 

 

 



芜湖楚城 500 千伏变电站 3 号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国昇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34 

表 9.2  新增措施投资表 

编号 工 程 或 费 用 名 称 单位 数量 
单  价                            

(元) 

合  计                                

(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0.84 

一 变电站扩建区    0.46  

1 土地整治 100m2 32.00  145  0.46 

二 输电线路区    0.01  

1 土地整治 100m2 0.85 145 0.01 

三 施工场地区    0.36 

1 土地整治 100m2 25 145 0.36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5.85 

一 输电线路区    0.43 

1 栽植玉兰树 100 株 0.6 7014  0.42 

2 混播草籽 100m2 0.85 75 0.01 

二 施工场地区    5.43 

1 栽植杨树 100 株 3.0 10456 3.14 

2 栽植玉兰树 100 株 3.0 7014 2.10 

3 混播草籽 100m2 25 75 0.19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0.45 

一 变电站扩建区     

1 彩条布苫盖 100m2 5 732 0.37  

二 输电线路区     

1 彩条布苫盖 100m2 1  732 0.07  

 其他临时工程 % 1.50  0.44  0.01 

 第三部分  独立费用    16.03 

一 建设管理费 % 2.00  1.29 0.03 

二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合同额） 项 1.0   8.00  

三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费 项 1.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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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效益分析 

工程建设将对所涉及的区域分别采取相应的水土流失治理措施，本方案工程

建设区水土保持措施防治面积主要包括植被面积及建筑物硬化面积（预留用地按

硬化占地考虑），建设区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面积见表 10.1。工程六项指标目标值

分析汇总见表 10.2。 

表 10.1 设计水平年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面积一览表 

序号 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hm2） 水土流失面

积（hm2）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建筑硬化面积 合计 

1 变电站扩建区 0.01 0.32 0.08 0.41 0.42 

2 输电线路区  0.0085 0.0015 0.01 0.01 

3 施工场地区   0.25 0.25 0.25 

合计 0.01 0.33 0.33 0.67 0.68 

表 10.2 工程六项指标目标值分析汇总表 

评估指标 
目标值

（％） 
评 估 依 据 单位 数量 

预测达到

值 

评估 

结果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95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hm2 0.67 

98.5 达标 

水土流失总面积 hm2 0.68 

土壤流失控

制比 
1.1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500 

1.1 达标 

方案实施后土壤侵蚀强度 t/km2·a 450 

渣土防护率

（％） 
95 

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临

时堆土量 
万 m3 0.48 

96.0 达标 

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 万 m3 0.50 

表土保护率

（％） 
87 

保护的表土数量 万 m3 0.051 
98.4 达标 

可剥离表土总量 万 m3 0.0502 

林草植被恢

复率（％） 
95 

绿化总面积 hm2 0.33 
97.1 达标 

可绿化面积 hm2 0.34 

林草覆盖率

（％） 
22 

绿化总面积 hm2 0.33 
48.5 达标 

项目建设区面积 hm2 0.68 

 

 





 



皖发改能源函 〔2018〕 300号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关于芜湖楚城 500千伏变电站 3

号主变扩建工程项目核准的请示》 (皖 电发展 E2018〕 138号 )

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

一、为满足芜湖江南北部电网负荷发展需求,提高 500千伏

楚城变供电能力,同 意建设芜湖楚城 500千伏变电站 3号主变扩

建工程,项 目单位为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2018-340221o44-02o000418。

二、项目建设地点:芜湖市芜湖县。

三、项目建设内容:扩建楚城500千伏变电站,新增1组 100

万千伏安主变;新建500千伏线路0.5公里;建设相应无功补偿装

置和二次系统工程。

四、项目动态总投资4884万元,其中资本金97⒍ 8万元,占 动

态总投资的20%,其余资金通过金融机构贷款解决。

五、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要求。工程设计、建设及



运行要满足国家环保标准,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能耗,提高效率。

六、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应严格执行 《招标投标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认真组织项目的招标投标工作。

七、项目在楚城变电站已批准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改扩建 ,

不涉及规划选址和新增用地。

八、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有关内容进行调整,请
按照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及时以书
面形式向省发展改革委提出调整申请,省发展改革委将根据项目
具体情况,出 具书面确认意见或者重新办理核准手续。

九、请你公司根据本核准文件,办理安全生产等相关手续。

十、本核准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有效期限2年。在核准文件有
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项 目单位应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届满的 30

个工作日前向省发展改革委申请延期。开工建设只能延期一次 ,

期限最长不超过 1年。国家对项目延期开工建设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项目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期的,

或虽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本核准文件自动失效。

附件: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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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建设项目名称:芜湖楚城 500千伏变电站3号 主变扩建工程

招标范围(W) 招标组织形式
(V)

招标方式
(V) 不采用招

标形式
(W)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彡尺
了(

招

托

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勘察 `γ γ̀ `γ

设计
J

γ V
f

γ

建筑
工程

f

γ W V

安装
工程

f

γ V W

监理
f

Ⅳ
f

γ

f

γ

主要

设各
`Ⅳ `γ

f

γ

重要

材料

f

Ⅳ `γ
f

γ

其他
f

γ `γ
J

γ

核准意见说明:芜湖楚城 500千伏变电站 3号主变扩建工程项目招

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请按照上述核准意见执行。



抄送:国家能源局华东监管局,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厅、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水利厅,芜湖市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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