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富宁县那恒水库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12月 25日，富宁县那恒水库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根据《云南省富宁

县那恒水库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暂行管理办法》、《云南省富宁县那恒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

环审〔2016〕89 号），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

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意见等要求对项目进行验收，

验收小组由建设单位（富宁县水务局）、运营单位（富宁县那恒水库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云南中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云南建投

第一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云南润滇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和

相关专家等组成。

经现场考察，查阅相关资料并充分讨论，形成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那恒水库位于富宁县城的东北方向，那马河左岸一级支流那能河上游段。坝

址位于那能乡那恒村附近，枢纽区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46′8.90″，北纬

23°58′11.50″，距离富宁县城约 120km（公路里程），交通较为方便。该工

程主要由枢纽工程和灌区组成，坝址以上流域面积 39.5k ㎡。水库校核洪水位

965.54m，设计洪水位 964.66m，正常蓄水位 962.32m，死水位 926.40m；总库容

1247 万 m³，正常库容 1090.3 万 m³，兴利库容 1026.4 万 m³，死库容 63.9 万

m³；水库溢洪道宽 20m；水库总供水量 1203.2万 m³，其中集镇供水 47.5万 m³，

农村人畜供水 32.3 万 m³，那恒牲畜养殖场供水 106.5万 m³，农业供水 1016.9

万 m³，设计灌溉面积 1.84万亩。是一座Ⅲ等中型水库，永久性主要建筑物大坝、

溢洪洞、导流输水放空隧洞建筑级别为为 3级，次要建筑物为 4级；输水管道及

其它建筑物为 5级建筑物，其它次要建筑物为 5级建筑物。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6 年 3 月，由四川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富宁县那恒水

库工程项目建议书》获得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云发改农经[2016]324

号）。2016 年 7 月由四川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云南省富



宁县那恒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16 年 7 月四川大学在《云南省富宁县

那恒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基础上编制完成《云南省富宁县那恒水库水资源

论证报告书》，并获得云南省水利厅批准（云水资源许[2015]1号文），准予《文

山州富宁县那恒水库工程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行政许可决定书》。2016 年 8 月

云南秀川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云南省富宁县那恒水库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报批稿）》。2016 年 12 月 25 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富宁县那恒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云发改农经〔2016〕1920 号）对那恒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

批复。2016 年 11 月 28 日由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的《云南省富

宁县那恒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获得文山州环境保护局的批复（文环审〔2016〕

89号）。2018 年 4 月 3 日，云南省水利厅以《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准予富宁县那

恒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行政许可决定书》（云水规计许〔2018〕3 号）对那

恒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进行了批复，同意项目的建设。工程于 2018 年 4月 26

日工程正式开工建设，2021年 12 月 9日完成所有工程建设。并开始蓄水试运行。

（三）投资情况

富宁县那恒水库工程总投资为 35318.94万元，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831.51万

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2.35%。

（四）验收范围

项目验收范围整个云南省富宁县那恒水库工程建设范围。

二、工程变动情况：

通过对项目环评阶段设计资料以及实际施工数据进行了复核，项目发生变化

的主要有：①拦河坝：最大坝高降低 0.4m，坝顶轴线加长 8.88m；②侧槽溢洪洞：

溢洪洞改为溢洪道，长度减少 49m；③导流输水放空隧洞：隧洞全长增加 1.22m，

其中洞身段增加 24m，设计输水流量增加 0.02m³/s；④工程总占地减少了减少

5.96h ㎡；⑤输水管道总长减少 0.675km；⑥枢纽工程区因征地困难只设置了枢

纽弃渣场，在石料场设置了石料坑弃渣场；输水工程因对开挖方进行了充分回填

利用，无弃渣产生，取消输水管线 6个弃渣建设。⑦那恒水库实际基准年生产安

置人口为 442 人，至规划水平年为 451 人，比环评阶段增加 41 人。其中库区（水

平年 2020 年）360 人，比环评阶段减少 21 人；塌岸影响区 8 人（水平年 2020

年），与环评阶段一致；枢纽工程建设区（水平年 2017 年）25 人，比环评阶段



增加 14 人；输水工程建设区 58 人（水平年 2017 年），比环评阶段增加 48 人，

搬迁地点为那能乡集镇 1个安置点。

通过现场勘查，对照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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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办[2015]52 号）中的相关内容，本工程的

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等均不属于重大变动；工程不存在重大变动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气治理措施

水库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扬尘和机械尾气。施工粉尘、燃油废气实

际产生的污染物主要在施工区内扩散，局部区域内的瞬时浓度会超过相应标准限

值。施工期间通过洒水降尘的方式对渣场扬尘进行了治理，施工期间扬尘没有影

响村民的正常活动，在建设完工后对施工场地进行了绿化以及土地复垦工作，扬

尘产生的影响已随施工的结束而消失。

那恒水库运营期间无生产废气产生，废气主要为办公生活区食堂产生的油烟，

油烟的产生量很少，通过稀释自然净化，对环境的影响很小。

（2）废水治理措施

①施工期废水治理措施

施工作业区的砂石料加工废水、混凝土拌合养护等施工产生的施工废水等。

建设单位在砂石料加工区域、混凝土拌合区域和大坝主体工程等区域均设置了容

积为 12m³的沉淀池（共 6 个），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降尘或

砂石料的拌合后回用，不外排。

施工生活污水主要为食堂污水、施工人员洗手污水，该部分污水经食堂设置

的临时隔油池处理后，依托各区域内设置的施工废水沉淀池进行收集处理后回用，

不外排。

②营运期废水治理措施

那恒水库运营期间污水主要为水库管理所内员工的生活污水。目前大坝办公

生活区常驻人员为 12 人，主要进行日常管理和巡查，生活污水产生量约为 1

m³/d。生活污水产生后进入办公生活区设置的化粪池进行处理（8m³），经处理

后委托周边农户清掏作旱地农肥，不外排。

（3）噪声治理措施

工程施工过程中，选用低噪声设备、工艺和车型，降低噪声源强；进行了设



备和车辆的维护和保养，保持机械润滑，限制车辆超载、超速，减少运行噪声；

合理安排施工、爆破时间，施工爆破采用先进低噪声技术，夜间 22：00～次日 7：

00禁止爆破。

运营期噪声主要是进出水库车辆产生的交通噪声和工作人员生活产生的

社会噪声，由于水库进出车流量少，且影响是短暂的，人员生活社会噪声声

级较低，通过周边绿化带隔声措施降低噪声影响。

（4）固废治理措施

①施工期固废治理措施

那恒水库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工程弃渣、旱厕粪便以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项目建设区共启用 2座永久弃渣场堆放施工期间产生的弃渣，工程产生弃渣

均按相关要求进入渣场集中堆放。经实地踏勘，渣场未设置挡土墙，主要通过压

实和分台堆放的方式处理弃渣。2 座弃渣场以播撒草籽等方式进行恢复。截止竣

工环保验收工作进行时，项目各弃渣场现已基本完成绿化恢复。水库施工期间工

作人员将有旱厕粪便产生，建设方共设置 8座旱厕，分布于项目主要工程范围内，

旱厕粪便定期由周边农户清掏作为农肥使用。施工结束后，已对旱厕进行拆除，

进行了复耕。施工期间产生的生活垃圾，主要使用垃圾收集桶进行收集，收集后

清运至乡镇垃圾收集点进行处理。

②营运期固废治理措施

水库管理所常驻人员约为 12人，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12kg/d，4.38t/a；生

活垃圾使用收集桶进行收集后清运至乡镇垃圾收集点进行处理。水库办公生活区

设置有食堂，产生少量泔水，通过核实泔水产生量约为 1.5kg/d，0.55t/a。食堂

泔水使用收集桶收集后由周边农户运走作为饲料使用。

（5）生态治理措施

经现场调查，项目施工期间设置的弃渣场、料场、施工道路等区域均已基本

完成绿化恢复或土地复垦，施工期间对扰动区域内植被造成的不利影响已得到缓

解，形成了新的生态环境；区域内兽类、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原有的栖息环境、

取食地和巢穴等已逐渐恢复；为减轻对鱼类的影响，水库管理方已设置了相应的

生态下泄流量，可满足鱼类生存要求和环评批复要求以及下游用水需求。经调查，

建设单位已根据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减轻了



工程建设带来的水土流失，满足水土保持防治要求。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工程施工期生态环境部门未收到工程相关环保投诉，对蓄水期监测点位的水

质监测结果表明，各监测因子均能达到GB3838-202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

类水质标准；噪声监测点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1类标准。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废气

施工期间通过洒水降尘的方式对渣场扬尘进行了治理，施工期间扬尘没有影

响村民的正常活动，在建设完工后对施工场地进行了绿化以及土地复垦工作，扬

尘产生的影响已随施工的结束而消失；那恒水库运营期间无生产废气产生，废气

主要为办公生活区食堂产生的油烟，油烟的产生量很少，通过稀释自然净化，对

环境的影响很小。

2、废水

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降尘或砂石料的拌合后回用，不外排；

施工生活污水经食堂设置的临时隔油池处理后，依托各区域内设置的施工废水沉

淀池进行收集处理后回用，不外排。营运期生活污水产生后进入办公生活区设置

的化粪池进行处理，经处理后委托周边农户清掏作旱地农肥，不外排。项目废水

不外排，对水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

工程施工过程中，选用低噪声设备、工艺和车型，降低噪声源强；进行了设

备和车辆的维护和保养，保持机械润滑，限制车辆超载、超速，减少运行噪声；

合理安排施工、爆破时间，施工爆破采用先进低噪声技术，夜间 22：00～次日 7：

00禁止爆破。运营期噪声主要是进出水库车辆产生的交通噪声和工作人员生活

产生的社会噪声，由于水库进出车流量少，且影响是短暂的，人员生活社会噪声

声级较低，通过周边绿化带隔声措施降低噪声影响。项目噪声对环境影响较小。

4、固废

工程产生弃渣均按相关要求进入渣场集中堆放；施工期旱厕粪便定期由周边

农户清掏作为农肥使用；施工期间产生的生活垃圾，主要使用垃圾收集桶进行收



集，收集后清运至乡镇垃圾收集点进行处理。运营期生活垃圾使用收集桶进行收

集后清运至乡镇垃圾收集点进行处理；食堂泔水使用收集桶收集后由周边农户运

走作为饲料使用。项目固废处置率 100%，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

5、生态

经现场调查，项目施工期间设置的弃渣场、料场、施工道路等区域均已基本

完成绿化恢复或土地复垦，施工期间对扰动区域内植被造成的不利影响已得到缓

解，形成了新的生态环境；区域内兽类、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原有的栖息环境、

取食地和巢穴等已逐渐恢复；为减轻对鱼类的影响，水库管理方已设置了相应的

生态下泄流量，可满足鱼类生存要求和环评批复要求以及下游用水需求。经调查，

建设单位已根据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减轻了

工程建设带来的水土流失，满足水土保持防治要求。对生态环境影响是较小的。

六、验收结论

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提出的环保对策措施和建议，根据验收监测期间

的调查结果显示，项目污染物均达标排放，生态均实现有效恢复，项目实际建设

情况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批复所述的工程内容基本一致，不存在重大变更。

与会人员经现场检查资料核实，一致同意本项目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七、后续要求

1、制定生态流量下泄管理制度，确保生态流量按要求的流量下泄。

2、定期实施环境监测，保证库区水质达到相应标准。

3、水库周边应划定相应的保护区范围，设置相应标识牌，禁止在保护区内

进行破坏生态和影响水质的活动。

4、加强对生活设施的管理，确保生活污水不外排，生活垃圾及时清运。

八、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会议的人员有：建设单位（富宁县水务局）、运营

单位（富宁县那恒水库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云南中科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云南建投第一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云

南润滇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和相关专家等。（具体名单附后）。

富宁县那恒水库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