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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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神东煤炭

分公司大柳塔煤矿新建排矸场项目

行业

类别

井采煤

矿类

主管部门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神东煤炭分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神木县水土保持监督检查站

神水保监函【2016】24号，2016年 7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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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

2013年 7月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4年 3月~2014年 8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黄河水利委员会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陕西华大土地开发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黄河水土保持绥德治理监督局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包头市城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陕西德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西安黄河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陕西黄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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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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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要求，2020年 12月 26日，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神东

煤炭分公司大柳塔煤矿（以下简称大柳塔煤矿）在大柳塔主

持召开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大柳塔

煤矿新建排矸场项目（以下简称排矸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单位有：项目建设单位大柳塔煤

矿、水土保持监测单位黄河水土保持绥德治理监督局（黄委

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水土保持监理单位西安黄河工

程监理有限公司，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陕西黄河

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以及特邀专家共 11人，

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检查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会

议听取了排矸场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及水土保持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的工作汇报，经质询、答疑和讨论，形成了排矸场项

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排矸场项目位于大柳塔煤矿工业场地东南方向 5.6km处的

白流兔沟，行政隶属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镇前柳塔村双庙沟。

批复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排矸 560万 m3，排矸服务年限 7.0年，

排矸场项目为新建排矸场，由排矸场和运矸道路组成，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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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运行期，本次验收范围是批复水土保持方案。

排矸场建成拦矸坝 1处，拦矸坝外坡浆砌石护砌 2816m2，

护脚墙 27m，沉砂池 1 座，矸体底部布设双排导排管 170m；

排矸场周边修筑截水沟 2380m、平台排水沟 100m、下游排洪

渠 50m，坡面布设双壁波纹排水管 1994m；排矸场覆土 16.20

万 m3，土地整治面积 25.30hm2，修筑挡水埂 5057m，实施沙

柳网格沙障 160324m，植生袋护坡 360m；防护林带栽植樟子

松 2814株，坡面栽植桧柏 9139株、沙棘 42788株、紫穗槐 13753

株，混播草籽恢复植被 24.63hm2；运矸道路两侧栽植旱柳 476

株，混播草籽恢复植被 0.34hm2。排矸场实施各项水土保持措

施布局合理，实施的措施数量满足水土流失防治需要。

排矸场项目总占地面积29.71hm2，其中排矸场28.87hm2，

运矸道路0.84hm2。工程建设动用土石方总量5.32万m3，其中挖

方0.69万m3，填方4.63万m3，弃方0.15万m3，弃方弃至排矸场。

建设期于 2014年 3月开工，8月竣工，建设总工期 5个月。

同月开始排矸，共排矸 560万 m3，2019 年 5 月封场，服务年

限 4.8年。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16年 7月 6日，神木市（原神木县）以神水保监函（2016）

24号《关于中国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柳塔煤矿排

矸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批准该项目实施。批复

排矸场项目区划分为排矸场和运矸道路两个防治区，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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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责任范围为 29.99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29.71hm2，直接影

响区 0.28hm2；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为：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5%，土壤流失控制比 0.80，拦

渣率 98%，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8%，林草覆盖率达到 25%。

批复水土保持概算总投资为 629.02万元，其中水土保持补

偿费 74.28万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为初步设计阶段，后续开展了施工图设

计。批复水土保持方案建设期工程措施有：排矸场修建均质土

碾压拦矸坝 1 座，沉砂池 1 座，混凝土导流管 170m，浆砌石

护脚墙 27m，浆砌石截排水沟 1886m，挡土埂 1089m，土地整

治 0.34hm2，浆砌石护坡 2816m2。需完成土方开挖土方

8307.3m3，回填土方 49882.3m3，覆土 14520m3，浆砌石

1918.8m3，浆砌石护坡 1416m3，沙砾垫层 713.3m3，砂浆抹面

713.3m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恢复植物措施面积 28.21hm2。需栽植

乔乔灌木 62910株，草籽 846.3kg。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修建临时排水沟 81m，临时彩条布苫

盖 2760m2。

后续设计覆土造地项目施工图增加水土保持措施：排矸场

覆土 10.1 万 m3，修筑梯形挡水埂 7057m，实施沙蒿网格沙障

防护 16.03万 m，植生袋护坡 656m，坡面埋敷设双壁波纹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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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1994m，增设截排水沟 430m，修复坡面护坡 150m2、混凝土

硬化面 200m2，埋设道路过水涵管 80m，平台新修砂砾石道路

2013m，维修安全围栏 1170m2。绿化带栽植樟子松 2814 株，

坡面栽植紫穗槐 13753穴、沙棘 2323穴、桧柏 9169株，平台

种植苜蓿 17.24hm2、坡面混播草籽 7.50hm2。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19年 1月，黄河水土保持绥德治理监督局通过投标，中

选 水 土 保 持 监 测 技 术 服 务 业 务 工 作 （ 招 标 编 号 ：

CSIEZC180313097），2021 年 7 月 15 日签订监测合同，监测

单位开展了监测工作。

监测单位采用地面观测、遥感监测以及调查等监测方法开

展了监测工作。2022年 3月，监测单位提交了《中国神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大柳塔煤矿新建排矸场项目水

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监测结果：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29.71hm2，其中项目建

设区 29.71hm2。工程完工后六项指标为：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29%，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28%，拦渣率为 99%，土壤

流失控制比为 0.9，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19%，林草覆盖率为

86%，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均达到批复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目标值。

监测报告结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符合水土保持方案

及批复和有关文件要求。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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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治理，生态环境有效改善，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值符合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要求。工程建设过程中未产生明显水土流失

危害。已实施的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发

挥应有效益。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19 年 1 月，黄河水土保持榆林规划设计研究院（2021

男 4月更名为陕西黄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通过投标，中

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技术服务业务工作（招标编号：

CSIEZC180313097），2021年 7月 15日签订合同。

在熟悉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的基础上，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报告编制人员多次深入现场调查，通过召开座谈会、收集

资料和查阅施工、监理、监测等相关资料等方法，核查水土保

持措施完成情况、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情况。对照水土保持方案

及批复文件要求，于 2022 年 3 月编制完成《中国神华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大柳塔煤矿新建排矸场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结论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水土保

持方案，开展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工作，依法足额缴纳水土保

持补偿费，完成了水土保持法定义务；建设期各项水土保持措

施基本按照批复水土保持方案完成，措施布局合理，工程质量

评定和初步验收结论可靠，水土流失监测方法可行、结果可靠，

符合水土保持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标准、规程规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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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单位按批复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防治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

标达到批复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水土保持防治效果达

到技术规范、标准要求；运行管护责任落实、水土保持设施运

行正常，可以组织自主验收。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新建排矸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手续完

备，水土保持设施基本按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建成，符合国

家、地方、行业技术标准、规范、规程规定。按要求完成水土

流失防治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

要求。水土保持监理、监测资料齐全、结果可靠。依据稳定性

评价结论，排矸场安全、稳定，不存在严重水土流失危害隐患。

建设单位依法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落实运行管护责任，

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

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运行期加大管护力度，汛前、汛（雨）后及时巡视、维护

工程。完善后续工作如下：

（1）完善排矸场沟头截水沟，形成完善的排水系统。

（2）疏通拦矸坝底部导排管。

（3）加强排矸场植物措施的补植、浇水、防风等管护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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