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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恒大云报华府 F地块建设顼目
业

别

行

类
房建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人 )

云南恒云置业有限公司
目

质

顼

性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

文号及时间

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

西水复 (2016),0号 ,2016年 6月 9H· 日

水土倮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顼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7年 1月 -9019年 4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昆明煤炭设计研究院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云南恒云置业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浙汪宏宇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云南国开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掩验收搌告

编制单位
昆明睿清水土保持咨询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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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 (2017)3“ 号)的规定,云南恒云

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9年 Os月 z0日 在云南省昆明市主持召开了恒

大云报华府 F地块建设项回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昆明睿清水土保持咨询有限公司,以及方案编

制、监理、监测和施工单位的代表共 11人 ,会议成立了验收组 (名

单附后 )。

验收会议前,建设单位委托昆明睿清水土保持咨询有限公司编

制了 《恒大云报华府 F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建

设单位云南恒云置业有限公司对恒大云报华府 F地块建设项目开

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提交了 《恒大云报华府 F地块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验收组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关

于水土保持工作开展和关于水土保持监测情况的汇报,以及方案编

制、监理、施工、验收单位的补充说明,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

(一 )项 目概况

恒大云报华府 F地块建设项目位于昆明市西山区,中 心地理坐

标为:东经 102°41′38。 ss″ ,北纬 9s°021.33″。项目用地 ⒍98hm2,

总建筑面积 605呖。24m2,建设 2栋 (41#、 4彳 )住宅楼,物管用房

(41#住宅楼一层),设备房 (地下层 )、 地下车库以及相配套的

道路设施、绿化设施和配套设施。项 目容积率 ⒋39,建筑密度

13.%%,绿地率 41.22%,停车位 0s9个,住宅 3sT户 。工程于 2017

年 1月 开工建设,2019年 4月 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完工,项 目总



投资 41%9。“ 万元,其 中土建投资约为”⑷ 。” 万元。

(二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含变更)

2016年 6月 24日 ,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
“
西水复 (2016)20号”

文对《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关于恒大云报华府F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给予批复,批复的占地面积 0。咒hm2,防治

责任范围⒈20hm2,水土保持投资 129。⒆ 万元。

(三 )水土保持施工图设计情况

恒大云报华府 F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施工纳入主体工程同

时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图设计纳入了主体工程设计中,由成都

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完成,并通过建设单位组织的专家技术

审查。

(四 )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恒大云报华府 F地块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由建设单位

自己组建监测项目部实施监测。于⒛19年 5月 编制完成了 《恒大

云报华府 F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在工程建设及试运行过程中,工程施工未引起大面积严重水土

流失,对水土保持工作较为重视,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效果较好 ,

各项措施基本依照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落实到位。通过对项目区水

土流失防治效果评价,六项指标均达到批复的方案目标值。

(五 )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云南恒云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0月 委托昆明睿清水土保持

咨询有限公司担恒大云报华府 F地块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报告编制工作。于 2019年 5月 编制完成了 《恒大云报华府 F地

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审批手续齐备,管理组



织机构完善,制度建设及档案管理规范。工程已经建设完毕,水土

保持措施总体布局为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与管理措施相

结合,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

完成的工程量:①工程措施工程量:遣路及硬化场地透水砖工

程⒒Om9,排水暗沟 169m。 ②植物措施工程量:景观绿化区景观

绿化工程硐28.8m’。③临时措施工程量:建构筑物区临时排水沟

423m,临时沉沙池 3座 ,临时覆益 350m2,遭路及硬化场地临时覆

盖 525m2。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137.90万元,其 中工程措施⒌60万元 ,

植物措施 sO。58万元,临时措施费 10.11万元,独立费用 34。犭 万元

(其 中水土保持监理费 6。s,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17〃0万元):

基本预备费⒎35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0万元。

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项 目水土保持防治效果明显,

防治责任范围内扰动土地整治率为99.58%,水 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⒓8%,拦渣率达 9s%,水土流失控制比达 1。⒆,林萆植被恢复

率为 99.25%,林萆覆盖率达 40。s,%,六项指标均达到防治目标值。

(六 )验收结论

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基本完成了批复的各项水

土保持措施和建设内容;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合格,水土流失

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

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工作;运行期

间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 意该工

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 )后续管护要求

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保障其功能长效发挥。



三、验收组成员名单

分

工
姓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字 备 注

组

长
才莹 云南恒云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

负责人 尉 二

建设单位

成

员

刘桐 云南恒云置业有限公司 报件员
0』 抻围

殷康良 云南恒云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师 臬康眩
王春玲

昆明睿清水土保持咨询

有限公司
技术人员 稣 耱 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杨紫俊

昆明睿清水土保持咨询

有限公司
助工 诋知摄

郭德瑞 云南恒云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部

经理
监测单位

陈鹏 云南恒云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项 目

经理

尹光源
云南国开建设监理咨询

有限公司
总监 阝勿}队、 监理单位

王姣雯 昆明煤炭设计研究院 工程师 丿/钳纟f《己P
方案编制

单位

胡忠伟
浙江宏宇建筑有限责任

公司
项 目经理 蝙 施工单位

宋荣旺
深圳市海岸线景观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鼬
绿化工程

施工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