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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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鸽磨料磨具有限公司年产 1200万平方

米涂附磨具、12000吨固结磨具等建设项

目

行业

类别

加工制造

类项目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人）
白鸽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荥阳市水务局、荥水行许〔2017〕34号文、

2017年 8月 25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

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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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8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河南锐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河南兴发水利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河南金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河南新恒丰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河南省兴达水保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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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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水利部办公厅关

于督促有关生产建设单位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工作的通知》

（办水保[2018]）133号文件，受疫情影响，依据《水利部办公厅

关于精简优化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服务推进生产建设项目复工复产

的通知》（办水保〔2020〕38号）精神，建设单位白鸽磨料磨具有

限公司于 2021年 9月 18日在荥阳市主持召开了白鸽磨料磨具有限

公司年产 1200 万平方米涂附磨具、12000 吨固结磨具等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河南省兴

达水保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监测单位河南兴发水利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水保方案编制单位河南锐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河南

新恒丰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以及施工单位河南金阳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的代表，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监测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和水土保持方

案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监测、监理工作情况的汇报，

经质询、讨论，形成白鸽磨料磨具有限公司年产 1200万平方米涂

附磨具、12000吨固结磨具等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如下

：

（一）项目概况

白鸽磨料磨具有限公司年产1200万平方米涂附磨具、12000吨



- 3 -

固结磨具等建设项目位于荥阳市中心城区西北部，主要建设涂附磨

具、固结磨具等生产线 10 条。年产 1200 万平方米涂附磨具、

12000 吨固结磨具，项目用地面积38.81hm2，总投资99000万元，

主要建筑物为厂房、配套公辅设施、环保设施等，包括主体工程区

（生产区、办公生活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和临时堆土区，工程建

设过程实际占地38.81hm2，总挖方20.17万m3（包括表土剥离3.19万

m3）、填方总量20.17万m3（包括表土回覆3.19m3），无弃方。工

程于2016年1月开工建设，于2017年8月完工，总工期20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17年 8月 25日，荥阳市水务局以荥水行许〔2017〕34号文

对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批复。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为 39.43公顷。本工程无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项目初步设计由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主

体设计文件中水土保持设计没有独立成册，仅在主体设计中列有专

章，专章中提出了水土保持原则性要求。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由于本项目 2017年 8月底已全部建成，直到 2021年 8月初，

才委托我公司进行监测，本项目属于补报监测，监测人员在前期资

料搜集和外业调查基础上，编制《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2021

年 8月，按照《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进行正常的观测、调查，

监测施工现场水土流失状况，做好监测日志记录，收集、分析和整

编资料，重点调查主体工程区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 2021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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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完成观测资料的整编分析，对监测资

料进行归类、编目和建档，编写了 7期季报，并撰写了《白鸽磨料

磨具有限公司年产 1200 万平方米涂附磨具、12000 吨固结磨具等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监测报告主要结论为：本项目办公区和工业场地等从主体工程

安全角度出发，注重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护措施

的实施，防治责任范围内的人为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工程建设

的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指标均达到水保方案提出的防治要求，总体效

果良好。本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 99%，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0.4%

，拦渣率 99.8%，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林草植被恢复率 99.2%，林

草覆盖率 39.3%。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1 年 8 月，建设单位委托河南省兴达水保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工作，编制了《白鸽磨料

磨具有限公司年产 1200 万平方米涂附磨具、12000 吨固结磨具等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主要结论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对水土保

持工作给予了充分重视，根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结合项目水

土流失特点，对因工程建设产生的新的水土流失采取了比较合理的

水土保持措施进行综合治理。2021年 7月 20日郑州地区普降千年

一遇暴雨，用于本项目的水保措施布局合理，水保工程齐全，湿地、

排水沟发挥了较大作用，排水畅通，项目区安然无恙，发挥和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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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水保工程效应。截止目前，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基本完成，

建设单位组织监理、施工等单位进行了自检，通过对水土保持设施

实施数量和质量的抽查核实，认为本项目实施的工程措施、植物措

施运行正常，基本按照方案要求，实施了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水土

保持效果明显，总体质量合格，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

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可以组织

验收。

（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

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

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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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维护好已建成的各类水土保持设施， 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

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2、认真落实水土保持工作，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分工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签字 备注

组长 张增岐
白鸽磨料磨具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

师 |iiiiilli∶ |||l(、
摅以 建设单位

副组长 王永彤
白鸽磨料磨具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

师
亻蹈妒lˇ ~ | 建设单位

成员

双瑞
河南省水土保持监

测总站
教高 J'/Q|淑|々气

'/′

'^'v
专家

苗少松
河南省兴达水保工

程监理有限公司
工程师

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吕福松
河南省兴达水保工

程监理有限公司
工程师 }/. iF、0 ,'·

、:'ˉ
‘|I(ˉi'I·l石`

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宋豪旭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 家乡形 设计单位

王永强
河南金阳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工程师 V和 ;‰ 施工单位

宋玉明
河南新恒丰建设监

理有限公司
工程师 如 诫

~、
 ̌ 心

工程监理

单位

李永强
河南锐创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工程师 芍静螭

水土保持

方案编制

张亮
河南兴发水利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工程师 犭廴 F良 ,

水土保持

监测单位

6̄ˉ

艹-亠  l、  |,√

`∫
| 

广
勺
·
亻”、·I{ '/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