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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桐梓河干流园满贯电站（以下简称“园满贯电站”）位于贵州省仁怀市，地处

赤水河一级支流桐梓河上，属于桐梓河水电梯级开发规划的第六级，下游为杨家

园电站，上游接大塘口电站，电站距仁怀市中枢镇 52km，距离遵义市 165km。 

水库正常蓄水位 516m，总库 1.23 亿 m
3，水库水面面积 4.77km

2，属大(2)

型水库。电站大坝为碾压混凝土拱坝，最大坝高 85.5m,电站总装机容量 4 万 kw，

年利用小时 3420 小时，年发电量 1.37 亿 kw·h。电站以发电为主，兼顾库区农田

灌溉和农村人畜饮水。 

园满贯电站工程于 2006 年 7 月正式开工，2009 年 3 月下闸蓄水。2009 年 6

月，园满贯电站并网发电，2009 年 9 月，大坝主体工程施工完成， 2010 年 5

月 1 日工程竣工。 

1988 年，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完成了《桐梓河流域水利水电规

划报告》。1991 年，遵义地区行署以遵署函［1991］24 号对该报告进行了批复。

2003 年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又完成了《桐梓河干流园满贯至浪子口

河段水电开发规划（修编）》，并于 2003 年 9 月通过审查，遵义市人民政府以遵

府函[2003]115 号文批复。2004 年 4 月，遵义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

了《桐梓河干流园满贯水电站项目建议书》。2005 年 6 月贵州省水利厅对《桐梓

河园满贯水电站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技术方案审查。2007 年 1 月贵州省

发改委以黔发改能源[2007]39 号文对桐梓河园满贯水电站水电站项目作出核准

批复。2006 年 1 月，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桐梓河干流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06 年 2 月，原贵州省环境保护局以黔环

函[2006]56 号文对《桐梓河干流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影响类》（HJ/T 394-2007）

中关于验收调查运行工况的要求：“对于水利水电项目、输变电项目在工程正常

运行的情况下即可开展验收调查工作。”目前本项目运行稳定，已达到竣工环保

验收调查工作条件。 

2020 年 4 月，贵州桐梓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

委托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以下简称“调查单位”）进行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调查工作，接受任务后，我单位立即成立了“贵州桐梓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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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园满贯水电站竣工环保验收调查小组”，对本工程区域环境现状及环保措施实

施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收集、分析工程设计文件等有关资料，在结合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技术规范和相关环保法规的基础上，对本工程

建设的环境影响情况进行了回顾分析，并于 2020 年 11 月编制完成了《园满贯水

电站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在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的编制过程中，得到贵州省生态环境厅、

遵义市生态环境局、仁怀分局和贵州桐梓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提供的

支持和帮助，调查单位对上述指导、关心、帮助和支持园满贯水电站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调查工作的单位、专家及公众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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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编制依据 

1.1.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2015 年 1 月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 年 9 月 1 日施行，2018 年

12 月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修订，2016 年 9 月 1 日实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3 月修订及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修订， 2018 年 1 月施

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 年 8 月修订，2016 年 1 月施

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 年 3 月施行，2018 年

12 月修改）；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 4 月 29 修订，

2020 年 9 月 1 日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正实施）；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20 年 7 月）；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3 年 12 月）； 

（14）《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 年 6 月）； 

（15）《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5 年 4 月）。 

1.1.2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

评[2017]4 号，2017 年 11 月）； 

（2）《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电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环办[2012]4 号，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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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3）《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工作的意见》(环发[2007]37 号，2007 年 3

月)； 

（4）《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国家环境保护部、中国科学院公告 2008 年第 35

号，2008 年 7 月)； 

（5）《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环发[2008]92 号，2008 年 9 月)； 

（6）《关于深化落实水电开发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通知》(环发[2014]65 号，

2014 年 5 月)； 

（7）《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

发[2013]86 号，2013 年 8 月)； 

（8）《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水电工程验收管理办法》(2015 年修订版)的通

知》(2015 年 11 月)； 

（9）《环境保护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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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环办[2015]52 号，2015 年 6 月）。 

1.1.3 地方法规及规定 

（1）《贵州省地面水域水环境功能划类规定》（2015 年版）； 

（2）《贵州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9 年 9 月 25 日修正）； 

（3）《贵州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16 年 5 月 1 日施行）； 

（4）《贵州省河道条例》（2019 年 5 月 1 施行）； 

（5）《贵州省水利厅关于印发贵州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

的通知》（2015 年 8 月）； 

（6）《贵州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9.9）； 

（7）《贵州省节约能源条例》（2003.9）； 

（8）《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05.9）； 

（9）《贵州省渔业条例》（2005.11）； 

（10）《贵州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2006.11）； 

（11）《贵州省实施<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细则》

（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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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贵州省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贵州省人民政府令 111

号，2009.3）； 

（13）《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林地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黔府发

[2009]7 号，2009.3）； 

（14）《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19.8）； 

（15）《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2010.9）； 

（16）《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10.9）。 

1.1.3 技术规范及导则 

（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 )》

(HJ/T394-2007)；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水利水电)》(HJ464-2009)；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T2.1-2011)；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08)；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面水环境》(HJ/T2.3-93)；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T2.4-2009)； 

（7）《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T19-2011)； 

（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水利水电工程》(HJ/T88-2003)； 

（9）《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 

（10）《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第二册和第三册)(国家环境保护局 1986)； 

（11）《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 

（12）《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16453.1～16453.6-1996)； 

（13）《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T50433-2008)。 

1.1.4 有关文件及批复 

（1）《桐梓河干流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贵州省水利水电勘

测设计研究院，2006.1； 

（2）《关于<桐梓河干流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黔环

函[2006]56 号），原贵州省环境保护总局，200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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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桐梓河园满贯水电站项目核准的通知》(黔发改能源[2007]39 号)，

贵州省发改委，2007.1.9； 

（4）《贵州省桐梓河园满贯水电站工程初步设计报告》，遵义水利水电勘测

设计研究院，2005.12； 

（5）《关于印发桐梓河园满贯水电站工程技术方案审查意见的函》（黔水总

[2006]6 号]，贵州省水利厅,2006.8.25； 

（6）《园满贯水电站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遵义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

究院，2005.8； 

（7）《关于贵州省桐梓河园满贯水电站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黔水保

[2005]94 号），贵州省水利厅，2005.09.08; 

（8）《园满贯水电站下闸蓄水阶段移民专项验收意见》遵义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2009.4.29。 

1.2  调查目的及原则 

1.2.1 调查目的 

针对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的特点，确定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的目

的是： 

1、调查工程在施工、运行和管理等方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工程设计所

提出的环保措施情况，以及各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 

2、调查工程已采取的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及污染控制措施，并通过对项目

所在区域环境现状监测与调查结果的调查，分析工程建设产生的实际影响和各项

措施实施的有效性。针对该工程已产生的实际环境问题及可能存在的潜在环境影

响，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和应急措施，对已实施的尚不完善的措施提出改进

意见。 

3、通过公众意见调查，了解公众对工程建设期及运营期环境保护工作的意

见、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对工程所在区域居民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情况，针对

公众的合理要求提出解决建议。 

4、根据工程环境影响的调查结果，客观、公正地从技术上论证该工程是否

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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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调查原则 

本次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将坚持以下原则： 

1、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与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规定。 

2、坚持客观、公正、科学、实用的原则。 

3、充分利用已有资料与实地踏勘、现场调研、现状监测相结合的原则。 

4、坚持对工程建设前期、施工期、运营期环境影响进行全过程调查，突出

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 

1.3  调查范围与调查因子 

1.3.1 调查范围 

根据《园满贯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意见，结合《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 394-2007）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规范 水利水电》（HJ 464-2009）要求，同时考虑园满贯水电站工程

实际建设内容及环境影响情况，确定本次验收调查范围，详见表 1.4-1。 

表 1.4-1 环保竣工验收调查阶段调查范围一览表 

环境 

要素 
环境影响评价阶段 

环保竣工验收 

调查阶段 
备注 

水环境 

水库回水末端至电站尾水排放口间河

段，以及受电站影响的河段，河段总长

约 24km。 

与环评阶段调查范围基本一致，主要

为水库回水末端至电站尾水排放口

间河段，以及受电站影响的河段，水

库回水长 22.9km，厂房尾水下游河段

2km，总长约 24.9km。 

与环评

基本一

致 

生态环

境 

水库淹没区，受电站发电影响的河段，

以及工程施工区。水库回水长 22.9km，

淹没区面积约 4.77 km
2，工程施工区及

其影响区约 4km
2，考虑下游受影响河段，

以及水库库周一定范围的受影响区域。

评价河段总长约 24km，评价范围约

30km
2。 

与环评阶段调查范围基本一致。 

水生生态：与水环境一致，适当兼顾

上、下游河段。 

陆生生态：水库淹没区、枢纽及其施

工占地范围、移民安置区等工程直接

影响区，以及受工程施工、移民安置、

电站运行影响的周边影响区。 

 

与环评

基本一

致 

声环境 

工程施工区域及其施工边界外延 200m，

以及施工交通干线两侧各 200m,约 4km
2

的范围。 

与环评阶段调查范围基本一致，业主

营地、工程施工区、枢纽工程区和移

民安置区周边 200m 范围，以及交通

干线两侧 200m 范围。 

与环评

基本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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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空气 

施工区及其全年盛行风向下风侧一定区

域，以及交通干线两侧，总面积约 4km
2。 

与环评阶段调查范围基本一致，业主

营地、工程施工区、枢纽工程区和移

民安置区周边 200m 范围，以及交通

干线两侧 200m 范围。 

与环评

基本一

致 

社会 

环境 
未提及 库区和施工区涉及市、县、乡镇。 -- 

1.3.2 调查因子 

1、水环境 

水污染源：pH、COD、BOD5、TP、类大肠菌群。 

地表水调查因子：pH 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化学需氧量(CODCr)、氨氮、总磷、总氮、锌、氟化物、砷、汞、镉、六价铬、

铅、氰化物、挥发酚、氯化物、悬浮物、粪大肠菌群、石油类。 

2、生态环境  

（1）陆生生态 

施工区重点调查施工各临时占地区、办公及生产生活区、施工公路两侧、渣

场等区域的植被恢复措施执行情况、效果及植被覆盖率等情况；对库区涉及受淹

植被及移民安置活动中植被破坏区的植被恢复情况、植被覆盖情况及保护效果进

行调查与观测；珍稀保护植物和动物、保护级别、生境条件、成活率、补偿数量。 

（2）水生生态 

调查库区及减水河段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和底栖动物的种类、密度和生物量，

水生维管束植物种类；鱼类种类、区系和渔获量，国家重点保护及区域特有、重

要经济鱼类的种类、主要经济鱼类的越冬场、产卵场和索饵场分布等。 

（3）水土流失及生态恢复 

施工迹地防护、排水设施及绿化情况。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期：施工期弃土弃

渣量、土壤侵蚀模数、水土流失量、渣场拦渣率等变化；工程施工对原始地貌和

植被扰动、破坏的范围和程度；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危害；采取的各种水土

保持措施效果。 

生产运行期：被破坏的地表的植被的恢复；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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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各监测点在不同影响因子影响下的水土流失强度、程度；工程措施和生物措

施的水土保持效果和生态环境效益，对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3、生态恢复 

施工迹地防护、排水设施及绿化情况。 

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期：施工期弃土弃渣量、土壤侵蚀模数、水土流失量、渣

场拦渣率等变化；工程施工对原始地貌和植被扰动、破坏的范围和程度；工程建

设引起的水土流失危害；采取的各种水土保持措施效果。 

生产运行期：被破坏的地表的植被的恢复；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项目建

设区各监测点在不同影响因子影响下的水土流失强度、程度；工程措施和生物措

施的水土保持效果和生态环境效益，对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4、环境空气 

施工期：施工营地主要调查总悬浮颗粒物(TSP)、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

（NOx），砂石骨料加工和混凝土拌和系统调查 TSP。 

运行期：水库周边敏感点 TSP、PM10。 

5、声环境 

调查相关机械噪声、环境噪声、交通噪声等效声级及发电厂房厂界噪声。 

6、社会环境 

库区和施工区涉及县（市）、乡（镇）人群健康、文物古迹、移民安置、区

域社会经济情况。 

1.4  验收执行标准 

本次验收调查，采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文件中确认的环境保

护标准作为验收依据和标准，对已修订或新颁布的环境标准采用替代后的新标准

进行校核。 

1.4.1 环境质量标准 

1、水环境质量标准 

水环境：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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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采用《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进行校核。 

3、声环境质量标准 

执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1993）2 类标准，同时采用《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进行校核。 

主要环境质量标准值见表 1.4-1。 

 

 

表 1.4-1 环境质量标准（摘录） 

 

环境要素 

质量标准 
地表水 空气环境 声环境 

标准名称 

《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

GB3838—2002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1996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

准》GB3096—1993 

类    别 Ⅲ类 二级（日均值） 2 类 

标准限值 
CODcr≤20mg/l 

BOD5≤4mg/l等 

SO2≤0.15mg/m3 

TSP≤0.30mg/m3等 

昼间≤60dB(A) 

夜间≤50dB(A) 

1.4.2 污染物排放标准 

（1）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 

（2）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浓

度限值。 

（3）噪声排放标准 

执行《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90）和《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12348-90）Ⅱ类标准，同时采用《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进行校核。主要污染物排放标准详见表 1.4-2。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 

 1 

表 1.4-2 污染物排放标准（摘录）   单位：mg/L（除 pH 外） 

环境要素 

质量标准 
废、污水 大气污染物 噪声 

标准名称 

《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

(GB8978-96)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

－96 

①《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GB12523—90） 

②《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12348—90） 

类    别 一级 二级 

①土石方阶段，昼≤75dB(A)、夜

≤55dB(A)；打桩阶段，昼≤85dB(A)、

夜禁止施工；结构阶段，昼≤70dB(A)、

夜≤55dB(A)。 

②昼间≤60dB(A)、夜间≤50dB(A) 

 

1.5  调查方法 

本次竣工验收调查方法主要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调查、勘察和监测、访问调

查等。 

1、 资料收集 

主要收集资料有：工程设计资料、环境保护设计资料、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

相关批复，施工期环境监测资料，移民安置实施资料，工程所在区域的环境功能

区划，工程建设各阶段的竣工验收资料，环保工程有关协议、合同，环保措施施

工合同及验收资料。 

2、现场勘察 

通过现场勘察核实收集资料的准确性，了解项目建设区域的现状，调查施工

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对工程采取的永久环保措施开展详细调查，核实工程采取环

保措施现状以及效果。 

3、访问调查 

走访当地环保主管部门，了解施工期间是否发生过污染环境、扰民、居民环

保投诉等问题；走访施工影响区居民，了解工程施工期间水、气、声、固废的污

染情况；采用发放调查表形式了解公众对本工程施工期间、试运行期间存在环保

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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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根据本项目环评及批复意见，结合施工期和试运行期工程实际影响情况、验

收阶段现场复核调查成果，确定本次验收的环境敏感目标。本工程影响范围内不

涉及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和文物保护单位等法定的环境敏感区。环境保护目

标详见表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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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1 环境保护目标表 

环境要素 

环评阶段情况 验收调查阶段情况 

影响因素 保护要求 

保护目标 规模 保护目标 规模 

生态环境 6 棵黄葛树 -- 
有 12 棵黄葛树在调

查范围内分布 
-- 库区淹没 修建堡坎进行保护；移栽 

水环境 园满贯干支流 -- 园满贯干支流 -- 
废、污水排

放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 

空气环境 

桃柱台寨子位于施工

区 

约 800 人 

桃柱台寨子位于施工

区 

人口自然增长，约

1200 人 
粉尘、废气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1996）二级 
园满贯寨子，进厂公

路附近，距坝址约

1km 

园满贯寨子，进厂公

路附近，距坝址约

1km 

声环境 

桃柱台寨子位于施工

区 

约 800 人 

桃柱台寨子位于施工

区 
人口自然增长，约

1200 人 
噪声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2

类 
园满贯寨子，进厂公

路附近，距坝址约

1km 

园满贯寨子，进厂公

路附近，距坝址约

1km 

社会环境 
水库淹没线以下库区

的村寨 

直迁 1371 人，随迁

1816 人 

水库淹没线以下库区

的村寨 

搬迁安置移民人口

2496 人，其中直迁

移民 266 户 1536 人 

水库淹没 
移民生活水平不低于建库前

并有所提高，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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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 环境保护目标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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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调查内容和重点 

1.7.1 调查内容 

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内容为： 

1、工程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工程建设过程调查和工程概况调查。 

2、环境保护措施要求执行情况调查 

调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境影响审批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或要求，

这些措施或要求在施工期和试运行期的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等。 

3、水环境影响调查 

库区和坝址下游水文情势变化，调查指标为水库调度运行参数（水位、入库

流量、出库流量、坝下生态流量）；调查工程施工期间和试运行期间采取的水污

染防治措施，水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情况和运行效果，工程建设前、施工期、试

运行期等各阶段工程所在河段及支流水环境质量状况，以及工程建设对水环境的

影响等。 

4、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主要调查以下 3 个方面的内容。 

（1）水生生态：水生生物的种类、保护级别、生活习性、分布状况及生境，

重点调查对珍稀保护鱼类、洄游性鱼类的影响；渔业资源的变化；鱼类产卵场、

索饵场和越冬场“三场”分布的变化。 

（2）陆生生态：调查工程占地对陆生生态的影响。占地包括临时占地和永

久占地，重点调查占地位置、面积、类型、用途；调查影响区域内植被类型、数

量、覆盖率的变化情况，动植物种类、保护级别、分布状况以及动物的生活习性

等。 

（3）水土流失影响：土石方开挖、回填、弃渣量，各料场和弃渣场防护工

程面积、工程量（包括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施工迹地恢复、边坡防护和绿化

工程等工程量。 

5、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调查工程施工期和试运行期采取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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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情况和运行效果，工程建设前、施工期、试运行期等各阶段工程区的环境空

气质量状况等，以及工程建设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6、声环境影响调查 

调查工程施工期和试运行期采取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及实际效果，工程建设

前、施工期、试运行期等各阶段工程区的声环境质量状况等，以及工程建设对声

环境的影响。 

7、固体废物调查 

调查工程建设期和运行期产生的固体废物的种类、性质、主要来源及排放量，

调查固体废物的处置方式及其效果。 

8、公众意见调查 

调查工程施工期和试运行期的环保投诉、投诉内容以及解决途径，以及工程

影响区周边的公众意见。 

9、社会环境影响调查 

包括移民搬迁安置影响调查、文物古迹影响调查、人群健康影响调查等 

10、环境风险事故防范及应急措施调查 

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存在的环境风险因素，是否出现过风险事故；工程环境

风险防范措施与应急预案的制定情况，工程环境风险事故防范与应急管理机构的

设置情况 

1.7.2 调查重点 

本次调查的重点主要如下： 

1、工程设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文件中提出的主要工程内容； 

2、工程对环境敏感目标（如施工期对居民点）影响； 

3、工程对水文情势和水环境的影响，包括水量、水质等的影响，以及采取

的措施及效果；重点关注生态流量下泄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效果调查； 

4、环境保护设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境影响审批文件中提出的环

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 

5、工程施工期和运行以来发生的环境方面的事件以及公众强烈反应的环境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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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调查工作程序 

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包括准备、调查和报告编制三个阶段，工作

程序见图 1.8。 

1、准备阶段 

系统收集分析工程的基础信息和资料，查阅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可行性研

究报告、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及相关批复等，初步调查工程概况、环保设计、环保

设施、设计变更情况、环境敏感目标及主要环境问题，对现场进行初步调查。在

以上基础上确定本工程环保验收调查标准、调查范围、调查内容和重点、采用的

调查方法和工作分工、进度安排等。 

2、调查阶段 

根据调查阶段的工作计划，调查本工程施工期的实际环境影响、环境影响报

告书及批复文件提出的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及效果，进行环

境监测，开展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和生态影响调查，以及环境管理、监测

计划落实情况和环境风险防范，并进行公众意见调查。 

3、报告编制阶段 

根据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件和环境标准要求，对本工程建设和运行

造成的实际环境影响、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论证分析，并开展公众参与

调查，针对尚未达到环境保护验收要求的各类环境问题，提出整改和补救措施，

明确验收调查结论，编制《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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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建设单位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委托

研读资料：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批文件、设计资料集审批文
件、工程竣工资料、其他基础资料

了解工程概况和区域生态特点，明确有关环境保护要求，制定初步调查工作方案

进行初步调查

环境概况
调查

生态
影响调查

污染源和环境敏感
目标调查

环境保护措施和设施（含“以
新带老”）落实情况调查

确定验收调查范围、重点，执行标准及采用的技术方法 确定验收调查内容

编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实施方案

生态保护措施
及效果检查

环境保护措施（含“以新带
老”）和设施运行及效果检查

环境质量和
污染源监测

公众意见调查

生态影响
调查与分析

污染影响
调查与分析

公众意见
分析

补救措施与建议

编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验收调查工作程序图

准

备

阶

段

调

查

阶

段

编
制
调
查
报
告
阶
段

 

 

图 1.8  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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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概况调查 

2.1  流域概况 

桐梓河全流域面积 3318km
2，河长 125km，河口处多年平均流量 51.3m

3
/s，

园满贯水电站坝址以上多年平均流量 35.6m
3
/s。流域涉及桐梓县、仁怀市、遵义

县和习水县。上游（代家沟以上）属低山丘陵区，耕地较多，桐梓县城娄山关镇

座落其间，并有川黔铁路、遵祟高速公路通过；中下游属中、低山区，水能资源

较丰富。为促进流域内各县社会经济发展，加速桐梓河干流水力资源的开发利用

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流域内水土资源分布特点及河流特性，确定其开发任务是：

上游以城市防洪、城镇供水为主，兼顾农田灌溉；中、下游以发电为主，同时兼

顾农田灌溉。 

1988 年，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桐梓河流域水利水

电规划报告》，1988 年遵义地区行署以“遵署函[1991]24 号文”对该规划报告进行

了批复。1998 年，在原桐梓河流域规划报告的基础上，对桐梓河干流下游园满

贯～兰子口河段进行规划修编，2003 年形成《桐梓河干流园满贯至兰子口河段

水电开发规划（修编）》，提出新的开发方案：园满贯（516m，坝后式）＋园

满贯（450m，坝后式）＋兰子口（392m，混合式）。2003 年 12 月，遵义市人

民政府以“遵府函[2003]115 号文”对《规划修编》进行了批复，同意其提出的开

发方案。综上所述，经遵义市政府批准的桐梓河干流水电八级开发方案为：代家

沟（890.8m，引水式）＋白家坡(804.5m，坝后式)＋官塘（690m，引水式）＋中

咀（600m，坝后式）＋大塘口（562m，坝后式）＋园满贯（516m，坝后式）＋

园满贯（450m，坝后式）＋兰子口（392m，混合式）。 

验收调查阶段，根据现场踏勘调查和资料查阅，除第八级兰子口水电站以外，

其余第一至第七级水电站均已建设完成。 

2.2  工程建设过程 

本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工程建设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建设工程审批程序的

要求，从项目规划、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工程开工以及整个建设过程均经过

了国家的审查和批准。主要审批文件： 

1988 年，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提出《桐梓河流域水利水电规划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 

 7 

报告》。1991 年，遵义地区行署以遵署函［1991］24 号对该报告进行了批复。 

2003 年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提出《桐梓河干流园满贯至浪子口

河段水电开发规划（修编）》，于 2003 年 9 月通过审查，遵义市人民政府以遵府

函[2003]115 号文批复。 

2004 年 4 月，遵义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桐梓河干流园满

贯水电站项目建议书》。 

2005 年 6 月贵州省水利厅对《桐梓河园满贯水电站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进行技术方案审查。 

2006 年 1 月，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桐梓河干流园

满贯水电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006 年 2 月，原贵州省环境保护局以黔环函[2006]56 号文对《桐梓河干流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2007 年 1 月贵州省发改委以黔发改能源[2007]39 号文对桐梓河园满贯水电

站水电站项目作出核准批复。 

园满贯电站工程于 2006 年 7 月正式开工，2009 年 3 月下闸蓄水。2009 年 6

月，园满贯电站并网发电，2009 年 9 月，大坝主体工程施工完成， 2010 年 5 月

1 日工程竣工。 

2.3  工程概况 

2.3.1 工程地理位置 

园满贯水电站地处赤水河一级支流桐梓河上，属桐梓河水电梯级开发规划的

第六级，下游为杨家园电站，上游接大塘口电站。该电站距仁怀中枢镇 52km，

距遵义市 165km。仁（怀）习（水）连接桐梓县火石乡的公路从电站附近通过，

交通较为方便。园满贯水电站地理位置见附图 1。 

2.3.2 工程组成 

园满贯水电站由水工建筑、临时工程和办公及生活区等组成，各项目的组成

详见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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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项目组成表 

工程项目 环评阶段工程组成 验收调查阶段工程组成 

水工

建筑

物 

挡水建筑物 
碾压混凝土双曲拱坝（坝顶高程 519.50m，

最大坝高 84.5m，坝顶弧长 192.52m） 
与环评一致 

泄水建筑物 
坝顶表孔（堰顶高程 505.00m，溢流堰净

宽 45m，5 扇闸门） 
与环评一致 

发电引水系

统 
岸塔式左岸取水口、引水隧洞及压力管道 与环评一致 

发电厂房及

升压站 
左岸地面式主副厂房、升压站 与环评一致 

临时

工程 

交通工程 施工便道（1.5km）、临时公路（2.5km） 与环评一致 

导流工程 
进口引渠段、闸门槽段、洞身段及出口引

渠（总长 377m） 
与环评一致 

弃渣场 
坝址上游约 650m 处水库淹没区死水位以

下的右岸缓坡 

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中，对土石

方平衡设计进行了优化，基本

实现挖填平衡，未设置弃渣

场。 

料场 
上坝址下游左岸约 300m 的桃柱台旁的山

脊处 

实际设置两个取料场，Ⅰ号料

场与环评一致，新增Ⅱ号料

场，位于左坝肩约 50m 处 

施工辅助企

业及营地 

砂石料加工厂、混凝土拌合系统、仓储企

业、施工营地 
与环评一致 

办公

及 

生活

设施 

业主营地 左岸 与环评一致 

施工营地 左岸 与环评一致 

 

图 2.3-1 园满贯水电站大坝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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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主要工程特性 

园满贯水电站以发电为主，兼顾库区农田灌溉和农村人畜饮水。水库正常蓄

水位 516m，最大坝高 85.5m，总库 1.23 亿 m
3，水库水面面积 4.77km

2，属大(2)

型水库，为不完全年调节水库。电站总装机容量 4 万 Kw，保证出力 5730kw，

年发电量 1.37 亿 kw·h，年利用小时 3420 小时。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特性见表 2.3-2。 

表 2.3-2   园满贯水电站主要工程特性表 

序 号 及 名 称 单  位 
环评阶段

数  量 

验收调查阶段 

数量 
备  注 

一、水文     

1、流域面积     

全流域面积 km
2
 3318 与环评一致 桐梓河 

坝址以上流域面积 km
2
 2230 与环评一致  

2、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亿 m
3
 11.23 与环评一致  

3、代表性流量     

多年平均流量 m
3
/s 35.6 与环评一致  

设计洪水流量 m3/s 3680 与环评一致 P=1% 

校核洪水流量 m3/s 5430 与环评一致 P=0.1% 

施工导流流量 m3/s 450 与环评一致 P=10% 

4、洪量     

设计洪水洪量 亿 m3 1.48 与环评一致 P=1% 

校核洪水洪量 亿 m3 1.87 与环评一致 P=0.1% 

5、泥沙     

多年平均含沙量 kg/m3 0.536 与环评一致  

二、水库     

1、水库水位     

校核洪水位 m 518.32 与环评一致 (P=0.1%) 

设计洪水位 m 516.27 与环评一致 (P=1 %) 

正常蓄水位 m 516.00 与环评一致  

死水位 m 502.00 与环评一致  

淤沙高程 m 486.40 与环评一致 50 年 

2、正常蓄水位时水库面积 km2 4.77   

3、回水长度 km 23   

4、水库容积     

总库容(校核洪水位以下) 亿 m3 1.182 与环评一致  

调节库容(正常蓄水位至死水

位) 
亿 m3 0.531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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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库容(死水位以下) 亿 m3 0.535 与环评一致  

三、下泄流量及相应下游水位     

校核洪水位时最大泄量 

相应下游水位 

m3/s 

m 

4480 

463.83 
与环评一致 P=0.1% 

四、工程效益指标     

装机容量 MW 40 与环评一致 2×20MW 

保证出力 KW 5730 与环评一致 P=90% 

多年平均发电量 万 kW·h 13660 与环评一致  

年利用小时数 h 3420 与环评一致  

五、淹没损失     

1、淹没耕地(P=20%) 亩 2337 2501 其中田 1127 亩 

2、迁移人口(P=5%) 人 2398 2496 其中直迁 1536 人 

3、淹没房屋 m2 48195 42938  

4、等外级公路 km 2.39 与环评一致 
人行吊桥 6 座,公路

桥 2 座 

5、淹没电站 座 3 与环评一致 总装机 350kw 

六、主要建筑物及设备     

1、挡水建筑物型式    碾压混凝土拱坝 

地震基本烈度 度 小于Ⅵ度 与环评一致  

坝顶高程 m 519.50 与环评一致  

最大坝高 m 84.5 与环评一致  

最大坝底厚 m 20 与环评一致  

坝顶弧长 m 192.52 与环评一致  

2、泄洪建筑物型式    
坝顶表孔泄洪，挑

流消能 

堰顶高程 m 505.00 与环评一致  

溢流堰净宽 m 45 与环评一致  

闸门孔口尺寸 m 9×11 与环评一致 宽×高，共 5 孔 

设计泄洪流量 m3/s 3450 与环评一致 (P=1%) 

校核泄洪流量 m3/s 4480 与环评一致 (P=0.1%) 

3、发电引水建筑物     

（1）设计引用流量 m3/s 85.4 与环评一致  

（2）进水口型式    岸塔式 

进口底板高程 m 489.00 与环评一致  

闸门孔口尺寸 m 5.5×5.5 与环评一致  

（3）引水道型式    隧洞 

长度 m 270.88 273.97  

断面尺寸 m 5.5 与环评一致 园形断面 

（4）压力管道     

长度 m 29.44 3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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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内径 m 5.5 与环评一致 支管 3.6m 

4、发电厂房    岸边地面式 

主厂房尺寸（长×宽×高） m 
36.85×13.5

×27.82 
38.3×17.0×31.65  

水轮机安装高程 m 452.66 452.10  

5、升压站    户外式 

平面尺寸（长×宽） m 43.5×26 38×23  

6、主要机电设备     

（1）水轮机台数 台 2 与环评一致 HLA616-LJ-217 

额定出力 MW 20 与环评一致  

额定流量 m3/s 2×42.16 与环评一致  

（2）发电机台数 台 2 与环评一致 SF20-20/4250 

（3）额定电压 kV 10.5 与环评一致  

（4）主变压器台数 台 1 与环评一致 SF9-50000/110 

（5）厂内起重机 台 1 与环评一致 100/20t 桥机 

7、110kV 输电线     

回路数 回路 2 与环评一致  

输电距离 km 49 27  

七、施工     

1、主体工程数量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 万 m3 19.26 18.36  

金属结构安装 t 590.00 471 (含埋件重) 

帷幕灌浆总进尺 m 21334 18364  

固结灌浆 m 2000 与环评一致  

2、所需劳动力     

总工日 万工日 36.35 46.2  

平均上工人数 人 642 656 
高峰上工人数 854

人 

4、施工临时房屋 m2 4000 11000  

5、施工用电最高负荷 kW 2000 与环评一致  

6、对外交通（公路） km 7 与环评一致 至 388 县道 

7、施工期限     

准备工期 月 5 10  

投产工期 月 21 20  

总工期 月 24 30  

八、经济指标     

1、静态总投资 万元 25050.75 501897884  

2、总投资 万元 26196.93 498010842  

枢纽工程 万元 16143.72 134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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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淹没及占地补偿 万元 8707.82 20272.75  

3、综合利用经济指标     

单位千瓦投资 元/KW 6549 12547.44  

2.3.4 工程总布置及主要建筑物 

本工程枢纽建筑物由碾压混凝土双曲拱坝、坝顶中部溢流表孔、左岸取水口、

引水隧洞、地面厂房及升压站等组成。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 252-2000）及 GB50201-94《防洪标准》的有关规定，水库规模属大（2）

型，枢纽工程等别为Ⅱ等。大坝、表孔溢洪道、取水口等为 2 级建筑物，引水隧

洞和发电厂房为 4 级建筑物。 

1、混凝土拱坝  

大坝为碾压混凝土双曲拱坝，坝顶高程 519.50m，建基面高程 437.0m，

最大坝底宽 20.0m，最大坝高 82.5m，坝顶宽 5.0m，坝顶弧长 192.52m。

大坝主体采用三级配 90 天龄期 C15 碾压混凝土，上游面防渗层采用 90 天

龄期二级配 C20 变态混凝土和二级配 90 天龄期 C20 碾压混凝土。坝身设 2

条诱导缝，桩号分别为坝 0+038.45、坝 0+159.82，诱导缝成缝方式为预埋

混凝土预制块，缝内安装重复灌浆系统。在坝内 457.00m 高程设置灌浆排

水廊道，廊道离上游坝面 4.0m。廊道断面为 3.0×3.5m（宽×高）的城门型

断面，左、右坝肩灌浆廊道出口高程 464.50m。坝基灌浆廊道内靠下游侧

布置一排排水孔，排水孔孔距 2.6m，孔径为 110mm。  

2、溢洪道  

本工程主要泄水建筑物为坝顶表孔，布置在坝顶河床段部位，共设 5

孔，孔口尺寸 9×11m（宽×高），溢流堰堰顶高程为 505.00m，设置 5 扇 9×11m

（宽×高）的弧形钢闸门。溢洪表孔 1＃、3＃、5＃孔出口采用宽尾墩，其

中 1＃、5＃两边孔采用不对称宽尾墩，出口高程 487.97m，墩高 13.4m；3

＃孔为对称宽尾墩，墩高 14m。2＃、4＃孔采用挑流消能，挑流鼻坎顶高程

496.76m，反弧由半径为10m，挑射角为32.8°。闸墩头部为半圆形，半径 2.325m，

闸墩厚度从上游开始向下游逐渐缩窄，中墩由 4. 65m 渐变为 2.07m，边墩

由 2.825m 渐变为 1.535m。闸门启闭采用液压式启闭，启闭机房设在 2、

5#闸墩上。溢流坝段顶部设置 4.0m 宽工作桥与左右坝顶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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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电引水系统  

发电引水系统布置于左岸距左坝肩约 30m 处，为岸塔式取水口，采用

一洞两机供水方式，全长 290.2m，由取水口、引水隧洞及压力管道组成。

取水口由喇叭口和闸室段组成，总长 14.35m，进口底板高程为 488.00m，

进口采用三面收缩的喇叭形，底部为平底，顶部及侧面为椭圆曲线方程。

进口喇叭口前设 2 扇 4.5×14.0m（宽×高）的拦污栅，喇叭口后为闸门井，

设 5.0×5.0m 的平面检修闸门一扇，闸门后设置 800×1200mm 的通气兼进人

孔。闸门井为井筒式结构，顶部高程为 519.50m，并在 529.5m 高程设置砖混

结构的启闭机室。 

引水隧洞设计引用流量 85.4m
3
/s，隧洞长 273.56m（引 0+000.00～引

0+260.18），其首部渐变段长 9.0m。引水隧洞纵坡段（引 0+015.00～引

0+242.63）坡度为 i=0.171。(其他段纵坡)发电引水隧洞断面为圆形，采用

50cm 厚 C20 钢筋砼衬砌，衬后洞径 5.0m。洞身全段顶拱 120°范围进行回

填灌浆。根据实际施工情况局部衬砌段作固结灌浆，固结灌浆排距 3m，

每排 6 孔，固结灌浆孔深入基岩 5m。  

压力管道段长 26.23m，其中主管管径 5m，长 2m；岔管段长 9.2m；

支管管径 3.2m，长 14.93m，两支管中心距离 12m。压力钢管采用 C20 混

凝土包管保护，周边布设纵、环向排水盲沟。地下压力钢管灌浆采用预埋

管进行灌浆，回填灌浆预埋 Φ50PVC 管（花管），接触灌浆预埋 Φ38FUKO

管。纵、环向塑料排水盲沟体预埋时采用土工布包裹，用水泥钉固定。盲

沟排水至主厂房上游墙处，接入 PVC 排水管至厂房蝶阀操作层，通过该层

的排水沟引至厂房集水井。  

4、发电厂房及升压站  

厂房为地面式，其与河道之间约成 57°夹角布置，其纵轴与压力管线

垂直。主厂房平面尺寸 39.32×15.76m（长×宽），副厂房和主变场成“一”

型紧靠主厂房后侧布置，副厂房平面尺寸 27.0×7.8m（长×宽）。  

电站装机容量 2×20MW，机组间距 12m。水轮机安装高程 451.60m，

水轮机层高程 453.90m，发电机层高程 460.35m，厂房安装间地面高程

460.35m，厂区地面高程 460.15m。  

110kV 升压站紧临厂房下游公路旁布置，平面尺寸 47×27m（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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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高程 464.00m，进站公路与进厂公路连接。  

2.3.5 工程施工组织 

（1）对外交通运输 

电站厂址距仁怀市中枢镇 52km，现有乡村公路从电站大坝下游 1.1km 处通

过。本公路段需扩建为 4 级公路作为电站对外交通的主干道。施工期间以进厂公

路（1.06km）、上坝公路（0.79km）和料场公路（0.56km）构成场内交通运输主

干线。施工期在工程区修建 2.5km 的临时公路和 1.5km 的施工便道。 

（2）场内交通 

场内交通主要有入场公路，左岸上坝公路、料场公路，交通洞，出渣公路；

右坝肩施工便道（主要承担机械设备的运输及施工人员的通行，属临时工程），

临时公路及坝后出渣公路。场内道路总长 2.38km，其中左岸道路长 2.13km（隧

洞长 115m）；右岸道路长 0.25km。其设计标准见表 2.3-4。 

上坝公路 0+075 的位置设置一盖板涵洞，0+550 及料场 0+120 的位置设置一

管涵涵洞。三处均处于山体向斜位置，雨季形成大股水流可由涵洞通过，避免对

道路形成破坏。 

在导流洞出口 0+0356.63 处，高程 456.00m 架设一座钢结构临时交通桥。桥

跨 9.6m，桥面宽 4.5m，荷载等级为汽-40 吨。 

表 2.3-3    场内交通详细情况表                                 

序号 道路名称 

起 点

高 程
(m) 

终 点

高 程
(m) 

长度
(m) 

隧

道

长

度
(m) 

宽度(m) 

最大

纵坡
(%) 

路 面

型式 
等级 

路面 
路

基 

右

岸 
1 

右岸出渣

公路 
449 470 250  4.5 6.0 10% 

泥 结

石 路

面 

场 内

非 主

干道 

左

岸 

 

1 
取水口施

工道路 
519.5 489.0 43 43 4.5 4.5  同上 同上 

2 

大坝下游

下基坑公

路 

455.0 440.0 350  4.5 6．0 10% 同上 同上 

3 

大坝上游

下基坑公

路 

455.0 450.0 100  4.5 6．0 10%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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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料场公路 513.8 582.2 800  4.5 6.0 10% 同上 同上 

5 
左岸出渣

公路 
455.0 475.0 650  6.5 8.0 10% 同上 同上 

小    计   2464 43      

（3）施工总布置 

本工程的进厂公路、上坝公路、出渣道路、弃渣场、导流隧洞、施工辅助企

业及施工营地等均布置于坝址左岸。 

降压配电站、材料加工场、临时库房及施工期间的办公、生活用房等均布置

于大坝下游左岸 680m 以外的进厂公路旁，占地面积 8600m2。炸药库（30m2）

设在左岸上坝公路与料场公路的交叉路口旁，高程 513m；炸药库距左坝端 100m，

距石料场 200m，距发电厂房 150m，距生活区 670m。机械修理厂设在桃柱台北

缘 550m 高程的台地中，占地面积 3100m2。施工用水的抽水泵站设在电站坝址

下游 670m 处的左河岸，高位水池设在桃柱台西面 575m 高程的台地中，水池容

积 400m3，提水扬程 115m。混凝土拌合系统按台阶布置于发电厂房左侧冲沟的

500～530m 高程上，占地面积 1740m2。制浆站设在大坝下游左岸 60m 处的出渣

公路旁，地面高程 455m，占地面积 300m2。弃渣场选在大坝上游左岸约 0.65km

处的干千洞台地中，容量大于 25 万 m3。 

砂石料加工场及成品料仓布置在大坝下游左岸 440m 以外（桃柱台）的缓坡

台地中，砂石料工场及成品料仓分两台阶顺坡面布，整个系统布置在 552.20～

565.60m 高程之间，占地面积 10300m
2。 

（4）料场布置 

根据《桐梓河园满贯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项目实际设置取料场

2 个，均为石料场，Ⅰ号石料场位于上坝址下游左岸约 400m 的桃柱台旁的山脊

处，Ⅰ号石料场实际占地面积 0.33hm2，取石料量 0.32 万 m3；Ⅱ号石料场位于左

坝肩约 50m 处，Ⅱ号石料场实际占地面积 0.91hm2， 取石料量 6.00 万 m3。本

工程所用土料较少，未单独设置土料场；项目绿化所有覆土为前期剥离的表土。 

（5）弃渣场 

环评阶段本项目弃碴场选在坝址上游左岸 650m 处的干千洞台地上，其占地

面积约 16000m
2，堆碴高程在 462～500m 之间。 

根据《桐梓河园满贯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本工程实际施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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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对主体线路工程土石方挖填方案进行了优化，基本实现挖填平衡，项目挖方

基本均进行回填利用，未设置弃渣场。 

（6）土石方平衡 

根据《桐梓河园满贯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本工程土石方基本实

现挖填平衡，共开挖土石方 24.93 万 m
3，回填土石方 24.93 万 m

3。 

2.3.6 水库淹没、施工占地 

水库淹没涉及遵义县三盆镇所属落芦村、打鼓村、剑坝村；桐梓县高桥镇所

属斋郎村，花秋镇所属岔水村、冯大垭村、河坝村、龙塘村，风水乡所属泡通村、

坪子村；仁怀市高大坪乡所属龙源村、水堰村，大坝场镇所属新田村，学孔乡所

属林阁村。共涉及两县一市 7 个乡（镇）所属 14 个村。 

水库正常蓄水位 516.00m，水库水面面积 4.77km
2，回水长度约 23km。水库

库区淹没为较偏僻的农村地区，主要淹没对象为耕地、民房。淹没主要集中在库

首和库中段。淹没涉及土地总面积 7903.85 亩，其中:耕园地 2717.21 亩、林地

1679.67 亩、建设用地 159.19 亩、未利用地 3347.78 亩，淹没零星树木 44114 株，

淹没坟墓 1460 座，农副业设施石灰窑 7 个、砖瓦窑 19 个;涉及专项设施有等外

级乡村公路 4.1km，桥梁 9 座，其中铁索桥 5 座面积 591.6m
2，石拱桥 2 座面积

89.7m
2，钢筋混凝土板式桥一座 85.0m

2、木桥一座，30kV 变压器一台，220V 输

电线路 9.2km，小水电站 3 座共 450KW，灌溉渠道 0.55km，农村小学教学点 1

所;涉及直迁移民人口 266 户 1536 人，需拆除各类房屋及附属建筑 42938.m
2。 

根据《桐梓河园满贯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本项目永久占地

480.25hm
2，临时占地 5.09 hm

2。 

2.3.7 移民安置 

根据园满贯水电站下闸蓄水阶段移民专项验收意见（详见附件），园满贯水

电站需进行生产安置人口 2520 人，搬迁安置移民人口 2496 人，其中直迁移民

266 户 1536 人。园满贯水电站工程库区移民安置主要采取就近后靠安置、调剂

耕地安置、插村安置等方式进行，验收调查阶段通过资料查阅结合现场踏勘调查，

园满贯水电站移民安置工作已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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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专项复建 

1、库周交通专项复建 

本项目库周交通专项复建主要包括：桥梁工程 4 座、简易码头 4 处、复建公

路 2 条、库周人行道 30km，验收调查阶段已全部完成。 

2、电力专项设施 

水库淹没区影响的输电线杆、输电线路和照明线路已分别由所属的电力公司

和供电部门完成复建，库区淹没的 3 座小水电站、1 座水轮泵站等水电水利设施

均已作一次性补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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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水电站管理房 园满贯水电站大坝远景 

  

发电厂房 发电尾水处 

  

发电尾水及下游河段 发电机组 

 

图 2.3-2   项目现场情况照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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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房周边绿化 管理区绿化 

  

储油室 消防沙箱 

  

取料场恢复 发电厂房和变电站 

 

图 2.3-2   项目现场情况照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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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程变更及影响 

2.4.1 工程变更及环境影响 

1、生态流量下泄措施 

环评阶段：为保护大坝至厂房间 180m 河段河流生态环境，环评阶段考虑在

大坝底部设置下放生态环境水的钢管，并安装流量计。做到连续放水，保证水库

蓄水初期及电站运行期坝下游河流有不低于 2.5m3/s 的生态用水量。 

验收调查阶段：初期采用表孔泄水下放生态流量，验收调查阶段，园满贯水

电站生态放水管从引水隧洞施工支洞接出，沿支洞轴线布置至出口，采用

DN1200mm、出口变径为 DN700 的钢管布置。生态流量下泄设施设置了流量监

控系统，通过在管道平直段安装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的方式进行流量数据采集。 

变更原因：实际建设过程中对生态流量下泄措施进行了方案优化，避免在坝

体进行施工，改为利用引水隧洞施工支洞接出生态流量下泄管道。 

变更环境影响：大坝下游减水区间无洄游、珍稀鱼类，生态用水主要是满足

河段内一般性水生生物的基本生存条件，优化后的生态放水措施方案仍能满足生

态下放流量要求，变更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 

2、弃渣场变更 

环评阶段：环评阶段设置 1 个弃渣场，位于坝址上游约 650m 左侧的干千洞

缓坡台地上，属于水库淹没区。 

验收调查阶段：根据《桐梓河园满贯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本项

目实际施工过程中未设置弃渣场。 

变更原因：本项目环评阶段的弃渣场主要参考可行性研究阶段，项目在施工

图阶段对主体线路工程土石方挖填方案进行了优化，减少了弃渣，增加了回填利

用，基本实现土石方平衡。 

变更环境影响：本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中取消了弃渣场的设置，避免项目弃渣

对生态环境造成扰动及破坏，减轻了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属于优化变更。 

2.4.2 重大变更情况判别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等主要特性指标(正常蓄水位、死水

位、装机规模、枢纽布置、运行方式) 与环评阶段对比均未改变。依照《关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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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环评管理中部分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附件中

水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本项目工程变动对比判别情况详见表 2.3-1。 

表 2.4-1 园满贯水电站重大变更判别表 

事项 
环办[2015]52 号文重大变更

具体内容 
环评阶段 验收阶段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性质 
1. 开发任务中新增供水、灌

溉、航运等功能。 

园满贯水电站的开发任务

是：以发电为主，兼顾库区

农田灌溉和农村人畜饮水。 

与环评阶段一致 否 

规模 

2.单台机组装机容量不变，增

加机组数量；或单台机组装

机容量加大 20%及以上（单

独立项扩机项目除外）。 

电站总装机容量 4 万 KW，

2 台 20MW 的水轮发电机

组。 

与环评阶段一致 否 

3.水库特征水位如正常蓄水

位、死水位、汛限水位等发

生变化；水库调节性能发生

变化。 

水库正常蓄水位：516.00m 

死水位：502.00m 

调节性能：不完全年调节 

与环评阶段一致 否 

地点 

4. 坝址重新选址，或坝轴线

调整导致新增重大生态保护

目标。 

坝址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06°27′37.01′′、北纬
28°04′26.35′′ 

与环评阶段一致 否 

生产

工艺 

5.枢纽坝型变化；堤坝式、引

水式、混合式等开发方式变

化。 

坝型：碾压混凝土双曲拱坝 

开发方式：坝后式 
与环评阶段一致 否 

6.施工方案发生变化直接涉

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集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

境敏感区。 

经现场调查及访问，工程建

设区及水库淹没区没有自

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

分布。 

与环评阶段一致 否 

环境

保护

措施 

7.枢纽布置取消生态流量下

泄保障设施、过鱼措施、分

层取水水温减缓措施等主要

环保措施。 

为保护大坝至厂房间 180m

河段河流生态环境，考虑在

大坝底部设置下放生态环

境水的钢管，并安装流量

计。做到连续放水，保证水

库蓄水初期及电站运行期

坝下游河流有不低于

2.5m
3
/s 的生态用水量。 

初期采用表孔泄水

下放生态流量，验收

调查阶段，园满贯水

电站生态放水管从引

水隧洞施工支洞接

出，沿支洞轴线布置

至出口，采用

DN1200mm、出口变

径为 DN700 的钢管

布置。生态流量下泄

设施设置了流量监控

系统，通过在管道平

直段安装外夹式超声

波流量计的方式进行

流量数据采集。 

否 

 

经过复核分析，本工程性质、规模、地点与环评阶段对比均未改变，依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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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

本项目工程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2.5  工程总投资及环保投资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实际总投资为 5.02 亿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约为 1604 万

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3.19％，估算明细见表 2.4-1。 

表 2.4-1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环保投资一览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环评阶段投资估算 实际环保投资 备注 

第Ⅰ部分 环境保护措施 210.12 874  

一 水质保护 52 52  

二 陆生植物保护 22 22  

三 人群健康保护 15 15  

四 生态保护 785 785  

第Ⅱ部分 环境监测措施 34.48 80  

第Ⅲ部分 仪器设备及安装 23.00 33  

1 洒水车 15 15  

2 油水分离装置 10 2  

3 简易卫生厕所 8 8  

第Ⅳ部分 环境保护临时措施 192.50 217  

一 施工区污废水处理 162 162  

二 噪声防治 8 8  

三 固体废物处理 8 8  

四 环境空气质量保护 19 19  

五 人群健康保护 20 20  

Ⅰ～Ⅳ部分合计 460.10 1204  

第Ⅴ部分 独立费用 92.22 220  

Ⅰ～Ⅴ部分合计 552.32 1424  

基本预备费 110.46 180  

环境保护总投资 662.78 1604  

 

2.6  验收工况负荷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影响类》（HJ/T 394-2007）

中关于验收调查运行工况的要求：“对于水利水电项目、输变电项目在工程正常

运行的情况下即可开展验收调查工作。”园满贯电站工程于 2006年 7月正式开工，

2009 年 3 月下闸蓄水。2009 年 6 月，园满贯电站并网发电，2009 年 9 月，大坝

主体工程施工完成， 2010 年 5 月 1 日工程竣工。目前，工程已经稳定运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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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环保设施已投入运行，该工程具备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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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影响报告书回顾 

3.1  报告书主要结论 

桐梓河干流园满贯电站位于贵州省仁怀市，地处赤水河一级支流桐梓河上，

属于桐梓河水电梯级开发规划的第六级。电站总装机容量 4 万 kw，年利用小时

3420 小时，年发电量 1.37 亿 kw·h，为中型电站。电站水库大坝为碾压混凝土拱

坝，正常蓄水位 516m, 最大坝高 85.5m，水库总库容 12320 万 m
3，为大(2)型水

库，水库调节性能为不完全年调节水库。工程施工期24个月，工程总投资23396.09

万元。本工程是电力基础设施工程，属于当前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电力行业

中的水力发电，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流域规划，符合仁怀市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需要工程建设对加快地区资源的开发，促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推动黔北西部地区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工程建设区域地处农村地区，区域大气环境满足大气环境质量二级标准；

声环境质量满足 2 类区要求；桐梓河水环境现状质量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流域内森林覆盖率低，项目区位于植被覆盖较差的地

段，仅库尾附近植被程度良好，库区周围仅有少量柏木林或马尾松林，山腰以下

基本已被开荒种地，在雨季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工程建设区及水库淹没区无珍稀

濒危动植物及回游鱼类分布，无风景名胜区及自然保护区分布。 

通过对本工程建设区域及其周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现状调查、评价、

预测与对策措施的研究、环境经济损益分析，本工程对环境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

面。 

3.1.1 有利影响 

（1）桐梓河园满贯水电站工程充分利用流域地势高差，引水发电，是非常

理想的水电电源。电站的兴建，将带动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公路），为当地

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快经济的发展，促进劳动就业，增加收入，提高当地各民族

群众生活质量，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电站建成后，不仅充分利

用了自然能源，每年还提供 1.37 亿 kW·h 的电能，将有力促进当地经济结构的优

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对改变周围贫穷落后的面貌、增加经济和财政收入具有深

远意义，因此园满贯水电站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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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工程开发建设，在充分考虑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使

水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水源得到很好保护，具有优越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

益。 

（3）工程建设后，水土保持方案等生态环境恢复及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后，

将使工程区大面积绿化，植被、林草覆盖率增加，在减少水土流失、保护环境等

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自然环境可恢复到工程建设前或比以前更好，区域生态环

境向良好方向发展。 

3.1.2 不利影响及对策措施 

(1) 工程施工期间由于土石方的开挖、料场开采、弃渣堆放等可能扰动、破

坏地表植被，造成短期的水土流失。工程建设过程中将扰动地面面积 504.12hm
2；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 16.22hm
2，新增水土流失量 1898.09t。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为：工程措施干砌石护坡 8120m
3，复土整治 15900m

2
;植物措施植树 24029 株，

种草 9.91hm
2。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114.08 万元。对工程各项建设活动采取工程

措施和植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在对施工场地、料场、渣场进行整治、绿化等措

施后，可以减免上述不利的影响。 

(2) 园满贯电站施工期，生产废水产生量为 252 m
3
/d，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68.32m
3
/d。施工废污水排放将对河流水环境产生一定不利影响，经预测生产废

水和生活污水直接排放，与河流水体充分混合后，能满足Ⅲ类水环境质量要求。

工程施工废水及生活污水排放可能影响桐梓河水环境功能。根据本工程环境保护

目标要求，施工期废水排放应不降低本河段原有水体功能，因此应修建沉淀池等

废、污水处理设施，使施工期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一级标准。 

(3) 工程建成运行后，可能引起坝址～厂房间约 180m 长的河段流量减少甚

至脱水。必须考虑在大坝底部设置下放生态环境水的钢管，并安装流量计。做到

连续放水，保证水库蓄水初期及电站运行期坝下游河流有不低于 2.5m
3
/s 的生态

用水量。 

(4) 经预测，在水电站设计运行年限内，水库坝前淤积高程为 486.40m，

低于水库死水位 502m。泥沙总淤积量为 2290 万 m
3，小于死库容为 5350

万 m
3，因此，泥沙淤积对园满贯水库运行的影响很小，对下游防洪及河道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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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较小。 

(5) 园满贯电站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4.8 m
3
/d，采取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进行污水处理后达标排放。 

(6) 施工期噪声将对挑台柱寨子居民及施工人员产生影响，受料场征地影响，

挑台柱寨子居民 62 人将外迁。合理安排施工、配戴防噪装备、禁止夜间施工、

对施工人员进行防噪声劳动保护等，使施工区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GB12523-90）标准，减少噪声影响。 

(7) 工程施工废气、粉尘，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应采取先

进的施工技术，并采取洒水降尘、配备吸尘器等措施，使施工区大气环境质量达

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 

(8) 工程施工期产生弃渣自然方 37.99 万 m
3。工程产生的弃渣除了料场区就

地堆放、移民安置区就近择地堆放以外，其余弃渣共约 24.42 万 m
3 全部转运到

渣场集中堆放。渣场位于坝址上游 650m 左侧的干千洞缓坡台地上，属于水库淹

没区。渣场过程采取干砌块石护坡及护脚。由于弃碴堆放在水库死水位以下，且

弃渣场容积仅 24.42 万 m
3，仅占水库死库容 5350 万 m

3 的 4.7%,因此弃渣对水库

影响极小，对生态环境影响也较小。 

(9) 工程施工期产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281.1t, 运行期产生垃圾 18kg，生活垃

圾集中堆放，并转运至当地环保部门及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填埋。 

(10) 在工程建设中，由于施工人群集中且流动性较大，有可能造成痢疾、等

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对施工人员和周围村民的健康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必须建立

施工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采取疫情检疫、施工人员体检等卫生防疫措施，加强

环境卫生管理等措施保护人群健康。 

(11) 根据本工程环境保护目标的要求，在工程设计中应尽量优化施工总体布

置方案 ，尽可能减少工程施工对工程地区植被的破坏 

(12) 工程建设区及水库淹没区动植物为当地常见种类，在工程建设区及水库

淹没区外临近区域有分布，无珍稀濒危动植物分布。工程施工及水库蓄水，将造

成工程建设区及水库淹没区植物的消失；陆生动物将迁徙至工程建设区和水库正

常蓄水位以上范围，在区域重新分布；工程建设及水库蓄水不会造成对珍稀动植

物的影响和区域动植物物种种类的减少。 

(13) 工程建设将造成对 6 株桑科榕树属黄葛树的影响，这些古树树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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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 400 年，最短的有 80 年，从保护古大树的角度出发，对部分树木需采取四

周修建堡坎加以保护，其中有两株需移栽到正常蓄水位以上加以保护。 

(14) 水电站工程水库蓄水后，水库淹没耕地 2337 亩、用材林 628 亩、宜林地

1828 亩、裸露岩石 457 亩、淹没房屋 48195m
2、附属建筑物 14710m

2、坟墓 200

座、淹没乡村公路 2.39km、桥梁 8 座、输电线路 6.30km、通讯线路 5km、水电

站 3 座、淹没影响涉及 2399 人，其中直迁人口 1401 人、随迁人口 998 人，2399

人中，有 2282 人需要进行生产安置。工程永久占地面积 85.2 亩。水库淹没及工

程占地对当地土地资源将造成一定影响，对移民也将造成一定的影响。水库淹没

和施工占地使耕地减少，对当地经济将造成一定的影响，移民安置的土地全部是

调剂土地，因此这些影响可以通过经济赔偿、水土保持措施等措施使之得到弥补

或减免。移民安置过程通过修建移民沼气池、移民安置点绿化美化、加强环境保

护宣传等措施保护移民安置点生态环境。 

(15) 工程建设单位必须严格重视和采取相关措施防范工程建设及运行过程中

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工程建设可能的风险有油料及炸药爆炸，工程建设存在一

定的地质灾害风险，如果出现溃坝，将对下游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危害。必须

严格按照国土资源部分审批的地质灾害评估报告提出的防范措施加以防范。必须

严格按照有关规程规范进行设计、施工、管理，防范溃坝风险。施工及运行过程

中必须做到安全生产，避免出现安全风险给工程、生产人员和环境造成危害。 

(16)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 61.22%的被调查人对本工程建设表达了坚决支

持的态度， 28.57％的表达了有条件(主要是补偿合理)支持本工程建设的意愿，

2.04％的人提出反对意见（故土情结，不愿意搬迁）。其余的人对工程的建设持

无所谓的态度。被调查者基本均表达了希望工程建设能提高自己收入的愿望，也

期待工程建设能改善地方经济建设条件。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以获

得更多群众的积极支持，加强群众基础；必须高度重视建设征地及移民安置问题，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移民安置和有关征地补偿；使受影响者得到及时

合理的补偿、愿意搬迁并能安居乐业。 

(17) 为使本工程的不利影响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本报告书提出了相应的

环境监测、环境监理及环境管理计划。环境监测提出了对大气、水质、噪声和水

土保持的监测计划；环境管理计划建议由业主成立环境保护办公室，统一管理和

协调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的环境管理、环境监理和环境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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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环境保护总投资为 776.86 万元，其中，环境保护

措施投资 210.12 万元，环境监测措施投资 34.48 万元，仪器设备及安装工程投资

23 万元，环境保护临时措施投资 192.5 万元；独立费用 96.42 万元；水土保持投

资 114.08 万元。 

综上所述，桐梓河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流与开发规

划，符合仁怀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改善地方供电条件，对仁怀

市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对工程的环境质量现状评

价、工程分析、环境影响预测评价结果表明，工程施工期的生产废水、生活污水、

噪声、废气、固体废弃物等将对库区、库周水域水质、施工人员、自然环境造成

一定影响，但采取相应的措施后可以得到减免，并随工程的竣工而消失；水库蓄

水后引发地震的可能性不大；从工程建设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来看，其有利影响的

作用时间长、范围广，且具有累积效应，不利影响除土地淹没为不可逆影响外，

其余均可采取措施减免、削减，工程的建设是可行的。 

3.2  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 

原贵州省环境保护局以黔环函[2006]56 号文对本项目的环评报告书进行了

批复，同意项目建设，并对其建设提出具体要求如下： 

1、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做好电站施工期、运行期的环境保护及水土保

持工作，认真落实主体工程区、临时或永久弃渣场、采料场、施工道路、施工企

业及业主主营地等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的各项要求。 

2、土石料场要分区开采、集中堆放剥离的表土，并及时复垦或恢复植被；

弃渣场设置拦挡和排水设施，必须“先拦后弃”防止水土流失：严禁随意倾倒弃渣，

杜绝弃渣倾倒水环境中。采取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做好水土保持工

作，将生态恢复措施落实到实处。特别要作好确保环境安全的应急预案，防止因

地质灾害或其他事故引发的环境问题。 

3、加强水环境保护，对施工期、营运期的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的处理方案

应在项目初设中优选，处理规模须满足最大废、污水排放量。施工期生产废水经

处理后，尽量回用于生产并提高水的回用率，确需外排部分做到达标排放。严禁

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如基坑废水、砂石料加工系统废水、混凝土拌合系统废

水等）排入河道。生活污水经生化处理后达标排放。蓄水前应严格执行清库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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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措施，加强库区水环境保护管理工作，防止水库蓄水后的水质污染。不降

低水体功能，确保下游的用水需要。 

4、注重环境安全和生态保护，做到文明施工、环保施工。做好噪声、粉尘

等防治工作，特别要注重对挑台柱寨的保护，确保环境和安全不受影响。严禁噪

声、粉尘扰民。 

5、落实施工期的环境保护监理监控计划，电站业主应将本项目的环境保护

具体内容纳入工程招投标与工程监理中，制定环保措施和环境工程监理的实施计

划，落实责任人，落实环保投资，在环保投资概算中专列环境工程监理费用。 

6、注意生态环境用水要求，制定运行期水电站下游河道生态环境用水下泄

调度方案。原则同意《报告书》提出的设计方案，在大坝底部预留钢管设置永久

生态流量下泄孔，并安装流量计等作为下游生态环境用水的工程措施。按下泄

2.5m3/s 的生态环境用水，确保枯水期坝址至厂房 180m 河段不发生减（脱）水，

电站业主须在项目设计及实施中予以落实。 

7、制定周密的电站运行调度方案（特别是调水排沙方案）和可行的环保对

策措施。电站运行若排沙须选择在汛期，并采取合理的排沙方式，事前应通知下

游有关部门做好应急方法措施，确保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 

8、固体废物应及时清运，妥善安全堆放至垃圾场。项目建设中对涉及的 6

株黄葛树古大树木及其他等应按照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

行保护。 

9、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移民安置及其环境保护工作，确保社会安定。 

10、做好电站及其周边环境的绿化、美化。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

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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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本次调查采用资料调研、现场踏勘、现状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力求客观、全

面地反映工程设计和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及其有效

性，分析目前还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补救措施，为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的竣工环保验

收提供技术依据。  

4.1 设计阶段 

建设单位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有关

法规的要求，委托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对园满贯水电站工程开展了的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06 年 1 月，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了《桐

梓河干流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06 年 2 月原贵州省环境保护局

以黔环函[2006]56 号文进行了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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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施工阶段 

本项目在开展验收调查时施工期已结束，通过查阅本项目的相关资料，结合实地踏勘和走访调查，本项目施工期基本按照环评及

批复要求落实了各项环保措施，施工期环保措施的具体落实情况见表 4.2-1。 

表 4.2-1 环评要求的施工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时

段 

项

目 
环评要求环保措施 落实情况 

施

工

期 

生

态

环

境 

1、古树、大树处理措施：对 6 株黄葛树中 4 株采取四周修建堡坎加以保

护，其余两株需移栽到正常蓄水位以上加以保护。 

2、陆生动物保护措施：严禁在施工区及其周围捕猎野生动物，做好爆破

方式、数量、时间的计划，并力求避免在晨昏和正午开山施炮，减少工

程施工爆破噪声对野生动物的惊扰。 

3、采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防治由于工程建设导致的水土流失破坏区域

生态环境。 

4、尽量缩短施工时间，施工人员的活动营地应选择在对环境影响较小的

地区，施工竣工后要求施工单位清理驻地和施工现场，清除建筑垃圾，

搬走多余材料及机械，及时将临时占地恢复原状。 

已基本落实。 

1、根据建设单位介绍和现场复核调查，园满贯水库淹没区的 2 棵黄

葛大树，实际移植困难，移植的费用较高，成活率无把握，建设单位

已对其进行补偿，淹没区以上的古树已进行就地保护措施。 

2、施工期间按照环评要求严禁在施工区及其周围捕猎野生动物，对

施工人员及工作人员进行宣传教育，禁止在施工区及其周围捕猎野生

动物；施工期间合理安排爆破时间，减少对野生动物的惊扰。 

3、采取了植被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对陡坡面和公路内边坡

脚进行了防护，设置了排水沟，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4、施工期间优化设计，在对土石方开挖料场的选定等尽量避开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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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工过程力求减少对植被及耕地的破坏，尽可能不占用原有绿地、耕

地，做好施工迹地的植被恢复工作，除确保工程结束后总绿地面积不受

损失外，还要注意各局部地域中绿地的相对布置适当。严禁捕猎野生动

物，避免继续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覆盖率高地段，有效控制和减少了对森林植被的破坏。针对施工占地

给与相应补偿，并在施工结束后恢复一切可能恢复利用的土地。 

5、及时对路堤边坡和路旁及时进行植草植树绿化，及时平整了施工

过程形成的施工破坏区，施工区表层土壤集中堆存后回填覆土，并加

以绿化。 

 

 

水

环

境 

1、砂石系统废水、混凝土拌和系统废水经二级沉淀处理，处理后的出水

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87—1996）一级标准，用于生产循环

补充用水。沉淀物经干燥后与固体废弃物一起处置。 

2、对基坑废水投加絮凝剂，让坑水静置沉淀等办法经沉淀后，用于小范

围洒水防尘或生产回用。施工机械及车辆冲洗废水采取沉淀池油水分离

设施处理后回用。 

3、在厂区和大坝施工营地各修建一套厕所和化粪池。生活污水经沤渍、

沉淀和适当消毒后作为肥料用于附近农田。 

4、水库库底卫生清理计划：提出水库库底清理计划，明确清理对象，清

理居民迁移线以下的建、构筑物，正常蓄水位以下的林木砍伐、迹地清

已基本落实。 

1、设置“沉砂池＋沉淀池”处理设施用于处理砂石料加工系统和砼拌和

系统废水进行处理，上清液回用于施工用水。 

2、基坑废水加絮凝剂将废水中悬浮物降低后上清液由泵导出回用于

施工用水，污泥定期清理。 

3、按要求在厂区和大坝施工营地分别修建了旱厕和化粪池，集中收

集生活污水，化粪池定期清掏，无废水外排。 

4、园满贯水电站在蓄水阶段暗战相关技术规范完成了库底清理工作，

并通过了下闸蓄水阶段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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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及卫生防疫的有关要求。 

大

气

环

境 

1、对排烟量较大的施工机械，安装消烟装置和尾气净化器； 

2、水泥仓库所有的通气口安装合适的过滤网 

3、砂石骨料破碎时采取洒水防尘 

4、装运土方时用帆布覆盖 

5、砂石堆场、施工道路应及时洒水抑尘 

6、道路两侧加强绿化 

7、配置 1 辆洒水车，施工期每日早、中、晚在工区来回洒水 

 

已基本落实。 

1、施工期采用性能较好的施工机械及车辆，并加强平时的维修保养，

降低燃油机械废气排放，将其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2、施工单位制定了相应的施工机械及车辆管理办法，对车辆进行跟

踪管理，并对其尾气排放进行有效的管理。 

3、施工过程所用水泥采用灌装运输，对水泥及其他其它细颗粒散装

原料均贮存在库房内，并安装滤网，采取洒水等措施抑制骨料破碎产

生的扬尘。 

4、对装运的多尘物料均均用帆布覆盖，减少途中洒落，并配置洒水

车对施工区易扬尘位置如砂石堆场、施工道路等应及时洒水抑尘。 

5、对运输车辆实行限速，加道路两侧强的绿化，防止道路扬尘的产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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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期 

噪

声

环

境 

1、加强管理，文明施工，尽量选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先进低噪声施工

设备，以减少噪声对现场施工人员的影响； 

2、加强对施工机械的维修保养，避免由于设备性能差而增大噪声； 

3、对突发性的噪声污染，如爆破、打桩等，应尽量避免在人群休息时进

行，严禁在夜间进行； 

4、合理的施工布置和作业时段来减少噪声对施工人员和周围村寨居民的

影响，对流动噪声源在经过敏感区时减速、禁鸣； 

5、加强施工人员的劳动保护，施工人员工作时应佩带防噪声耳塞、耳罩

或防噪声的头盔。 

6、进一步优化料场布置，尽量使料场远离居民点 100m 以上，严禁在挑

台柱夜间（22:00～6:00）施工 

已基本落实。 

1、施工过程采用低噪声设备，并对设备定期保养，装卸材料尽量做

到了轻放轻拿，机械设备按规定操作，减轻了人为噪声对声环境的影

响。 

2、做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 22:00～次日 6:00 禁止施工，物料进

场都在白天进行，禁止夜间穿过居民区运输物料。 

3、施工单位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劳动保护，为施工人员配备了防噪声

耳塞和耳罩。 

4、对运输道路实行实行交通管制，加强运输车辆的管理，降低了对

周围声环境质量的影响。 

5、施工单位在施工道路、渣料场、主要开挖施工场地设置了警示牌。 

固

体

废

弃

物 

1、设置垃圾桶，定期收集运往当地环保部门及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填埋。 

2、施工现场应修建临时厕所，粪便可就近送给当地农民作肥料。 

3、施工土石方开挖应尽量回填利用，弃渣堆放于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指定的渣场。 

 

已基本落实。 

1、施工期在营地和施工场地设置了垃圾桶，并设置了生活垃圾收集

池，定期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 

2、根据《桐梓河园满贯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本项目实际

施工过程中未设置弃渣场，项目在施工图阶段对主体线路工程土石方

挖填方案进行了优化，减少了弃渣，增加了回填利用，基本实现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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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平衡。 

移

民

安

置 

1、对移民村的基础和环保设施如：供水、供电、通讯、道路、排水等，

须组织进行统一的设计和实施；帮助移民建立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移

民住户推荐建设双瓮式卫生厕所。移民村必须建有村内垃圾池和村外垃

圾场。 

2、移民搬迁和本区长远发展相结合，防止因乱挖滥填、乱砍滥伐引起的

对生态与环境的破坏。 

3、房屋建设中场地平整要防止大挖大填，做到挖填平衡，减少弃渣用地，

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4、推广农村沼气建设，逐步解决移民生活能源，减少薪柴用量。 

5、地方政府在移民安置涉及乡镇、村加强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和薪

柴林的建设。重视移民生活区的绿化。 

6、调整农业经济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率。 

7、加强移民村环境管理，对移民村内饮用水管理、排水沟清理、垃圾等

废弃物处理、卫生防疫等各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宣传贯彻。 

已基本落实。 

1、根据建设单位介绍和现场踏勘调查，本项目已于 2012 年全面完成

移民安置工作，移民部分采取后靠分散安置，部分采取外迁安置，安

置居民已实现永久安置。 

2、移民搬迁过程中未发生乱砍滥伐现象，未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

坏。 

3、地方政府在移民安置涉及乡镇、村加强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

和薪柴林的建设。重视移民生活区的绿化。 

4、对移民建设区采取护坡、开挖边沟等工程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对

表土剥离区域进行种植乔灌木、植草等职务措施预防水土流失； 

5、对环境卫生进行严格检查检疫，有效控制了疾病的传染。 

6、移民安置过程中进行了各个阶段的优化设计及规划，未发生环境

污染事件和生态破坏事件，移民安置工作总体对环境影响较小。 

 
社

会

1、建立施工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2、保护施工饮用水源及工程建设区周围群众饮用水源 

已基本落实。 

1、施工期定期开展施工人员健康卫士检查，、开展卫生防疫措施。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 

 36 

环

境 

3、开展卫生防疫措施，如施工人员体检、疫情检疫、防疫灭鼠、灭蚊蝇、

食品卫生监测管理、库底清理等措施 

4、加强管理，避免施工过程及施工人员人为破坏园满贯桥； 

5、施工过程中，若发现文物时，应及时报告当地文物管理所，并采取相

应的保护措施。 

2、施工期保护施工饮用水源，未发生水污染事件。 

3、本项目建设运营期均未破坏园满贯桥。 

4、工程建设方运营过程中暂未发现文物。 

4.3 运行阶段 

根据环评报告书提出的运行期环保措施，园满贯水电站工程在验收调查期间认真进行落实，运行期环保措施的具体落实情况见表

4.3-1。 

表 4.3-1 环评要求的运行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时

段 

项

目 
环评要求环保措施 落实情况 

运

行

期 

生

态

环

境 

1、水生动物保护措施： 在大坝底部设置下放生态环境水的钢管，

并安装流量计。做到连续放水，保证水库蓄水初期及电站运行期坝

下游河流有不低于 2.5m
3
/s 的生态用水量。 

已基本落实。 

1、园满贯水电站生态放水管从引水隧洞施工支洞接出，沿支洞轴线布置

至出口，采用DN1200mm、出口变径为DN700的钢管布置，运营期下放生

态流量。生态流量下泄设施设置了流量监控系统，通过在管道平直段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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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段 

项

目 
环评要求环保措施 落实情况 

2、采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防治由于工程建设导致的水土流失破坏

区域生态环境。 

3、施工结束后做好施工迹地的植被恢复工作，必须重新植树种草，

确保绿地面积不受损失。 

4、原有绿地的工程结束后，保留仍为绿地，除确保工程结束后总绿

地面积不受损失外，还要注意各局部地域中绿地的相对布置适当。 

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的方式进行流量数据采集。 

2、建设单位比较重视植被恢复工作，对库区周边、厂房周围、进场公路

等均进行了植被恢复，取得了较好的绿化效果。 

3、建设单位采取了水土保护措施和生态恢复措施，在发电厂房及管理生

活区均进行了绿化种植，生态恢复效果较好。 

水

环

境 

1、运行期生活污水采取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污水处理后达

标排放。设隔油池收集机修处理废油，隔油池后设置沉淀池，含油

废水经絮凝沉淀后达标后排放。 

2、为防止电站水库运行后发生富营养化，水库运行过程中，不宜在

库区发展网箱养鱼。 

3、严格控制和治理上游污染源，在水库上游流域范围内进行开发建

设活动， 

已基本落实。 

1、电站日常管理当班人员约为 6 人，与环评预测电站运营期工作人员 33

人人数相差较大，设置化粪池进行生活污水的收集处理，定期清掏无废水

外排。 

2、按照环评要求禁止在库区发展网箱养鱼。 

3、对库区周边居民进行卫生知识宣传，鼓励周边居民推进农村沼气化建

设，减少农村污染物进入库区。 

4、建设单位比较重视库区及生产生活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未出现乱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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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段 

项

目 
环评要求环保措施 落实情况 

4、加强库区及生产生活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禁止乱砍乱伐树木，破

坏植被，防止水土流失对水体水质造成不良影响。 

 

伐树木，破坏植被现象。 

固

体

废

弃

物 

1、工程运行期间，设置垃圾桶收集生活垃圾，经常喷洒灭害灵等药

水,并定期收集运往当地环保部门及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填埋。 

1、电站运行期设置了垃圾池集中收集生活垃圾，并与遵义吉禄明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签订了生活垃圾清运协议，清运协议详见附件。 

 

 

4.4 贵州省环境保护厅批复落实情况 

原贵州省环境保护局以黔环函[2006]56 号文件对本项目的环评报告书进行了批复，同意项目建设，环评批复落实情况见表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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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调查表 

批  复  要  求 落  实  情  况 

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做好电站施工期、运行期的环境保护水土保

持工作，认真落实主体工程区、临时或永久弃渣场、采料场、施

工道路、施工企业及业主主营地等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及其批复的各项要求。 

已基本落实，根据《桐梓河圆满贯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工程

结束后，建设单位对主体工程区、临时及采料场、施工道路、业主营地进

行了恢复，目前已完成水土保持验收工作。 

土石料场要分区开采、集中堆放剥离的表土，并及时复垦恢复植

被；弃渣场设置拦挡和排水设施，必须“先拦后弃”防止水土流失：

严禁随意倾倒弃渣，杜绝弃渣倾倒水环境中。采取工程措施和植

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将生态恢复措施落实到

实处。特别要作好确保环境安全的应急预案，防止因地质灾害或

其他事故引发的环境问题。 

已基本落实，建设单位已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对土石料场、弃土（渣）

场进行了植被恢复；弃渣场设置了排水沟和拦渣坝；根据《园满贯水电站

监理复核报告》，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倾倒弃渣入河的现象；对主体工程区、

弃渣场、取料场、施工道路、业主营地进行了植被恢复；建设单位目前正

在制订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加强水环境保护，对施工期、营运期的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的处

理方案应在项目初设中优选，处理规模须满足最大废、污水排放

量。施工期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尽量回用于生产并提高水的回用

率，确需外排部分做到达标排放。严禁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如

基坑废水、砂石料加工系统废水、混凝土拌合系统废水等）排入

河道。生活污水经生化处理后达标排放。蓄水前应严格执行清库

的环境保护措施，加强库区水环境保护管理工作，防止水库蓄水

后的水质污染。不降低水体功能，确保下游的用水需要。 

已基本落实，通过现场调查及查阅相关资料，施工期生产废水经沉砂池、

沉淀池进行絮凝沉淀处理，施工期生活污水经沉淀处理设施处理后废水尽

量用于绿化，不排放至外环境；电站日常管理当班人员约为 6 人，与环评

预测电站运营期工作人员 33 人人数相差较大，设置化粪池进行生活污水处

理，化粪池定期清掏，不设置排污口；水库蓄水前按标准进行了严格的库

底清理，地表水体各监测断面除总氮以外其余各项监测指标均满足《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Ⅲ类标准限值，较之环评时期未降低水体功能。 

注重环境安全和生态保护，做到文明施工、环保施工。做好噪声、

粉尘等防治工作，特别要注重对挑台柱寨的保护，确保环境和安

全不受影响。严禁噪声、粉尘扰民。 

已基本落实，建设单位在施工期做到文明施工、环保施工；通过走访当地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本工程施工期未接到环保投诉。 

落实施工期的环境保护监理监控计划，电站业主应将本项目的环

境保护具体内容纳入工程招投标与工程监理中，制定环保措施和

已基本落实，建设单位委托我中心编制了《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环境监理复

核报告》，现已完成。建设单位制定了环保措施实施计划，在环保投资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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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复  要  求 落  实  情  况 

环境工程监理的实施计划，落实责任人，落实环保投资，在环保

投资概算中专列环境工程监理费用。 

中落实了专列环境监理费用。 

注意生态环境用水要求，制定运行期水电站下游河道生态环境用

水下泄调度方案。原则同意《报告书》提出的设计方案，在大坝

底部预留钢管设置永久生态流量下泄孔，并安装流量计等作为下

游生态环境用水的工程措施。按下泄 2.5m
3
/s 的生态环境用水，

确保枯水期坝址至厂房 180m 河段不发生减（脱）水，电站业主

须在项目设计及实施中予以落实。 

 

已落实，初期采用表孔泄水下放生态流量，验收调查阶段，园满贯水电站

生态放水管从引水隧洞施工支洞接出，沿支洞轴线布置至出口，采用

DN1200mm、出口变径为 DN700 的钢管布置，实际建设过程中对生态流量

下泄措施进行了方案优化，避免在坝体进行施工，改为利用引水隧洞施工

支洞接出生态流量下泄管道。确保枯水期坝址～厂房河段不会发生脱水现

象，保证下游生态景观用水。生态流量下泄设施设置了流量监控系统，通

过在管道平直段安装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的方式进行流量数据采集。 

 

制定周密的电站运行调度方案（特别是调水排沙方案）和可行的

环保对策措施。电站运行若排沙须选择在汛期，并采取合理的排

沙方式，事前应通知下游有关部门做好应急方法措施，确保环境

安全和社会稳定。 

 

已基本落实，电站已制定了运行调度方案（特别是调水排沙方案）和可行

的环保对策措施。电站运行运行期选取合理的排沙方式，并制定相关的应

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 

 

固体废物应及时清运，妥善安全堆放至垃圾场。项目建设中对涉

及的 6 株黄葛树古大树木及其他等应按照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保护。 

已基本落实，电站试运行期设置了垃圾收集池，大坝枢纽区和电站厂房产

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并与遵义吉禄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生活垃

圾清运协议，清运协议详见附件。 

根据建设单位介绍和现场复核调查，园满贯水库淹没区的 2 棵黄葛大树，

实际移植困难，移植的费用较高，成活率无把握，建设单位已对其进行补

偿，淹没区以上的古树已进行就地保护措施。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移民安置及其环境保护工作，确保社

会安定。做好电站及其周边环境的绿化、美化。创建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工程（企业）。 

已基本落实，建设单位已完成移民安置工作。业主比较重视植被恢复工作，

对库区周边、厂房周围、进场公路等均进行了绿化，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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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调查结论 

如上所述，建设单位较重视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根据环境影

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环保主管部门的要求基本落实了各项环境保护

措施。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 

 42 

5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2020 年 10 月，贵州绿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园满贯水电站竣工环保验

收生态专题调查，通过对本工程调查区进行了详细的生态现场调查，编制完成了

《园满贯水库项目竣工陆生和水生生态现状调查及分析报告》（以下简称“生态调

查报告”）。本次验收调查引用《园满贯水库项目竣工陆生和水生生态现状调查及

分析报告》相关内容和结论。 

5.1 陆生生物现状调查 

陆生生态调查中，由于本项目影响区沿河两岸布线，陆生生态影响区内人类

活动影响频繁，人工植被比例高；陆生野生动物自然栖息地受人类影响大，野生

动物类型以鸟类为主，兽类和两爬类相对较少。 

5.1.1 调查区陆生植被现状 

1、植被类型及其分布 

本次调查库区虽地处水热条件优越的北亚热带，但是由于人为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较

为频繁，自然植被多发生逆向演替，地带性植被类型几乎绝迹，只是在极少数地区的石山上

保留了原生植被，现有植被多为次生性的针叶林和灌丛、灌草丛，因此，生长亚热带地区种

类繁多的植物现已多不再存留，反映出本区域植物种类相对贫乏的特点。 

经过实地踏勘详查和样方调查相结合的调查，根据各类群落的特征，按照吴征镒等《中

国植被》、黄威廉等《贵州植被》以及宋永昌《植被生态学》中对中国贵州的自然、人工植

被的分类系统，划分出本工程调查区域内不同的植被类型，形成植被分类系统。调查区域的

自然植被共划分为 3 个等级，包括了 4 个植被型组 6 个植被型 9 个群系。人工植被划分为 2

个类型，即经济果木林、农田植被。 

表 5.1-1    本工程调查区植被类型 

植被系列 植被型组 植被型 群系及群丛组 

自然 

植被 

针叶林 

亚热带山地暖性

针叶林 

1.柏木群系 Form.Cupressus funebris 

2.马尾松林群系 

Form.Pinusmassoniana 

暖性常绿针叶落

叶阔叶混交林 

3.马尾松、麻栎林群系 

Form. Pinusmassoniana、Quercus acutissima 

阔叶林 落叶阔叶林 
4.枫香、麻栎群系 

Form.Liquidambar formosana、Quercus acutissima 

竹林 亚热带低山 5.慈竹群系 Form. Neosinocalamus affi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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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河谷竹林 

灌丛和 

灌草丛 

灌丛 

6.牡荆、盐肤木群系 Form.Vitex negundo var.Rhus 

chinensis 

7.野蔷薇、火棘、悬钩子群系 

Form. Rosa spp.、 Pyracantha fortuneana 、Rubus spp. 

8.白栎、槲栎群系 

Form. Quercus fabri 、Quercus acutissima 

灌草丛 
9.芒、荩草群系 

Form. Miscanthus sinensis、Arthraxon hispidus 

人工植被 

经济 

果木林 
10.柑橘 

农田植被 

水田作物 11.以水稻为主的一年二熟作物组合型 

旱田作物 12.以玉米、红薯和高粱为主的作物组合型 

 

Ⅰ针叶林 

（1）柏木群系 Form.Cupressus funebris 

此类群落分布在调查区域喀斯特山地分布较广，多为近年来封山育林过程中

人工栽种后处于自然生长状态，一般分布于石灰岩、白云岩碳酸盐岩风化形成的

钙质土山地丘陵，多以疏散状态存地，分布面积较大。林冠覆盖较差，总覆盖度

在 55-80%左右。乔木层中柏木占较大优势，柏木一般高 2～15m，胸径 6～14cm，

枝下高为 0.1～1.0m。由于群落郁闭度较低，林间空隙较大，其他物种较易侵入

其中，如麻栎、白栎、盐肤木、枫香等物种。灌木层多为典型石灰岩有刺灌丛的

种类，以火棘、金佛山荚迷、竹叶椒、野蔷薇、悬钩子等较占优势，一般高 0.8～

1.5m，少数种类可达 2.0m 以上。草本层常见的种类有芒、野菊、白茅、鸡矢藤、

荩草、蛇莓、麦冬、铁线莲等。以柏木为主的针叶林是调查区域喀斯特丘陵山地

上的重要植被类型，对喀斯特生境有高度适应性，因此，对改善喀斯特生态环境

具有重要意义。 

（2）马尾松林群系 Form.Pinusmassoniana 

该类型的植物群落在调查区域内分布广泛，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大。此类森林

系由人工栽培，成林后则处于自然生长状态。由于土壤生物气候适宜，群落一般

发育良好，林冠较为茂密，总覆盖度可达 80%以上。乔木层以马尾松占优势，马

尾松一般高 8～20m，胸径 10～30cm，最大的可达 40cm 以上，枝下高 0.5～2.0m，

林木分布均匀，生长茂盛，明显表现出中幼龄林的生长特征。除马尾松外，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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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中常混生有枫香、柏木、各种栎类、板栗、楤木、盐肤木、毛桐和响叶杨等阔

叶树种。灌木层发育较差，以麻栎、白栎、悬钩子、映山红、占优势。 

（3）马尾松、麻栎林群系 Form. Pinusmassoniana、Quercus acutissima 

马尾松和栎类形成的针阔混交林生长良好，具有典型代表性。马尾松林本是常绿阔叶林

破坏后次生的植被类型，但由于受人为影响较小，使耐旱、喜阳的落叶阔叶树种侵入形成混

交林，从植被演替的规律来，马尾松、栎类混交林是植被顺向演替，即向亚热带顶极群落—

常绿阔叶林演替的一个阶段。混交林群落总盖度可达 90%，其中乔木层郁闭度约 0.75，以

马尾松和栎类为优势种，栎类主要包括麻栎、白栎等种，此外伴生种有刺槐、油桐；灌木层

以荚蒾、盐肤木、枫香为主，盖度可达 50%，种类较多；草本层盖度约 40%，以多种禾本

科草本为主。 

Ⅱ阔叶林 

Ⅱ-1 落叶阔叶林 

（4）青冈、枫香、麻栎群系 Form.Cyclobalanopsis glauca、Liquidambar formosana、

Quercus acutissima 

该种类型的群落在调查区分布范围较窄。群落的垂直结构可分为乔木层、灌

木层、草本层三个基本层次。乔木层层覆盖度为 75～85%，一般可分为两个亚层，

上层植株高 12～20m，主要种类有枫香、麻栎等，下层乔木高 5～12m，主要种

类有构树、朴树、杨梅、木姜子、香叶树等。灌木层层盖度 30～70%，高 1.0～

6.5m，主要种类有麻栎幼树、枫香幼树、白栎幼树、各种蔷薇等等。草本外层植

物常见有藤黄檀、薯蓣、爬山虎、各种菝葜、铁线莲、常春藤等物种。 

（5）慈竹群系 Form. Neosinocalamus affinis 

该群落零星分布于调查区村寨附近、河流阶地。群落外貌整齐，建群种类较

为单一，层次不明显，竹竿密度较大，植株高 7－10m，胸径 4.0－8.0cm，林下

草本层较为稀疏、简单。 

Ⅳ灌丛及灌草丛 

（6）牡荆、盐肤木群系 Form.Vitex negundo var.Rhus chinensis 

该群落生境中石灰岩、白云质灰岩等碳酸盐岩出露较多。灌丛植物多生于石

隙、石缝之中的石旮旯土上，且由于适应喀斯特干旱生境。群落灌木层发达，层

覆盖度 60-85％，群落高 1.5－3.0m 之间。建群种类为牡荆、盐肤木。此外还常

见石岩枫、竹叶椒、刺梨等。在灌木层中常混生有毛桐、柏木等乔木树种的幼树。

草本层层覆盖度一般在 30─70%之间，主要种类有芒、蕨、荩草、各类苔草、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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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蒿、黄背草等等。 

（7）野蔷薇、火棘、悬钩子群系 Form. Rosa spp.、 Pyracantha fortuneana 、Rubus 

spp. 

该植物群落调查范围内多有分布。群落所处土壤类型为页岩等形成的石灰土。

灌木层植株高在 3m 以下，层覆盖度为 75%，主要种类有火棘、悬钩子、山樱桃、

竹叶椒、盐肤木、金佛山荚蒾等。草本层发育较差，层覆盖度在 10%左右，常见

有荩草、紫菀、荚蒾等。 

（8）白栎、槲栎群系 Form. Quercus fabri，Quercus aliena， Quercus 

acutissima 

该植物群落主要分布于调查区针叶林等林缘。群落发育于砂岩、变质岩风化

形成的黄壤上，土层较厚，且土被连续。群落的建群种类常为白栎、麻栎、枫香

等。群落灌木层发达，层片的高度一般在 1.0～5.0m 之间，盖度 65－85%以上，

常见种类有白栎、槲栎、映山红、油茶、山胡椒等。草本层种类较多，常见的有

白茅、野菊等。 

（9）芒、荩草群系 Form. Miscanthus sinensis、Arthraxon hispidus 

群落分布较广。土壤为黑色石灰土，有机质含量较高，比较肥厚。主要系禾

本草组成，亦有少量灌木。草类一般高 1～1.5m，覆盖度一般在 30～50%。 

（10）经济果木林 

调查区域内分布有少面积的经济果木林。经果林主要的建群种类有柑橘等。 

（11）农田植被 

在调查区，人工植被主要为以农业技术措施为主培育形成的农田植被，包括

水田植被和旱地植被。现分别就两类人工植被分析如下： 

1）红薯、高粱为主的作物组合 

以红薯、高粱为主的旱地植被是本区粮油及农村经济的主要生产基地，对当

地农民生活水平的保证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水稻为主的一年二熟作物组合 

以水稻为主的一年一熟或一年二熟水田植被的层片结构因作物组合而异，在

多数水源条件较差的地段，多为望天水田，植被则为一年一熟的单季水稻。 

2、调查区植被的基本特征 

根据对生态调查区域进行的植被线路考察和重点地区代表类型样方调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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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区域内植被具有以下特征： 

（1）植被的次生性较明显 

受强烈的人为活动影响，生态调查区域的地带性植被——亚热带湿润常绿阔

叶林已破坏殆尽，调查区域已无原生天然林，现有植被均为次生性植被，如以柏

木、马尾松为主的针叶林，以枫香、麻栎为主的阔叶林，以牡荆、盐肤木主的灌

草丛等。常绿阔叶林的消失，使蕴藏其中的大部分动植物失去生存繁衍的环境。

同时，植被的明显次生性，包括针叶林、灌丛及灌草丛在生态调查区域的广泛分

布，致使区内植被的生态效应的有效性、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及植被生物量的丰富

程度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2）森林群落结构简单 

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种种原因，本生态调查区域的森林植被较为贫乏。由于人

为活动的影响，森林植被不断遭到干扰，所以目前保存的森林多为近十余年成长

起来的中幼龄林，森林群落的结构简单，建群种单一，生物量及生产力较低，森

林植被的生态效应较差。 

3、调查范围植被生物量估算 

植被的生物量是指一定地段面积内植物群落在某一时期生存着的活的有机

物质之重量（干重），以 t/hm²表示。对调查区域植被生物量的测定和分析，仅限

于自然植被，即森林植被、灌丛和灌草丛植被，而这种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进行的

植被生物量研究，实为区域植被生物量研究，群落类型不同，其生物量测定的方

法也有所不同，本研究报告对森林群落采用修订的材积源生物量估算法；对灌丛、

灌草丛群落采用野外调查收获法结合现有资料的引用。 

（1）森林群落生物量 

森林生物量目前常用材积推算法来估算，用此方法估算出的生物量称为材积

源生物量。由于在作材积分析时需要对森林群落样地的林木进行砍伐取样，在实

际操作中要涉及到取样木砍伐的审批手续及样木赔偿付费等问题，在本次调研的

短期内无法妥善办理有关手续。本次森林生物量的估算采取借用中国科学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专家建立的我国森林生物量的基本参数（方精云等，我国森林植被

的生物量和净生产量.生态学报，Vol.16.No.5，1996），并以其对贵州森林推算的

平均生物量 79.2t/hm²作为本次森林生物量估算的基础。考虑到上述参数未将森林

群落的林下灌木、草本之生物量计入，因此，又借用中山大学学者（管东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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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森林生态系统的特征及其对碳、氧平衡的作用研究《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研

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在我国南方地区（广州林区）所进行的森林生物

量测定中增加的灌木草本层生物量之补充，即在材积源生物量中增加 10t/hm²，

即以 89.2 t/hm²(79.2＋10t/hm²) 作为本调查区域森林群落生物量的基数。 

（2）灌丛和灌草丛生物量 

灌丛和灌草丛生物量采用收获法测定。本次野外实地调查时，选择不同灌丛

和灌草丛类型，进行了典型样方生物量测定。考虑到不同灌丛类型其生物量有很

大的差异，故分别对本区内两种类型的灌丛进行生物量的测定。灌丛共作 4 个

5×5m²的生物量样方，在每个样方内均匀取样 4m²的生物量（鲜重），并将部分鲜

样称重后带回实验室内恒温箱中 80℃烘干至恒重，计算含水量及干物质重量，

将生物量鲜重换算成干重，得到灌丛地上部分平均生物量为 15.68t/hm²；灌草丛

取 4 个 1×1m²的生物量样方，在每个样方内均匀取样 1m²的生物量（鲜重），并

将部分鲜样称重后带回实验室内恒温箱中 80℃烘干至恒重，计算含水量及干物

质重量，将生物量鲜重换算成干重，得到灌草丛地上部分平均生物量为 5.20t/hm²。 

由于现场测定仅作了灌丛和灌草丛的地上部分生物量的测定，地下部分生物

量则利用已有的生物量资料中地上部分（T）与地下部分（R）之比例系数（T/R）

为 1.44 的系数来推算出本调查区域灌丛和灌草丛生物量的地下部分（屠玉麟，

贵州中部喀斯特灌丛群落生物量研究，《中国岩溶》Vol. 14. No. 3.1995）。因此，

灌丛的生物量即为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之和：15.68＋15.68/1.44 = 26.57t/hm²，灌

草丛的生物量即为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之和：5.20＋5.20/1.44 = 8.81t/hm²。 

（3）经济果木林的生物量 

调查区内分布着以茶、葡萄、李、柑橘等多种经济果木，目前正处于生物量

快速增长期。部分经济果木林地为旱地改变耕作方式而来，不再具有旱地的性质，

部分为荒山改造而来，其与森林植被性质有所区别，同时与农田植被亦有明显区

别，因此单独计算其生物量。 

经济果木林的生物量和生产力采用方精云等的研究成果（方精云.刘国华.徐

嵩龄.我国森林植被的生物量和净生产量.生态学报，Vol.16.No.5，1996），即我国

经济果木林平均生物量为 23.7t/hm
2，平均生产力为 9.2t/hm

2
.a）。 

（4）农田植被生物量 

农田植被生物量由三部分组成，即作物籽粒、秸杆和根茬。由于目前尚无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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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区农田的秸杆、根茬单位面积产量数据，为此借用张云生等的研究结果，玉

米籽粒、秸秆、根茬生物量比例为：1:1.24:0.28，水稻籽粒、秸秆、根茬生物量

比例为：1:0.87:0.38。根据调查区域内作物（籽粒）的平均产量（玉米：250.0kg×15

亩 = 3750 kg；水稻：500.00 kg×15 亩 = 7500kg），估算出调查区实际生物量为：

以玉米为主的旱地植被生物量 9450.0kg/ hm
2，以水稻为主的水田植被 16875.0kg/ 

hm
2。 

（5）生物量估算 

在生物量估算中，首先要统计出各类植被的面积。本次分析根据调查区遥感

卫星数据，归纳汇总成各植被所占面积，其中，森林面积指林业用地中的“有林

地”面积，包括各种类型的森林群落；灌丛面积主要是林业用地中的“灌木林”面

积；灌草丛面积主要由土地利用中的“草地”、“未利用地”构成。按以上归纳汇总，

统计出本调查区植被面积及生物量情况如表 5.1-2 所示。 

表 5.1-2  2020 调查区各植被类型生物量参数取值表 

张云生,顾思平,等.哈尔滨市主要农作物籽实、秸秆、根茬产量及其养分含量的分析.东北农业大学学

报.2002,33(2):125-128 

在各植被生物量中，森林生物量所占比重最大，为 323731.99t，占总生物量

的 70.85%，表明森林植被是本调查区域最重要的生态系统，在维持区域生态平

                                                             
 

植被类型 
植被面积 

(hm
2
) 

单位面积生物量
(t/hm

2
) 

各类植被生物量

（t） 

占区域总生物量

比重 

森林植被 

(有林地) 
3629.28 89.2 323731.99 70.85% 

灌丛植被 

(灌木林地) 
2801.55 26.57 74437.24 16.29% 

灌草丛植被 

(草地、未利用地) 
1013.55 8.81 8929.34 1.95% 

经济果木林 3.42 23.7 80.99 0.02% 

以水稻为主的 

水田植被 
362.45 16.88 6118.21 1.34% 

以玉米、高粱、红

薯为主旱地植被 
4619.23 9.45 43651.72 9.55% 

水域 4767.10 — — — 

建设用地 456.57 — — — 

合计 13503.40 — 456949.4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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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方面有很重要的意义。灌丛植被生物量约占总生物量的 16.29%，灌草丛生物

量占总生物量的 1.95%，反映出后二类植被生物量明显偏低的现状特点。调查区

农田植被以旱地植被面积最大，其生物量占到区域植被生物量总量的 9.55%。 

5.1.2 调查区陆生野生脊椎动物现状 

一、本项目调查范围内陆生野生动物概况 

1、本项目调查范围内陆生野生脊椎动物概况 

实际调查中，由于本项目调查区域现有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较高，人类活动对

当地野生动物影响较大，大中型兽类早已绝迹，多为鸟类和小型啮齿类动物。 

2、本项目调查范围内常见陆生野生脊椎动物种类 

调查区常见动物种类有： 

哺乳纲：褐家鼠和小家鼠等啮齿目鼠科种类占优势； 

鸟纲：其中鹭科种类在农田附近及河流、池塘旁较为常见； 

爬行纲：乌梢蛇、王锦蛇和翠青蛇等蛇类在调查区内虽有分布但数量稀少； 

两栖纲：中华大蟾蜍、泽蛙等生活在农田附近的常见种类，数量较多。 

二、本项目调查范围内陆生野生脊椎动物现状 

根据现场调查和相关资料综合分析，目前本次规划区域分布陆生野生脊椎动

物 104 种。兽类 17 种，鸟类 69 种，爬行类 12 种，两栖类 9 种。 

为表示各类动物种类数量的丰富度，采用了估计数量等级方法。数量等级：

数量多用“+++”表示，该种群为当地优势种；数量较多，用“++”表示，该动物种

为当地普通种；数量少，用“+”表示，该物种为当地稀有种。 

表 5.1-3  调查区域内野生脊椎动物各纲下分类阶元种类数量 

各阶元动物 目 科 种 

两栖类 1 5 9 

爬行类 3 6 12 

鸟类 10 20 69 

哺乳类 4 6 17 

小计 18 37 107 

一、两栖类 

（1）调查区两栖类种类及分布情况 

两栖类动物据初步考察，共有 1目 5科 9种，约占全省两栖类总种数的 12.16%。

调查区域内两栖动物中，7 种东洋种；广布种 2 种数量均较少。两栖类均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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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尤其以中华大蟾蜍数量最大。 

（2）调查区两栖类生态类群 

从生态类群来看，本区域为山区溪流型或内陆水域，本区域两栖动物的生态

类型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①静水型 

这类两栖动物栖息静水内，特别是在产卵季节，成体相对群集于静水水域及

其附近，产卵于静水内，随后幼体或蝌蚪也在其内生长发育。分布于本区域的静

水型两栖动物主要有泽蛙等，这些种类主要分布在调查区内的一些小池塘内。 

②树栖型 

树栖型的两栖动物为树蛙科的种类。成体常栖息于树上或低矮的灌丛草丛中。

调查范围内的斑腿树蛙则主要在静水域岸边的植物枝叶上产卵，多呈泡状卵团。

调查范围内仅发现斑腿树蛙一种树栖两栖类。 

（3）调查范围两栖类名录 

表 5.1-4         调查区两栖动物名录 

科名 种名 区系 数量 保护等级 分布区域 

一、 无尾目 

ANURA 

  
* 无尾目所有种均被贵州省列为升级

保护动物 

（一）蟾蜍科 

Bufonidae 

1.中华大蟾蜍 

Bufo gargarizans 
东洋种 +++ 省级保护 均有分布 

（二）雨蛙科
Hylidae 

2.华西雨蛙 

Hylaannectans 
广布种 +++ 省级保护 均有分布 

（三）蛙科 

Ranidae 

3.泽蛙 

Fejervaryamultistriata 
广布种 +++ 省级保护 均有分布 

4.棘胸蛙 

Quasipaa spinosa  
东洋种 ++ 省级保护 均有分布 

5.棘腹蛙 Quasipaa 

boulengeri Günther 
东洋种 +++ 省级保护 均有分布 

6.棘胸蛙 Quasipaa 

spinosa David 
东洋种 +++ 省级保护 均有分布 

7.沼蛙 

Hylarana guentheri 
东洋种 ++ 省级保护 均有分布 

（四）树蛙科
Rhacophoridae 

8.斑腿树蛙 

Rhacophorus leucomystax 
东洋种 ++ 省级保护 均有分布 

（五）姬蛙科
Microhylidae 

9.饰纹姬蛙 Microhyla 

ornate Boulenger 
东洋种 +++ 省级保护 均有分布 

二、爬行类 

（1）调查范围爬行类种类及分布情况 

据初步考察，调查区共有爬行动物 3 目 6 科 12 种，占贵州全省爬行动物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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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的 11.54%。其中东洋种 10 种，占调查范围内爬行动物总种数的 83.33 %；

古北种 1 种，占 8.33%；古北界东洋界广布种 1 种，占 8.33%。未发现本区特有

种分布。常见种类有乌梢蛇、王锦蛇和翠青蛇等。蛇类作为贵州省级保护动物应

加强保护，禁止人为的捕捉和食用。 

（2）调查区爬行类名录 

表 5.1-5   调查范围爬行动物名录 

科名 种名 区系 数量 保护等级 分布区域 

一、 龟鳖目 

TESTUDINES 

     

(一) 鳖科 

Trionychidae 

1.鳖 

Pelodiscussinensis 
东洋种 ++ 未列入  

二、 蜥蜴目 

LACERTIFORMES 

     

(二) 壁虎科 

Gekkonidae 

2.多疣壁虎 

Gekko japonicas 
东洋种 ++ 未列入 均有分布 

(三) 石龙子科 

Scincidae 

3.石龙子 

Eumeceschinensis 
东洋种 ++ 未列入 均有分布 

4.蝘蜓 

Lygosomaindicum 
东洋种 +++ 未列入 均有分布 

(四) 蜥蜴科 

Lacertidae 

5.北草蜥 

Takydromusseptentrionalis 
东洋种 + 未列入 均有分布 

三、 蛇目 

LACERTIFORMES 

     

 

6.王锦蛇 

Elaphe carinata 
古北种 ++ 省级保护 均有分布 

7.黑眉锦蛇 

Elaphe taeniura 
广布种 ++ 省级保护 均有分布 

8.紫灰锦蛇 E. 

porphyracea 
东洋种 ++ 省级保护 均有分布 

9.翠青蛇 Opheodrys 

major 
东洋种 ++ 省级保护 均有分布 

10.平鳞钝头蛇 

Pareas boulengeri Angel 
东洋种 ++ 省级保护 均有分布 

11.乌梢蛇  

Zaocys dhumnades Cantor 东洋种 +++ 省级保护 均有分布 

（六）蝰科 Viperidae 

12.竹叶青指名亚种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stejnegeri Schmidt  

东洋种 ++ 省级保护 均有分布 

三、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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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区鸟类种类及分布情况 

项目调查区内鸟类有 69 种，占全省鸟类总数 509 种（亚种）的 13.16%,隶属

于 10 目 20 科。其中，以雀形目鸟类最多，共 47 种，占调查范围内鸟类总种数

的 68.12 %。在 69 种鸟类中，属于东洋界分布的种类有 37 种，占 53.62 %；属

于古北界分布的种类有 13 种，占 18.84%；广泛分布的种类有 15 种，占 18.99%。

留鸟 56 种，占 81.16%；夏候鸟 8 种，占 11.59%；冬候鸟 5 种，占 7.25%。根据

上述数据表明，该区鸟类区系组成中东洋种类占了绝对优势，形成了该区鸟类重

要成分。留居型中，留鸟占了 68.12 %，说明留鸟在本地鸟类组成中数量较大，

迁徙鸟类较少，调查范围内常见留鸟为伯劳等。 

2、调查范围鸟类生态类群 

鸟类栖息和取食等各种活动都与自然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们的种群

也随着自然环境的不同构成了多种多样的鸟类群。该地区有以下主要鸟类群： 

①针阔叶林鸟类群 

该鸟类群主要分布于针叶林内，是在海拔较高的地带。这里植被密度高，地

势陡峭，分布于此地的鸟类多为森林鸟类，其代表种类有：山雀等。该地带人为

干扰较少，植被保存相对完好，鸟类资源因此也较为丰富。 

②灌木混交林鸟类群 

该鸟类群主要分布于沿江的灌木林与针叶林交错边缘地带。分布于该地的鸟

类主要代表有：棕背伯劳等。 

③溪涧水域鸟类群 

该鸟类群主要分布于调查区内的小溪涧以及各个溪流或山间地带，其代表种

类有：池鹭、白鹭等。调查范围内，灌区农田面积甚大，经济作物品种甚多。许

多农田鸟类也常迁飞于溪流间，并在溪流里栖息，如：池鹭、白鹭等。 

④农田草丛鸟类群 

该鸟类群主要分布于山地梯田以及海拔较低的丘陵草丛。这些地带主要为居

民农田区，虽然耕作强度较大，人类活动也较为频繁，但是由于食源较为丰富，

许多鸟类仍然大量栖息与此。同时，该地区也为高海拔鸟类在冬季时短迁徙于该

地带提供很好的食源条件，因此该地带的鸟类种类最多。 

3、项目区鸟类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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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调查区范围鸟类名录 

序

号 
鸟类种类 

居留

情况 

区系

从属 

栖息

环境 

保护

级别 

数量

等级 

  目 PODICIPEDIFORMES           

  一.  䴙䴘科 Podicipedidae           

1.   小 Podicepsruficollispoggei(Reichenow) R 广 水   +++ 

  II. 鹳形目 CICONIIFORMES           

  二.  鹭科 Ardeidae           

2.   苍鹭 ArdeacinereajouyiClark R 广 水   + 

3.   池鹭 Ardeolabacchus (Bonaparte) S 东 水   + 

4.   白鹭 Egrettagarzettagarzetta(Linnaeus) R 东 水   ++ 

5.   栗苇鳽 Ixobrychuscinnamomeus(Gmelin) S 东 水   ~ 

6.   黑鳽 Dupetorflavicollisflavicollis (Latham) S 东 水   ~ 

  III. 鸡形目 GALLIFORMES           

  三.  雉科 Phasianidae           

7.   
灰胸竹鸡 Bambusicolathoracicathoracica 

(Temminck) 
R 东 林/灌   ++ 

8.   
雉鸡贵州亚种 

R 古 灌/草   ++ 
Phasianuscolchicus decollatesSwinhoe 

9.   鹌鹑 Coturnix coturnix R 东 林/灌   ++ 

10.   雉鸡 Phacianuscolchicus R 东 林/灌   ++ 

  IV. 鸽形目 COLUMBIFORMES           

  四.  鸠鸽科 Columbidae           

11.   

火斑鸠 

R 广 村/林   +++ Oenopopeliatranquebarica humilis 

(Temminck) 

12.   
山斑鸠 Streptopeliaorientalisorientalis 

(Latham) 
R 广 村/林   +++ 

13.   
珠颈斑鸠 Streptopeliachinensischinensis 

(Scopoli) 
R 东 村/林   +++ 

14 
珠颈斑鸠 Streptopelia chinensis chinensis 

(Scopoli) 
R 东 村/林  +++ 

  V. 鹃形目 CUCULIFORMES           

  五.  杜鹃科 Cuculidae           

15.   大杜鹃 Cuculuscanorusfallax Stresemann S 广 林 省级 ~ 

  VI. 雨燕目 APODIFORMES           

  VII. 佛法僧目 CORACIIFORMES           

  六.  翠鸟科 Alcedinidae           

16.   普通翠鸟 AlcedoatthisbengalensisGmelin R 广 水   +++ 

  VIII. 戴胜目 UPUPIFORMES           

  八.  戴胜科 Upupidae           

17.   戴胜 Upupa epopssaturataLonnberg R 广 林/灌   ++ 

  IX. 䴕形目 PICIFORMES           

  八.  须䴕科 Capitonidae           

18.   大拟啄木鸟 Megalaimavirensvirens (Boddaert) R 东 林     

  九.  啄木鸟科 Pic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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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星头啄木鸟
Dendrocoposcanicapillusomissus(Rothschild) 

R 东 林 省级 ++ 

10.   
大斑啄木鸟 Dendrocopos major 

stresemanni(Rensch) 
R 广 林 省级   

  X.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十.        燕科 Hirundinidae           

21.   
金腰燕 Hirundodauricajapolica (Temminck et 

Schlegel) 
S 广 村   +++ 

22.   家燕 HirundorusticagutturalisScopoli S 古 村   ++ 

23.   崖沙燕 Ripariaripariafokienensis(La Touche) R 古 水   ++ 

  十一.        鹡鸰科 Motacillidae           

24.   灰鹡鸰 Motacillacinerearobusta(Brehm) R 古 水/村   ++ 

25.   
白鹡鸰普通亚种 Motacilla alba leucopsis 

Gould 
R 古 水/耕   +++ 

  十二.        山椒鸟科 Campephagidae           

26.   
长尾山椒鸟 Pericrocotusethologus Bangs et 

Phillips 
R 东 林   + 

  十三.        鹎科 Pycnonotidae           

27.   
绿鹦嘴鹎
SpizixossemitorquessemitorquesSwinhoe 

R 东 
林/灌/

村 
  +++ 

28.   
黄臀鹎 Pycnonotusxanthorrhousandersoni 

(Swinhoe) 
R 东 

林/灌/

村 
  +++ 

  十四.        伯劳科 Laniidae           

29.   虎纹伯劳 LaniustigrinusDrapiez S 古 
林/村/

灌 
    

30.   棕背伯劳 Laniusschachschach Linnaeus R 东 耕/村   ++ 

31.   灰背伯劳 Laniustephrontustephrontus (Vigors) S 东 林/耕     

  十五.        椋鸟科 Sturnidae           

32.   
八哥 Acridotherescristatelluscristatellus 

(Linnaeus) 
R 东 村   ++ 

  十六.        鸦科 Corvidae           

33.   松鸦 Garrulus glandariussinensisSwinhoe R 广 林   ++ 

34.   
红嘴蓝鹊
Urocissaerythrorhynchaerythrorhyncha 

(Boddaert) 

R 东 林   ++ 

35.   喜鹊 Pica pica sericea Gould R 东 村   ~ 

36.   
灰树鹊 Dendrocittaformosaesinica 

(Stresemann) 
R 东 林   ~ 

37.   
大嘴乌鸦
CorvusmacrorhynchoscolonorumSwinhoe 

R 广 
林/村/

耕 
  + 

38.   小嘴乌鸦 Corvuscoroneorientalisversmann R 古 
林/村/

耕 
  ~ 

49.   白颈鸦 Corvustorquatus Lesson R 广 
林/村/

耕 
  + 

  十七.        鹟科 Muscicapidae           

  1)    鸫亚科 Turdinae           

40.   红胁蓝尾鸲 Tarsigercyanuruscyanurus(Pallas) W 东 林   ++ 

41.   鹊鸲 R 古 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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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sychussaularisprosthopellusOberholser 

42.   
赭红尾鸲
Phoenicurusochrurosrufiventris(Vieillot) 

R 古 灌/林     

43.   
北红尾鸲 Phoenicurusauroreusauroreus 

(Pallas) 
R 东 灌/村   ++ 

44.   
红尾水鸲 Rhyacornisfuliginosusfuliginosus 

(Vigors) 
R 东 水   +++ 

45.   小燕尾 EnicurusscouleriVigors R 东 水   + 

46.   紫啸鸫 Myiophoneus caeruleus (Scopoli) R 东 灌/耕   + 

47.   虎斑地鸫 Zootheradaumaaurea(Holandre) W   林   ~ 

48.   斑鸫 TurdusnaumanninaumanniTemminck W   林/灌   ~ 

  2)    画眉亚科 Timaliine           

49.   小鳞胸鹪鹛 Pnoepygapusillapusilla Hodgson R 东 林   ++ 

50.   红头穗鹛 Stachyrisruficepsdavidi(Oustalet) R 东 林/灌   +++ 

51.   
矛纹草鹛
Babaxlanceolatuslanceolatus(Verreaux) 

R 东 灌   + 

52.   白颊噪鹛 GarrulaxsanniooblectansDeignan R 东 灌   +++ 

53.   白领凤鹛 Yuhina diademataVerreaux R 东 林     

54.   
黑颏凤鹛 Yuhina nigrimentanigrimenta 

Rothschild 
R 东 林   + 

55.   
棕头鸦雀
ParadoxorniswebbianusstresemanniYen 

R 广 灌/林   +++ 

56.   
黄腰柳莺 Phylloscopusproregulusproregulus 

(Pallas) 
W   林   + 

57.   
金眶鹟莺 Seicercusburkiidistinctus (La 

Touche) 
R 东 林   ~ 

58.   
棕脸鹟莺
Seicercusalbogularisfulvifacies(Swinhoe) 

R 东 林   ++ 

  十八.        山雀科 Paridae     林/灌     

59.   大山雀 Parus major commixtusSwinhoe R 广 林   +++ 

60.   
绿背山雀 Parusmonticolusyunnanensis La 

Touche 
R 东 林   + 

61.   黄腹山雀 ParusvenustulusSwinhoe R 东 林   + 

62.   
红头长尾山雀 Aegithalosconcinnusconcinnus 

(Gould) 
R 东     +++ 

 十九.   文鸟科 Ploceidae      

63. 山麻雀 Passer rutilans (Temminck) R 东 村/耕  +++ 

  二十.        雀科 Fringillidae           

64.   燕雀 Fringilla montifringillaLinnaeus W   林/耕   + 

65.  
普通朱雀 Carpodacus erythrinus roseatus 

(Blyth) 
R 古 林/灌  ~ 

66.   金翅雀 Carduelissinicasinica(Linnaeus) R 广 林/耕   ++ 

67.   黄喉鹀 Emberiza elegans elegantulaSwinhoe R 古 耕/灌   + 

68.   灰头鹀 EmberizaspodocephalasordidaBlyth R 古 灌/耕   + 

69.   灰眉岩鹀 EmberizaciaomissaRothschild R 古 耕/灌   + 

注：1.分类系统依《中国鸟类区系纲要》和《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分类名录大全》；区系从属依《中国动物地

理》。2.表中居留情况：R 留鸟；S 夏候鸟、繁殖鸟；W 冬候鸟；M 旅鸟。3．表中区系从属：广——广布

种；古——古北界种；东——东洋界种；4.表中生境类型：林——各种森林、树林；灌——灌丛、草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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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域、河流；耕——各类农耕地和类似开阔地；村——村寨、居民点。5.表中数量等级：~偶见种（仅

有 1～2 次单个记录）。+稀有种（<1%）；++常见种（>1%、<10%）；+++优势种（>10%）；文献和以往调查

资料记录种类不计数量等级。 

四、兽类 

（1）项目区兽类种类及分布情况 

分布于调查区的兽类约 4 目 6 科 17 种，占全省兽类种数的 12.33 %。以东洋

种居多，在调查区内所占比例超过 50%，是区系组成的主体。根据现场勘察走访

与资料记载，啮齿类种类中的黑线姬鼠在流域内的农田群落中占绝对优势，其次

为褐家鼠和小家鼠。在调查区内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中则以隐纹花松鼠为优势种。 

（2）调查范围内兽类名录 

为表示各类动物种类数量的丰富度，采用了估计数量等级方法。数量等级表

示为：数量多用“+++”表示，该种群为当地优势种；数量较多，用“++”表示，该

动物种为当地普通种；数量少，用“+”表示，该物种为当地稀有种。 

表 5.1-7      调查区范围兽类名录 

序号 物种 区系 备注 

  二.     翼手目 Chiroptera     

  1.        菊头蝠科 Rhinolophidae     

(1)       中菊头蝠 Rhinolophus affinis 东洋   

  2.        蹄蝠科 Hipposideridae     

(2)       大蹄蝠 Hipposideros armiger 东洋   

(3)       黄大蹄蝠 Hipposiderospratti 东洋   

  3.        蝙蝠科 Vespertilionidae     

(4)       普通伏翼 Pipistrellus abramus 东洋   

(5)       水鼠耳蝠 Myotis daubentoni 东洋   

  三.     兔形目 LAGOMORPHA     

  4.        兔科 Leporidae     

(6)       草兔 Lepus capensis 东洋   

  四.     啮齿目 RODENTIA     

  5.        松鼠科 Sciuridae     

(7)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东洋   

(8)    珀氏长吻松鼠 Dremomys pernyi 东洋   

(9)    隐纹花松鼠 Tamiops swinhoei 东洋   

  6.        鼠科 Muridae     

(10)    大绒鼠 Eothenomys miletus 东洋   

(11)    中华姬鼠 Apodemus draco 古北   

(12)    巢鼠 Micromys minutus 古北   

(13)    小家鼠 Mus musculus  古北   

(14)    大足鼠 Rattus nitidus 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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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社鼠 Rattus niviventer 东洋   

(16)    褐家鼠 Rattus norvegicus 东洋   

(17)    黑家鼠 Rattus rattus 东洋   

 

5.1.3 调查区珍稀野生动植物分布 

一、本项目调查范围内重点保护植物和古树名木 

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并走访当地群众，按照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

保护条例（1999）》、《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1999）》、《全国古

树名木普查建档技术规定（2001）》以及相关规定，本次调查范围内发现有古大

珍稀树木分布。 

表 5.1-8    调查范围内古大珍稀植物调查表 

 地点 胸径 茂盛度 
保护等级/ 

古树等级 
经纬度 

黄葛树 01 天圣寺（坝下） 约 2m 盛 国家三级古树 106.451 ，28.085 

黄葛树 02 圆满贯村（坝下） 约 1.2m 盛 国家三级古树 106.440 ，28.079  

黄葛树 03 圆满贯村（坝下） 约 1.1m 盛 国家三级古树 106.453 ，28.090 

黄葛树 04 风水镇马鞍村 约 1.4m 盛 国家三级古树 106.489 ，28.050 

黄葛树 05 风水镇马鞍村 约 1m 盛 国家三级古树 106.494 ，28.050 

黄葛树 06 风水镇马鞍村 约 1.5m 盛 国家三级古树 106.504 ，28.048 

黄葛树 07 风水镇坪子村 约 1.3m 盛 国家三级古树 106.507 ，28.048 

黄葛树 08 风水镇坪子村 约 1.5m 盛 国家三级古树 106.507 ，28.048 

黄葛树 09 高桥镇清江村 约 2.9m 盛 国家三级古树 106.613 ，28.034 

黄葛树 10 高桥镇清江村 约 1.2m 盛 国家三级古树 106.615 ，28.034 

黄葛树 11 高桥镇斋郎坝 约 1.2m 盛 国家三级古树 106.640 ，28.042 

黄葛树 12 高桥镇斋郎坝 约 4.6m 盛 国家三级古树 106.639 ，28.049 

二、本项目调查范围内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根据实际调查，参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4)》、《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1998）》和《贵州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调

查范围内未发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贵州省级级保护野生动物 19 种，

两栖纲蛙类 9 种、爬行纲蛇类 7 种、鸟纲 3 种。应采取合理措施加以保护，防止

形成人为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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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水生生物现状调查 

5.2.1 浮游植物现状 

1、浮游植物的种类组成和分布 

本次调查共计检出浮游植物计 5 门 43 种（见表 5.1-1）。其中蓝藻门 9 种，

占检出总数的 16.98%；硅藻门 24 种，占检出总数的 45.28%%；隐藻门 2 种，占

检出总数的 3.77%；绿藻门 17 种，占检出总数的 32.08%；甲藻门 1 种，占检出

总数的 1.89%。 

表 5.2-1 调查区域浮游植物种类组成及分布 

 蓝藻门 隐藻门 硅藻门 绿藻门 甲藻门 合计 

种类数 9 2 24 17 1 53 

比例（%） 16.98% 3.77% 45.28% 32.08% 1.8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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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调查区域浮游植物种类组成 

 

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除受水温、光照等气候因子的影响外，还受来水、区域

点、面源污染及水文情势等的影响。调查区域浮游植物种类组成以硅藻为主、无

典型受污染代表种。 

表 5.2-2   调查区浮游植物名录 

中文名 学名 

          蓝藻门 Cyanophyta 

        蓝藻纲 Cyanophyceae 

      色球藻目 Chroococcales 

    平裂藻科 Merismopediaceae   

  平裂藻属 Merismopedia Meyen 

旋折平裂藻 M. convoluta Breb. Kutzing 

    微囊藻科 Microcystaceae    

  微囊藻属 Microcystis Kutz. 

水华微囊藻 M. flos-aquae (Wittr.) Kirch. 

不定微囊藻 M. incerta Lemm. 

苍白微囊藻 M. pallida (Farlow) Lemm. 

    颤藻科 Oscillatoriaceae 

   颤藻亚科 Oscillatorideae  

  颤藻属 Oscillatoria Vauch. ex Gom. 

泥泞颤藻 O. limosa Ag. 

颗粒颤藻 O. gratulata Grand. 

巨颤藻 O. princes Vauch.ex Gom. 

拟短形颤藻 O. subbrevis Sc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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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细颤藻 O. tenuis Ag. 

          硅藻门 Bacillariophyta 

        中心纲 Centricae 

      圆筛藻目 Coscinodiscales 

    圆筛藻科 Coscinodiscaceae 

  直链藻属 Melosira Ag. 

颗粒直链藻 M. granulata (Ehr.) Ralfs 

颗粒直链藻极窄狭变种 M. granulata var. angutiddima O. Mull          

颗粒直链藻极狭变种螺旋变

型 
M. granulata var. angustissima f. spiralis Hust. 

具槽直链藻 M. sulcata (Ehr.) Kützing 

变异直链藻 M. varians Ag. 

  小环藻属 Cyclotella Kutz. ex Breb. 

广缘小环藻 C. bodanica Eul. 

科曼小环藻 C. comensis Grun. 

梅尼小环藻 C. meneghiniana Kutz. 

眼斑小环藻 C. ocellata Pantocesk 

具星小环藻 C.stelligera (Cleve & Grunow) Van Heurck 

      盒形藻目 Biddulphiales 

    盒形藻科 Biddulphicaceae 

  四棘藻属 Attheya West 

扎卡四棘藻 A. zachariasi Brun 

        羽纹纲 Pennatae 

      无壳缝目 Araphidiales 

    脆杆藻科 Fragilariaceae 

  脆杆藻属 Fragilaria Lyngbye 

钝脆杆藻 F. capucina Desm. 

中型脆杆藻 F. intermedia  (Grun.) Grunow 

  针杆藻属 Synedra Ehr. 

尖针杆藻 S. acus Kutz. 

两头针杆藻 S. amphicephala Kutz. 

      双壳缝目 Biraphidinales 

    舟形藻科 Naviculaceae 

  辐节藻属 Stauroneis Ehr. 

双头辐节藻 S. anceps Ehr. 

  舟形藻属 Navicula Bory 

短小舟形藻 N. exigua Gregory  ex  Grunow 

线形舟形藻 N. graciloides Mayer 

微型舟形藻 N. minima Grun. 

    异极藻科 Gomphonemaceae 

  异极藻属 Gomphonema Ehr. 

尖异极藻花冠变种 G. acuminatun var.coro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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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异极藻 G. angustatum (Kutz.) Rabenh. 

纤细异极藻 G. gracile Ehr. 

小型异极藻 G. parvulum (Kutz.) Kutz..  

      管壳缝目 Aulonoraphididinales 

    双菱藻科 Surirellaceae 

  双菱藻属 Surirella Turp. 

端毛双菱藻 S. capronii  Brébsson 

          隐藻门 Cryptophyta 

        隐藻纲 Cryptophyceae 

    隐鞭藻科 Cryptomonadaceae 

  隐藻属 Cryptomonas Ehr. 

啮蚀隐藻 Cr. erosa Ehr. 

卵形隐藻 Cr. orata Ehr. 

          甲藻门 Dnophyta   

        甲藻纲 Dinophyceae 

       甲藻亚纲 Dinophycidae 

      多甲藻目 Peridiniales 

    角甲藻科 Ceratiaceae 

  角甲藻属 Ceratium Schr. 

角甲藻 C. hirundinella (mull.) Schr. 

          绿藻门 Chlorophyta 

        绿藻纲 Chlorophyceae 

      团藻目 Volvocales 

    团藻科 Volvocaceae 

  空球藻属 Eudorina Ehr. 

空球藻 E. elegans Ehr. 

      绿球藻目 Chlorococcales 

    小球藻科 Chlorellaceae 

  拟新月藻属 Clostriopsis Lemm. 

拟新月藻 C. longissima  ( Lemm.) Lemmermann 

    盘星藻科 Pediastraceae 

  盘星藻属 Pediastrum Mey. 

短棘盘星藻 P. boryanum (Turp.) Men. 

单角盘星藻 P. simplex Mey. 

单角盘星藻具孔变种 P. simplex var. duodenrium (Bail.) Rabenh. 

单角盘星藻对突变种 P. simplex var. echinulatum Wittr. 

    栅藻科 Scenedsmaceae 

  栅藻属 Scenedesmus Mey. 

阿库栅藻 S. acunae Comas 

四尾栅藻 S. quadricauda (Turp.) Breb.          

四棘栅藻 S. quadrispina C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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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星藻属 Actinastrum Lagerheim 

河生集星藻 A.fluviatile Fott 

  空星藻属 Coelastrum Nag.  

空星藻 Coelastrum microporum Nag.  

        双星藻纲 Zygnematophyceae 

      双星藻目 Zygnematales 

    双星藻科 Zygnemataceae 

  转板藻属 Mougeotia Ag. 

亮绿转板藻 M.laetevirens (Br.) Wittr. 

微细转板藻 M. parvula Hass. 

  水绵属 Spirogyra Link 

普通水绵 S. communis (Hass.) Kutz. 

      鼓藻目 Desmidiales 

    鼓藻科 Desmidiaceae 

  鼓藻属 Cosmarium Corda  ex  Ralfs    

扁鼓藻 C. depressum (Nag.) Lund.         

钝鼓藻 C. obtusatum Schmidle 

  角星鼓藻属 Staurastrum Mey. 

钝齿角星鼓藻 S. crenulatum (Nag.)  Delponte 

纤细角星鼓藻 S. gracile Ralfs  ex  Ralfs 

 

2、浮游植物的现状调查 

根据采样、鉴定和分析，调查区域河段内的浮游植物种类组成比较简单，浮

游植物种类以硅藻门和绿藻门为主，其他种类较少。 

水体中的浮游植物作为初级生产者，在水生生态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可以

为浮游动物及鱼类提供饵料来源，会直接影响食物链下端的物种数量和种类；本

次采集样品中发现藻类植物 53 种。本调查区域的浮游植物在种类数量上以硅藻

门和绿藻门为主，其他种类较少。 

5.2.2 浮游动物现状 

浮游动物是指悬浮于水中的水生动物，它们的身体一般都很微小 ,要借助显

微镜才能观察到。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极为复杂，不过在养殖业和生态系统结构、

功能和生物生产力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般有原生动物、轮虫、枝角类和桡足

类 4 大类。 

调查区域共检出浮游动物 11 种。其中，轮虫 3 种，占检出总数的 27.28%；

枝角类 3 种，占检出总数的 27.28%；桡足类 4 种，占检出总数的 36.36%；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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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1 种，占检出总数的 9.09%。 

表 5.2-3 调查区域浮游动物种类组成及分布 

桡足类 Copepoda 

大型中镖水蚤 Sinodiaptomus sarsiRylov 

绿色近剑水蚤 Tropocyclops prasinus(Fischer) 

蒙古温剑水蚤 Thermocyclops mongolicus Kiefer 

广布中剑水蚤 Mesocyclops leuckarti Claus 

枝角类 Cladocera 

透明溞 Daphnia hyalina(Leydig) 

蚤状溞 Daphnia pulex Leydig 

长额象鼻溞 Bosminalongirostris(O.F.Müller) 

轮虫类 Rotaric 

螺形龟甲轮虫 Keratella cochlearis 

曲腿龟甲轮虫 Keratella valga 

针簇多肢轮虫 Polyarthra trigla 

原生动物 Protozoan 

球形砂壳虫 Difflugia globulosa 

 

5.2.3 底栖动物现状 

此次调查检测出调查河段内的底栖动物共 6 种。其中软体动物门 4 种，占总

种数的 66.67%；节肢动物门有 2 种，占总种数的 33.33%。 

河流底层，流动缓慢的河段为底栖提供了良好的繁育场所，形成了本河段底

栖动物以软体动物为优势类群的现状。 

表 5.2-4 调查区内底栖动物名录 

序号 底栖动物 

  软体动物门 MOLLUSCA 

(1)    椭圆萝卜螺 Radix swinhoei 

(2)    河蚬 Corbicula fluminea 

(3)    中华圆螺 Cipangopaludina cathayensis 

(4)    背角无齿蚌 Anodonta woodiana Lea 

  节肢动物门 ARTHROPODA 

(5)    栉虾 Asellus sp. 

(6)  隐摇蚊 Cryptochironnomus sp. 

 

5.2.4 鱼类现状 

1、调查区域鱼类物种组成及特点 

经过对实地的考察走访调查，结合鱼类调查专著，调查调查河段常见鱼类共

21 种，隶属 4 目 7 科 18 属。该调查区域内鱼类区系组成，以鲤形目为主体，计

有 2 科 10 属 13 种，其中以鲤科种类（11 种）占绝对优势，占库区鱼类总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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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1.90%（见表 5.4-1）。鲤科鱼类占优势这一特点与贵州及我国各主要水系鱼

类区系组成的共同特点相符；鱼类种数占贵州省总数 202 种的 10.40%说明该流

域支流鱼类物种较为贫乏。 

表 5.2-5 调查区常见鱼类目、科、属、种统计 

目 科 属 种 占调查区域鱼类的比例 

鲤形目 2 10 13 61.90% 

鲇形目 2 3 4 19.05% 

合鳃鱼目 1 1 1 4.76% 

鲈形目 2 2 3 14.29% 

合计 7 16 21 100% 

 

表 5.2-6 调查范围内主要常见鱼类名录 

中文名 拉丁文名 数量 备注 

一、 鲤形目 CYPRINIFORMES   

(一) 鳅科 Cobitidae   

1. 中华沙鳅 Botia superciliaris ++  

2. 泥鳅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  

(二) 鲤科 Ardeidae   

3. 云南光唇鱼 Acrossocheilus yunnanensis ++  

4. 鲫 Carassius auratus  +++  

5. 草鱼 Ctenophar yngodon idellus +++  

6. 鲤 Cyprinus carpio   +++  

7. 华南鲤 Cyprinus carpio rubrofuscus  +++  

8. 䱗 Hemiculter leucisculus +++ 优势种 

9. 半䱗 Hemiculterella sauvagei ++  

10. 马口鱼 Opsariichthys bidens ++  

11. 鳙 Aristichthys nobilis ++  

12. 鲢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  

13. 麦穗鱼 Pseudorasbora parva  +++  

二、 鲇形目 SILURIFORMES   

(三) 鲇科 Siluridae   

14. 鲇 Parasilurus asotus  +++  

15. 大口鲇 Silurus meridionalis +++  

(四) 鲿科 Bagridae   

16. 黄顙鱼 Pelteobagrus fulvidraco +++  

17. 瓦氏黄颡鱼 Pelteobagrus vachelli +++  

三、 合鳃鱼目 SYNBRANCHIFORMES   

(五) 合鳃鱼科 Synbranchidae   

18. 黄鳝 Monopterus albus +++  

四、 鲈形目 PERCIFORMES   

(六) 鰕虎鱼科 Gobiidae   

19. 褐栉鰕虎鱼 Ctenogobius brunneus  +++ 优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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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拉丁文名 数量 备注 

一、 鲤形目 CYPRINIFORMES   

20. 普栉鰕虎鱼 Ctenogobius giurinus  +++  

(七) 鳢科 Channidae   

21. 乌鳢 Channa argus  +++  

 

2、调查区域鱼类区系成分及特点 

陈景星等把中国鲤科鱼类分为：东亚类群、南亚类群和高原类群三个地理群。

东亚类群包括雅罗鱼亚科、鲴亚科、鲢亚科、鰟鮍亚科、鳊亚科、鲤亚科的原鲤

属、鲤属和鲫属等鱼类，它们集中分布于我国东部南、北各主要水系，向南不超

越元江。南亚类群包括鲃亚科、鲤亚科的鲃鲤属等鱼类。它们集中分布于元江以

南各水系。高原类群即裂腹鱼亚科鱼类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及邻近地区，与高原

鳅类组成青藏高原鱼类主体。 

贵州鱼类的区系组成，以鲤科东亚类群占优势，其次为鲤科南亚类群和鲳科、

平鳍鳅科的鱼类。鲤科高原类群裂腹鱼亚科的鱼类在贵州也有分布。其余各科鱼

类，也多是分布于东南亚、南亚的类群。因此贵州鱼类区系组成特征，集中表现

为鲤科鱼类占绝对优势，各水系中其种类一般占 50%以上。 

鱼类经初步调查共 4 目 7 科 21 种，占贵州省鱼类总种数的 10.40%。调查区

鱼类区系组成，集中表现为鲤科鱼类占绝对优势，共 11 种，占调查区鱼类总种

数的 61.90%；其次以分布于东南亚、南亚的类群占优势，缺少典型的北方种类。 

3、鱼类优势类群 

本次调查中，通过沿途访问结合现场采集标本得知，原分布于该调查区域河

段的鱼类有 21 种。水库建成后，目前坝上鱼类种群构成所受影响较小，经走访

和调查后发现库区鱼类种类构成变化不大。大型鱼类很少分布，䱗和褐栉鰕虎鱼

成为河段的优势种。 

4、经济鱼类 

分布于调查区域的 21 种鱼类中，属于经济鱼类的有泥鳅、鲫等；属于有重

要经济价值的鱼类有鲫、鲇、鲢等。具有重要经济价值鱼类的生物学特征作如下

简述： 

(1)鲫(Carassius auratus)：属鲤形目，鲤科，鲤亚科，鲫属。是一种适应性

广泛的鱼类，在深水或浅水、流水或静水、清水或浊水中都能生活。鲫鱼属于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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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性鱼类，主要以无脊椎动物的枝角类、桡足类、蚬、摇蚊幼虫和虾为食，也取

食硅藻类、水草的枝叶和水底腐败的植物碎片。每年从 3 月到 8 月都可以产卵繁

殖，卵为粘性，多在湖弯或河湾处产卵。 

(2) 鲇(Parasilurus asotus)：属鲇形目，鲇科，鲇属。鲇鱼多栖息于江河、湖

泊和水库中，为中、下层鱼类。性不活泼，白天多栖息在水草丛生的底层，夜间

游至浅水处觅食，喜在水流较缓的环境中生活，也能适应流水环境。主要捕食小

型鱼类、虾和水生昆虫。每年在 5—7 月产卵繁殖，卵为沉性卵，多在水面较宽

敞、近岸边又有水草丛生的地方繁殖。秋后多居于深水处或污泥中越冬。 

（3）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属鲤形目，鲤科，鲢亚科，鲢属。是著

名的四大家鱼之一。形态和鳙鱼相似，但体色较淡，银灰色，无斑纹，栖息在水

的上层，以海绵状的鳃耙滤食浮游植物，习性活泼，善跳跃，生活在各地的江河、

湖泊及池塘的中上层水域。 

鲢广泛分布于全国各主要水系，在贵州省内是重要的经济鱼类。 

5、保护鱼种和地方特有鱼类 

在对调查区域河段鱼类实地调查、访问和查阅有关资料在本调查区域无国家

重点保护鱼种和地方特有鱼类分布。 

6、鱼类洄游及产卵场、越冬场、索饵场 

（1）鱼类洄游 

洄游是鱼类生命中一个重要现象，是它们寻找适宜的生活环境而进行的有效

运动。经实地调查和查阅有关资料，分布于本河段的 21 种鱼类中，没有发现鱼

类长途洄游现象。 

（2）鱼类三场 

1）产卵场 

调查河段鱼类较少，未发现鱼类大规模集中的产卵场存在。各种鱼类因不同

的繁殖习性，在适宜的河床处有零星产卵行为。 

2）越冬场 

调查河段的鱼类主要在上游水库中越冬，水库下游河道的深水区和河流流动

较缓处的深潭、卵石间隙中均是鱼类适宜的越冬场所。 

3）索饵场 

浮游动植物和底栖动物是调查河段鱼类的主要食物来源，由浮游动植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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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栖动物的分布情况看，库区水体中浮游动植物和底栖动物都较为贫乏，鱼类饵

料较为匮乏，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库周边水生植被的演替，库区汇入水流带来的

营养物质逐渐富集，库区鱼类饵料将会逐渐丰富。坝下饵料则以藻类和底栖动物

为主，由于饵料分布较为分散，故没有形成集中的鱼类索饵场。 

5.2.5 水生维管束植物现状调查 

通过对水库库库区实地调查，统计出水库库区主要水生高等植物 28 种。库

区水生高等植物种类数量少，种类单一，这是由于水库的蓄水导致原有的水生高

等植物生境遭到破坏，植物还未在新的水生环境中定居下来。在水库大坝两岸的

沟渠、水田中生长有挺水植物泽泻，漂浮植物满江红、浮萍等水生维管束植物。 

表 5.2-7  调查区域主要水生维管束植物名录 

序号 植物种类 生境 

 一、香蒲科 Typhacae  

1 香蒲 T.orientalis 水塘 

2 水烛 T. angustilolia 水塘 

 二、金鱼藻科 Ceratophyillaceae  

3 金鱼藻 Ceratophyllumdemersum 水塘 

 三、水鳖科 Hydrocharitaeeae  

4 黑藻 Hydrilla verticillata 水田中 

5 水筛 Blyxa japonica 水田中 

6 有尾水筛 B. echinosperma 水田中 

 四、茨藻科 Najadaceae  

7 大茨藻 Najas marina 水田中 

8 草茨藻 N.graminea 水田中 

9 茨藻 N.japonica 水田中 

10 小茨藻 N. minor 水田中 

 五、浮萍科 Lemnaceae  

11 紫萍 Spirodelapolyrrhiza 水田中 

12 浮萍 Lemna minor 水田中 

13 芜萍 Wolffia arrhiza 水田中 

 六、泽泻科 Alismatcaeae  

14 泽泻 Alisma plantago-aquaticavar. orientale 水田 

15 窄叶泽泻 A. canaliculatum 水田、溪沟 

16 矮慈姑 Sagittariapygmaea 沟边、水田 

17 长瓣慈姑 S. sagittifoliavar.longilobo 水田 

18 冠果草 Lophotocarpusguyanensis 水田 

 七、眼子菜科 Potamogeton  

19 光叶眼子菜 Potamogetonlucens 水田 

20 菹草 P. crispus 水田 

21 异匙叶藻 Potamogetondistinctus 水田中 

22 眼子菜 Potamogetonoctandrus 水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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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莎草科 Cyperaceae  

23 荸荠 Eleocharis tuberosa 水田 

 九、水马齿科 Callitrichaceae  

24 水马齿 Callitriche palustris 水田 

 十、狸藻科 Ientiblariaceae  

25 黄花狸藻 Utriculariaaurea 水田 

26 挖耳草 U. bifida 水田 

 十一、茅膏菜科 Droseraceae  

27 貉藻 Aldrovanda vesiculosa 水田 

 十二、满江红科 Azollaceae  

28 满江红 Azollaimbircata 水田 

5.3 土地利用现状及水土流失情况 

运用最新 ZY-3 遥感影像，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在 ERDAS 遥感处理软件

和 ARCGIS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支持下，应用遥感自动分类和人机交互判读相

结合的方法，开展调查区域项目建设前后土地利用类型及面积遥感调查，分析项

目建设对调查区域土地利用的影响方式及影响强度。调查区喀斯特和非喀斯特间

杂，岩性、土壤、植被分布有一定差异，土地利用类型相对简单。对照分类体系，

根据贵州山地地质地貌特征、自然属性，结合调查区实际情况，对土地利用类型

做适当调整。利用调查区土地利用图，研究调查区土地利用的情况。首先反映在

不同类型的总量，通过分析该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可以了解土地利用的态势和结

构。 

表 5.3-1 2020 年调查区土地利用面积表 

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hm
2） 百分比（%） 

乔木林地 3629.28  26.88  

灌木林地 2801.55  20.75  

草地 1013.55  7.51  

园地 3.42  0.03  

建设用地 456.57  3.38  

未利用地 51.60  0.38  

水域 417.88  3.09  

水田 362.45  2.68  

旱地 4767.10  35.30  

合计 13503.40  100.00  

项目调查区，调查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从面积分析主要体现为：旱地占

35.30%，最多；乔木林地占 26.88 %，次之；灌木林地占 20.75%，次之；其他类

型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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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2020 年调查区土地利用面积表 

土壤侵蚀类型 面积（hm
2） 百分比（%） 

微度侵蚀 3710.46  27.48  

轻度侵蚀 5327.53  39.45  

中度侵蚀 3114.74  23.07  

强度侵蚀 984.31  7.29  

极强度侵蚀 366.36  2.71  

合计 13503.40  100.00  

根据遥感监测数据表明，调查区土壤侵蚀等级有微度侵蚀、轻度侵蚀、中度

侵蚀和极强度侵蚀等级。根据土壤侵蚀调查数据分析，调查区主要为轻度侵蚀为

主，占的比例最大，为 39.45%，其次是微度侵蚀，占总面积的 27.48%。将水土

流失图和土地利用图对比分析，发现微度侵蚀主要集中在建设用地、有林地区域，

斑块状分布于调查区；侵蚀区集中于工程区开挖面周边、陡坡区域，其中，轻度

侵蚀主要分布在灌木林区和低覆盖度草地区，中度侵蚀主要发生在裸岩区和有一

定坡度的旱地区，强烈侵蚀和极强烈侵蚀主要发生在受人工扰动较强的永久公路

开挖面两侧。 

5.4 生态恢复及水土保持措施 

园满贯水电站已于 2020 年 11 月完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根据《园满贯

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本工程实际扰动而形成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共 485.34hm
2。施工过程中，建设、监理单位加强了工序控制，施工单位能够

严格按照规范和技术要求施工，有效的控制了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工程水土保持专项设施有拦挡、护坡、排水、土地整治和绿化等措施。专项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工程量基本符合工程建设实际情况，项目建设扰动的土地基本

得到了治理，满足工程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需要。 

1、工程措施：干砌石挡墙 922m
3，表土层铺盖 20134m

3，M7.5 浆砌块石排

水沟 860m
3，M7.5 浆砌块石急流槽 65m

3，边坡支护喷砼 650m
3，边坡支护喷砼

319m
3，种植槽 7.62m

3，三维固草网 3212.36m
2，格宾缓冲挡墙 80m。 

2、植物措施：撒播种草（白茅）0.47hm
2，撒播种草（狗牙根）0.61hm

2，

撒播种草（百喜草）0.95hm
2，乔木（桂花）20 株，乔木（银杏）120 株，乔木

（枫香）20 株，灌木（大叶黄杨）50 株，乔木（白兰）145 株，撒播草籽及野

花组合 1.82hm
2，爬山虎 4646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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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园满贯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园满贯水电站水土保持防治

效果明显，项目建设区（不包括水库淹没区）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64%，水

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9.44%，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2，拦渣率达到 95.31%，林

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15%，林草覆盖率达到 42.21%。各项指标均已达到防治标

准，保护和改善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基本得到实施，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内的渣场、施工道路、施工营地等处基本得到有效的治理，因施工造成的水土流

失得到了有效控制。目前，项目区的水土保持设施已经验收完成，开始发挥保持

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综上，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

的有关规定与要求，各项工程安全可靠，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效果见图

5.4-1。 

料场 砂石料加工系统恢复 

厂区绿化 管理区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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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场道路 管理房及周边绿化 
图 5.4-1 园满贯水电站水土保持效果图 

5.5 调查区域生态现状调查 

水库建成，由于水库库坝的拦蓄作用，库区水位由原有水位提高，致使该河

段水流变缓，水面扩大，库区的水文、水质、气候发生较大变化，原有的河流生

态系统转变为人工形成的湖泊生态系统，周边的陆生生态环境和水生生态环境也

受到了相应的影响。 

5.5.1 陆生植物、植被多样性的现状调查 

水库蓄水运行后，水库水位的抬升已经淹没了部分植物，但是这些植物在库

区依然有广泛的分布。在环评阶段调查的基础上，本次工作中通过实地调查，整

理库区库周调查区域共有维管束植物 109 科 273 属 389 种(包括变种)，其物种总

数仅占贵州省维管束植物总数的 7.58%， 

当前水库沿岸植被以柏木林为主，其中在水库大坝附近河谷斜坡上的柏木林、

松树林长势良好，库周灌丛植被以牡荆、盐肤木为主。水库的修建未对库周植被

多样性造成影响。 

5.5.2 陆生脊椎动物多样性现状调查 

通过实地调查、采访群众，水库库周陆生脊椎动物种类和区系组成与建库前

变化较小，优势种群也未发生大的变化，但随着水库蓄水带来的生态环境改变以

及近年来库区人为开发活动的干扰，部分类群的组成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形成了

初步的变化趋势： 

1、兽类 

分布于调查区的兽类约 4 目 6 科 17 种，占全省兽类种数的 12.33 %。以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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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居多，在调查区内所占比例超过 50%，是区系组成的主体。根据现场勘察走访

与资料记载，啮齿类种类中的黑线姬鼠在流域内的农田群落中占绝对优势，其次

为褐家鼠和小家鼠。在调查区内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中则以隐纹花松鼠为优势种。 

2、鸟类 

项目调查区内鸟类有 69 种，占全省鸟类总数 509 种（亚种）的 13.16%,隶属

于 10 目 20 科。其中，以雀形目鸟类最多，共 47 种，占调查范围内鸟类总种数

的 68.12 %。在 69 种鸟类中，属于东洋界分布的种类有 37 种，占 53.62 %；属

于古北界分布的种类有 13 种，占 18.84%；广泛分布的种类有 15 种，占 18.99%。

留鸟 56 种，占 81.16%；夏候鸟 8 种，占 11.59%；冬候鸟 5 种，占 7.25%。根据

上述数据表明，该区鸟类区系组成中东洋种类占了绝对优势，形成了该区鸟类重

要成分。留居型中，留鸟占了 68.12 %，说明留鸟在本地鸟类组成中数量较大，

迁徙鸟类较少，调查范围内常见留鸟为伯劳等。由于库区蓄水后水面扩大、出现

了库湾、库汊、消落区等新的生态景观，能为多种游禽、涉禽类水鸟提供栖息、

繁殖的理想环境，因而能吸引库区周围更多的水鸟来此觅食、繁殖，使得这些种

类的种群数量有所增加。 

3、两栖爬行类 

两栖类动物据初步考察，共有 1目 5科 9种，约占全省两栖类总种数的 12.16%。

调查区域内两栖动物中，7 种东洋种；广布种 2 种数量均较少。两栖类均为常见

种，尤其以中华大蟾蜍数量最大。调查区共有爬行动物 3 目 6 科 12 种，占贵州

全省爬行动物总种数的 11.54%。其中东洋种 10 种，占调查范围内爬行动物总种

数的 83.33 %；古北种 1 种，占 8.33%；古北界东洋界广布种 1 种，占 8.33%。

未发现本区特有种分布。常见种类有乌梢蛇、王锦蛇和翠青蛇等。蛇类作为贵州

省级保护动物应加强保护，禁止人为的捕捉和食用。 

5.5.3 省级保护野生动物现状调查 

根据调查、采访，调查范围内未发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贵州省级

级保护野生动物 19 种，两栖纲蛙类 9 种、爬行纲蛇类 7 种、鸟纲 3 种。调查区

的省级保护鸟类则多为候鸟，调查区湿地的扩大也为上述鸟类提供了更多的适宜

生境和充足食物，对省级保护鸟类的不利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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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措施调查 

调查区自然环境改变和社会经济活动导致的变化，在建筑面积增加和未利用

地面积减少方面有着直接体现。耕地变化工程中，水田与旱地间的相互转化，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可逆性，取决于年度农民生产行为决策。总体来看，变化是局部

的，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率较小，土地利用总体结构未发生根本变化，水库建

设未对调查区土地利用结构造成较大影响。 

土地利用类型对区域原生水土流产生密切的影响，调查发现，调查区水土流

失集中发生在耕地、草地和裸岩石砾地，中度以上流失主要发生在陡坡耕地区和

工程建设区域。区域内水土流失类型以水蚀为主，侵蚀强度以轻度、中度为主，

强烈侵蚀、极强烈侵蚀在调查区分布较少。 

5.5.5 对浮游动植物的影响 

对水生生物而言，不利影响与有利影响并存，有利影响大于不利影响： 

水库蓄水后，使得原有的河流生态系统向湖泊、水库生态系统演化。水库建

成后，水位抬高会淹没原有河道两侧峭壁和在其上生长的植被，使得土壤中溶解

的营养物质和被淹没的植物浸泡在库区内死亡分解所产生的有机物质进入库区

的水体中；同时降水对地表的冲刷作用等也将携带大量的有机物进入库区内的水

体中，加上水库的拦蓄作用，使得外源性营养物质汇集在库区内。这样使得库区

内的水体中营养物质在总量上远大于在建库前天然河流水体中的含量，为浮游植

物的生存和繁殖提供了充足的营养物质。水位提高，流速减慢等，也有利于浮游

植物的生长和繁殖，其数量和生物量必将得到增加。 

调查区河段内，浮游植物种类较少，组成上以硅藻和绿藻门的种类占优势。

但在建库蓄水一段时间后，坝上因水体中氮、磷和其他营养盐以及有机养分的增

加，其浮游植物发展趋势可能使蓝藻和绿藻种类增加，尤其是以微囊藻、鱼腥藻、

直链藻、针杆藻、空球藻、实球藻、栅藻等为优势或常见种。浮游植物的总体变

化趋势是在种类组成上趋于复杂，在数量上有所增加。 

由于浮游植物作为初级生产者，它的种类和数量增加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生态

系统的改变，使得以浮游植物为食的浮游动物数量和种类也增加。尤其使在库湾

和库周区域的浮游动物中原生动物和轮虫的种类和数量将会有增加，群落结构会

发生一定的改变。轮虫中在湖泊常见的龟甲轮虫、多肢轮虫、臂尾轮虫等也将出

现并逐渐成为优势类群。以原生动物为饵料的甲壳类的种类也会随之出现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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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于静水环境和嗜温的甲壳类中的剑水蚤、镖水蚤，象鼻虫、秀体溞、僧帽溞

等种类。同时甲壳类的数量和生物量也都会明显增加。 

水库蓄水后，使得水域面积拓宽，溶氧充足，饵料丰富，为虾类提供了适宜

的生活环境，虾类的数量会大大增加成为捕捞对象和鱼类的部分饵料；软体动物

中如螺类、蚬类等也会因为库湾浅水区的增多，在种类和数量上也将有所增多。

库区环境条件的改变是有利于底栖动物的生长和繁殖的。不仅现有种类能在库中

能继续繁衍，而且现时调查区域河段内没有的种类也将随着水流带入而在库区内

生存下来，因而库内的底栖动物可能在种群、数量和生物量等方面都将呈现出上

升的趋势。 

5.5.6 对底栖动物的影响 

对于底栖动物而言，水库建成后，水位线上升，水域扩宽，原有的浅滩已经

为深水所取代，新的滩涂则随着水位的上涨而形成，并且水位上升后形成的新的

滩涂面积远大于原有沟谷中的小面积滩涂。底栖动物原有的分布格局将被打破，

随着水库的服役年数增加，底栖动物将更多的在新的滩涂中繁衍生长。水生寡毛

类、水生昆虫种类和数量都会随之增加；软体动物如田螺、蚌类在数量上也会随

着环境的改善而增多，逐渐成为底栖动物中的优势类群。现有的坝下河段喜欢在

高溶解氧的流水中生活的昆虫类群，如毛翅目和襀翅目在库区的数量和种类将会

减少，并代之以能够适应静水低含氧量的昆虫类类群。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产生相应的改变，这些物种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有可以为

库内的底栖动物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从而导致底栖动物在种类组成和数量上得

到增加，对其分布也会随之产生影响。一些适应静水型生活的种类将在蓄水后由

于流动（河流）水体变成半流动（河道型水库）水体而使之在种类和数量上增加；

一些分布广泛的种类，如摇蚊幼虫等和一些适应能力很强的种类如颤蚓等不仅能

在高度缺氧条件下生活，而且繁殖能力也很强，在随着调查区域水体环境条件的

改变过程中，将会得到较大的发展，而成为底层或中、下层鱼类的重要天然饵料

之一，在水库的近岸带和库湾农田淹没区都将成为这些底栖动物的先锋区。 

水深 30m 以上的库底由于溶解氧严重不足，光照量微弱等原因将不再适宜

大多数底栖动物的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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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对水生维管束植物的影响 

水库建成蓄水后，因库坝的拦截作用，使水位提高，水流变缓，而大部分泥

沙及有机物沉积于库底，尤其是在库尾、消落区和浅水地带的湿生环境增加，扩

大了湿生植物的生存场所，彻底的改变了现在库区河段内河流水底以卵石、砂、

砾为主的底质环境，为水生植物生存创造较好的环境。使水生维管束植物在种类

组成上和群落结构上趋于复杂，在生物量方面也处于上升趋势。 

由于季节变化库区水位变化较频繁，不利于浅水区泥土和营养物质的长期大

量积累，植物生长的环境条件不能保持稳定，因此库区边缘难以形成大面积的水

生维管束植物群落。 

5.5.8 对鱼类的影响 

水库的建设，使受影响河段水流速降低，水质的发生变化，对原有鱼类的生

存、生长和繁殖条件产生一定影响，该地区的鱼类种群结构发生变化，河流型的

优势种将逐渐为湖泊型的优势种所取代。水库的修建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当地的

鱼类群落构成，原有的优势鱼类多为适应了急流生活的鱼类。水库建成后河水流

速下降，并形成库区的静水环境，当地喜静水的鱼类种群将会由于环境适宜而发

展壮大，渐渐形成河流中占优势的类群，适应急流生活的鱼类适宜生境将大幅减

小，其种群数量也将受到影响而减小。 

1、水库建设对鱼类三场的影响 

（1）鱼类产卵场所受影响 

水库建成蓄水，由于库坝的拦蓄作用，使水位提高，库区河段变为缓流水域，

致使原河道中急流险滩数量减少，同时水库蓄水淹没将冲毁部分靠近坝位的鱼类

原有产卵和索饵场地，改变鱼类产卵和觅食的水文条件，使鱼类被迫迁移。流水

卵石滩产粘性卵型鱼类华南鲤和流水产漂浮性卵型鱼类如草鱼等种类受到影响

较大。这些鱼类将失去以卵石、砾石和流水为条件的适宜产卵场地，这对它们的

繁殖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产漂浮性卵的鱼类所受影响最大，漂浮性卵要漂浮上

百公里，才有足够的时间获得孵化机会，但由于大坝的阻隔效应漂浮性卵漂浮到

坝体后将会因受阻而沉于坝下深水中，无法完成孵化，进而导致鱼类种群数量的

下降。对于产粘性卵的鱼类，库区水位消退将会使鱼卵搁浅而不能发育。 

上述不利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远离坝体的位置鱼类可以上逆到库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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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流找到适合产卵的环境。 

（2）鱼类索饵场所受影响 

鱼类索饵场受饵料生物和鱼类本身生活习性等方面影响的。就习性而言，对

于一些在缓流中生活得鱼类，在水位上涨或消退过程中，它们只需在库区内改变

位置便可找到适宜的觅食场所；对于一些在急流中生活觅食的鱼类，水库蓄水后，

它们将上溯到支流或在支流与干流交汇处进行觅食，由于规划水库主要设置在干

流上，支流中将成为这类鱼类较好的觅食场所。 

（3）鱼类越冬场所受影响 

在入冬以后，由于水温下降，大多数鱼类乡江河下游或在濠沱水深的地带下

层（如华南鲤、草鱼、鲢等）和水底的岩坨、深坑、石隙中越冬。水位抬升后，

水深加大，将有利于鱼类越冬。 

5.6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小结 

通过水库库区库周范围遥感解译、现场调查和分析得出生态环境影响调查结

论如下： 

一、陆生生态影响调查结论： 

1、当前水库沿岸植被以柏木林为主，其中在水库大坝附近河谷斜坡上的柏

木林、松树林长势良好，库周灌丛植被以牡荆、盐肤木为主。水库的修建未对库

周植被多样性造成影响。水库的修建未对库周植被多样性造成影响。 

2、各个陆生脊椎动物种群都未受到了水库建设的影响。 

3、水库的修建未对库区库周省级保护野生动物类群构成明显的不利影响，

库区的蓄水带来的湿地面积扩大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 

4、调查区内土地利发生了局部变化，但总体结构未发生根本变化；工程扰

动地表面积较小，对库区库周的土地利用和水土流失影响有限，区域内的土地利

用和水土流失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源于相关乡镇的自然环境的改变和各种社会经

济活动所致，水库建设对调查区土地利用变化和水土流失变化影响较小。 

二、水生生态影响调查结论： 

通过调查区域水生生物现状分析和调查，对于水库已造成的水生生态调查，

本次调查认为库区建设对于调查区的水生生物群落的影响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

不利的方面，综合比较，有利影响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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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水生生物及其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本调查区域无大型集中的鱼类产卵场，水库的建设使得原河道内的一些急流

险滩不复存在，致使一些喜在流水卵石滩上产卵的鱼类失去产卵场地。但是这些

种类的鱼类在该调查区域内种类及数量都极为稀少，同时这些鱼类在该流域其他

河段有分布，故不存在导致重要的经济鱼类灭绝问题，影响很小。 

河道内无在海河之间洄游的鱼类，因此大坝的未阻隔河海之间洄游鱼类的洄

游，因该库区河段内属于半洄游性的鱼类种类和数量均及少，也无国家重点保护

鱼种。 

（2）对水生生物及其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水库的建设，使调查区域的水域环境从流动的水体变成半流动或静止的水体，

这将使一些喜在静水和缓流环境中生活的鱼类扩大了生存空间和适宜的场所。不

仅如此，这种水域环境的变化也为浮游生物、底栖动物和水生维管束植物的生存

和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条件，从而为鱼类提供各种丰富的饵料资源，因而有利于

鱼类的种群发展，增加鱼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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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环境影响调查与分析 

6.1 流域概况及水文特征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位于桐梓河下游。桐梓河流域地处云贵高原黔北山地与四

川盆地南部的衔接过渡带，两岸坡度较陡，河谷深切，多高山深涧峡谷。桐梓河

是赤水河右岸的一级支流，长江的二级支流，发源于桐梓县楚米镇之大火土，山

顶高程 1779m，河源高程 1280.5m，河流自东向西流经桐梓、习水、遵义、仁怀

四县(市)部分乡镇，于仁怀、习水交界之两河口汇入赤水河，河口高程 330.50m。

桐梓河全长 125km，天然落差约 950m，平均比降为 7.6‰；全流域面积 3318km
2，

园满贯水电站坝址处多年平均流量 35.6m
3
/s。全流域形状大致成棱形展布，南北

最大长度 87.5lm，东西最大宽度 77.5km，流域形状系数为 0.212，地理坐标为东

经 106º11′39″～106º59′22″，北纬 27º38′00″～28º25′33″。 

桐梓河支流密布，水系发育，其中流域面积大于 100 km
2 的支流有天门河、

高桥河、混子河、观音寺河、沙溪场河和马鹿河等六条河。两岸支流分布不均，

右岸支流发育，流域水系自东部、北部发育向西部汇集，大致呈菱形展布，流域

形状系数 0.215。北面石火炉梁子海拔 1871.9m，为域内制高点；西北角官渡附

近桐梓河河口海拔 330.5m，为流域内最低点，最大相对高差 1541.4m，一般相对

高差为 350～650m。 

园满贯水电站拦河坝以上流域面积 2230km
2，多年平均流量 35.6m

3
/s，河长

87.2km，主河平均坡降 9.52‰，坝址以上主要支高桥河、观音寺河、混子河等。

流域呈扇状，水系发育，流域形状系数 0.29。 

6.2 工程初期蓄水阶段水文情势调查 

园满贯水电站 2009 年 3 月下闸蓄水，2009 年 6 月并网发电。根据环评预测

分析，在蓄水阶段，将造成下游大坝河段减脱水。该区间两岸为峡谷，两岸植被

以灌丛为主，无工农业取水点。因此断流后对环境的主要不利影响是，破坏该河

段水生生态环境。 

根据建设单位介绍，蓄水阶段主要定期采用水泵抽水的方式下放生态流量，

维持了河道基本水生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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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运行期水文情势调查 

6.3.1 水库运行方式 

园满贯水电站正常蓄水位为 516m，死水位 502m，正常蓄水位库容 10660

万 m
3，水库调节性能为不完全年调节水库。园满贯水电站开发任务为以发电为

主，发电引水系统布置在左岸，采用联合供水方式，即一洞两机。发电引水建筑

物从上游至下游依次由取水口、发电引水隧洞和压力钢管组成，引水流量受取水

口进口闸门及库水位的控制。 

（1）洪水调度 

园满贯水电站大坝溢洪采用坝身表孔设闸泄洪，洪水调度总的原则为控制下

泄洪峰流量小于入库洪峰流量。洪水来临时，根据汛情预报和库水位上涨情况，

确定开启闸门孔口的顺序、开度及所开启的孔数。 

（2）发电调度 

园满贯水库为桐梓河干流梯级开发中的骨干水库，该电站除了自身发电以外，

还兼顾下一梯级园满贯水电站的调节。当来水量大于装机发电引用流量时，加大

出力（满发）；当来水量在发电引用流量和单机允许发电引水流量时，则利用水

库的调节库容，尽量发电，直到死水位；当来水量小于单机允许发电的引水流量，

且水库水位处于死水位时，则采取“长蓄短放”来满足机组发电。 

6.3.2 库区水文情势影响调查 

调查单位收集到园满贯库区自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的水库水位运行数

据，以此调查电站运行期库区水位变化情况。 

表 6.3-1 园满贯水电站库区月平均水位变化情况  单位：m 

时间 
2019 2020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水位 509.9 510.88 513.08 515.08 515.08 514.90 514.69 504.62 505.09 505.34 510.55 515.48 5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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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 园满贯水电站 2019.08-2020.08 各月平均水位变化情况图 

园满贯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运行期逐月水位变化情况见表 6.3-1 和图

6.3-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园满贯水电站在该时间段内最高水位 515.48m，该

运行时间段内月均最低水位 504.62m，水位变化幅度 10.86m，从总体趋势来说，

园满贯水电站运行以来，水位呈现丰水期水位上升，枯水期水位回落的运行情势，

受上游大塘口水电站调节影响，园满贯水电站水位变化规律性较强。    

6.3.3 电站运行后减水河段水文情势影响调查 

园满贯电站水库处于桐梓河的下游河段，本河段河谷深切，岸坡山势陡峻，

两岸人口及耕地分布较高且分散，水库的任务以发电为主，兼顾库区农田灌溉和

农村人畜饮水。 

水库建成后，通过蓄水和调节使天然径流量进行重新分配，使库区及坝址以

下河段水量时空分布及水文情势均发生变化。该流域属典型的山区雨源型河流，

径流由降水补给，径流特性与降水特性基本一致，即年际变化小而年内分配不均，

径流主要集中在 5～10 月，来水比较集中，丰枯水期径流量差别很大。水库建成

后，通过水库调节改变了径流的年内分配，丰水期充足的水资源蓄积在库中，提

高供水地区各行业的用水保证率；同时水库的滞洪削峰作用，使年内径流分配更

加合理。所以，这种水量时空分布及水文情势的变化，对区域水资源合理利用带

来更多的是有利影响。 

1、大坝下游减水河段水文情势影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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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环评资料和现场踏勘调查，园满贯水电站采用坝后式开发，坝址～

电站厂房尾水长 180m，园满贯电站设计尾水位 450.60m，而该河段下一梯级为

已投入运行的园满贯水电站，园满贯水库正常蓄水位为 450.00m，与园满贯设计

尾水位衔接，回水可到大坝坝脚，当园满贯电站高水位运行时，园满贯电站大坝

及下游河段基本上不存在脱水现象。 

工程建成运行后，初期采用表孔泄水下放生态流量，根据运行单位提供的园

满贯水电站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的水情报表，园满贯水电站每月在保证发

电流量的情况下，不定期下放生态流量。验收调查阶段，根据现场踏勘和资料查

阅，园满贯水电站于 2020 年 10 月新增生态放水措施，生态放水管从引水隧洞施

工支洞接出，沿支洞轴线布置至出口，采用 DN1200mm、出口变径为 DN700 的

钢管布置，钢管总长 64m。该生态流量下泄措施设计方案由遵义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研究院编制，运行期将通过该生态下泄管下放生态流量。 

生态流量下泄设施设置了流量监控系统，通过在管道平直段安装外夹式超声

波流量计的方式进行流量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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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流量在线监控系统 

 

生态流量实时监控 

 

图 6.3-2 园满贯水电站生态流量在线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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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站尾水断面水文情势影响调查 

本次验收调查选取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作为典型时间区间，根据园满

贯水电站运行单位提供的水情报表，统计了该时间段的发电流量情况（见表

6.3-2），发电流量在发电尾水断面与减水河段流量汇合共同组成了尾水断面流量

过程，同时统计园满贯水电站在典型时间区间内上游来水入库流量情况（见表

6.3-3），参考园满贯水电站初设资料，统计园满贯水电站坝址处多年月均天然流

量情况（见表 6.3-4）。将园满贯水电站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间发电引

水流量、上游天然入库流量和多年月均天然流量变化趋势作图汇总（图 6.3-3）。 

此外，本次验收调查选取 2019 年 12 月作为典型月，根据电站水情报表，将

2019 年 12 月每日水库进水情况和出水情况汇总，详见表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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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2  园满贯水电站发电引用流量（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  单位：m
3
/s 

时间 
2019 2020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发电引

用流量 
49.73 34.42 43.86 21.33 13.06 18.46 22.72 27.22 9.65 22.34 65 73.70 47.64 

表 6.3-3  园满贯水电站上游入库流量逐月情况表（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 单位：m
3
/s 

时间 
2019 2020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入库流

量 
36.40 43.81 50.98 20.64 13.44 18.41 16.84 16.66 13.09 20.29 90.69 190.68 25.06 

表 6.3-4  园满贯水电站多年（1963-2003）月均天然流量情况表 单位：m
3
/s 

时间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多年月均天

然流量 
44.62 40 36.03 21.79 13.82 12.01 11.84 13.17 27.38 55.17 84.22 71.13 44.62 

 
图 6.3-3  坝址处流量变化趋势图 

 

表 6.3-5  园满贯水电站（2019 年 12 月）水库水量平衡表 单位：万 m
3 

    指标 

 

日期 

入库流量

（m
3
/s） 

库水位(m) 下游水位（m) 
发电出库 

流量（万 m
3
) 

泄洪流量 

（万 m
3） 

生态流量 

（万 m
3） 

12 月 1 日 25.39  514.88  450.90  320.54   0 9.75  

12 月 2 日 19.00  514.81  450.73  196.39   0 8.15  

12 月 3 日 19.56  514.57  450.89  279.40   0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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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 

 

日期 

入库流量

（m
3
/s） 

库水位(m) 下游水位（m) 
发电出库 

流量（万 m
3
) 

泄洪流量 

（万 m
3） 

生态流量 

（万 m
3） 

12 月 4 日 17.82  514.42  450.75  222.92   0 8.94  

12 月 5 日 15.44  514.71  449.98  0.00   0 21.60  

12 月 6 日 16.78  514.72  450.35  140.37   0 17.30  

12 月 7 日 14.82  514.60  450.52  183.22   0 8.97  

12 月 8 日 14.19  514.48  450.47  177.77   0 9.39  

12 月 9 日 14.09  514.56  450.09  84.92   0 17.73  

12月10日 14.16  514.61  450.23  99.34   0 14.76  

12月11日 12.32  514.78  449.90  28.23   0 19.61  

12月12日 12.75  514.79  450.23  105.52   0 14.33  

12月13日 12.04  514.90  450.01  53.43   0 17.72  

12月14日 11.92  514.92  450.22  93.77   0 15.06  

12月15日 11.18  515.13  449.76  0.00   0 21.60  

12月16日 11.18  515.34  449.74  0.00   0 21.60  

12月17日 11.05  515.42  450.01  58.70   0 17.48  

12月18日 10.43  515.37  450.27  113.07   0 13.59  

12月19日 12.03  515.35  450.28  113.14   0 13.68  

12月20日 11.18  515.56  449.75  0.00   0 21.60  

12月21日 7.45  515.70  449.73  0.00   0 21.60  

12月22日 14.18  515.61  450.40  163.92   0 10.13  

12月23日 12.55  515.47  450.48  172.79   0 9.59  

12月24日 11.48  515.27  450.52  191.16   0 8.36  

12月25日 10.38  515.44  449.87  11.46   0 20.76  

12月26日 10.65  515.64  449.73  0.00   0 21.60  

12月27日 11.51  515.25  450.60  278.88   0 9.60  

12月28日 13.19  515.17  450.39  150.74   0 11.19  

12月29日 12.82  515.30  450.01  50.94   0 18.08  

12月30日 12.55  515.38  450.04  71.63   0 17.84  

12月31日 12.47  515.32  450.34  135.36   0 12.18  

由以上图表分析可知，园满贯水电站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间，除

2020 年 7 月受强雨季气候影响，上游入库流量激增以外，其余各月发电引用流

量、上游来水入库流量、多年月均天然流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19 年 12 月，

电站大部分时间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偶尔出现停机维护情况，生态流量整月保持

下放状态。园满贯水电站水库建成后，由于水位抬升，库区河段的水域面积扩大，

大坝阻隔，导致水库形成后较天然状态下流速减缓，改变了大坝上游的天然河道

水文情势，只要电站保持正常运行状态，建设单按照环评要求，保持下放生态环

境用水，保证大坝和电站之间的天然河道不断流，对下游水文情势影响不大。 

6.3.4 水温 

园满贯水库总库容 12320 万 m
3，坝址处多年平均流量 112000 万 m

3，水温

结构为分层型。水温分层较为明显的有为 4～10 月，其他月份表层水温和库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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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基本相同。发电取水口高程为 489m，也即位于水面以下 27m，在水面以下 30m

左右。本水库分层水温差最大的月份为 8 月份，表层水温为 29.86℃，取水口位

置水温为。1～3 月及 11 月、12 月，取水口水温与表层水温相当，应此，发电尾

水进入河道后对环境影响较小。4～10 月，取水口水温与表层有一定差别，但 4

月份～10 月份，取水口下泄水温为 12.66℃～19.06℃,该水温基本满足耕地灌溉

水温要求，也基本满足河流水生生物水温要求，水温对环境影响较小。 

6.3.5 泥沙 

园满贯水电站坝址以上流域面积 2230km
2，多年平均流量 35.6m

3
/s，多年平

均年径流量11.23亿m
3，悬移质多年平均输沙模数 270 t/km

2，含沙量为 0.536kg/m
3，

悬移质输沙量 60.2 万 t/年，泥沙容重 r 取 1.3 t /m
3，则悬移质输沙量（WS

入）为 46.3 万 m
3
/年。  

采用悬移质年淤积量采用多年平均库容淤损率法和多年平均排沙比法的均

值，年淤积量为 36.5 万 m
3，50 年悬移质泥沙淤积量采用值为 1830 万 m

3。推

移质按全部淤于库内考虑，年淤积量 9.26 万 m
3， 50 年淤积量 460 万 m

3。 

泥沙总淤积量为悬移质和推移质之和共计 2290 万 m
3。园满贯水库库区

天然河道比降达 2.86‰，加之库水位变幅大，涨落频繁，故其淤积形态按锥形淤

积考虑。水库平均淤积高程 487.90m，计算水库坝前淤积高程为 486.40m。

水库死水位 502m，高于淤积高程。死库容为 5350 万 m
3，因此，在水电站

设计运行年限内，泥沙淤积对园满贯水库运行的影响很小，对下游防洪及河道生

态环境影响较小。 

6.3.6 水质 

1、水环境保护目标调查 

园满贯水电站施工期及蓄水后，未增加库区及坝下取水单位，因此，验收阶

段水环境保护目标仍然是园满贯水电站库尾～电站发电尾水下游 1km 及区间支

流水质。 

2、污染源情况调查 

（1）施工期污染源调查 

工程建设河段水质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 类水质

标准保护。工程在施工中将产生较少的生产废水和生活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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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行阶段污染源调查 

依据现场调查，本工程调试运行阶段水环境污染源主要为发电厂房区生活污

水以及厂房含油废水。 

3、施工期水环境影响调查 

（1）库区河段污染源 

根据环评阶段调查成果，园满贯水电站建设前库区河段污染源以生活污水为

主，与环评阶段相比，工程施工期库区河段污染源总体变化不大。 

（2）施工废水 

园满贯水电站施工废污水主要为砂石加工系统废水、混凝土拌和废水、生活

污水，施工期对各类废污水均进行了处理，并回用于场区洒水降尘等，对周边水

环境影响较小。 

4、地表水现状监测 

园满贯水电站水库大坝和发电厂房日常运行管理人员约 6 人，生活区生活污

水经化粪池集中收集，定期清掏不外排。本次验收调查仅对区域地表水环境现状

进行监测。 

（1）监测断面 

环评阶段共在园满贯水电站的工程影响河段设 3 个监测断面进行水质监测，

根据现场调查，结合实际情况本次验收地表水环境监测共布置 5 个监测断面，详

见表 6.3.1。水环境现状监测断面布置见图 6.3-2。 

表 6.3-1 园满贯水电站水环境现状监测断面布置 

断面编号 断面位置 布点理由 

W1 水库库尾（大坝上游约 16km 处） 对照断面 

W2 观音寺河支流汇入处（大坝上游约 10km 处） 混合断面 

W3 大坝上游 100m 处 混合断面 

W4 大坝坝下（发电尾水上游 100m 处） 控制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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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编号 断面位置 布点理由 

W5 发电尾水汇入（发电尾水下游 100m 处） 控制断面 

 

 

（2）监测因子 

5 个地表水监测断面均监测 pH 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

量(BOD5)、化学需氧量(CODCr)、氨氮、总磷、总氮、锌、氟化物、砷、汞、镉、

六价铬、铅、氰化物、挥发酚、氯化物、悬浮物、粪大肠菌群、石油类共 21 项，

现场测量水温、流量、流速；其中水库内测点 W1、W3 增加监测透明度和叶绿

素 a 共 2 项。 

（3）监测时间及频次 

2020 年 9 月 25 日~2020 年 9 月 27 日，贵州基越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对地表水

水质进行监测，连续监测 3 天。水质采样及分析方法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及其他最新颁

布的相关标准规范要求执行。 

（4）水质监测结果及分析 

根据表 5.1-3 监测结果及其标准值，由该表可知，5 个监测断面各指标均达

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对比环评阶段，验

收调查阶段项目建设涉及河段水质没有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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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2  地表水监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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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及评价结果表（1） 

检测点位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mg/L 

pH 悬浮物 溶解氧 
高锰酸盐

指数 

化学 

需氧量 

五日 

生化需氧

量 

氨氮 总氮 总磷 石油类 
叶绿素 a

（mg/m
3） 

粪大肠 

菌群 

W1 

2020.9.25 7.29 17 6.20 1.67 2.68 0.85 0.340 0.403 0.01L 0.04 8.54 4900 

2020.9.26 7.36 16 6.32 1.86 1.84 0.89 0.282 0.466 0.01L 0.04 7.51 4900 

2020.9.27 7.42 18 6.12 1.90 2.52 0.81 0.240 0.382 0.01L 0.04 7.49 4600 

W2 

2020.9.25 7.25 18 6.08 1.90 1.44 0.98 0.068 0.392 0.01L 0.05 ── ＜200 

2020.9.26 7.48 17 6.20 2.14 1.96 0.97 0.101 0.435 0.01L 0.05 ── 200 

2020.9.27 7.46 18 6.24 2.00 1.96 0.85 0.123 0.414 0.01L 0.05 ── ＜200 

W3 

2020.9.25 7.78 10 6.32 1.76 1.68 1.01 0.168 0.424 0.01L 0.04L 7.61 4900 

2020.9.26 7.72 15 6.28 1.98 1.82 0.97 0.157 0.424 0.01L 0.04L 6.35 4600 

2020.9.27 7.68 12 6.24 1.94 1.48 0.89 0.151 0.435 0.01L 0.04L 6.23 4400 

W4 

2020.9.25 7.81 16 6.36 2.00 0.84 0.93 0.084 0.414 0.016 0.04L ── ＜200 

2020.9.26 7.85 14 6.32 2.25 1.48 0.81 0.112 0.456 0.014 0.04L ── 200 

2020.9.27 7.79 17 6.20 2.14 1.36 0.93 0.134 0.445 0.014 0.04L ── ＜200 

W5 

2020.9.25 7.77 15 6.24 1.60 1.60 0.97 0.162 0.409 0.01L 0.04L ── 400 

2020.9.26 7.64 19 6.30 1.94 1.28 0.87 0.132 0.466 0.01L 0.04L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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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点位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mg/L 

pH 悬浮物 溶解氧 
高锰酸盐

指数 

化学 

需氧量 

五日 

生化需氧

量 

氨氮 总氮 总磷 石油类 
叶绿素 a

（mg/m
3） 

粪大肠 

菌群 

2020.9.27 7.75 20 6.28 1.67 1.50 0.91 0.159 0.414 0.01L 0.04L ── 400 

达标情况 达标 --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 达标 

（GB3838-2002

）Ⅲ类标准值 
6~9 -- ≥5 ≤6 ≤20 ≤4 ≤1.0 ≤1.0 ≤0.2 ≤0.05 -- ≤10000 

备注：检测结果低于方法检测限时以方法检出限加“L”表示。PH 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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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及评价结果表（1） 

检测点位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mg/L 

砷 汞 锌 镉 铅 氟化物 氰化物 氯化物 挥发酚 六价铬 
透明度

（cm） 

W1 

2020.9.25 0.3L 0.04L 0.230 0.001L 0.01L 0.212 0.006 6.51 0.0009 0.004L 179 

2020.9.26 0.3L 0.04L 0.150 0.001L 0.01L 0.006L 0.006 6.63 0.0005 0.004L 179 

2020.9.27 0.3L 0.04L 0.180 0.001L 0.01L 0.006L 0.006 6.78 0.0007 0.004L 180 

W2 

2020.9.25 0.3L 0.04L 0.490 0.001L 0.01L 0.006L 0.005 7.26 0.0017 0.004L ── 

2020.9.26 0.3L 0.04L 0.440 0.001L 0.01L 0.006L 0.005 6.72 0.0014 0.004L ── 

2020.9.27 0.3L 0.04L 0.460 0.001L 0.01L 0.006L 0.005 6.32 0.0015 0.004L ── 

W3 

2020.9.25 0.3L 0.04L 0.05L 0.001L 0.01L 0.006L 0.006 6.94 0.0010 0.004L 181 

2020.9.26 0.3L 0.04L 0.05L 0.001L 0.01L 0.006L 0.006 7.17 0.0016 0.004L 182 

2020.9.27 0.3L 0.04L 0.05L 0.001L 0.01L 0.006L 0.005 7.57 0.0009 0.004L 181 

W4 

2020.9.25 0.3L 0.04L 0.860 0.001L 0.01L 0.006L 0.006 5.84 0.0031 0.004L ── 

2020.9.26 0.3L 0.04L 0.900 0.001L 0.01L 0.006L 0.005 5.76 0.0028 0.004L ── 

2020.9.27 0.3L 0.04L 0.895 0.001L 0.01L 0.006L 0.005 6.06 0.0026 0.004L ── 

W5 

2020.9.25 0.3L 0.04L 0.600 0.001L 0.01L 0.006L 0.006 5.11 0.0014 0.004L ── 

2020.9.26 0.3L 0.04L 0.650 0.001L 0.01L 0.006L 0.006 5.10 0.0012 0.004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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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点位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单位：mg/L 

砷 汞 锌 镉 铅 氟化物 氰化物 氯化物 挥发酚 六价铬 
透明度

（cm） 

2020.9.27 0.3L 0.04L 0.590 0.001L 0.01L 0.006L 0.005 5.22 0.0016 0.004L ──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GB3838-2002）Ⅲ

类标准值 
≤0.05 ≤0.0001 ≤1.0 ≤0.005 ≤0.05 ≤1.0 ≤0.2  ≤0.005 ≤0.05  

备注：检测结果低于方法检测限时以方法检出限加“L”表示。PH 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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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库富营养化调查分析 

 (1) 评价标准 

根据水利部 2007 年 8 月发布实施的《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 

395-2007），水库富营养化评价标准及分级方法见表 6.3-3 所示。 

表 6.3-3 中国水库富营养化评价标准及分级方法 

营养状态分级 

EI=营养状态指

数 

评价项目赋分值
En 

TP 

(mg/L) 

TN 

(mg/L) 

Chla 

(mg/L) 

CODMn 

(mg/L) 

透明度 

（m） 

贫营养 0≤EI≤20 
10 0.001 0.02 0.0005 0.15 10 

20 0.004 0.05 0.001 0.4 5.0 

中营养 

20<EI≤50 

30 0.010 0.1 0.002 1.0 3 

40 0.025 0.3 0.004 2.0 1.5 

50 0.05 0.5 0.01 4.0 1.0 

轻度富营养 

50<EI≤60 
60 0.10 1.0 0.026 8.0 0.5 

中度富营养 

60<EI≤80 

70 0.2 2.0 0.064 10 0.4 

80 0.6 6.0 0.16 25 0.3 

重度富营养 

80<EI≤100 

90 0.9 9.0 0.4 40 0.2 

100 1.3 16.0 1.0 60 0.12 

 

(2) 评价方法 

采用线性插值法将水质项目浓度值转换为赋分值，按公式（5.1.1）计算营养

状态指数（EI），参照表 5.1-4，根据营养状态指数确定营养状态分级。 

EI =


N

NE
1n

/n    （5.1.1） 

公式中：EI－营养状态指数； 

        En－评价项目赋分值； 

        N－评价项目个数。 

(3) 评价结果 

表 6.3-4 水库富营养化评价结果 

监测时间 
监测

点 
Chla TP TN 

高锰酸

盐指数 
透明度 EI 营养状况 

2020 年 9 月 

库尾 45.83 10 45 38 38 35.37 中营养 

库中 44.17 10 46 39 38 35.43 中营养 

 

根据环评预测，库区河段在工程建设后，水库处于贫～中营养化状况，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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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后在现状污染物来量水平条件下不会发生富营养化。 

验收阶段现场采样计算后，各断面评价结果见表 5.1-5 所示，库尾和库中均

处于中营养水平，与环评阶段预测一致，表明水库蓄水未对水质造成富营养化的

影响。 

据水生生态调查报告，园满贯水电站建设前后，库区浮游动物种类和数量变

化较小，群落结构未发生改变；调查区河段底栖动物数量及结构未出现变化，与

建设前一致；园满贯水电站的建设未明显改变评价区河段的水域面积，使得水生

维管束植物在种类组成上和群落结构亦未改变，在生物量方面也未出现明显变化。 

建议工程运行期进一步加强对库区水质保护和监测，地方政府应制定库区水

环境保护条例，对上游污染源进行严格控制，防止库区水质富营养化现象出现。 

6、水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分析 

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的要求，园满贯水电站落实了工程施工期生产

废水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按照要求修建了沉淀池、化粪池对生产废水和生活污

水进行处理后回用，较大程度的减缓了工程施工废水对秧坝河水体水质的影响，

未发生由工程施工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引起的环境污染事故及上访事件，也未收

到工程区及周边群众关于工程施工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污染的相关投诉。项目运

行阶段，发电厂房日常管理人员约 6 人，生活污水采用化粪池集中收集，定期清

掏不外排。 

根据园满贯水电站水质监测结果，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III 类标准，工程运行期间库区水质未出现恶化现象。为保护好库

区水质，建议建设单位配合地方政府继续控制库区及河道沿岸的其它开发活动等，

并定期对库区地表水水质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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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气环境影响调查分析 

本工程为水力发电工程，为非污染工程，其对环境大气可能造成的影响主要

在施工期。 

7.1 环境空气污染源调查 

（1）施工期环境空气污染源 

本工程施工期的大气污染源主要为：施工机械及汽车燃油、露天爆破、土石

方开挖和填筑、砂石料破碎和筛分、混凝土拌和、车辆运输等。施工产生的主要

污染物为：二氧化氮和总悬浮颗粒物，污染物排放特征详见表 7.1-1。 

表 7.1-1  污染物排放特征一览表 

序号 污染源 分布位置 排放特征 主要污染物 

1 交通扬尘 场内道路、施工区 连续 TSP 

2 砂石系统 拦水大坝、厂区 连续 TSP 

3 拌和系统 厂区 连续 TSP 

4 燃油废气 场内道路、施工区 连续 NO2 

5 露天爆破 施工区 间断性 TSP、NO2 

项目施工过程中，加强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对施工作业面采取定期洒水降

尘；对施工道路采取定期清扫和洒水降尘，加强路面的养护，采取限速行驶等措

施；在采取相应的抑尘措施后，项目各施工点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较小。 

（2）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燃油废气防治措施 

为控制工程施工期间所排放产生的 SO2、CO、NOx、铅化物等污染物，汽

车、挖土机、钻机、推土机、装载机等尾气应达标排放，对排烟量较大的施工机

械，安装消烟装置和尾气净化器。 

2.粉尘、扬尘防治措施 

混凝土拌和系统的水泥运输采用水泥罐，加袋装水泥时，尽量靠近搅拌机机

料口，进料速度、缓慢，减少水泥粉尘外溢； 

对水泥仓库所有的通气口安装合适的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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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骨料破碎设备等处配备吸尘器，控制粉尘排放浓度，除尘器加强维护和

保养，使其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装运土方时控制车内土方低于车厢挡板，减少途中洒落，并对装运的多尘物

料用帆布覆盖； 

石料场的开采应采用产尘量少的技术进行开挖，具体有凿裂法开挖、钻孔开

挖、深孔微差挤压爆破法等技术，并采用湿法作业，减少粉尘； 

道路两侧加强绿化，运输车辆应控制车速，以减少行驶过程中的道路扬尘； 

在枢纽区配置洒水车，施工期每日早、中、晚在工区来回洒水，以减少扬尘，

施工道路及时洒水抑尘； 

在进行爆破前，提前通知附近村民，并设置安全警戒线，同时采用多孔少量

的爆破方法，避免造成附近村民的生命财产损失。 

（3）蓄水发电阶段环境空气污染源 

根据现场调查，本次验收范围内电站厂房生活区办公人员较少，主要采用电

力空调供暖、电热水器供热，餐饮采用电，仅产生少量油烟，对周边大气环境影

响较小。 

7.2 竣工验收阶段环境空气监测调查 

1、监测点位、监测项目 

本次调查在大坝镇干千村居民点布置 1 个监测点位，位于发电厂房西侧约

300m 处，见表 7.2-1。 

表 7.2-1 环境空气监测点位布置一览表 

监测点 地点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G1 大坝镇干千村 TSP、PM10 连续监测 2 天 

执行标准：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 

2、监测时间及频次 

2020 年 9 月 25 日~26 日，贵州基越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对工程项目区环境空

气进行监测。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和《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中相关要求执行。 

（4）监测结果及分析 

本次调查环境空气监测结果见表 7.2-2 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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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及评价结果（单位：mg/m³） 

采样点位 监测时间 

检测项目         单位：mg/m
3
 

TSP PM10 

大坝镇干千村 

2020.9.25 0.036 0.023 

2020.9.26 0.033 0.021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1996）二级标准 
0.30 0.1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0.30 0.15 

从表可以看出，本次大气监测点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值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同时满足复核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12）二级标准要求。 

7.3 环境空气保护措施有效性分析 

按照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等文件的要求，工程施工期基本落实了相关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有效地防止了工程施工大气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及人体造成的

不利影响，工程施工期间未发生由工程环境空气污染而引起的环境污染事故及上

访事件，也未收到工程区及周边群众关于工程环境空气污染的相关投诉。 

工程运行阶段间，电站厂房主要采用电力空调供暖、电热水器供热，餐饮采

用电，仅产生少量厨房油烟，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根据本次验收调查监测可知：电站周边大坝镇干千村居民点 TSP、PM10 日

均浓度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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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声环境影响调查分析 

8.1 噪声污染源和噪声敏感点调查 

根据调查，园满贯水电站验收阶段声环境敏感目标仅为发电厂生活区，发电

厂房周边 200m 范围内无其他居民点分布，运行期噪声源主要是发电厂房的水轮

机运行噪声，经调查该噪声仅存在于厂房内部，对周边环境无明显影响。工程对

区域声环境的影响主要为施工期，来源于砂石加工系统场地和混凝土拌和系统场

地，以及交通噪声。 

8.2 声环境影响调查 

1、施工期噪声影响 

根据现场访问调查，工程施工期噪声污染源主要为：交通运输噪声、砂石系

统噪声、混凝土系统噪声、大坝施工噪声、开挖、钻孔、爆破等。 

表 8.2-1 园满贯水电站施工期噪声污染源统计表 

序号 污染源 分布位置 排放特征 

1 交通运输 临时施工道路、渣料运输道路等 间歇性 

2 砂石系统 砂石料加工系统 连续 

3 混凝土系统 混凝土拌合系统 连续 

4 大坝施工 大坝施工区 连续 

5 开挖、钻孔、爆破 砂石料场、大坝和厂房施工区 间断性 

 

施工期建设单位在施工运输道路沿线设置限速行驶及禁鸣标志牌，并严格执

行，从最大限度上减少运输噪声对其的影响。 

根据现场访问调查，本项目周边居民点主要为二郎乡大桥村居民，大坝施工

区、发电厂房施工区等主要施工区域 200m 范围内无居民点分布，有部分零散居

民点分布在施工营地和材料加工房附近，为避免爆破噪声对附近居民夜间休息造

成影响，建设单位采取严禁夜间进行爆破活动。项目施工噪声不会对当地村民和

施工营地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2、调试运行阶段噪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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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园满贯水电站发电厂房内的水轮机、发电机、主变压器等电气设

备，在选型时均选用了符合国家标准的设备，且厂房建设及安装时使用了降噪材

料等，工程试运行对区域声环境基本不造成影响。且园满贯水电站验收阶段声环

境敏感目标仅为发电厂区生活营地，周边 200m 范围内无其他居民点分布，距离

发电厂房最近的居民点大坝镇干千村居民点直线距离约 300m，电站运行噪声对

周边居民影响较小。 

8.3 竣工验收阶段声环境监测 

1、监测点位 

共布置噪声监测点位 3 个厂界噪声监测点和 1 个敏感点噪声监测点，详见表

8.3-1 和表 8.3-2。 

表 8.3-1 园满贯水电站厂界噪声监测 

监测点 监测点位置 
监测点

编号 
监测项目 监测时间与频次 

监测要求和采

样、分析方法和

数据处理 

园满贯水电站厂界

噪声 

东厂界 N1 

等效连续 A

声级 

连续监测 2 天，昼

夜各 1 次。 

按《工业企业厂

界噪声排放标

准 》 （ GB 

12348-2008）和

有关监测技术规

范进行。 

南厂界 N2 

西厂界 N3 

北厂界（紧邻地

表水体） 
-- 

执行标准：《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90）Ⅱ类标准 

 

表 8.3-2 园满贯水电站敏感点噪声监测 

监测点 监测点位置 
监测点

编号 
监测项目 监测时间与频次 

监测要求和采

样、分析方法和

数据处理 

大坝镇干千村 

发电厂房西侧，

直线距离约
300m 

N4 
等效连续

A 声级 

连续监测 2 天，昼夜

各 1 次。 

按 GB3096 和有

关监测技术规范

进行。 

执行标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1993）2 类标准 

 

2、监测方法 

等效连续 A 声级(LAeq)。 

3、监测时间及频次 

http://www.sepa.gov.cn/image20010518/4563.pdf
http://www.sepa.gov.cn/image20010518/4563.pdf
http://www.sepa.gov.cn/image20010518/4563.pdf
http://www.sepa.gov.cn/image20010518/45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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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5 日~26 日，贵州基越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对声环境进行监测，

连续监测 2 天，每天昼（06:00～22:00）、夜（22:00～06:00）各监测一次。 

4、监测结果及分析 

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见表 8.3-3。 

 

表 8.3-3 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时间 编号 
监测结果

（dB（A） 

GB12348-90 

2 类标准 达标/超标 

东厂界 

N1 

昼间 2020.9.25 
55.5 60 达标 

夜间 46.8 50 达标 

昼间 2020.9.26 
50.5 60 达标 

夜间 46.7 50 达标 

南厂界 

N2  

昼间 2020.9.25 
58.0 60 达标 

夜间 47.0 50 达标 

昼间 2020.9.26 
56.8 60 达标 

夜间 46.2 50 达标 

西厂界 

N3 

昼间 2020.9.25 
50.6 60 达标 

夜间 47.4 50 达标 

昼间 2020.9.26 
52.0 60 达标 

夜间 46.8 50 达标 

监测点位 时间 编号 
监测结果

（dB（A） 

GB 3096-1993 

 2 类标准 
达标/超标 

大坝镇干

千村 N4 

昼间 2020.9.25 
44.5 60 达标 

夜间 41.4 50 达标 

昼间 2020.9.26 
41.4 60 达标 

夜间 41.6 50 达标 

 

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区周围居民点昼、夜间声环境监测值均满足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1993）中的Ⅱ类标准。发电厂房厂界噪声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90）Ⅱ类标准。 

8.4 声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分析 

按照园满贯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等文件的要求，园满贯水电站施

工期基本落实了对大坝基坑、砂石加工系统、混凝土拌合系统以及交通运输等的

噪声防治措施。在采取了噪声防治措施之后，施工活动导致的噪声影响对施工区

内的办公区以及附近居民点的影响小。根据本次验收声环境监测，居民点昼、夜

间声环境监测值均满足《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1993）中的Ⅱ类标准，

按《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Ⅱ类标准校核亦满足要求。发电厂房厂界

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90）Ⅱ类标准，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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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Ⅱ类标准校核亦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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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固体废物处理及调查分析 

9.1 施工期固体废物 

9.1.1 施工土石方 

本项目已于 2020 年 11 月完成水保验收，根据《园满贯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报告》，园满贯水电站工程共开挖土石方 24.93 万 m
3，回填土石方 24.93 万

m
3。 

1、石料场、土料场 

根据《园满贯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项目实际设置取料场 2 个，

均为石料场，Ⅰ号石料场位于上坝址下游左岸约 400m 的桃柱台旁的山脊处，Ⅰ号

石料场实际占地面积 0.33hm
2，取石料量 0.32 万 m

3；Ⅱ号石料场位于左坝肩约 50m

处，Ⅱ号石料场实际占地面积 0.91hm
2，取石料量 6.00 万 m

3。 

根据《园满贯水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本工程所用土料较少，未单

独设置土料场；项目绿化所有覆土为前期剥离的表土。料场区已实施的水土保持

措施已基本满足现状弃渣场的防治要求，防治措施的布置基本完整、合理。 

2、弃渣场 

，经过施工过程当中土石方平衡设计的优化，减少了弃渣、增加了回填利用，

基本实现了土石方平衡，没有实施弃渣场。 

 

  
取料场 取料场 

 

图 9.1-1    项目取料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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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施工期生活垃圾 

施工期生活垃圾主要产生于办公区和临时生活区，设置了垃圾桶和垃圾池集

中收集，定期由专人清运至地方垃圾中转站进行集中处理。 

9.2 运行期生活垃圾 

本工程运行期常驻电站办公区的工作人员约 6 人，电站营地内设置垃圾桶，

附近设置垃圾收集池，见图 9.2-1；建设单位与遵义吉禄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

订垃圾清运服务协议，由其定期对发电厂生活区生活垃圾定期进行清运，详见附

件 15。 

 

垃圾收集池 

图 9.2-1    生活垃圾收集设施 

9.3 小结 

园满贯水电站施工期和运行期较好地落实了固体废物收集和处置措施：设置

了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并签订垃圾清运协议，没有乱弃行为。对周边环境影响较

小。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 

 105 

10 其他环境影响调查分析 

10.1 移民安置基本情况 

园满贯水电站水木淹没和工程占地涉及仁怀市、桐梓县、遵义县 3个县（市），

遵义市人民政府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组织开展了园满贯水电站下闸蓄水阶段移民

专项验收会议，并通过验收，验收意见详见附件 5，具体情况如下。 

10.1.1 水库淹没基本情况 

根据园满贯水电站可研阶段成果和实施阶段实物指标分解核实成果，园满贯

水电站水库淹没涉及仁怀市、桐梓县、遵义县 3 个县(市)7 个乡镇，14 个行政村、

40 个村民组。 

淹没涉及土地总面积 7903.85 亩，其中:耕园地 2717.21 亩、林地 1679.67 亩、

建设用地 159.19 亩、未利用地 3347.78 亩，淹没零星树木 44114 株，淹没坟墓

1460 座，农副业设施石灰窑 7 个、砖瓦窑 19 个;涉及专项设施有等外级乡村公路

4.1km，桥梁 9 座，其中铁索桥 5 座面积 591.6m
2，石拱桥 2 座面积 89.7m

2，钢

筋混凝土板式桥一座 85.0m
2、木桥一座，30kV 变压器一台，220V 输电线路 9.2km，

小水电站 3 座共 450KW，灌溉渠道 0.55km，农村小学教学点 1 所;涉及直迁移民

人口 266 户 1536 人，需拆除各类房屋及附属建筑 42938m
2。 

水库淹没影响地质不稳定区:涉及土地面积 258.6 亩，其中:水田 63 亩，旱地

33.3 亩，灌木林地 52 亩，宜林地 110.3 亩;淹没影响涉及人口 7 户 34 人，房屋及

附属建筑 1210m。规划生产安置人口 2520 人，搬迁安置移民人口 2496 人，其中

直迁移民 266 户 1536 人。 

10.1.2 移民安置实施情况 

根据园满贯水电站下闸蓄水阶段移民专项验收意见，在 2009 年 4 月底，园

满贯水电站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共完成移民搬迁安置 279 户 1600 人(全部为直迁

移民，其中:库区完成 262 户 1518 人、施工区完成 17 户 82 人)，占规划直迁移民

人口总数的 98.89％。其中:仁怀市完成 90 户 503 人(其中库区 73 户 421 人、施工

区 17 户 82 人)，占直迁移民的 100％;桐梓县完成 177 户 1031 人，占直迁移民的

97.91％;遵义县完成 12 户 66 人，占直迁移民的 100％。 

验收阶段根据建设单位介绍和现场走访调查，本项目已基本完成移民安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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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从移民已建(购)房的情况看，移民搬迁到新的安置地后，所建(购)的房屋基

本是砖混(木)结构房，质量和面积均优于搬迁前的住房水平，基本实现了永久性

安置。已安置移民水、电、路和就医子女就学等条件都优于搬迁前的水平。 

10.2 专项工程复建情况调查 

库周交通实施：桥梁工程 4 座，铁索桥改建为渡口 4 处，复建公路 2 条，新

建库周人行道 30km，已复建完成。 

电力专项设施：水库淹没区影响的输电线杆、输电线路和照明线路已分别由

所属的电力公司和供电部门完成复建，库区淹没的 3 座小水电站、1 座水轮泵站

等水电水利设施均已作一次性补偿处理。 

10.3 水库库底清理完成情况调查 

根据园满贯水电站下闸蓄水阶段移民专项验收意见，库区三县(市)按照本县

(市)库区库底清理实施方案和技术规程要求开展库底清理工作，对 510m 水位线

下已迁房屋等建(构)筑物已全部拆除。510m 水位线下的林木已基本砍伐，运出

库外或就地焚烧。510m 水位线下粪池、厕所、牲畜圈、污水池、垃圾场、坟墓

等污染源已按非饮用水处理规范进行处理，开展了淹没区灭鼠防疫处理工作。 

10.4 人群健康情况调查 

施工期采取了一定的人群健康保护措施。施工单位对施工人员进行全面健康

检查、建立疫情档案，根据调查情况进行抽样检疫，各生活区设立临时医疗点，

备有常用药品。石料开采、骨料加工、拌合场等粉尘大的作业人员均配备劳保用

品，噪声大的作业配备耳塞、隔音间。食堂卫生良好，并进行灭鼠、灭蚊蝇工作。 

经调查和查阅资料，本工程施工期间的人群健康状况较好，没有发生疫情。 

10.5 小结 

园满贯水电站在蓄水前即较好地完成了库底清理、复建工程和移民安置等工

作，并通过了遵义市人民政府的专项验收。施工期采取了妥善的人群健康保障措

施，人群健康状况良好。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 

 107 

11  环境风险事故防范及应急措施调查 

11.1 环境风险因素调查 

11.1.1 爆破材料事故风险 

本工程炸药采用公路运输，在车辆运输过程中，有可能遇到或发生交通事故，

引发炸药爆炸，从而污染周围生态环境和环境质量。由于工程施工期对炸药采取

了专业人员驾驶和押运，有效的控制了交通事故，且在运输过程中炸药的单车运

输量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了严格控制. 

根据现场访问调查，工程施工期间未发生炸药爆炸的环境风险事故。 

11.1.2 油库事故风险 

本工程油库为环境风险源，主要可能导致以下风险：①储罐、管道阀门和泵

由于维护不当出现故障，造成油气的泄漏可能导致火灾甚至爆炸；②油品在装卸

作业时，若流速过大易产生静电，在雷电等条件下可能引发火灾燃烧；③由于油

库操作人员的工作失误导致原油外溢，遇到火源易引发火灾燃烧事故。 

运行期电站设置了危废暂存间，对电站的废油统一进行回收堆存，目前园满

贯水电站废油约有 0.3 吨，根据现场走访调查，本工程运行以来未发生油库事故，

建设单位已签订危废处置协议和相关危废转移联单，详见附件，由具备资质的单

位处置发电站废机油。 

  
油处理室 废油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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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标牌 消防沙 

图 11.1-1 现场照片 

11.1.3 施工期污染事故风险 

工程建设期间各类污废水均进行处理并回用，在各处理系统正常运行情况下

对涟江水质不会造成影响，但在系统事故情况下可能对水体水质造成影响，工程

建设期间最大的废水来源是砂石料系统冲洗废水。园满贯水电站施工期砂石系统

废水事故排放的可能原因主要有：水处理设备检修、故障以及电力故障时，处理

设施无法正常运行；废水进水水质异常，而处理系统抗负荷冲击能力差；水处理

系统运行管理不善。 

根据现场访问调查，本工程施工期间未发生水污染事件。 

11.2 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园满贯水电站运行期已编制了《园满贯水电站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目

前正在完善评审及备案手续。 

11.2.1 应急组织机构、人员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建设项目成立突发环境事件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组

织和指挥对各类重大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理工作。 

园满贯水电站突发环境事件工作领导小组由总经理担任指挥长，由党委书记

担任副指挥长，成员由建设公司各部门负责人担任。突发环境事件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负责协调和重大突发事故的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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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应急通讯联络方式 

园满贯水电站通讯系统完善，环境管理办公室领导小组所有人员 24 小时开

机待命，平时即与仁怀市环保、林业、水利、消防、疾控中心、医疗机构等建立

良好的通讯联系，一旦发生风险事故，环境应急负责人(或值班人员)可以第一时

间向园满贯水电站行政主管部门汇报。 

11.2.3 应急防护措施和器材 

建设单位环境管理办公室储备了必要的机械设备、车辆、消防设施、常见疾

病药品等。要求各施工单位应急组织机构也储备相应的消防器材、药品等。同时，

根据重大环境污染突发事故应急处理的需要，环境管理办公室有权紧急调集非领

导小组或办公室的人员、储备的物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 

11.2.4 应急环境监测方案 

针对本工程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事故，制订地表水、环境空气质量及施工人

员发病率的监测方案；一旦发现环境风险事故，立即启动应急环境监测方案，并

请仁怀市环境监测站协助。 

11.2.5 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有效性分析 

建设单位的环境风险事故防范工作十分重视，按照环评报告书及批复等文件

的要求，采取的管理措施均取得了应有的效果，环境风险事故防范的组织机构的

设置具有针对性，做到了责任到人，并建立了完善的规章制度，没有因管理失误

造成对环境较大的不良影响。工程运营以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环境风险事故。 

根据现场调查，建议建设单位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以下方面：  

1、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项目法人应当定期组织建设项目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演练，包括紧急救援的组织、程序、措施、责任以及协调等方面。

重点检查防汛安全责任制，检查防汛救生设备和安全防护用品配备、设施设备的

维护保养，检查水电企业安全管理和发供电设备安全运行，检查职工安全教育。 

2、应用环境监测预警系统，保障生产安全和环境质量。借助于自动检测、

传感器以及微电子与计算机技术，把对于危险源、污染源的状态信息(与人直接

或间接接触的设施状况的参数)，尤其是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运输环节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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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事故的隐患点，重要建、构筑物和特种设备的机械强度等可观测的，有

些还是可控的信息，检测并按规定的方式显示出来，并发出警示信号，或者给出

未来的趋势预报，在紧急状态下，还会进行必要的应急控制，以便抑制事故发生

或减少危害波及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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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落实情况调查 

根据环评要求，本工程应设置环境管理机构，确保完成工程环境管理任务。

园满贯水电站水库工程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将在当地环保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

由建设单位组织实施。运营期很长，一些潜在的环境问题在初设计和建设初期不

可能完全认识清楚，因此需对影响区进行长期监测，以降低环境风险。 

12.1 施工期环境管理 

1、环境管理机构 

施工期间，本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由贵州桐梓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管理，成立了环水保办公室，组长由管理公司专职领导担任，由环水保办公室专

职人员负责具体工作。 

2、环境管理机构的职责 

施工期间环境管理的主要任务有：落实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会同有关部门

和监理单位等单位监督、检查施工单位执行或落实有关环境保护措施的情况，并

处理有关事宜。 

环水保办公室领导小组职责：在工程建设管理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

政府下发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加强对水土流失、噪声、粉

尘、废气、废水的控制和治理；遵守有关树木、文物保护、防火及废弃物处理的

规章制度，随时接受当地政府环境机构的监督检查。 

环水保办公室职责：监督工程建设管理全过程的环保、水土保持工作，对

不符合规定的进行纠正；发现并配合解决施工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开展环保、水

土保持活动和环保、水土保持知识的培训；监督各项环保、水土保持技术措施的

落实；保证环保、水土保持设施的有效运行。 

3、机构工作情况 

自工程开工后，管理机构参与了枢纽区和发电场区施工区的环境保护措施

的落实，对施工人员环境保护意识的培训等相关工作，对施工期环境保护工程实

施全程管理。对环境保护从实施规划、方案设计、招投标、施工进行组织和落实。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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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执行。 

12.2 运行期环境管理 

1、环境管理机构 

水库运行期环境保护工作由贵州桐梓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管理，由

1 名副总负责管理，1 名专工负责具体工作。 

2、机构工作情况 

运行期管理机构自设置以来主要完成的工作有： 

（1）建立环保技术监督网，开展环保技术监督工作，并统一归口于技术监

督组织网络进行管理。 

（2）制定了《防汛度汛应急预案》、《水工环保专工工作标准》等制度、技

术标准和规程规范。 

（3）按已制定的相关制度、技术标准和规程规范正常开展工作，按监测周

期对水质、来水量、水位、噪声等进行监测，并相成相关的报表。 

12.3 环境监测落实情况调查 

环评报告编制阶段，建设单位委托遵义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于 2005 年 4

月 6 日至 8 日对园满贯水电站进行了现状监测。 

本次验收调查，委托了贵州基越检测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9 月对园满贯

水电站进行了环境现状监测。 

12.4 环境监测计划 

依据环评报告书要求及结合目前项目情况，本次调查建议项目运行管理单位，

定期开展相应环境监测内容。 

（1）断面布置 

为了解工程运行期的水质状况，在坝址、厂房总排口处各布设一个断面。 

（2）监测频率 

丰、平、枯水期各监测 1 次。在水质监测过程中，如发现某参数有超标等异

常情况，应分析原因并立即报该工程环境管理机构，以便及时采取污染控制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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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项目 

水温、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总磷、总氮、石油类、氟化物、氰化物、硫化物、挥发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粪大肠菌群、硫酸盐、氯化物、硝酸盐、铁、锰、汞、铅、六价格、悬浮物，共

25 个项目。 

12.5 环境管理和监测小结 

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园满贯水电站工程施工期和调试运行阶段的环境管理

工作，园满贯水电站较好的执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等文件对园满贯水电

站环境管理工作的要求。 

贵州基越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园满贯水电站验收监测监测工作，对本次验

收工作的工程建设过程环保措施实施效果及环境影响提供依据，体现工程建设与

运行对环境影响的特性把控，为工程竣工环保验收及后续环保补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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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众意见调查 

13.1  目的 

圆满贯水电站工程的修建对当地的输电、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但不可避免的水电站所在区域及附近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为

了了解施工期和运行期受影响区域居民的意见和要求，评价工程建设前后环境状

况的变化和影响以及环保措施的实施效果，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工程的环境保护工

作，以及把工程建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有利于圆满贯水电站的

环境管理工作决策的科学化。本次环境影响调查队在水电站周围居民进行了公众

意见调查。 

13.2  调查方法和调查内容 

本次公众意见调查主要调查对象为工程影响区域内居民和周边团体，通过采

取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调查广大公众和社会团体的意见。调查内容包括对水电

站的了解程度、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工程采取环保措施的情况、对工程最关心的

环境问题以及意见和建议等。 

本次公众意见调查采用分发调查表的形式进行，调查表内容见表13.3。 

13.3  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通过实地考察和现场走访，针对电站周边居民共发放调查表101份，回收100

份，回收率99%。调查对象主要为工程影响范围内的居民、学校师生、农民及政

府工作人员。针对团体发放11份调查问卷，主要对象为工程周边各村民委员会，

对圆满贯水电站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均表示满意，具体内容见表13.3-1、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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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圆满贯水电站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众参与调查问卷（个人） 

梓河干流园满贯电站(以下简称“圆满贯电站”)位于贵州省仁怀市，地处赤水河一级支流桐梓河

上，下游为杨家园电站，上游接大塘口电站，电站距仁怀市中枢镇 52km，距离遵义市 165km 水库正

常蓄水位 516m，总库 1.23 亿 m，水库水面面积 4.77km2，属大(2)型水库。电站大坝为碾压混凝土拱

坝，最大坝高 85.5m，电站总装机容量 4 万 kw，年利用小时 3420 小时，年发电量 1.37 亿 kwh。电站

以发电为主，兼顾库区农田灌溉和农村人畜饮水。 

    目前圆满贯水电站工程正在开展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验收调查过

程中应充分考虑公众意见，因此特向您发放本调查表，征求工程建设期间对周边环境带来的影响，谢

谢您的合作!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文化程度  

所在村庄  联系方式  

请在您认为正确的地方在□打√ 

您认为工程建设是否有利于本地

区的经济发展 
有利□ 不利□ 不知道□   

施工期对您的影响最大的是（可

多选） 
夜间噪声□ 施工粉尘□ 

施工弃渣排

入河流□ 
出行不便□ 无影响□ 

施工期是否发生过污水或弃渣入

河现象 
发生过□ 未发生过□ 不知道□   

该工程施工期是否发生过环境污

染事件或扰民事件 
发生过□ 未发生过□ 不知道□   

您对该工程生态恢复措施是否满

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无所谓□  

您认为工程建设与运营对当地自

然景观是否有影响 
影响较大□ 影响很小□ 无影响□ 不知道□  

该工程运营后对下游居民生活及

工农业用水的影响 
影响较大□ 影响很小□ 无影响□ 不知道□  

工程运营后对下游渔业资源的影

响 
影响较大□ 影响很小□ 无影响□ 不知道□  

您对该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的满

意程度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觉得工程建设期间和建成后对您的生活还有哪些严重影响？ 

您对该工程下一步的环境保护工作有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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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圆满贯水电站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众参与调查问卷（团体） 

梓河干流园满贯电站(以下简称“圆满贯电站”)位于贵州省仁怀市，地处赤水河一级支流桐梓河

上，下游为杨家园电站，上游接大塘口电站，电站距仁怀市中枢镇 52km，距离遵义市 165km 水库正

常蓄水位 516m，总库 1.23 亿 m，水库水面面积 4.77km2，属大(2)型水库。电站大坝为碾压混凝土拱

坝，最大坝高 85.5m，电站总装机容量 4 万 kw，年利用小时 3420 小时，年发电量 1.37 亿 kwh。电

站以发电为主，兼顾库区农田灌溉和农村人畜饮水。 

目前圆满贯水电站工程正在开展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验收调查

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公众意见，因此特向您发放本调查表，征求工程建设期间对周边环境带来的影响，

谢谢您的合作! 

单位 

名称 
 

请在您认为正确的地方打√ 

施工 

期 

施工期间的机械噪声对您工作环境的影响 严重 一般 轻微 无影响 

夜间有无施工现象 经常 偶尔 没有 

施工期有无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有 无 

试运

行期 

运行噪声对您工作环境的影响 严重 一般 轻微 无影响 

试生产期间有无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有 无 

综合 

评价 
您对该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是否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如对该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不满意，请填写不满意的原因： 

您对该工程的的环境保护工作有何建议。 

 

 

经过对本次公众意见调查的结果统计详见表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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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3 圆满贯水电站竣工环保验收公众意见调查结果（个人） 

序号 选项 数量（人） 占比（%） 选项 数量（人） 占比（%） 

基本信息 

1 男 68 68 女 32 32 

2 
30 岁以下 17 17 30-60 岁 62 62 

60 岁以上 21 21    

3 汉族 100 100 少数民族 0 0 

4 
小学 50 50 

中专、高中及以

上 
4 4 

初中 46 46    

调查能容 

1 

您认为工程建设是否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有利 100 100 不知道 0 0 

不利 0 0    

2 

施工期对您的影响最大的是（可多选） 

夜间噪声 0 0 施工粉尘 0 0 

施工弃渣排入河

流 
0 0 出行不便 0  

无影响 100 100    

3 

施工期是否发生过污水或弃渣入河现象 

发生过 0 0 未发生过 99 99 

不知道 1 1    

4 

该工程施工期是否发生过污染事件或扰民事件 

发生过 0 0 未发生过 100 100 

不知道 0 0    

5 

您对该工程生态恢复措施是否满意 

满意 100 100 基本满意 0 0 

不满意 0 0 无所谓 0 0 

6 

您认为工程建设与运营对当地自然景观是否有影响 

影响较大 0 0 影响很小 0 0 

无影响 100 100 不知道 0 0 

7 

该工程运营后对下游居民生活及工农业用水的影响 

影响较大 0 0 影响很小 0 0 

无影响 100 100 不知道 0 0 

8 

该工程运营后对下游渔业资源的影响 

影响较大 0 0 影响很小 0 0 

无影响 100 100 不知道 0 0 

9 

您对该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程度 

满意 100 100 基本满意 0 0 

不满意 0     

 

1、个人 

（1）在受访者中，男性受访者为 68 人，女性 32 人；30 岁以下年龄段 17

人，30～60 岁年龄段 62 人，60 岁以上年龄段 21 人。 

（2）100%的受访者表示施工期对其生活无影响，99%的受访者表示施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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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过污水或弃渣入河现象，100%的受访者表示施工期未发生过污染事件或

扰民事件。 

（3）100%的受访者对工程生态恢复措表示满意，100%的受访者表示工程

建设与运营对当地自然景观无影响，100%的受访者表示工程运营后对下游渔业

资源无影响，100%的受访者表示工程运营后对下游居民生活及工农业用水无影

响。 

（4）从调查结果可见，100%受访者表示对本工程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 

2、团体 

（1）施工期间：100%被调查团体表示施工期间的机械噪声对其工作无影响； 

9%被调查团体表示夜间偶尔有施工现象，91%被调查团体表示夜间没有施工现

象；100%被调查团体表示施工期无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2）试运行期间： 100%被调查团体认为运行期噪声对周围环境无影响；

100%被调查团体表示运行期无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3）100%的团体对本工程的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 

13.3 公众环保举报事件及处理 

工程开工以来，经现场调查及环保局走访，环境主管部门未收到圆满贯水电

站项目建设引起群众环保投诉。 

13.4 公众参与调查 

通过以上调查结果分析，受调查者对圆满贯水电站建设以来的环保工作感到

满意，当地居民的交通条件也得到了改善；施工期噪声不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

水土流失和植被、鱼类的影响较小。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既有有利影响、也有

不利影响，公众意见基本与现状相符。 

综合来看，公众对圆满贯水电站的正面效益表示认可，对于工程建设所采取

的环保措施也表示满意。希望建设单位能够重视公众意见，在以后的施工中进一

步重视环保工作，加强植被恢复工作，最大程度上减免工程建设带来的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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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验收调查结论和建议 

14.1 工程调查 

桐梓河干流园满贯电站位于贵州省仁怀市，地处赤水河一级支流桐梓河上，

属于桐梓河水电梯级开发规划的第六级，下游为园满贯电站，上游接大塘口电站，

电站距仁怀市中枢镇 52km，距离遵义市 165km。 

水库正常蓄水位 516m，总库 1.23 亿 m
3，水库水面面积 4.77km

2，属大(2)

型水库。电站大坝为碾压混凝土拱坝，最大坝高 85.5m,电站总装机容量 4 万 kw，

年利用小时 3420 小时，年发电量 1.37 亿 kw·h。电站以发电为主，兼顾库区农田

灌溉和农村人畜饮水。 

园满贯电站工程于 2006 年 7 月正式开工，2009 年 3 月下闸蓄水。2009 年 6

月，园满贯电站并网发电，2009 年 9 月，大坝主体工程施工完成， 2010 年 5 月

1 日工程竣工。 

1988 年，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完成了《桐梓河流域水利水电规

划报告》。1991 年，遵义地区行署以遵署函［1991］24 号对该报告进行了批复。

2003 年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又完成了《桐梓河干流园满贯至浪子口

河段水电开发规划（修编）》，并于 2003 年 9 月通过审查，遵义市人民政府以遵

府函[2003]115 号文批复。2004 年 4 月，遵义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

了《桐梓河干流园满贯水电站项目建议书》。2005 年 6 月贵州省水利厅对《桐梓

河园满贯水电站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技术方案审查。2007 年 1 月贵州省

发改委以黔发改能源[2007]39 号文对桐梓河园满贯水电站水电站项目作出核准

批复。2006 年 1 月，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桐梓河干流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06 年 2 月，原贵州省环境保护局以黔环

函[2006]56 号文对《桐梓河干流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14.2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本工程在设计、施工及运营期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以及各级环保行政

主管部门得批复要求采取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工程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和

设计阶段提出了较为全面、详细的环境保护措施，环评、设计及批复中各项要求

及措施在工程建设中和试运营期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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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环境影响调查分析 

14.3.1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分析 

一、陆生生态环境 

1、当前水库沿岸植被以柏木林为主，其中在水库大坝附近河谷斜坡上的柏

木林、松树林长势良好，库周灌丛植被以牡荆、盐肤木为主。水库的修建未对库

周植被多样性造成影响。水库的修建未对库周植被多样性造成影响。 

2、各个陆生脊椎动物种群都未受到了水库建设的影响。 

3、水库的修建未对库区库周省级保护野生动物类群构成明显的不利影响，

库区的蓄水带来的湿地面积扩大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 

4、调查区内土地利发生了局部变化，但总体结构未发生根本变化；工程扰

动地表面积较小，对库区库周的土地利用和水土流失影响有限，区域内的土地利

用和水土流失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源于相关乡镇的自然环境的改变和各种社会经

济活动所致，水库建设对评价区土地利用变化和水土流失变化影响较小。 

二、水生生态环境 

通过评价区域水生生物现状分析和评价，对于水库已造成的水生生态调查，

本次评价认为库区建设对于评价区的水生生物群落的影响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

不利的方面，综合比较，有利影响稍多。 

（1）对水生生物及其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本评价区域无大型集中的鱼类产卵场，水库的建设使得原河道内的一些急流

险滩不复存在，致使一些喜在流水卵石滩上产卵的鱼类失去产卵场地。但是这些

种类的鱼类在该评价区域内种类及数量都极为稀少，同时这些鱼类在该流域其他

河段有分布，故不存在导致重要的经济鱼类灭绝问题，影响很小。 

河道内无在海河之间洄游的鱼类，因此大坝的未阻隔河海之间洄游鱼类的洄

游，因该库区河段内属于半洄游性的鱼类种类和数量均及少，也无国家重点保护

鱼种。 

（2）对水生生物及其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水库的建设，使评价区域的水域环境从流动的水体变成半流动或静止的水体，

这将使一些喜在静水和缓流环境中生活的鱼类扩大了生存空间和适宜的场所。不

仅如此，这种水域环境的变化也为浮游生物、底栖动物和水生维管束植物的生存



园满贯水电站工程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 

 121 

和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条件，从而为鱼类提供各种丰富的饵料资源，因而有利于

鱼类的种群发展，增加鱼产量。 

渔业的发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与不利影响相比较其

有利影响较大。 

14.3.2 水环境影响调查分析 

工程自园满贯水电站 2009 年 3 月下闸蓄水，2009 年 6 月并网发电。园满贯

水电站于运行期增设生态放水措施，生态放水管从引水隧洞施工支洞接出，沿支

洞轴线布置至出口，采用 DN1200mm、出口变径为 DN700 的钢管布置，钢管总

长 64m。该生态流量下泄措施设计方案由遵义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运

行期将通过该生态下泄管下放生态流量。生态流量下泄设施设置了流量监控系统，

通过在管道平直段安装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的方式进行流量数据采集。 

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的要求，园满贯水电站落实了工程施工期生产

废水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按照要求修建了沉淀池、化粪池对生产废水和生活污

水进行处理后回用，较大程度的减缓了工程施工废水对秧坝河水体水质的影响，

未发生由工程施工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引起的环境污染事故及上访事件，也未收

到工程区及周边群众关于工程施工生产废水、生活污水污染的相关投诉。项目运

行阶段，发电厂房日常管理人员约 6 人，生活污水采用化粪池集中收集，定期清

掏不外排。 

根据园满贯水电站水质监测结果，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III 类标准，工程运行期间库区水质未出现恶化现象。为保护好库

区水质，建议建设单位配合地方政府继续控制库区及河道沿岸的其它开发活动等，

并定期对库区地表水水质进行监测。 

14.3.3 大气环境影响调查分析 

园满贯水电站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等文件的要求，工程施工期基本落

实了相关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有效地防止了工程施工大气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及人

体造成的不利影响，工程施工期间未发生由工程环境空气污染而引起的环境污染

事故及上访事件，也未收到工程区及周边群众关于工程环境空气污染的相关投诉。 

工程运行阶段间，电站厂房主要采用电力空调供暖、电热水器供热，餐饮采

用电，仅产生少量厨房油烟，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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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验收调查监测可知：电站周边大坝镇干千村居民点 TSP、PM10 日

均浓度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要求。 

14.3.4 声环境影响调查分析 

按照园满贯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等文件的要求，园满贯水电站施

工期基本落实了对大坝基坑、砂石加工系统、混凝土拌合系统以及交通运输等的

噪声防治措施。在采取了噪声防治措施之后，施工活动导致的噪声影响对施工区

内的办公区以及附近居民点的影响小。根据本次验收声环境监测，各监测点声环

境质量均达到《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1993）2 类标准，厂界噪声满

足发电厂房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90）Ⅱ

类标准。 

14.3.5 固体废物处理调查分析 

园满贯水电站施工期和运行期较好地落实了固体废物收集和处置措施：设置

了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并签订垃圾清运协议，没有乱弃行为。对周边环境影响较

小。 

14.3.5 移民安置工程环境影响调查分析 

园满贯水电站在蓄水前即较好地完成了库底清理、复建工程和移民安置等工

作，并通过了遵义市人民政府的专项验收。施工期采取了妥善的人群健康保障措

施，人群健康状况良好。 

14.3.6 环境管理、环境风险事故防范及应急措施调查 

为做好项目环境污染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工作，建设单位制定了《园满贯水电

站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园满贯水电站在施工期、运行阶段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组建了环境管理

机构，环境管理职责明确，日常环境监测工作已开展，基本符合环保管理要求。

运行期电站设置了废油回收室，对电站的废油统一进行回收堆存，本项目运行至

今未发生油泄漏事故，建设单位计划与具有废油收集资质的单位签订废油收集合

同，由该公司定期收集废油。 

14.3.7 公众意见调查 

被调查者中 100%的被调查者表示对园满贯水电站的环保工作表示满意，没

有人表示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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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结论与建议 

14.4.1 结论 

根据本次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结果，园满贯水电站工程执行了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工程在建设和投入试运行以来，建设

单位和施工单位具有较强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各项环境质量指标满足相关要求，

达到了环评报告及其批复文件提出的要求。因此，建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4.4.2 建议和要求 

1、进一步加强竣工后施工遗迹的植被恢复及复绿措施，为保护好库区水质，

建议建设单位配合地方政府继续控制库区及河道沿岸的其他开发活动等，并定期

对库区地表水水质进行监测。 

2、要求建设单位加强危险废物的处置管理，按照相应管理要求，尽快完善

危废处置设施，妥善处置危险废物，以免造成环境污染事件。 

3、要求建设单位加强生态流量泄放设施的运行管理，定期检查维护，确保

下泄生态流量满足环评要求。 

4、适时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