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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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总承包部三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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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施工总承包部三分部四期临时用地面积为

3.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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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14 公顷；土地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3.7714 公顷。实际复垦的土地面积为 3.7714 公顷，其中复垦为水田 0.0568 公顷、旱地

1.9135 公顷、有林地 1.4423 公顷、其他草地 0.0867 公顷、农村道路 0.0121 公顷、河流

水面 0.0195 公顷，田坎 0.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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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施工总承包部三分部四期临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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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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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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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
水田

（013
）旱地 

（031
）有林
地

（032
）灌木
林地

（043
）其他
草地

（104
）农村
道路

（111）
河流水
面

（123
）田坎

（127）
裸地

苴力镇 水田 洪家村村
民小组

地块 1 洪家村 2 号大桥便道-1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234 0.0998 0.0142 0.1374 

苴力镇 水田 洪家村村
民小组

地块 2 洪家村 2 号大桥便道-2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942 0.0214 0.0509 0.0420 0.2085 

苴力镇 水田 洪家村村
民小组

地块 3 洪家村中桥施工便道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334 0.0722 0.1056 

苴力镇 水田 洪家村村
民小组

地块 4 1 号预制梁场驻地 已损毁 压占 轻度 0.5058 0.5058 

苴力镇 水田 洪家村村
民小组

地块 5 洪家村隧道进口便道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081 0.0194 0.0036 0.0311 

苴力镇 水田 洪家村村
民小组

地块 6 1 号梁场钢筋加工场 已损毁 压占 轻度 0.0170 0.0774 0.0075 0.1019 

苴力镇 水田 平地村村
民小组

地块 7 洪家村隧道驻地便道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029 0.0405 0.0013 0.0447 

苴力镇 水田 草介村村
民小组

地块 8 洪家村隧道出口施工便道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1303 0.0990 0.0790 0.3083 

苴力镇 水田 草介村村
民小组

地块 9 平地 2#大桥施工便道-1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1172 0.0710 0.1882 

苴力镇 水田 草介村村
民小组

地块 10 平地 2#大桥施工便道-2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053 0.0031 0.0084 

苴力镇 水田 草介村村
民小组

地块 11 雌雄河 2#大桥预制梁场-1 已损毁 压占 轻度 0.4633 0.0012 0.2584 0.7229 

苴力镇 水田 草介村村
民小组

地块 12 雌雄河 2#大桥预制梁场-2 已损毁 压占 轻度 0.5365 0.3138 0.8503 

苴力镇 水田 草介村村
民小组

地块 13 雌雄河 2#大桥泥浆池 已损毁 压占 轻度 0.0091 0.0512 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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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
水田

（013
）旱地 

（031
）有林
地

（032
）灌木
林地

（043
）其他
草地

（104
）农村
道路

（111）
河流水
面

（123
）田坎

（127）
裸地

苴力镇 水田 腊峨村村
民小组

地块 14 腊鹅 1、2 号隧道拌合站及钢
筋加工场

已损毁 压占 轻度 0.0568 0.0101  0.0023 0.0692 

苴力镇 水田 腊峨村村
民小组

地块 15 腊峨 1、2#隧道驻地施工便
道-1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221 0.0109 0.0330 

苴力镇 水田 腊峨村村
民小组

地块 16 腊峨 1、2#隧道驻地施工便
道-2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2528 0.2528 

苴力镇 水田 水田岔河
村民小组

地块 17 腊峨 2#隧道出口施工便道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355 0.0355 

苴力镇 水田 
西克郎大
村村民小

组
地块 18 腊峨3#隧道进口驻地施工便

道-1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924 0.0003 0.0927 

苴力镇 水田 
西克郎大
村村民小

组
地块 19 腊峨3#隧道进口驻地施工便

道-2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148 0.0148 

合计 0.0568 1.3982 1.2383 0.1636 0.0355 0.0121 0.0195  0.7962 0.0512 3.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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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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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14 公顷，其中复垦为水田

0.0568 公顷、旱地 1.9135 公顷、有林地 1.4423 公顷、其他草地 0.0867 公顷、农村道路

0.0121 公顷、河流水面 0.0195 公顷，田坎 0.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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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 复垦后((hm2) 变幅((hm2) 

01 耕地
011 水田 0.0568 0.0568 0.0000 
013 旱地 1.3982 1.9135 0.5153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1.2383 1.4423 0.2040 
032 灌木林地 0.1636 0.0000 -0.1636

04 草地 043 其他草地 0.0355 0.0867 0.0512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4 农村道路 0.0121 0.0121 0.0000 
1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11 河流水面 0.0195 0.0195 0.0000 

12 其它土地
123 田坎 0.7962 0.2405 -0.5557
127 裸地 0.0512 0 -0.0512

合计 3.7714 3.7714 



表 1-3 分地块复垦区复垦前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hm2 

地块编
号

乡、镇 村民委员会 村民小组 损毁单元 变化

耕地
（01） 

林地
（03） 

（04）
草地

交通运
输

用地
（10） 

水域及
水利
设施用
地（11） 

其他土地（12） 

合计

水田
（011） 

（013）
旱地

有林地
（031） 

灌木林
地

（032） 

（043）
其他草
地

农村道
路

（104） 

河流水
面

（111） 

田坎
（123） 

裸地
（117） 

地块 1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洪家村村民

小组
洪家村 2 号大

桥便道-1 

复垦前 0.0234 0.0998 0.0142 0.1374 

复垦后 0.0376 0.0998 0.0000 0.1374 

变化 0.0142 0.0000 -0.0142 0.0000 

地块 2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洪家村村民

小组
洪家村 2 号大

桥便道-2 

复垦前 0.0942 0.0214 0.0509 0.0420 0.2085 

复垦后 0.1362 0.0723 0.0000 0.0000 0.2085 

变化 0.0420 0.0509 -0.0509 -0.0420 0.0000 

地块 3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洪家村村民

小组
洪家村中桥施

工便道

复垦前 0.0334 0.0722 0.1056 

复垦后 0.1056 0.0000 0.1056 

变化 0.0722 -0.0722 0.0000 

地块 4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洪家村村民

小组
1 号预制梁场

驻地

复垦前 0.5058 0.5058 

复垦后 0.5058 0.5058 

变化 0.0000 0.0000 

地块 5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洪家村村民

小组
洪家村隧道进

口便道

复垦前 0.0081 0.0194 0.0036 0.0311 

复垦后 0.0000 0.0311 0.0000 0.0311 

变化 -0.0081 0.0117 -0.0036 0.0000 

地块 6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平地村村民

小组
1 号梁场钢筋

加工场

复垦前 0.0170 0.0774 0.0075 0.1019 

复垦后 0.1019 0.1019 

变化 -0.0170 0.0245 -0.0075 0.0000 

地块 7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草介村村民

小组
洪家村隧道驻

地便道

复垦前 0.0029 0.0405 0.0013 0.0447 

复垦后 0.0447 0.0447 



地块编
号

乡、镇 村民委员会 村民小组 损毁单元 变化

耕地
（01） 

林地
（03） 

（04）
草地

交通运
输

用地
（10） 

水域及
水利
设施用
地（11） 

其他土地（12） 

合计

水田
（011） 

（013）
旱地

有林地
（031） 

灌木林
地

（032） 

（043）
其他草
地

农村道
路

（104） 

河流水
面

（111） 

田坎
（123） 

裸地
（117） 

变化 -0.0029 0.0447 -0.0405 -0.0013 0.0000 

地块 8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草介村村民

小组
洪家村隧道出
口施工便道

复垦前 0.1303 0.0990 0.0790 0.3083 

复垦后 0.1842 0.0990 0.0251 0.3083 

变化 0.0539 0.0000 -0.0539 0.0000 

地块 9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草介村村民

小组
平地 2#大桥施

工便道-1 

复垦前 0.1172 0.0710 0.1882 

复垦后 0.1657 0.0225 0.1882 

变化 0.0485 -0.0485 0.0000 

地块 10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草介村村民

小组
平地 2#大桥施

工便道-2 

复垦前 0.0053 0.0031 0.0084 

复垦后 0.0084 0.0000 0.0084 

变化 0.0031 -0.0031 0.0000 

地块 11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草介村村民

小组
雌雄河 2#大桥
预制梁场-1 

复垦前 0.4633 0.0012 0.2584 0.7229 

复垦后 0.6331 0.0012 0.0886 0.7229 

变化 0.1698 0.0000 -0.1698 0.0000 

地块 12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草介村村民

小组
雌雄河 2#大桥
预制梁场-2 

复垦前 0.5365 0.3138 0.8503 

复垦后 0.7483 0.1020 0.8503 

变化 0.2118 -0.2118 0.0000 

地块 13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腊峨村村民

小组
雌雄河 2#大桥

泥浆池

复垦前 0.0091 0.0512 0.0603 

复垦后 0.0512 0.0091 0.0603 

变化 0.0512 0.0000 -0.0512 0.0000 

地块 14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腊峨村村民

小组
腊鹅 1、2 号隧
道拌合站及钢

复垦前 0.0568 0.0101 0.0023 0.0692 

复垦后 0.0568 0.0101 0.0023 0.0692 



地块编
号

乡、镇 村民委员会 村民小组 损毁单元 变化

耕地
（01） 

林地
（03） 

（04）
草地

交通运
输

用地
（10） 

水域及
水利
设施用
地（11） 

其他土地（12） 

合计

水田
（011） 

（013）
旱地

有林地
（031） 

灌木林
地

（032） 

（043）
其他草
地

农村道
路

（104） 

河流水
面

（111） 

田坎
（123） 

裸地
（117） 

筋加工场 变化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地块 15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腊峨村村民

小组

腊峨 1、2#隧道
驻地施工便道

-1

复垦前 0.0221 0.0109 0.0330 

复垦后 0.0221 0.0109 0.0330 

变化 0.0000 0.0000 0.0000 

地块 16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水田岔河村
民小组

腊峨 1、2#隧道
驻地施工便道

-2

复垦前 0.2528 0.2528 

复垦后 0.2528 0.2528 

变化 0.0000 0.0000 

地块 17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水田岔河村
民小组

腊峨 2#隧道出
口施工便道

复垦前 0.0355 0.0355 

复垦后 0.0355 0.0355 

变化 0.0000 0.0000 

地块 18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西克郎大村
村民小组

腊峨 3#隧道进
口驻地施工便

道-1 

复垦前 0.0924 0.0003 0.0927 

复垦后 0.0924 0.0003 0.0927 

变化 0.0000 0.0000 0.0000 

地块 19 苴力镇
水田村民委员

会
西克郎大村
村民小组

腊峨 3#隧道进
口驻地施工便

道-2 

复垦前 0.0148 0.0148 

复垦后 0.0148 0.0148 

变化 0.0000 0.0000 

复垦前合计 0.0568 1.3982 1.2383 0.1636 0.0355 0.0121 0.0195 0.7962 0.0512 3.7714 

复垦后合计 0.0568 1.9135 1.4423 0.0000 0.0867 0.0121 0.0195 0.2405 0.0000 3.7714 

变化 0.0000 0.5153 0.2040 -0.1636 0.0512 0.0000 0.0000 -0.5557 -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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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8286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 79.4332 万元，其它费用

20.2799 万元，监测与管护费用 12.1242 万元，基本预备费 2.9914 万元。土地复垦面积

3.7714 公顷，亩均静态投资为 2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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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475 万元，动态投资 132.6762 万元，土地复垦面积 3.7714 公顷，复垦土

地亩均动态投资为 2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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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施工总承包部三分部四期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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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湘 联系电话 18313605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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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6762 万元 

划定矿区范围

批复文号
— 项目区面积 3.7714hm2 

项目位置土地利

用现状图幅号
G47G069074、G47G07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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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水田 0.0568 0.0568 - -

旱地 1.3982 1.3982 

林地
有林地 1.2383 1.2383 - -

灌木林地 0.1636 0.1636 - -

草地 其他草地 0.0355 0.0355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0121 0.0121 - -

水域及水利设施

用地

河流水面 0.0195 0.0195 - -

内陆滩涂 - -

其他土地
田坎 0.7962 0.7962 - -

裸地 0.0512 0.0512 - -

合 计 3.7714 3.7714 - -

洪家村 2 号大桥便道-1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0234 0.0234 - -

林地 有林地 0.0998 0.0998 

其他土地 田坎 0.0142 0.0142 

合  计 0.1374 0.1374 - -

洪家村 2 号大桥便道-2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0942 0.0942 - -

林地
有林地 0.0214 0.0214 

灌木林地 0.0509 0.0509 

其他土地 田坎 0.0420 0.0420 - -

合  计 0.2085 0.2085 - -

洪家村中桥施工便道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有林地 0.0334 0.0334 - -

灌木林地 0.0722 0.0722 

合  计 0.1056 0.1056 - -

1 号预制梁场驻地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有林地 0.5058 0.5058 - - 

合  计 0.5058 0.5058 - - 

洪家村隧道进口便道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0081 0.0081 

林地 有林地 0.0194 0.0194 - - 

其他土地 田坎 0.0036 0.0036 

合  计 0.0311 0.0311 - - 

1 号梁场钢筋加工场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0170 0.0170 

林地 有林地 0.0774 0.0774 

其他土地 田坎 0.0075 0.0075 - - 

合  计 0.1019 0.1019 - - 

洪家村隧道驻地便道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0029 0.0029 - - 

林地 灌木林地 0.0405 0.0405 - - 

其他土地 田坎 0.0013 0.0013 - - 

合  计 0.0447 0.0447 - - 

洪家村隧道出口施工便道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1303 0.1303 

林地 有林地 0.0990 0.0990 - - 

其他土地 田坎 0.0790 0.0790 

合  计 0.3083 0.3083 - - 

平地 2#大桥施工便道-1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1172 0.1172 

其他土地 田坎 0.0710 0.0710 - - 

合  计 0.1882 0.1882 - - 



平地 2#大桥施工便道-2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0053 0.0053 - - 

其他土地 田坎 0.0031 0.0031 

合  计 0.0084 0.0084 - - 

雌雄河 2#大桥预制梁场-1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4633 0.4633 - -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0012 0.0012 

其他土地 田坎 0.2584 0.2584 

合  计 0.7229 0.7229 - - 

雌雄河 2#大桥预制梁场-2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5365 0.5365 

其他土地 田坎 0.3138 0.3138 

合  计 0.8503 0.8503 

雌雄河 2#大桥泥浆池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水域及水利设施

用地 
河流水面 0.0091 0.0091 

其它土地 裸地 0.0512 0.0512 

合  计 0.0603 0.0603 

腊鹅 1、2 号隧道拌合站及钢筋加工场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水田 0.0568 

水域及水利设施

用地 
河流水面 0.0101 

其他土地 田坎 0.0023 

合  计 0.0692 

腊峨 1、2#隧道驻地施工便道-1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有林地 0.0221 0.0221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0109 0.0109 

合  计 0.0330 0.0330 

腊峨 1、2#隧道驻地施工便道-2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有林地 0.2528 0.2528 

合  计 0.2528 0.2528 

腊峨 2#隧道出口施工便道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草地 其他草地 0.0355 0.0355 

合  计 0.0355 0.0355 

腊峨 3#隧道进口驻地施工便道-1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有林地 0.0924 0.0924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河流水面 0.0003 0.0003 

合  计 0.0927 0.0927 

腊峨 3#隧道进口驻地施工便道-2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表 

土地类型 面积（hm2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有林地 0.0148 0.0148 

合  计 0.0148 0.0148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 型
面积（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 损 1.4610 1.4610 - 

塌 陷 - - - 

压 占 2.3104 2.3104 - 

小计 3.7714 3.7714 - 

占 用 - - - 

合 计 3.7714 3.7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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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568 

旱地 1.9135 



林地 有林地 - 1.4423 

草地 其他草地 0.0867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0121 

水域及水利设施 河流水面 - 0.0195 

其他土地 田坎 0.2405 

合 计 - 3.7714 

复垦率（%） 100.00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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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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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14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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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14hm2，其中复垦为水田 0.0568hm2、旱地 1.9135hm2、有林地 1.4423hm2、其他草地

0.0867hm2、农村道路 0.0121hm2、河流水面 0.0195hm2，田坎 0.2405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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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1.7m3
、构筑物拆除 3234.56m3

、垃圾清运 3234.56m3
、表

土调运 14351.8m3
、表土回填 14351.8m3

、土地平整 3940.6m3
、土地翻耕 1.9703hm2

、田埂修筑

12.12m3
、土壤培肥（商品有机肥：耕地）3.9406hm2、

、土壤培肥（绿肥：光叶紫花苕）3.9406hm2
、

土壤培肥（商品有机肥：有林地）1.4423hm2
；土壤培肥（商品有机肥：草地）0.0867hm2

；植被

重建工程：种植乔木（云南松）4327 株、种植灌木（车桑子）4327 株、播撒草籽（狗牙根）1.5290hm2
，

新建水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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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3hm2
林地进行管护。 

二、复垦工作计划

本方案复垦总面积为 3.7714hm2，其中复垦为水田 0.0568hm2、旱地 1.9135hm2、有林地

1.4423hm2、其他草地 0.0867hm2、农村道路 0.0121hm2、河流水面 0.0195hm2，田坎 0.2405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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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4.56m3、垃圾清运 3234.56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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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剥覆工程：表土剥离 11551.7m3、表土调运 14351.8m3、表土回填 14351.8m3；

（3）土地平整工程：土地平整 3940.6m3、土地翻耕 1.9703hm2、田埂修筑 12.12m3；

（4）生物化学工程：土壤培肥（商品有机肥：耕地）3.9406hm2、土壤培肥（绿肥：光叶

紫花苕）3.9406hm2、土壤培肥（商品有机肥：有林地）1.4423hm2；土壤培肥（商品有机肥：草

地）0.0867hm2； 
2、植被重建工程 
（1）植树：项目区复垦有林地 1.4423hm2，种植乔木（云南松）4327 株、种植灌木（车桑

子）4327 株； 
（2）播撒草籽：项目区复垦林地 1.4423hm2，播撒狗牙根，播撒面积为 1.5290hm2。

3、管护工程

本方案设计管护期为 2 年，对 1.4423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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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14hm2，静态投资总计 114.8286 万

元，动态总投资为 132.6762 万元，静态亩均投资为 20298 元/亩，动态亩均投资

2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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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332 59.87%
二 设备费 0.0000 0.00%
三 其他费用 20.2799 15.29%
四 监测与管护费 12.1242 9.14%

（一） 监测费 2.4000 1.81%
（二） 管护费 9.7242 7.33%
五 预备费 20.8389 15.71%

（一） 基本预备费 2.9914 2.25%
（二） 价差预备费 17.8475 13.45%
（三） 风险金 0.0000 0.00%
六 静态总投资 114.8286 86.55%
七 动态总投资 132.6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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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 0.48 0.48 132.68 132.68 
132.68 

2022.8～2023.7 0.48 0.51 0.51 
2023.8～2023.11 103.18 118.14 118.14 
2023.12～2024.11 5.34 6.54 6.54 
2024.12～2025.11 5.34 7.00 7.00 

合计 114.83 132.68 132.68 132.68 132.68 1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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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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