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1500 吨/年盐酸金刚烷胺及金刚烷衍

生物生产线建设项目

行业

类别
轻工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四川众邦制药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

文号及时间
泸县水务局、泸水函【2015】6 号、2015 年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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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7月~2017年 4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四川西晨生态环保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四川川化永昱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四川金海建设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江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

制单位
泸州大名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验收意见

2019年 7月 31日 9时 30分，四川众邦制药有限公司主持了“1500

吨/年盐酸金刚烷胺及金刚烷衍生物生产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竣工验

收会议，由项目建设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以及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验收评估单位和特邀专家组成验收组，对“1500吨/年盐酸金刚烷胺及

金刚烷衍生物生产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进行验收。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泸县临港工业园区，工程总占地 2.94hm2 ，新建 1500吨/

年盐酸金刚烷胺、300吨/年金刚烷季胺碱、100吨/年 3-胺基-1-金刚烷

醇等 8条金刚烷衍生物精细化工产品生产线；购置反应釜、离心机、精

馏塔等化工设备 300余台；建生产车间、库房、研发和质检中心、锅炉

房等；配套建设水处理、污水处理和消防应急设施。项目于 2015 年 7

月开工建设，2017年 4月完工，建设工期 21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15年 6月 29日，泸州市泸县水务局以 “《1500吨/年盐酸金刚烷

胺及金刚烷衍生物生产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 (泸县

水审( 2015) 6号) ”对项目予以批复。批复明确方案编制内容全面、水土

流失防治目标明确，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可行；同时批复同意方案防

治责任分区，即方案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共计 3.60hm2。

方案采取了以下水土保持措施：

1、主体工程可研设计已列措施

① 工程措施：盖板沟 433m，砌石明沟 426m，涵洞 86m，雨水

管 483m，浆砌石挡墙 833m；



管 483m，浆砌石挡墙 833m；

植物措施：园林绿化 0.47hm2。

2、方案新增措施

① 工程措施：回覆表土 1410m3。

② 植物措施：植苗造林（常绿乔木 60 株、常绿小乔木 30 株、落

叶小乔木 20 株、灌木 499 株），幼林抚育 0.47 hm2，绿篱 998m，草

皮铺种 0.47hm2；

③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2200m，临时沉沙凼 18 个，临时覆盖

38000m2。

根据《1500吨/年盐酸金刚烷胺及金刚烷衍生物生产线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本）及批复文件，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为水

土流失总治理度 97%，土壤流失控制比大于等于 1.0，拦渣率 95%，扰

动土地整治率 95%，林草植被恢复率 97%，林草覆盖率 22%.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项目设计单位为四川川化永昱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1、2015年 2月四川川化永昱化工工程有限公司完成项目初步设计；

2、2015年 3 月，四川川化永昱化工工程有限公司完成了建筑施工

设计、绿化设计等后续设计工作。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本项目由四川众邦制药有限公司自行进行水土保持监测。

整个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四川众邦制药有限公司高度重视

并加强了水土保持工作，项目动工前，四川众邦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了监



·测小组，配备了相应的调查监测设备，并对监测技术人员来战培训，

制定了工作方式。从监测的总体情况看，项目试运行后以最后一次调查

数据作为实际土壤流失量，实际土壤流失量为 480t/km2·a，达到了方案

设计要求的项目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四川众邦制药有限公司于 2019年 6月委托泸州大名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编制《1500吨/年盐酸金刚烷胺及金刚烷衍生物生产线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竣工验收报告》。接受委托后，泸州大名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立即

成立了验收组，并于 2019年 6月深入本工程现场进行实地查勘及设计资

料的收集和整理，检查了工程建设扰动区内的水土流失现状，详查了水

土保持工程设施和植物措施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并进行了公众咨询。

并与工程建设有关单位进行了座谈，调阅了施工、监理、质量评定、竣

工验收等相关资料，全面、系统地进行了此次验收评估工作。通过现场

查勘，方案中计列措施，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全部实施。具体措施对照

见下表：

水土保持措施汇总分析表

项目 单位 方案工程量 实施工程量 变化量 变化比例

工程

措施

道路及

硬化区

雨水管 m 483 799 +316 65.42%

雨水口 个 0 42 +42 100.00%

检查井 个 0 34 +34 100.00%

盖板沟 m 433 388 -45 -10.39%

砌石明沟 m 426 530 +104 24.41%

混凝土挡墙 m 833 860 +27 3.24%

绿化区 绿化覆土 m2 1410 1640 +230 16.31%

建构筑 排水沟 m 1400 1600 +200 14.29%



临时

措施

物区
沉沙池 个 11 13 +2 18.18%

土工布 m2 15400 15000 -400 -2.60%

道路及

硬化区

排水沟 m 800 930 +130 16.25%

沉沙池 个 7 9 +2 28.57%

土工布 m2 16500 15800 -700 -4.24%

绿化区 土工布 m2 6100 5800 -300 -4.92%

施工场

地区

排水沟 m2 0 70 +70 100.00%

沉砂池 个 0 1 +1 100.00%

土工布遮盖 m2 0 900 +900 100.00%

植物

措施

绿化区

栽植乔木 株 110 114 +4 3.64%

栽植灌木 株 499 530 +31 6.21%

草皮铺种 hm2 0.47 0.47 0 0.00%
直接影

响区
草皮铺种 hm2 0 0.66 0.66 100.00%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增加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和临时遮盖措施数

量，并细化了植物措施量、绿化覆土。上述措施的增加，使得本项目施

工期未造成严重水土流失。植物措施中，乔灌草的数量均进行了细化，

原方案设计未详细计列乔灌草的具体数量，绿化覆土量也在实际施工中

进行了优化，故与原方案设计有一定出入。

整体而言，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的要

求，与原措施相比，水土保持功能提高。

通过实地查勘，验收组对已完工的水土保持设施进行质量抽查，包

括防洪排导工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防护工程进行全面检查。

评估工作实地抽查了防洪排导工程、植被建设工程、土地整理工程

和临时防护工程 4个单位工程、19个分部工程中的 142个单元工程，同

时，根据抽查的各单元工程优良率、合格率计算各分部工程优良单元工

程个数，反推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合格率，监理检

测评定：142个单元工程中抽查数为 111个，其中 111个合格，合格率达



到 100%，合格工程中 87 个优良，优良率 77.81%；19 个分部工程中 19

个合格，合格率 100%。4个单位工程中 4个合格，合格率 100%。最终该

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总体综合评价定为优良。

综合验收组审阅了施工记录、水土保持质量评定资料，并多次进入现

场，对水土保持设施防治效果进行了全面调查、复核，并对部分防治区的

植被恢复与水土流失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确定了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目

标完成情况：

本工程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100% ( 高于目标值 97%) ，拦渣率为

99%( 高于目标值 95% ) ，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4（高于目标值 1.0），

扰动土地整治率 100%（高于目标值 95%），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 高

于目标值 97%)，林草覆盖率为 31.39% ( 高于目标值 22%) 。各水土流失

的防治指标值均达到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的目标要求。

经过评估：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进行验收。

（六）验收结论

经过评估，确定本次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包括建构筑物区 1.00hm2，

道路及硬化区 1.47hm2，绿化区 0.47hm2，直接影响区 0.66hm2，水土流失

防治责任面积为 3.60hm2。

确定本次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数量，见表 2：



表 2 本次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数量统计表

项目 单位 实施工程量

工程措施
道路及硬化区

雨水管 m 799

雨水口 个 42

检查井 个 34
盖板沟 m 388

砌石明沟 m 530

混凝土挡墙 m 860

绿化区 绿化覆土 m2 1640

临时措施

建构筑物区

排水沟 m 1600

沉沙池 个 13

土工布 m2 15000

道路及硬化区

排水沟 m 930

沉沙池 个 9

土工布 m2 15800

绿化区 土工布 m2 5800

施工场地区

排水沟 m2 70

沉砂池 个 1

土工布遮盖 m2 900

植物措施

绿化区

栽植乔木 株 114

栽植灌木 株 530

草皮铺种 hm2 0.47

直接影响区 草皮铺种 hm2 0.66

本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527.18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具有水土

保持功能的工程措施总投资 444.39万元，本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措施投资

82.79万元。在本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措施投资中，工程措施投资 5.29万元，

临时防护措施投资 40.89万元，独立费用 30.73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5.88

万元。

通过对 142个单元工程抽查检查：抽查数为 111个，111个合格，合

格率达到 100%，合格工程中 87个优良，优良率 77.81%。



四川众邦制药有限公司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认为：

1500吨/年盐酸金刚烷胺及金刚烷衍生物生产线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基本

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达到了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目标值，满足国家水土保持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符合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

收条件，该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总体综合评价定为优良。

（七）后续管护要求

请建设单位将相关管护责任移交物管单位。

加强水保措施，项目区排水、绿化措施的管护，保证水保措施的正

常运行及自身和周边的安全。每年雨季前对排水系统进行疏浚，雨季中定

期及不定期对挡排措施进行巡查，确保项目运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