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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科研办公楼工程 1 幢项目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261 号，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大院内。 

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13218m2，本次验收建设用地面积的 0.64hm2 进行验收。项目

总建筑面积 38142m2，其中计容积率面积 22699m2，不计容积率面积 15443m2，容积

率 2.00，建筑密度为 23%，机动车泊位数 377 个，非机动车库面积 373m2。 

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的土石方挖方总量为 7.64 万 m3，填方为 0.95 万 m3，借方

为 0.92 万 m3，共产生弃方为 7.61 万 m3，弃方运至广州市开发区禾丰余泥渣土受纳

场。本项目于 2014 年 3 月开工，2019 年 1 月完工，总工期为 59 月。本项目总投资

为 12075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0000 万元，资金来源于建设单位自筹。 

本项目建设单位：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勘察单位：广东有色工程勘察设

计院；设计单位：广州市科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广东省城规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质量监督单位：广州市天河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施工单位：广州市

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清华坊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建设单位委托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广东省现代农业装

备研究所科研办公楼工程 1 幢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完成了《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

研究所科研办公楼工程 1 幢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18 年 12 月 26 日

广州市水务局以（穗水函〔2018〕3425 号）文对本项目进行复函。 

2019 年 3 月，建设单位委托广州永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经过内业分析，我公司编制完成《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科研办公楼工程 1 幢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在现场勘查、资料收集等过程中得到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广东有色工程

勘察设计院、广州市科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广东省城规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广州市

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和广州市清华坊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同志予以积极

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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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科研办公楼工程 1 幢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科研办公楼工程 1 幢项目 

建设规模 
项目总建筑面

积 38142m2 

建设单位、联系人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 

建设地点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261 号，广东省现代

农业装备研究所大院内 
所属流域 珠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12075 万元 

工程总工期 2014 年 3 月开工，2019 年 1 月完工，总

工期为 59 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资料分析、实地量测 

1.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资料分析、实地量测 2.防治责任范

围监测 资料分析、实地量测 

3.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监

测 实地量测 4.防治措施效

果监测 调查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地面观测 水土流失背景

值 
500 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 
范围 

1.33hm2 容许土壤流失

量 
500t/km2•a 

实际水土保持投资 50.92 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

值 
500t/km2•a 

防治措施 
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 390m、基坑顶部截水沟 310m 
植物措施 园林绿化 0.04hm2 
临时措施 /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

值 达到值 实际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

整治率 
97% 99.9% 防治措施面

积 
0.64 
hm2 

永久建

筑及硬

化面积 

0.64 
hm2 

扰动土

地总面

积 

0.64 
hm2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97% 99.5% 防治责任范

围面积 
0.64hm2 水土流失总

面积 
0.64hm2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 1.0 工程措施面

积 
0hm2 容许土壤流

失量 
500t/km2•a 

拦渣率 95% 95% 植物措施面

积 
0.04hm2 监测土壤流

失情况 
500t/km2•a 

林草植被

恢复率 
99% 99.9% 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0.04hm2 林草类植被

面积 
0.04hm2 

林草覆盖

率 
27% 32.7% 实际拦挡弃

渣量 
7.61 万

m3 总弃渣量 7.61 万 m3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经分析，各项指标均达到方案目标值，满足现行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总体结论 水土保持项目的实施，恢复了扰动地貌的植被，有效控制了裸露地表

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渐趋轻微 

主要建议 水土保持项目的实施，恢复了扰动地貌的植被，有效控制了裸露地表

水土流失，水土流失渐趋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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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建设项目概况 

1.1.1 项目基本情况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科研办公楼工程 1 幢项目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261 号，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大院内。 

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13218m2，本次验收建设用地面积的 0.64hm2 进行验收。项目

总建筑面积 38142m2，其中计容积率面积 22699m2，不计容积率面积 15443m2，容积

率 2.00，建筑密度为 23%，机动车泊位数 377 个，非机动车库面积 373m2。 

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的土石方挖方总量为 7.64 万 m3，填方为 0.95 万 m3，借方

为 0.92 万 m3，共产生弃方为 7.61 万 m3，弃方运至广州市开发区禾丰余泥渣土受纳

场。本项目于 2014 年 3 月开工，2019 年 1 月完工，总工期为 59 月。本项目总投资

为 12075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0000 万元，资金来源于建设单位自筹。 

1.1.2 项目区概况 

项目地形地貌类型属冲积平原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21.8℃，极

端最高气温 28.4℃，极端最低气温 13.3℃，多年平均降水量 1702.5mm，多年平均相

对湿度为 79%，多年平均风速 1.9m/s。项目区属南方红壤土类型区，植被类型属亚热

带季风常绿阔叶林。 

项目区周边无自然河流水系，场地为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所区内有完善

的雨水管网及排水沟。 

项目区属于水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丘陵侵蚀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 

1.2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我司采取了一系列管理措施，预防和治理工程施工区水土流

失。主要体现在水土保持管理、“三同时”制度落实、水土保持方案编报、监督检查

意见落实及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处理情况等方面。 

a）水土保持管理情况 

为确保水土保持方案的顺利实施，更好地把水土保持方案落到实处，我司强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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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方案的组织管理，全面推行工程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严格按

照批准的水土保持工程投资和实施进度安排落实资金，严把工程质量和技术关，自觉

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工程建设过程中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及时、有效

地防治。 

为加强对本项目建设的指挥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工程部主要工作职责是宏观管理、负责与地方关系的协调、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的决策，

主持监理、主要工程材料等招标工作，审查工程变更、工程计量支付等；财务部负责

资金筹措及按时付款。报建部派专人负责水土保持工程的具体管理工作。 

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上报了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工程建设过程中，在各分部工

程完工、质量合格或有关质量缺陷已经处理完毕时，监理单位主持，组织设计、施工、

监理和质量监督等参建单位，对工程图纸、过程资料及验收成果等，开展该分部工程

的自查初验工作。在各分部工程完工并自查初验合格、运行管理条件初步具备、少量

尾工已妥善安排后，监理单位主持，组织设计、施工、监理、质量监督和运行管理等

参建单位开展单位工程自查初验工作。 

b）“三同时”制度落实情况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将水土保持工程纳入到主体工程建设内容进行了招

标，与主体工程一起捆绑实施。主体工程设计单位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在主体施工图中一并进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设计，结合当地自然条件确定

植物措施品种配置。 

在工程建设前期，我司成立了专门的管理部门，负责工程监理工作管理，监理单

位为广东省城规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进行主体工程监理，水土保持设施建设监理工作包

括在主体工程监理任务中。 

c）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及变更情况 

2018 年 4 月，建设单位委托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广东省现代农业装

备研究所科研办公楼工程 1 幢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完成了《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

研究所科研办公楼工程 1 幢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18 年 12 月 26 日

广州市水务局以（穗水函〔2018〕3425 号）文对本项目进行复函。 

d）水土保持监测意见的落实情况 

建设过程中，就我司在现场口头强调的问题，要求监理单位组织施工单位逐一落

实，就存在的问题及时处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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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监督检查意见落实及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处理情况 

建设过程中我司加强管理，施工活动对周边造成的影响较小，未造成严重的水土

流失危害事件，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未曾对本工程出具书面整改意见。 

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 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我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批

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和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等规定和要求，严格按照水保方案进度、方法

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工程建设扰动土地面积、弃土弃渣量、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

流失形式、水土流失面积、水土流失强度变化情况，以及对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造成的危害情况等；采用以调查观测为主，辅以实地调查和巡查。 

1.3.2 监测项目部设置 

获得本项目批复后，我司立即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以掌握工程建设的

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情况。监测项目部组成及技术人员配备如表 1-1。 

表 1-1  监测项目部组成及技术人员配备表 

人员组成 职 责 分工 职 责 分工 

彭松 项目负责人 项目实施、项目组织 

方百欢 监测工程师 协助项目实施、技术负责及监测进度安排等 

方百欢 监测人员 水土流失影响因子监测、小区选点与布设、工程

测量，面积测绘及制图 
1.3.3 监测点布设 

项目区水土流失形式有溅蚀、面蚀，但流失强度相对较低，危害较小，是水土流

失问题的主要表现。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和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监测组在项目区布设 1 个监测点，水土保持方案中监测设置情况如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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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水土保持方案中监测设置情况 

监测点名称 监测点位置 影像 类型 

1#监测点 主体工程区的绿

化区域 

 

定位监测

点 

1.3.4 监测设施设备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设备主要投入使用的监测设备有测距仪、皮尺、钢卷尺、数

码照相机等。 

1.3.5 监测技术方法 

本项目水土流失状况监测实际主要采取调查法，实施方案中确定的沉沙池法未实

施，具体方法为： 

①扰动地表面积 

扰动地表面积主要采用查阅设计文件资料、施工资料，实地量测等综合确定。 

②防治责任范围监测方法 

主要采用查阅施工资料、现场调查结合实地量测获得。 

③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方法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数量主要采用现场量测、查阅施工资料获得，植物措施主要采

用采用抽样统计、调查和测量等方法，采用样方法、样地法确定。 

ⅰ、灌木盖度的监测采用线段法。 

ⅱ、草地盖度的监测采用针刺法。 

④水土流失状况监测方法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方法主要包括工程建设过程中和自然恢复期的水土流失面积、

分布、流失量和水土流失程度变化情况，以及对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危害及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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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和方法 

2.1 扰动土地情况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的内容包括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情况等。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结合施工组织设计和平面布局图，实地界定生产建项目防治责任

范围。工程建设过程中，按照监测方法和频次监测各分区的扰动情况，填写记录表。

并与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进行对比，分析变化原因进行分析汇总。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应采用实地量测、资料分析的方法。实地量测为全面量测扰动

土地面积，监测频次为每月 1 次。扰动土地情况如表 2-1。 

表 2-1 扰动土地情况 

项目名称 
占地类型 

扰动土

地面积 
变化

情况 监测方法 监测

频次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地 
水域与水利

设施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合计 

主体工程区 1.06 0.08  1.14 0.64 -0.5 资料分析、

实地量测 每月 1
次 

代征道路区   0.18 0.18 0 -0.18 资料分析、

实地量测 
合计 1.06 0.08 0.18 1.32 0.64 -0.68   

注：“－”表示减少，“+”表示增加，“0”表示无变化。 

2.2 取料（土、石）、弃渣（土、石） 

取料（土、石）弃渣（土、石）监测内容为根据取料（土、石）弃渣（土、石）

的数量、防治落实情况等，分析工程是否存在乱开挖、乱堆弃现象。 

取料（土、石）弃渣（土、石）监测是对取土量、弃土量进行复核，明确取料（土、

石）的来源和弃渣（土、石）的去向。取料（土、石）弃渣（土、石）监测采取实地

量测、资料分析的方法，核实其来源、去向及数量。工程土石方数量平衡如表 2-2。 

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的土石方挖方总量为 7.64 万 m3，填方为 0.95 万 m3，借方

为 0.92 万 m3，共产生弃方为 7.61 万 m3，弃方运至广州市开发区禾丰余泥渣土受纳

场。 

2.3 水土保持措施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内容包括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及方案设计的措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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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类型、数量、进度进行监测，评价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及防治效果等。对项目建设区进行土壤流失量监测。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图等，建立水土保持措施名录。主要包

括各类措施的数量、位置和实施进度等。工程建设过程中，按监测方法和频次，填写

记录表。分析汇总水土保持措施监测结果，提出监测意见，编写监测季度和总结报告。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采用实地量测和资料分析的方法。工程措施及防治效果监测频

次为每月监测记录 1 次，植物措施生长情况监测频次为每季度监测记录 1 次，临时措

施监测频次为每月监测记录 1 次。 

2.4 水土流失情况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主要包括土壤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取料（土、石）弃渣（土、

石）潜在土壤流失量和水土流失危害等内容。工程建设前，根据水土保持方案，监测

防治责任范围内土壤流失面积。工程建设过程中，根据监测分区、监测点和设施布设

情况，按照监测频次，监测水土流失情况，采集影像资料，填写记录表。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采用地面观测、实地量测和资料分析的方法。土壤流失面积、

土壤流失量和取料（土、石）弃渣（土、石）土壤流失量。土壤流失面积监测频次为

每季度 1 次，土壤流失量和取料（土、石）弃渣（土、石）潜在土壤流失量为每月 1

次，遇暴雨、大风等应加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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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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1.33hm2，其中项

目建设区为 1.32hm2，直接影响区为 0.01hm2。 

根据工程征占地红线及施工期临时用地情况等统计，工程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0.64hm2。 

本项目方案批复的与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对比详见表 3-1。 

表 3-1 实际发生与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照表 

防治分

区 

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

围 
实际发生防治责任范

围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增减情况 
项目 
建设

区 

直接 
影响

区 

防治范

围 

项目 
建设

区 

直接 
影响

区 

防治范

围 

项目 
建设

区 

直接 
影响

区 

防治范

围 

主体工

程区 
1.14 0.01 1.15 0.64 0 0.64 -0.50 -0.01 -0.51 

代征道

路区 
0.18 / 0.18 0 0 0 -0.18 0.00 -0.18 

合计 1.32 0.01 1.33 0.64 0 0.64 -0.68 -0.01 -0.69 

注：“－”表示减少，“+”表示增加，“0”表示无变化。 
从表 3-1 可以看出，本次验收实际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与方案批复的面积减少了

0.69hm2，主要因为本项目已完成南侧主体建设，本次验收只对南侧的部分主体工程

区进行验收，因此减少了北侧主体工程的 0.5hm2 和代征道路区 0.18hm2；施工期间严

格控制在红线范围内因此减少直接影响区 0.01hm2。 

3.1.2 背景值监测 

项目建设区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属南方红壤丘陵区。根据《土壤侵蚀分类

分级标准》（SL190-2007）的划分，项目区土壤侵蚀以微度水力侵蚀为主，容许土壤

流失量为 500t/(km2.a)。 

3.1.3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工程建设实际扰动地表面积为 0.64hm2，鉴于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介入时间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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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工，但均在主体设计范围以内，未超出用地范围之外。 

3.2 取料监测结果 

3.2.1 设计取料情况 

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借方来源于外购，未设置专门的取土场。 

3.2.2 取料场位置、占地面积及取料量监测结果 

施工过程中，未设置专门的取土场。 

3.2.3 取料对比分析 

根据相关资料分析，项目区实际与水保方案保持一致，无变化主要的原因是方案

为补报，补报期间已经完成土方工程。 

3.3 弃渣监测结果 

3.3.1 设计弃渣情况 

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弃方 7.61 万 m3，弃方运至广州市开发区禾丰

余泥渣土受纳场。 

3.3.2 弃渣场位置、占地面积及取料量监测结果 

施工过程中，弃方 7.61 万 m3，弃方运至广州市开发区禾丰余泥渣土受纳场，因

此工程不用另外设置弃渣场。 

3.3.3 弃渣对比分析 

根据相关资料分析，项目区实际弃方与水保方案弃方保持一致，无变化主要的原

因是方案为补报，补报期间已经完成土方工程。 

3.4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本工程建设期挖方总量为 7.64 万 m3，填方总量为 0.95 万 m3，借方总量为 0.92

万 m3，借方全部外购解决；弃方 7.61 万 m3，弃方运至广州市开发区禾丰余泥渣土受

纳场，土方利用合理。 

3.5 其他重点部位监测结果 

本工程没有弃渣场和大型开挖填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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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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已报批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及施工期的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结合主体施

工的监理资料、设计资料等，得出本项目的工程措施主要有雨水管网和土地整地。各

分区工程措施详见表 4-1。 

表 4-1  工程措施水土保持监测成果表 

项目分区 措施 实施情况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情况 

主体工程区 
雨水管网 2018-2018 m 390 390 0 
基坑顶部

截水沟 
2014-2017 m 310 310 0 

注：“－”表示减少，“+”表示增加，“0”表示无变化。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工程措施设计的雨水管网与方案设计保持一致。 

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本项目植物措施主要为主体工程区的南侧园林绿化。绿化工程实施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 月，截止 2019 年 3 月，由于管理良好，目前各区植被生产良好，

成活率较高，水土保持效果良好。各分区植物措施详见表 4-2。 

表 4-2  植物措施水土保持监测成果表 

项目分区 措施 实施情况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情况 

主体工程区 园林绿化 2018-2019 hm2 0.43 0.04 -0.39 

注：“－”表示减少，“+”表示增加，“0”表示无变化。 
由上表可知，主体工程区实际完成的植物措施与方案设计景观绿化工程量减少了

0.39hm2 主要因为本项目已完成南侧主体建设，而北侧主要为绿化和广场的建设，本

次验收只对南侧的部分主体工程区进行验收，该区域水土保持效果良好。 

4.3 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本项目施工时段为 2014 年 3 月到 2019 年 1 月，施工时段较长，且大部分为雨季。

各分区临时措施详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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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临时措施水土保持监测成果表 

项目分区 措施 实施情况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情况 

主体工程区 

临时排水沟 / m 0 280 -280 

沉沙池 / 座 0 1 -1 

彩条布苫盖 / hm2 0 0.16 -0.16 

注：“－”表示减少，“+”表示增加，“0”表示无变化。 
由上表可知，主体工程建设区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与方案设计减少了临时排水沟

280m，沉沙池 1座和彩条布苫盖 0.16hm2，减少主要因为北侧绿地广场尚未拆除建设。 

4.4 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表 4-4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汇总表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实施了较完善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水土保持

六项防治指标分别为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9%，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9%，拦渣率

为 95.0%，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9%，林草覆盖率为 32.7%，各

项指标均达到方案设计目标值。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水土保持措施，有效的防治了工程

施工中产生的水土流失，同时减小了工程施工对周边的影响，本项目施工期未发生重

大水土流失现象，未发生水土流失灾害性事件。目前，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良好。 

序

号 项目分区 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单

位 
方案设

计 
实际

完成 保存情况 

1 主体工程区 

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 m 390 390 0 

基坑顶部截水

沟 
m 310 310 0 

植物措施 园林绿化 hm2 0.43 0.04 390.0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m 0 280 -280 

沉沙池 座 0 1 -1 

彩条布苫盖 hm2 0 0.16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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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项目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水土流失范围为项目建设扰动区域，包括建构筑物

区、道路广场区和景观绿化区的扰动，扰动总面积为 0.64hm2。 

表 5-1 水土流失范围表 

监测分区 
监测情况 

水土流失面积（hm2） 

主体工程区 0.64 

代征道路区 0 

合计 0.64 

5.2 水土流失量 

本工程属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时段有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而主要发生在施工

建设期。在施工期，项目区建设施工使得原地貌遭受扰动破坏，改变局部地形地貌，

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在施工期，本项目施工期各项新建工程由于工程施工存在土石方回填，破坏植被，

降低项目内土壤蓄水保水能力。项目的开挖、回填等施工对地表的扰动大，在施工阶

段如果不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可产生极强烈水力侵蚀，使得水土资源遭到严重损失，

并有可能对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水土流失危害极大。 

根据水土流失特点，可以将施工期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划分为原地貌（未施工地段）、

扰动地表（各施工地段）和实施防治措施的地表（水泥构筑物及防治措施等无危害扰

动）三大类侵蚀单元。在施工初期，原地貌所占比例较高，随着工程进展，扰动地表

的面积逐渐增大，原地貌所占比例逐渐减少；最终原地貌完全被扰动地表和防治措施

地表取代，随后防治措施逐渐实施，实施防治措施的地表比例大增。 

施工期某时段（一般以年计）的土壤流失量即等于该时段各基本侵蚀单元的面积

与对应侵蚀强度乘积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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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土壤流失量表 

监测分区 
监测情况 

水土流失面积（hm2） 时段（a） 土壤流失量（t） 
自然恢复期 主体工程区 0.04 0.25 1 

合计   1 
本次水土流失监测期间造成水土流失总量 1t。施工期为水土流失发生的主要时期，

水土流失的重点区域为主体工程区。 

5.3 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的土石方挖方总量为 7.64 万 m3，填方为 0.95 万 m3，借方

为 0.92 万 m3，共产生弃方为 7.61 万 m3，弃方运至广州市开发区禾丰余泥渣土受纳

场。未设取土场和弃土场，不涉及取土、弃土潜在土壤流失量。 

5.4 水土流失危害 

截至 2019 年 3 月，未发现因工程建设造成的严重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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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本项目建设扰动地表面积共 0.64hm2。按照规划，所有的扰动面积都将得到利用、

硬化、绿化处理，其中永久性建筑物及硬化面积 0.60hm2，水土保持措施面积为 0.04hm2，

因此扰动土地整治率可达 99.9%。分析见表 6-1。 

表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

（hm2） 

水土保持治理面积（hm2） 
扰动土地

整治率（%） 工程措

施 植物措施 硬化及其他 小计 

主体工程区 0.64 / 0.04 0.60 0.64 100 

合计 0.64 / 0.04 0.60 0.64 99.9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除永久建筑物及硬化面积外，造成水土流失面积达 0.04hm2，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为 0.04hm2，因此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可达 99.5%。水土流失总治理

度计算见表 6-3。 

表 6-3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防治分区 
造成水土流

失面积

（hm2） 

水土保持治理达标面积（hm2）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小计 

主体工程区 0.04 / 0.04 0.04 100 

合计 0.04 / 0.04 0.04 99.5 

6.3 拦渣率 

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的土石方挖方总量为 7.64 万 m3，填方为 0.95 万 m3，借方

为 0.92 万 m3，共产生弃方为 7.61 万 m3，弃方运至广州市开发区禾丰余泥渣土受纳

场。工程拦渣率达到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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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通过对水土保持情况的监测，采取水土保

持防治措施后，各防治分区年平均土壤流失量达到区域容许值 500t/km2·a，土壤流失

控制比达 1.0。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本项目的恢复

林草植被面积 0.04hm2，林草植被面积为 0.04hm2，因此林草植被恢复率达 99.9%。 

6.6 林草覆盖率 

由于本次验收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科研办公楼工程 1 幢项目南侧的一部

分，规划有统一的园林绿化设计，区内大部分作路面及地面硬化，地面硬化也有利于

水土保持，后期规划的话可达到绿化率指标，其实际林草覆盖绿达 32.7%。 

综上所述，截止 2019 年 3 月，各项指标均达到方案设计目标值，详细情况见表

6-4。 

表 6-5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对比分析表 

序号 指标 目标值（％） 达标值（％） 达标情况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7 99.9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99.5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4 拦渣率 95 95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99.9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27 32.7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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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项目区扰动地表面积为 0.64hm2，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0.64hm2。 

根据土壤流失监测结果分析，监测时段内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土建施工过程中，

随着土建工程的结束，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水土流失逐渐降低。到 2019 年 3

月，项目区土壤侵蚀强度已经控制在项目区水土流失容许值范围之内，随着人为扰动

的停止，植被盖度的提高，土壤侵蚀模数约 500t/(km2•a)。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我司对水土保持工作较重视，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跟进水土保持措施，在

2014 年 3 月至 2019 年 1 月期间，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为雨水管网、基坑顶部截水沟、

园林绿化。 

水土保持方案措施工程量基本完成，防治措施到位，设施质量合格，植被生长状

况良好，植被成活率及覆盖率较高，取得了很好的水土保持效果。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工程建设期内，项目区内没有发现重大水土流失事故，目前项目扰动范围内需要

完善的工作主要有： 

项目区已施工完成，区内硬化工程以及绿化工程完善，但由于植物的生长特性，

在运行管护过程中，应加强巡查力度，发现枯死、病死植株应立即采取措施，防病治

虫、补植补种、更新草种。 

7.4 综合结论 

工程于 2014 年 3 月开工，2019 年 1 月竣工。我司基本落实了《广东省现代农业

装备研究所科研办公楼工程 1 幢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报批稿）》中设计的水土保

持措施，总体结论如下： 

（1）建设期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0.64hm2，实际扰动土地面积为 0.64hm2。经统计，

工程建设主要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量包括项目建设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有：雨水管

网 390m、基坑顶部截水沟 310m 和园林绿化 0.04hm2。工程水土流失总量为 1t。 



7 结论 

广州永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8 

（2）通过对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成果分析，工程实现了控制和减少水土流失、

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水土保持六项防治指标分别为：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9%，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5%，拦渣率为 95%，运行期工程区平均的土壤侵蚀

模数为 50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9%，林草覆盖

率为 32.7%，各项指标均达到方案设计目标值。 

我司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措施体系完善，布

局合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效益发挥良好，六项水土保持防治目标均达到方案设定的

标准。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良好，能够正常发挥其水土保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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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图及有关资料 

8.1 附图 

附图一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二 监测分区和监测点布置图及防治责任范围。 

8.1 相关资料 

附件 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附件 2 弃土外运证明； 

附件 3 监测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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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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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弃土外运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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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测影像资料 

  
主体建筑物现状照片 建筑物现状照片 

  

道路广场现状照片 园林绿化现状照片 

  
道路广场现状照片 南侧园林绿化照片 

  
北侧现在照片 北侧现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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