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湟水河道治理工程 (2014年度 )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5月 8日 ,海东市乐都区水利项 目服务中心根据 《建设项 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技术规范,项 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 目进行

验收,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 )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工程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起点处坐标为北纬 36° 28’ ⒈45"、 东经

101° 10116,99";工 程终点处坐标为北纬 36°24139.96"、 东经 101叩26.67"。

本工程建设内容及规模为:新建堤防长度 19.335km,新 建提项道路 18.3 1 klm,

修建涵洞 9座 ,退水涵管 59座 。

(二 )环保审批情况

2015年 2月 ,青海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完成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湟水河

道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工作,2015年 5月 11日 ,海东市环境保护

和城市管理局以东环[2015]85号 文对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同意工

程的建设。

(三 )投资情况

本工程实际总投资为 10652万元 ,环保投资为 186.5万 元 ,占总投资的 1.89%。

(四 )验收范围

本次竣工验收调查范围原则上应与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的评价范围一致。但本

工程环评中未明确评价范围,因此本次验收根据 《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规范·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中 的要求,确定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范

围如下 :

①大气环境调查范围:本工程运营期不产生废气,因 此重点以施工期扬尘影

响范围作为调查范围,即施工作业带两侧 200m范围内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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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环境噪声调查范围:本工程运营期不产生噪声,因 此重点以施工噪声的影

响范围作为调查范围,即施工作业带两侧 200m范围内的区域。

③生态环境调查范围:本工程施工作业带、临时占地和永久占地周边 200m

范围内的区域。

④固体废物调查范围:同生态环境调查范围。

⑤社会环境调查范围:各施工作业带及居民影响区。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可知 ,本工程施工期堤防长度、提顶道路长度、退水管涵和涵

洞数量、占地面积等发生变更,工程位置未变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

(1)堤防长度变更

原护岸工程未建设,护岸工程变更为堤防工程 ,总长度由 17.028km增加至

19.335km,增加长度 2307m。

(2)占地面积变更

本工程环评阶段永久占地 26.49hm2,临 时占地 2,37hm2,建设过程中因工程

内容变化 ,相关占地面积增加 ,因此实际建设情况为 :永久占地 2⒍47hm2,临时

占地 2.39hn2。

(3)土石方变更

本工程环评阶段挖方 28.83万 m3、 填方 2⒏73万 m3、 弃方 0.10万 m3,建设

过程中因工程内容、施工方式变化 ,相关土石方变化 ,因此实际建设情况为:挖

方 23.2573万 m3、 填方 6⒈4266万 m3、 弃方 0m3。

以上变更不属于《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 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

知》(环办[2015]52号 )的范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 《建

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建设项 日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

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

响显著变化 (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 )的为重大变动。本工程变更不会导致环

境影响显著变化,因此,本工程所发生的变更不属于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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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至验收调查时,海东市生态环境局 (原海东市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局 )的批

复要求已在工程建设和运行期间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提出的绝大部分要求已

经落实 :

(1)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环境影响报告表》以及海东市生态环境局 (原海

东市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局 )的批复文件 (东环[2015]85号 )提出的绝大部分环

保要求已经得到 了落实。在施工期问,经现场调查,在施工期间,堤防长度、提

顶道路长度、退水管涵和涵洞数量、占地面积等发生变更 ,根据核实,不属于 《关

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 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 )

的范畴。

(2)《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基本得到落实,项 目施

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得到了有效控制 ,项 目施工后采取了土地平整、植树种草等

措施,项 日生态环境未受到明显影响。

(3)根据现场调查可知 ,项 目施工期间,环评报告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基本得到有效执行 ,项 目施工期没有对环境造成大的不良影响,对项 目区周边居

民的生产生活的负面影响也得到有效避免。

四、环境影响调查情况

(1)工程 占地

根据现场调查可知 ,各段施工结束后 ,同步开展了植被恢复工作 ,本工程建

设对沿线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将逐步消失,恢复原有生态系统。

(2)对植物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可知,本工程已施工完毕,在施工时施工占地控制在施工作业

带范围内,减少对地表植被的破坏。

根据现场调查可知,各段施工结束后,同步开展了植被恢复工作 ,本工程建

设对沿线植被的影响将逐步消失,恢复原有生态系统。

(3)对动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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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调查可知,施工范围周边陆生动物资源主要为人1I;饲 养的家禽家畜 ,

野生动物除了鸟类外 ,主要为一些常见的鼠类等。工程施工对它们产生一定影响。

因其迁移性较大 ,因此工程未对这些动物的组成、数量和分布格局产生显著影响。

同时,本工程的实施有效的改善区域野生动物生境 ,对陆生动物生境有积极的改

善作用。同时在施工时严格按照环评要求,禁止对野生动物进行捕杀,减少对野

生动物的影响。

(4)对鱼类的影响

根据 《湟水河海东市乐都区段流域水体生物调查监测报告》(2020年 )可知 ,

湟水河乐都段鱼类主要为黄河裸裂尻鱼、厚唇重唇鱼、黄河高原鳅和似鲇高原鳅 ,

高原鱼类生长缓慢 ,不能承受较大的捕捞压力,根据现场调查可知,施工期间施

工单位严格按照环评要求 ,禁止在湟水河进行捕钓活动。同时施工过程对河流局

部水质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局部河段河水浑浊,但其影响范围和时间均有限 ,

对鱼类影响不大。

(5)对浮游动植物与底栖生物的影响

根据 《湟水河海东市乐都区段流域水体生物调查监测报告》(2020年 )可知 ,

此次监测中鉴定出浮游植物 55种 ,隶属于 5门 ;浮游动物 9种 ,各采样点及各

河段的种类数基本较为平均,总体来说,湟水河乐都段浮游动物污染级别较轻 ,

生物多样性相对稳定,种类分布总体较均匀,浮游动物生存环境较好。

综上所述 ,工程施工结束后,随着河床冲淤平衡与底床的稳定 ,以及河道环

境的改善 ,将形成新的底栖环境,底栖生物的损失将得到恢复和补偿。

(6)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可知,施工期根据 《海东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严格执

行相关扬尘防治措施,派专人负责清理进出车辆、开挖土方采用防尘网进行遮盖、

遇大风天气时,不进行土方作业。总体上 ,本工程施工期对当地大气环境影响小 ,

未对新建工程沿线的敏感点产生明显影响。

(7)对水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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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调查可知,施工期设置隔油沉淀池 ,设各清洗废水全部处理后用于

泼洒降尘 ,未排入湟水河;施工期未设置施工营地 ,施工人员租赁项 目区周边民

房,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现有设施处理。总体上,本工程施工期对当地水环境

影响小。

(8)对声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可知,施工期选用低噪声的机械化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

禁止在夜问安排高噪声施工,施工噪声经过距离衰减后 ,未对新建工程沿线的敏

感点产生明显影响,未收到施工噪声投诉。

(9)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可知,施工弃土均回用本工程 ;建筑垃圾运至指定的填埋场处

理;渣土运输采用专用车辆;安排工作人员配各酒水设各,负责道路清洁、洒水

工作;生活垃圾依托项 日区现有环卫设施收集。

(10)社会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可知,未产生不 良的社会影响。

五、环境管理、环境监测落实情况

根据本次调查,工程在施工期建立了健全的环境管理机构 ,制 定了完善的环

境管理制度并将其有效实施,各环保措施基本得到了落实,工程施工期间没有发

生环境污染事故,工程所在地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未接到与本工程施工

相关的环境问题咨询和投诉。

六、验收结论

莆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湟水河道治理工程 (2014年度 )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执

行 r建设项 目环境管理制度,进行 F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批复文件齐全 ,环境影

响报告表提出的措施及其批复要求得到了较好的落实,执行了环境保护
“三同时

”

制度。对已经采取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有效,对工程区没有产生明显的不

利影响。总体而言,本工程达到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要求。建议通过青海省海

东市乐都区湟水河道治理工程 (2014年 度 )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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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后续要求

(一 )完善细化主要建设内容,完善与环评对照内容 ;

(二 )补充完善项目变更内容,明确是否属于重大变更 ;

(三 )完善环评批复意见落实情况 ;

(四 )完善施工期各项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

(五 )专家其他意见。

八、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表。

验收组组长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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