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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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月路 110kV 等 8 项输变电

工程 
行业类别 输变电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国网西安供电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扩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

文号及时间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2012.08.10，陕水保函[2012]162； 

2013.07.04，陕水保函[2013]147；2011.08.17，陕水保函

[2011]128；2014.07.09，陕水保函[2014]138；2014.07.09, 

陕水保函[2014]136。 

西安市水土保持监督站：2011.11.13，市水监函[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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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月路 110kV 输变电工程：2015.04~2017.11； 

辛家庙 110kV 输变电工程：2016.10~2017.12； 

110kV 汉城变增容改造工程：2017.10~2018.11； 

110kV 汉地线 π接线路工程：2012.08~2013.05； 

城北 330kV 变 110kV 送出工程：2017.05~2018.11； 

长安 330kV 变 110kV 送出工程：2016.10~2017.12； 

车城 110kV 输变电工程：2012.09~2018.02； 

化工区 110kV 输变电工程：2013.05~2018.12。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陕西电力科学研究院、陕西华正生态建设设计监理有限

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陕西众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西安亮丽置业有限公司、

渭南光明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咸阳亨通电力（集团）有

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西安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控制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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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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号）要求，2019 年 4 月

19 日，国网西安供电公司在西安市组织召开了东月路 110kV 等 8

项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工程设计单位

西安亮丽电力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西安众源电力设计有限公司、西

安电力设计院，施工单位陕西众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西安亮丽置

业有限公司、渭南光明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咸阳亨通电力（集团）

有限公司，监理单位陕西诚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银

河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审评单位国网陕西电科院，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西安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控制技术中心

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陕西电力科学研究院、陕西华正

生态建设设计监理有限公司的代表及特邀专家（名单附后），最终

形成了东月路 110kV 等 8 项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如

下： 

（一）项目概况 

东月路 110kV 等 8 项输变电工程均位于西安市，其中东月路

110kV 输变电工程、辛家庙 110kV 输变电工程位于浐灞生态区；

110kV 汉城变增容改造工程、110kV 汉地线 π 接线路工程、城北

330kV 变 110kV 送出工程位于未央区；长安 330kV 变 110kV 送出

工程位于长安区；车城 110kV 输变电工程、化工区 110kV 输变电

工程位于沣东新城（原未央区）。 

1.东月路 110kV 输变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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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kV 东月路变电站位于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新兴南路与田马一

路西北角，变电站本期主变容量采用 2×50MVA，远期 3×50MVA，

110kV 本期出线 2 回，远期出线 4 回；新建电缆线路 2×0.07km。 

2.辛家庙 110kV 输变电工程 

110kV 辛家庙变电站位于西安市浐灞生态区玄武东路与广运谭

大道十字西南角，变电站本期主变容量采用 2×50MVA，远期

3×50MVA，110kV 本期出线 4 回，远期出线 4 回。 

3.110kV 汉城变增容改造工程 

110kV 汉城变电站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凤城三路与未央路十字西

北角，将原户外 AIS 变电站改造为全户内变电站，本期主变容量采

用 3×63MVA，远期 3×63MVA，110kV 本期出线 2 回，远期出线 4

回。 

4.110kV 汉地线 π接线路工程 

本工程为汉地线π接入草滩变至董家村变 III 回 110kV 线电缆

线路，新建电缆线路 2×2.76km，均利用市政电缆隧道。 

5.城北 330kV 变 110kV 送出工程 

本工程共计新建双回 110kV 电缆线路 0.775km，单回 110kV 电

缆线路 0.155km，电缆线路折单长度为 1.705km。 

6.长安 330kV 变 110kV 送出工程 

工程共计新建同塔 6 回架空线路长约 6×2.4km，同塔 4 回架空 

4×1.5km，单回架空线 0.912km，敷设电缆线路约 0.43km。 

7. 车城 110kV 输变电工程 

110kV 车城变电站位于未央区（沣东新城）西苏村，变电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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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主变容量采用 2×50MVA，远期 3×50MVA，110kV 本远期出线 4

回；新建线路路径长 1.45km，其中同塔四回架空线路路径长

1.35km，四回电缆线路约 0.1km。 

8.化工区 110kV 输变电工程 

110kV 化工区变电站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沣东新城）的六村堡

现代产业区内，变电站本期主变容量采用 2×50MVA，远期

3×50MVA，110kV 本期远期出线 4 回；新建 4 回输电线路 4.60km。

其中架空线路 4.18km，电缆线路 0.42km。 

工程总投资 5159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7235 万元。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2012 年 8 月 10 日，陕西省水土保持局以陕水保函[2012]162

号文《关于东月路 110kV 变等三项输变电工程水土方案报告书的批

复》对东月路 110kV 输变电工程、辛家庙 110kV 输变电工程水保

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批复；2013 年 7 月 4 日，陕西省水土保持局以

陕水保函[2013]147 号文《关于咸宁路 110kV 变等六项输变电工程

水土方案报告书的批复》对 110kV 汉城变增容改造工程水保方案报

告书进行了批复；2011 年 8 月 17 日，陕西省水土保持局以陕水保

函[2011]128 号文《关于北客站 110kV 变等四项输变电工程水土方

案报告书的批复》对 110kV 汉地线 π接线路工程水保方案报告书进

行了批复；2014 年 7 月 9 日，陕西省水土保持局以陕水保函

[2014]138 号文《关于莲湖 110kV 等八项输变电工程水土方案报告

书的批复》对城北 330kV 变 110kV 送出工程水保方案报告书进行

了批复；2014 年 7 月 9 日，陕西省水土保持局以陕水保函[201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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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关于航天 110kV 等五项输变电工程水土方案报告书的批复》

对长安 330kV 变 110kV 送出工程水保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批复；2011

年 11 月 16 日，西安市水土保持监督站以市水监函[2011]11 号文《关

于西安市和平门 110kV 变等七项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的批复》对车城 110kV 输变电工程、化工区 110kV 输变电工程水

保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3.474 公顷，其中其中东月路

110kV 输变电工程 0.399 公顷、辛家庙 110kV 输变电工程 0.467 公

顷、110kV 汉城变增容改造工程 0.408 公顷、城北 330kV 变 110kV

送出工程 0.611 公顷、长安 330kV 变 110kV 送出工程 10.315 公顷、

车城 110kV 输变电工程 0.787 公顷、化工区 110kV 输变电工程 0.487

公顷。 

水土保持估算总投资 166.33 万元，其中其中东月路 110kV 输

变电工程 26.60 万元、辛家庙 110kV 输变电工程 26.42 万元、110kV

汉城变增容改造工程 21.94 万元、城北 330kV 变 110kV 送出工程

20.08 万元、长安 330kV 变 110kV 送出工程 20.99 万元、车城 110kV

输变电工程 28.58 万元、化工区 110kV 输变电工程 21.64 万元。工

程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方案未发生重大变更。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工程在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中，将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中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纳入主体工程设计。 

（四）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建设单位委托西安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控制技术中心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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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2019 年 2 月，编制单位完成《东

月路 110kV 等 8 项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工程建设

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3.106 公顷，水土保持实际完成总投资 121.82 万

元。 

验收报告主要结论为：建设单位重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保持工

作，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工作制度完善，档案资料

保存完整；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

措施质量总体合格；扰动土地整治率 99.4％、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8.7％、土壤流失控制比 1.1、拦渣率 99.9%、林草植被恢复率 97.5%、

林草覆盖率 16.5%。扰动土地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土壤流

失控制比、拦渣率、林草植被恢复率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的防治目

标要求。林草植被覆盖率低于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原方案

制定的目标值与电力行业安全运行产生冲突，因此将方案设计植物

措施区域进行了路面硬化，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达到了方案确定的防

治效果。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 

（六）验收结论 

该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依法

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基本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

务，达到了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同意

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后续运行中，各运行单位应持续加强工程相关水土保持设施的

管理、维护，以保证水土保持设施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