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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编制背景及过程

滇中引水工程是云南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基础工程，可从根本上解决滇中区的水

资源短缺问题，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云南省滇中地区包括昆明、

玉溪、楚雄、曲靖、大理、红河以及丽江 50个县（市、区），国土面积 9.63万 km2。该

区域生产总值约占云南省地区生产总值 61%，是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区。滇中

区又是著名的干旱区之一，水资源量仅占全省的 12%，资源性缺水与工程性缺水并存，

已成为制约滇中区乃至云南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国务院 1990年批准的《长

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明确提出，从金沙江引水是解决滇中高原缺水的重要途

径。《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2009年）、国务院 2012年批准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

（2012~2030年）》等，均明确向滇中供水是金沙江干流综合利用任务之一。

滇中引水工程简介：

滇中引水工程由石鼓水源工程和输水工程组成，输水总干渠顺地势由高至低，具备

自流输水的条件，向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和红河供水。

滇中引水工程水源为石鼓无坝取水，采用提水泵站取金沙江水。取水工程主要由引

水渠、泵站、地面开关站等组成。

输水总干渠自丽江石鼓渠首由北向南布设，穿越香炉山长隧洞，到大理鹤庆松桂，

后向南进入澜沧江流域至洱海东岸长育村；在洱源东岸转而向东南，经祥云至楚雄，在

楚雄北部沿金沙江、红河分水岭由西向东至罗茨，进入昆明；沿昆明东北部城区外围转

而向东南至新庄，向南进入玉溪杞麓湖西岸；在旧寨转向东南进入红河建水，至红河蒙

自，终点为新坡背。

滇中引水工程的建设任务为：解决滇中地区的城镇生活、工业、农业和生态用水。

工程受水区包括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及红河的 35个县（市、区），总面积 3.69

万 km2，工程设计年引水量 34.03亿 m3（2040年，渠首断面），其中：城镇生活和工业

供水量 22.31亿 m3，灌溉供水量 5.0亿 m3，生态环境补水量 6.72亿 m3。工程包括水源、

输水总干渠和昆明市内主要调蓄工程组成。水源拟在金沙江石鼓河段大同取水口引水，

采用一级地下泵站提水，泵站设计流量为 135m3/s，设计净扬程为 218.83m；输水总干

渠经过迪庆州、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昆明市、玉溪市，终点为红河州的蒙自，线



路总长为 661.06km，设计引水流量为 135m3/s～20m3/s。昆明市内主要调蓄工程包括青

龙湖调节池、黄坡调节池和松华坝提水工程。工程施工总工期为 96个月。按 2015年第

二季度价格水平，估算工程静态总投资为 908.76亿元，其中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84.03

亿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17.3亿元。

工程任务以城镇生活与工业供水为主，兼顾生态和农业。

工程设计多年平均引水量 34.2亿 m3，从金沙江奔子栏或石鼓取水，经迪庆、丽江、

大理、楚雄、昆明、玉溪到达红河，沿线设置分水口。渠首设计流量为 145m3/s，进入

大理州长育村的设计流量为 145m3/s，进入楚雄州万家的设计流量为 120m3/s，进入昆

明市蔡家村的设计流量为 90m3/s，进入玉溪市小扑的设计流量为 38m3/s，进入红河州

大鹅爽的设计流量为 17m3/s，渠末设计流量为 13m3/s。干渠共分六段，总长 848.178km，

渠首段奔子栏至石鼓望城坡段长 184.292km，大理段为包括（大理Ⅰ段、大理Ⅱ段），望

城坡至长育村段（大理Ⅰ段）长 110.960km，长育村至万家段（大理Ⅱ段）长 112.896km，

楚雄段为万家至罗茨段，长 141.269km，昆明段为罗茨至新庄段，长 111.381km，玉溪

红河段为新庄至蒙自段，长 187.376km。明渠 6段，长 2.14km；渡槽 30座，长 16.25km；

隧洞 97座，长 766.01km；暗涵 33段，总长 27.51km；倒虹吸 25座，总长 34.69km，消

能建筑物 3段，长 1.48km。

滇中引水工程受水区是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受水区包括大理、丽江、楚

雄、昆明、玉溪、红河六个州（市）的 35个县（区、市），补水湖泊 3个，即滇池、桤

麓湖、异龙湖。受水区主要为大中城市、县城或州府、大中型灌区所在的坝子，国土面

积 3.69万 km2，占滇中区面积的 38%。受水区 2008年总人口 1062万人，占滇中区总人

口的 59%，城镇人口 612万人，占滇中区城镇人口的 76%；城镇化率 57.6%，高于滇中区

13%。

滇中输水工程建筑物 90%以上为隧洞，工程主要由水源工程、输水工程、配套工程

等组成，其中水源工程、输水建筑物为主体工程。工程总工期 96个月，其中施工准备

期 2个月，主体工程施工 94个月（筹建期 18个月，不计入总工期）。工程总投资 933.291

亿元，建筑工程 562.232亿元。

滇中引水工程的实施，将解决昆明市和受水区其它城镇用水短缺问题，提供受水区

71%的城镇生活用水与 70%的工业用水，可解决受水区 764万人的城镇生活用水，可创造

工业增加值 5309亿元；工程外调灌溉水量可新增灌溉面积 49.2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63.6

万亩，合计灌溉面积 112.8万亩；滇中引水工程向滇池、杞麓湖、异龙湖补充水量 6.72



亿 m3，增加湖泊水资源量，有利于改善湖泊水环境和生态环境。滇中引水工程为受水区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保障。

综上所述，实施滇中引水工程不仅可从根本上解决滇中区的缺水问题、有效改善滇

中水环境状况，还可从根本上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障滇中乃至云南省未来国民

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滇中引水工程是十分必要而紧迫的。

为了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规范土地复垦活动，

加强土地复垦管理，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2号）规定建设

活动损毁的土地，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由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土地复垦义

务人）负责复垦。

为加强土地复垦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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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根据

云南省转发的国土资源部等七部(委)《关于加强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文件的通知》

的相关原则。凡人事开采矿产资源、烧制瓦砖、燃煤发电、修建公路和兴修水利设施等

生产建设活动造成土地损毁的单位或个人是复垦法定义务人，必须对损毁的土地承担复

垦责任和义务。根据复垦条例第三条规定，生产建设活动损毁的土地，按照“谁损毁，

谁复垦”原则，由生活建设单位或个人负责复垦。本项目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

滇中引水工程大理Ⅰ段施工 6标及海东分（退）水洞项目经理部为复垦责任人，负责项

目建设活动损毁土地的复垦。

在此背景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国土资源部

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工程建设过程中，为确保本工

程建设损毁土地在工程建设完成后得到复垦恢复利用状态。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云南

省滇中引水工程大理Ⅰ段施工 6标及海东分（退）水洞项目经理部为能够更好开展项目

复垦工程，现委托云南导视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为其编制《滇中引水工程大理Ⅰ

段施工 6标及海东分（退）水洞项目建设项目临时用地二期土地复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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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中引水工程大理Ⅰ段施工 6标及海东分（退）水洞项目建设项目临时用地二期土



地复垦方案为确保滇中引水工程大理Ⅰ段施工 6标及海东分（退）水洞项目建设项目大

理市境内主线的施工能顺利推进而设，滇中引水工程总工期 96个月，其中施工准备期 2

个月，主体工程施工 94个月，为 2017年 02月至 2025年 01月，截止目前为止，项目

剩余施工期为 3.0年，由于目前剩余工期年限较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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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临时用地已开始动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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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月至 2024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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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4.5年（51个月）（2022年 2月-2026年 4月）。

2.2 方案涉及各类区域面积

1）项目区用地情况

滇中引水工程大理Ⅰ段施工 6标及海东分（退）水洞项目建设项目临时用地二期面

积为 0.26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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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76公顷；土地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0.2676公顷。实际复垦的土地面积为 0.2676公顷。

2.3 土地损毁情况

到目前为止，滇中引水工程大理Ⅰ段施工 6标及海东分（退）水洞项目建设项目临

时用地二期已开工建设，已造成相关土地损毁。项目已损毁土地面积 0.2676公顷。损毁

方式为压占和挖损，损毁程度为轻度。主要损毁土地区域为大理市。详见表 1-1。



表 1-1 项目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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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

（01） 林地（03） 其它土

地（12）
合计

旱地

（0103）
乔木林地

（0301）

灌木林

地

（0305）

田坎

（1203）

上关镇
大把关村民委员

会
青花坪村民小组 地块 A 临时堆放区 已损毁 压占 轻度 0.0062 0.0253 0.0315

上关镇
大把关村民委员

会
青花坪村民小组 地块 B 便道 已损毁 挖损 轻度 0.0243 0.0052 0.0295

上关镇
大把关村民委员

会
青花坪村民小组 地块 C 临时工棚 已损毁 压占 轻度 0.0764 0.0046 0.0164 0.0974

双廊镇 五星村民委员会 三长邑村民小组 地块 D 宿舍区 已损毁 压占 轻度 0.1092 0.1092
合计 0.1007 0.1200 0.0253 0.0216 0.2676



2.4 土地复垦目标

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0.2676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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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76m2，其中复垦为旱地 0.1040hm2、乔木林地 0.1453hm2、田坎

0.0183hm2，土地复垦率达 100.00％。

根据复垦责任范围确定的分析，本方案确定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0.2676公顷；根

据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拟复垦土地面积为 0.2676公顷，复垦率为 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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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复垦前 复垦后 变幅

01 耕地 0103 旱地 0.1007 0.1040 0.0033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0.1200 0.1453 0.0253
0305 灌木林地 0.0253 0.0000 -0.0253

12 其它土地 1203 田坎 0.0216 0.0183 -0.0033
合计 0.2676 0.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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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58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 5.7358万元，其它费用

1.3283万元，监测与管护费用 0.5898万元，基本预备费 0.2119万元。土地复垦面积 0.2676

公顷，亩均静态投资为 195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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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8万元，动态投资 9.0546万元，土地复垦面积 0.2676公顷，复垦土地亩

均动态投资为 22558元。



第二部分 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概

况

项目名称
滇中引水工程大理Ⅰ段施工 6标及海东分（退）水洞项目建设项目临时用

地二期土地复垦方案

单位名称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大理Ⅰ段施工 6标及海东分

（退）水洞项目经理部

单位地址 大理州大理市

联系人 姚国平 联系电话 17607313839

企业性质 项目性质 建设项目

项目位置 大理州大理市上关镇、双廊镇

资源储量 —
生产能力

（或投资规模）
9.0546万元

划定矿区范围

批复文号
— 项目区面积 0.2676h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

现状图幅号
G47H093134、G47H095134、G47H097134

临时用地

使用年限

2年（2022年 2月—2024
年 1月）

土地复垦方案

服务年限

51个月（2022年 2月-
2026年 4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 云南导视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陈涵郁

资质证书名称 测绘资质证书/土地规划机构等级证书

发证机关
云南省地理信息局/云南省

土地学会
编 号

乙测资字

5311945/532021001B
联系人 马晓峰 联系电话 13577251835

主 要 编 制 人 员

姓名 职务/职称 专业 单位 签名

沈凡迪 工程师 测绘工程技术
云南导视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

杨 硕 助理工程师 测绘工程技术
云南导视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

夏 红 助理工程师 测绘工程技术
云南导视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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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旱地 0.1007 0.1007 - -

林地
乔木林地 0.1200 0.1200 - -

灌木林地 0.0253 0.0253 - -

其它土地 田坎 0.0183 0.0183 - -

合 计 0.2676 0.26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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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5 0.0295 -

塌 陷 - - -

压 占 0.2381 0.2381 -

小计 0.2676 0.2676 -

占 用 - - -

合 计 0.2676 0.26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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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040

林地 乔木林地 - 0.1453

其他土地 田坎 - 0.0183

合 计 - 0.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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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中引水工程大理Ⅰ段施工 6标及海东分（退）水洞项目临时用地建设项目二期土地复垦

方案为确保滇中引水工程大理Ⅰ段大理市境内主线的施工能顺利推进而设，滇中引水工程总工

期 96个月，其中施工准备期 2个月，主体工程施工 94个月，为 2017年 02月至 2025年 01月，

截止目前为止，项目剩余施工期为 3.0年，由于目前剩余工期年限较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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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临时用地已开始动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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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月至 2024年 1月。

复垦工期：本方案复垦工期为 3个月，即 2024年 2月-2024年 4月。

监测管护期：监测管护期 2年，即即 2024年 5月-2026年 4月。

土地复垦服务年限：本项目临时用地使用期为 2022年 2月至 2024年 1月，复垦期为 2024

年 2 月-2024 年 4 月，监测管护期为 2024 年 5 月-2026 年 4 月，故本方案土地复垦服务年限为

51个月，即 2022年 2月-2026年 4月。

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0.2676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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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76m2，其中复垦为旱地 0.1040hm2、乔木林地 0.1453hm2、田坎 0.0183hm2，土地复

垦率达 100.00％。

本方案复垦服务年限为 51个月（2022年 2月-2026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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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2022年 2月-2024 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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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2024年 2月～2024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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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体拆除 236.1m3、垃圾清运 236.1m3、表土调运 955.9m3、表土回填 955.9m3、

土地平整 208m2、土地翻耕 0.1040hm2、土壤培肥（绿肥:光叶紫花苕）0.2080hm2、土壤培肥（商

品有机肥：耕地）0.2080hm2、土壤培肥（商品有机肥：乔木林地）0.1453hm2；植被重建工程：

种植乔木（旱冬瓜、滇朴）436株、种植灌木（小叶女贞、清香木）436株、播撒草籽（狗牙根）

0.1453hm2；配套工程：25m3水窖 1座、沉砂池 1座。

③2024年 5月～2026年 4月：该阶段主要对复垦区进行监测。监测与管护工程：对林地、

耕地进行监测、管护。

二、复垦工作计划

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0.2676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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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76m2，其中复垦为旱地 0.1040hm2、乔木林地 0.1453hm2、田坎 0.0183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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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体拆除 236.1m3、垃圾清运 236.1m3；

（2）土壤剥覆工程：表土调运 955.9m3、表土回填 955.9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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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整工程：土地平整 208m2、土地翻耕 0.1040hm2；

（4）生物化学工程：土壤培肥（绿肥:光叶紫花苕）0.2080hm2、土壤培肥（商品有机肥：

耕地）0.2080hm2、土壤培肥（商品有机肥：乔木林地）0.1453hm2；

2、植被重建工程

（1）植树：项目区复垦乔木林地 0.1453hm2、种植乔木（旱冬瓜、滇朴）436株、种植灌

木（小叶女贞）436株；

（2）播撒草籽（狗牙根）：项目区复垦乔木林地 0.1453hm2，播撒面积为 0.1453hm2。

3、配套工程

（1）集雨工程：25m3水窖 1座、沉砂池 1座；

4、管护工程

本方案设计管护期为 2年，对林地、耕地进行监测管护。

土地复垦工程中所需表土以工程建设过程中预先对占地范围内的土地进行表土剥离并集中

堆放管理的土壤为覆土源，不进行异地客土，不产生新的环境破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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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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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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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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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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

资

估

算

测

算

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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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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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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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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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2号）已作了相应调整后税率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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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本方案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0.2676hm2，拟复垦土地面积 0.2676hm2，

复垦土地静态总投资总计 7.8658万元，动态总投资总计 9.0546万元，静态亩均投资为 19596
元/亩，动态亩均投资 225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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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58 63.35%
二 设备费 0.0000 0.00%
三 其他费用 1.3283 14.67%
四 监测与管护费 0.5898 6.51%

（一） 监测费 0.2000 2.21%
（二） 管护费 0.3898 4.31%
五 预备费 1.4007 15.47%

（一） 基本预备费 0.2119 2.34%
（二） 价差预备费 1.1888 13.13%
（三） 风险金 0.0000 0.00%
六 静态总投资 7.8658 86.87%
七 动态总投资 9.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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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及投资安排表 （单位：万元）

阶段 年份
总投资

（万元）

投资额度

（万元）

投资复垦费用

预存额度（万

元）

年度复垦费

用预存额（万

元）

阶段复垦费

用预存额（万

元）

1

2022.2-2023.1

9.05

0.04 9.05 9.05 9.05

2023.2-2024.1 0.04 - - -

2024.2-2024.4 8.38 - - -

2024.5-2025.4 0.29 - - -

2025.5-2026.4 0.31 - - -

合计 9.05 9.05 9.05 9.05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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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