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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州晟启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是致力于除湿热泵和低温污泥干化设备的研发、制造

以及营销服务的科技型企业，同时是广东省高新科技企业，国家重点支持节能环保产

业。公司现以在广州市白云区租赁办公房为主，且租赁场地有限、价格昂贵，其发展

经营受厂房限制的问题已迫在眉睫。公司拟在白云区太和镇新建研发车间、配套用房，

以解决公司厂房不足、发展受限的问题。 

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民营科技园核心区

AB1201053-3 地块，属于新建建设类项目。项目总建设用地面积 6696m
2，其中城市

道路用地面积为 910m
2，城市绿地用地面积为 609m

2，可建设用地面积为 5177m
2。项

目总建筑面积 28675.56m
2，其中计算容积率面积 20517.31m

2，容积率 3.98，建筑密

度 47.41%，绿化率 6.38%，主要建筑单体为研发车间、配套用房、门卫、地下室等。

主要建设建筑物及其地下室以及净用地范围的道路、绿化等工程。工程总投资约

11000.0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约 8900 万元。工程于 2020 年 12 月开工建设，至 2022

年 9 月完工，工期共 22 个月。 

本工程的建设单位为广州晟启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主体设计单位为广东省轻纺建

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如春生态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广东正大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正大建设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为生态

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2020 年 2 月 26 日 ， 取 得 白 云 区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项 目 备 案 证

（2020-440111-35-03-006689）。2020 年 3 月 20 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

第 440111202000044 号）（穗规划资源地证〔2020〕96 号）。2020 年 10 月 20 日，取

得 广 东 省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图 设 计 文 件 审 查 合 格 书  （ 工 程 编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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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40111-35-03-006689-00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

《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2020 年 8 月，广州晟启能源设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委托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

“我所”）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及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工作。2020 年 10 月，

我单位编制单位编制完成了《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报批稿）；2020 年 11 月 5 日，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局出具《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

产基地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云水水保许准〔2020〕20 号）。 

本工程为《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2016 年发布）“鼓励生产建设单位自行或者

委托相应机构对水土流失进行监测”的项目，工程开工后，建设单位未自行或者委托

相应机构对水土流失进行监测。 

本工程没有进行水土保持专项监理，由主体监理单位将水土保持工程纳入到主体

工程中统一监理，监理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进场时间）~2022 年 10 月。监理单位

在施工现场组建了项目部，根据监理规划、监理细则的要求，在总监理工程师的主持

下制定一系列监理制度，从工程质量控制、施工进度控制、投资控制、安全文明施工

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与内业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监控，从而保证了水土保持工程

的施工质量及施工进度，各分部、分项工程全部合格。 

根据《广东省水利厅关于我厅审批及管理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

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 年 12 月），应建设单位要求，我所于 2022 年 9 月~10 月开展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组建了项目组，并对内业资料进行了查阅、

整理，外业进行了实地查勘和调查。 

项目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本工程的建设情况和水土保持工作情况的介绍，并查

阅了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和验收等相关资料。根据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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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总结以及施工总结等资料，现场查看了项目区的水土流失现状、水土保持现状及

防治效果，查看了工程质量评定，并开展了公众调查，编制完成了《广州市环保专用

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本工程水土保持质量管理体系健全，设计、施工和监理的责任明确，确保了水土

保持设施的施工质量。经统计，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有：雨水管 330m、表土剥

离 826m
2、覆土 165m

3，绿化 330.36m
2，基坑截水沟 300m，沉淀池 1 个，基坑排水

沟 260m，集水井 6 个，临时排水沟 80m，沉沙池 1 座，防尘网 3000m
2。 

本工程建成后，实际完成水土保持设施总投资 36.37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8.33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6.61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11.95 万元，独立费用 11.95 万元。 

工程建成后，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分别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100%，土壤流失控

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9%，表土保护率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林草覆盖率

6.38%，本工程各项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方案设计的标准，工程基本达到了批复的水土

保持方案要求，满足验收条件。 

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提供了良好的技术配合，在

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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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本工程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民营科技园核心区 AB1201053-3 地块。项目地

理位置图见图 1-1。 

  

图 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1.1.2 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总建设用地面积 6696m
2，其中城市道路用地面积为 910m

2，城市绿地用地

面积为 609m
2，可建设用地面积为 5177m

2。项目总建筑面积 28675.56m
2，其中计算

容积率面积 20517.31m
2，容积率 3.98，建筑密度 47.41%，绿化率 6.38%，主要建筑

单体为研发车间、配套用房、门卫、地下室等。主要建设建筑物及其地下室以及净用

地范围的道路、绿化等工程。 

1.1.3 项目投资 

本工程总投资约 11000.0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约 8900 万元。 

本工程建设资金由广州晟启能源设备有限公司自筹解决。 

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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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1）主体工程区 

即为可建设用地范围，占地面积为 5177m
2，主要建设的建筑单体有 1 栋 11 层研

发车间（含 4 层高裙楼）、1 栋 7 层配套用房、1 栋单层门卫、地下 2 层地下室以及净

用地范围的道路、绿化等工程。总建筑面积 28675.56m
2，绿化率 6.38%。 

（2）代征不代建区 

即为城市道路用地（面积 910m
2）和城市绿地用地（面积 609m

2）范围，总占地

面积为 1519m
2，均分布在主体工程区的北侧，由建设单位征地后、民科园管委会负

责建设，不属于本次验收范围。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参建单位 

参建单位见表 1-1。 

表 1-1     工程主要参建单位一览表 

参建单位 单位名称 

建设单位 广州晟启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水保方案编制单位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设计单位 广东省轻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绿化设计单位 广东如春生态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广东正大建设有限公司 

土方运输公司 广东锦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绿化施工单位 广州千禾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质监单位 广州市白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2）工程布置 

主体工程在施工期间，受场地限制，根据民科园控规图及其要求，在创新路路边

搭设工棚、板房作为项目部，面积约 1500m
2，未新增扰动土地。与东侧在建企业共

用创新路施工出入口，并充分利用企业间征地范围内的规划永久道路占地，作为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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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便道用地。施工结束后，改建为永久道路，没有新增施工便道。 

（3）工期 

本工程于 2020 年 12 月开工建设，至 2022 年 9 月完工，工期共 22 个月。 

1.1.6 土石方情况 

本工程挖方总量约 3.77 万 m
3（含表土 165m

3），填方总量约 0.34 万 m
3，借方总

量约 0.32 万 m
3，弃方总量约 3.75 万 m

3，弃方由施工单位委托土方运输公司运往广

州市白云区和泰新型墙体材料厂新型墙体原料工程处理，见附件 7-9。 

1.1.7 征占地情况 

本工程总征占地面积 0.67hm
2，其中主体工程区占地 0.52hm

2，代征不代建区占

地 0.15hm
2。工程征占地情况见表 1-2。 

表 1-2  工程征占地情况表 

序号 工程区 面积（hm
2） 占地性质 备注 

1 主体工程区 0.52 永久占地  

2 代征不代建区 0.15 永久占地 

由民科园管委会

建设，不属于本

次验收范围 

合计 0.67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工程未涉及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白云区地势北部与东北部高，西部和南部低。东北部是丘陵地区，有白云山风景

区和森林覆盖面积高于 95%的帽峰山森林公园；西南部为广花平原，田园沃野一望无

边；西部是珠江水系，河网交织，流溪河和巴江河流经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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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位于白云区太和镇，属于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貌，地形平坦开阔。工程

东侧距创新路约为 87m，北侧为创优路。 

（2）工程地质 

根据周边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本工程建设场地岩土层按自上而下划分为第四

系人工填土层(Q4
ml

)、冲积层(Q4
al
)，下伏基岩为第三系基岩（E）组成。 

场地未揭露到断裂构造形迹和岩溶、滑坡、塌陷、危岩和崩塌、泥石流、采空区、

地面沉降等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也未揭露到有毒物质及有害气体，地基稳定性

较好。本场地特殊性岩土主要为人工填土层、淤泥质粉质粘土和风化岩。 

按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6)附录 A.0.17 条，建筑场地抗震

设防烈度为 7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1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地震特征

周期值为 0.35S，场地属于建筑抗震不利地段。 

（3）气象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濒临南海，属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以温暖多雨、光热

充足、夏季长、霜期短为特征。多年平均降雨量 1761.4mm，降雨量年内分布不均匀，

雨量主要集中在 4~9 月，约占年雨量的 80%以上，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是少雨季节，

降雨量占年雨量的 20%左右。降水量最少的 3 月份只有 28.6mm，降水量最多的 5 月

份多达 752.2mm，年降水日数 149.8 天。多年平均气温 22.5℃，月平均最高气温 28.9℃

（6 月），月平均最低气温 14.1℃（1 月），极端最低气温为 2.6℃（1963 年 1 月 16 日，

从化），极端最高气温 39.3℃（2005 年 7 月 18 日，花都区）。平均年日照时数 1588.2h，

平均相对湿度 77%。全年风向以北~北东为主，冬季盛行东北风或北风，夏季盛行东

南风，年平均风速 1.9~2.0m/s，最大 14m/s。7~9 月常受台风干扰，年均 2~4 次，风

力 6~9 级，最大风力 12 级，最大风速 37m/s。 

（4）项目区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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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区境内的河流属珠江水系。因受地势影响，河流多从东北流向西南，从东流

向西或从北流向南，分别流入珠江、白坭河、流溪河，也有少数经天河区流入东江。

主要河流有流溪河、白坭河、珠江（西航道）等。 

流溪河发源于从化桂峰山，因由众多溪流涧水汇集成而得名。干流长 157km，集

水面积 2300km
2。从白云区东北部太和镇镇湖村入境，流经黎家塘、长沙、太和镇、

龙岗、竹料镇寮采、米岗、龙塘、虎塘、人和镇高增、鸦湖、秀水、蚌湖镇南方、清

河、新市镇石马、石井镇唐阁、龙湖、滘心、南岗等村，至鸦岗村附近三江口与白坭

河汇合流入珠江西航道。白云区境内干流长 50km，集水面积 529km
2，主要支流有鹿

颈坑、凤尾坑、良田坑、兔岗坑、沙坑、磨刀坑等。 

白坭河，又称巴江河，发源于花都市天堂顶，于洲咀口汇合新街河流入白云区。

经神山、江高两镇至石井镇鸦岗附近三江口汇合流溪河，流入珠江西航道。干流全长

53km（区境河段长约 10km），集水面积 788km
2。主要支流有芦苞涌、西南涌（在三

水市境内）、国泰河（在花都市境内），上游与北江相通。白坭河是北江洪水下泄的主

要通道，每年汛期，对神山、江高、石井、新市等镇有很大威胁。 

广州市内的珠江干流，西起石井镇鸦岗，向南流经石门、槎头、螺涌，汇入增河

（古称坭城河）至白鹅潭，称西航道。之后分两支，一支向东经沙面、西濠口、大沙

头、黄埔港，汇合后航道至新港入狮子洋，称前航道。一支向南流，经白蚬壳、石溪

转向东经沥、新洲至黄埔港，称后航道。广州市境内珠江干流长 52km（以前航道计）

（白云区境内河段长 16km），境内集水面积 129.704km
2。珠江在区内的主要支流有

石井河、新市涌。 

项目区及周边没有水系，项目区东侧、北侧为市政道路，相配套的市政管网已建

成。 

（5）土壤及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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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区地带性土壤为赤红壤，白云区的土壤分属水稻土、菜园土、赤红壤 3

个土类，项目区土壤类型为赤红壤。 

项目所在区地带性植被为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天然植被因开垦建设已基本消

失，现状植被大都是次生林、人工林及人工栽培的花木、果树，代表树种有尖叶杜英、

（红、白）荷木、马占相思、重阳木、枫树的、细叶榕、芒果、海南蒲桃、黄槐、凤

凰木、木棉等。本工程的绿化主要为草皮。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

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 号）、《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划

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广东省水利厅，2015 年 10 月 13

日），项目所在区不属于国家级、广东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项目区

也不涉及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 

根据《广东省第四次水土流失遥感普查成果报告》（广东省水利厅、珠江水利委

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2013 年 8 月），广州市水土流失总面积 456.84km
2，其中

自然侵蚀面积 311.73km
2，占侵蚀总面积的 68.24%；人为侵蚀面积 145.11km

2，占侵

蚀总面积的 31.76%。自然侵蚀中，以轻度侵蚀为主，面积为 286.43km
2，占自然侵蚀

总面积的 91.88%；人为侵蚀中，生产建设用地侵蚀面积较大，为 103.68km
2，其次为

坡耕地，面积为 39.41km
2，火烧迹地面积最小，为 2.02km

2。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在全国土壤侵蚀类型区划中，广

州市属于以水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丘陵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
2
·a)。本工

程地处珠江三角洲，地势平坦，周边主要为道路、企业等，处于允许侵蚀范围之内，

其土壤侵蚀模数小于 500t/km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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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20 年 2 月 26 日 ， 取 得 白 云 区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项 目 备 案 证

（2020-440111-35-03-006689），见附件 2。 

2020 年 3 月 20 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0111202000044 号）（穗

规划资源地证〔2020〕96 号），见附件 3。 

2020 年 6 月，广东省轻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广州晟启能源设备

有限公司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修建性详细规划(规划设计说明)》；2020 年 8

月，通过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的建设工程规划的技术审查，见附件 4。 

2020 年 9 月，广东省轻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广州晟启能源设备

有限公司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施工图设计》；2020 年 10 月 20 日，取得广东

省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工程编号：2018-440111-35-03-006689-001），

见附件 5。 

2.2 水土保持方案 

为了预防和治理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改

善生态环境，建设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管理办法》、广州市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2020 年 8 月，广州晟启能源设备有

限公司委托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承担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2020

年 9 月，方案编制单位编制完成了《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送审稿）；2020 年 10 月，广州柳临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组织专家对该报告书

进行了技术审查，并形成了专家评审意见；2020 年 10 月，方案编制单位编制完成了

《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20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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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局出具《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

许可决定书》（云水水保许准〔2020〕20 号），见附件 6。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截止目前，工程全部建完，不涉及到水土保持方面的变更。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2020 年 9 月，广东省轻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广州晟启能源设备

有限公司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施工图设计》，将雨水管纳入该设计中；广东

如春生态集团有限公司将园林绿化纳入《广州晟启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环保专用设备研

发及生产基地海绵城市设计专篇》设计。



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3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SCIES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12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云水水保许准〔2020〕20 号及《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报批稿），批复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0.76hm
2。工程永久占地

0.67hm
2，临时占地 0.09hm

2。 

3.1.2 建设期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本工程施工、监理资料，结合现场查勘及访谈情况，本工程建设期实际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0.52hm
2，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相比，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减少了 0.24hm
2。方案报告和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其变化详见表 3-1。 

表 3-1  方案报告和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
2 

防治分区 报告范围 实际范围 变化（+/-） 变化原因 

主体工程区 0.52  0.52  0  

代征不代建区 0.15  0 -0.15 
由民科园管委会建设，

不属于本次验收范围 

施工便道区 0.09 0 -0.09 

利用企业间征地范围内

的规划永久道路占地作

为共用施工便道用地，

未新增施工便道 

合计 0.76 0.52 -0.24  

注：增减量=实际量-方案量，“+”表示面积增加，“-” 表示面积减少。 

3.1.3 水土流失防治范围变化分析 

工程实际建设中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比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减

少了 0.24hm
2，主要因为：一是代征不代建区由民科园管委会建设，不属于本次验收

范围；二是本工程与东侧在建企业共用创新路施工出入口，并充分利用企业间征地范



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3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SCIES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13 

围内的规划永久道路占地作为共用施工便道用地，没有按方案报告中新增施工便道。 

3.1.4 验收后防治责任范围 

工程建成后，建设单位管理范围为主体工程区，因此，运行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总面积为 0.52hm
2。 

3.2 弃渣场及取土场设置 

本工程借方总量约 0.32 万 m
3，全部为外购；弃方总量约 3.75 万 m

3，弃方由施

工单位委托土方运输公司运往广州市白云区和泰新型墙体材料厂新型墙体原料工程

处理，见附件 7-9。 

3.3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3.1 方案确定的防治分区及其措施总体布局 

1、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根据已批复的《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项目划分为主体工程区、代征不代建区和施工便道区共三个水土流失防治区。各防治

区的面积见表 3-2。 

表 3-2  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防治分区 
防治面

积（hm
2） 

扰动及水土流失特点 备注 

主体工程区 0.52  

主要建设厂房（含研发车间及配套用房

等）、门卫等建筑物和周边的道路、绿化

等，建筑物地下室开挖以及施工过程中压

占裸露区域，水土流失较大 

 

代征不代建

区 
0.15  

为代征不代建的场地北侧的城市道路和

绿化，项目施工临时占用该区的城市绿化

用地作为施工便道的一部分，施工机械及

施工材料碾压原地表，水土流失较大 

实际未占用，并

由民科园管委会

建设，不属于本

次验收范围 

施工便道区 0.09 
连接创新路与项目区的便道，施工机械及

施工材料碾压原地表，水土流失较大 

实际未发生，本

次不计列 

合计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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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方案确定的各分区防治的主要措施布局如下： 

（1）主体工程区 

施工期间，主体设计在地下室基坑周边布置了截水沟、沉淀池、排水沟及集水井，

用于疏导、汇集、排出基坑内外的高含沙水流；施工后期，主体设计考虑了永久的雨

水排水管网和绿化措施。本方案结合施工期已有基坑排水、沉沙措施，补充工程区表

土剥离及回覆、地上建筑物施工时的临时排水沟、沉沙池及大风暴雨天气彩条布苫盖

等措施。 

（2）代征不代建区 

代征不代建区包括场地北侧的城市道路和绿化，项目施工临时占用该区的城市绿

化用地作为施工便道的一部分，本方案结合工程进度，对该部分用地布置临时排水沟

和沉沙池措施，以及施工结束拆除道路，对该部分用地进行土地整治的措施。 

（3）施工便道区 

结合工程布置，对施工便道采取临时排水及沉沙措施。施工结束拆除道路，对该

部分用地进行土地整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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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 

3、方案计列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方案中主体设计及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统计见表 3-3。 

表 3-3  方案中计列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措施

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分区 

合计 备注 主体工

程区 

代征不代

建区 

施工便

道区 

工程

措施 

雨水管 m 330   330 主体已有 

表土剥离 m
2
 826   826 

方案新增 覆土 m
3
 165   165 

土地整治 hm
2
 

 
0.06 0.09 0.15 

植物 绿化 m
2
 330.36 609  939.36 主体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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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临时

措施 

基坑截水沟 m 300   300 

主体已有 
沉淀池 个 1   1 

基坑排水沟 m 260   260 

集水井 个 6   6 

排水沟 m 300 60 87 447 

方案新增 沉沙池 座 3  1 4 

彩条布苫盖 hm
2
 0.26 

  
0.26 

3.3.2 实际防治分区及其措施总体布局 

1、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本工程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为主体工程区，全部为永久占地。防治分区的面

积见表 3-4。 

表 3-4  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序号 防治分区 
防治面积 

（hm
2） 

备注 

1 主体工程区 0.52 

主要建设厂房（含研发车间及配套用

房等）、门卫等建筑物和周边的道路、

绿化等。 

 合计 0.52  

2、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在防治措施上做到临

时防护与永久防护相结合，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基本形成了较完整的防护体

系（其防治体系见图 3-2），较好的控制了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 

在主体工程的地下室基坑施工期间，在基坑顶部设截水沟、底部设排水沟及集水

井，在施工出入口设洗车池、沉淀池，对裸露面或临时少量堆土采取苫盖措施；地上

建筑物施工期间，充分利用基坑截水沟、洗车池、沉淀池以及地下室蓄水池，将施工

范围内的雨水排出；室外工程施工期间，结合工程实际情况，采取了绿化美化、海绵

城市工程，基本形成了综合的水土流失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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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项目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图 

3、总体布局特点及评价 

经现场调查及了解，本工程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有以下特点： 

（1）严格控制施工范围 

工程施工前通过围墙围蔽，将施工范围控制在工程征地范围，减少了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周边已有的道路及在建企业之间的占地，解决施工便道

临时用地，减少了施工占地面积；弃方运往合法的渣土场消纳，没有设置专门的弃渣

场，减少了施工扰动及占地面积。 

（2）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合理布设防治措施 

根据工程建设内容及建设时序，合理布设防洪排导及泥沙沉淀、绿化等措施。在

建筑物周边设置雨水管，重点部位采取绿化的形式，达到美化环境的目的。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较为合理，措施较为全面，在工程完工的同时，工

程及植物措施也实施完成。根据现场察看，这些措施已正常运行，能够起到较好的水

土流失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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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完成情况 

1、措施实施情况 

根据本工程施工、监理资料，调查了解，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有：

雨水管 330m、表土剥离 826m
2、覆土 165m

3。 

（1）雨水管 

本工程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厂区道路及单体雨水分为两个区域排放，西面片

区雨水直接排入创优市政路雨水管网，东面片区雨水直接排入创优市政路雨水管网。

各建筑屋面雨水采用重力流排水方式，屋面雨水采用内排水方式，经室内管道排至室

外雨水管网，室外地面设置道路雨水口，收集室外雨水，雨水管道采用 HDPE 材料，

管径 DN350，共铺设雨水管道 330m。 

（2）表土剥离及覆土 

工程施工前，对项目区草本茂密的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剥离平均厚度 0.2m，剥

离面积约为 826m
2。并将剥离的表土回填在项目区北侧绿地区，回填量为 165m

3。 

2、工程措施实际完成情况与方案设计对比分析 

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保工程措施类型基本与方案设计的相一致，分析对比见表

3-5。主要差异为：（1）未设置施工便道，相应的代征不代建区和施工便道区的土地

整治措施量减少。 

表 3-5  工程措施实际完成量与设计情况对比分析表 

序

号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

工程量 

实际完成

工程量 
变化 实施时间 

 
主体工程区 

    
 

1 雨水管 m 330 330 / 2022.8-2022.9 

2 表土剥离 m
2
 826 826 / 2020.12-2021.1 

3 覆土 m
3
 165 165 / 2021.1-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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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

工程量 

实际完成

工程量 
变化 实施时间 

 
代征不代建区 

    
 

1 土地整治 hm
2
 0.06 0 -0.06 / 

 
施工便道区 

    
 

1 土地整治 hm
2
 0.09 0 -0.09 / 

3.4.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完成情况 

1、措施实施情况 

根据本工程施工、监理资料，实地勘查，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为

绿化 330.36m
2。详见表 3-6。 

（1）绿化 

厂区内的绿化采取植草皮与透水砖植草的形式，绿化围绕项目四周，绿化面积约

330.36m
2。 

2、植物措施实际完成情况与方案设计对比分析 

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保植物措施类型与方案设计的基本相一致，对比情况见表

3-6。主要差异为：（1）代征不代建区由民科园管委会负责建设，相应的绿化措施量

减少。 

表 3-6  植物措施实际完成量与设计情况对比分析表 

序

号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

量 

实际完成工

程量 
变化 实施时间 

 
主体工程区 

    
 

1 绿化 m
2
 330.36 330.36 / 2022.7-2022.8 

 代征不代建区      

1 绿化 m
2
 609 0 -609 / 

3.4.3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完成情况 

1、措施实施情况 

根据本工程施工、监理资料，调查了解，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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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截水沟 300m，沉淀池 1 个，基坑排水沟 260m，集水井 6 个，临时排水沟 80m，

沉沙池 1 座，防尘网 3000m
2，见表 3-7。 

（1）基坑截排水系统 

本工程在地下室基坑施工期间，在基坑顶部设截水沟、底部设排水沟及集水井，

在施工出入口设洗车池、沉淀池，共设基坑截水沟 300m，沉淀池 1 个，基坑排水沟

260m，集水井 6 个。 

（2）场地排水系统 

本工程在主体结构建设前期，充分利用基坑顶部截水沟，并对截水沟局部损坏部

分进行维护、增设沉沙池，形成场地排水系统，共设（维护）排水沟 80m，设沉沙池

1 座。 

（3）防尘网苫盖 

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对裸露面或临时少量堆土采取苫盖措施，共用防尘网约

3000m
2。 

2、临时措施实际完成情况与方案设计对比分析 

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保临时措施类型基本与方案设计的相一致，对比情况见表

3-7。其主要差异如下： 

（1）本工程根据实际需要，对裸露面或临时少量堆土的防护调整为防尘网，相

应的彩条布苫盖措施减少、防尘网措施增加。 

（2）本工程施工场地较小，地上建筑物施工时利用了基坑已有截水沟，未在代

征不代建区设排水沟。 

（3）本工程未设施工便道区，相应的排水沟及沉沙池措施数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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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临时措施实际完成量与设计情况对比分析表 

序

号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

工程量 

实际完成

工程量 
变化 

实施时间 

  主体工程区          

1 基坑截水沟 m 300 300 / 2020.12-2021.2 

2 沉淀池 个 1 1 / 2020.12-2021.2 

3 基坑排水沟 m 260 260 / 2020.12-2021.2 

4 集水井 个 6 6 / 2020.12-2021.2 

5 防尘网 m
2
 0 3000 +3000 2020.12-2022.8 

6 排水沟 m 300 80 -220 2021.12-2022.1 

7 沉沙池 座 3 1 -2 2021.12-2022.1 

8 彩条布苫盖 hm
2
 0.26 0 -0.26 / 

  
代征不代建

区 
        

 

1 排水沟 m 60 0 -60 / 

  施工便道区          

1 排水沟 m 87 0 -87 / 

2 沉沙池 座 1 0 -1 / 

3.4.4 水土保持措施实际工程量及实施进度 

本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为主体工程区、代征不代建区，施工过程中采取了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基本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自 2020 年 12 月开始建设以来，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作内容相继落实完成：临时措施于 2020 年 12 月-2022 年 8 月完

成，工程措施于 2022 年 9 月前完成，植物措施于 2022 年 7 月~2022 年 8 月完成。 

3.5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5.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投资 

根据云水水保许准〔2020〕20 号和《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报批稿），项目水土保持工程估算总投资 64.92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列

投资 30.24 万元，方案新增投资 34.68 万元。在新增水土保持投资中，工程措施 8.10

万元，植物措施 0 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10.95 万元，临时措施 10.65 万元，独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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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9.68 万元，基本预备费 3.15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 万元。 

3.5.2 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投资 

根据本工程的实际情况核实，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实际完成总投资 36.37 万元，

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8.33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6.61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11.95 万元，

独立费用 11.95 万元。详见表 3-8。 

表 3-8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总投资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合 计（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8.33 

  主体工程区     8.33 

1 雨水管 m 330 8.1 

2 表土剥离 m
2
 826 0.14 

3 覆土 m
3
 165 0.09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6.61 

  主体工程区     6.61 

1 绿化 m
2
 330.36 6.61 

第四部分 临时措施     11.95 

  主体工程区     11.95 

1 基坑截水沟 m 300 3 

2 沉淀池 个 1 0.25 

3 基坑排水沟 m 260 2.6 

4 集水井 个 6 0.6 

5 防尘网 m
2
 3000 4.5 

6 排水沟 m 80 0.8 

7 沉沙池 座 1 0.2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9.48  

1 建设管理费 项 1 0.81  

2 经济技术咨询费 项 1 4.4 

3 工程建设监理费 项 1 0.40  

4 科研勘测设计费 项 1 0.27  

5 水土保持验收咨询费 项 1 3.6 

一至五部分合计     36.37  

基本预备费     0 

水土保持补偿费     0 

合计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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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投资与方案投资对比分析 

本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设施投资 36.37 万元，较方案确定的总投资 64.92 万元

减少了 28.55 万元。 

各项措施变化详见表 3-9，变化的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工程措施投资由估算 8.35 万元减少到 8.33 万元，减少了 0.02 万元，主要

是工程没有设施工便道，相应的措施减少使得投资减少； 

（2）代征不代建区由民科园管委会负责建设，相应的绿化措施减少 12.18 万元； 

（3）工程实际没有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相应的监测措施投资减少 10.95 万元； 

（4）临时措施投资由估算 14 元减少到 11.95 万元，减少了 2.05 万元。主要是代

征不代建区、施工便道区相应的临时措施减少使得投资减少； 

（5）独立费用由估算的 9.68 万元减少到 9.48 万元，减少了 0.20 万元。独立费

用中，建设管理费、监理费、科研勘测设计费均有所调整。 

表 3-9  水土保持投资对照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估算

投资 

实际完成

投资 
变化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8.35 8.33 -0.02 

1 主体工程区 8.33 8.33 0 

2 代征不代建区 0.01 0 -0.01 

3 施工便道区 0.01 0 -0.01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8.79 6.61 -12.18 

1 主体工程区 6.61 6.61 0 

2 代征不代建区 12.18 0 -12.18 

第三部分  监测措施 10.95 0 -10.95 

1 设备及安装 1.95 0 -1.95 

2 建设期观测人工费用 9 0 -9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14 11.95 -2.05 

1 主体工程区 11.97 11.95 -0.02 

2 代征不代建区 0.78 0 -0.78 

3 施工便道区 1.24 0 -1.24 

4 其他临时工程费 0.01 0 -0.01 

一至四部分合计 52.09 26.89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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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估算

投资 

实际完成

投资 
变化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9.68 9.48 -0.20 

1 建设管理费 0.66 0.81 0.15 

2 经济技术咨询费 4.4 4.40 0 

3 工程建设监理费 0.55 0.40 -0.14665 

4 科研勘测设计费 0.47 0.27 -0.2011 

5 水土保持验收咨询费 3.6 3.60 0 

第一至五部分合计 61.77 36.37 -25.40 

基本预备费 3.15 0 -3.15 

水土保持补偿费 
  

0 

总投资 64.92 36.37 -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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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4.1.1 建设单位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广州晟启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始终把工程质量放在首

要位置，将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纳入主体工程的建设管理体系中，实行全过程

的质量控制与监督。在工程准备初期，为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落到实处，加强了工

程招投标、合同管理和工程建设监理等方面的工作。在工程建设管理中，始终坚持“目

标明确、职责分明、控制有力、监督到位、及时总结、不断改进”的原则，分工明确，

专人专职，按照国家基建项目管理要求，认真贯彻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

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的建设管理制，为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和施工条件，使工程质量、安全、进度、投资得到良好的平衡和控制。 

4.1.2 设计单位 

设计单位广东省轻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工程建设法规、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和合同要求进行设计，按规定履行设计文件的审核、会签批准制度，加强设计

过程质量控制；并按批准的供图计划和工程进度要求提供设计文件，做好设计文件的

技术交底工作；对施工过程中提出的设计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参加单位工程验收、阶

段验收和竣工验收，并对施工质量提出评价意见；参与施工质量缺陷、质量事故分析，

并对因设计造成的质量问题，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 

4.1.3 监理单位 

监理工作由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其监理由主体工程监理单位承担监理。 

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签订监理合同后，根据合同规定的监理范围和控制目标，组



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SCIES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26 

建了项目监理部，形成一支包括总监理工程师、总监代表、专监、总监的监理队伍。 

项目部根据监理规划、监理细则的要求，在总监理工程师的主持下制定了“总监、

监理工程师岗位负责制”、“监理工程师职业道德守则”、“质量控制程序”、“进度控

制程序”等相关监理工作制度和图表，并将其上墙公布，用以指导监理人员有序工作，

督促所有成员努力工作，为建设单位尽职尽责。 

监理单位在监理过程中，从工程质量控制、施工进度控制、投资控制、安全文明

施工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与内业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监控。其中，工程质量控制

是本工程履行监理合同的核心内容，也是监理单位项目监理部的主要工作目标。项目

监理部各专业监理工程师在总监理工程师的带领下从影响工程质量的五个因素入手，

运用主动控制与被动控制相结合的方法，对工程的施工质量采取事前、事中与事后控

制，确保工程质量达到承包合同，设计文件及相关验收标准的要求。 

4.1.4 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广东正大建设有限公司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工程施工

规范和设计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并针对本工程特点制定施工质量目标和控制

计划的同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质量管理制度和措施，其中主要有： 

（1）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技术交底”、“工人岗位前技术培训”、“隐蔽工程

验收”、“工序交接验收”、“质量奖罚”和“技术资料整理”等制度。 

（2）在施工过程中，实行作业班组自检、互检、交接检查制度，将工程质量控

制在班组的施工过程中，力求达到施工质量一次成优。 

（3）每项分项工程施工完毕，由施工员、质量员、会同作业班组长进行自检及

评定，自检合格后通知现场专业监理工程师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办理了有关验收手续

后，才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4）在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质量管理上，所有用于本工程的建筑材料都具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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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材质证明和合格证件，并按照规定对整个工程中所采用的全部主要建筑材料进行

报检和见证取样试验，将试验结果报送监理工程师审批:并在材料供应和使用过程中，

做到“四检”“三把关”(既是“验合格、验品种、验数量、验质量”“材料验收入员

把关、技术质量试验人员把关、操作人员把关”)，杜绝了不合格的原材料、成品、

半成品进场及使用，以保证用于本工程上的各种材料均是符合设计要求的合格优质材

料。 

（5）在工程施工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现场严格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2013))、《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 GB/T50328-2014))等

规范和标准要求进行，在地下结构工程施工的全过程中，及时做好质量技术资料，认

真填好施工日志，及时做好各分项工程的检验工作，及时办好隐蔽工程验收工作，并

注意和做好有关的图纸、变更、签证等文件及技术资料的收发登记，对有关的原始资

料和施工记录做到及时收集整理、齐全。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根据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提供的资料，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

均包括在主体各分部或单元工程内，未对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单独划分。根据本项目验

收质量评定资料，涉及水土保持措施的项目划分为 3 个单位工程，2 个分部工程，3

个单元工程，均为验收合格，详见表 4-1。 

表 4-1  水土保持措施项目划分表 

序号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分项）工

程 
数量 质量评定 

1 
环保专用设备研发

及生产基地 
给排水工程 

室外排水管网排

水管道安装 
1 合格 

2 
环保专用设备研发

及生产基地 
给排水工程 

室外排水管网排

水管沟与井池 
1 合格 



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SCIES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28 

序号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分项）工

程 
数量 质量评定 

3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绿化工

程 
园林绿化工程 1 合格 

合计 3 3 3 3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单元工程质量由承建单位组织评定，监理单位复核。在各参建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主体工程涉及到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已完成，分部工程、单元工程质量总体合格，符

合水土保持竣工验收条件。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评定情况见表 4-2，相关验收资料

见附件 10；项目组对工程现场进行了调查，从现场看，排水工程设施完好，没有出

现破损现象。 

表 4-2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评定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分项）

工程 
质量评定 

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 给排水工程 

室外排水管

网排水管道

安装 

合格 

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 给排水工程 

室外排水管

网排水管沟

与井池 

合格 

通过查阅资料、现场调查相结合的办法对项目区绿化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本项

目实际完成的植物措施是绿化，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质量评定情况见表 4-3，相关验收

资料见附件 10。 

项目组对工程现场进行了调查，从现场看，草皮长势较好、覆盖度高，起到了水

土保持作用，部分植物措施现状调查情况见表 4-4。 

表 4-3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质量评定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分项）工程 质量评定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绿化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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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现状 

现场图片 
具体

位置 
调查时间 

外观规

格 
质量情况 

 

南侧

绿化 

2022 年 9

月 

草皮绿

化 

生长良

好，质量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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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图片 
具体

位置 
调查时间 

外观规

格 
质量情况 

 

西侧

绿化 

2022 年 9

月 

草皮绿

化 

生长良

好，质量

合格 

 

北侧

绿化 

2022 年 9

月 

草皮绿

化 

生长良

好，质量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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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图片 
具体

位置 
调查时间 

外观规

格 
质量情况 

 

东侧

绿化 

2022 年 9

月 

草皮、

植草砖

绿化 

生长良

好，质量

合格 

4.3 总体质量评价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指标全部达到设计要求，排水工程质量合格，植物长势

较好，苗木成活率在 99%以上，各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工程总体质量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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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本工程自建成以来，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正常发挥作用，运行良好，水土保持效果

明显。工程排水系统运行正常，排水顺畅，未出现雨水口堵塞淤积、雨水管破裂的现

象。草种长势良好，未出现植被损坏的现象。种植的林草生长情况良好，水土保持设

施已发挥控制水土流失的作用。 

5.2 水土保持效果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实施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等，

对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进行了有效的防治和治理。 

1、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根据工程施工、监理资料及调查核实，工程区水土流失总面积为 0.52hm
2，水土

流失治理面积 0.52hm
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100%，见表 5-1。 

表 5-1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项目 

扰动地表

面积

（hm
2） 

水土流失

面积（hm
2） 

永久建筑物

及硬化面积

（hm
2） 

植物措施

（hm
2） 

工程措施

（hm
2） 

水土流

失总治

理度（%） 

主体工程区 0.52  0.52  0.487  0.033  0 100 

2、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
2
·a），工程完工后整个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

强度为 500t/（km
2
·a），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 

3、渣土防护率 

本项目在施工期采取临时围蔽、排水、沉沙等有效防护措施，避免施工过程中的

渣土散落流失，弃土基本随挖随运，由施工单位委托土方运输公司运往广州市白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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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新型墙体材料厂新型墙体原料工程处理，运输过程中做好覆盖措施，渣土防护措

施满足要求，拦渣率可达到 99%。 

4、表土保护率 

本项目将剥离的表土集中回填，数量较少，且对裸露面积采用防尘网苫盖的措施，

表土保护率可达到 100%。 

5、林草植被恢复率 

本项目区面积为 0.52hm
2，可恢复植被面积为 0.033hm

2，采取植物措施面积

0.033hm
2，因此，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见 5-2。 

6、林草覆盖率 

本项目区面积为 0.52hm
2（5177m

2），植物措施面积为 0.033hm
2（330.36m

2），因

此林草覆盖率为 6.38%。林草覆盖率计算表见表 5-2。 

表 5-2  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项目 
项目区面

积（hm
2） 

植物措施

面积（hm
2） 

可绿化面

积（hm
2） 

林草植被恢

复系数（%） 

林草覆盖率

（%） 

主体工程区 0.52  0.033  0.033  100 6.38 

对本工程水土保持效果六项指标分析结果汇总，详见表 5-3，本工程六项防治指

标均达到了方案设计的标准。 

表 5-4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完成情况汇总表 

指标名称 方案目标值 预期实现值 达标情况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100 100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渣土防护率（%） 99 99 达标 

表土保护率（%） 92 100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100 达标 

林草覆盖率（%） 6.38 6.38 达标 

备注：本次实际验收为主体工程区，以上方案目标值为主体工程区的。根据《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

指标》（国土资发〔2018〕24 号），工业企业内部一般不得安排绿地。但因生产工艺等特殊要求需要



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5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SCIES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34 

安排一定比例绿地的，绿地率不得超过 20%。本次验收林草覆盖率以实际为准。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根据验收要求，结合现场查勘，从工程建设的弃土弃渣管理、植被建设、土地恢

复及对经济和环境影响等方面，向周边居民进行了随机调查。发放了 10 份水土保持

公众调查表进行民意调查。 

在被调查者中，90%的人认为工程建设对当地经济具有积极影响，项目建设有利

于推进当地经济发展；在对当地环境的影响方面，80%的人认为项目对当地环境总体

影响是好的；在弃土弃渣管理方面，满意率为 80%；在林草植被建设方面，80%的人

认为项目区林草植被建设工作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有 90%的人认为项目对所

扰动的土地恢复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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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广州晟启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积极组织实施了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水土保持工程作为主体工程附属分部工程，与主体工程

一起进行设计，纳入主体工程一起实施。在施工过程中，规范水土保持工程施工，落

实弃土弃渣，尽可能地减少水土流失。 

建设单位比较重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防治，从项目建设前委托有资质的单位

编制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在施工中，要求施工单位认真贯彻水土保持法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内容，积极维护当地自然环境。 

6.2 规章制度 

建设单位对工程建设的水土保持工作较重视，由专人负责水土保持工作，及时跟

进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责任明确；同时负责协调水土保持工作与主体工程的关系，

以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的“三同时”制度。 

施工单位广东正大建设有限公司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立内部管理等制度，严格

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施工，及时与监理单位沟通，对隐蔽工程、各分部工程形成质检，

此外，在工程征占地范围内施工，加强文明施工。 

监理单位根据监理规划、监理细则的要求，在总监理工程师的主持下制定一系列

监理制度，为驻场监理人员提供了工作指导。从工程质量控制、施工进度控制、投资

控制、安全文明施工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与内业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监控。强调

工程质量控制，运用主动控制与被动控制相结合的方法，对工程的施工质量采取事前、

事中与事后控制，确保工程质量达到承包合同，设计文件及相关验收标准的要求。 

以上规章制度的建设，为保证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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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建设管理 

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工程作为主体工程的必要措施，始终随着主体工程同步建设。

水土保持工程没有进行单独招标，而是将其建设内容纳入主体工程进行招标。施工合

同工程量主要为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的工程量，临时防护措施纳入环保、安全费用中，

并对施工中应采取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提出明确要求，制定考核办法和奖罚制度。 

为做好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进度、投资、安全控制，将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材

料采购、施工单位招标程序纳入了主体工程管理程序中，实施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

位控制、承包商保证和政府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有关施工单位通过招标、投标承担

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均是具备施工资质、有一定技术、设备的企业，自身的质量保

证体系较为完善。 

建设过程中，严把材料质量关、承包商施工质量关、监理单位监理关，注重成果

检查验收工作，将价款支付同竣工验收结合起来，保障了水土保持工程质量与林草的

成活率和保存率。工程投产之前进行的质量监督验收检查表明，所检关键项目和一般

项目均符合设计文件及施工规范的要求，质量等级综合评定为合格。 

6.4 水土保持监测 

根据《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2016 年发布）第三十一条：“挖填土石方总量五

十万立方米以上或者征占地面积五十公顷以上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当自

行或者委托相应机构对水土流失进行监测。监测情况应当按照规定报所在地水行政主

管部门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机关。前款规定以外的生产建设项目，鼓励生产建设单位

自行或者委托相应机构对水土流失进行监测。对可能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

目，生产建设项目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自行或者委托

相应机构对水土流失进行监测。”本项目为“鼓励生产建设单位自行或者委托相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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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对水土流失进行监测”的项目。 

工程开工后，建设单位未自行或者委托相应机构对水土流失进行监测。 

6.5 水土保持监理 

本工程没有进行水土保持专项监理，而是将水土保持工程纳入到主体工程中，由

主体监理单位进行统一监理。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为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进驻施工现场，监理

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2022 年 10 月。 

监理单位在施工现场组建了项目部，根据监理规划、监理细则的要求，在总监理

工程师的主持下制定一系列监理制度，从工程质量控制、施工进度控制、投资控制、

安全文明施工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与内业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监控，从而保证了

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质量及施工进度，各分部、分项工程全部合格。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规范、文明施工，未对周边造成大的影响，周边村民未曾因发

生水土流失事件进行投诉。 

项目建设期间，建设单位不断建立健全水土保持工作制度，配合属地水行政主管

部工作，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云水水保

许准〔2020〕20 号，本工程无需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主体工程中的水土保持措施已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各项治理措施已完成。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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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后其管理维护工作将由建设单位相关部门负责。 

建设单位应加强对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落实水土保持设施

养护责任，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根据现场调查，从目前看，项目区水土流失

治理取得较好效果，水土保持设施能够持续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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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建设单位在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工程建设过程中能够履行水土保持法

律、法规规定的防治责任，积极落实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本工程基

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任务，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防护措施基本得到落

实，并逐步发挥效益，工程区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治理，水土保持设施能持续有效运行。 

项目建设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有：雨水管 330m、表土剥离 826m
2、覆土 165m

3，

绿化 330.36m
2，基坑截水沟 300m，沉淀池 1 个，基坑排水沟 260m，集水井 6 个，

临时排水沟 80m，沉沙池 1 座，防尘网 3000m
2。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36.37 万元。 

工程建成后，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分别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100%，土壤流失控

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9%，表土保护率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林草覆盖率

6.38%，本工程各项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方案设计的标准，工程基本达到了批复的水土

保持方案要求，满足验收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本工程运行后，将由建设单位相关部门负责日常维护管理工作，具体管理将按照

内部管理制度、办法及流程执行。 

本工程没有遗留问题，为进一步做好本工程的水土保持工作，下阶段主要任务为： 

（1）加强和完善水土保持工程相关资料的归档、管理，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核查。 

（2）建立管理养护责任制，专人专款，对工程出现的局部损坏部位进行修复、

加固； 

（3）加强雨水口、排水设施维护，防止出现雨水口堵塞、排水管淤积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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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其正常发挥功能； 

（4）加强绿化措施的养护，若出现部分生长不良或枯萎的植物，及时补种植物，

并加强管理使其充分发挥保持水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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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1）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2）广东省企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备案证（2020-440111-35-03-006689） 

（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穗规划资源地证〔2020〕96 号） 

（4）建设工程规划技术审查报告 

（ 5 ）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工程编号：

2018-440111-35-03-006689-001） 

（6）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云

水水保许准〔2020〕20 号） 

（7）建筑废弃物处置证（排放） 

（8）土方运输工程合同 

（9）建筑废弃物处置证（消纳） 

（10）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8.2 附图 

（1）项目总平面图；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竣工图； 

（3）项目排水设施竣工图； 

（4）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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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1、2020 年 2 月 26 日 ， 取 得 白 云 区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项 目 备 案 证

（2020-440111-35-03-006689）； 

2、2020 年 11 月 5 日，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局出具《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

地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云水水保许准〔2020〕20 号）； 

3、2020 年 12 月，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开工建设； 

4、2020 年 12 月~2022 年 8 月，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施； 

5、2020 年 10 月~2022 年 9 月，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 

6、2022 年 7 月~2022 年 8 月，水土保持工程植物实施； 

7、2022 年 10 日，项目整体完工，随即项目开展竣工联合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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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企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备案证 

（2020-440111-35-03-00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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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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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建设工程规划技术审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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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工程编号：

2018-440111-35-03-00668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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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环保专用设备研发及生产基地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书（云水水保许准〔2020〕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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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建筑废弃物处置证（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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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土方运输工程合同 



 

69 



 

70 



 

71 

 



 

72 

附件 9 建筑废弃物处置证（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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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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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 

 

（1）2020 年 4 月影像图  



 

 

 

（2）2022 年 9 月影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