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10 月 0mm，11 月 19.9mm，12 月 0mm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9.8mm（11 月 17 日） 

最大风速(m/s） 5.3 

土壤流失量（t） 
土壤流失量 18.74 64.26 

取土（石、料）弃土（石、

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0 0 

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本季度监测时段为 2020 年 10 月~2020年 12 月，

即 2020 年第 4 季度。本季度主要采取追溯调查监测。

主要监测区域为临时堆土区，主要监测内容为水土

流失量、扰动地表情况、水土保持措施量等。 

存在问题与建议 

问题： 
（1）由于本季节为冬季，降雨量较少，施工现场环

境较好，主要为临时措施，但防尘网苫盖存在部分

破漏情况。 
建议： 
（1）冬季风力较强，应加强临时堆土及裸露面的苫

盖。 
 （2）建议施工单位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做好各项工

作及相应预防措施，保证现场施工道路、材料堆放

场地、施工区域的排水畅通，避免发生重大水土流

失事件。 
 （3）建议在后续施工中严格按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

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最大限度的减少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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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河北雄安新区容东片区东南侧，起步区东北侧，留村以南，荣乌高速

以北。场地周边开发建设良好，交通十分便利。项目区中心坐标为：东经 115°57'49.67"，

北纬 39°3'6.84"。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组合池 A、组合池 B、膜车间、清水池、送水泵房及配电间、

加药间、臭氧发生间、排水池、污泥浓缩脱水车间等处理区主体建（构）筑物，综合

楼、门房及值班室等附属建筑物。本项目占地类型为耕地及住宅用地，本工程总建筑

面积 20500m3，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12799m2。地下建筑面积 7701m2。本项目为净水

厂工程，建设规模 15 万 m3/d。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在项目区东侧，占地面积 1.11hm2，

属于项目红线范围外用地。 

工程总挖方量 11.46 万 m3，填方量 22.06 万 m3，借方 11.10 万 m3，弃渣 0.50 万

m3。 

本项目总投资 51647.27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42549.09 万元，本项目建设资金来

源为政府财政资金。 

本项目于 2020 年 5 月开工，于 2021 年 6 月底完工，总工期 14 个月。 

我单位于 2021 年 5 月受建设单位委托进行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对 2020 年第四季

度水土流失情况进行追溯调查监测，本季度施工进度为：综合楼二次结构完成，排水

池 A、B，送水泵房，组合池 A，污泥浓缩脱水车间，组合池 B 东侧，配电间，清水

池、加药间 ，微型滤池、膜车间、传达室混凝土主体完成，组合池 B 西侧顶板钢筋

绑扎完成准备混凝土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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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实施概况 

1、主体工程实施概况 

本季报反映项目时间段为 2020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2 月。截止目前，施工现场完

成主体工程建设情况如下： 

根据调查，工程处于施工期，综合楼二次结构完成，排水池 A、B，送水泵房，

组合池 A，污泥浓缩脱水车间，组合池 B 东侧，配电间，清水池、加药间 ，微型滤

池、膜车间、传达室混凝土主体完成，组合池 B 西侧顶板钢筋绑扎完成准备混凝土浇

筑。 

2、水土保持工程实施概况 

项目处于施工期，水土保持措施主要实施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临时洗车槽、沉

沙池、排水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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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测工作开展概况 

本报告反映的季度监测时段为 2020 年 10 月~2020 年 12 月，即 2020 年第 4 季度。

本季度监测主要通过监理月报和施工月报综合得出，监测区域为项目防治责任范围。

综合分析监测结果后，完成本项目的监测季度报告。 

3.1 监测范围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2015 年 6 月，水土保持监测范围应

与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一致，总面积 10.71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7.8hm2、红

线外临时征地 2.91hm2。 

3.2 监测方法与监测设施设备 

本季度工程水土保持监测主要采取追溯调查监测，重点收集了监测过程的照片及

影像资料，对各施工地段的地形地貌状况、工程施工情况及工程扰动情况进行了详细

分析，在施工月报和监理月报获得监测数据和照片等资料。 

3.3 监测点布设 

按照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的重点时段为建设期，在

建（构）筑物区、道路广场区、绿化区、临时堆土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等容易发生水

土流失进行点位布设。 

根据该项目施工特点以及施工进度，布设 8 个监测点，定位监测与调查监测相结

合，具体见下表 3-1。重点监测临时堆土采取的水保措施类型、数量、防护效果、土

壤流失量等。 

表 3-1  监测点布设情况 

监测分

区 
监测内容 

监测方

法 

监测时期及频次 
监测

点 施工期 
自然恢

复期 

建（构）

筑物区 

主体工程建设进度、扰动

土地面积、水土流失及造

成的危害、水土保持工程

建设情况、水土流失防治

效果、施工场区外排泥沙

量及去向 

遥感监

测、调

查法、

资料分

析法 

/  1 处 

道路广

场区 

水土流失面积、水土

流失量、水土流失危害 

遥感监

测、调

查法、

资料分

析法 

/  2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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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分

区 
监测内容 

监测方

法 

监测时期及频次 
监测

点 施工期 
自然恢

复期 

绿化区 

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

及造成的危害、水土保持

工程建设情况、水土流失

防治效果、林木生长发育

状况调查 

实测

法、样

方调查

法 

正在实施的水保措施建设情况

每 10天监测一次，扰动地表面

积、水保措施拦挡效果每月监测

一次主体工程建设进度、水土流

失影响因子每 3个月监测一次。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生长情况每3

个月监测一次。 

每年春

季返青

秋季浇

冻水之

前各 1

次 

2 处 

临时堆

土区 

是否发生扰动及新增临

时占地；水土流失面积、

水土流失量、水土流失危

害 

实地调

查法 
每年 4-5 次。  1 处 

施工生

产生活

区 

水土流失面积、水土流失

量、水土流失危害 
巡查法 每年 4-5 次。  2 处 

备注：上述监测频次中，若遇暴雨、大风加测一次。 

 

3.4 主要监测成果 

3.4.1 扰动土地面积 

通过查阅设计文件资料结合实地情况调查、地形测量分析进行对比核实，计算场

地扰动土地情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范围总面积 10.71hm2，其中，永久占地 7.8hm2、临时占地

2.91hm2，在本季度全部扰动，本项目实际扰动面积详见表 3-2。 

 

表 3-2 扰动地表情况  单位：hm2 

分区 
原占地类型 

占地性质 合计 
住宅用地 耕地 

建（构）筑物区  
2.56 永久占地 2.56 

道路广场区  
1.91 永久占地 1.91 

绿化区  
3.33 永久占地 3.33 

临时堆土区 0.08 1.72 临时占地 1.8 

施工生产生活区  
1.11 临时占地 1.11 

小计 0.08 10.63 
 

10.71 

 

3.4.2 取土（石、料）情况 

结合建设、施工单位提供的资料，本季度工程没有取土（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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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弃土（石、渣）情况 

结合建设、施工单位提供的资料，本季度无弃土（石、渣）情况。 

3.4.4 水土保持工程实施概况 

按照水土保持“三同时”要求，本季度主体工程施工过程中及时布置了水土保持

措施，主要是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临时措施。 

根据本季度施工监理资料，本季度实施了密目网苫盖等措施，具体见下表。 

 

表 3-3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表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方案设计 本季度新增 累计实施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万m3） 3.21 0 3.21 

表土回覆（万 m3） 3.21 0 0 

节水灌溉（hm2） 0.44 0 0 

雨水管网（m） 3000 0 0 

透水铺装（hm2） 0.20 0 0 

土地整治（hm2） 6.24 0 0 

植物 
措施 

屋顶绿化（hm2） 0.44 0 0 

综合绿化（hm2） 3.33 0 0 

撒播草籽（hm2） 2.91 0 0 

临时 
措施 

临时排水沟（m） 2000 0 2000 

临时沉沙池（座） 5 0 5 

密目网苫盖（hm2） 10.18 1.6 9.25 

洗车设施（座） 1 0 1 

临时拦挡（m） 900 0 900 

 

3.4.5 水土流失影响因子 

3.4.5.1 降雨量 

通过查询可知，2020 年第 4 季度，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 10、11、12 月份降雨量

分别为 0mm、19.9mm、0mm，月平均降雨量为 6.63mm。 

3.4.5.2 最大 24 小时降雨 

通过查询可知，2020 年第 4 季度，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最大 24 小时降雨量为

9.8mm，发生在 2020 年 11 月 17 日。 

3.4.5.3 最大风速 

通过查询可知，2020 年第 4 季度，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风力 1-3 级，平均风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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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最大风速约为 5.3m/s，平均风速 4.6m/s。 

3.4.6 土壤流失量 

3.4.6.1 土壤流失量 

由于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工作比较重视，大风、雾霾、易引起扬尘等天气停止施

工，工程施工中及时采取覆盖、洒水降尘、临时道路硬化、清洗施工车辆等措施，防

护效果较好，本监测时段内，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轻微。 

为合理测算扰动前、施工期和防治措施实施后的各分区的土壤侵蚀模数，根据现

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本季度水土流失面积以及水土流失影响因子，采用《生产建

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中公式计算，综合确定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700t/

（km2·a），本季度土壤流失量 18.74t。 

 
3.4.6.2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监测时段工程没有取土（石、料）情况，施工现场严格按照要求做好扬尘治理

工作，定期定时进行喷洒道路及开放喷淋系统，运土车辆及时苫盖，现场洗车设备完

好，出入车辆干净整洁。大风雨后及时对土方存放处苫盖和清理。回填使用土堆放于

项目区内临时堆土区，在堆土区周围设施临时拦挡、表面进行临时覆盖，在施工过程

中及时洒水降尘、临时道路硬化、清洗施工车辆等措施，降低土壤流失，无潜在土壤

流失量。 

3.4.7 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本季度工程建设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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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 

4.1 评价指标 

根据本项目在本季度的扰动土地情况、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防治成效及水土

流失危害等监测数据，对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情况进行评价。本季度扰动土地范围控制

在方案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保持状况良好，水土流失轻微；水土保持工程措

施表土剥离完成且保护良好，植物措施尚未实施，临时措施布设良好，但局部苫盖不

到位；本次监测时段内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4.2 评价结论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及本季度监测数据，

本季度三色评价得分为 98 分，三色评价结论为“绿”色。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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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问题与建议 

5.1 存在问题 

（1）由于本季节为冬季，降雨量较少，施工现场环境较好，主要为临时措施，

但防尘网苫盖存在部分破漏情况。 

5.2 建议 

（1）冬季风力较强，应加强临时堆土及裸露面的苫盖。 

（2）建议施工单位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做好各项工作及相应预防措施，保证现

场施工道路、材料堆放场地、施工区域的排水畅通，避免发生重大水土流失事件。 

（3）建议在后续施工中严格按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最大限

度的减少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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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场照片 

  
除尘措施 临时路硬化 

 0  

主体进度 主体施工进度 

  
密目网苫盖 边坡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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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目网苫盖 密目网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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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项目名称 雄安新区起步区 1#供水厂工程（净水厂）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0 年第 4 季度，10.71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土

地情况 

扰动范围控制 15 15 
项目施工扰动范围在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内，在监测时段内未出现擅自扩大施工扰

动面积情况，不扣分 

表土剥离保护 5 5 
项目已完成表土剥离 3.21 万 m3，监测时段

内对表土保护良好，不扣分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项目在本监测时段内不涉及弃土且未新设

弃渣场，不扣分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土壤流失量 18.74t，土壤侵蚀模数平

均值为 700t/（km2·a），水土流失轻微，不扣

分 

水土流

失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暂不涉及，不扣分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尚未涉及乔灌木栽植，不扣分 

临时措施 10 8 
本项目在本监测时段内部分裸露区域苫盖不

完善，扣 2 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项目在本监测时段内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事件 

合  计 100 98 
综合评价，本项目本季度三色评价结论为

“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