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曲河 (县 城段 )流 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11月 28日 ,泽 库县生态环境局根据泽 曲河 (县 城段 )流 域生态保
护与修复工程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表 ,并 对照 《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 》(国 环规环评 (2017)4号 ),严 格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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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等要求对本项 目进行验收 ,提 出意见如下
一 、王程建设基本情况

:

(一 )建 设地点、规模 、主要建设 内容

本工程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 自治州泽库县的夏德 日河 (泽 曲河支流 )和 泽曲
河干流 。
本 工程建设内容及规模为

:

(1)生 态湿地修复区建设 :通 过 3处 取水 口从夏德 日河取水对夏德 日河道
东侧河岸幸福山附近 171700平 方米区域进行湿地恢复 ,在 恢复区内每隔 500米
铺设 300毫 米砾石床 、铺设面积共 36000平 方米 。

(2)护 坡 生态修复工程与河岸生态带修复工程 :在 夏德 日河和泽 曲河干流
汇合 口至 羊玛 日中桥约 3.5千 米的泽 曲河干流河段和汇合 口至上游 6.5千 米的夏
德 日河段 ,开 展河道生态修复和综合整治工程 ,包 括两岸新建生态植草护坡共

20千 米 ;对 夏德 日寺院下游泽 曲河河左岸面积约为 29000平 方米的砂石堆场和
泽 曲河往河南桥西北侧面积约为 6000平 方米山坡进行平整并通过植被恢复等措
施开展生态修复 。

(3)流 域警示工程 :在 泽曲河和夏德 日河穿越村庄河道段设置环保宣传牌
6处 。
(4)泽 库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对 泽库县 日处理 3000吨 的污水处理厂实
施提标改造工程 ,对 现有氧化沟生化池进行原位 改造 ,生 化池内新增部分强化微
生物填料 、填料支架 、强化菌剂并更改曝气系统 ,^l二 沉池出水后增加混凝沉淀 、
纤维滤布滤池 、紫外消毒工艺进一步净化水质 ,出 水再经 自然湿地修复深度处理
后排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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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环 保审批情况

(1)2014年 1月 14日 ,黄 南州环境保护局下发了 《关于泽库县污水处理
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黄 环字 (2014)14号

);

(2)2018年 12月 26日 ,青 海省生态环境厅下发了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关
于黄南州 2018年 度水污染防治项 目实施方案的批 复》(青 环发 (2018)446号 );

(3)2019年 6月 ,泽 库县生态环境局委托沈阳泽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
该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并 于 2019年 7月 完成了报告的编制

;

(4)2019年 8月 22日 ,黄 南州生态环境局下发了 《关于泽曲河 (县 城段 )
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黄 环发 (2019)65号 );
(5)2020年 得 3月 ,泽 库县住建和城乡建设局编制了 《泽库县污水处理厂 ·
(3000m3/d)及 配套管网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
;

(6)2020年 7月 27日 ,黄 南州生态环境局下发了 《关于泽曲河

(县 城段 )

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项 目部分内容进行变更的批复》(黄 环发 (2020)84号

)。

(三 )投 资情况

本工程实际总投资为 3200万 元 ,环 保投资为 3200万 元 ,占 总投资的 100%。
(四 )验 收范围

本次竣工验收调查范围原则上应与环境影晌报告表中的评价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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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施 工期
调查范围:生 态修复区两侧 以及施工场地周边各 300m范 围,周 边居民。

(2)运 营期
本工程运营期生态修复 区建设工程、护坡生态修复工程 、面源阻隔工程 (即
河岸生态带修复工程 )、 流域警示牌工程 4个 工程不产生废气 ,运 营期产生的废
气主要为泽库县污水厂提标改造工程后污水处理厂产生的废气 。因此重点以泽库
县污水厂范围作为调查范围 ,即 泽库县污水处理厂界四周范围内的区域 。
2、

水环境调查范围

:

(1)施 工期
调查范围:生 态湿地修复区建设 :夏 德 日河道东侧河岸 幸福山附近 17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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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区域的湿地 ;护 坡生态修复工程与河岸生态带修复工程 :在 夏德 日河和泽
曲河干流汇合 口至 羊玛 日中桥约 3.5千 米的泽 曲河干流河段和汇合 口至上游 6.5
千米的夏德 日河段 ;流 域警示工程 :泽 曲河和夏德 日河穿越村庄河道段 。

(2)运 营期
调查范围:泽 库县污水厂 自然湿地出水排放 口及下游 2km范 围的泽曲河 。
3、

声环境调查

(1)施 工期
调查范围:生 态修复区两侧以及施工现场周围各 300m之 内,周 边居民。

(2)运 营期
声环境调查范围:本 工程运营期生态修复区建设工程 、护坡生态修复工程 、
面源阻隔工程 (即 河岸生态带修复工程 )、 流域警示牌工程 4个 工程运营期不产
生噪声,因 此重点 以泽库县污水厂范围作为调查范围,即 泽库县污水处理厂界四
周 50m范 围内的区域 。
4、

生态环境调查

调查范围:生 态环境调查范围:生 态修复区建设工程 、护坡生态修复工程 、
面源阻隔工程 (即 河岸生态带修复工程 )、 流域警示牌工程 4个 工程的施工作业
带 、临时 占地和永久 占地周边 300m范 围内的区域 。
5、

固体废物调查范围:同 生态环境调查范围。

二 、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可知 ,本 工程位置未发生变化 ,项 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建设
部分建设内容及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1、

:

夏德 日寺院上下游重点区域设置锌钢防护围栏 2800m,因 水利部门已实

施完成、存在重复投资现象
2、

;

河道生态修复和综合整治工程 ,包 括两岸新建生态植草护坡共 20km,现

根据现场实际需求进行调整 ,具 体工程量 以调整后的为准
3、

;

原设计 由 18块 生态 岛及两条水系构成 ,水 系最宽处 20米 。现将 2条 水

系合为一条 ,保 留 3块 生态 岛,水 系最宽处 128米
4、

,

;

原设计生态观测栈道总长度 281⒍ 22米 ,宽 2米 。调整后 ,生 态观测栈

道总长度 1933.62米 ,宽 2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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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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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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至验 收调查时 ,黄 南州生态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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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已经落实

:

(1)在 工程建设过程中,《 环境影响报告表》、黄南州生态环境局的批复文
件 (黄 环发 (2019)65号 ,2019年 8月 22日 )及 黄南州生态环境局变更批复 (黄
环发 (2020)84号 ,2020年 7月 27日 )提 出的环保要求已经得到了落实 。在施
工期间,经 现场调查 ,目 前施工 已经结束 ,大 气 、水 、声以及生态环境影响已经
消除 。根据现场调查及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项 目工作总结报告 ,项 目施工期没有
扰民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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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没有施工遗留环境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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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对施
工作业带进行了平整 ,对 本工程沿线采取了相应的植被恢复 ,已 恢复原有生态系
统 ,项 目生态环境未受到明显影响 。
四、环境影响调查情况

(1)工 程 占地
本 工 程 实 际 占地 面 积 171700m2;其 中永 久 占地 171700m2,临 时 占地

29000m2,占 地类型主要为草地 、河滩地 。永久 占地中主要包括取水 口占地 、护
岸 占地等 ,临 时 占地主要包括临时物料堆放场地等 。
根据现场调查及收集资料可知 ,各 段施工结束后 ,同 步开展了土地平整工作

,

平整土地 9500o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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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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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范围内,减 少对地表植被的破坏 。
根据现场调查及收集资料可知 ,各 段施工结束后 ,同 步开展了土地平整工作

,

平整土地 95000m2,播 撒草籽 29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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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严格按照施工的区域进行施工 ,减 少对沿线植被的破
坏 ,施 工结束及时完成了恢复 。

(3)对 陆生动物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可知 ,施 工范围临近县城段周边陆生动物资源主要野生动物除
了鸟类外 ,主 要为一些常见的小型兽类如野兔及各种鼠类等外 ,不 存在珍稀 、濒
危野生动物 ,不 涉及保护性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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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对野生动物进行捕杀 ,减 少了对野
生动物的影响 。

(4)对 环境空气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及收集资料可知 ,施 工期根据环评批复要求 ,施 工期 已采用湿
法生产砂石料加工系统 ;砂 石料加 工系统 已采用密闭施工作业方式 ;各 类建筑材
料堆放场地 已全部采取封闭储存或建设防风抑尘设施 ,未 露天堆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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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对 水环境的影响
本工程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施工设备 、车辆冲洗废水及生活污水等 。
根据现场调查及收集资料可知 ,施 工期设置了临时沉淀池 ,全 部回用 ,不 外
排 ,废 水未排入泽曲河 ;项 目不设置施工营地 ,施 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泽曲镇现
有防渗旱厕 ,施 工人员生活污水进入防渗旱厕 ,不 外排 。总体上 ,本 工程施工期
对当地水环境影响小 。

(6)对 声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及收集资料可知 ,本 工程施 工期主要为人工加机械的方式施
工 ,噪 声可分为机槭噪声和施工车辆噪声 ,其 特点是间歇或阵发性的,并 具备流
动性 、噪声较高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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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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固 体废物环境影响
本工程施工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来 自于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 、废土石方
等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经集中收集后运往就近的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安全
处置 ,避 免随意丢弃 ,对 周边景观 、空气质量等造成破坏 ,并 影晌周边环境 。本
项 目挖出废土石方全部就近进行回填 ,项 目采取分段清理开挖 ,清 理的土石方及
时回填后压实 ,并 进行洒水和遮盖 。
因此 ,本 项 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按有关规定妥善处置后对环境影响较
小。
目前施工已经结束 ,固 废环境影响 已经消除 。经过现场调查经现场调查及建
设单位提供的工程项 目工作总结报告 ,现 场没有遗留弃方 、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

,

无施工遗留的固废环境污染问题 。

(8)社 会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及走访周边民众 ,本 工程施工期间未产生施工噪声扰民、施工
粉尘污染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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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库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完成后 ,其 例行监测计
划 已按照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处理 (试 行 )》 (HJ978ˉ 2018)要

求进行 。
六 、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 ,泽 曲河 (县 城段 )流 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执
行了建设项 目环境管理制度 ,进 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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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通过泽曲河 (县
城段 )流 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环境保护验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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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后续要 求
(一 )补 充细 化施 工 期各项保护措施 落实情 况
(二 )补 充环境 管理及检 查 内容

;

(三 )完 善环评批 复意见落 实情况
(四

)核 算污 水处理厂 总量情况

(五 )核 实检测 数据情 况

;

;

;

;

(六 )补 充完善建设项 目工 程竣 工 环境保护 “三 同时 ”验 收登记表 的 内容

(七 )专 家其他 意见 。
八 、验 收人 员信 息
见 附表 。

验 收 组组长

匪再乾
拓彦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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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夕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