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宾川至南涧高速公路（弥渡段）第一
施工总承包部四分部附属工程四期临时 

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公示稿） 

复垦义务人：云南交投集团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宾南高速公路

第一施工总承包部 

编 制 单 位：云南英华地信科技有限公司 

编 制 日 期：二〇二一年十月



 

  

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编制背景及过程 

交通是推动云南省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多年来，云南省基础设施

建设已取得长足发展，但交通基础设施仍然面临许多瓶颈和短板。主要表现在：一是网

络结构不完善，路网主要以昆明为中心的“米”字型放射状，本项目所在区域高速公路通

达深度明显滞后；二是交通网络总体规模不足，覆盖广度不够，49 个县（市）尚有 13

个县（市）不通高速公路；三是“断头路”、“瓶颈路”现象凸显，特别是建成年代较早的

高速公路交通量趋于饱和，高峰阻塞现象严重；四是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滞后，各种运输

方式衔接不畅，尤其是公铁、空铁联运尚未实现有效衔接。为解决好交通问题，今年来

云南通过不断加大投入、出台扶持政策、创新工作方式等，大力推进各类公路的建设。

自我加压、负重前行，云南正让一条又一条路伸向充满希望的远方。 

根据《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 年—2030 年》和《云南省道网规划（2014—2030 年）》，

云南省境内国道、省道调整后，云南省域内国家高速公路共 19 条，里程约 6640 公里，

省高速公路 39 条，里程约 7180 公里（含展望线 1690 公里）。根据规划，云南省道网

与国家公路网有效衔接，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覆盖广泛、安全可靠的省道网络，

实现省会辐射市（州），市（州）际多路连通，县（市、区）高速公路连接，所有特色

小镇及 80%人口超过 2 万乡镇普通省道覆盖。区域中心城市、重要经济区、城市群内外

交通联系紧密；岩边公路连续贯通，国边防建设能力显著增强；有效连接边境口岸，形

成重要国际运输通道，与东南亚、南亚交通联系更加便捷。 

云南省宾川至南涧高速公路，在云南省公路网中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已被列入十三

五期间建设的优先开工项目。现有宾川至南涧之间交通运输道路，建设标准相对较低，

部分路段路基宽度狭窄、坡陡弯急，行车速度缓慢，通行能力小，交通安全难以保障，

随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战略的深入推进、全省旅游二次创业的不断加快以及

经济、旅游一体化的发展，该路段已不能满足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沿线人

民生活、生产的需要。 

大理白族自治州是云南省中西部公路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云南桥头堡建设

的一部分，对全州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大理市、宾川县、

祥云县等城市化进程规划建设的加快，交通量迅速增大，城市交通与出入区交通相互影



 

  

响。现有公路通行能力不足，路面损坏严重、平交道口多，交通安全难以保障。现有公

路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发展交通运输压力。目前通道内的交通运输条件已成为制约

该区域社会经济经济发展及城市之间经济交往的严重障碍，必须尽快发展和规划该区域

公路设施，才能解决该片区公路网衔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 

本项目的建成对完善云南省路网规划和促进滇中地区经济贸易往来和交通发展都

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省宾川至南涧高速公路是《云南省道网规划（2014—2030 年）》规划的重要路

段。宾川至南涧高速公路工程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本项目起点位

于宾川县城南侧、大银甸水库北侧，同在建的大永高速连接，路线走向总体自北向南展

布，终点位于南涧县城西侧杨免庄，与大理至南涧高速公路相接，项目全长 96.987km。

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获得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宾川

至南涧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的批复》。 

为了加强土地复垦工作，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土地资

源可持续利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贯彻落实云南省国土资源厅转

发的国土资源部等七部（委）《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

土资发〔2006〕225 号）文件精神，认真履行《土地管理法》及《土地复垦条例》等相关

法律法规，2021 年 10 月，建设单位云南交投集团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宾南高速公路第一施

工总承包部委托云南英华地信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宾川至南涧高速公路（弥渡段）第一

施工总承包部四分部附属工程四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工作，我公司在接受委

托后，成立了项目小组，选派专业人员进行现场踏勘调查、在对本项目有关资料研究分

析的基础上，根据工程特点，进行了项目区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土地损毁情况、土地

利用现状等自然情况的调查，并收集了各种相关资料，完成该建设项目的土地复垦方案

的编制工作，并送交相关部门审查。 

云南交投集团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宾南高速公路第一施工总承包部于 2021 年 10 月委

托云南英华地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进行本项目的土地复垦方案报告的

编制工作。接到委托任务后，我公司按照有关规范及要求开展了现场调查；收集复垦区

及周边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土地利用现状与权属、项目基本情况。收集基

础图件包括：项目区 1：2000 地形图、项目可研资料、项目区涉及的 1：10000 标准分幅

的土地利用现状图等与土地复垦有关的资料。 



 

  

接受委托后，我单位相关技术人员对该项目建设场地进行实地踏勘；实地调查复垦

区土壤、水文、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土地利用、各临时用地地块具体位置布置情况，

针对不同地块土地利用类型区，挖掘土壤剖面，采集土壤样品。查清复垦区已损毁的土

地范围、程度与面积；调查复垦区损毁土地所采用的主要标准和措施及复垦效果。采集

项目区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的影像资料，并做文字记录。分析复垦区土壤理化性质及与

建设项目相关的特征污染物。 

对复垦区所涉及的土地复垦义务人、土地使用权人、土地所有权人、政府相关部门

（国土、林业、水利、农业、环保），征求对土地复垦需采用的各种措施及土地复垦利

用方向的意愿。调查采用座谈会、问卷调查及走访的形式。 

二、 复垦方案摘要 

2.1 建设项目服务年限及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 

本项目土地复垦服务年限=临时用地服务年限+复垦工程工期+监测期=24 个月+3 个

月+24 个月=51 个月（2021 年 8 月-2025 年 11 月） 

2.2 方案涉及各类区域面积 

1）项目区用地情况 

宾川至南涧高速公路（弥渡段）第一施工总承包部四分部附属工程四期临时用地面

积为 2.9118 公顷。 

2）土地复垦区及复垦责任范围 

根据规程及本项目特点，复垦区面积为 2.9118 公顷；土地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2.9118 公顷。实际复垦的土地面积为 2.9118 公顷，其中复垦为旱地 0.9128 公顷、有林

地 1.4081 公顷、其他草地 0.4837 公顷、农村道路 0.041 公顷、沟渠 0.0010 公顷，田坎

0.1021 公顷，复垦率为 100%。 

2.3 土地损毁情况 

到目前为止，宾川至南涧高速公路（弥渡段）第一施工总承包部四分部附属工程四

期临时用地已开工建设，已造成相关土地损毁。项目损毁土地以已损毁为主，根据统计

分析，已损毁土地面积 2.9118 公顷。主要损毁土地区域为弥渡县苴力镇水田村民委员会。

已损毁土地类型主要为压占和损毁，损毁程度为轻度。详见表 1-1。 

 

                



 

  

表 1-1 建设临时用地损毁土地情况统计表           （单位：hm
2） 

乡
、
镇 

村民
委员
会 

村小组 
地块编
号 

功能分区 损毁情况 
损毁方
式 

损毁
程度 

（01）
耕地 

（03）林地 
（04）
草地 

（10）
交通运
输用地 

（11）
水域及
水利设
施用地 

（12）其它
土地 

合计 

（013）
旱地 

（031）
有林地 

（032）
灌木林
地 

（043）
其他草
地 

（104）
农村道
路 

（117）
沟渠 

（123）田
坎 

苴力镇 水田 温水塘村民小组 地块 1 温水塘大桥便道-1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279  0.2553      0.2832  

苴力镇 水田 温水塘村民小组 地块 2 温水塘大桥便道-2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1529  0.0464      0.1993  

苴力镇 水田 温水塘村民小组 地块 3 温水塘大桥便道-3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235       0.0105  0.0340  

苴力镇 水田 温水塘村民小组 地块 4 水平村大桥便道-1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657   0.0577     0.0293  0.1527  

苴力镇 水田 沙地村民小组 地块 5 水平村大桥便道-2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131      0.0131  

苴力镇 水田 沙地村民小组 地块 6 水平村大桥便道-3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726   0.0029     0.0324  0.1079  

苴力镇 水田 沙地村民小组 地块 7 水平村大桥便道-4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054   0.0385     0.0024  0.0463  

苴力镇 水田 沙地村民小组 地块 8 水平村大桥便道-5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1262   0.0044  0.0041 0.001  0.1357  

苴力镇 水田 沙地村民小组 地块 9 水平村大桥便道-6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882       0.0882  

苴力镇 水田 洪家村村民小组 地块 10 洪家村大桥便道-1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445   0.0598     0.1043  

苴力镇 水田 洪家村村民小组 地块 11 洪家村大桥便道-2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2116   0.2738     0.4854  

苴力镇 水田 洪家村村民小组 地块 12 洪家村大桥便道-3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254     0.0254  

苴力镇 水田 洪家村村民小组 地块 13 洪家村大桥便道-4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1364  0.0033   0.2477    0.0608  0.4482  

苴力镇 水田 洪家村村民小组 地块 14 洪家村大桥便道-5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679    0.2073    0.0303  0.3055  

苴力镇 水田 洪家村村民小组 地块 15 钢筋加工场-1 已损毁 压占 轻度 0.1045    0.0070    0.0466  0.1581  

苴力镇 水田 洪家村村民小组 地块 16 钢筋加工场-2 已损毁 压占 轻度 0.2245       0.1000  0.3245  

合计 0.7005  0.6546  0.4139  0.8254  0.0041  0.0010  0.3123  2.9118  

 

 



 

  

2.4 土地复垦目标 

根据项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2.9118 公顷。根据损

毁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本项目最终拟复垦土地 2.9118 公顷，其中复垦为旱地

0.9128 公顷、有林地 1.4081 公顷、其他草地 0.4837 公顷、农村道路 0.041 公顷、沟渠

0.0010 公顷，田坎 0.1021 公顷，土地复垦率达 100％。复垦前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见

表 1-2。 

表 1-2  复垦前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复垦前
(hm

2
) 

复垦后(hm
2
) 变幅(hm

2
) 

01 耕地 013 旱地 0.7005  0.9128  0.2123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0.6546  1.4081  0.7535  

032 灌木林地 0.4139  0.0000  -0.4139  

04 草地 043 其他草地 0.8254  0.4837  -0.3417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4 农村道路 0.0041  0.0041 0.0000  

1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17 沟渠 0.0010  0.0010  0.0000  

12 其它土地 123 田坎 0.3123  0.1021 -0.2102  

合计 2.9118  2.9118   

 

 

 

 



 

  

表 1-3 分地块复垦区复垦前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hm
2
 

乡、镇 村民委员会 村民小组 损毁单元 变化 

耕地 

（01） 
林地 

（03） 
草地（04） 

交通运输 

用地（10） 

水域及水
利 

设施用地
（11） 

其他土地
（12） 

合计 

旱地
（013） 

有林地
（031） 

灌木林地
（032） 

其他草地
（043） 

农村道路 

（104） 
沟渠 

（117） 
田坎

（123）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会 温水塘村民小组 
温水塘大桥

便道-1 

复垦前  0.0279  0.2553      0.2832  

复垦后  0.2832       0.2832  

变化  0.2553  -0.2553      0.0000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会 温水塘村民小组 
温水塘大桥

便道-2 

复垦前  0.1529  0.0464   0.0000    0.1993  

复垦后  0.1993    0.0000    0.1993  

变化  0.0464  -0.0464   0.0000    0.0000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会 温水塘村民小组 
温水塘大桥

便道-3 

复垦前 0.0235       0.0105  0.0340  

复垦后 0.0340       0.0000  0.0340  

变化 0.0105       -0.0105  0.0000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会 温水塘村民小组 
水平村大桥

便道-1 

复垦前 0.0657   0.0577     0.0293  0.1527  

复垦后 0.0950  0.0577      0.0000  0.1527  

变化 0.0293  0.0577  -0.0577     -0.0293  0.0000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会 沙地村民小组 
水平村大桥

便道-2 

复垦前   0.0131      0.0131  

复垦后  0.0131       0.0131  

变化  0.0131  -0.0131      0.0000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会 沙地村民小组 
水平村大桥

便道-3 

复垦前 0.0726   0.0029     0.0324  0.1079  

复垦后 0.1079       0.0000  0.1079  

变化 0.0353   -0.0029     -0.0324  0.0000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会 沙地村民小组 
水平村大桥

便道-4 

复垦前 0.0054   0.0385     0.0024  0.0463  

复垦后  0.0463       0.0463  

变化 -0.0054  0.0463  -0.0385     -0.0024  0.0000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会 沙地村民小组 
水平村大桥

便道-5 

复垦前  0.1262   0.0044  0.0041  0.0010   0.1357  

复垦后  0.1306    0.0041  0.0010   0.1357  



 

  

乡、镇 村民委员会 村民小组 损毁单元 变化 

耕地 

（01） 
林地 

（03） 
草地（04） 

交通运输 

用地（10） 

水域及水
利 

设施用地
（11） 

其他土地
（12） 

合计 

旱地
（013） 

有林地
（031） 

灌木林地
（032） 

其他草地
（043） 

农村道路 

（104） 
沟渠 

（117） 
田坎

（123） 

变化  0.0044   -0.0044  0.0000  0.0000   0.0000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会 沙地村民小组 
水平村大桥

便道-6 

复垦前  0.0882       0.0882  

复垦后  0.0882       0.0882  

变化  0.0000       0.0000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会 洪家村村民小组 
洪家村大桥

便道-1 

复垦前  0.0445   0.0598     0.1043  

复垦后  0.1043       0.1043  

变化  0.0598       0.0000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会 洪家村村民小组 
洪家村大桥

便道-2 

复垦前  0.2116  0.2738    0.4854  

复垦后  0.4854      0.4854  

变化  0.2738   -0.2738     0.0000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会 洪家村村民小组 
洪家村大桥

便道-3 

复垦前    0.0254     0.0254  

复垦后    0.0254     0.0254  

变化    0.0000     0.0000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会 洪家村村民小组 
洪家村大桥

便道-4 

复垦前 0.1364  0.0033   0.2477    0.0608  0.4482  

复垦后 0.1676    0.2510    0.0296  0.4482  

变化 0.0312  -0.0033   0.0033    -0.0312  0.0000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会 洪家村村民小组 
洪家村大桥

便道-5 

复垦前 0.0679    0.2073    0.0303  0.3055  

复垦后 0.0982    0.2073    0.0000  0.3055  

变化 0.0303    0.0000    -0.0303  0.0000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会 洪家村村民小组 钢筋加工场-1 

复垦前 0.1045    0.0070    0.0466  0.1581  

复垦后 0.1344       0.0237  0.1581  

变化 0.0299    -0.0070    -0.0229  0.0000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会 洪家村村民小组 钢筋加工场-2 
复垦前 0.2245       0.1000  0.3245  

复垦后 0.2757       0.0488  0.3245  



 

  

乡、镇 村民委员会 村民小组 损毁单元 变化 

耕地 

（01） 
林地 

（03） 
草地（04） 

交通运输 

用地（10） 

水域及水
利 

设施用地
（11） 

其他土地
（12） 

合计 

旱地
（013） 

有林地
（031） 

灌木林地
（032） 

其他草地
（043） 

农村道路 

（104） 
沟渠 

（117） 
田坎

（123） 

变化 0.0512       -0.0512  0.0000  

复垦前合计 0.7005  0.6546  0.4139  0.8254  0.0041  0.0010  0.3123  2.9118  

复垦后合计 0.9128  1.4081  0.0000  0.4837  0.0041  0.0010  0.1021  2.9118  

变化 0.2123  0.7535  -0.4139  -0.3417  0.0000  0.0000  -0.2102  0.0000  

 

 

 



 

  

2.5 土地复垦投资情况 

（1）静态投资 

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为 77.4671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 52.6094 万元，其它费用

16.1335 万元，监测与管护费用 6.6619 万元，基本预备费 2.0623 万元。土地复垦面积

2.9118 公顷，亩均静态投资为 17736 元/亩。 

（2）动态投资 

动态预算基础为静态预算资金，本复垦方案价差预备费率 r 取 7%，经计算，价差

预备费为 11.8325 万元，动态投资 89.2996 万元，土地复垦面积 2.9118 公顷，复垦土地

亩均动态投资为 20445 元/亩。 



第二部分  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概

况

项目名称 
宾川至南涧高速公路（弥渡段）第一施工总承包部四分部附属工

程四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单位名称 云南交投集团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宾南高速公路第一施工总承包部 

单位地址 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华严社区 

项目负责人 杨显峰 联系电话 15198382588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建设项目 

项目位置 弥渡县苴力镇 

资源储量 — 
生产能力 

（或投资规模） 
89.2996 万元 

划定矿区范围 

批复文号 
— 项目区面积 2.9118hm

2

项目位置土地利

用现状图幅号 
G47G068074、G47G069074

临时用地 

使用年限 

2 年（2021 年 8 月

—2023 年 7 月） 

土地复垦方案 

服务年限 

51 个月（2021 年 8 月- 

2025 年 11 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英华地信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黄  兴

资质证书名称 土地规划机构等级证书 资质等级 乙级

发证机关 云南省土地学会 编号 532010020B 

联系人 敖选元 联系电话 15187274310 

主 要 编 制 人 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专  业 单 位 签  名 

李  波 助理工程师 测绘工程技术 
云南英华地信科技有限

公司 

汪晓英 助理工程师 测绘工程技术 
云南英华地信科技有限

公司 

余云辉 工程师 测绘工程技术 
云南英华地信科技有限

公司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面积总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水田   - - 

旱地 0.7005 0.7005   

林地 
有林地 0.6546 0.6546 - - 

灌木林地 0.4139 0.4139 - - 

草地 其他草地 0.8254 0.8254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0041 0.0041 - - 

水域及水利设施

用地 

沟渠 0.0010 0.0010 - - 

其他土地 田坎 0.3123 0.3123 - - 

合  计 2.9118 2.9118 - - 

温水塘大桥便道-1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有林地 0.0279 0.0279 - - 

灌木林地 0.2533 0.2533   

合  计 0.2832 0.2832 - - 

温水塘大桥便道-2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有林地 0.1529 0.1529   

灌木林地 0.0464 0.0464   

合  计 0.1993 0.1993 - - 

温水塘大桥便道-3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0235 0.0235   

其他土地 田坎 0.0105 0.0105   

合  计 0.0340 0.0340 - - 

水平村大桥便道-1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0657 0.0657   

林地 灌木林地 0.0577 0.0577 - - 

其他土地 田坎 0.0293 0.0293   

合  计 0.1527 0.1527 - - 



 

 

水平村大桥便道-2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灌木林地 0.0131 0.0131 - - 

合  计 0.0131 0.0131 - - 

水平村大桥便道-3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0726 0.0726   

林地 灌木林地 0.0029 0.0029   

其他土地 田坎 0.0324 0.0324 - - 

合  计 0.1079 0.1079 - - 

水平村大桥便道-4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0054 0.0054 - - 

林地 灌木林地 0.0385 0.0385 - - 

其他土地 田坎 0.0024 0.0024 - - 

合  计 0.0463 0.0463 - - 

水平村大桥便道-5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有林地 0.1262 0.1262   

草地 其他草地 0.0044 0.0044 - -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0041 0.0041   

水域及水利设施

用地 

沟渠 0.0010 0.0010   

合  计 0.1357 0.1357 - - 

水平村大桥便道-6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有林地 0.0882 0.0882   

合  计 0.0882 0.0882 - - 

洪家村大桥便道-1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有林地 0.0445 0.0445 - - 

草地 其他草地 0.0598 0.0598   



 

 

合  计 0.1043 0.1043 - - 

洪家村大桥便道-2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有林地 0.2116 0.2116 - - 

草地 其他草地 0.2738 0.2738   

合  计 0.4854 0.4854 - - 

 

 

 

 

洪家村大桥便道-3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草地 其他草地 0.0254 0.0254   

合  计 0.0254 0.0254   

洪家村大桥便道-4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1364 0.1364   

林地 有林地 0.0033 0.0033   

草地 其他草地 0.2477 0.2477   

其他土地 田坎 0.0608 0.0608   

合  计 0.4482 0.4482   

洪家村大桥便道-5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0679 0.0679   

草地 其他草地 0.2073 0.2073   

其他土地 田坎 0.0303 0.0303   

合  计 0.3055 0.3055   

钢筋加工场-1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1045 0.1045   

草地 其他草地 0.0070 0.0070   

其他土地 田坎 0.0466 0.0466   

合  计 0.1581 0.1581   

钢筋加工场-2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2245 0.2245   

其他土地 田坎 0.1000 0.1000   

合  计 0.3245 0.3245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    型 
面积（hm

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  损 2.4292 2.4292 - 

塌  陷 - - - 

压  占 0.4826 0.4826 - 

小计 2.9118 2.9118 - 

占  用 - - - 

合  计 2.9118 2.9118 - 

备注：此栏占用为保留不复垦的面积。 

复 

垦 

土 

地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²）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水田 - - 

旱地  0.9128 

林地 有林地 - 1.4081 

草地 其他草地  0.4837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0041 

水域及水利设施

用地 

沟渠 - 0.0010 

其他土地 田坎  0.1021 

合    计 - 2.9118 

复垦率（%）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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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垦工作计划 

项目建设工期（临时用地使用期）：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临时使用土地期限一般不超过 2 年，因此，本项目

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为 2 年，根据现场踏勘及实地调查走访，本方案涉及的 16 个临时用地于 2021

年 8 月已开始动工，故本方案土地复垦服务年限从临时用地损毁时间开始算起，即 2021 年 8 月

至 2023 年 7 月。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云国土资〔2012〕313 号），

宾川至南涧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工期超过 2 年，建设项目用地单位应当在使用期满前 2 个月内，

持有关材料向临时用地所在地县级自然资源局提出申请，逐级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办理临时用地

审批手续。 

该临时用地在使用过程中，如果临时用地规模、地点、范围或施工工艺等发生重大变化时，

需按相关规定和要求重新组织编报土地复垦方案或对原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修订。 

复垦工期：本方案复垦工期为 3 个月，即 2023 年 8 月-2023 年 11 月。 

监测管护期：监测管护期 2 年，即 2023 年 12 月-2025 年 11 月。 

土地复垦服务年限：本项目临时用地使用期为 2021 年 8 月-2023 年 7 月，复垦期为 2023

年 8 月-2023 年 11 月，监测管护期为 2023 年 12 月-2025 年 11 月，故本方案土地复垦服务年限

为 51 个月，即 2021 年 8 月-2025 年 11 月。 

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2.9118hm
2。根据损毁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本项目最终拟复

垦土地 2.9118hm
2，其中复垦为旱地 0.9128hm

2、有林地 1.4081hm
2、其他草地 0.4837hm

2、农村

道路 0.041hm
2、沟渠 0.0010hm

2，田坎 0.1021hm
2，复垦率 100.00%。 

本方案复垦服务年限为 51 个月（2021 年 8 月-2025 年 11 月），本方案根据服务年限分一

个阶段进行，具体详细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各年度复垦工作计划如下： 

①2021 年 8 月-2022 年 7 月：本阶段为主体工程建设期、临时用地建设期，主要进行复垦

前期准备工作（主要负责损毁土地情况、防冶措施实施情况等监测）。除此之外，还需对各临

时用地产生的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 

②2022 年 8 月-2023 年 7 月：本阶段为主体工程建设期、临时用地使用期，主要对各临时

用地产生的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 

③2023 年 8 月～2023 年 11 月：本阶段为主体工程建设期、临时用地全面复垦期，复垦工

作量：土壤重构工程：表土剥离 8358.8m
3
、构筑物拆除 772.16m

3
、垃圾清运 772.16m

3
、表土调

运 9755.7m
3
、表土回填 9755.7m

3
、土地平整 1825.6m

3
、土地翻耕 0.9128hm

2
、土壤培肥（商品

有机肥：耕地）1.8256hm
2、
、土壤培肥（绿肥：光叶紫花苕）1.8256hm

2
、土壤培肥（商品有机

肥：有林地）1.4081hm
2
；土壤培肥（商品有机肥：草地）0.4837hm

2
；植被重建工程：种植乔木

（云南松）4224 株、种植灌木（车桑子）4224 株、播撒草籽（狗牙根）1.8918hm
2
，新建水窖 4

座。 

④2023 年 12 月～2025 年 11 月：该阶段主要对复垦区进行监测。监测与管护工程：对

1.4081hm
2
林地进行管护。 

二、复垦工作计划 

本方案复垦总面积为 2.9118hm
2，其中复垦为旱地 0.9128hm

2、有林地 1.4081hm
2、其他草

地 0.4837hm
2、农村道路 0.041hm

2、沟渠 0.0010hm
2，田坎 0.1021hm

2，土地复垦的工程措施主

要是恢复耕作层而进行的表土回填及平整，确保复垦的土地适宜农作物生长。本方案设计的工

程主要有： 

1、土壤重构工程 

（1）清理工程：硬化地面拆除 772.16m
3、垃圾清运 772.16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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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剥覆工程：表土剥离 8358.8m
3、表土调运 9755.7m

3、表土回填 9755.7m
3； 

（3）土地平整工程：土地平整 1825.6m
3、土地翻耕 0.9128hm

2； 

（4）生物化学工程：土壤培肥（商品有机肥：耕地）1.8256hm
2、土壤培肥（绿肥：光叶

紫花苕）1.8256hm
2、土壤培肥（商品有机肥：有林地）1.4081hm

2；土壤培肥（商品有机肥：草

地）0.4837hm
2； 

2、植被重建工程 

（1）植树：项目区复垦有林地 1.4081hm
2，种植乔木（云南松）4224 株、种植灌木（车桑

子）4224 株； 

（2）播撒草籽：项目区复垦林地 1.4081hm
2，播撒狗牙根，播撒面积为 1.4081hm

2。 

3、管护工程 

本方案设计管护期为 2 年，对 1.4081hm
2 林地进行管护。 

项目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的同时按照该方案及时进行建设或治理。为保证土地复垦方案工

程设计的完整及实施效果，土地复垦应结合水土保持工程开展实施。 

三、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 

复垦方案重在落实，切实改善开发建设项目所造成的土地和生态环境破坏，审批后的方案

由企业或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实施，并受当地或上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为保证全面完成各项治理措施，必须重视并完成以下工作： 

—项目单位应健全工程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小组，负责

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并配合地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地复垦实施

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组织学习《土地复垦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工程建设者的土

地复垦意识； 

—项目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要求，保质保

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各项措施；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定期对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进度、质量、资金

落实等情况进行实地监督、检查。在监督方法上采用建设单位定期汇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必

要时采取行政、经济、司法等多种手段促使土地复垦方案的完全落实。 

—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单位应主动和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联系，接受地方土地行政监察

机构对土地复垦方案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检疫和技术指导。认真贯彻“源头控制、预防与复

垦相结合”的原则，严格监督执行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措施。 

—对已复垦的土地要加强管理、维护，防止其他人为破坏。 

2、资金保障措施 

a)、资金来源 

本工程属建设类项目，土地复垦工程投资应在工程基本建设投资中列支，并与主体工程建

设资金同时调拨使用、同时施工和同时发挥效益；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工作，保证方案实施。

复垦费用主要发生在复垦工程建设过程中，包括各种复垦工程技术措施实施的费用。复垦费用

按照国土资发〔2006〕225 号规定：“土地复垦费要列入建设项目总投资并足额预算”。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根据施工实际情况，及时进行修订，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实际情

况有与方案重大不符之处，将重新组织编报土地复垦方案。及时合理调整复垦资金预算，以保

证复垦工作的正常进行。 

b）为严格资金管理使用，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完成，组建项目资金管理领导小组，负责项

目资金的支付、审批结算工作。 

资金的使用管理是复垦工作能否按期实施的关键，由于本方案复垦时间较短，按照自然资

源部的相关精神，原则上复垦费用应在工程开工前一次性缴纳完成，根据实际情况本项目复垦

费用一次性缴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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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建立资金风险防范机制，为确保项目资金能安全运作，严格专款专用，严禁挪作他用，

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必须建立资金风险防范机制。 

d）资金支付必须实行报请制度，经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开支，支出单据须经办人签字认可，

主管领导签字同意后，方可列支。项目资金设置专用帐户，会计、出纳人员专项管理。 

3、监管保障措施 

a）政策措施： 

1）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认清土地复垦在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取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理解支持，充分发挥各项有利条件。2）根据国家

的有关政策制定土地复垦的奖惩制度。3）加强监督，对复垦后的土地及时组织验收，合格的依

法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 

b）管理措施： 

1）抓好资金落实，严格审查资金的应用情况；2）按照方案确定的年度复垦方案逐地块落

实，对土地复垦实行计划管理；3）严格执行本土地复垦方案，加强对未规划土地的管理，禁止

随意开发；4）保护土地复垦单位的利益，调动土地复垦的积极性；5）坚持全面规划，综合治

理，要治理一片见效一片，不搞半截子工程。在工程建设中严格实行招标制，按照公开、公正、

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施工队伍以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6）加强复垦

后的土地利用与保护工作。 

4、技术保障措施 

a）落实设计：方案批复后，建设单位必须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在具体的测量基础上进

一步进行施工图设计，并报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若土地复垦方案和工程设计要作变更，

则必须办理相应地报批手续。 

b）在工程施工阶段，业主方须聘用有资质的监理单位按照土地复垦方案进行工程监理，严

把质量关。监理单位定期向建设管理单位提交土地复垦工程施工进度、质量报告。 

c）工程竣工前必须验收土地复垦工程，以达到土地复垦方案既定的目标、内容。 

d）加强管理机构人员有关土地复垦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技术的培训，增强员工的责任心，

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推广新工艺、新技术，提高效益，节约成本。 

e）技术档案管理：建立健全技术档案，包括土地复垦方案设计的所有资料和图纸，年度施工计

划、总结、表格和文件等，各项复垦措施经费等技术资料，以及检查验收的全部文件、报告、

表格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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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估算编制依据 

（1）项目规划工程量及相关图纸、资料； 

（2）财建〔2011〕128 号文件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

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 

（3）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国土资源部财务司编制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

算定额标准》； 

（4）《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 

（5）当地物价部门、物资部门等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价格； 

（6）土地复垦的实际情况。 

2、基础单价编制依据 

a）人工单价确定：根据《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行规定》，项目所

属区域均属于六类工资地区，经计算，人工单价：甲类工 52.05 元/工日，乙类工

39.61 元/工日。 

b）材料单价的确定：主要材料价格＝材料原价＋运杂费＋采购保管费，其

他材料的价格参考当地 2021 年 10 月建筑工程材料价格信息。 

c）施工机械台班单价的确定：在施工机械使用费的计算中，台班费依据《土

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标准计取，施工机械台班费估算单价=折

旧费+修理及替换设备费+安装拆卸费+机上人工费+动力燃料费。 

d)直接工程费单价计算：直接工程费单价按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

暂行规定》中的定额计算，直接工程费单价=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 

3、费用计算标准 

根据《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规定》（财综[2011]128 号）项目投资估

算费用包括工程施工费、设备费、其他费用和不可预见费四部分。 

1、工程施工费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组成。 

⑴ 直接费 

直接费由直接工程费和措施费组成。 

① 直接工程费 

直接工程费由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组成。 

② 措施费 

措施费包括临时设施费、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费、施工辅助费

和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安全施工措施费。 

⑵ 间接费 

间接费由规费和企业管理费组成。 

⑶ 利润 

利润指施工企业完成所承包工程获得的盈利，按照直接费和间接费之和的

3%计算。 

⑷ 税金 

税金指按国家规定应计入造价内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税率 

依据项目所在地的税收计取办法，国家税法规定应计入工程造价内的营业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本工程项目用地为农村，

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重新调整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计价依据中税

金综合税率的通知》（云建科函[2019]62 号）已作了相应调整后税率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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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备费和安装工程费 

设备费包括设备原价、运杂费、运输保管费、采购及保管费和运杂综合费率；

安装工程费按照预算数量乘以安装单价进行计算。 

3、其他费用计算 

由前期工作费、工程监理费、竣工验收费及业主管理费组成。 

4、投资概算 

根据计算，本方案拟复垦土地面积为 2.9118hm
2，静态投资总计 77.4671 万

元，动态总投资为 89.2996 万元，静态亩均投资为 17736 元/亩，动态亩均投资

20445 元/亩。 

项目土地复垦费用投资估算总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一 工程施工费 52.6094  58.91% 

二 设备费 0.0000  0.00% 

三 其他费用 16.1335  18.07% 

四 监测与管护费 6.6619  7.46% 

（一） 监测费 1.8000  2.02% 

（二） 管护费 4.8619  5.44% 

五 预备费 13.8948  15.56% 

（一） 基本预备费 2.0623  2.31% 

（二） 价差预备费 11.8325  13.25% 

（三） 风险金 0.0000  0.00% 

六 静态总投资 77.4671  86.75% 

七 动态总投资 89.2996  100.00% 

5、复垦费用安排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生产建设周期在三年以下的项目，需一次性全

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且要求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预存完毕。本项目主体

工程建设周期为 3 年，临时用地使用期为 2 年，本项目土地复垦费用建议一次性

交清。项目土地复垦费用来源于项目总投资。土地复垦费用由复垦义务人存入共

管账户（复垦义务人及负责监管的自然资源部门），即第三监管方银行，复垦义

务人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和阶段土地复垦计划的要求完成阶段土地复垦任务后向

监管部门提出阶段验收申请。 

验收合格后，复垦义务人可向监管部门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提取

相应费用。复垦费用具体的存入与支取方式方法等按照复垦义务人及监管部门共

同鉴定的土地复垦监管协议执行。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及投资安排表   （单位：万元） 

阶

段 
年份 

静态总

投资 

动态总投

资 
投资额度 

投资复垦费

用预存额度 

年度复垦费

用预存额 

阶段复垦费

用预存额 

1 

2021.8～2022.7 0.36  0.36  0.36  89.30  89.30  
89.30  

2022.8～2023.7 0.36  0.39  0.39    

2023.8～2023.11 71.17  81.48  81.48     

2023.12～2024.11 2.79  3.42  3.42     

2024.12～2025.11 2.79  3.66  3.66     

合计 77.47  89.30  89.30  89.30  89.30  89.30  
 



 

 

第三部分   建议 

土地复垦作为补充生态用地的来源，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复垦

项目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为保证复垦项目的实施，还需要

各方努力。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a）复垦项目的实施应与建设项目同步进行，同时做好复垦区周围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b）复垦项目实施过程中，若工程建设发生重大变化或本方案未考虑到的复垦区，业主

单位须及时与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协商解决，并承担相关费用。 

c）复垦项目实施过程，当地政府和自然资源部门要做好监督、检查工作，实施完毕，

应做好竣工验收工作。  

d）设立复垦项目领导机构，应发扬民主，充分尊重当地农民的意见，保障他们的权益。 

e）复垦区周边分布有基本农田，在施工过程中，须严格避让周围基本农田，若不能避

让，责需按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办理相关用地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