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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都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金桥镇金河村。 

2021 年 1 月，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广

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收口版）。 

2021 年 3 月 12 日，本工程取得了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文件——《四

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都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

（川发改能源〔2021〕82 号）。 

2021 年 7 月 26 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关于昭化

500kV 变电站主变增容扩建等三项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川电建设〔2021〕159

号）对本工程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 

2021 年 9 月，四川嘉源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广都 500kV 变

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2021 年 10 月 29 日，本工程取得四

川省水利厅《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编号：川水许可[2021]27 号）。 

2021 年 8 月，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完成施工图

设计；2022 年 8 月，完成本工程竣工图。 

本工程后续设计中将水土保持部分纳入主体设计中，编制了水土保持章节，

对相关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设计。 

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阶段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43.73 万元，验收阶段水土保持

实际投资为 59.40 万元，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

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 号文的要求，本工程属于“征占地面积在 20

公顷以下，且挖填方小于 20 万立方米”的项目，不对水土保持监理提出人员和公

司资质要求，水土保持监理由主体工程监理单位（四川东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一并完成。 

2021 年 8 月，我公司（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受国网四川省电

力公司建设分公司委托承担了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报告编制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

和《四川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川水函[2018]887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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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随即成立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组，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表和相关设计文件，2022 年 3 月 9 日，工作人员深入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和访

问；2022 年 9 月，工作人员再次深入工程现场，对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踏勘及调查，查阅了设计、施工、监理及有关技术档案资料。在详细了解工程建

设完成情况后，通过现场调查、实地量测和典型抽样调查，并对照水土保持方案、

监理报告（主体监理）及施工总结报告，对水土保持工程各项措施的数量、质量

和外形尺寸等进行核实和统计分析，从而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

现状及水土保持设施的质量与效果进行客观评价。于 2022 年 10 月编制完成《广

都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广都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施工单位为四川蜀电集团有限公司。工程

建设工期为 2021 年 10 月 21 日～2022 年 7 月 13 日，总工期 10 个月。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完成后，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

（SL336-2006），在施工单位自评、监理单位复核成果的基础上，建设单位组织

各参建单位组成了广都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验收组，对完

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验收。验收结果为：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在各参建

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由此，水土

保持工程质量总体综合评定为合格，同意各单位工程通过验收。 

该工程水土保持防治效果明显，项目建设区域内水土流失治理度 100%、土

壤流失控制比 1.1、渣土防护率 99%、表土保护率 98%、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

和林草覆盖率 66%，六项防治标准均能达到水保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综上，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审批手续完备；水土

保持工程管理、设计、施工、监理、财务等建档资料齐全；水土保持设施按批复

的水土保持报告的要求建成，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符合水土保持

的要求；工程建设期间管理制度健全，较好地控制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方

案实施后的六项指标均达到并超过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的要求及国家和地

方的有关技术标准。水土保持设施具备正常运行条件，且能持续、安全、有效运

转，符合交付使用要求；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措施已得到落实，可以保证

水土保持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该工程已达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条件，可以组织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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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特性表 

验收工程名称 广都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 验收工程地点 双流区金桥镇金河村 

验收工程性质 改扩建 工程规模 扩建 3#主变压器、间隔及配电装置 

所在流域 长江流域 
国家级或省级水土

流失重点防治区 
不涉及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部门、时间及文号 四川省水利厅，2021 年 10 月 29 日，川水许可[2021]27 号 

工期 2021 年 10 月开工，2022 年 7 月建成，总工期 10 个月 

防治责任范围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 1.2752hm² 

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 1.2752hm² 

方案拟定水土流失

防治目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4% 

实际完成 
水土流失 
防治指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100%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土壤流失控制比 1.1 

渣土防护率 88% 渣土防护率 99% 

表土保护率 87% 表土保护率 98% 

林草植被恢复率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 

林草覆盖率 21% 林草覆盖率 66% 

主要工程量 

工程措施 
雨水管道 240m，雨水口 5 个，表土剥离及回覆 1860m3，土地整治

8390m2。 

植物措施 种草 8390m2。 

临时措施 
钢板铺设 150m2，临时排水沟 370m，临时沉沙池 2座，土袋挡墙 112.5m3，

密目网遮盖 1400m2。 

工程质量评定 

评定项目 总体质量评定 外观质量评定 

工程措施 合格 合格 

植物措施 合格 合格 

投资 
方案批复投资 43.73 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 59.40 万元 

工程总体评价 
广都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完成了建设项目所要求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各项水土保持

工程落实及时，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

规定的验收条件，可以组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单位 
四川嘉源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 四川蜀电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监理单位 
四川东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蜀绣西路 299 号 地址 成都市锦江区东风路二段 21 号 

联系人 尹武君 联系人 彭健伟 

电话 18981815732 电话 1398082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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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广都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金桥镇金河村 5 组。 

1.1.2 主要技术指标 

该工程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1.1-1。 

表 1.1-1  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一、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 
建设单位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建设性质 改扩建 
工程等级 500kV，一级 
建设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建设工期 2021 年 10 月 21 日正式开工，2022 年 7 月 13 日完工；总工期 10 个月 

建设规

模 
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

变扩建工程 

本期扩建 3＃主变，容量 1×1200MVA 主变压器。500kV 出线：扩

建 3＃主变 500kV 进线间隔。220kV 出线：扩建 3＃主变 220kV 进线

间隔。66kV 无功补偿：扩建＃3 主变低压侧无功补偿设备 5 组，配置

3×60Mvar 并联电容器、1×60Mvar 并联电抗器、1×180Mvar SVC 动态

无功补偿装置。扩建主变采用单相自耦无励磁调压变压器，主变高、

中压侧额定电压：525/230±2×2.5％kV。主变高－中阻抗按现有主变参

数选取。本期扩建主变装设中性点小电抗。本期扩建工程占地面积

12752m2。 

二、项目组成及占地情况  单位：hm2 
项目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合计 备注 

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 1.2752   1.2752   

三、土石方工程量  单位：m3 
项目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方 备注 

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 11776  5556    6220  
余方运至新都区石板

滩街道综合利用。 

1.1.3 项目投资 

工程实际总投资 10433.96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270.11 万元，工程投资来源：自有

资本金 20%（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向银行贷款 80%。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1.1.4.1 项目组成  

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仅一个单项工程，即广都 500kV 变电站 3#主变扩

建工程，位于双流区金桥镇金河村境内。 

1.1.4.2 项目布置  

广都 500kV 变电站工程已按最终规模一次征地，全站总占地面积 5.7004hm2，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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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墙内占地面积 5.1493hm2。 

本期扩建规模： 

主变压器：本期扩建＃3 主变，容量 1×1200MVA，加装中性点小电抗。 

500kV 出线：本期不扩建；扩建＃3 主变 500kV 进线间隔。 

220kV 出线：本期不扩建；扩建＃3 主变 220kV 进线间隔。 

500kV 高抗：本期不扩建。 

66kV 低压无功补偿装置：＃3 主变低压侧扩建 1×60Mvar 电抗器和 3×60Mvar 电

容器。 

66kV 动态无功补偿装置：＃3 主变低压侧扩建 1 套容量为 180Mvar 的动态无功补

偿装置 SVC（晶闸管控制电抗器 TCR：180Mvar＋滤波电容器组 FC：1×60Mvar＋并

联电容器组 SC：2×60Mvar）。 

本期扩建土建部分包括主变基础、构支架基础、构支架、电缆沟、一座水泵房及水

池、一座 SVC 装置控制室、一座雨淋阀间、两座消防小间、一个 75t 事故油池、新建

站区道路、新建人行道路、拆除及恢复部分站区道路、拆除及恢复站前区部分广场、拆

除及恢复部分人行道。扩建工程在一期工程围墙内预留场地中进行，不需新征用地，占

地面积约 1.2752hm2。 

扩建工程还涉及原有设施的破除，主要包括拆除原站内道路 290m2，拆除原站内广

场 70m2，拆除原站内人行通道 30m2，拆除原绿化草坪 8390m2。根据工程现场调查和咨

询施工单位，余方全部运至新都区石板滩街道综合利用，相关协议详见附件 5。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1.5.1 施工标段划分  

本工程均由四川蜀电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施工，仅 1 个土建施工标段，工程参建单位

详细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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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工程参建单位一览表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工作内容 

建设单位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项目建设整体的管理、组织

主体设计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设计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四川嘉源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 

施工单位 四川蜀电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建设 

监理单位 四川东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建设监理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水土流失监测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运行管理单位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超高压分公司 运行期管理维护 

1.1.5.2 施工工期  

计划工期：计划于 2021 年 10 月动工，2022 年 5 月建成，总工期 8 个月。 

实际工期：实际于 2021 年 10 月开工，2022 年 7 月建成，总工期 10 个月。 

1.1.5.3 施工配套布置  

经现场调查，本工程施工场地充分利用扩建区域的空余场地进行布置，未在站外新

征土地。 

本项目共设置一处临时堆土场和一处施工场地，位于本期扩建场地占地红线内西侧

空地。临时堆土场占地面积 800m2，主要用于施工过程中表土、开挖土方临时堆放；施

工场地占地面积 400m2，主要用于施工材料堆放、机械停放。 

1.1.6 土石方情况 

本工程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开挖 11776m3，填方 5556m3，余方 6220m3，根据施工

单位与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石板滩街道办事处协商，余土用于石板滩街道办事处辖区

内综合利用，无乱堆乱弃流失隐患，相关协议详见附件 5。 

表 1.1-3  工程实际土石方情况 

项目 
挖方（m3） 填方（m3） 余方（m3） 

表土 
其他土

石方 
合计 表土 

其他土

石方 
合计 数量 去向 

场地清理 1860   1860 1860   1860   运至

新都

区石

板滩

街道

综合

利用。 

道路、广场拆除   1216 1216     0 1216 

建构筑物基槽   7500 7500   3500 3500 4000 

站内道路、电缆沟   1200 1200   196 196 1004 

合计 1860 9916 11776 1860 3696 5556 6220 

1.1.7 征占地情况 

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实际总占地面积为 1.2752hm²，均为永久占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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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类型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表 1.1-4  工程实际占地情况 

项目组成 
占地类型（hm2） 占地性质（hm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小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合计 

广都 500kV 变电站扩建工程 1.2752 1.2752 1.2752  1.2752 
合计 1.2752 1.2752 1.2752  1.2752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项目不涉及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本工程地处成都平原西南缘与龙门山交接处，即东部大陆巨型新华夏系之西缘部位，

场地地质构造简单，无大的断裂通过，新构造活动微弱，无不良地质，适宜建设；场地

地貌属金马河一级阶地，地形平坦开阔，场地自然地面高程 505.50m～507.50m。 

工程区气候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具有夏热而长，冬无严寒，少霜雪，雨量

充沛，多云多雾，日照短等特征，雨季时段为 5 月～9 月。年平均气温 16.3℃，年降雨

量 947mm，无霜期 289 天，≥10℃积温 5979℃，多年平均蒸发量 907.5mm。 

项目区属于长江流域岷江水系，扩建场地位于原广都 500kV 变电站内，站址西侧

有金马河，河两岸设有防洪堤，本期扩建工程不受河流影响。 

本工程所在区域土壤类型以水稻土为主，土地肥沃，土层深厚，一般为 20cm~40cm。 

项目区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覆盖率 27%，工程所在区域因受人类活动的影

响，原生植被已遭破坏，主要为人工栽培植被。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工程区域属于以水力侵蚀为主的

西南土石山区，土壤侵蚀强度以微度侵蚀为主，平均侵蚀模数为 300t/km²·a，容许土壤

流失量为 500t/km²·a。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2015-2030 年），工程所在的双流区属于西南紫色土

区（四川盆地及周围山地—川渝山地丘陵区—四川盆地北中部山地丘陵保土人居环境维

护区）。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

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 号）、《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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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成果>的通知》（川水函[2017]482 号）

及《成都市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报批稿），项目所处的成都市双流区不

属于国家级、省级及市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或重点预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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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21 年 1 月，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收口版）；2021 年 7 月 26 日，国网四川

省电力公司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关于昭化 500kV 变电站主变增容扩建等三项工程

初步设计的批复》（川电建设〔2021〕159 号）对本工程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 

2021 年 3 月 12 日，本工程取得了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文件——《四川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都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川发改能

源〔2021〕82 号）。 

2021 年 8 月，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完成施工图设计；

2022 年 8 月，完成本工程竣工图。 

2.2 水土保持方案 

2021 年 9 月，四川嘉源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

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2021 年 10 月 29 日，本工程取得四川省水利厅《水

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编号：川水许可[2021]27 号）。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

行）》的通知（办水保[2016]65 号），本工程在后续设计和施工过程中不涉及重大变更。

分析情况详见下表。 

表 2-1  本工程与“办水保[2016]65 号”的相关条例对比分析表 

序

号 
“办水保[2016]65 号”文件要求 方案阶段 验收阶段 

变化情

况 
是否涉及

重大变更 

1 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的 不涉及 同方案 无 否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的 12752m² 12752m² 无 否 

3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的 20000m³ 17332m³ 
减少

13.3% 
否 

4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位移超过 300 米的长度累

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20%以上的 
不涉及线路工程 否 否 

5 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长度增加 20%以上的 / / / 否 

6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1860m³ 1860m³ 无 否 

7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8390m² 8393m² 增加 否 

8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

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的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基

本一致，详见 3.4.2 节 
否 

9 
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弃土专门存放地（弃渣场）外新设

弃渣场的，或者需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 20%以上的 
未设置弃渣

场 
同方案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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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本工程后续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中已将水土保持内容纳入主体设计内容，编制了

水土保持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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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四川嘉源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及四川省水利厅《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川水许可[2021]27

号），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28hm²。 

表 3.1-1  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² 

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2）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合计 

变电站扩建工程区 1.2752 0 1.2752 

总计 1.2752 0 1.2752 

3.1.2 建设期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查阅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征占地数据资料，结合工程现场查勘，本工程建设期

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共计 1.2752hm²。 

工程建设期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3.1-2。 

表 3.1-2  工程建设期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2 

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2）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合计 

变电站扩建工程区 1.2752 0 1.2752 

总计 1.2752 0 1.2752 

3.1.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 

本工程建设期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变化情况见表 3.1-3。 

表 3.1-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表   单位：hm2 

项目分区 
方案批复防治

责任范围 
建设期实际防

治责任范围 
与方案批复相比增

减量（+/-） 
变化情况简述 

变电站扩建工程区 1.2752 1.2752 0 无 

小  计 1.2752 1.2752 0 无 

从表 3.1-3 可以看出，因本期扩建工程为站内扩建，工程建设期实际的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较方案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无变化。 

3.1.4 验收后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工程完工后，工程验收后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为主体工程的永久占地范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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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扩建工程区，共 1.2752hm²。 

表 3.1-4  工程运行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2 

序号 项目分区 工程运行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 变电站扩建工程区 1.2752 

合  计 1.2752 

3.2 弃渣场设置 

经现场核实，本工程共产生余土 6220m3，根据施工单位与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

石板滩街道办事处协商，余土用于石板滩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综合利用，无乱堆乱弃，无

水土流失隐患，相关协议详见附件 5，本工程不需设置弃渣场。 

3.3 取土场设置 

本工程没有设置取土场，工程所需的砂石填料均从当地具有开采许可证的采砂、采

石场进行购买。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4.1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分为变电站扩建工程区 1 个一级分区，与方案批复的水土

流失防治分区一致。 

3.4.2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 

根据施工单位提供资料，结合现场查勘，本工程实际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及与

水土保持方案的对照情况如下： 

表 3.4-1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对比情况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方案设计措施 实际实施措施 变化情况 

变电站扩

建工程区 

临时措施 

密目网遮盖 密目网遮盖 一致 
土袋挡墙 土袋挡墙 一致 

临时排水沟 临时排水沟 一致 

临时沉沙池 临时沉沙池 一致 

  钢板铺设 
站区原有道路与扩建区域衔

接处增加铺设钢板 

工程措施 

雨水管 雨水管 一致 

雨水口 雨水口 一致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一致 
表土回覆 表土回覆 一致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一致 
植物措施 撒播种草 栽植种草 基本一致 

由上表可知，本工程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与水保方案设计相比有微调，主要是

站区原有道路与扩建区域衔接处增加铺设钢板，避免造成衔接处路面损坏，其次绿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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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由撒播种草变为栽植种草。 

综上所述，本工程实际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基本维持了水保方案设计体系框架，

进行了适当优化，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和施工结束后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

比较完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亦能达到水土保持要求。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及评估 

工程建设期间采取的工程措施主要包括雨水管网、雨水口、表土剥离、表土回覆、

土地整治等；植物措施为栽植种草；临时措施为土袋挡墙、密目网遮盖、临时排水沟、

临时沉沙池等。本工程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位置、内容、实施时间等详见表 3.5-1。 

表 3.5-1 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统计表 

防治

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位置 措施内容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变电

站扩

建工

程区 

临时措施 
临时堆土区域 

密目网遮盖 m2 1400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6 月 
土袋挡墙 m3 112.5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6 月 

临时排水沟 m 70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6 月 
临时沉沙池 座 1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6 月 

站区原有道路与扩建

区域衔接处 
钢板铺设 m2 150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4 月 

工程措施 

新建道路两侧 
雨水管 m 240 2022 年 3 月 
雨水口 个 5 2022 年 3 月 

配电装置场地 

表土剥离 m3 1860 2021 年 10 月 
表土回覆 m3 1860 2022 年 6 月 

土地整治 m2 8393 2022 年 6 月 
植物措施 栽植种草 m2 8393 2022 年 6 月 

3.5.2 水土保持措施变化原因分析及评估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方案设计工程量

对比统计详见表 3.5-2。 

表 3.5-2  水土保持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防治

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工程量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实施 增减情况（完成量-设计量） 

变电

站扩

建工

程区 

临时措施 

密目网遮盖 m2 1400 1400 0 
土袋挡墙 m3 112.5 112.5 0 

临时排水沟 m 370 70 -300 
临时沉沙池 座 2 1 -1 
钢板铺设 m2   150 +150 

工程措施 

雨水管 m 240 240 0 
雨水口 个 5 5 0 
表土剥离 m3 1860 1860 0 
表土回覆 m3 1860 1860 0 
土地整治 m2 8390 8390 0 

植物措施 种草绿化 m2 8390 8390 0 

根据表 3.5-2 可以看出本项目实际实施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较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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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临时措施工程量变化原因分析 

工程量变化对比情况为：较方案设计，工程实施阶段临时排水沟减少 300m、临时

沉沙池减少 1 座、新增钢板铺设 150m2。 

工程量变化原因为：工程施工避开了雨季，临时堆土防护以临时遮盖为主，结合实

际情况减少了临时排水沟和临时沉沙池工程量，经调查，未因相应措施工程量减少增加

减少而造成水土流失；未避免造成衔接处路面损坏，方便车辆通行，在原有道路与扩建

区域衔接处增加铺设钢板，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2）工程措施工程量变化原因分析 

工程量变化对比情况为：较方案设计，工程实施阶段工程措施工程量无明显变化。 

（3）植物措施工程量变化原因分析 

工程量变化对比情况为：较方案设计，工程实施阶段植物措施工程量无明显变化。 

（4）验收组评估意见 

总体来说，工程建设过程中采取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满足水土保持要求，对有效控

制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起到了积极作用。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投资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行政许可的《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表》，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为 43.73 万元，水土保持新增投资 34.12 万元。水

保新增投资中，工程措施费 6.77 万元，监测措施费 1.87 万元，临时措施费 8.91 万元，

独立费用 13.36 万元，基本预备费 1.55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66 万元。 

3.6.2 水土保持实际完成投资 

根据查阅相关资料并进行核实分析，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59.40 万

元，总投资中，工程措施费 13.85 万元，植物措施 15.02 万元，监测措施费 1.00 万元，

临时措施 7.99 万元，独立费用 19.86 万元（科研勘测设计费 5.00 万元、竣工验收报告

编制费 14.50 万元），基本预备费 0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664 万元。 

3.6.3 水土保持投资变化情况 

工程实际水土保持投资与方案设计投资对比情况见表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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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实际水土保持投资与方案设计投资对比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工程量 

方案投资

（万元） 

实际投

资（万

元） 

变化情

况（万

元） 
变化比例 单

位 
方案批复

工程量 
实际完成

工程量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1.75  13.85  2.10  17.87% 

1 雨水管 m 240 240 4.74  6.87  2.13  44.93% 
2 雨水口 个 5 5 0.25  0.22  -0.03  -11.96% 

3 表土剥离 m3 1860 1860 3.30  3.30  0.00  0.00% 
4 表土回覆 m3 1860 1860 3.30  3.30  0.00  0.00% 

5 土地整治 m2 8390 8393 0.16  0.16  0.00  0.04%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4.62  15.02  10.40  225.19% 

  撒播种草/栽植 m2 8390 8393 4.62  15.02  10.40  225.19% 
第三部分 监测措施       1.87  1.00  -0.87  -46.52% 

1 设备及耗材费用       0.34    -0.34  -100.00% 

2 安装费       0.03    -0.03  -100.00% 
3 观测运行费       1.50  1.00  -0.50  -33.33% 
四 施工临时工程       8.91  7.99  -0.92  -10.30% 

（一） 临时措施       8.73  7.99  -0.74  -8.43% 

1 密目网遮盖 m2 1400 1400 1.29  1.29  0.00  0.00% 
2 土袋挡墙 m3 112.5 112.5 5.30  5.30  0.00  0.00% 

2.1 土袋填筑 m3 112.5 112.5 4.69  4.69  0.00  0.00% 
2.2 土袋拆除 m3 112.5 112.5 0.61  0.61  0.00  0.00% 

3 临时排水沟 m 370 70 2.06  0.39  -1.67  -81.08% 
4 临时沉沙池 座 2 1 0.08  0.04  -0.04  -50.00% 

5 钢板铺设 m2 0 150   0.98  0.98    
（二） 其他临时工程       0.18    -0.18  -100.00%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13.36  19.86  6.50  48.65% 
1 建设管理费       0.36  0.36  0.00  0.00%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3.00    -3.00  -100.00%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5.00  5.00  0.00  0.00% 

4 竣工验收技术评估费       5.00  14.50  9.50  190.00% 
5 招标代理服务费           0.00    

6 经济技术咨询费           0.00    
Ⅰ 第一至五部分合计       40.52  56.74  16.22  40.02% 
Ⅱ 基本预备费       1.55    -1.55  -100.00% 
Ⅲ 水土保持补偿费       1.66  1.66  0.00  0.00% 

  
水土保持总投资（Ⅰ+

Ⅱ+Ⅲ） 
      43.73  59.40  15.67  35.82% 

本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59.40 万元，较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

增加了 15.67 万元，比例为 35.82%。投资变化及原因分析如下： 

（1）工程措施投资变化及原因分析 

变化情况：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13.85 万元，较水土保持方案计列的投资增加

了 2.10 万元。 

变化原因：实施阶段，工程措施的工程量未发生明显变化，但雨水管综合单价增加

较多，从而使得工程措施投资有所增加。 

（2）植物措施投资变化及原因分析 

变化情况：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15.02 万元，较水土保持方案计列的投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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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0.40 万元。 

变化原因：实施阶段，植物措施实施面积增加 3m2，绿化方式由撒播种草变为栽植

种草，由此植物措施单价增加较多，从而使得植物措施投资有所增加。 

（3）监测措施投资变化及原因分析 

监测措施投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计列，实际发生费用较方案阶段减少了 0.87万元。 

（4）临时措施投资变化及原因分析 

变化情况：临时措施投资由水土保持方案的 8.91 万元减少到 7.99 万元，减少了 0.74

万元。 

变化原因：在施工过程中在原有道路与扩建区域衔接处增加铺设钢板，但是施工过

程结合实际情况减少了临时排水沟和临时沉沙池的工程量，综合核算，实施阶段临时措

施措施投资较方案设计有所减少。 

（4）独立费用变化及原因分析 

独立费用增加了 6.50 万元。变化原因主要是：独立费用按实际发生计列，水土保

持监理费减少，验收报告编制费增加。 

（5）水土保持设施实际完成投资按实计列，不再计列基本预备费 1.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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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项目划分及结果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结合本工程施工总布置及各

部分产生水土流失的特点，将水土保持工程分为 4 类单位工程，7 类分部工程，23 个单

元工程。具体划分情况见表 4.2-1、4.2-2。 

表 4.2-1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划分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工程内容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防洪排导工程 1 基础开挖与处理 1 雨水管、雨水口 
土地整治工程 1 场地整治 1 表土剥离、覆土、土地整治 

临时防护工程 1 

覆盖 1 彩条布覆盖、钢板铺设 

沉沙 1 临时沉沙池 
排水 1 临时排水沟 
拦挡 1 土袋挡护 

植被建设工程 1 点片状植被 1 栽植种草 
合计 5  7  

表 4.2-2  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项目划分结果 

单位工

程 
分部工

程 
水土保持措施 单元工程 

名称 名称 工程内容 单位 工程量 划分标准 数量 

防洪排

导工程 

基础开

挖与处

理 

雨水管 m 240 每个单元工程长 50m～100m； 3 

雨水口 口 5 每个雨水口为一个单元工程 5 

土地整

治工程 
场地整

治 

表土剥离 hm2 0.84 每 0.1～1hm²为一个单元工程 1 
表土回覆 hm2 0.84 每 0.1～1hm²为一个单元工程 1 

土地整治 hm2 0.84  每 0.1～1hm²为一个单元工程 1 

临时防

护工程 

拦挡 土袋拦挡 m 563 每个单元工程量为 50m～100m； 6 

覆盖 
钢板铺设 m2 150 每 100m²～1000m²为一个单元工程； 1 

防雨布遮盖 m2 1400 每 100m²～1000m²为一个单元工程； 2 
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70 每 50m～100m 为一个单元工程； 1 
沉沙 临时沉沙池 座 1 每座临时沉沙池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1 

植被建

设工程 
点片状

植被 
栽植种草 hm2 0.84  

以设计的图斑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

单元工程面积 0.1hm2～1hm² 
1 

合计           23 

4.2 工程质量评定 

经验收组对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竣工总结报告、质量验收评定等资料的核查，本

项目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主要包括 4 类单位工程，7 类分部工程。本次现场抽查了 23

个单元工程，抽查率 100%，经施工单位自评，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认定，合格率 100%，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总体质量评定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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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总体质量评价 

经查阅竣工资料、监理资料以及现场抽查结果表明，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在总体布局上基本维持了原设计的框架，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管理

要求严格，临时措施到位、及时、合理，施工完成后现场清理彻底。工程项目范围划分

的单位、分部、单元工程设置齐全、合理，包含了水土保持工程所有工作内容，工程措

施原材料符合设计和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样品抽检合乎规范要求，施工工艺和方法合

理，资料齐全，质量要求严格，地貌恢复完成较好，满足规范要求；植物措施符合设计

和规范要求，工程质量合格，成活率较好，覆盖率较高。 

验收组经过审阅设计、施工档案及相关验收资料，并进行了实地查勘，认为保护水

土资源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的总体布局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的具体设计进行适度调整是合理的、适宜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措施已按主体工

程和水土保持要求基本建成，质量检验和验收评定程序符合要求，工程质量总体合格，

满足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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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建设单位非常重视本工程的水土保持工程实施工作，切实落实了该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表中所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并根据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因地制宜的新

增了部分水土保持措施，弥补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中的不足，完善了项目建设区水土流

失防治体系，有效的控制了项目建设区的水土流失。 

整体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合格，工程运行管理单位职责已落实，运行情况良好，

满足水土保持措施竣工验收的要求。 

5.2 水土保持效果 

根据行政许可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本工程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目标值为：

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4%，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渣土防护率为 88%、表土保护率为 87%，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5%，林草覆盖率为 21%。 

通过现场调查后综合分析，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建设较好，6 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

均达到并超过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确定的防治目标要求。 

表 5.2-1 六大指标完成情况 

项目 计算方法 计算数据 验收值 方案目标值 达标情况 

水土流失

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

达标面积/水土

流失总面积 

水土流失治

理达标面积
(hm2) 

水土流失总面积(hm2) 
99% 94% 达标 

1.2750 1.2752 

土壤流失

控制比 

容许土壤流失

量/治理后的平

均土壤流失强

度 

容许土壤流

失量
(t/km2·a) 

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

失强度(t/km2·a) 1.1 1 达标 

500 450 

渣土防护

率 

实际挡护的永

久弃渣、临时堆

土数量/永久弃

渣和临时堆土

总量 

实际挡护的

永久弃渣、

临时堆土数

量(m3) 

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

总量(m3) 99% 88% 达标 

5506 5556 

表土保护

率 
表土数量/可剥

离表土总量 

表土数量
(m3) 

可剥离表土总量（m3） 
98% 87% 达标 

1860 1900 

林草植被

恢复率 

林草类植被面

积/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林草总面积
(hm2)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hm2) 100% 95% 达标 

0.8393 0.8393 

林草覆盖

率 

林草类植被面

积/项目建设区

面积 

林草总面积
(hm2) 

项目建设区面积(hm2) 
66% 21% 达标 

0.8390 1.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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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6.1.1 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及管理机构 

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的建设管理单位为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

司，由其承担本工程的建设管理工作，主要负责组织制定工程建设目标和管理办法。 

为加强本工程工程的建设管理工作，确保工程的安全、质量、进度和投资指标的完

成，将工程建设成国家优质工程，建设管理单位成立“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

业主项目部”，派出项目经理，落实项目设计、监理、施工招标等前期工作；依据管理

办法进行工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的现场日常管理；现场工作协调，重大地方关系

处理，及对附属工作的建设进行管理；负责主持项目达标投产考评检查，审核批准竣工

结算等工作。 

在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指定水土保持专责进驻业主项目部，管理和协调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的水土保持工作，有效的保证了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和正常运

行。 

6.1.2 水土保持工程参建单位 

建设单位：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施工单位：四川蜀电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四川东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运行单位：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超高压分公司 

6.2 水土保持监测 

6.2.1 监测实施情况  

6.2.1.1 监测内容  

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工程建设扰动土地情况、取料（土、石）、弃渣、水土流失情况、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及效果等方面。 

6.2.1.2 监测方法  

主要采用实地调查、地面观测监测为主。 

（1）实地调查：向工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质检单位和当地居民等以口头问询

并记录的方式，调查本工程的实际开、完工时间，施工中对地面实际扰动情况，水土保

持措施实施情况、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及影响情况等；采用便携式 GPS 定位仪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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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 地形图、照相机、无人机、尺子等工具进行测量和定位。 

（2）地面观测：选有代表性的地块作为调查样地，调查样地的水土保持工程实施

情况和林草植被情况。 

6.2.1.3 监测过程  

监测过程中通过询问调查和现场实测的方式，掌握分区水土保持各项措施实施情况；

对工程占地区域水土流失因子资料进行收集；根据施工资料结合现场量测，对扰动土地

面积、水土流失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进行了核定。 

6.2.2 监测结果  

（1）防治责任范围监测情况 

监测范围为工程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面积为 1.2752hm²。 

（2）土石方监测情况 

根据查阅施工资料，本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开挖 11776m3，填方 5556m3，余方

6220m3，根据施工单位与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石板滩街道办事处协商，余土用于石

板滩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综合利用，无乱堆乱弃现象，无水土流失隐患。 

（3）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情况 

本工程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及其工程量如下： 

工程措施：雨水管道 240m，雨水口 5 个，表土剥离及回覆 1860m3，土地整治 8393m2。 

植物措施：栽植种草 8393m2。 

临时措施：钢板铺设 150m2，临时排水沟 70m，临时沉沙池 1 座，土袋挡墙 112.5m3，

密目网遮盖 1400m2。 

（4）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情况 

六项指标监测结果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9%、土壤流失控制比 1.1、渣土防护率 99%、

表土保护率 98%、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和林草覆盖率 66%。 

（5）水土流失量监测情况 

本工程建设期开挖、扰动、破坏地表等影响产生的水土流失总量和运行期内产生的

水土流失总量共计 15.0t，小于水土保持方案预测的无任何防护措施条件下的水土流失

总量 30.0t。由此可以看出，经过各种防护措施的防治，有效减少了工程建设过程中产

生的水土流失量。 

（6）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结论 

通过对项目区扰动土地情况、水土流失状况、防治成效及水土流失危害等监测结果



水土保持管理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9 

进行汇总和分析，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得分 85 分，评价结论为绿色。 

6.3 水土保持监理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

[2019]160 号文的要求，本工程属于“征占地面积在 20 公顷以下，且挖填方小于 20 万立

方米”的项目，不对水土保持监理提出人员和公司资质要求，水土保持监理由主体工程

监理单位（四川东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一并完成。 

6.4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本工程在前期准备和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积极接受并配合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

指导和监督，主动向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了汇报沟通，本项目无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意见。 

6.5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川水许可[2021]27 号），水土保

持补偿费应缴纳 1.664 万元，建设单位已足额缴纳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补偿费，相关凭

证详见附件 7。 

6.6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本工程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措施随主体工程建设相继实施完成，起到了良好的水土

保持作用。经现场调查，从水土保持工程实施至今，各项防护措施较好防治了水土流失

危害的发生。由于建设单位积极采取了设计的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施工期间未造成水

土流失和危害，随着水土保持设施的实施，工程区生态环境得到了恢复和改善。目前各

区域的水土保持工程稳定，已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运行状况较好，正发挥其应有的水土

保持作用，有效地控制了工程区的水土流失，未对周边植被造成危害。 

本次验收结果表明，已完成的各项措施均达到设计要求，符合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技术规范要求，经综合评定，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试运行

情况达到设计标准，符合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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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于 2021 年 10 月开工，2022 年 7 月建成，工期 10

个月，工程总投资 10433.96 万元。在工程建设中，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对

水土保持工作高度重视，四川嘉源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

编制工作，2021 年 10 月 29 日四川省水利厅对水保方案做出了行政许可的决定。 

经调查，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建设期间实际扰动面积 1.2752hm²，硬化

和建构筑物占压面积 0.4362hm²，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1.2752hm²。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

持投资 59.40 万元，较水土保持方案投资增加了 3.87 万元。验收组通过询问、调阅技术

档案、现场考察、抽查调查，经认真讨论分析，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在总体布局上

基本维持了原设计的框架。项目区的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发挥了较好的保持水土、改善生

态环境的作用。 

经验收报告编制工作组通过抽查和对相关档案资料的查阅，结合各方调查情况，验

收报告编制工作组认为：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布局合理，完

成的质量和数量均符合设计标准，实现了保护工程安全，控制水土流失，恢复和改善生

态环境的设计目标。工程档案管理规范，竣工资料齐全，质量检验和评定程序规范，水

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未发现明显质量缺陷，试运行情况良好，已具备较强的

水土保持功能。水土保持设施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能够满足

国家对水土保持的要求。 

综上所述，验收工作组认为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

要求的水土保持工程相关内容和开发建设项目所要求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的各项

工程安全可靠，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

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可以组织竣工验收。 

7.2 遗留问题安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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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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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都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项目核

准的批复》（川发改能源〔2021〕82 号） 

附件 3：四川省水利厅《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川水许可[2021]27 号） 

附件 4：《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关于昭化 500kV 变电站主变增容扩建等三项工程初

步设计的批复》（川电建设〔2021〕159 号） 

附件 5：成都市新都区建筑垃圾临时消纳处理方案备案登记表 

附件 6：单位工程验收签证 

附件 7：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附件 8：工程验收照片 

附件 9：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8.2 附图 

附图 1：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附图 2：主体工程总平面图 

附图 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附图 4：扩建场地建设前、后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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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1、2021 年 1 月，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广都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收口版）。 

2、2021 年 3 月 12 日，本工程取得了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文件——《四川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都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川发改

能源〔2021〕82 号）。 

3、2021 年 7 月 26 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关于昭化 500kV

变电站主变增容扩建等三项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川电建设〔2021〕159 号）对本工程

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 

4、2021 年 8 月，受建设单位委托，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我公司）开

展本工程的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工作。 

5、2021 年 9 月，四川嘉源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广都 500 千伏变电

站主变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2021 年 10 月 29 日，本工程取得四川省水利厅

《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编号：川水许可[2021]27 号）。 

6、2021 年 10 月 21 日，主体工程开工，主体工程监理等单位进场。 

7、2021 年 10 月-2022 年 4 月，扩建区域进行场地清理和土建施工，实施了表土剥

离、密目网遮盖、土袋拦挡等水土保持措施。 

8、2022 年 3 月 9 日，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我公司）水土保持技术人

员深入施工现场，对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 

9、2022 年 4 月，工程土建施工完毕。 

10、2022 年 7 月，主体工程完工，水土保持措施一同完工。 

11、2022 年 7 月 26 日，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我公司）水土保持技术

人员第二次深入施工现场，对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调查。 

12、2022 年 9 月，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我公司）水土保持技术人员第

三次深入工程现场，对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踏勘及调查。 

13、2022 年 10 月，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报告。 

















— 1 —

内部事项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文件

川电建设〔2021〕159 号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关于昭化 500kV 变电站
主变增容扩建等三项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关于呈批昭化 500 千伏变

电站主变增容扩建等三项工程初步设计的请示》(川电建设司

〔2021〕39 号)收悉。经研究，原则同意上述工程初步设计。现

批复如下：

一、昭化 500kV 变电站主变增容扩建工程

本期建设新增 1000MVA 主变压器 1 组（3 号），将原 1 号、

2 号主变增容为 1000MVA；220kV 扩建 2 回出线，至石盘铝；3 号

主变 35kV 侧装设 2 组 60Mvar 并联电容器；由于原 1 号、2 号主

变 220kV 进线回路电流互感器额定电流不满足增容后需求，本期

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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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

二、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

本期建设1200MVA主变压器1组（3号）；3号主变66kV侧新装

设3组60Mvar并联电容器、1组60Mvar并联电抗器和1套180MvarSVC

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三、东坡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

本期建设站区内扩建750MVA主变压器1台（3号主变）；3号

主变35kV侧新建2组60Mvar并联电容器，原2号主变35kV侧2组

60Mvar并联电抗器回路改接至3号主变，1组60Mvar并联电抗器调

整布置，拆除1组40Mvar并联电容器。

四、概算投资

（一）批复昭化 500kV 变电站主变增容扩建工程动态总投资

15018 万元，控制在核准动态总投资 15745 万元以内；批复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动态总投资 11156 万元，核准动态总

投资 10818 万元，较核准增加 338 万元，超出比例为 3.12%，主

要原因是变电设备价格上涨；批复东坡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

程动态总投资 7371 万元，核准动态总投资 7229 万元，较核准增

加 142 万元，超出比例为 1.96%，主要原因是变电设备价格上涨。

工程概算汇总表见附件，工程技术方案及概算投资详见评审意见。

（二）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工程建设单位要切实加强工程建

设管理，有效控制工程造价，严格按照初步设计批复开展工程建

设。重大设计变更和签证费用应严格按《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

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 3 —

程设计变更与现场签证管理办法》（2017年版）规定报批。本工

程应在竣工后100日内按《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输变电工程结算管

理办法》（2019年版）完成竣工结算。

附件：1.昭化 500kV 变电站主变增容扩建工程概算汇总表

2.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概算汇总表

3.东坡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概算汇总表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2021 年 7 月 26 日

（此件不公开发布，发至收文单位本部。未经公司许可，严

禁以任何方式对外传播和发布，任何媒体或其他主体不得公布、

转载，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昭化 500kV 变电站主变增容扩建工程概算汇总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设规模

静态投资

动态投资

静态投资
其中：场地征用及清

理费

一 变电工程 14756 324 15018

1 昭化 500kV 变电站主变增容扩建工程
扩建 1000MVA 主变压器 1 组；
将原 2 组 750MVA 主变压器增
容至 2 组 1000MVA

14756 324 15018

合 计 14756 324 15018

其中：可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额 1392

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概算汇总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设规模

静态投资

动态投资

静态投资
其中：场地征用及清

理费

一 变电工程 10962 19 11156

1 广都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 扩建 1200MVA 变压器 1 组 10962 19 11156

合 计 10962 19 11156

其中：可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额 1182

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东坡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概算汇总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设规模

静态投资

动态投资

静态投资
其中：场地征用及清

理费

一 变电工程 7234 70 7371

1 东坡 500kV 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 扩建 750MVA 主变压器 1 台 7234 70 7371

合 计 7234 70 7371

其中：可抵扣固定资产增值税额 690

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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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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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前期业务咨询部 张梦 2021-07-28　　　　

























































































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电子）

票据代码：00010222 票据号码：5100021223
交款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MA629WKP83 校验码：cc7261
交款人：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开票日期：2022年9月28日 二维码[615,310,0]*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标准 金额（元） 备注

30176 水土保持补偿费收入 1.0 16,640.00 ¥16,640.00 电子税票号码
：351008220900000155
正税 主管税务所（科
、分局）：国家税务总
局成都市双流区税务局
黄水税务所

金额合计（大写）壹万陆仟陆佰肆拾元整 （小写）¥16,640.00

其

他

信

息

收款单位（章）：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复核人： 收款人：15100wsbs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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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广都50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金桥镇金河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03°48'22.93"，北纬30°36'8.28"。

广都500千伏变电站

主变扩建工程

本期扩建场地

广都500kV变电站

本期扩建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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