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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CLT重型木结构生产及成套设备制造项目（一期）

建设规模

总占地面积 30861m2，建筑

占地面积 17724m2。建设内

容包括 1#生产车间、2#生
产车间、门卫、水泵房、道

路广场及绿化区域

建设单位、联系人 江苏环球新型木结构有限公司、董先生

建设地点 盐城市大丰区

所在流域 淮河流域

工程总投资 总投资 4500元，土建投资 3600万元

工程总工期 2017年 11月~2018年 3月，总工期 5个月

水土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盐城博创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范莉莉 13056185332

自然地理类型 冲积平原 防治标准 一级防治标准

监测

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调查法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调查法、遥感监测

3.水保措施情况监测 调查监测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调查法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巡查法 水土流失背景值 300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30861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水土保持投资 263.12万元 水土流失达到值 300t/（km2·a）

防

治

措

施

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建筑区 雨水管网 395m / /

道路广场区
雨水管网 678m；

透水铺装 693m2 / 汽车冲洗平台 1座；土质排水

沟 400m
绿化区 绿化覆土 0.35万 m3 景观绿化 7715.25m2 /

施工生产生活区 / / 砼盖板排水沟 40m
临时堆土区 / / 密目网遮盖 1000m2

监测

结论

防治

效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

达到值

（%）
实际监测数量

水土流失治理度

（%）
98 99.57 防治措施

面积
30861
m2

永久建筑物及

硬化面积
23145.75m2 扰动土地

总面积
30861m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1 1.67 防治责任范围 30861m2 水土流失总面积 30861m2

渣土防护率（%） 97 98.88 工程措施面积 /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表土保护率（%） / / 植物措施面积 7715.25m2 监测土壤流失情况 300t/km2·a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8 98.28 可恢复林草植被

面积
7582.5m2 林草植被面积 7715.25m2

林草覆盖率（%） 25 25 实际拦挡弃渣量 - 总弃渣量 -

水土保持治理达标评价
本项目建设的水土保持措施质量合格，起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达到了预期

效果，其水土流失治理达标。

总体结论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布局合理，工程质量较好，运行情况良好，各项水土保持设施

均能发挥其功能，有效控制项目区水土流失，达到了水土保持设计的要求。

主要建议
加强已建水土保持设施的维修管护，确保设施的运行正常，使其发挥生态和环境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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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苏环球新型木结构有限公司CLT重型木结构生产及成套设备制造项目（一

期）（以下简称“本工程”）为工业项目，江苏环球新型木结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

年5月24日，主要从事重型木结构成套设备研发、制造、销售，重型木结构胶合

木制造及装配式重型木结构设计、安装等。

本工程位于大丰港重型装备产业园，南港路北侧、工业三大道东侧、南排河

南侧。项目组成包括建筑区、道路广场区、绿化区、临时堆土区和施工生产生活

区，属点型建设类项目，用地类型为工业用地。建设项目用地面积 30861m2，均

为永久占地；建筑占地面积 17724m2，主要建设建筑物（1#生产车间、2#生产车

间、水泵房、门卫）、道路及配套设施和绿化。建筑密度 57.43%，绿化率 25%。

工程总投资 45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3600万元，项目资金由建设单位自筹解决。

工程土石方挖填总量 1.4万 m3，其中挖方 0.31万 m3，填方 1.09万 m3（含园

林绿化土 0.35万 m3），借方 0.78万 m3（含园林绿化土 0.35万 m3），无余方。外

借土方由土方公司综合利用其他项目土方。

本工程建设工期 5 个月，2017 年 11月至 2018 年 3 月，总工期 5 个月。主

体工程已完工。

2022年 5月通过建设单位委托，盐城博创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我公司”）承担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针对项目的实际情况，2022 年 5

月项目组赴现场调查了解情况、搜集资料、查勘，对本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实施

方案进行编制与补报工作。2022年 5 月制定了监测（调查）工作路线、确定了

监测（调查）内容，按计划安排，确定本工程共布设监测（调查）点 3处。

根据资料收集调查组通过遥感、资料调查等监测方法确定核实项目建设期的

防治责任范围和扰动土地积、水土流失面积、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植被恢复面积

等，重点调查了解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的实施情况，弃土弃渣的利用情

况，计算了水土保持 5项指标数据等。

经收集资料、现场走访、数据采集、调查和后期数据整理、分析后，本工程

的水土流失 5大防治目标均达到了方案设计的目标，即：水土流失治理度 99.5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67，渣土防护率 98.88%，林草植被恢复率 98.28%，林草覆盖

率 25%。各项指标全部达标（因企业竞拍该地块后，大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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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土地出让要求，已对该地块进行了土地平整，达到“三通一平”要求后交付于企

业，该土地已经无法再对表土进行剥离，故无法计算表土剥离保护率）。

经过现场勘察、资料收集以及向建设单位了解确定，本工程在开展水土保持

工作过程中，对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重点把握准确，及时合理布设

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通过排水、绿化等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基本控制了由于

工程施工造成的新增水土流失，各项防治措施的防护标准和施工质量基本达到了

设计要求，总体上发挥了较好的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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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程概况

1.1建设项目概况

1.1.1项目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CLT重型木结构生产及成套设备制造项目（一期）

建设单位：江苏环球新型木结构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盐城市大丰区

建设性质：点型建设类项目

建设规模：总占地面积 30861m2（永久占地），计容建筑面积 35004m2，建

筑占地面积 17724m2；建筑密度 57.43%，绿化率 25%，容积率 1.13。

所属流域：淮河流域

总投资：工程总投资 45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约 3600万元

建设工期：本工程建设工期 5个月（2017年 11月至 2018年 3月）

1.1.1.1项目地理位置及交通

江苏环球新型木结构有限公司 CLT 重型木结构生产及成套设备制造项目

（一期）位于大丰港重型装备产业园，南港路北侧、工业三大道东侧、南排河南

侧。项目区地理位置见附图 1。

1.1.1.2项目组成及布置

（1）项目组成

项目组成包括建筑区、道路广场区、景观绿化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和临时

堆土区。项目组成见表 1-1。
表 1-1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编号 项目名称 指标

1 总占地面积 30861㎡

2 容积率 1.13

3 计容建筑面积 35004㎡

4 建筑密度 57.43%

5 绿地率 25%

6 绿地面积 7715.2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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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占地面积 17724㎡

（1）建筑区

建筑区占地面积为 17724m2，主要建设内容1#生产车间、2#生产车间、水泵房、门卫。

（2）道路广场区

道路广场区占地面积 5421.75m2，主要内容包括区内道路、出入口道路和地上

停车位等，项目区出入口位于项工业三大道。

（3）绿化区

绿化区占地面积 7715.25m2，项目区占地范围内，绿化区包括外围绿化和组

团绿化，包括孤植树、树丛、花坛和树群等方式，突出景观效果。

（4）临时堆土区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各建筑物均无地下室，采用桩承台基础，基础开挖土方

量不大，各建筑物基础开挖的土方分别堆放在建筑物内部无承台分布的区域，用

于室内增高，开挖至回填时间较短，故不设置专门的临时堆土区，堆置的土方采

用密目网苫盖。管线开挖的土方则沿管线条状分布，开挖到回填时间很短，只需

采取苫盖措施即可。本方案将管线周边线形堆放的土方区域作为临时堆土区，面

积500m2。

（5）施工生产生活区

一期施工生产生活区位于地块西侧红线内，位于现门卫所在处，占地面积

350m2，现已拆除。

1.1.2项目区概况

1.1.2.1地形地貌

场地地处苏北滨海平原区，本区地貌单元为滨海平原。拟建场地原为空地，

地势较为平坦，场地平均标高 2.3m。

1.1.2.2地质

1）地质

场地位置处于大陆东部华北淮地台和扬子淮地台的衔接部位。属于新华夏系

第二隆起带与淮阳山字型东翼反射弧及秦岭东西向复杂构造带的复合地带，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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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复杂。区内主要构造体系有东西向构造、山字型构造、新华夏系构造等。场

地附近地区无大的断裂。场地土层属于盐潮土。

2）水文地质

地表水：该场地北侧分布有南排河，该地表水体与本场区地下水存在水力联

系，勘察期间测得其水位标高为 0.96m。

地下水：场地勘探深度范围内地下水为孔隙潜水，其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

水及地表水，水位呈季节性变化，其排泄形式主要为自然蒸发和侧向径流。地下

水径流缓慢，处于相对停滞状态。勘察期间，测得钻孔内孔隙潜水的初见水位标

高为 0.79~0.95m，稳定水位标高在 0.97~1.08m，根据水文观测资料，近期内最高

地下水位标高为 1.88m，历史最高水位为 1.90m，历史最低地下水位 0.55m，地

下水位年变化幅度为 1.15m。

3）不良地质及地震

项目区场地无崩塌、滑坡、泥石流等不良地质现象。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

区划图》（GB18306-2015），本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Ⅱ类场地基本地震动

峰值加速度值为 0.2g，Ⅱ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分区值为

0.45s。

1.1.2.3气象

大丰区属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地带，主要气象要素特征值见表 1-2。

表 1-2 大丰区气象要素特征值表

指标 特征

多年平均气温（℃） 14.4

多年平均降雨天数（天） 96

多年平均降雨量（毫米） 1066.7

多年平均日照时数（h） 2214.4

多年平均蒸发量（毫米） 1418.3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76

多年平均风速（m/s） 2.1

常年无霜期（d） 203.8
1.1.2.4水文

大丰区东临黄海，境内有川东港、疆界河、王港河、二卯酉河、四卯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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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龙港、西潮河、大丰干河等骨干河道，均属淮河流域。项目区水系图见图 2.7。

地块北侧 15m为南排河，南侧 500m为南灌河，东侧 890m为海堤复河。建

设过程中雨水由项目区周边的临时排水沟汇入沉沙池，沉淀后排至项目区西侧工

业三大道市政管网。南排河为乡级河道，长 8.2km，起于老海堤，止于海堤复河，

底宽 10m，口宽 32m，坡比 1：3.5。南灌河为乡级河道，长 7.8km，起于一中沟，

止于海堤复河，底宽 10m，口宽 32m，坡比 1：3.5。海堤复河为乡级河道，长

6km，起于王港河，止于通港大道，底宽 20m，口宽 46m，坡比 1：4。

1.1.2.5土壤

根据勘察，项目区土层以盐潮土为主，表层夹杂少量植物根茎，土质不均匀。

1.1.2.6植被

项目区土地在出让之前为闲置用地，并长有部分杂草。出让后为工业用地。

1.1.3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情况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试行）》的规定、《江苏省水土保持规划

（2015-2030）》、《盐城市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及《盐城市大丰区

水土保持规划（2019-2030）》，本项目区的所在地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属于南方

红壤区-江淮丘陵及下游平原区-江淮下游平原农田防护水质维护区-盐通中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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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农田防护拦沙减沙区。属于江苏省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盐城市市级及大

丰区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项目区土壤侵蚀以水力侵蚀为主，结合地形地貌、土地类型、降雨情况、土

壤母质、植被覆盖等基本情况，以及向当地水利部门和群众了解情况，加之对现

场踏勘、调查，综合分析确定该区的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300/km2·a，属微度水

力侵蚀，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1.2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一期项目为补报水土保持方案及季度监测报告，项目在委托编制水保方案及

水保监测时，工程已于 2018年 3月全部竣工。建设单位虽未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土保持法》规定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未坚持“三同时”的原则（水土保持工

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但根据现场调查以及向建

设单位了解，项目施工过程中，已落实水土措施。

1.2.1依法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2021年 11月，江苏环球新型木结构有限公司委托盐城博创项目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编制完成《CLT重型木结构生产及成套设备制造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2021年 12月 11日，盐城市大丰区行政审批局组织对该方案进行

技术审查。2021年 12 月 30日，盐城市大丰区行政审批局以《关于准予江苏环

球新型木结构有限公司 CLT重型木结构生产及成套设备制造项目（一期）水土

保持方案行政许可的决定》（大行审水保[2021]29号）对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

以许可。

1.2.2水土保持监测意见落实情况

根据江苏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办法》的通

知，监测单位应按照水土保持有关技术标准及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开展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及时向生产建设单位提出控制施工过程中水土流失的意见和建议，建

设单位需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整改落实。

本项目为补报项目，工程已全部竣工。对施工期的水土流失问题已无法及时

监测汇报。根据现场调查以及资料收集过程中发现：绿化保存率不高，已通知建

设建设单位加强植物措施管护，确保项目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达标。

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建设单位进行了整改与完善。截至目前，问题已经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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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完成。管护责任已落实。

1.2.3监督检查意见落实及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处理情况

本项目无监督检查意见，建设单位通过学习相关文件后，知晓需补办水土保

持方案及水保监测。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分区内未发生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1.3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2022年 5月，建设单位委托我公司对本项目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合同

签订后公司成立了项目资料收集调查组，收集了有关土地、降水、水土流失的资

料并进入现场查勘，主要采用调查方法、遥感监测等方法对扰动范围、水土保持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调查。

现场监测（调查）过程中，主要采用的监测技术方法包括资料分析法、调

查方法、遥感监测，对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流失面积、

土壤侵蚀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情况及防治效果等情况进行监测。监测（调

查）技术路线、布局、内容和方法与监测实施方案基本一致。

1.3.2监测资料收集调查组设置

为保证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顺利开展，我公司及时成立了“江苏环球新型

木结构有限公司 CLT 重型木结构生产及成套设备制造项目（一期）资料收集调

查组”，配置调查监测人员 2人。2022年 5月，调查组相关人员即对现场进行了

首次调查，并向建设单位了解相关建设情况。

1.3.3监测（调查）点布设

根据现场调查以及建设单位提供建设情况并结合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我公司

于 2022年 6月布设了 3个监测（调查）点位，监测（调查）点位布设情况详见

表：

表 1-3 水土保持监测（调查）情况一览表

监测（调查）点

名称

位置 监测方法 监测（调查）频次 调查时段

1# 建筑区 调查法 水土流失影响因子每个月

调查记录 1次。暴雨、大

风情况进行加测（调查）。

2017年 11月至

2018 年 3月2# 道路广场区 调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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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绿化区 标准样方法

1.3.4监测（调查）设施设备

根据本工程的实际情况，本工程主要采用现场查勘以及遥感监测，主要监测

（调查）设施有无人机、91卫图助手系统。

1.3.5监测技术方法

依据工程建设进度、施工期扰动以及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分布等情况已经无

法监测（除工程、绿化措施外），工程、绿化措施通过现场查勘和调查。

（1）资料收集

收集项目水土流失影响因子，如：区域降雨、气象水文要素等；收集有关工

程占地等资料；收集有关挖填土石方及弃土弃渣的地点、数量等资料，收集掌握

土地整治面积、整治后土地利用形式等。

（2）现场勘查

现场巡查核实项目区地表扰动情况及水保措施运行情况；校核、补充、完善

所收集掌握的数据资料。

（3）图像采集

包括收集施工前的现场照片以及完工后的现场照片。

1.3.6监测（调查）成果提交情况

依据项目实际情况，监测资料收集调查组在建设单位协助下，完成如下成

果。

表 1-4监测成果统计表

序号 报告名称 编制完成时间 报送对象

1

补报《江苏环球新型木结构有限公司 CLT重型

木结构生产及成套设备制造项目（一期）水土保

持监测实施方案》

2022年 5月 大丰区水利局

2

补报《江苏环球新型木结构有限公司 CLT重型

木结构生产及成套设备制造项目（一期）水土保

持监测季报》2017年 4季度、2018年 1-4季度

2022年 6月 大丰区水利局

3

补报《江苏环球新型木结构有限公司 CLT重型

木结构生产及成套设备制造项目（一期）水土保

持监测总结报告》

2022年 6月 大丰区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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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内容和方法

2.1监测内容

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要求，结合《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5〕第 139号、《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51240-2018）中的相关规定，本方案监

测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内容包括：水土流失影响因素、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

失危害和水土保持措施等。

1）水土流失影响因素监测

包括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地表组成物质、植被等自然影响因素；项目建设

对原地表、水土保持设施、植被的占压和损毁情况；工程征占地和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变化情况；工程弃土量和临时堆土量及堆放方式。

2）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包括水土流失的类型、形式、面积、分布及强度；各监测分区及其重点对象

的土壤流失量。

3）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包括水土流失对主体工程造成危害的方式、数量和程度；水土流失对项目周

边造成的危害方式、数量和程度。

4）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包括植物措施的种类、面积、分布、生长状况、成活率、保存率和林草覆盖

率；工程措施的类型、数量、分布和完好程度；临时措施的类型、数量和分布；

主体工程和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进展情况；水土保持措施对主体工程安全建

设和运行发挥的作用；水土保持措施对周边生态环境发挥的作用。

不同监测时段监测重点内容包括：1）施工准备期和施工期应重点监测扰动

地表面积、土壤流失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2）试运行期应重点监测植被

措施恢复、工程措施运行及其防治效果。

2.2监测方法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

的通知》办水保〔2015〕第 139号的规定要求，结合本项目防治责任范围的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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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及侵蚀类型，按调查监测及遥感监测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监测。

（1）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分为三类：工程措施监测、植物措施监测和临时措施监测。

1）工程措施监测结合水土保持方案，进行实地调查，核查各监测分区是否

有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对已实施工程措施现场查勘完好程度、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和运行状况等。

2）植物措施监测结合水土保持方案，进行实地调查，核查各监测分区是否

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绿化、植被恢复等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对已实施植物措施，

综合分析其特点，现场调查成活率、保存率、覆盖度（郁闭度）等指标。

3）因项目已竣工，无法监测施工期临时措施。

（2）调查监测

①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变化、水土流失情况监测。

采用查阅设计文件和实地调查，即时记录各施工单元在建设过程中的地形、

地貌、地表扰动、林草覆盖率等水土流失因子的变化情况。降雨因子可利用当地

气象站观测资料。

采用查阅设计文件和实地调查，即时记录各施工单元在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

失面积、土壤侵蚀类型、强度和分布等的变化情况。

②水土流失危害及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监测

通过现场巡查，巡视整个项目区，包括工程建设区水土保持措施(雨水管网)

完好程度和运营情况，苗木、草皮长势及其存活率、保存率、生长状况等情况，

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对策措施予以纠正和治理。

③问询：通过与现场施工及管理人员谈话，调查、记录主体工程施工进展及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相关情况。

（3）水土流失情况监测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包括调查土壤侵蚀的形式、强度和面积，并计算土壤侵蚀

量。①土壤侵蚀形式

以现场调查为主，结合工程平面布置图，对各监测区内不同施工工艺的区域

进行调查，并在平面布置图中进行标注，反映内容包括土壤侵蚀类型、形式和分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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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土壤侵蚀模数

通过监测数据和现场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使用监测场法计算年度土壤侵蚀模

数。

此法是根据项目、地形、气候的实际情况来定监测频次，达到监测目的。

③土壤侵蚀面积

土壤侵蚀面积根据 91卫星助手进行识图测量。

④土壤侵蚀量

施工过程中的土壤侵蚀量由该阶段各监测分区内各侵蚀单元的面积与其土

壤侵蚀强度来确定，流失量=Σ基本侵蚀单元面积×侵蚀模数×侵蚀时间。

（4）遥感监测法

在降雨量（多年平均降雨）、土壤、地形、遥感影像（施工前、施工中、

施工后三期）从而解译土地利用类型以及扰动情况等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利用中

国土壤流失方程公式计算本项目土壤流失量。

� = �ܵ�ܮ�ܭ�

式 中 ， A— 土 壤 侵 蚀 模 数 ， t.hm-2·a-1 ； R— 降 雨 侵 蚀 力 因 子 ，

MJ·mm·hm2.h-1·a-1；K—土壤可蚀性因子，t·hm2·h·hm2·MJ-1·mm-1，L—坡长因

子，无量纲；S—坡度因子，无量纲；B—植被覆盖与生物措施因子，无量纲；

E—工程措施因子，无量纲；T—耕作措施因子，无量纲。

2.3监测调查技术路线

本项目监测技术路线图如下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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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项目监测技术路线图

2.4扰动土地情况

根据本工程特点及项目进展情况，本项目扰动土地情况通过遥感监测和对主

体工程征占地资料及资料查阅，本项目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30861m2。本项目建设

扰动土地面积统计表见表 2-1。

表 2-1实际扰动土地面积统计表单位：m2

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 占地性质

建筑区 17724 永久占地

道路广场区 5421.75 永久占地

绿化区 7715.25 永久占地

施工生产生活区 (350) 红线内临时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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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堆土区 (500) 红线内临时占地

合计 30861

2.5监测（调查）频次

本项目已于 2018年 3月完工，实际监测频次如下：

1）扰动土地情况监测（调查）：内容包括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

及其变化等。扰动土地面积主要采用实地全面调查监测和遥感监测的监测方法。

利用遥感影像主要监测对象为工程区域扰动面积变化情况、临时堆土苫盖情况、

进场道路占地以及硬化情况、植被破坏情况等。对调查项目区按扰动类型进行分

区，根据工程平面布置情况，确定工程的基本扰动情况，依据征地图纸或项目区

地形图，采用地形图量算和遥感监测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扰动面积。

2）水土保持措施防治及效果：措施类型、位置、规格、尺寸、数量、林草

覆盖度（郁闭度）、防治效果、运行状况等。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方法采用实地调

查、遥感监测和资料分析的方法。

监测（调查）频次：已经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建设情况（主要对已经建成的雨

水管网措施查看完好程度及防护效果进行监测）、扰动地表面积监测（调查）一

次，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生长情况监测（调查）一次。

①工程措施：通过查阅设计图纸、现场实际工程量测算统计出工程建设实施

的水土保持工程量。

②植物措施：通过查阅设计图纸、现场实际工程量测算统计出工程建设实施

的水土保持工程量；对各项植物措施面积、质量进行了核查同时重点核查林草的

长势、密度、保存率、覆盖率等。

3）水土流失危害：在大暴雨、特大暴雨、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后进行全面调

查监测（调查）1次。

表 2-2各防治分区监测（调查）内容、方法及频次

监测（调查）类

别
监测（调查）内容 监测（调查）方法 频次

扰动土地情况 扰动面积，损坏植被量 现场调查 1次

水土保持措施
水土保持措施施工进度、防治

效果、植被恢复效果
现场调查、遥感监测 1次

水土流失情况 水土流失量 点位监测法、类比法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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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方案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江苏环球新型木结构有限公司 CLT 重型木结构生产及成套设备制造

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30861m2。

详见表 3-1。

表 3-1方案批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单位：m2

区域 占地面积（m2） 备注

项目建设区

建筑区 17724

道路广场区 5421.75

绿化区 7715.25

施工生产生活区 (350) 临时占用道路广

场区临时堆土区 (500)

小计 30861
3.1.2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实地调查、查阅资料以及向建设单位了解，建设期实际扰动土地面积为

30861m²，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已落实水土保持各项措施的落实、布设水土

保持措施，在保持水土流失的同时减少了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本项目未占用其他

地。详见表 3-2。

表3-2 实际发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单位：m2

分区
占地性质 占地类型

防治责任范围
永久占地 工业用地

建筑区 17724 17724 17724

道路广场区 5421.75 5421.75 5421.75

绿化区 7715.25 7715.25 7715.25

施工生产生活区 (350) (350) (350)

临时堆土区 (500) (500) (500)

合计 30861 30861 3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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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变化及原因

本工程建设期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对照表详见表 3-3。

表 3-3水土保持方案与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表单位：m2

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备注
方案设计 实际发生 增加情况

建筑区 17724 17724 0

道路广场区 5421.75 5421.75 0

绿化区 7715.25 7715.25 0

施工生产生活区 (350) (350) 0 施工期间永久占地内，

施工结束后恢复为道

路广场区域临时堆土区 (500) (500) 0

合计 30861 30861 0
建设期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对比，分析变化原因如下：

（1）建筑区：由于本项目方案是补报方案，方案编制时建构物建成，占地

面积无增减情况发生。

（2）道路广场区：按设计标准施工，占地面积无增减情况发生。

（3）绿化区：按设计标准施工，占地面积无增减情况发生。

（4）施工生产生活区：由于本项目方案是补报方案，方案编制时施工生产

生活区拆除，占地面积无增减情况发生。

（5）临时堆土区：由于本项目方案是补报方案，方案编制时临时堆土区已

回填场平，占地面积无增减情况发生。

（6）在开工时，建设单位就红线区域周边修建了围墙拦挡措施，占地面积

为 30861m2。

3.1.4背景值监测

我公司调查组对项目区内的水土流失背景资料进行了调查，内容包括地形地

貌、河流水文、气候特征、土壤植被、项目区所在地区的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现

状等。水土流失背景值的调查主要采用现场实地调查、专家咨询及文献资料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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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现场调查主要通过巡查、询问、影像拍摄等。

根据项目区地形地貌、土地类型、降雨情况、土壤母质、植被覆盖等基本情

况，通过咨询当地水保专家，以及向当地水利部门和群众了解情况，加之对现场

踏勘、调查，同时参考临近地区的相关监测资料，综合分析确定该区的平均土壤

侵蚀模数为 300t/（km2·a），小于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属微

度侵蚀区。

3.1.5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工程在施工期间扰动面积是动态的，是随工程进度而发生变化的。由于本工

程已于 2018年 3月完工，施工期扰动土地面积采取调查监测（主要是结合主体

工程设计资料、不动产权证等），通过对扰动地块的测量计算分析，统计出监测

区各监测时段的地表扰动面积。具体见表 3-4。

表 3-4各阶段各分区扰动土地面积情况表单位 m2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 2017年度扰动面积 2018年度扰动面积

建筑区 17724 17280 444

道路广场区 5421.75 1000 4421.75

绿化区 7715.25 / 7715.25

施工生产生活区 (350) (350) /

临时堆土区 (500) (500) /

合计 30861 18280 12581

3.2取料监测结果

3.2.1设计取料情况

本项目建设所需的砂、石料等向当地具有合法开采权的砂、石料场就近购买，

不涉及到项目砂、石料等取料场选址问题，减少了由于料场开挖而造成的水土流

失，相关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应由售卖经营方承担。

3.2.2取料场位置、占地面积及取料量监测结果

无。

3.2.3取料对比分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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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弃渣监测结果

3.3.1设计弃渣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弃渣场。

3.3.2弃渣场位置、占地面积及弃渣量监测结果

无。

3.3.3弃渣对比分析

无。

3.4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由于本项目水保方案取得批复时，工程已完工，实际和方案设计土石方基本

一致。一期挖填方总量为 1.4万 m3，其中挖方 0.31万 m3，填方 1.09万 m3（含

园林绿化土 0.35万 m3），借方 0.78万 m3（含园林绿化土 0.35万 m3），无余方。

外借土方由土方公司综合利用其他项目土方，工程土石方平衡见表 3-5。

表 3-5工程土石方平衡表（设计）单位：万 m3

序

号
项目组成 挖方 填方 调入 来源 调出 去向

借方 余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一 期

1 建筑物区 一般土方 0.17 0.53 0.01
施工生

产生活

区

0.35

2 道路广场区 一般土方 0.13 0.21 0.08

3 景观绿化区 表土 0.35 0.35

4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一般土方 0.01 0.01 建筑

物区

小计 0.31 1.09 0.01 0.01 0.78

3.5其他重点部位监测结果

根据现场调查监测及向建设单位了解，本项目发生水土流失的主要区域有道

路广场区、建筑物区和绿化区，因此水土保持监测（调查）应以上面这些区域为

水土流失重点调查监测对象。

建筑区、道路广场区和绿化区：项目水土流失量主要源自基础土石方开挖，

经现场查看及资料收集，施工过程中，采取了临时苫盖、临时排水、汽车冲洗平

台等措施，有效地减少了施工期间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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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根据现场调查以及向建设单位了解，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已落实了水土保持

工程防护措施。

（1）建筑区：雨水管网 395m。

（2）道路广场区：雨水管网 678m，透水铺装 693m2。

（3）绿化区：绿化覆土 0.35万 m3。

具体工程措施监测结果见表 4-1。

表 4-1实际完成与方案设计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对比表

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数量 实际工程量 增减变化 实施时间 布设位置

建筑区 雨水管网 m 395 395 0 2018.1~2018.3 建筑物周边

道路广场

区

雨水管网 m 678 678 0
2018.1~2018.3 道路

道路铺装 m2 396 396 0

绿化区 绿化覆土 万m3 0.35 0.35 0 2018.1~2018.3 绿化区

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按设计标准进行施工，防治分区占地无增减的情况发

生，项目整体植物措施无变化。从上述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描述情况和现场查勘，

完全可以满足水土保持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

4.2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1）绿化区：景观绿化 7582.5m2。详见植物措施完成情况表 4-2。

表 4-2实际完成与方案设计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对比表

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数量 实际工程量 增减变化 实施时间 位置

绿化区 景观绿化 m2 7715.25 7582.5 -132.75 2018.1~2018.3 绿化区

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按设计标准进行施工，防治分区占地无增减的情况发

生，植物措施实际建设比方案设计减少 132.75平方米，从上述实际完成的植物

措施描述情况和现场查勘，可以满足水土保持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

4.3临时防护措施监测结果

根据建设单位介绍及查阅资料，工程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伴随主体工程同

步实施。

（1）道路广场区：汽车冲洗平台 1座、土质排水沟 4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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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生产生活区：砼盖板排水沟 40m。

（3）临时堆土区：密目网苫盖 1000m2。

表 4-3实际完成临时防护措施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对比表

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

计数量

实际工

程量

增减

变化 实际时间 布设位置

道路广场

区

汽车冲洗平台 座 1 1 0 2018.1~2018.3
施工场地出

入口

土质排水沟 m 400 400 0 2018.1~2018.3 道路两侧

施工生产

生活区 砼盖板排水沟 m 40 40 0 2018.1~2018.3 生活区周边

临时堆土

区 密目网苫盖 m2 1000 1000 0 2018.1~2018.3 临时堆土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除建设了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外，还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

况实施了临时措施，主要为临时拦挡、排水和苫盖，降低了水土流失隐患。

4.4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本项目在委托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及监测时工程就已竣工，根据现场实际调

查、建设单位介绍以及查阅资料，各防治区在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后，水土流失防

治效果均比较明显，且土壤侵蚀强度和水土流失面积及水土流失量均随着工程措

施的完善和植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功能的发挥而逐渐下降。

综上所述，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防治的临时措施基本已实施。水土保持临时

措施对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各防治分区防护可大幅减小施工可能产生水土流失影

响。本工程已按照相应的设计标准进行了施工，符合有关标准要求，能够起到良

好的水土保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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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水土流失面积

经调查统计，项目各时期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见表 5-1。

表 5-1项目各年度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表 单位：m2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 2019年度扰动面积

建筑区 17724 17724

道路广场区 5421.75 5421.75

绿化区 7715.25 7715.25

施工生产生活区 (350) (350)

临时堆土区 (500) (500)

合计 30861 30861

5.2土壤流失量

5.2.1各阶段侵蚀单元侵蚀模数

（1）原地貌侵蚀模数调查分析

根据盐城市大丰区近几年水土流失资料，并结合现场调查、工程地表植被和

覆盖情况，确定本项目区原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监测数值见表 5-2。

表 5-2项目区原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单位：t/（km2·a）

防治分区 地貌类型 侵蚀类型
侵蚀模数背景值

（t/km2·a-1） 侵蚀时间（a）

建筑区 冲积平原 水力侵蚀 300 1

道路广场区 冲积平原 水力侵蚀 300 0.75

绿化区 冲积平原 水力侵蚀 300 0.75

施工生产生活区 冲积平原 水力侵蚀 300 1

临时堆土区 冲积平原 水力侵蚀 300 0.75
（2）监测各阶段侵蚀模数

根据项目区现场调查，结合地形、地貌、降雨、土壤、植被等水土流失影响

因子，咨询当地水保专家，以及向当地水利部门和群众了解情况，并查阅工程相

关资料侵蚀模数，确定了本工程各阶段土壤侵蚀模数。

根据实际情况：本工程 2017年 11月开工建设，于 2018年 3月主体工程建

设全部完工。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合同于 2022年 5月份签订，但是为了能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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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掌握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保持状况，反应本项目土壤流失量。经项目水土

保持资料收集调查组收集资料，2017年 11月~2018年 3月监测数据采用实地调

查、遥感监测法计算土壤流失量。

2017年 11月~2018年 3月监测数据同泰和（大丰）食品有限公司 30万吨储

备粮库建设项目，该项目位于盐城市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同为工业厂房开发建设

项目，在自然环境、施工特点以及水土流失情况都属于大丰区，具体分析见表

5-3。

表5-3泰和（大丰）食品有限公司30万吨储备粮库建设项目同本工程基本情况对照表

项目名称

基本情况

类比

结果

类比工程 本工程

泰和（大丰）食品有限公司 30
万吨储备粮库建设项目

江苏环球新型木结构有限公司

CLT重型木结构生产及成套设

备制造项目（一期）

位置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
距离

相近

性质 新建 新建 相同

所属流域 淮河流域 淮河流域 相同

工程特点 点状项目 点状项目 相同

自

然

条

件

地形地貌 冲积平原 冲积平原 相同

水文气象
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冬寒

夏热，四季分明，雨热同季

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冬寒夏

热，四季分明，雨热同季
相同

土壤 盐潮土 盐潮土 相同

土壤侵蚀

类型
水力侵蚀 水力侵蚀 相同

植被 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相同

施

工

情

况

施工场地 项目区场地地形平坦。 项目区场地地形平坦。 相同

工程造水

土流失的

主要环节

基础开挖、回填；管线施工；

绿化区域回填、平整

基础开挖、回填；管线施工；绿

化区域回填、平整
相同

经分析两工程项目都处于盐城市大丰区；从当地水土流失现状看两工程以水

力侵蚀为主，土壤侵蚀强度以微度居多。

土壤流失量计算分析：

通过调查报告中类比法和监测（调查）资料的整理分析，结合本工程调查现

状，通过监测（调查）期内各监测分区的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 11月至 2018

年 3月为本项目建设阶段，随着工程的施工建设，基础开挖，临时堆土等，对项

目区的原地貌、土地和植被均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扰动和损坏，产生了新的水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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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项目区水土流失面积与水土流失强度都大幅增加。

通过类比 2017年 11月至 2018年 3月建筑区的侵蚀模数为 5000t/（km2•a），

道路广场区为 3000t/（km2•a），绿化区为 3000t/（km2•a），施工生产生活区为

2000t/（km2•a）临时堆土区为 5000t/（km2•a）。见表 5-4。

表 5-4本项目施工期（2017.11-2018.3）土壤侵蚀模数

时段 防治分区 土壤侵蚀模数（t/km2·a） 侵蚀时间（a）

2017年 11月至

2018年 3月

建筑区 5000 1
道路广场区 3000 0.75
绿化区 3000 0.75

施工生产生活区 2000 1
临时堆土区 5000 0.75

5.2.2实际发生水土流失量监测计算

本项目实际发生水土流失量计算见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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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项目（2017.11~2018.3）发生水土流失量计算表

防治分区 面积（m2）
土壤侵蚀背景

值 t/（km2•a）
时间

施工期（2019.01-2019.12） 背景流失

量（t）

施工期流失

量（t）
合计

扰动面积 侵蚀模数 侵蚀时间

建筑区 17724 300 1 17724 5000 1 5.32 88.62 93.94

道路广场区 5421.75 300 0.75 5421.75 3000 0.75 1.22 12.20 13.42

绿化区 7715.25 300 0.75 7715.25 3000 0.75 1.74 17.36 19.10

施工生产生活区 350 300 1 350 2000 1 0.11 0.70 0.81

临时堆土区 500 300 0.75 500 5000 0.75 0.11 1.88 1.99

合计 30861 30861 8.49 120.75 129.24

5.2.3水土流失量监测分析

由表 5-5可知，本项目在施工完成后，经过对本项目实施了水土保持设施后，自然恢复期的土壤侵蚀模数比容许土壤侵蚀模数明

显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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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工程不设置弃土场，项目建设所需的砂、石料等向当地具有合法开采权的

砂、石料场就近购买，不涉及到项目砂、石料等取料场选址问题。

5.4水土流失危害

水土流失危害调查主要针对项目区的建设对周边的影响，植被及生态环境变

化情况和工程建设对项目区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情况进行巡察、走

访。

本工程已竣工，根据实地调查和建设单位介绍，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

严格工程管理，层层落实项目建设责任制，整个工程建设均有条不紊进行，没有

大的水土流失事件发生。根据调查资料组人员对工程周围群众的民意调查，没有

收到有关工程建设水土流失引起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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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1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本项目水土流失总面积 30861m2，已治理达标的水

土流失面积为 30861m2，其中，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面积 7582.5m2，建筑物及场地

道路硬化面积 23145.75m2。经计算，项目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57%，达到水土

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见表 6-1。

表 6-1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单位：m2

分区
项目建设

区面积 扰动面积

建筑物

及场地

道路硬

化

水土流

失面积

水土流失整治面积 水土流

失总治

理度%
植物

措施

工程

措施

建筑物及

场地道路

硬化
小计

建筑区 17724 17724 17724 - - 17724 17724 -

道路广场区 5421.75 5421.75 5421.75 - - 5421.75 5421.75 -

绿化区 7715.25 7715.25 - 7582.5 7582.5 - - 7582.5 -

临时堆土区 （500） （500） - - - - - - -

施工生产生

活区
（350） （350） - - - - - - -

合计 30861 30861 23145.75 7582.5 7582.5 - 23145.75 30728.25 99.57%

6.2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

每平方公里年平均土壤流失量之比。根据 SL190-2007《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本项目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2•a)，根据土壤流失监测结果，治理后的平均

土壤侵蚀量为 30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67，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

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6.3拦渣率

拦渣率是指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数量占工程弃土（石、渣）

总量的百分比。

拦渣率=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数量/工程弃土（石、渣）总量

×100%=0.3065万/0.31万×100%=98.88%。

因此本项目的拦渣率为 98.88%，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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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6.4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指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的百分比。调查结果显示，本项目建设区可恢复植被总面积约为

7715.25m2，已恢复植被面积 7582.5m2。经计算，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28%，达

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整个项目建设区占地面积 30861m2，

因此林草覆盖度为 25%，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林草植被

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计算表如表 6-2所示。

表 6-2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计算表单位：m2

分区
项目建设

区面积

可恢复植

被面积

已恢复植

被面积

林草植被恢

复率%
林草覆盖

率%
建筑区 17724 - - - -

道路广场区 5421.75 - - - -
绿化区 7715.25 7582.5 7582.5 0.9828 0.25

临时堆土区 （500） - - - -
施工生产生活区 （350） - - - -

合计 30861 7582.5 7582.5 0.9828 0.25

6.5表土保护率

按照土地挂牌要求，国土部门已对该地块进行了土地平整，达到“三通一平”

要求后交付于企业，经与企业调研核实，其表土层已被破坏。因此，工程未进行

表土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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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7.1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通过对各项指标的计算，本项目各项指标如下：水土流失治理度 99.5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67，渣土防护率 98.88%，林草植被恢复率 98.28%，林草覆盖

率 25%。具体达标情况详见表 7-1。

表 7-1水土流失防治各项指标达标表

水土流失

防治目标

表土保护

率（%）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

土壤流失

控制比

拦渣率

（%）

林草植被

恢复率

（%）

林草

覆盖率

（%）

方案确定

防治目标
/ 98 1.1 97 98 25

实际值 / 99.57 1.67 98.88 98.28 25

是否达标 / 是 是 是 是 是

7.2水土保持三色评价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是指监测单位依据扰动土地情况、水土

流失状况、防治成效及水土流失危害等监测结果，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

情况进行评价，在监测季报和总结报告中明确“绿黄红”三色评价结论。三色评价

结论是生产建设单位落实参建单位责任、控制施工过程水土流失的重要依据，也

是各流域管理机构和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监管的重要依据。

三色评价以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为基础，以监测、调查获取的实际

数据为依据，针对不同的调查、监测内容，采取定量评价和定性分析相结合方式

进行量化打分。三色评价采用评分法，满分为 100分；得分 80分及以上的为“绿”

色，60分及以上不足 80分的为"黄"色，不足 60分的为"红"色。我公司根据调查

情况，在监测季报和总结报告等监测成果中提出“绿黄红”三色评价结论。水行政

主管部门要将监测评价结论为“红”色的项目，纳入重点监管对象，后续验收阶段，

务必整改到位并发挥效益后，方可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2017年第四季度，本项目得分 95分，评价结论为“绿”色。

20189年第一季度，本项目得分 95分，评价结论为“绿”色。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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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办水保〔2020〕161号）监测总结报告三色评价得分为全部监测季报得分

的平均值。

本项目平均得分为 95分，评价结论为“绿”色。

7.3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本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通过查阅工程设计资料和现场调查，本项目主体

设计水土保持措施较为完善。各项工程防治措施实施后运行良好，植被盖度达到

25%，人为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总体上发挥了较好的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

境的作用。

从草皮栽植到管护的每个环节都十分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成活率高，

保存率高，补植情况好，满足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从半年的运行情况来看，林

草长势较好，项目周围的环境有所改善，初显防护效果。运行期的管理维护责任

落实，可以保证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并发挥作用。

通过对比分析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均已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

流失防治目标。

7.4存在问题及建议

（1）加强已建水土保持设施的维修管护，确保设施的运行正常。

（2）建设单位继续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加强项目初期隐患排查。对已

存在的质量问题或已破坏的水保设施及时补修更换，全面提高水土保持防治效

益。

7.5综合结论

调查结果表明，项目建设期间，各防治分区内采用的水土保持措施合理可

行，适宜于具体建设情况，工程布局合理，工程质量较好，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

况良好，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均能发挥其功能，有效控制了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

流失，达到了水土保持设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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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图及有关资料

8.1附图

8.1.1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项目区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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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防治责任范围及监测点位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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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施工遥感对比图

施工前遥感卫片(2017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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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后遥感图片（2021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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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有关资料

8.2.1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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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监测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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