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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荣丁水电站位于黔西南州册亨县境内的秧坝河上，工程位于双江镇荣丁村，工程区

距册亨县 70km，距双江镇 11km。坝址距荣丁村约 800m 处，厂址在坝址下游约 300m

河床开阔处，为径流式引水电站，装机 3200kW。 

秧坝河系珠江流域，红水河水系，南盘江一级支流。秧坝河发源于册亨县南面的秧

坝镇，河流全长 95.6km，平均比降 7.2‰，全流域集水面积 626.5km²；荣丁水电站坝址

以上集水面积 344.1km² ，占全流域集水面积的 54.9%，坝址以上河长 68.25km，比降

7.2‰，厂址以上集水面积 345.2km²，厂址以上河长 68.6km。 

荣丁水电站于 2007 年建成发电，电站建设过程中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 2 号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册亨县荣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 年 4 月委托襄阳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开展

该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由于本项目已建成投入运行，因此环评为补做性质。2014

年 9 月，襄阳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完成编制《贵州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册亨县环境保护局以册环批[2014]97 号对其进行批复。 

荣丁水电站于 2003 年由册亨县荣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始建设，2007 年

建成发电，工作管理人员 10 人。电站正常蓄水位 547m，死水位 545.5m，总库容 2.05

万 m
3，电站属于无调节电站，装机 3200kw，电站为引水式径流电站，以发电为主，工

程等别为 V 等，工程规模为小(2)型，永久性主要建筑物为 5 级，次要建筑物为 5 级。

荣丁水电站工程建设投资 2320 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为 70.96 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3.06％。荣丁水电站于 2005 年 8 月开工建设，2007 年 5 月电站水轮机调试，2007 年 6

月电站机组开始运行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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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册亨县荣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我中心开展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

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接受委托后，我中心立即成立项目组，广泛收集主体工

程设计文件、环保设计文件、建设管理文件以及运行管理文件等资料，在工程区以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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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影响区开展广泛深入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和环境影响调查工作，我中心委托贵州师范

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开展水生、陆生生物影响调查工作，委托贵州绿洲清源环境监

测有限公司开展水环境、环境空气和声环境的现状监测，我中心开展了广泛的公众意见

调查工作，在上述工作基础上于 2019 年 3 月编制完成了《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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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环境保护局、册亨县环境保护局等部门的关心和指导，得到建设单位的充分支持和帮

助，在此对上述单位的指导、关心、帮助和支持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调查工作的单位、专家及公众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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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 

1.1 任务由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682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建设

项目在正式投入生产和使用前应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018 年，册亨县荣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我公司承担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

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的编制工作，委托书见附件 1。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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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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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 4 月修订及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7 年 1 月）；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 年 8 月）；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 

（13）《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9 年 8 月）；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3 年 12 月）； 

（15）《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 年 6 月）； 

（16）《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5 年 4 月）。 



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2 

 

1.2.2 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7 年 3 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6 年 1 月）；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2011 年 1 月）； 

（4）《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204 号，1997 年 1 月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256 号，2014 年 7 月 29

日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 年 1 月）；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2000 年 3 月）； 

（8）《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 号，2005.12）； 

（9）《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2017 年 4 月）； 

（10）《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国发[2010]46 号，2010.12）； 

（11）《土地复垦条例》（2011 年 3 月）；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1 年 1 月 8 日修订）； 

（1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1 日修订施行）； 

1.2.3 部委规章规范性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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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竣工环保验收管理规程(试行)》(环

发[2009]150 号，2009 年 12 月)； 

（3） 环保部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通知(2015

年 12 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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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1

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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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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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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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77 号，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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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印发〈水电水利建设项目河道生态用水、低温水和过鱼设施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指南(试行)〉的函》(环评函[2006]4 号，2006 年 1 月)； 

（10）《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 号，

2012 年 8 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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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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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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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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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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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地方性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 

（1）《贵州省地面水域水环境功能划类规定》（黔府函[2015]30 号）； 

（2）《贵州省实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办法》（1995.6）； 

（3）《贵州省水利工程设施管理条例》（1996.11）； 

（4）《贵州省河道管理条例》（1997.11）； 

（5）《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告》（黔府发[1998]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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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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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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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2009.3）； 

（14）《贵州省环境保护条例》（2009.3）； 

（15）《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2010.9）； 

（16）《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2010.9）。 

1.2.5 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水利水电》（HJ 464-200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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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 2.1-2016）；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 2.2-2008）；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面水环境）》（HJ/T 2.3-93）；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 2.4-2009）； 

（7）《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 19-2011）； 

（8）《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 169-2004）； 

（9）《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 

（10）《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水利水电工程》（HJ/T 88-2003）； 

（11）《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2008）； 

（12）《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DL/T 5064-2007）； 

（13）《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 

（14）《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2005）； 

（15）《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的有关监测要求； 

（16）《水库渔业资源调查规范》（SL 167-96）。 

1.2.6 相关文件与批复 

（1）《关于对册亨县秧坝河干流及支流弼佑河电站梯级开发规划报告的批复》（册

府函[2009]34 号，2009 年 7 月）； 

（2）《贵州省册亨荣丁水电站初步设计报告》（贵州华水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06 年 4 月）； 

（3）《关于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初步设计报告（代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

的函》（州水务函[2014]27 号，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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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册亨县荣丁水电站项目的核准批复》（州发改发[2014]336 号，2014 年

10 月）； 

（5）《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襄阳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

所，2014 年 9 月）； 

（6）《关于对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州

环批[2014]97 号，2014 年 9 月）； 

（7）《关于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建设使用土地的批复》（黔府函[2005]376 号，2005 年

10 月）； 

（8）《关于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复函》（州水务函[2013]6

号，2013 年 3 月）； 

（9）《关于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批复》（州水务字[2014]189

号，2014 年 9 月）； 

（10）《关于荣丁水电站水库淹没工程未涉及耕地、移民搬迁的承诺》（册移函[2013]2

号，2013 年 7 月）； 

1.3 调查目的及原则 

1.3.1 调查目的 

针对荣丁水电站工程建设、工程特性及环境影响特点，确定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调查的目的是： 

（1）调查荣丁水电站建设产生的实际环境影响，为减缓工程不利环境影响所采取

的环境保护措施，尤其是《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关于对贵州

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册环批[2014]97 号）要求的工程采取环

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2）调查已采取的生态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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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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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公众对工程建设期及试运行期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

工程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工程建设对所在区域居民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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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众的合理要求提出解决建议。 

（4）根据本工程环境影响的调查结果和环境保护措施实施效果，对比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从技术角度客观、公正地论证荣丁水电站工程是否符合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条件。 

（5）为荣丁水电站工程后期的环境保护及管理工作提供科学借鉴。 

1.3.2 调查原则 

（1）“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原则 

如实反映建设项目对生态的实际影响和对环境的污染；如实反映污染防治设施、生

态保护措施的建设、运行情况和运行效果；如实反映建设项目对环境和环境敏感目标的

实际影响；积极进行全方面的公众参与调查，对公众调查所反映的主要环境问题，及时

进行处理；对存在问题或不符合验收条件情况实事求是的提出可行的整改意见。 

（2）“方法科学、重点突出”原则 

认真贯彻国家与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规定；严格按照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进行调查，坚持现场监测、实地调查与收集资料相结合的原则，调查内容既要全面，又

必须突出重点，对环境影响敏感区域和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一一进行说明。 

（3）“公众参与”原则 

拟采用适度、适当的方式开展公众参与，注重受影响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社会团

体以及有关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4）“全过程分析”原则 

加强对工程建设前期、施工期、运行期环境影响的全过程分析，明确建设项目不同

时间对环境的影响特点，提出相应的环保措施。 

1.4 调查范围和时段 

1.4.1 调查范围 

根据《贵州省册亨县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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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考虑荣丁水电站工程特点、周围环

境现状、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分布及工程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并维持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阶段评价范围的一致性，初步确定本次验收调查范围，详见表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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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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情况

及原因 

水环

境 
坝区回水末端至电站厂房下游 1km 的河段 

与环评阶段调查

范围基本一致 
相同 

水生 

生态 

坝址上游 1km 至厂房下游 1km(长约 2.5km)，

减水河段约 600m 

与环评阶段调查

范围基本一致 
相同 

陆生 

生态 

陆生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引水渠、厂房占

地区、弃土弃渣场、进场公路、场内公路及其

边界外 100m 范围内区域 

与环评阶段调查

范围基本一致 
相同 

声环

境 
厂房区及其边界 200m 范围内区域 

与环评阶段调查

范围基本一致 
相同 

环境 

空气 
-- 

电站发电厂房生

活区以及周边居

民点 

环评未提

及 

固体

废物 
-- 

大坝及发电厂房

所在区域 

环评未提

及 

社会 

环境 
-- 

本工程施工占地、

水库淹没、厂区占

地等涉及到的居

民点 

环评未提

及 

1.4.2 调查时段 

调查时段为荣丁水电站工程建设期（2004 年至 2007 年）及蓄水发电期（2007 年至

今）。 

1.5 验收标准 

根据荣丁水电站环评及批复，以及现阶段相关的标准要求，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的执行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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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环保验收环境质量标准一览表 

环境要素 验收标准 校核标准 

地表水 

环境 

秧坝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 
—— 

环境空气 
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

二级标准。 

《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GB3095-2012）二级标准校核。 

声环境 
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 类标准。 
—— 

 

表 1.5-2 环保验收污染物排放标准一览表 

环境要素 验收标准 校核标准 

水污染物 
执 行 《 污 水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GB8978-1996）一级标准。 
—— 

噪声 

施工期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523-2011），营运期执行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Ⅱ 类标准。 

—— 

1.6 环境敏感目标 

根据《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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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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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6-1  荣丁水电站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序号 
环境 

要素 
保护目标 位置 环评阶段 验收阶段 

1 水环境 秧坝河段 

库区、大坝~

厂房河段、发

电尾水下游 

坝区回水末端至电站厂房下游

1km 的河段，总长约 2.5km，减

水河段约 600m 

与环评期基本一

致。 

2 

生态环

境 
水生生态 

坝址上游~厂

房下游河段 

坝区回水末端至电站厂房下游

1km 的河段，总长约 2.5km，减

水河段约 600m 

与环评期基本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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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生生态 
库区、坝址~

厂房区段 

引水渠、厂房占地区、弃土弃渣

场、进场公路、场内公路及其边

界外 100m 范围内区域 

与环评期基本一

致。 

3 

大气、

声环境 

电站厂房周

边居民区 

坝址及厂址、

施工期运输

沿线 

厂房区及其边界 200m 范围内区

域，运输沿线两侧 200m 范围，

主要涉及荣丁村。 

与环评期基本一

致。 

 

 

图 1.6-1-1  环境保护目标分布示意图（坝址厂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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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2  环境保护目标分布示意图（居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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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调查内容与调查重点 

1.7.1 调查内容 

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内容为： 

（1）核查实际工程内容及方案设计变更情况 

调查内容包括工程建设过程、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保专项工程及工程投资等工

程实际内容及变更情况。 

（2）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调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环境影响审批文件及环保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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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阶段的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等；调查工程设计

环保投资及实际环保投资。 

（3）环境影响调查 

调查工程建设及运行情况对环境的实际影响及影响程度，分析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中预测的符合程度，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补救措施和建议。主要包括水环境影响调查、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大气环境和声环境影响调查、固体废弃物影响调查、社会环境影响

调查、环境风险事故防范及应急措施调查等。 

（4）环境管理及监控计划调查 

调查环境管理机构、规章制度、环境监理及监控计划落实调查。 

（5）公众意见调查 

调查工程施工期和运行阶段的环保投诉、投诉内容以及解决途径。 

1.7.2 调查重点 

荣丁水电站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调查重点为：  

（1）工程的实际建设情况及主要环境影响源，包括占地情况、运行调度方式、施

工布置、施工工艺、主要污染源及源强等。 

（2）工程设计变更情况及其带来的环境影响。 

（3）工程建设期和调试运行阶段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及实施效果，包括污染

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等。 

（4） 工程建设期和运行期对水文情势，尤其是减水河段的影响。 

（5）工程建设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措施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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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程建设期和运行期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以及发生或存在的主要环境风险

和应急措施，公众强烈反应的环境问题。 

（7）工程建设期和运行期的环境保护措施及投资落实情况。 

（8） 运营期环境管理、环保制度和污染物防治设施运行及台账情况。 

1.8 调查方法 

（1）资料收集 

收集工程设计资料，环境保护设计资料，环保工程有关协议、合同，环保设施合同

及验收资料等。 

（2） 现场实地调查 

主要包括对工程建设及运行情况的现场调查和对工程所在区域环境现状的现场调

查。通过对建设项目的初步调查，掌握项目建成后的基本情况和项目污染排放的实际情

况，初步掌握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运行管理情况和生态保护措施实施的情况和效果；

通过环境现状调查，掌握项目投入运行后区域环境变化状况；掌握项目对环境的实际影

响范围，以及掌握项目运行对主要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程度。 

（3）现状监测 

根据本工程调查区的环境现状、环境敏感目标分布和现有污染源特点，开展水环境、

环境空气、声环境和废污水的现状监测，掌握本工程实施污染防治措施效果，总结环保

经验，拟定补救措施。 

（4）访问调查 

走访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了解工程施工期间是否发生过污染环境、扰民、居民

环保投诉等问题，若有上述问题，详细调查其处理结果与效果以及主管部门最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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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种调查

形式了解公众对本工程施工期间、调试运行阶段间存在环保问题意见和建议。 

1.9 调查程序 

荣丁水电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包括准备、详细调查、编制报告三个阶段。 

1、准备阶段 

收集分析荣丁水电站工程的基础信息和资料，了解和研读《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

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关于对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贵州



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13 

 

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初步设计报告》环境管理文件、环保设计报告等，初步调查工程概

况和环保设施、环保设计、设计变更情况、环境敏感目标以及主要环境问题。 

收集设计阶段环保工程“同步设计”的资料、施工阶段环境工程“同步施工”资料和污

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工程与施工或主体工程同步投入运行的资料，明确本工程是否实现了

“三同时”。 

确定本工程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执行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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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调查荣丁水电站工程建设过程和工程变更情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件提

出的环保措施的落实和运行情况，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及治理效果，工程建设的实际环境

影响，开展生态环境、环境污染和社会环境影响调查，以及环境管理、监测计划落实情

况和环境风险防范。开展访问、发放调查表等形式的公众参与活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对工程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委托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开展本次验收的水生、陆生生物影响

调查工作，委托贵州绿洲清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开展竣工验收阶段环境质量监测及污染

排放达标情况监测。 

3、报告编制阶段 

根据荣丁水电站环评及其批复文件和环境标准要求，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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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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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

电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以供技术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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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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荣丁水电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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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调查 

2.1 河流规划及水电梯级开发 

（1）流域概况 

秧坝河为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南盘江一级支流。发源于册亨县中部的秧坝镇及丫他镇

交界的丁应，河源高程 1402m，于百口汇入南盘江，汇口高程 327.6m，全流域全面积

626.5km
2，干流全长 95.6km，总路差 870m，支主流有：弼佑河、纳赖河、龙门河、板

用河等。河道平均纵比降约 7.2‰，具有河床切割深、洪期流量大等特点，流域集雨面

积 626.5km
2，河床平均宽约为 25m。 

（2）流域规划概况 

荣丁水电站是已审批的“册亨县秧坝河干流及弼佑河支流水电站梯级开发规划报告”

中的秧坝河干流规划开发的第八级电站，电站上游接处于规划未建的第七级马云电站，

下游为规划未建的第九级岔河电站和已建成的第十级委俄电站。荣丁水电站大坝和发电

厂房见图 2.1-1，秧坝河干流及支流弼佑河电站梯级开发规划见表 2.1-1和图 2.1-2。 

 

  

荣丁水电站大坝 荣丁水电站发电厂房 

图 2.1-1 荣丁水电站大坝和发电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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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秧坝河干流及支流弼佑河电站梯级开发规划方案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项目 单位 
秧坝河 弼佑河 

大伟 坝油 定弄 打朋 秧饶 秧结 马云 荣丁 岔河 委俄 洞里 平恩 

所在河流  秧坝河 秧坝河 秧坝河 秧坝河 秧坝河 秧坝河 秧坝河 秧坝河 秧坝河 秧坝河 弼佑河 弼佑河 

建设地点 县 册亨 册亨 册亨 册亨 册亨 册亨 册亨 册亨 册亨 册亨 册亨 册亨 

开发方式  引水 引水 引水 引水 引水 引水 引水 引水 引水 引水 引水 引水 

坝址以上集水面积 km
2
 89.6 100.7 191.75 215.52 248.41 268.74 339.2 341 353 535 102.81 162.4 

多年平均流量 m
3
/s 1.42 1.60 3.04 3.42 3.94 4.26 5.38 5.5 5.60 8.48 1.63 2.57 

多年平均径流量 万 m
3
 4480 5035 9587.5 10776 12421 13437 16960 17130 17650 26750 5140.5 8120 

正常蓄水位 M 800 765 726 695 675 650 620 547 505 468 625 550 

电站尾水位 M 765 726 695 675 650 620 550 -- 468 400 550 475 

毛水头 M 35 39 31 18.5 25 30 70 -- 37 68 75 75 

装机容量 MW 0.63 0.8 1.25 1 1.25 1.6 7 3.2 3.2 0.5 1.6 3.2 

保证出力 MW 0.053 0.073 0.093 0.076 0.107 0.137 0.481 -- 0.292 0.584 0.118 0.216 

多年平均发电量 万 kW·h 244.8 327.9 447.38 362.58 592.41 647.5 2478 926.9 1228 3326 566.01 1195 

年利用小时数 H 3886 4098 3579 3626 3939 3939 3540 2897 3838 3696 3538 3734 

发电引用流量 m
3
/s 2.52 3.4 5.8 6.33 7.65 9.02 13.47 -- 11.56 15.42 3.2 5.32 

坝型 --- 重力坝 重力坝 重力坝 重力坝 重力坝 拱坝 重力坝 重力坝 重力坝 重力坝 重力坝 

最大坝高 M 14 17 16.2 17 14 17 55 13 17 17.63 17 45 

引水道长

度 

渠道 M 55 115 0 336.16 67 564.3 0 228m 652 474.85 58.4 414 

隧洞 M 1683 2500 1395 1246.8 1370 2637.6 1700 0 833 2224.48 2166.8 829 

发电厂形式  地面式 地面式 地面式 地面式 地面式 地面式 地面式 地面式 地面式 地面式 地面式 地面式 

地震基本烈度 度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建设情况 已建 未建 未建 未建 未建 未建 未建 已建 未建 已建 未建 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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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秧坝河干流及支流弼佑河电站梯级开发规划纵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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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程建设过程 

荣丁水电站于 2004 年开工建设，2007 年完工运行发电。电站规划、设计和项目核

准相关资料均在电站建成后补做完成并获得对应管理部门的批复。荣丁水电站资料完善

过程和建设过程见表 2.2-1。 

表 2.2-1  荣丁水电站建设过程表 

序

号 
建设阶段 主要内容 

1 规划 

（1）2009 年 6 月，完成《册亨县秧坝河干流及支流弼佑河水电站梯级开发

规划报告》； 

（2）2009年 7月，册亨县政府下发规划报告批复[册府函[2009]34号]。 

2 
可行性研

究 

（3）2006 年 4 月，贵州华水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完成《贵州省册亨县荣

丁水电站初步设计报告》编制；2014年 9月，黔西南州水务局出具《关于贵

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初步设计报告（代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的函》。 

（4）2014 年 9 月，襄阳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完成《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

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2014年 9月，册亨县环境保护局下发《关于对

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州环批[2014]97号）。 

（5）2013 年 3 月，黔西南州水务局印发了《关于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复函》（州水务函[2013]6号） 

3 项目核准 

2014年 10月，获得黔西南州发改委的项目【州发改发[2014]336号】核准批

文。 

4 施工阶段 

2005年 8月，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2006年 11月，主厂房行车安装完成； 

2006年 10月，大坝、厂房、渠道土建部分完成建设； 

5 
蓄水及发

电阶段 

2007年 5月，水轮机调试； 

2007年 6月，电站机组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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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程概况 

2.3.1 地理位置 

荣丁水电站位于册亨县东南部秧坝河上，工程位于双江镇荣丁村，工程区距册亨县

70km，距双江镇 11km，详见附图 1。 

2.3.2 工程任务、项目组成和规模 

2.3.2.1 工程开发任务 

荣丁水电站的主要任务是发电，无其它任务要求。 

2.3.2.2 工程项目组成 

本工程属于水电开发项目。项目工程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引水工程和发电厂工程。

主要建筑物有溢流坝、冲砂闸、引水渠、溢流堰、前池、压力管道、厂房和升压站等。

主体工程项目组成详见表 2.3 -1。 

表 2.3-1  荣丁水电站工程项目组成一览表 

工程项目 项目组成 备注 

引

水

工

程 

大坝 
溢流坝段长 47m 

本项目

于 2007 年 6

月建设完成，

2014 年 9 月

补做环评，环

评批复至今

项目未进行

调整、改扩

建，验收阶段

项目组成与

环评阶段一

致。 

非溢流坝段 

引水建筑 
闸前设拦污栅 

钢筋砼闸门 

压力前池 前池长 17m，宽 5.0m，前池设置取水闸门一道，拦污栅一道。 

压力钢管 
压力钢管主管长 59.15m，管径 1.8m，单根支管长 12.83，管径

1.4m，管壁厚 12mm，主管尾部接对称 Y 形岔管 

发

电

厂

工

程 

厂房 
电站安装有两台发电机，单机容量 1600kW ，机型为

(HLA551-WJ-84)，配套发电机型号(SFW1600-10/1430) 

升压站 升压站为露天式，(长×宽)：24m×11m 

尾水渠 
尾水接尾水渠将水引自秧坝河，尾水渠总长 85m 

地面排水沟,排出厂内积水 

 

2.3.2.3 工程规模及特性 

(1)工程等别及主要建筑物级别 

根椐规范《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00)及《工程建设标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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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条文》2004 年版，本工程水库为小(2)型水库，建筑物级别为Ⅴ等 5 级建筑物，其

洪水标准为 20 年一遇设计，200 年一遇校核；电站为小(2)型，厂房建筑为Ⅴ等 5 级建

筑物，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设计，50 年一遇校核。 

(2)正常水位和死水位 

该河段上、下游无电站和其它方面制约，正常蓄水位为 547m。由于电站属无调节

电站，大部分上游流量用于引水发电，少部分流量用于下放生态用水，其死水位的高低

对电站的出力并无影响，其他部门对取水亦无要求，电站取水口底板高程为 544.2m，死

水位为 545.5m。200 年一遇校核洪水水位 552.7m，正常水位库容为 2.05 万 m
3。 

(3)装机容量 

电站装机容量 3200kw，现状水平年年发电量 926.9 万 kw.h，年利用小时 2896.6h。 

(4)运行方式 

荣丁水电站为径流引水发电式电站，水库容量较小，回水较短，电站为无调节电站，

电站在正常蓄水位下运行。 

本项目于 2007 年 6 月建设完成，2014 年 9 月补做环评，环评批复至今项目未进行

调整、改扩建，项目组成及工程特性与环评阶段一致。荣丁水电站主要工程特性见表 2.3- 

2。 

表 2.3-2 荣丁水电站工程特性表 

序号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水文    

1、流域面积    

全流域 km
2
 626.5  

坝址以上 km
2
 34.1  

2、利用气象系列年限 年 23 册亨气象站 

3、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亿 m
3
 1.71  

4、代表性流量    

多年平均流量 m
3
/s 5.46  

设计洪峰流量(p=5％) m
3
/s 785  

校核洪峰流量(p=0.5%) m
3
/s 1360  

二、水库    

1、水库水位 m   

校核洪水位 m 552.7  

设计洪水位 m 550.9  

正常蓄水位 m 547  

死水位 m 545.5  

2、调节特性   无调节 

三、下泄流量及相应下游水位    

1、设计洪水位泄洪量(5％) m
3
/s 785  

相应下游水位 m 54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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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2、校核洪水位时泄洪量(0.5％) m
3
/s 1360  

相应下游水位 m 549.65  

3、厂址处设计洪水(p=5%) m
3
/s 785  

相应下游水位 m 510.14  

4、厂址处校核洪水(p=2%) m
3
/s 1010  

相应下游水位 m 510.61  

四、工程效益指标    

装机容量 kW 3200 2×1600 

保证出力(P＝80％) kW 1032  

现状多年平均发电量 万 kW·h 926.9  

现状年利用小时数 h 2896.6  

规划多年平均发电量 万 kW·h 1658  

规划年利用小时数 h 5181  

五、淹没损失及工程永久占地    

1、占用荒山 亩 17  

2、占河滩 亩 2  

3、河流水面 亩 23  

六、主要建筑物及设备    

1、挡水建筑物    

坝型   块石砼重力坝 

最大坝高 m 13  

坝顶长度 m 68.6  

2、泄水建筑物    

型式   实用堰 

堰顶高程 m 547.0  

溢流段长度 m 47  

冲砂孔尺寸   2×2.5m 

取水口尺寸   2×2.8m 

闸门数量 道 2  

启闭机 套 2 LQ-15 

3、引水建筑物    

渠道型式   自动调节渠道 

引用流量 m
3
/s 11.5  

渠道长度 m 228  

4、压力前池    

底板高程 m 541.45  

最高水位 m 547  

正常水位 m 546.5  

最低水位 m 544  

前池尺寸(长×宽) m  17×5 

5、压力钢管    

管径 m 1.8 支管直径 1.4m 

管壁厚 mm 12 支管壁厚 10mm 

主管长 m 59.15  

6、厂房    

主厂房尺寸(长×宽×高)   28×12.5×11.1m 

副厂房尺寸(长×宽×高)   16.18×6.94×5.11m 

水轮机安装高程 m 5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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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厂房地面高程 m 511.91  

7、机电设备    

水轮机 台 2 HLA551－WJ－84 

发电机 台 2 SFW1600－10/1430 

调速器 台 2 GLYWT-PLC-1000-16.0 

蝶阀 台 2 PDF45-WY-140 

8、升压站    

面积(长×宽)   24×11m 

七、施工    

1、主体工程数量    

土石方开挖 m
3
 33243  

浆砌块石 m
3
 7373  

砼及钢筋砼 m
3
 6801  

金属结构安装 t 59.53  

启闭机 套 5  

2、主要建筑材料    

水泥 t 3585  

钢筋 t 11  

块石 m
3
 14836  

碎石 m
3
 22539  

砂 m
3
 21806  

3、所需劳力    

总工日 万工日 6.99  

平均人数 人 232  

高峰人数 人 278  

4、施工临时房屋 m
2
 1800  

5、对外交通    

公路距离 km 11 至册亨县城 

6、施工导流    

导流方式   明渠导流 

建筑物型式   土石围堰 

7、施工期限    

总工期 月 12  

八、经济指标    

1、静态总投资 万元 2231.15  

2、总投资 万元 2277.65  

建筑工程 万元 429.74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万元 870.98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万元 87.32  

临时工程 万元 97.00  

独立费用 万元 256.84  

基本预备费 万元 52.26  

3、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千瓦投资 元/kw 3975  

单位千瓦时投资 元/(kw·h) 0.767  

国民经济内部收益率 ％ 23.54  

国民经济净现值 万元 932.64  

财务内部收益率 ％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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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财务经济净现值 万元 321.89  

固定资产投资回收期 年 10.89  

上网电价 元/(kw·h) 0.18  

 

2.3.3 枢纽布置及主要建筑物 

 (1)大坝 

根据环评报告，荣丁电站右岸岩石出露且坚硬，左岸堆积层较厚，地势平缓，两岸

不对称，因此根据地形地质情况和当地建筑材料，选定坝型为块石砼重力坝，右岸陡岩

结束处为坝线，在坝顶前后用圆弧连接，以保证低水时泄洪，并在大坝下游底部增加 1m

长护坦，防止坝脚冲刷影响溢流坝运行。重力坝总长 68.6m，溢流坝段长 47m，溢流堰

顶高程 547m，非溢流坝顶高程 553.0m，最大坝高 13m，上游面垂直，下游面坝坡为 1:0.6，

坝顶宽 2.4m。大坝采用 C15 块石砼，溢流顶用 C20 钢筋砼浇筑，由于大坝低，下游洪

水位高，在下泄校核洪水时，溢流堰顶高程低，下游洪水位被淹没。 

(2)泄水及消能建筑物 

根据地形条件，荣丁水电站泄水采用溢流段全断面溢流，不设闸门，溢流堰顶高程

为 547.0m，溢流坝段长 47m。由于坝较低，加之下游洪水位较高，在通过校核和设计

洪水时，下游水位均超过溢流坝顶高程，因此不存在挑流和消能问题。在流量小于设计

洪峰流量，出现下游水位低于堰顶高程时，水流对坝脚有一定的冲击，但由于原河床到

基岩较深，溢流堰顶到原河床面高差为 2m，只需下游水垫层即可满足消能要求，因此

下游无消能建筑物。 

(3)引水建筑物 

荣丁电站为径流引水式电站，采用自动调节渠道引水至前池，设计引用流量为

11.16m
3
/s，取水口布置在右岸，采用宽顶堰取水，设 3.0×3.0m 的钢筋砼闸门一道，取

水底板高程 544.2m，闸前设拦污栅一道，采取人工清污，闸室操作平台高程 561.0m。 

引水渠道总长 228m，渠首高程为 549.2m，出口高程为 543.972m。渠道断面为

2.6m×3.1m，比降为 1/1000，渠道边墙设计采用 M5 浆砌石砌筑，边墙顶宽 0.7m，底宽

1.6m。渠道内壁采用 0.1m 厚 C15 砼进行防渗。渠道浆砌块石平台基础需置于基岩上，

对不满足基础要求地段，需对基础进行处理。先在渠道基础下砌筑 2m 块石，再在基础

外边墙砌筑 M5 浆砌石挡墙加固。 

引水渠道设计为自动调节渠道，设计在 0+005~0+015m 以及接压力前池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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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0~0+225m 处布置限制堰措施。设计在该 2 处引水渠道外边墙布置溢流口，降低墙

顶高程 0.3m，限制渠道过水断面为 2.6m×2.8m。 

(4)压力前池 

前池布置在渠末，前池地质条件较好，但地形较陡，为保证边坡岩石稳定，前池尺

寸较小。前池底板高程为 541.45m，最低水位 545.25m，正常水位 546.5m，最高水位 547.0m，

前池长 17m，宽 5.0m。前池设置取水闸门一道，拦污栅一道。 

压力前池分前室、进水室、泄水道及放空管四部分。压力前池处为一陡坡地形，地

面高程 550~557m，地形坡度 40º，基岩裸露，岩性为边阳组砂岩，岩层产状 10°∠32°，

基础座落在基岩之上，基坑开挖之后靠山体一侧将形成永久性岩质边坡，边坡为切向坡。

根据地质情况将前池紧接渠道出口布置，将前池底板置于中风化层岩石基础上。 

①前室 

前室分为渐变段和直线段，根据实际地形，前室采用渐变段连接渠道和进水室。渐

变段长 7m，与渠道出口连接，起始宽度与渠道相同，渠道出口底板高程 543.972m，渐

变段底坡 1∶2.3，渐变段底板厚 0.15m，采用 C10 混凝土护底。前室直线段长 10m，底

板高程 545.95m。前室直线段底板厚 0.15m，采用 C10 混凝土护底。 

②进水室 

进水室底板高程 541.45m，进口宽 5.9m，进口设工作闸门一扇，孔口尺寸：2m×2m，

门前设钢筋混凝土胸墙，通气孔设于压力钢管进口，直径为 φ350。 

③泄水道 

因此引水渠道为自动调节渠道，故不需修建泄水道。 

④放空管 

为利于对前池进行检修维护及清沙清淤，在前池部底设 Φ300 放空管 1 根，Φ300

放空闸 1 个。 

(5)压力钢管 

压力钢管采用明管布置，为单管双机布置，分成两条支管向两台机组供水，岔管布

置形式为对称 Y 形岔管。压力钢管主管长 59.15m，管径 1.8m，单根支管长 12.83，管径

1.4m，管壁厚 12mm，主管尾部接对称 Y 形岔管。 

压力钢管位于厂房后边坡，沿斜坡布置，地形自然坡度 40-50 度，基岩坡面上有少

量粘土夹碎石覆盖，岩层产状 10°∠32°，岩层倾向与斜坡坡向相反，镇墩座落在边阳组

中风化砂岩之上，可满足抗滑稳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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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管线短，且地形无大的起伏，设置二个镇墩，每隔 6m 设置一个支墩，支墩与

压力管之间设钢板作为滑动面。压力管线支墩置于弱风化基础上，采用 C20 砼桩基；压

力管线明管布置，将覆盖层全部挖除，开挖边坡比为 1:1。根据边坡结构对边坡稳定性

进行分析，开挖后边坡整体稳定性较好。 

(6)厂房及升压站 

主厂房尺寸为(长×宽×高)：28m×12.5m×11.1m，布置有安装间、发电机和水轮机，

主厂房地面高程为 511.91m。副厂房尺寸为(长×宽×高)：16.18m×6.94m×5.11m，布置有

6.3kV 高压室和中控室，副厂房地面高程为 512.71m。 

主厂房在高程 511.91m 以下为大体积钢筋砼结构，511.91m 高程以上为框架结构。

主梁净跨度为 12.2m，其柱子在 519.41m 高程设置牛腿，架设吊车梁，吊车梁高 375mm，

为“T”型梁，主厂房楼板厚度为 500mm。主厂房屋顶面高程为 523.01m。屋面板采用现

浇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副厂房在高程 512.71m 以下为 C10 砼地面，以上为框架结构。 

电站安装有两台发电机，每台发电机的上游侧布置有设备及蝶阀吊孔。上游侧为副

厂房其中控室、设在 1 号机组段上，其间设置全玻窗，便于中控室通视发电机层。每台

发电机上游侧设有蝶阀吊孔，西侧设检修泵室，油、水处理室，油库下游南侧设楼梯一

座向上通向发电机层、向下通向蝶阀室层。 

尾水管共两孔，设尾水闸门 2 扇，尾水平台高程为 515.26m。 

升压站：升压站为露天式，(长×宽)：24m×11m，紧临主、副厂房。为减少挖方，

场地平整后高程为 511.91m。 

尾水渠：荣丁电站尾水接尾水渠将水引自秧坝河，尾水渠总长 85m，渠首高程为

507.65m，出口高程为 505.5m。渠道断面为 2.5m×3.0m，比降为 1/40，渠道边墙设计采用

M5 浆砌石砌筑，边墙顶宽 0.7m，底宽 1.6m。渠道内壁采用 0.1m 厚 C15 砼进行防渗。 

(7)配套工程 

水利机械：电站装机 2 台，单机容量 1600kW，机型为(HLA551-WJ-84)，配套发电

机型号(SFW1600-10/1430)。每台机组配 YWT-1000 高油压调速器一台。在蜗壳进口处

设置一台 DN1400 的 D941X-6-φ1400 型电动蝴蝶阀。15/3T 电动双钩桥式起重机一台，

其主要参数为：起重量(15T)；跨度(11.5m)；起吊高度(HZ＝7m，Hf＝7m)。一台型号为

ZJB3KY 真空压力滤油机。2 台移动式低压空气压缩机。 

 (8)供排水、消防系统 

供水：本电站的水头为 30.3~38.2m，根据规范要求，水头在 15m~40m，一般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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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流供水方式，本站自流供水能满足要求，因此本电站采用压力钢管取水自流供水方式

供机组、消防及生活用水。技术供水采用集中供水方式，用一根联络干管作为供水主管，

设有两台滤水器。 

消防用水：厂内设 Φ100 消防供水总管，主厂房选用 SN12-50，Pg=1.5MPa 消火栓

2 台，通过水泵、消防水池供给，消防水池容积为 60m3。 

厂内排水：本站采用检修与渗漏共设一套设备的排水方式，排水水泵采用两台，水

泵型号为 100WFB-A，集水井中采用浮球液位控制器监控、自动起停，排除集水井中积

水，一台工作、一台备用，交替切换运行。 

(9)电站与电力系统 

本站按一回 35kV 出线，长约 6km，接在位于册亨县坝赖镇的坝赖变电站 35kV 母

线上，作为上网点。额定输送容量 4MW，考虑主变无功损失后，输送的功率因数按 0.85

计，装一台容量为 4000kVA 的主变压器，发电机 6.3kV 侧采用单母线接线，升高 35KV

侧采用变压器线路组接线。厂用变压器接在发电机电压母线上。 

发电机电压侧设备 

发电机电压侧选用成套的 XGN2-10 铠装移开式金属封闭开关柜，柜中 VS1 真空断

路器开断电流 25kA，两台发电机出断路器应是发电机断路器，可开断 40%的直流分量。

发电机主出线采用装保护网的敞开式母线。 

35kV 系统电气设备 

根据本站的总体布置的特点，35KV 系统选用户外型号，符合《小型水力发电站设

计规范》的要求，和本站枢纽布置的需要。 

表 2.3-5 主要电气设备表 

序号 名  称 型号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水轮发电机 SFW1600-10/1430 台 2  

2 电流互感器 FLZBJ-10   300/5 只 6  

3 高压开关柜 XGN2-10 块 7  

4 主变 S9-4000/35 台 1  

5 厂用变压器 S9-160/6.3 台 1  

6 高频阻波器 XZK-400-0.3/B4 个 1  

7 高压真空断路器 ZW7-40.5 /1250KA 台 1  

8 隔离开关 GW4-35ＧD/630 台 2  

9 电压互感器 JDXF-35 台 1  

10 6KV 电力电缆 ZR-YJV-3×35 m 60  

11 6KV 电力电缆 YJLVV22-3×120 m 120  

12 6KV 电力电缆 YJLVV22-3×185 m 50  

13 低压电力电缆 ZR-YJV m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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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耦合电容器 OW-35-0.0035 只 1  

15 厂用屏 GGD 型 块 1  

16 坝区配电柜电 XL-21 型 块 1  

17 励磁变 ZLS9-60/6.3 台 2  

18 避雷器 Y5WZ-42/134 只 3  

19 动力配电箱 JXT 型 个 3  

2.3.4 工程施工布置 

本电站工程枢纽由拦河取水枢纽、引水系统(引水渠、压力前池、压力管道)、发电

厂房、升压站四大部分组成，施工总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3，其总体布置方案为： 

取水枢纽：坝型为块石砼重力坝，溢流坝顶高程为 547.0m，非溢流坝顶高程 553.0m，

坝体总长 68.6m，其中溢流坝总长 47.0m，非溢流坝总长 21.6m。取水口、冲砂孔布置

在大坝右岸。 

引水系统：渠线布置在右岸，为自动调节渠道，由于渠道地质条件较差，地形陡峻，

从运行安全考虑渠道基础铺填块石垫层，渠道基础外边坡采用 M5 浆砌石砌筑。渠道总

长 228m，过水断面 2.6×3.1m。压力前池和压力钢管地质条件良好，而地形较陡。 

发电厂房：厂房布置在距大坝 300m 处的河滩开阔处，地势开阔，布置不受影响，

但堆积层较厚，大约在 6~7m。压力管道在副厂房前分为 2 支，经副厂房进入主厂房内

的两台机组。尾水经尾水渠排入下游河道。副厂房布置在紧靠主厂房的后面。开关站设

于户外，布置在厂房南面侧。综合楼布置厂房下游。 

升压站：由于厂房处地势较平坦，根据地形条件将主变、开关站布置在厂房旁。 

防洪、排水及厂区交通布置： 

根据电站装机容量，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洪水设计，设计洪水水位 508.23m，50

年一遇洪水校核，校核洪水水位 508.7m。 

厂内外的防洪措施，由于厂房安装间高程为 512.71m，高于厂房校核洪水位 508.7m。

故该电站洪水期对厂房不构成威胁，不需采取防洪措施。进厂公路均高于校核洪水位，

因此不再加设防洪的措施。 

厂区排水措施设计沿主副厂房外修建盖板排水沟，排水沟尺寸为 0.5×0.5m，排水沟

全部采用 C20 钢筋砼盖板封闭。 

厂房内排水，将渗漏排水与检修排水分开设置。渗漏水集中到水轮机下高程 507.65m

的集水井中，用水泵排往下游。 

进厂公路，由于厂房设备需用车运输至厂内，根据《公路设计规范》，进厂公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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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为路面宽 5m。进厂公路纵坡设计按＜6%设计，局部可控制在 13%。 

2.3.5 工程占地 

荣丁水电站的工程库区共淹没水荒山 5 亩，工程建设占地 42 亩。其中：荒山 17 亩，

河滩 2 亩，河流水面 23 亩。电站与 2007 年建成，2014 年补做环评，占地情况与环评阶

段一致，详见表 2.3-6。 

表 2.3-6 荣丁水电站占地统计表 

序号 项目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合计 亩 42.00  

一 库区淹没 亩 5.00  

 未利用土地 亩 5.00  

 荒山草地 亩 5.00  

二 工程占地 亩 42.00  

 永久占地 亩 42.00  

 未利用土地 亩 42.00  

 荒山 亩 17.00  

 河滩 亩 2.00  

 河流水面 亩 23.00  

2.3.6 淹没、移民 

根据册亨县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局文件册移函[2013]2号，荣丁水电站淹没区无耕地，

不涉及移民搬迁。根据现场调查，水电站为引水式电站，取水坝为重力坝。引水区、电

站厂房及施工场地占用有林地、草灌地、河滩地。 

2.3.7 工程管理 

1、人员编制 

荣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全面负责整个流域水电站项目的运行和经营管理。本电

站仅设生产办公室、水力发电厂运行两部分。工程管理人员约为 6 人。 

2、生产及生活区 

电站生活基地设于册亨县城，距荣丁水电站 70km，现场只设置少量的生产及生活

设施。根据现场调查，荣丁水电站日常运行管理人员为 2-3 人，为方便电站管理，现场

工作人员的办公及临时居住生活区设于厂区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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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程运行 

2.4.1 调度运行 

荣丁水电站为径流引水发电式电站，水库容量较小，电站为无调节电站，电站在正

常蓄水位下运行。该电站在电力系统中不承担调相、调频任务，丰水期在系统中担任基

荷，枯水期根据水库情况发电。 

2.4.2 运行期水库运行情况 

据贵州华水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编制的《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初步设计报

告》，该工程除了发电没有其它功能，下游无生活、生产用水要求，也没有珍稀动植物

存在和保护风景区以及景观的存在，但从生态水角度考虑，仍然下放 0.5m³/s 的水量，

除此以外天然来水均可作为发电的来水量。 

2.4.3 运行期电站运行情况 

据环评报告，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3200kw，多年平均发电量 926.9 万 kW.h。该水电

站于 2007 年建成，已进入稳步运行阶段。电站工程管理涉及到电站的发电、建筑物维

护等，该电站为少人值守电站，其管理中心及生活区设置于册亨县城，正常运行时，站

内仅留必要的运行和保安人员，电站由计算机综合自动化进行运行、管理和监控。 

2.5 工程投资 

荣丁水电站项目工程总投资为 2320 万元，环境保护投资总计 70.96 万元，环保投资

占总投资的 3.06%，荣丁水电站环境保护工程直接投资费用落实情况见表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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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荣丁水电站环保投资一览表  

项    目 
环评阶段

投资(万元) 

验收阶段投资 

情况 
备     注 

第一部分：环境保护措施 1.00 1.00  

生态环境保护投资 1.00 1.00  

第二部分：环境监测费用 8.39 8.75  

一、施工期环境监测费用 7.39 7.75  

二、运行期环境监测费用 1.00 1.00  

第三部分：环境保护仪器 2.70 2.80  

设备及安装工程    

一、环境保护设备 2.70 2.80  

1、生活污水处理：化粪池 0.50 0.65  

2、垃圾收集、处理 0.20 0.15  

3、垃圾运输车 2.00 2.00  

第四部分：环境保护临时措施 31.47 33.75  

一、废污水处理 25.50 24.90  

二、噪声防治 0.27 0.35  

三、固体废物处理 3.00 3.7  

四、环境空气质量控制 2.70 4.30  

五、人群健康保护 0.50 0.50  

1、预防应急药品和器材 0.50 0.50  

第五部分：环境保护独立费用 21.03 22.10  

一、建设管理费用 3.51 3.60  

1、管理人员经常费 0.51 0.60  

2、环境保护竣工验收费 2.00 2.00  

3、宣传教育费及技术培训费 1.00 1.00  

二、环境监理费 6.00 6.00  

三、环境保护科研勘测设计咨询

费 

10.52 11.00 
 

1、环境影响评价费 6.00 6.00  

2、环境保护勘查设计费 4.52 5.00  

四、工程质量监督费 1.00 1.50  

第一至第五部分合计 64.47 68.40  

第六部分、预备费 2.56 2.56  

环境保护总投资 67.15 70.96  

 

据对比分析，验收调查阶段与环评阶段环保投资差别不大，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基本

得到落实。 

2.6 工程变更复核 

2.6.1 工程变更概况 

荣丁水电站于 2007 年建设完成，2014 年补做环评，环评批复至今项目未进行调整、

改扩建，与环评阶段相比，荣丁水电站主体工程主要特性指标(正常蓄水位、死水位、

装机规模、枢纽布置、运行方式)未发生变化。对比工程环评阶段和验收阶段变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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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6-1。 

表 2.6-1  工程环评阶段和验收阶段变化对比一览表 

序

号 
项目 

参数 

环评阶段 验收阶段 变化情况 

一 工程性质 

1 开发任务 
本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发电，无其

它任务要求。 

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发电，无其

它任务要求。 
无变动 

二 规模 

2 装机容量 总装机容量为 3200kw 总装机容量为 3200kw 无变动 

4 正常蓄水位 547m 547m 无变动 

5 死水位 545.5m 545.5m 无变动 

6 水库调节性能 无调节 无调节 无变动 

三 地点 

7 坝址 距荣丁村约 500m 处 距荣丁村约 500m 处 无变动 

四 生产工艺 

8 坝型 块石砼重力坝 块石砼重力坝 无变动 

9 开发方式 引水式 引水式 无变动 

10 最大坝高 13m 13m 无变动 

五 环境保护措施 

11 
生态流量保障

设施 

在沉砂池闸门的底部开孔径为

220mm 的溢流孔保证常流水 

在大坝泄沙闸处设置孔径为

400mm 的生态放水管保证常

流水 

按环评要求增设

生态流量孔，位

置微调、孔径增

大 

2.6.2 工程变更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环评报告，电站在环评批复之前采用泄沙闸下泄河流生态用水，由于管理上的

问题，对于枯水期最小生态下泄流量没有明确要求。环评要求电站应设置专门的生态导

流口，并明确需下放 0.5 m
3
/s 的生态需水。 

环评推荐措施为：在沉砂池闸门的底部开孔径为 220mm 的溢流孔保证常流水，杜

绝出现脱水段。确保不低于环保要求的最低生态需水的要求，并且应接受环保部门的监

督检查。 

实际措施：根据现场调查，建设单位从施工可行性、大坝安全稳定性等多方面因素

综合考虑，针对环评中推荐设置的生态导流口的位置进行了微调，并根据 0.5 m
3
/s 的生

态流量下放要求增大了生态流量管直径，详见附件 11《荣丁水电站生态放水管过流复核

说明》。环评推荐在沉砂池闸门的底部开孔径为 220mm 的溢流孔保证常流水，实际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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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沙闸处开直径为 400mm 的下泄孔，按照要求下泄不小于 0.5 m
3
/s 的生态需水，该变

动对环境影响较小。 

生态流量孔                           生态流量下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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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不存在

重大变更。 

2.7 验收工况 

荣丁水电站于 2004 年开工建设，2007 年建设完成，2007 年 6 月电站机组开始发电，

电站装机容量为 3200kW，现状多年平均发电量为 926.9kW•h。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水利水电项目在不影响主体工程正常运行和效益的发挥时，完

工后即可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影响类》

（HJ/T394-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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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运行的情况下即可开展验收调查工作。”目前项目运行稳定，已达到竣工环保验收

调查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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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影响报告书回顾 

3.1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 

荣丁水电站建设以来，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 2 号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册亨县荣丁水电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于 2014 年 4 月委托襄阳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开展该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由于本项目已建成投入运行，因此，本环评为补做性质；同年 9 月，册亨县环保局

以《关于对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册环批[2014]97 号）

对本项目环评报告进行批复。 

3.2 环境影响报告书评价结论与建议 

荣丁水电站位于黔西南州册亨县境内的秧坝河上，工程位于双江镇荣丁村，工程区

距册亨县 70km，距双江镇 11km。坝址距荣丁村约 800m 处，厂址在坝址下游约 300m

河床开阔处，为径流式引水电站，装机 3200kW。荣丁水电站于 2003 年由册亨县荣丁水

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始建设，2007 年建成发电。 

3.2.1 工程与相关规划协调性分析结论 

(1)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属于小水电工程，为清洁能源利用项目。《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改)》中鼓励类项目中第四类电力第 1 条即为水力发电。因此

水电属鼓励类行业。水电站可电网提供廉价、清洁、可再生的能源，具有一定的经济、

社会、环境效益，符合国家环保政策要求。 

(2)规划相符性分析 

①流域规划相符性分析 

根据开发任务及河流的自然特性，秧坝河规划主要是秧坝河干流及弼佑河支流以水

电开发为主的研究。规划范围为：干流水面高程 800m 至 400m，长 54.10km 的中下游

河段。一级支流弼佑河上游秧干村河段至弼佑河与秧坝河交汇，接秧坝河 500m 高程河

段，全长 11.3km，落差 105m，平均比降 9.3‰。开发方案为：秧坝河 1 级大伟+秧坝河

2 级坝油+秧坝河 3 级定弄+秧坝河 4 级打朋+秧坝河 5 级秧结+秧坝河 6 级秧饶+秧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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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级马云+秧坝河 8 级荣丁+秧坝河 9 级委俄+弼佑河 1 级洞里+弼佑河 2 级各路。册享县

人民政府于 2009 年 7 月 1 批准了《册享县秧坝河干流及支流弼佑河水电站梯级开发规

划报告》册府函[2009]34 号。 

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项目为流域规划中第八级，该电站的开发建设符合《册享

县秧坝河干流及支流弼佑河水电站梯级开发规划报告》对秧坝河梯级开发的要求。 

②环境功能区划 

工程所在地为册亨县双江镇荣丁村，其具体环境目标为：主要纳污水体秧坝河执行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区域环境空气稳定达到《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 (GB3095-1996)二级标准；声环境质量稳定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 类标准。 

本着资源开发执行“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的方针，水电开发和工程建

设均进行生态影响论证和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复土造田、造林，防止水土流失。 

3.2.2 环境质量现状结论 

3.2.2.1 生态环境现状 

评价区区域位于贵州南部的册亨县，共有维管束植物 99 科 262 属 345种(包括变种)，

其中蕨类植物 14 科 18 属 23 种，裸子植物 2 科 2 属 3 种，被子植物 83 科 242 属 319 种，

其物种总数占贵州省维管束植物总数的 4.137%，种类组成相对贫乏。拟建项目区域因

人类活动频繁，干扰影响较大，森林保存较少，特别是原生性常绿阔叶林几乎不在留存，

因此珍稀植物种类及特有成分种类稀少。根据实地调查及走访当地群众，本次调查研究

中未见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分布。评价区无中国特有科分布，

仅有中国特有属 2 个，即杉木属(Cunninghamia)、通脱木属 (Tetrapanax)。典型的中国

特有植物有光皮桦、板栗、木姜子、金丝桃、小果蔷薇、竹叶椒、马桑等物种，而真正

成为本省本地区所特有的植物却没有发现。上述情况反映了本评价区的珍贵稀有、特有

植物种类稀少的特点。 

根据现场调查，结合县志和贵州动物志等资料记载，评价范围内约有陆生野生动物

63 种，占全省 828 种的 7.61%。鸟类 36 种，占多数，有国家Ⅱ级保护鸟类 2 种，鸢、

红隼。项目影响区域内，未发现国家重点保护兽类和两栖爬行类。工程评价范围内兽类

共有 4 目 7 科 11 种。其中东洋种 3 种、古北种 1 种、广布种 7 种。无国家保护兽类。

据国家在 1990 年 8 月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附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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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国家林业局 2003 年 2 月发布的《野生动物保护令》，贵州省人民政府 1992 年 7

月发布《贵州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通知》中附录“贵州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的规定，国家林业局 2000 年 8 月发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

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令》。项目评价范围内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种-隼、

鸢，涉及贵州省级级保护野生动物 16 种，两栖纲蛙类 7 种、爬行纲 6 种、鸟纲 2 种。

应采取合理措施加以保护，防止形成人为破坏。 

评价区分布有浮游植物 44 种，分别隶属于 5 门 7 纲 11 目 17 科 22 属。其中蓝藻门

5 种、硅藻门 18 种、隐藻门 1 种、甲藻门 1 种、绿藻门 19 种。从各门的种类数量和所

占比例看，浮游植物种类以硅藻门和绿藻门为主，蓝藻门、甲藻门、隐藻门种类较少。

通过对荣丁水电站工程评价范围的实地调查，统计出评价区主要水生高等植物 15 种，

隶属于 2 门 13 科 13 属，其中，蕨类植物有 2 科 2 属 3 种，被子植物 11 科 11 属 12 种。

浮游动物共 5 种，其中轮虫类 2 种，枝角类 2 种，桡足类 1 种。评价区域内的底栖动物

共 10 种，隶属于 3 门 5 纲 7 目 10 科 10 属。 

评价河段计有常见鱼类 5 种，隶属 3 目 4 科。该评价区域内鱼类区系组成，以鲤形

目为主体，计有 2 科 3 属 3 种，占库区鱼类总种数的 60%。其中鲤科鱼类 2 种，占优

势，除鲤科鱼类外还有鳅科 1 种；其余 2 个目的鱼类种类：鲇科 1 种，鰕虎鱼科 1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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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说明该流域支流鱼类物种极为贫乏。鱼类种类贫乏的

这种现象和河流自身为季节性河流，水源补给多依靠降水有关，由于水位变化大，枯水

期和丰水期水文情况差异大，导致秧坝河中鱼类生存环境不稳定，变化剧烈，鱼类种类

较少，同时鱼类个体也较小，实际调查走访中根据当地村民描述，鱼类个体重量多在

0.2~0.5kg 之间，罕有超过 1kg 的鱼类。渔获量很小，未有以打渔为生的村民。 

3.2.2.2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评价区域 SO2、NO2 浓度水平较低，1 小时值和日均值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1996)二级标准，TSP 日均值浓度水平，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

二级标准。说明电站的运行没有对区域声环境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3.2.2.3 地表水环境 

根据现状监测数据，对评价范围内各采样断面水质进行评价，各水质监测指标均优

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说明水电站的运行对秧坝河水质

没有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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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4 声环境 

工程所在地 1
#
~4

#噪声监测点测值均低于《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

准要求(昼≤70dB(A)，夜≤55dB(A))，说明电站的运行没有对区域声环境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3.2.3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电站影响范围内主要是荒草坡地和少量的林地，范围内无珍稀植物，项目施工过

程及运营前期所产生的植被影响，随着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上述扰动植被的情

况基本已经得到恢复。 

(2)工程建设区影响范围内无珍稀、濒危野生保护动物分布，但存在一些普通的小型

啮齿动物，这些动物的分布区域广泛，数量也多。随着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植被

的恢复，以上小型动物已基本适应了现有的生态环境，根据现场调查，以上动物已基本

得到恢复。 

(3)由于本工程的无调节运行，在枯水期会引起坝下河段出现间歇性断流，对下游河

道生态系统造成影响，虽然阶段，电站利用沉砂池闸门的的溢流孔保证常流水，杜绝出

现脱水段。但仍未完全杜绝脱水河段的发生，因此应专门设置溢流孔，保证下游河道有

0.5m
3
/s 的生态基流。 

(4)根据对水环境、环境空气及噪声的现状监测结果分析，现阶段，区域内的水环境、

环境空气及噪声均能满足相应标准的要求，环境质量较好。 

(5)现阶段区域内电站建设及运行期间，该区域内未出现自然疫源性传染病、虫媒传

染病流行及地质灾害的情况。 

3.2.4 环境保护措施 

3.2.4.1 运营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1)废水： 

项目运行后产生的主要废(污)水是所属员工的生活污水，排放量 77.5m
3
/a。排入已

建成的生态旱厕内，生活污水不可向外排放。 

电站厂区原施工期的沉淀池作为储油装置及变压器周围，事故储油池废，以防事故

性漏油进入水体。 

(2)噪声：运行期间噪声主要来自于电站厂房的机电设备噪声，因此在设备选型及设

计中，已采取有效的隔音隔声措施，经类比，此类噪声一般为 80dB(A)，通过衰减，对

周围环境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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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活垃圾：每天产生垃圾 0.01t，年垃圾排放总量为 1.46t，经过收集后填埋。 

3.2.4.2 水土保持措施 

根据现场勘查，项目在运行的 7 年间所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具有足够的防治功能，

对废土、石、沙弃渣进行综合防治，因地制宜的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工程

与复垦措施相结合，对破坏的面积进行控制。 

主要的工程措施有场地。植物措施有草皮护坡、植树等。 

3.2.5 存在主要环境问题 

(1)电站内未设置环境监测部门或委托代为监测水质、环境空气和噪声。 

(2)电站先采用泄沙闸，在枯水期和枯水季节下泄河流生态用水，但对于枯水期最小

生态下泄流量没有明确要求。不能满足下游河段生态流量的最低要求。 

3.2.6 完善补充环保措施 

(1)对植物资源的保护措施 

①根据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和植物的生态适应性及自然演替规律，增加乔、灌、草

相结合的多种的林木成分。加强库周区生态防护林体系建设，对库岸及绿化区种植的各

类植物进行有效管理，发现有死亡的林木应及时补种。 

②控制土地开发规模，防止库区耕地过度开发，不得破坏现有林地。 

③恢复河滩植被，杜绝在河滩地开荒种地，以防河岸滑坡和坍塌。 

(2)对陆生生物的保护措施 

①由于河谷滩地的淹没，库区涉禽的种类和数量减少将难以避免。如果采取营造人

工浅水区的措施，增加涉禽活动和觅食的场所，减轻影响程度。 

②因电站的建成，原有活动在河岸带的动物，相当多一部分会转移到其它地方，避

免人为的造成对动物过多干扰，争取有更多的原来活动在河岸带的动物留在库区。工程

运行后，自然疫源性疾病的传播者(部分鼠类)，会向非淹没区转移，其密度随之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既要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关系，又要重视对非淹没区的人、蓄和

工程管理人员毒蛇咬伤防治和防疫工作。 

(3)生态导流口的设置 

电站现采用泄沙闸，在枯水期和枯水季节下泄河流生态用水，由于管理上的问题，

对于枯水期最小生态下泄流量没有明确要求。其流量在枯水期和枯水季节不能满足下游

河段生态流量的最低要求。本次评价要求电站应设置专门的生态导流口，并确定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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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流量。 

生态流量确定：通过调查，根据《水电水利建设项目河道生态用水、低温水和过鱼

设施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试行)》(环函[2006]4 号)，规定一般河流生态需水采用近十

年最枯月平均流量或百分之九十保证率最枯月平均流量。采用百分之九十保证率最枯月

平均流量作为生态需水，电站坝下的生态需水为 0.5m
3
/s。 

具体措施：在沉砂池闸门的底部开孔径为 220mm 的溢流孔保证常流水，杜绝出现

脱水段。确保不低于环保要求的最低生态需水的要求，并且应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4)对水生生物的保护措施 

为保证秧坝河流域内鱼类资源的生存和繁殖，在鱼类繁殖期 5~8 月份流域内各电站

之间应采取综合利用水库调度，根据上游的来水量，适当控制闸门的开启程度，在库区

尾部和电站坝下造成一定的水位增幅，给鱼类创造合适的产卵繁殖条件。同时向水库投

放鱼苗时间一般可选择在每年的 5 月中旬，此时正值水库水温较高、浮游生物天然饵料

较丰富的季节，以保证鱼苗的成活率。为保证水库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为基本前提，

严格控制外来物种的引种移植，以自然繁殖保护为主，动态调控人工放流的鱼类种类与

数量为辅，从而为促进水库主体经济鱼类种群的繁衍。通过天然资源的繁殖保护、人工

补充性放流和捕捞合理调控等多种措施，促进水库鱼类种群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和渔

业生产的协调发展。 

(5)水环境保护措施 

①机修废水防治措施 

电站厂区应配备油水分离器和油处理机等设备，电站检修时少量含油废水需经油水

分离器处理。其中废油利用油处理机处理后回用，处理过程中要规范操作，避免废油滴

漏进入水体。另外在事故储油池四周设置围堰和导流系统。 

②面源污染防治措施 

全面实施电站库区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对于 25℃以上的坡地应退耕还林，退耕还草，

对水土流失严重的小流域进行综合治理，使该区域水土流失现状得到全面治理，从根本

上遏止面源污染不断增加的趋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建立农业生

态示范区。根据不同的土壤类型、不同季节、不同农作物进行科学施肥，提高土壤肥力，

控制使用有机氯农药，减少土壤中氮、磷的流失，保护好水库水质。 

电站库区及上游沿岸农村地区应加强粪便垃圾的管理，将粪便垃圾转化为有机肥料；

对于畜禽养殖业污染源的管理，首先要强调减量化的原则，通过雨污分离、干湿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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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排分离等手段，减少污染源处理的难度和数量，在些基础上实施资源化利用，同时建

立严格的法规和标准，强制养殖业实现达标化排放。禁止在水库及河道两岸堆放、倾倒

垃圾及其它可能造成水体污染和河道淤积的废弃物。禁止在水库网箱养鱼和投肥、投药

养鱼。 

3.2.7 综合评价结论 

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属于小水电工程电站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

合当地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和水资源开发规划。工程已经建成发电，电站

的建设提高了当地水资源利用，提供优质的电能，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工

程实施对提高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只要该项目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认真完善、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

施及与生态保护措施，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该项目可行。 

3.2.8 建议 

(1)建议有关部门制定秧坝河流域水资源利用分配方案及其各河段梯级水库合理联

合调度方案，理顺各座梯级水库水位保有量、发电量和各种用水(生产、生活、生态需

水)以及防洪、排污等之间的关系，确定科学限度，实行统一调度和指挥 

(2)建议电站业主积极采取防范措施，认真制定应急预案，防止不良事件发生，确保

荣丁水电站安全渡汛和人群健康安全以及劳动生产安全。 

3.3 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 

2014 年 9 月，册亨县环境保护局印发了《关于对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册环批[2014]97 号），对《报告书》的总体评价如下： 

（一）、该《报告书》内容较全面，重点突出，编制依据充分，评价明确，文件的

术语、格式、表格、图件合理，基本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方法、内容及要求。 

（二）、该《报告书》评价因子确定合理、评价标准选用正确、环境保护目标明确，

项目概况和工程分析清楚、建设项目周围环境概况和环境质量现状调查较为清楚，环境

保护措施及技术经济基本可行，公众参与和清洁生产分析较为合理，提出了加强环境管

理的意见和建议，环境可行性结论总体客观、明确、可信。 

（三）、该《报告书》编制符合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技术规范的要求。 

（四）、该《报告书》经上报审批后可作为项目环境工程设计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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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4.1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4.1.1 水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4.1.1.1 施工期水环境保护措施 

1、生产废水、生活污水 

该项目在环评阶段已完成施工，验收阶段未再进行工程建设。根据环评报告、建设

单位提供资料和现场走访调查，项目施工期针对基坑废水，在大坝和厂房基坑内修建有

沉淀池，用于混凝土养护和混凝土拌和，不外排。 

对砂石料加工和混凝土拌和系统废水采用絮凝沉淀法进行处理，处理工艺采用三级

沉淀，出水达标后回用于砂石料加工系统，不外排。废水处理产生的泥浆采用干化池脱

水后运往渣场堆存。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采用化粪池进行处理，定期组织周边村民清掏，用于农灌，不外

排。 

4.1.1.2 运行期水环境保护措施 

1、管理人员生活污水处理措施 

（1）环评报告书及批复要求 

根据《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项目运行后产生的

主要废(污)水是所属员工的生活污水，排放量 77.5m
3
/a。采用的为生态旱厕处理粪便，

生活污水不可向外排放。 

（2）措施落实情况 

据现场调查，荣丁水电站管理区常住管理人员 2~3 人，每日生活污水量较少，生活

污水已按照环评要求排入已建成的生态旱厕内，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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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生活区旱厕 

2、厂房废油处理措施落实情况 

（1）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 

根据《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电站厂区原施工期

的沉淀池作为储油装置，变压器周围设置事故储油池，以防事故性漏油进入水体。 

（2）措施落实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电站按照环评要求在变压器周围设置了相应的集油池，以防事故性

漏油进入水体。另外，上尖坡水电站试运行期产生的废液压油、废润滑油、废变压器油

等废油采用储油桶储存堆放于厂房仓库内，建设单位已与贵州天时佳利能源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危废处置协议，由该公司对电站产生的废油进行回收处理（详见附件 12）。 

 

图 4.1-2 集油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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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荣丁水电站在 2007 年建成之后已开展了生态恢复以及生态保护的相关工作，2014

年补做环评之后，建设单位又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的相关措施。 

4.1.2.1 陆生生态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环评报告书及批复要求 

根据《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 

(1)对植物资源的保护措施 

①根据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和植物的生态适应性及自然演替规律，增加乔、灌、草

相结合的多种的林木成分。加强库周区生态防护林体系建设，对库岸及绿化区种植的各

类植物进行有效管理，发现有死亡的林木应及时补种。 

②继续恢复河滩植被，杜绝在河滩地开荒种地，以防河岸滑坡和坍塌。 

(2)对陆生生物的保护措施 

①加强对库区野生动物的保护，对电厂职工每年定期开展环境教育，提高管理人员

环境意识。 

②因电站的建成，原有活动在河岸带的动物，相当多一部分会转移到其它地方，避

免人为的造成对动物过多干扰，争取有更多的原来活动在河岸带的动物留在库区。既要

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关系，又要重视对人、蓄和工程管理人员毒蛇咬伤防治和防

疫工作。 

③加强管理，减少污染，配备相应的垃圾处理设置，保护水禽，防止破坏新的景观。 

2、措施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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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现场踏勘及走访调查，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倾倒弃渣入河的现象；建设单位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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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加强施工人员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教育，施工期未

出现捕杀野生动物现象。电站在运行期按照环评要求，加强管理，重视对野生动植物的

保护，减少污染，防止电站周边自然生态遭到破坏。 

4.1.2.2 水生生态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环评报告书及批复要求 

（1）生态导流口的设置 

根据《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电站现采用泄沙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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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枯水期和枯水季节下泄河流生态用水，由于管理上的问题，对于枯水期最小生态下泄

流量没有明确要求。其流量在枯水期和枯水季节不能满足下游河段生态流量的最低要求。

本次评价要求电站应设置专门的生态导流口，并确定明确的生态流量。 

生态流量确定：通过调查，根据《水电水利建设项目河道生态用水、低温水和过鱼

设施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试行)》(环函[2006]4 号)，规定一般河流生态需水采用近十

年最枯月平均流量或百分之九十保证率最枯月平均流量。采用百分之九十保证率最枯月

平均流量作为生态需水，电站坝下的生态需水为 0.5m
3
/s。 

具体措施：在沉砂池闸门的底部开孔径为 220mm 的溢流孔保证常流水，杜绝出现

脱水段。确保不低于环保要求的最低生态需水的要求，并且应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2）对水生生物的保护措施 

为保证秧坝河流域内鱼类资源的生存和繁殖，在鱼类繁殖期 5~8 月份流域内各电站

之间应采取综合利用水库调度，根据上游的来水量，适当控制闸门的开启程度，在库区

尾部和电站坝下造成一定的水位增幅，给鱼类创造合适的产卵繁殖条件。同时向水库投

放鱼苗时间一般可选择在每年的 5 月中旬，此时正值水库水温较高、浮游生物天然饵料

较丰富的季节，以保证鱼苗的成活率。为保证水库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为基本前提，

严格控制外来物种的引种移植，以自然繁殖保护为主，动态调控人工放流的鱼类种类与

数量为辅，从而为促进水库主体经济鱼类种群的繁衍。通过天然资源的繁殖保护、人工

补充性放流和捕捞合理调控等多种措施，促进水库鱼类种群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和渔

业生产的协调发展。 

2、措施落实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建设单位从施工可行性、大坝安全稳定性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

针对环评中推荐设置的生态导流口的位置进行了微调，并根据 0.5 m
3
/s 的生态流量下放

要求增大了生态流量管直径，详见附件 11《荣丁水电站生态放水管过流复核说明》。环

评推荐在沉砂池闸门的底部开孔径为 220mm 的溢流孔保证常流水，实际为在泄沙闸处

开直径为 400mm 的下泄孔，按照要求下泄不小于 0.5 m
3
/s 的生态需水，保证电站下游

长度约 600m的减水河段不断流，生态流量及大坝上下游情况见图 4.1-3。 

电站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在每年鱼类繁殖期 5~8 月份流域内各电站之间采取综合

利用水库调度，根据上游的来水量，适当控制闸门的开启程度，在库区尾部和电站坝下

造成一定的水位增幅，给鱼类创造合适的产卵繁殖条件。建设单位于 2017 年 4 月采取

的鱼类增殖放流措施，向库区投放了适宜本地水质的鱼苗 3000 余尾，投放种类有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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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麦穗鱼和鲇鱼，见图 4.1-4。 

生态流量孔                                生态流量下泄情况 

大坝上游                                    大坝下游 

图 4.1-3  生态流量下泄措施照片 

 

图 4.1-4  鱼类增殖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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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大气环境和声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4.1.3.1 大气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 

根据《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项目运营期生产过程大气

污染物主要为粉尘、锅炉烟气、食堂油烟等，本项目采用湿法破碎工艺，粉尘产生量小，

属于无组织排放，排放浓度要求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中的

二级标准，锅炉烟气经除尘脱硫后要求达标排放；食堂油烟经静电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

放浓度 0.005t/a，要求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大型规模标准。运

输车辆汽车尾气排放量小，属于间断性无组织排放。 

2、措施落实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已进入稳步运行阶段，电站当班人数较少，每日约两人，项目

营运期仅产生少量厨房油烟，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发电厂房

生活区的 TSP 与 PM10的现状监测值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

级标准要求。 

4.1.3.2 声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 

根据《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运行期间噪声主要

来自于电站厂房的机电设备噪声，因此在设备选型及设计中，采取有效的隔音隔声措施，

经类比，此类噪声一般为 80dB（A），通过衰减，降低对周围环境影响。 

2、措施落实清理 

根据现场调查和验收监测报告，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对厂房采取了隔音隔声措施，

发电厂房东南西北的昼夜噪声监测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 

4.1.4 移民安置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厂水电站为引水式电站，取水坝为重力坝。引水区、电站厂房及施工场地占用有林

地、草灌地、河滩地及少量坡耕地，对淹没占用的土地进行资金一次性赔偿。项目其他

建设区也未占用居住房屋，故本项目不涉及移民安置。 

4.1.5 固体废物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工程弃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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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丁水电站建设中，不设置料场，所需砂石料均外购；实际设置有 1 处渣场，总弃

渣场水平占地面积 1200m
2。施工期及其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通过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对废土、石、沙弃渣进行综合防治，因地制宜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工程与

复垦措施相结合，对破坏的面积进行控制。减少了水土流失的发生。现场情况见图 4.1.2。

根据现场调查，建设单位已对砂石料加工系统等施工迹地进行了覆土绿化。 

下图为电站厂房及弃渣场现状，对弃渣场主要的工程措施有料场平整，恢复植被。

通过现状调查和 12 年的运行情况来看，随着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植被基本已

经得到恢复。 

图 4.1-2  弃土场生态恢复现场照片 

 

（2）施工期生活垃圾处理 

各参建单位分别在办公生活营地和施角落分别布设垃圾桶、垃圾收集池，集满后运

至将池内垃圾一收集运至册亨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卫生填埋。 

（3）发电运行阶段生活垃圾处理措施 

根据《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每天产生垃圾 0.01t，

年垃圾排放总量为 1.46t，要求统一收集后进行集中填埋处理。 

进入运行期后电站厂区仅有少量常住人员留守，每日生活垃圾少，采取相应的生活

垃圾处理措施，集中堆放，并由专人清运至环卫部门进行处理。 

 

4.2 环保措施设计与落实情况对比 

与环评报告书及批复文件提出的环保措施相比较，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水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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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环境空气保护措施、声环境保护措施、固体废弃物处理措施、人群健康保护措施、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等，大部分按照报告书及批复文件的要求进行完成和落实。荣丁水电

站运行期具体环保措施设计与实施对照见表 4.3-1。本项目环评为补作性质，补作时项

目已运行多年，因此环评及批复中未对该项目施工期环保措施有具体描述及要求，根据

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和走访调查，本项目在施工期针对可能出现的环保问题采取了相应的

环保措施，未造成环保污染。并且据当地相关部门反应，荣丁水电站从施工、建成到运

行以来，均未接到关于该项目环保方面的相关投诉。  

表 4.2-1  荣丁水电站工程环环评要求境保护措施与实施情况对比一览表 

项目 内容 环评要求措施 实际落实措施情况 

 

 

 

 

 

 

 

 

 

 

运行期 

 

 

 

 

 

 

 

 

 

 

 

 

 

 

 

 

 

 

生活污水 

项目运行后产生的主要废

(污)水是所属员工的生活污水，排

放量 77.5m
3
/a。采用的为生态旱厕

处理粪便，生活污水不可向外排

放。 

荣丁水电站管理区常住管

理人员 2~5 人，每日生活污水量

较少，生活污水已按照环评要求

排入已建成的生态旱厕内，不外

排。 

 

厂房废油

处理 

电站厂区原施工期的沉淀池

作为储油装置，变压器周围设置

事故储油池，以防事故性漏油进

入水体。 

 

根据现场调查，电站产生的

废油采用储油桶储存堆放于厂

房仓库内，已于贵州天时佳利能

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协议，

由该单位统一回收处置。电站按

照环评要求在变压器周围设置

了相应的集油池，以防事故性漏

油进入水体。 

生态导流

口的设置 

在沉砂池闸门的底部开孔径

为 220mm 的溢流孔保证常流水，

杜绝出现脱水段。确保不低于环

保要求的最低生态需水的要求，

并且应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建设单位从施工可行性、大

坝安全稳定性等多方面因素综

合考虑，针对环评中推荐设置的

生态导流口的位置进行了微调，

并根据 0.5 m
3
/s 的生态流量下放

要求增大了生态流量管直径，实

际 为 在 泄 沙 闸 处 开 直 径 为

400mm 的下泄孔，按照要求下泄

不小于 0.5 m
3
/s 的生态需水，保

证电站下游长度约 600m 的减水

河段不断流 

水生生态 为保证秧坝河流域内鱼类资 电站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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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环评要求措施 实际落实措施情况 

 

 

 

 

 

 

 

运行期 

源的生存和繁殖，在鱼类繁殖期

5~8 月份流域内各电站之间应采

取综合利用水库调度，根据上游

的来水量，适当控制闸门的开启

程度，在库区尾部和电站坝下造

成一定的水位增幅，给鱼类创造

合适的产卵繁殖条件。同时向水

库投放鱼苗时间一般可选择在每

年的 5 月中旬，此时正值水库水

温较高、浮游生物天然饵料较丰

富的季节，以保证鱼苗的成活率。 

在每年鱼类繁殖期 5~8 月份流域

内各电站之间采取综合利用水

库调度，根据上游的来水量，适

当控制闸门的开启程度，在库区

尾部和电站坝下造成一定的水

位增幅，给鱼类创造合适的产卵

繁殖条件。建设单位于 2017 年 4

月采取的鱼类增殖放流措施，向

库区投放了适宜本地水质的鱼

苗 3000 余尾，投放种类有马口

鱼、麦穗鱼和鲇鱼。 

噪声 

运行期间噪声主要来自于电

站厂房的机电设备噪声，因此在

设备选型及设计中，采取有效的

隔音隔声措施，经类比，此类噪

声一般为 80dB（A），通过衰减，

降低对周围环境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和验收监测

报告，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对厂

房采取了隔音隔声措施，发电厂

房东南西北的昼夜噪声监测均

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生活垃圾

处理 

每天产生垃圾 0.01t，年垃圾

排放总量为 1.46t，要求统一收集

后进行集中填埋处理。 

进入运行期后电站厂区仅

有少量常住人员留守，每日生活

垃圾少，采取相应的生活垃圾处

理措施，集中堆放，并由专人清

运至环卫部门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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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影响调查 

5.1 水环境影响调查 

5.1.1 水文情势影响调查 

秧坝河径流主要为地表水。流域区域内植被覆盖高，汇流时间较长，洪水较为缓慢

地退落。在流域区内，无水文站和气象站，只有册亨气象站距该流域较近，根据环评报

告，选用册亨气象站提供的 1980～2002 年降雨和日暴雨资料进行径流和洪水计算。经

径流推求多年平均流量 5.46m
3
/s。荣丁电站位于册亨县双江镇境内秧坝河中下游河段上，

集雨面积 344.1km
2，电站距册亨县公路距离 70km。河流发源于册亨县巧处，海拔高程

1180m，流向总体大致成西北-东南向，流经秧坝镇，在百口汇入南盘江。河流蜿蜒穿行

于山谷之中，河道总长 95.5km，总落差 863m，河道平均纵比降约 7.2‰，具有河床切

割深、洪期流量大等特点，流域集雨面积 626.5km2，河床平均宽约为 25m。 

水库蓄水及工程调度运行使河段水文情势发生改变。册享荣丁水电站为引水式电站，

其采用低坝引水发电，该工程除了发电没有其它功能，下游无生活、生产用水要求，也

没有珍稀动植物存在和保护风景区以及景观的存在，但从生态水角度考虑，仍然下放

0.5m³/s 的水量，除此以外天然来水均可作为发电的来水量。该电站在电力系统中不承

担调相、调频任务，丰水期在系统中担任基荷，枯水期根据水库情况发电。 

5.1.1.1 径流 

秧坝河径流主要由降水进行补给，由于形成降水的各种气象因素和影响径流的其它

自然地理条件的特点，使得径流具有多变性，不论年内或年际，丰枯变化都很大，坝址

处天然情况下多年平均流量为 5.46m
3
/s，汛期 4-10 月多年平均流量 12.5m

3
/s，枯水期(11-3

月)多年平均流量 2.2m
3
/s，维持下游减水河道基本生态的流量为 0.5m

3
/s。因引水式电站，

来水大部分直接进入厂房发电，小部分用于下放生态流量，故来水过程与下泄过程基本

一致。 

5.1.1.2 蓄水发电对坝下游水文情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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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丁水电站为无调节水库，水库建成后，丰水期充足的水资源蓄积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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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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1-1 荣丁水电站下游河道现状 

5.1.1.3 下游河道生态用水影响调查 

（1）大坝至电站厂房减水河段 

据环评报告环保措施要求，为满足减水段生态环境用水的需求，水库在初期蓄水阶

段和运行阶段需下放生态环境用水，下放生态环境用水流量为 0.5m
3
/s；本工程在蓄水期

和运行初期采用泄沙闸，在枯水期和枯水季节下泄河流生态用水。2014 年补做环评后，

建设单位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在泄沙闸处开直径为 400m 的下泄孔下放生态用水，保

证电站下游长度约 600m 的减水河段不断流，并定期巡察生态流量下放情况。 

（2）发电尾水断面 

电站发电尾水断面流量由发电引用流量和上游减水河道流量汇合而成，收集荣丁水

电站 2016 年-2018 年个月发电引用流量以及坝址处多年月均流量，将数据汇总整理后见

表 5.1-1，并将变化情况对比作图，见图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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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荣丁水电站发电引用流量情况统计 单位：m
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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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1.8 1.1 0.6 1.4 2.7 5.7 1.5 2.2 5.3 3.8 2.8 0.9 

2017 0.6 0.3 0.5 0.6 1.1 2.6 7.2 6.2 6.5 4.4 1.4 0.7 

2018 0.3 0.2 0.2 0.5 0.0 1.3 4.7 6.9 6.2 1.6 1.7 0.5 

多年月均

天然流量 
2.3 1.2 2.4 3.4 7.8 10.8 4.5 13.2 1.8 10.0 2.1 2.5 

 

图 5.1-1  荣丁水电站发电引用流量变化情况  

 

由上图表分析可知，荣丁水电站运行发电的高峰期集中在每年 6月-10月的丰水期，

与坝址处多年月均天然流量的变化情况基本一致。荣丁水电站水库建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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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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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站之间约 600m 的减水河道不断流，对下游水文情势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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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荣丁水电站减水河段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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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水温影响调查 

电站拦河坝最大坝高 13m，电站基本上无调节性能，来水大多用于发电或坝下游生

态放水。电站库容小，水深较浅，水量交换频繁。根据现场调查，河道水温基本与河道

天然水温基本相同，不存在明显地水温分层现象。 

5.1.3 水环境影响调查 

5.1.3.1 水环境保护目标调查 

荣丁水电站是一座以发电为主的小型水利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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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丁水电站库尾～电站尾水下游

1km，总长约 2.5km。 

5.1.3.2 污染源情况调查 

（1）施工期污染源调查 

工程在施工期主要污染源为施工废水和较少了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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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3 施工期水环境影响调查 

该项目在环评阶段已完成施工，验收阶段未再进行工程建设。根据环评报告、建设

单位提供资料和现场走访调查，荣丁水电站施工期水环境污染主要为施工废污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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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4 地表水现状监测 

荣丁水电站水库大坝除了有人定期巡视外，平时无人驻守；发电厂房平时有少数人

在现场监视设备，发电厂房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用于周围农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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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环评报告，环评阶段仅在水库下游设置一个监测点位。本次验收调查根据现场

踏勘情况，地表水环境监测共布置 4 个监测断面，详见表 5.1.2。分别是水库库尾、大坝

坝前、大坝坝下、发电尾水。水环境现状监测断面布置见图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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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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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W1 水库库尾 对照断面 

环评阶段

仅在水库

下游设置

一个地表

水水质监

测点位，

验收阶段

根据现场

实际调查

情况，增

设了监测

点位 

W2 大坝坝前（荣丁水电站坝址前 50m 处） 混合断面 

W3 大坝坝下（荣丁水电站大坝坝下 100m） 控制断面 

W4 发电尾水（发电尾水下游 200m 处） 控制断面 

 

2、监测因子 

pH、SS、COD、BOD5、NH3-N、TN、TP、Fe、Mn、Hg、As、Pb、F-、六价铬、

石油类、挥发酚、氯化物、氰化物、硫化物、粪大肠菌群、高锰酸盐指数共 21 项；其

中水库内测点 W1、W2 增加监测透明度和叶绿素 a 共 2 项。 

3、监测时间及频次 

2018 年 12 月 14 日~2018 年 12 月 16 日，贵州绿洲清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地表水

水质进行监测，连续监测 3 天，共监测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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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结果及其标准指数，由该表可知，W1、 W2、W3、W4、断面监

测因子除总氮外，其余指标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

准。验收调查阶段，项目建设涉及河段水质较环评期没有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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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水环境现状监测断面布置图 

水质监测 

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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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及评价结果表 

监测点位 水库库尾（W1） 

监测日期 

监测因子 
2018.12.14 2018.12.15 2018.12.16 

GB3838-2002 

Ⅲ类标准 
达标情况 

流速（m/s） 1.25 1.00 1.25 —— —— 

流量（m
3
/h） 108000.0 86400.0 108000.0 —— —— 

透明度（cm） 50 60 50 —— —— 

水温(℃) 6.8 7.0 6.8 —— —— 

pH(无量纲) 6.82 6.81 6.82 6~9 达标 

悬浮物 4L 4L 4L 30 达标 

硫化物 0.005L 0.005L 0.005L 0.2 达标 

粪大肠菌群（个/L） 1.7×10
3
 1.7×10

3
 1.7×10

3
 10000 达标 

总氮 7.05 6.54 7.05 —— —— 

氯化物 2L 2.1 2L 250* 达标 

氨氮 0.025L 0.025L 0.025L 1.0 达标 

叶绿素 0.192 0.614 0.192 —— —— 

化学需氧量 12 12 12 20 达标 

六价铬 0.004L 0.004L 0.004L 0.05 达标 

五日生化需氧量 0.6 1.1 0.6 4 达标 

氰化物 0.004L 0.004L 0.004L 0.2 达标 

总磷 0.070 0.057 0.070 0.2 达标 

铁 0.03L 0.03L 0.03L 0.3* 达标 

锰 0.01L 0.01 0.01L 0.1* 达标 

汞（μg/L） 0.04L 0.04L 0.04L 0.1 达标 

砷（μg/L） 0.3L 0.3L 0.3L 50 达标 

氟化物 0.08 0.06 0.08 1.0 达标 

石油 0.01 0.01 0.01 0.05 达标 

高锰酸盐指数 0.8 1.0 0.8 6 达标 

铅* 0.001ND 0.001ND 0.001ND 0.05 达标 

挥发酚* 0.0003ND 0.0003ND 0.0003ND 0.005 达标 

备注： 

（1）“L”、“ND”表示低于方法检出限。 

（2）“*”表示铅、挥发酚 2 项指标分包，分包单位为贵州益源心承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证书编号：17241234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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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及评价结果表        续一 

监测点位 大坝坝前（荣丁水电站坝址前 50m 处）（W2） 

监测日期 

监测因子 
2018.12.14 2018.12.15 2018.12.16 

GB3838-2002 

Ⅲ类标准 
达标情况 

流速（m/s） 1.43 0.83 1.11 —— —— 

流量（m
3
/h） 130244.4 75596.4 101098.8 —— —— 

透明度（cm） 40 60 50 —— —— 

水温(℃) 7.4 7.0 7.2 —— —— 

pH(无量纲) 6.79 6.81 6.83 6~9 达标 

悬浮物 4L 4L 4L 30 达标 

硫化物 0.005L 0.005L 0.005L 0.2 达标 

粪大肠菌群（个/L） 1.3×10
3
 7.9×10

2
 7.0×10

2
 10000 达标 

总氮 4.73 5.80  5.71 —— —— 

氯化物 2.0  2L 2.0  250* 达标 

氨氮 0.025L 0.025L 0.025L 1.0 达标 

叶绿素 0.342  0.577  0.532  —— —— 

化学需氧量 4L 4 6 20 达标 

六价铬 0.004L 0.004L 0.004L 0.05 达标 

五日生化需氧量 1.3  1.5  1.0  4 达标 

氰化物 0.004L 0.004L 0.004L 0.2 达标 

总磷 0.107  0.099  0.121  0.2 达标 

铁 0.03L 0.03L 0.03L 0.3* 达标 

锰 0.01 0.01L 0.01L 0.1* 达标 

汞（μg/L） 0.04L 0.04L 0.04L 0.1 达标 

砷（μg/L） 0.3L 0.3L 0.3L 50 达标 

氟化物 0.06 0.07 0.07 1.0 达标 

石油 0.01 0.01 0.01 0.05 达标 

高锰酸盐指数 0.6 0.5 0.6 6 达标 

铅* 0.001ND 0.001ND 0.001ND 0.05 达标 

挥发酚* 0.0003ND 0.0003ND 0.0003ND 0.005 达标 

备注： 

（1）“L”、“ND”表示低于方法检出限。 

（2）“*”表示铅、挥发酚 2 项指标分包，分包单位为贵州益源心承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证书编号：17241234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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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及评价结果表        续二 

监测点位 大坝坝下（荣丁水电站大坝坝下 100m）（W3） 

监测日期 

监测因子 
2018.12.14 2018.12.15 2018.12.16 

GB3838-2002 

Ⅲ类标准 
达标情况 

流速（m/s） 1.67 2.00 1.67 —— —— 

流量（m
3
/h） 86572.8 103680.0 86572.8 —— —— 

水温(℃) 5.6 6.4 6.2 —— —— 

pH(无量纲) 6.88 6.86 6.84 6~9 达标 

悬浮物 4L 4L 4L 30 达标 

硫化物 0.005L 0.005L 0.005L 0.2 达标 

粪大肠菌群（个/L） 7.9×10
2
 7.0×10

2
 3.3×10

2
 10000 达标 

总氮 9.01 5.46 5.16 —— —— 

氯化物 2L 2.2  2.2  250* 达标 

氨氮 0.025L 0.025L 0.025L 1.0 达标 

化学需氧量 4L 4 7 20 达标 

六价铬 0.004L 0.004L 0.004L 0.05 达标 

五日生化需氧量 0.9  1.0  1.1  4 达标 

氰化物 0.004L 0.004L 0.004L 0.2 达标 

总磷 0.093  0.086  0.077  0.2 达标 

铁 0.03L 0.03L 0.03L 0.3* 达标 

锰 0.02 0.04 0.02 0.1* 达标 

汞（μg/L） 0.04L 0.04L 0.04L 0.1 达标 

砷（μg/L） 0.3L 0.3L 0.3L 50 达标 

氟化物 0.07 0.07 0.07 1.0 达标 

石油 0.01 0.01 0.01 0.05 达标 

高锰酸盐指数 0.8 0.6 0.7 6 达标 

铅* 0.001ND 0.001ND 0.001ND 0.05 达标 

挥发酚* 0.0003ND 0.0003ND 0.0003ND 0.005 达标 

备注： 

（1）“L”、“ND”表示低于方法检出限。 

（2）“*”表示铅、挥发酚 2 项指标分包，分包单位为贵州益源心承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证书编号：17241234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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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及评价结果表        续三 

监测点位 发电尾水（发电尾水下游 200m 处）（W4） 

监测日期 

监测因子 
2018.12.14 2018.12.15 2018.12.16 

GB3838-2002 

Ⅲ类标准 
达标情况 

流速（m/s） 0.91 1.00 1.25 —— —— 

流量（m
3
/h） 88452.0 97200.0 121500.0 —— —— 

水温(℃) 6.8 7.1 7.3 —— —— 

pH(无量纲) 6.79 6.80  6.80  6~9 达标 

悬浮物 4L 4L 4L 30 达标 

硫化物 0.005L 0.005L 0.005L 0.2 达标 

粪大肠菌群（个/L） 2.4×10
3
 2.4×10

3
 2.2×10

3
 10000 达标 

总氮 5.64 6.12 5.29 —— —— 

氯化物 2.0  2L 2.0  250* 达标 

氨氮 0.025L 0.025L 0.025L 1.0 达标 

化学需氧量 4 4 4 20 达标 

六价铬 0.004L 0.004L 0.004L 0.05 达标 

五日生化需氧量 1.5  1.4  1.2  4 达标 

氰化物 0.004L 0.004L 0.004L 0.2 达标 

总磷 0.01L 0.01L 0.01L 0.2 达标 

铁 0.03L 0.03L 0.03L 0.3* 达标 

锰 0.01L 0.01 0.01L 0.1* 达标 

汞（μg/L） 0.04L 0.04L 0.04L 0.1 达标 

砷（μg/L） 0.3L 0.3L 0.3L 50 达标 

氟化物 0.08 0.06 0.07 1.0 达标 

石油 0.01 0.01 0.01 0.05 达标 

高锰酸盐指数 0.5 0.6 0.5 6 达标 

铅* 0.001ND 0.001ND 0.001ND 0.05 达标 

挥发酚* 0.0003ND 0.0003ND 0.0003ND 0.005 达标 

备注： 

（1）“L”、“ND”表示低于方法检出限。 

（2）“*”表示铅、挥发酚 2 项指标分包，分包单位为贵州益源心承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证书编号：17241234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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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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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所示。 

表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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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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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库尾 94.32 54 83.5 30 58 63.96 中度富营养 

坝前 92.95 62.1 79.5 23.3 58 63.17 中度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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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断面评价结果见表 5.1-5 所示，根据富营养化评价，库尾和库中水质营养

状况均为中度富营养，与环评阶段预测的中营养有所差别，经过现场调查判断分

析为上游来水和两岸排放的污染物，对水库水质均造成了影响，水库的氮磷水平

特别是氮含量显著偏高。 

据水生生态调查报告，荣丁水电站建设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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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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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地方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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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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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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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程施

工人员生活污水处理方式一致，调试运行阶段电厂办公生活污水采用化粪池处理，

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回用于周边农灌（浇灌方式）。 

根据荣丁水电站水质监测结果，秧坝河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III 类标准，蓄水前后无明显变化。荣丁水电站水库建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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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要保持正常下放生态环境用水，保证大坝和支流之

间的天然河道不断流，对下游水文情势影响较小。建设单位在泄沙闸处开了生态

放水孔，验收调查单位要求建设单位长期保持正常下放生态环境用水，确保大坝

下游的减水河道不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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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生态影响调查 

5.2.1 陆生生态影响调查 

2018年 12 月，我单位委托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开展荣丁水电

站竣工环保验收陆生生态专题调查。2018年 12月，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

学学院组织工作人员对本工程调查区进行了详细的陆生生态现场调查，并编制完

成了《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陆生生态现状调查及影响评价》

（以下简称“陆生生态调查报告”）。本次验收调查引用《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陆生生态现状调查及影响评价》相关内容和结论。 

5.2.1.1 陆生植物植被影响调查 

1、陆生维管束植物现状组成 

（1）植物区系组成及特点 

据陆生生态调查报告，项目调查区共有维管束植物 99 科 266属 350种(包括

变种)，其中蕨类植物 14 科 18 属 23 种，裸子植物 2 科 3 属 4 种，被子植物 83

科 245 属 323 种，其物种总数占贵州省维管束植物总数的 4.122%，种类组成相

对贫乏。详见附录 1及表 5.2.1-1。 

表 5.2.1-1   调查区主要维管束植物数量统计表 

植物类群 科 属 种(变种) 
评价区物种占贵州省

总数比重% 

蕨类植物 14 18 23 2.495 

裸子植物 2 3 4 5.714 

被子植物 83 245 323 4.307 

合  计 99 266 350 4.122 

 

表 5.2.1-2   调查区种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构成 

植物区系地理成分 
属类型

数量 

地理成分

所占(%) 
常见代表属 

1、世界分布 35 － 

蓼属（Polygonum）、藜属（Chenopodium）、

酸模属（Rumex）、苋属（Amaranthus）、繁缕

属（Stellaria）、鼠麹草属（Gnaphalium）、酢

浆草属（Oxalis）、千里光属（Senecio）、薹草

属（Carex）、金丝桃属（Hyper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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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区系地理成分 
属类型

数量 

地理成分

所占(%) 
常见代表属 

2、泛热带分布 57 26.76 

簕竹属（Bambusa）、菝葜属（Smilax）、薯蓣

属（Dioscorea）、朴属（Celtis）、榕属（Ficus）、

糙叶树属（Aphananthe）、冷水花属（Pilea）、

苎麻属（Boehmeria）、牛膝属（Achyranthes）、

马齿苋属（Portulaca）、叶下珠属（Phyllanthus） 

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

洲间断分布 
8 3.76 

木姜子属（Litsea）、白珠树属（Gaultheria）、

紫茉莉属（Mirabilis）、吴茱萸属（Evodia）、

番石榴属（Psidium） 

4、旧世界热带分布 22 10.33 

合欢属（Albizia）、老虎刺属（Pterolobium）、

芭蕉属（Musa）、金锦香属（Osbeckia）、槲

寄生属（Viscum）、白饭树属（Flueggea）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

洋洲分布 
7 3.29 

樟属（Cinnamomum）、野牡丹属（Melastoma）、

香椿属（Toona）、紫薇属（Lagerstroemia）、

栝楼属（Trichosanthes）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

洲分布 
13 6.10 

蝎子草属（Girardinia）、水麻属（Debregeasia）、

铁仔属（Myrsine）、芒属（Miscanthus）、菅属

（Themeda）、木棉属（Bombax） 

7、热带亚洲分布 21 9.86 

慈竹属（Sinocalamus）、构属（Broussonetia）、

苦荬菜属（Ixeris）、鸡矢藤属（Paederia）、

青冈属（Cyclobalanopsis）、芋属（Colocasia）、

水柳属（Homonoia） 

8、北温带分布 40 18.78 

松属（Pinus）、圆柏属（ Sabina）、杨属

（Populus）、杨梅属（Myrica）、桦木属

（ Betula ）、 栎 属 （ Quercus ）、 栒 子 属

（Cotoneaster）、胡桃属（Juglans）、盐肤木

属（Rhus） 

9、东亚和北美洲间断

分布 
6 2.82 

鼠刺属（Itea）、胡枝子属（Lespedeza）、刺槐

属（Robinia）、山蚂蝗属（Desmodium）、漆

属（Toxicodendron）、十大功劳属（Mahonia） 

10、旧世界温带分布 12 5.63 

水芹属（Oenanthe）、女贞属（Ligustrum）、

牛至属（Origanum）、牛蒡属（Arctium）、窃

衣属（Torilis）、荆芥属（Nepeta）、川续断属

（Dipsacus）、火棘属（Pyracantha） 

11、温带亚洲分布 2 0.94 
锦 鸡 儿 属 （ Caragana ）、 刺 儿 菜 属

（Cephalanoplos） 

12、地中海区、西亚至

中亚分布 
1 0.47 黄连木属（Pistacia） 

13、中亚分布 0 0.00 － 

14、东亚分布 22 10.33 

刺楸属（Kalopanax）、鞘柄木属（Toricellia）、

侧柏属（Platycladus）、蕺菜属（Houttuynia）、

化香树属（Platycarya）、扁核木属（Prinsepia）、

南天竹属（Nandina）、油杉属（Keteleeria） 

15、中国特有分布 2 0.94 
杉 木 属 （ Cunninghamia ）、 通 脱 木 属

（Tetrapanax） 

合   计 24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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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区系地理成分 
属类型

数量 

地理成分

所占(%) 
常见代表属 

注：各地理成分所占%，世界分布属未计入总数。 

 

（2）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名木古树 

①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据陆生生态调查报告，在陆生生态调查中发现调查区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分布——柄翅果(Burretiodendron esquirolii (Lévl.) Rehd.)1株分布。

详细见表 5.2.1-3。    

表 5.2.1-3   调查区的古树、巨树种类及分布 

名称 
株

数 

胸径 

(cm) 

冠幅 

(m×m) 

树高 

(m) 

保护

等级 

分布地点/海拔/

经纬度 
生境 影响情况 

柄翅果 1 10 3×3 7 二级 

荣丁村/556m/ 

N24°49′20″; 

E106°02′42″ 

山地疏林 

评 价 区 范

围，远离施

工区域，无

影响 

 

图 5.2-1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现场照片 

 

②名木古树 

据陆生生态调查报告，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并结合走访当地群众，按照现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9）》、《全国古树名木普查建档技术规

定》以及其它相关规定，可以确定：荣丁水电站评价区内无名木古树。 

 

2、陆生植被现状 

柄翅果-荣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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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陆生生态调查报告，调查区植被区划属于水热条件相对良好的南亚热带具

有热带成分的常绿阔叶林亚带，属黔桂滇边缘河谷中山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地带，

南北盘江红水河河谷山地季雨林及常绿栎林地区。本区植被亚带在大地构造上，

为黔桂滇台向斜的一部分，整个地势处于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盆地过渡的斜坡地

带，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由于所处纬度较低，接近北回归线，在大气环流

上又同时受印度洋西南季风、太平洋东南季风和西南暖流的影响，因而气候具有

热量充足、雨量充沛、光照较多、雨热同季、干湿季节明显交替等特征。由于生

态环境的多样复杂，致使本亚带的植被类型多样，并表现出南亚热带的区系特征。

主要的植被类型有季雨林、山地季雨林、常绿阔叶林、南亚热带针叶林等森林植

被特征。在广大山坡上，有次生性质的稀树灌丛草坡和禾本科草坡分布。 

在样方调查的基础上，参考现有的资料和文献，根据群落的特征，通过比较

它们之间的异同点，参照吴征镒等《中国植被》、黄威廉、屠玉麟、杨龙等《贵

州植被》以及宋永昌《植物生态学》中对中国和贵州自然、人工植被的分类系统，

划分出拟建项目评价区不同的植被类型。其中，评价区的自然植被共划分为 3 个

等级，包括了 2 个植被型组、4 个植被型、6 个群系。人工植被划分为 2 个类型，

其中经济果木林包括 2 类 2 种林型，农田植被包括了 2 类 3 种组合。 

主要植被组成及其在评价区域的分布详见表 4.1.2-1 及附图 5、附图 6 

表 5.2.1-4  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评价区主要植被类型分类系统 

植被 

系列 

植被 

型组 
植被型 群系及组合型 

自

然

植

被 

针叶林 

Ⅰ暖性针叶

林 

1. 杉木群系 

Form.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Ⅱ常绿针叶

落叶阔叶混

交林 

2. 细叶云南松、麻栎、枫香群系 

Form. Pinus yunnanensis var. tenuifolia，Quercus acutissima，
Liquidambar formosana 

灌丛和 

灌草丛 

Ⅲ灌丛 

3. 山黄麻、盐肤木、灰毛浆果楝群系 

Form. Trema tomentosa，Rhus chinensis，Cipadessa cinerascens 

4. 水柳、长叶水麻群系 

Form.Homonoia riparia 

Ⅳ灌草丛 

5. 蒿、芒、紫茎泽兰群系 

Form. Artemisia spp.，Miscanthus sinensis，Ageratina adenophora 

6. 芦苇、类芦群系 

Form. Phragmites australis，Neyraudia reynau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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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
植
被 

经济果

木林 

Ⅴ落叶经济

林 
7. 油桐林  

Ⅵ常绿经济

林 
8. 桉树林 

农田 

植被 

Ⅶ旱地作物 

9. 玉米（薏仁）、油菜为主的一年两熟作物组合 

10. 甘蔗为主的全年生旱地作物组合 

Ⅷ水田作物 11. 水稻、油菜为主的一年两熟作物组合 

 

3、水库建设前后植物植被组成对比情况 

（1）植物区系组成 

根据《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记录，项目评价区共有

维管束植物 99 科 262 属 345 种(包括变种)，其中蕨类植物 14 科 18 属 23 种，裸

子植物 2 科 2 属 3 种，被子植物 83 科 242 属 319 种，其物种总数占贵州省维管

束植物总数的 4.137%。环评验收阶段的进一步调查中，统计出评价区 99 科 266

属 350 种(包括变种)，其中蕨类植物 14 科 18 属 23 种，裸子植物 2 科 3 属 4 种，

被子植物 83 科 245 属 323 种，其物种总数占贵州省维管束植物总数的 4.122%，

种类组成相对贫乏。 

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建设过程中及蓄水运行后，水库大坝、泵房、渣场、

料场等施工区域的绿化过程中，未引入新的外来植物物种。工程建设及水库蓄水

淹没的植物如灰毛浆果楝、番石榴、构树、香叶树、圆果化香、水柳、马桑、石

岩枫等均为评价区内外广泛分布且数量较多的植物种类，因此，工程建设及水库

淹没未导致库区植物物种的消失及植物区系的改变。 

由于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的修建对局地小气候的改变程度有限，调查中未发现

有物种的消失或种群规模的缩小。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建设后淹没了部分的植

物，但并没有使某些植物种类消失。调查结果显示，评价区内植物区系组成与建

库前相比未发生变化。 

（2）植被组成情况对比 

项目实施前，评价区域的自然植被共划分为 3个等级，包括了 1个植被型组、

2 个植被型、4 个群系。人工植被划分为 2 个类型，其中经济果木林包括 2 类 2

种林型，农田植被包括了 2 类、3 种组合。水柳、长叶水麻灌丛在河岸、河漫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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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有分布，水库蓄水位较低，未将其淹没，因此水库的蓄水不会造成物种及植

被类型的消失。根据卫片解译，册亨县荣丁水电站蓄水前后，库区自然植被结构

和面积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厂房区域由于永久占地导致灌丛、灌草丛面积出现

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建设用地面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加。由于植被自身的顺向

演替，山黄麻、盐肤木、灰毛浆果楝群系演替成为细叶云南松、麻栎、枫香群系，

由灌木林阶段顺向演替进入小乔木阶段，栽种于灌丛中的杉木幼树亦顺向演替进

入杉木林阶段。由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桉树林面积增加。此外，由于入侵物种自

身的传播特性，从广西境内顺着南盘江河谷进入百口乡的紫茎泽兰、飞机草开始

在评价区泛滥，局部区域已经呈现背景化分布，这与水电站建设无关，是入侵植

物自然传播的结果。见表 4.1.3-1 

表 5.2.1-5  工程建设前后植被类型对比 

群系及组合型 建设前 建设后 

1. 杉木群系 

Form.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 

2. 细叶云南松、麻栎、枫香群系 

Form. Pinus yunnanensis var. tenuifolia，Quercus acutissima，
Liquidambar formosana 

 √ 

3. 山黄麻、盐肤木、灰毛浆果楝群系 

Form. Trema tomentosa，Rhus chinensis，Cipadessa cinerascens √ √ 

4. 水柳、长叶水麻群系 

Form.Homonoia riparia 
√ √ 

5. 蒿、芒、紫茎泽兰群系 

Form. Artemisia spp. ， Miscanthus sinensis ， Ageratina 

adenophora 

√ √ 

6. 苍耳群系 

Form.Xanthium sibiricum 
√  

7. 芦苇、类芦群系 

Form. Phragmites australis，Neyraudia reynaudiana 
 √ 

8. 油桐林  √ √ 

9. 桉树林 √ √ 

10. 玉米（薏仁）、油菜为主的一年两熟作物组合 √ √ 

11. 甘蔗为主的全年生旱地作物组合 √ √ 

12. 水稻、油菜为主的一年两熟作物组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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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有分布 

 

5.2.1.2 陆生野生脊椎动物现状调查 

1、调查区野生陆生脊椎动物组成 

据陆生生态调查报告，调查范围内约有陆生野生动物 63 种，占全省 828 种

的 7.61%。鸟类 36 种，占多数，有国家Ⅱ级保护鸟类 2 种，鸢、红隼。项目影

响区域内，未发现国家重点保护兽类和两栖爬行类，与环评阶段组成情况一致。

其基本组成情况见表 5.2.1-6。 

表 5.2.1-6 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评价区域各类陆生脊椎动物基本组成情况 

各阶元动物 目 科 种 

两栖类 1 5 7 

爬行类 2 4 9 

鸟类 10 23 36 

兽类 4 7 11 

小计 17 39 63 

 

2、建设前后评价区野生陆生脊椎动物对比情况 

（1）陆生脊椎动物种类组成对比 

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所涉及区域，其水热条件良好，故陆生脊椎动物的种

类多样。《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记录，评价区分布有陆生

脊椎动物 63 种，以鸟类的种数最多。经 2018 年 12 月进一步的实地调查和查阅

文献，综合得知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评价区陆生脊椎动物依然隶属 4 纲 17 目

39 科 63 种，种类组成未出现变化。 

评价区域内陆生脊椎动物种类多为常见种，其中鸟类占多数。通过对 2007

年至 2018 年评价区动物的进一步深入访问、调查，评价区动物组成区系未发生

变化，与环评阶段组成、分布情况一致。 

项目组在此次调查中发现，评价区内的白鹭等鸟类较为常见，同时也有很多

小型水滨鸟类频繁活动，如翠鸟、褐河乌和鹡鸰类等。这与河谷地带流域长、人

为干扰小、隐蔽和营巢条件好密切相关。 

（2）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陆生脊椎动物对比 

据陆生生态调查报告，册亨县荣丁水电站项目实施前，区域分布的陆生脊椎

动物中有重点保护动物 2 种，其保护级别均为国家Ⅱ级。通过本次环评验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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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在册亨县荣丁水电站评价区域范围内分布的陆生脊椎动物依然仅有国

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种分布。与施工前相比，保护动物数量和种类未出现

明显变化。 

5.2.1.3 土地利用和水土流失影响调查 

1、调查区土地利用分析 

据陆生生态调查报告，通过将调查区 2007 年（水库建设前）土地利用图和

2018 年（水库建设后）土地利用图进行叠加分析，研究调查区土地利用的变化。

面积变化首先反映在不同类型的总量变化上，通过分析该地区土地利用类型的总

量变化，可以了解土地利用变化总的态势和结构的变化。 

表 5.2.1-7   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建设前后评价区土地利用统计表 

土地利用 

类型 

2007 年(建设前) 2018 年(建设后) 面积变化 

(hm
2
) 

比重变化
(%) 面积(hm

2
) 比重(%) 面积(hm

2
) 比重(%) 

有林地 171.83 27.12 168.97 26.67 -2.85  -0.45  

灌木林地 214.05 33.78 157.94 24.92 -56.12  -8.86  

园 地 27.01 4.26 152.49 24.06 125.48  19.80  

草 地 83.06 13.11 36.48 5.76 -46.57  -7.35  

水 域 7.47 1.18 11.13 1.76 3.66  0.58  

建设用地 4.50 0.71 4.58 0.72 0.08  0.01  

水 田 53.78 8.49 27.22 4.30 -26.56  -4.19  

旱 地 71.98 11.36 74.86 11.81 2.88  0.45  

合 计 633.68 100.00 633.68 100.00 — — 

项目建设前后，调查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从面积分析主要体现为园地的明显

增加和灌木林地、水田、草地的减少。统计数据表明，2007~2018 年间，调查区

土地利用变化较大，园地增加了 125.48hm
2，水田减少 26.56hm

2，灌木林地减少

56.12hm
2，草地减少 46.57hm

2，有林地减少 2.85hm
2，建设用地增加 0.08hm

2，

水域增加了 3.66hm
2。从动态变化的面积分析，面积增加最大的是园地，面积减

少最大的是灌木林地。 

农用地总体减少，2007~2018 年间，评价区农用地总体是减少的，减少了

23.68hm
2，减少幅度相对较小。由于生态退耕、精准扶贫农业开发、村寨建设发

展造成的非农建设用地占用一定的林地、草地、耕地，以及农业结构调整使耕地

用途发展转移等原因，导致土地利用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改变性质的林业用地、

农业用地多转为建设用地或园地。 

2、调查区水土流失分布 

据陆生生态调查报告，通过遥感监测数据表明，调查区土壤侵蚀等级有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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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轻度侵蚀、中度侵蚀、强烈和极强烈侵蚀等级。根据 2018 年土壤侵蚀调

查数据分析，调查区主要为微度侵蚀为主，占的比例最大，为 58.36%，其次是

轻度侵蚀，占总面积的 27.32%。从整体上分析，调查区因为旱地所占面积相对

较大，部分区域林草植被覆盖度相对较低，有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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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林地区域、水域，斑块状

分布于调查区；侵蚀区集中于调查区的河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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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区和河谷坡

度较陡的耕地区，土壤侵蚀空间分布为河谷地带集中连片，其他区域零星分布。

从分布区域看，调查区南部水土流失强于北部区域。 

表 5.2.1-8  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建设前后土壤侵蚀统计表 

侵蚀强度 
2007 年(建设前) 2018 年(建设后) 面积变化

(hm
2
) 

比重变化
(%) 面积(hm

2
) 百分比(%) 面积(hm

2
) 百分比(%) 

微度侵蚀 305.23 48.17 369.85 58.36 64.62  10.20  

轻度侵蚀 188.26 29.71 173.13 27.32 -15.13  -2.39  

中度侵蚀 49.87 7.87 27.79 4.39 -22.08  -3.49  

强烈侵蚀 62.92 9.93 45.64 7.20 -17.28  -2.73  

极强烈侵蚀 27.40 4.32 17.27 2.73 -10.12  -1.60  

合计 633.68 100.00 633.68 100.00 — — 

通过 2007 年和 2018 年两期遥感监测数据分析看以看出，经过各个相关部门

各项生态修复工程连续不断综合治理，调查区水土流失状况局部持续好转，7 年

间，微度侵蚀增加 64.62hm
2，而中度侵蚀则减少 22.08hm

2。从统计数据可以看

出，评价区水土流失面积增加，部分区域水土流失等级降低，强烈侵蚀面积出现

减少。水土流失形势总体好转，但评价区人口的快增长、农业的蓬勃开展与水土

资源锐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需要相关部门及个人加强水土保持观念，村寨开

发、修路等生产建设中活动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防止滥砍乱伐、陡坡开荒等人

为破坏而导致水土流失的因素，防止“边治理，边破坏，一方治理，多方破坏”

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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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房区域植被覆盖情况 水电站大坝附近植被覆盖情况 

图 5.2-2 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建成后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5.2.1.4 水土保持专项验收开展情况 

荣丁水电站的水保专项验收工作目前正在开展当中，根据现场调查，水土保

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已基本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实施完成，水土保

持措施质量合格，运行良好，基本符合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有关技术规范的

要求，基本能使项目建设区的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区内生态环境得到一定改善。 

5.2.1.5 小结 

据陆生生态调查报告，项目建设前后，调查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从面积分析

主要体现为园地的明显增加和灌木林地、水田、草地的减少。经过各个相关部门

各项生态修复工程连续不断综合治理，调查区水土流失状况有所好转，水土流失

等级降低，强度侵蚀明显减少。水电站工程的修建未对调查区动物、植物、植被

产生明显影响，未出现物种消失或分布区明显变得狭小的情况，植被的生物量损

失量在调查区生态系统中的比重较小。水电站修建前后区域景观生态系统组成、

空间结构、特征未出现明显变化，景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异质性、多样性未受

到水电站建设的明显影响。荣丁水电站的水保专项验收工作目前正在开展当中，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已基本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实施完成，

水土保持措施质量合格，运行良好，基本符合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有关技术

规范的要求。 

5.2.2 水生生态影响调查 

2018年 12 月，我单位委托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开展荣丁水电

站竣工环保验收水生生态专题调查。2018年 12月，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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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院组织工作人员对本工程调查区进行了详细的水生生态现场调查，并编制完

成了《册亨县荣丁水电站评价区水生生物现状调查及分析评价报告》（以下简称

“水生生态调查报告”）。本次验收调查引用《册亨县荣丁水电站评价区水生生物

现状调查及分析评价报告》相关内容和结论。 

5.2.2.1 断面布置 

根据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水生生物现状调查的技术要求，结合水库的实

际情况，为能顺利采集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在评价范围河段内选择具有代表性、

河面较宽，水流较缓的地方设置了 2 个采样断面。采样过程中，分别现场测定水

体的温度、透明度、电导率及 pH 等水体理化指标值。详见表 3-1 

表 5.2.2-1  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水生生物采样断面基本理化指标 

监测断面 水温（℃） pH 值 水深（m） 透明度（m） 
电导率 

（μs/cm） 

W1 库区 19.0 6.5 1.5 1.5 183 

W2 厂房 17.5 6.5 0.8 0.8 192 

 

  
断面 W1-库区 断面 W2-厂房 

图 5.2-3 采样断面 

5.2.2.2 调查方法 

在采集过程中根据《内陆水域渔业资源调查试行规范》的有关要求分别进行

浮游动植物及底栖动物的采集和鱼类、水生维管束植物的调查。 

5.2.2.3 浮游植物现状调查 

本次调查断面共计检出浮游植物计 4 门 28 种（见表 4.1-1）。其中蓝藻门 3

种，占检出总数的 10.71%；硅藻门 15 种，占检出总数的 53.57%；隐藻门 1 种，

占检出总数的 3.57%；绿藻门 9 种，占检出总数的 32.14%。调查区域浮游植物

种类组成见表 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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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2   调查区域浮游植物种类组成 

浮游植物门类 蓝藻门 硅藻门 绿藻门 隐藻门 合计 

种类数 3 15 9 1 28 

比例（%） 10.71 53.57 32.14 3.57 100.00 

 

 
图 5.2-4 调查区域浮游植物种类组成 

按照不同断面进行比较，总结如下 

W1 断面：断面检出浮游植物 24 种，其中蓝藻门 3 种，绿藻门 7 种，硅藻

门 13 种，隐藻门 1 种。 

W2 断面：断面检出浮游植物 24 种，其中蓝藻门 2 种，绿藻门 9 种，硅藻

门 12 种，隐藻门 1 种。 

5.2.2.4 水生维管束植物现状调查 

通过对荣丁水电站工程评价范围的实地调查，统计出评价区主要水生高等植

物 19 种，隶属于 2 门 15 科 16 属，其中，蕨类植物有 2 科 2 属 4 种，被子植物

13 科 13 属 17 种。 

评价区水生高等植物种类单一，数量稀少，多分布于区内坑塘或沟渠中。荣

丁水电站工程由于水质较好，有机营养物质匮乏，难以提供水生高等植物稳定生

长的生境，因而水生高等植物种类稀少，生物量也较小，仅在局部溪流沿岸潮湿

地带有蝴蝶花、笔管草、石菖蒲、豆瓣菜、水蓼等分布。（见表 4.2-1）。 

荣丁水电站建设前后，其水生植物区系未发生改变，本次调查中所见物种均

为库周其他区域及国内的常见物种。 

10.71 

53.57 

32.14 

3.57 

蓝藻门 

硅藻门 

绿藻门 

隐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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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3  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评价区域水生维管束植物名录 

序

号 
植  物  名  称 备  注 

 蕨类植物 PTERIDOPHYTA  

 一．木贼科 Equisetaceac  

(1)  笔管草 Hippochaete debilis  

 二．蘋科 Marsileaceae  

(2)  蘋 Marsilea quadrifolia  L.                   

   

 被子植物 ANGIOPERMAE  

 一. 苋科 Amaranthaceae.  

(3)  喜旱莲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Mart）Griseb.                     

 二. 十字花科 Cruciferac.  

(4)  豆瓣菜 Nasturtium officinale R.Br.         

 三. 蓼科 Poiygonaceae.  

(5)  水蓼 Polygonum hydropiper Linn.            

(6)  虎杖 Polygonum cuspidatum  

 四. 伞形科 Umbelliferae.  

(7)  水芹 Oenanthe jivanice（Blume）DC.           

 五.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8)  水柳 Homonoia riparia Lour.  

 六.荨麻科 Urticaceae  

(9)  冷水花 Pilea notata  

(10)  长叶水麻 Debregeasia longifolia  

(11)  水麻 D. edulis  

 七. 泽泻科 Alismataceae  

(12)  泽泻 Alisma orientale  

 八. 眼子菜科 Potamogetonaceae  

(13)  眼子菜 Potamogeton distinctus A.Benn.        

(14)  菹草 Potamogeton crispus L.  

 九. 禾本科 Gramineae  

(15)  无芒稗 Echinochloa crusgalli var. mitis  

 十. 天南星科 Araceae  

(16)  石菖蒲 Acorus tatarinowii Schott  

 十一. 浮萍科 Lemnaceae.  

(17)  浮萍 Lemne minor Linn.   

 十二. 莎草科 Cyperaceae  

(18)  水蜈蚣 Kyllinga brevifolia  

 十三. 鸢尾科 Iridaceae  

(19)  蝴蝶花(扁竹根)Iris japonica Thu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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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5 浮游动物现状调查 

据水生生态调查报告，调查区域共检出浮游动物 7 种。其中，轮虫 3 种, 占

检出总数的 42.86%；枝角类 2 种，占检出总数的 28.57%；桡足类 2 种，占检出

总数的 28.57%。 

表 5.2.2-4 评价区河段浮游动物名录 

中文名 拉丁文 W1 W2 

桡足类 Copepoda    

短尾温剑水蚤 Thermocyclops breuifurcatus Harada +  

广布中剑水蚤 Mesocyclops leuckarti  + + 

枝角类 Cladocera   

透明溞 Daphnia hyalina(Leydig) + + 

长额象鼻溞 Bosmina longirostris(O.F.Müller)  + 

轮虫类 Rotaric    

长刺异尾轮虫 Diurella teuuior Gosse +  

细异尾轮虫 Trichoterca gracilis Tessin + + 

薄达譬尾轮虫 Brachionus budapestiensis Daday +  

 

 
图 5.2-5 调查区域浮游动物种类组成 

荣丁水电站建设前后库区水文条件变化较小，对浮游动物的生长繁殖影响较

小，仅在河湾、库湾、库岔地带，浮游动物中的枝角类和轮虫类的数量有所增加，

群落结构发生改变。 

28.57% 

28.57% 

42.86% 枝角类 

桡足类 

轮虫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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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6 底栖动物现状调查 

据水生生态调查报告，此次调查检测出秧坝河评价区域内的底栖动物共 13

种，隶属于 3 门 5 纲 7 目 10 科 12 属。其中环节动物门 2 种，占总种数的 15.38%；

软体动物门 5 种，占总种数的 38.46%；节肢动物门有 6 种，占总种数的 46.15%。

秧坝河流域评价范围内的底栖动物在不同河段有不同的优势类群。与环评阶段调

查结果基本一致。 

表 5.2.2-5  评价区域内底栖动物名录 

中文名 拉丁文学名 
采样断面 

W1 W2 

一、 环节动物门 Annelida   

(一) 寡毛纲 Oligochaeta   

（1） 近孔寡毛

目 
Oligochaeta plesiopora  

 

1) 颤蚓科 Tubificidae   

1 中华颤蚓 Tubifex sinicus ● ● 

(二) 蛭纲 Hirudinea   

（2） 吻蛭目 Rhyuchobdellida   

2) 扁蛭科 Glossiphonidae   

2 拟扁蛭属一种 Hemiclepsis sp. ●  

二、 软体动物门 Mollusca   

(三) 腹足纲 Gastropoda   

（3） 中腹足目 Mesogastropoda   

3) 田螺科 Viviparidae   

3 中国圆田螺 Cipangopaludina chinensis ● ● 

4) 椎实螺科 Lymnaeidae   

4 卵萝卜螺 Radix ovata ● ● 

5 狭萝卜螺 Radix tagotis ●  

(四) 瓣鳃纲 Lamellibranchia   

（4） 真瓣鳃目 Eulamellibranchia   

5) 珠蚌科 Unionidae   

6 河无齿蚌 Anodonta fluminea ● ● 

6) 蚬科 Corbiculidae   

7 河蚬 Corbicula fluminea ● ● 

三、 节肢动物门 Arthropoda   

(五) 昆虫纲 Insecta   

（5） 蜻蜓目 Odonata   

7) 蜓科 Aeshnidae   

8 碧伟蜓 Anaciaeschna jaspidea ● ● 

8) 蜻科 Libellul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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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拉丁文学名 
采样断面 

W1 W2 

9 红蜻 Crocothemis servilia ● ● 

10 黄蜻 Pantala flavescens ●  

（6） 襀翅目 Plecoptera   

9) 襀科 Perlidae   

11 大斑钩襀 Kamimuria magnimacula ●  

12 双钩纯襀 Paragnetina fortunate ● ● 

（7） 双翅目    

10) 摇蚊科 Chironomidae   

13 隐摇蚊 Cryptochironnomus sp. ● ● 

注：“●”表示有分布。 

5.2.2.7 鱼类调查 

据水生生态调查报告，该流域统计出鱼类 7 种，比环评阶段多出了 2 种。鲤

科鱼类 5 种，依然占绝对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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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区鱼类种数占贵州省总数（225 种）的

3.11%，说明该流域及支流鱼类物种较为贫乏。鱼类种类贫乏的这种现象和河流

自身为季节性河流，水源补给多依靠降水有关，由于水位变化大，枯水期和丰水

期水文情况差异大，导致河中鱼类生存环境不稳定，变化剧烈，鱼类种类较少，

同时鱼类个体也较小，实际调查走访中未发现有超过 2 斤的鱼类，多为小型鱼类

或上游人工放养的部分逃逸鱼类进入评价水域内。 

表 5.2.2-6 册亨县荣丁水电站评价区河段鱼类名录 

中文名 拉丁文名 生境 数量 分布范围 

一、 鲤形

目 
CYPRINIFORMES    

(一) 鳅科 Cobitidae    

1. 泥鳅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适应性强，水田泥塘等

地均能生长 
+++ 广布种 

(二) 鲤科 Ardeidae    

2. 马口鱼 Opsariichthys bidens 

多见于长江以南的江

河湖泊中，性凶猛，肉

食性，以水生无脊椎动

物及小鱼为食料 

+++ 
分布于全国各

主要水系。 

3. 麦穗鱼 Pseudorasbora parva  
生活在河流表层及上

层以浮游动植物为食 
+++ 广布种 

4. 餐条 Hemiculter leucisculus 

常在水体中上层活动，

喜群居，以水生昆虫、

藻类和水生植物为食。 

++ 
分布于全国各

主要水系。 

5. 南方拟餐

（白条鱼） 
Pseudohemiculter dispar 

生活在水体的中上层，

游动迅速，喜集群活
+ 

分布于全国各

主要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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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小型鱼类，一般体

长 80～140mm 

二、 鲇形

目 
SILURIFORMES    

(三) 鲇科 Siluridae    

6. 鲇 Parasilurus asotus  肉食性底层鱼类 +++ 
分布于全国各

主要水系。 

三、 鲈形

目 
PERCIFORMES    

(四) 鰕虎鱼科 Gobiidae    

7. 普栉鰕虎

鱼 
Ctenogobius giurinus  

生活于江河、水库的浅

水地带，吸附于水底石

块上 

+++ 
全国范围内广

布 

 

表 5.2.2-7 册亨县荣丁水电站评价区河段鱼类统计表 

目 科 种 
占评价区域鱼类的比例

（%） 

鲤形目 2 5 71.43  

鲇形目 1 1 14.29  

鲈形目 1 1 14.29  

合计 4 7 100.00  

荣丁水电站建前与建后，从鱼类种类上来看，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仅是

随着调查的深入，新发现了分布于该区域的鱼类。 

通过调查、访问渔民、查阅相关文献记录可知，秧坝河流域无国家重点保护

鱼种和地方特有鱼类种，无《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鱼类》中的种类分布。 

5.2.2.8 水生生态影响分析 

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建成营运后，由于荣丁水电站大坝的高度较低，对水

位的提升效果不明显，使得该河段水电站建设前后水流、水面、水文、水质、气

候的变化极小，对水生生物的影响较小。 

（1）对浮游动植物的影响分析 

据水生生态调查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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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建成后，库区水位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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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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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增加。荣丁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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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底栖动物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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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水生生态调查报告，由于荣丁水电站对评价区河段水域面积、水文的影响

较小，项目实施前后，评价区河段底栖动物数量及结构未出现变化。与建设前基

本一致。  

（3）对水生维管束植物的影响分析 

据水生生态调查报告，荣丁水电站的建设未明显改变评价区河段的水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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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管草、喜旱莲子草、浮萍、早熟禾、水芹、水柳、长叶水麻、泽泻、水

蓼等湿生植物依然分布于评价区河段的浅水区或河湾地段。 

（3）对鱼类的影响分析 

据水生生态调查报告，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的建设，未明显使秧坝河水文、

水质发生变化，对原有鱼类的生存、生长和繁殖条件产生的影响较小，该地区的

鱼类种群结构未出现变化。通过实地调查及访问可知，建库前后册亨县荣丁水电

站评价区河段鱼类种类组成区系未出现变化，鱼类生物量也未出现增加，与建库

前相比，渔获量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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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 W2 水生生物标本采集 底栖动物标本 

  
断面 W1 水生生物标本采集 底栖动物采集 

  
浮游植物标本采集 采样途中 

图 5.2-6   水生生物采样野外采样现场照片 

 

5.2.2.9 水生生态保护措施的建议与对策 

根据对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工程建设后水生生物资源现状的调查及影响分析，

该水库建成后对水生生物资源既存在有利方面的影响，也有不利方面的影响；为

尽可能的将不利影响降低并尽可能转化为有利影响，减少或避免不利影响所造成

的损失，使之最大可能的发挥其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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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策： 

    （1）长期以来，由于河流沿岸村寨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流中，一定程度影

响了秧坝河水质，因此应进一步加大对上游村寨生活污水处理的力度，修建人工

湿地等。 

    （2）库周山地植被类型多为灌丛、灌草丛，为充分发挥水体正常功能，在

库区周围需进一步加强植树造林，建立生态防护林，加强对现有植被的保护，防

止水土流失，减少库周泥沙和有毒物质进入库区内。坚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

究。 

    （3）在库周农、林业生产中应严格控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尽可能减少外

源性有害物质进入库区，防止水质恶化和水体功能降低，实现水库水体的可持续

利用。 

（4）加强环境教育。环境问题主要是认识问题，只要全社会认识到保护环

境的重要性，大家都来参与环境保护，许多污染、破坏环境的事情就有可能不会

发生。要提高认识就必须依靠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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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环境空气影响调查 

5.3.1 环境空气敏感目标 

根据调查，距荣丁水电站发电厂区距离最近居民点为荣丁村，最近直线距离

约为 500m，其余居民点与电站直线距离均大于 2km。 

图 5.3-1  荣丁水电站与荣丁村相对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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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环境空气污染源调查 

（1）施工期环境空气污染源 

根据现场访问调查，荣丁水电站施工期环境空气污染源主要为交通运输扬尘、

砂石系统粉尘、机械燃油废气及开挖爆破粉尘等，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扬尘、

NOx 等。 

表 5.3-1  荣丁水电站施工期环境空气污染源统计表 

序号 污染源 分布位置 排放特征 主要污染物 

1 交通运输 临时施工道路、渣料运输道路等 间歇性 PM10 

2 砂石系统 右岸砂石料加工系统 连续 PM10 

3 
机械燃油 

废气 

大坝施工区、渣场区、交通运输道路

区、料场、砂石加工系统区、混凝土

拌和系统区等 

间歇性 NO2、CO 

4 开挖爆破 右岸砂石料场、大坝和厂房施工区 间断性 NO2、PM10、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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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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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竣工验收阶段环境空气监测调查 

1、监测点位、监测项目 

环评阶段仅在荣丁村设置一个大气监测点位，验收阶段根据现场调查实际情

况，布置 2 个监测点位，见表 5.3-2 和图 5.4-1。 

表 5.3-2  环境空气监测点位布置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备注 

G1 发电厂房生活区 

TSP、PM10 
环评阶段仅在荣丁村设

置 1 个大气监测点位 

G2 荣丁村 

2、监测时间及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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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11 日~12 日，贵州绿洲清源环境监测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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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095-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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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和附件 12。 

表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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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结果 

TSP PM10 

日均浓度 日均浓度 

G1 

发电厂房

生活区 

2018 年 12 月 11 日 0.030 0.021 

2018 年 12 月 12 日 0.029 0.025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G2 

荣丁村 

2018 年 12 月 11 日 0.066 0.042 

2018 年 12 月 12 日 0.069 0.033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验收标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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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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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调试运行阶段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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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生活区 TSP、PM10 均达到《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5.4 声环境影响调查 

5.4.1 声环境敏感目标调查 

根据调查，荣丁水电站验收阶段声环境敏感目标仅为发电厂区生活营地，除

此之外距离电站最近的居民点荣丁村直线距离约 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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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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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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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岸砂石料加工系统 连续 

3 混凝土系统 左岸混凝土拌合系统(2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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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场访问调查，该工程区周边居民点荣丁村、马云村、委俄村、巧卡寨、

沙坝村和施工营地均远离混凝土拌和系统和砂石料加工系统，为避免爆破噪声对

荣丁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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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调查，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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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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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居民点荣丁村直线距离为 500m，电站运行噪声对周边居民基本无影响。 

5.4.3 竣工验收阶段声环境监测 

1、监测点位 

环评阶段仅在发电厂房处布置 3 个声环境监测点位，验收阶段通过现场实际

调查共布置4个厂界噪声监测点和2个敏感点噪声监测点，详见表5.3-5和图5.4-1。 

表 5.3-5  噪声监测点位一栏表 

序号 监测点位 备注 

N1 发电厂房东厂界 厂界噪声 

N2 发电厂房南厂界 厂界噪声 

N3 发电厂房西厂界 厂界噪声 

N4 发电厂房北厂界 厂界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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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 荣丁水电站生活区 敏感点 

N6 荣丁村 敏感点 

2、监测方法 

等效连续 A 声级(LAeq)。 

3、监测时间及频次 

2018 年 12 月 11 日~13 日，贵州绿洲清源环境监测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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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表 5.3-6  调查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统计表      单位：dB(A) 

监测点位 时间 编号 
监测结果

（dB（A） 

GB12348-2008 

2 类标准 达标/超标 

东厂界 

N1 

昼间 GY-WT18-083-01-1-1 51.7  60 达标 

夜间 GY-WT18-083-01-1-2 45.9  50 达标 

昼间 GY-WT18-083-01-2-1 51.8  60 达标 

夜间 GY-WT18-083-01-2-2 48.6  50 达标 

南厂界 

N2  

昼间 GY-WT18-083-02-1-1 52.3  60 达标 

夜间 GY-WT18-083-02-1-2 48.3  50 达标 

昼间 GY-WT18-083-02-2-1 53.6  60 达标 

夜间 GY-WT18-083-02-2-2 46.8  50 达标 

西厂界 

N3 

昼间 GY-WT18-083-03-1-1 54.7  60 达标 

夜间 GY-WT18-083-03-1-2 45.7  50 达标 

昼间 GY-WT18-083-03-2-1 56.3  60 达标 

夜间 GY-WT18-083-03-2-2 48.6  50 达标 

北厂界 

N4 

昼间 GY-WT18-082-04-1-1 59.1 60 达标 

夜间 GY-WT18-082-04-1-2 40.2 50 达标 

昼间 GY-WT18-082-04-2-1 57.9 60 达标 

夜间 GY-WT18-082-04-2-2 43.9 50 达标 

监测点位 时间 编号 
监测结果

（dB（A） 

GB 3096-2008 

 2 类标准 
达标/超标 

荣丁水电

站生活区
N5 

昼间 MG-WT18-082-02-1-1 58.2 60 达标 

夜间 MG-WT18-082-02-1-2 40.3 50 达标 

昼间 MG-WT18-082-02-2-1 58.5 60 达标 

夜间 MG-WT18-082-02-2-2 40.8 50 达标 

荣丁村 

N6 

昼间 MG-WT18-082-01-1-1 53.3 60 达标 

夜间 MG-WT18-082-01-1-2 37.6 50 达标 

昼间 MG-WT18-082-01-2-1 55.6 60 达标 

夜间 MG-WT18-082-01-2-2 40.2 50 达标 

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区周围昼、夜间声环境监测值均满足《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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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2348-2008）Ⅱ 类标准。 

5.4.4 声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分析 

按照荣丁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等文件的要求，荣丁水电站施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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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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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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2348-2008）Ⅱ 类标准。 

 

图 5.4-1  荣丁水电站大气噪声监测布点图 

 

5.5 社会环境影响调查 

工程建设期按国家有关规定，为防止施工区域发生传染病疫情，采取了施工

区公共卫生设施的卫生清理、生活垃圾的清运、化粪池清理等措施，按期对宿舍、

办公室、营地、食堂进行打药消毒、灭蚊、灭蝇、灭鼠、灭蟑螂等以减少传染病

传染媒介，对施工人员进行进场前的卫生检疫和建档，每年还对施工人员定期进

行了健康检查，对施工人员采取了预防性服药，储备了足够的破伤风免疫制剂，

并进行饮用水源地的保护以及生活用水净化、消毒。根据调查及走访相关部门，

工程建设过程中，各施工区域均未发生传染病爆发疫情。 

在荣丁水电站蓄水前，建设单位积极开展了水库库底清理与环境卫生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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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卫生防疫、林地清理等工作，根据调查和走访相关部门，工程建设过程中，

各施工区域均未发生传染病爆发疫情。 

5.6 其他环境影响调查 

5.6.1 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荣丁水电站固体废物包括工程弃渣和生活垃圾。工程弃渣主要由土石弃渣组

成；生活垃圾则为施工人员和电站管理人员产生的日常生活垃圾。 

5.6.1.1 施工期工程弃渣影响调查 

该项目施工期总开挖量 52074m
3，工程总弃渣量 44635m

3。共设弃渣场 1 处，

总弃渣场水平占地面积 1200m
2。施工期及其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通过采取水

土保持措施，对废土、石、沙弃渣进行综合防治，因地制宜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

措施相结合，工程与复垦措施相结合，对破坏的面积进行控制。减少了水土流失

的发生。 

图 5.6-1 为电站厂房及弃渣场现状，对弃渣场主要的工程措施有场地平整，

恢复植被。通过现状调查和 12 年的运行情况来看，随着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

实施，植被基本已经得到恢复。 

图 5.6-1   渣场生态恢复照片 

 

5.6.1.2 施工期生活垃圾影响调查 

各参建单位分别在办公生活营地和施角落分别布设垃圾桶、垃圾收集池，集

满后运至将池内垃圾一收集运至册亨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卫生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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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3 竣工验收阶段生活垃圾影响调查 

运行期，建设单位在发电厂生活区设置了生活垃圾收集桶，发电运行阶段生

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定期组织人员外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点堆存处置。 

本工程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量较小，经妥善处置后，对区域环境造成影响

较小。 

5.6.1.4 竣工验收阶段危险废物影响调查 

荣丁水电站试运行期产生的废液压油、废润滑油、废变压器油等废油采用储

油桶储存堆放于厂房仓库内，建设单位已与贵州天时佳利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危废处置协议，由该公司对电站产生的废油进行回收处理（详见附件 12）。 

5.6.1.5 生活垃圾处理措施有效性分析 

根据荣丁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等文件的要求，施工期生活垃圾集

中收集后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理，该措施在施工期基本得到了有效落实，并且根据

调查区的现场调查，本工程生活垃圾处理未发现对调查区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荣丁水电站调试运行阶段发电厂房以及业主营地的常驻人员较少，主要采用

垃圾桶对生活垃圾进行集中收集，并且定期清运，由环卫部门统一对生活垃圾进

行处理。 

5.6.3 环境影响地质调查 

5.6.3.1 水库诱发地震影响调查 

据环评报告，库区无较大规模断层发育，无岩溶及采空现象，电站为引水

式电站，引水坝最高处仅 13m，因此不存在因各种因素造成的溃坝风险。另外根

据项目地质勘探结论，建设区产生地震的可能性较小。查《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

图》GB18306-2001，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0s，相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区域构造稳定性较好，加之水库抬高水头不

大，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性极小。 

5.6.3.2 水库渗漏影响调查 

据环评报告，荣丁水电站水库回水较短，岩体透水性微弱，隔水性能良好，

区内褶皱构造发育，无断裂切割，水库封闭条件较好，不存在水库渗漏问题。 

5.6.3.3 库岸稳定影响调查 

据环评报告，场区内具有风化、岩溶、崩塌、滑坡四种物理地质现象。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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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陡坡及悬崖处发育卸荷裂隙和垂直节理或裂隙时将具有小型崩塌。电站厂房下

游约500m右岸为一滑坡，坡度 35~40°，滑坡物质为坡积碎石土，滑体厚约 3~5m，

为 1976 年暴雨时发生的滑坡，滑波前缘已被河水冲蚀。仅局部河段可能出现小

规模的滑坡、崩塌等，对工程运行安全不会构成威胁。 

5.6.4 文物古迹影响调查 

经现场调查，工程建设区内没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及文物保护单位的

分布。 

5.6.5 移民安置区域环境影响调查 

厂水电站为引水式电站，取水坝为重力坝。引水区、电站厂房及施工场地占

用有林地、草灌地、河滩地及少量坡耕地，本项目不存在移民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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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风险事故防范及应急措施调查 

6.1 环境风险因素调查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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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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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场调查，电站主要的风险物质为透平油（约 0.5 吨）、变压器油（约

2.5 吨），目前统一堆存于发电厂房仓库。建设单位已与贵州天时佳利能源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危废处置协议，由该公司对电站产生的废油进行回收处理，详见

附件 12。本工程运行以来未发生油库事故。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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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秧坝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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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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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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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荣丁水电站运行期已编制了《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目前正在进行审查及备案。 

6.2.1 应急组织机构、人员 

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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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丁水电站突发环境事件工作领导小组由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站长担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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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应急通讯联络方式 

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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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即与册亨县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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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荣丁水电站行政主管部门汇报。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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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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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正安县环境环境监测站协助。 

6.3 环境风险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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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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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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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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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襄阳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编制的《贵州省册亨县荣丁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

中要求：本工程应设置环境管理机构，确保完成工程环境管理任务。荣丁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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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环境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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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亨县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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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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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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执行。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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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亨县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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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环境监测落实情况调查 

荣丁水电站运行初期，建设单位委托了广州京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2011 年 8 月 4 日对荣丁水电站进行了现状监测。 

本次验收调查，委托了贵州绿洲清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对荣

丁水电站进行了环境现状监测。与此同时，本次验收调查委托了贵州华飞建设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对生态环境进行了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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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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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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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环境管理和监测小结 

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荣丁水电站工程施工期和调试运行阶段的环境管理工作，荣丁

水电站较好的执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等文件对荣丁水电站环境管理工作的要

求。 

贵州绿洲清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承担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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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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众意见调查 

8.1 调查目的 

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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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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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调查内容及形式 

本次公众意见调查主要调查对象为工程影响区域内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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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内容见附件13。 

8.3 调查结果统计及分析评价 

通过实地考察和现场走访，针对工程影响区域共发放调查表 110 份，回收 100 份，

回收率为 90.91%；针对移民区居民共发放调查表 100 份，回收 98，回收率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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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见表 8.3-1、

表 8.3-2。 

表 8.3-1  本次公众参与个人调查基本信息统计表 

项目 
性别 文化程度 

男 女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人数 82 16 69 28 1 

 

 

表 8.3-3  本次公众参与个人调查结果统计表 

（2）调查结果分析 

在受访者中，男性受访者 82 人，女性 16 人； 30 岁以下年龄段 10 人，30～39 岁

年龄段 23 人，40～49 岁年龄段 41 人，50 岁及以上年龄段 24 人；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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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有 69 人，初中 28 人，高中 1 人。 

被调查者中83.67%认为荣丁水电站工程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16.33%表示不知道。 

被调查者中 57.14%的认为施工期无影响，26.53%的认为施工期最大的影响是出行

不便，14.29%的认为是施工弃土渣排入河流，2.04%的认为是施工粉尘。 

被调查者中 92.86%认为未发生过污水或弃渣入河现象，5.10%表示不知道，2.01%

的人认为发生过污水或弃渣入河现象。 

被调查者中 71.44%认为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或扰民事件，20.40%表示不知道.有

8.16%的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或扰民事件。 

被调查者中 86.74%表示对该工程生态恢复措施基本满意，8.16%表示对生态恢复表

示无所谓，5.10%的表示不满意。 

被调查者中 57.14%认为工程建设与运营对当地自然景观无影响，41.84%认为影响

很小，1.02%表示不知道。 

被调查者中 60.21%的调查者认为该工程运营后对下游居民生活及工农业用水无影

响，31.63%认为影响很小，7.14%表示影响很大，1.02%的表示不知道。 

被调查者中 42.86%认为工程运营后对下游渔业资源的无影响，44.90%认为影响很

小，6.12%的表示影响较大，6.12%的表示不知道。 

被调查者中 98.98%的被调查者表示对荣丁水电站的环保工作表示基本满意，1.02%

的表示满意。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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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亨县环境保护局未收到荣丁水电站项

目建设引起群众环保投诉。 

8.5 公众参与调查 

通过以上调查结果分析，受调查者对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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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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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公众对荣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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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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调查结论与后续要求 

9.1 工程概况 

荣丁水电站位于黔西南州册亨县境内的秧坝河上，工程位于双江镇荣丁村，工程区

距册亨县 70km，距双江镇 11km。坝址距荣丁村约 800m 处，厂址在坝址下游约 300m

河床开阔处，为径流式引水电站，装机 3200kW。 

秧坝河系珠江流域，红水河水系，南盘江一级支流。秧坝河发源于册亨县南面的秧

坝镇，河流全长 95.6km，平均比降 7.2‰，全流域集水面积 626.5km²；荣丁水电站坝址

以上集水面积 344.1km² ，占全流域集水面积的 54.9%，坝址以上河长 68.25km，比降

7.2‰，厂址以上集水面积 345.2km²，厂址以上河长 68.6km。 

荣丁水电站建设后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

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 2 号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册亨县荣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委托襄阳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开展该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由于本项目已建成投入运行，因此环评为补做性质。2014 年 9 月，襄阳市环境保护科学

研究所完成编制《贵州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册亨县环境保护

局以册环批[2014]97 号对其进行批复。 

荣丁水电站于 2003 年由册亨县荣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始建设，2007 年

建成发电，工作管理人员约 6 人。电站正常蓄水位 547m，死水位 545.5m，总库容 2.05

万 m
3，电站属于无调节电站，装机 3200kw，电站为引水式径流电站，以发电为主，工

程等别为 V 等，工程规模为小(2)型，永久性主要建筑物为 5 级，次要建筑物为 5 级。

荣丁水电站工程建设投资 2320 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为 70.96 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3.06％。荣丁水电站于 2005 年 8 月开工建设，2007 年 5 月电站水轮机调试，2007 年 6

月电站机组开始运行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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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实际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9.2.1 水环境影响 

9.2.1.1 水文情势影响 

荣丁水电站蓄水初期采用泄沙闸下放生态用水，水库建成后，建设单位在泄沙闸处

开生态流量孔下放生态用水。电站运行发电的高峰期集中在每年 6 月-10 月的丰水期，

与坝址处多年月均天然流量的变化情况基本一致。荣丁水电站水库建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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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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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站之间约 600m 的减水河道不断流，对下游水文情势影响不大。 

9.2.1.2 水质影响 

施工期对右岸砂石料加工系统废水采用了沉淀法处理，凝土拌和系统废水采用沉淀

法处理，对基坑废水采用自然沉淀法处理，对各施工营地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作为

附近农田的肥料及灌溉。 

荣丁水电站在蓄水前，已开展库底清理工作，组织专业清库队伍，按照《水电工程

水库库底清理设计规范》(DL/T5381-2007)，进行库区建筑物拆除与清理、污染物卫生清

理等。 

运行期厂房产生的生活污水量少，产生的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由当地居民定期清理，

作为农作物灌溉。 

运行期秧坝河各监测断面的监测因子除总氮，其余指标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 

9.2.2 生态环境影响 

9.2.2.1 陆生生态影响 

项目建设前后，调查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从面积分析主要体现为园地的明显增加和

灌木林地、草地、水田的减少。经过各个相关部门各项生态修复工程连续不断综合治理，

调查区水土流失状况有所好转，水土流失等级降低，强度侵蚀明显减少。水电站工程的

修建未对调查区动物、植物、植被产生明显影响，未出现物种消失或分布区明显变得狭

小的情况，植被的生物量损失量在调查区生态系统中的比重较小。水电站修建前后区域

景观生态系统组成、空间结构、特征未出现明显变化，景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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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未受到水电站建设的明显影响。 

9.2.2.2 水生生态影响 

荣丁水电站蓄水运行后，对水生生境及鱼类资源影响预测评价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相关结论基本一致，对水生生物影响主要有蓄水淹没、大坝阻隔、下泄水气体过饱和

等引起的生境和水生生物资源（尤其鱼类资源）变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水生

生物资源保护措施有限基本得到落实。 

荣丁水电站建设工程基本按照相关要求落实了水生生物保护措施，蓄水运行后对水

生生物的影响与原有预测基本一致。 

9.2.2.3 水土保持 

工程建设过程中，结合主体工程施工进度，分阶段实施各防治区水土保持措施。枢

纽区开挖边坡进行了削坡、压坡处理，实施了浆砌石护坡等边坡防护措施和排水设施。

工程弃渣均运至弃渣场堆置，未出现弃渣随意堆放现象。施工临时设施区采取浆砌石挡

墙，截排水沟等措施，已结束区域大部分已实现了植被恢复和绿化。施工期间未发生严

重水土流失问题，荣丁水电站的水土保持专项验收工作正在进行中。 

9.2.3 大气环境和声环境 

荣丁水电站在施工期间，设置了警示牌、限制车速、禁止鸣笛；选用低噪音设备，

加强了设备的维护和保养；降低运行噪声；限制爆破和固定强噪声源的施工时间等措施，

对声环境影响较小。砂石加工系统和混凝土拌系统配备了除尘设备，水泥及粉料运输时

采取了密闭运输方式，对施工区道路及各工作面采取洒水措施，对区域大气环境影响较

小。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调查阶段工程区及各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2012)标准中二级标准。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 

9.2.4 社会环境影响 

根据调查及走访相关部门，工程建设过程中，各施工区域均未发生传染病爆发疫情。

对施工人员进行进场前的卫生检疫和建档，每年还对施工人员定期进行了健康检查，对

施工人员采取了预防性服药，储备了足够的破伤风免疫制剂。 

在荣丁水电站蓄水前，建设单位积极开展了水库库底清理与环境卫生清理，进行了

建筑物拆除、卫生防疫、林地清理等工作，根据调查和走访相关部门，工程建设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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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施工区域均未发生传染病爆发疫情。 

9.2.5 固体废物影响 

施工期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点堆存处置。运营期产生生活垃

圾统一收集后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点堆存处置。工程弃渣统一运至弃渣场堆存。 

荣丁水电站试运行期产生的废液压油、废润滑油、废变压器油等废油采用储油桶储

存堆放于厂房仓库内，已与具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签订协议，由该单位定期对废油回

收处置。 

9.2.6 环境风险 

工程建设期间，存在的潜在事故风险和环境风险主要包括：油库泄漏或火灾事故风

险，爆破材料库火灾、爆炸事故风险，砂石废水事故排放污染风险，水源保护区运输交

通事故风险。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依据各类风险源特点制定了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和风险

防范措施，并建立了完善的规章制度，环境风险管理有效。项目运行期，建设单位已制

定了《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9.2.7 环境管理 

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荣丁水电站工程施工期和调试运行阶段的环境管理工作，荣丁

水电站较好的执行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等文件对荣丁水电站环境管理工作的要

求。 

9.2.8 公众意见调查 

通过采取发放调查问卷访问结合工作人员详细讲解的形式对当地相关单位、团体和

个人的走访及问卷调查。 

受访公众对工程环保工作表示基本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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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荣丁水电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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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满意。 

9.3 综合结论 

贵州省册亨县荣丁水电站在建设过程中基本执行了各项环境保护管理要求，基本落

实了环评报告书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工程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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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措施有效，工程建设对库区的水环境质量没有明显影响；生活垃圾和危险废油由相

关单位回收处理，对环境影响较小；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增水土流失得到有效

控制；蓄水前通过库底清理，为水库蓄水后的水质保护提供了保障。 

根据本次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结果，荣丁水电站工程在建设和投入试运

行以来，本落实了环评及其批复的各项环保措施及设施要求，工程环保投资落实到位，

各项环境质量指标基本满足相关要求，建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9.4 环境保护工作要求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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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库区水质富营养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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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建议建设单位定期组织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措施，确保水域生态环境质量不被

破坏。 

（4）适时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