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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护坡（m） 150 0 0 

植物措施 
绿化美化（hm²） 15.05 0 0 

撒播草籽（hm2） 6.00 0 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m） 6906 2165 2165 

临时沉沙池（座） 40 28 28 

临时洗车槽（座） 9 9 9 

密目网围挡（m） 5500 3480 3480 

密目网苫盖（hm²） 98.98 60.55 60.55 

水土流失影

响因子 

降水量(mm) 11 月 6.1mm，12 月 8.5mm 

最大 24 小时降水(mm) 2 

最大风速(m/s) 7.3 

土壤流失量（t） 
土壤流失量 304.07t 

潜在土壤流失量 无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021 年 7 月份接受委托，随即进入

现场监测并召开第一次工地例会；

本季度监测时段为 2019 年第四季

度，监测工作方法为追溯监测，通

过调查前期施工资料及项目区历史

遥感影像获取监测数据，编制本季

度监测季报。 

存在问题与建议 

存在问题： 
1、 部分裸露区域密目网苫盖措施不

到位。 
2、 项目已开工，尚未取得水土保持

方案批复 
建议： 
1、 建议加强对现场临时措施管理与

维护，对裸露区域要求 100%覆

盖； 
2、 尽快取得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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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容东片区西侧，北邻 C 组团，东邻 B2 组团，组团北侧为 S333

路，西侧为 N2、N12 路，东侧为 N3、N15 道路，南侧为 E19 路。本项目共分为

5 个宗地，分别为 XARD-0007 宗地、XARD-0008 宗地、XARD-0009 宗地、XARD-

0010 宗地、XARD-0011 宗地。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67.57hm2，其中永久占地 52.74hm2，临时占地 14.83hm2。

按照项目组成，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 47.54hm2、公共景观防治区 5.20hm2，

施工临建区 14.83hm2，（施工生产区 3.80hm2，全部布设于项目区红线内、施工生

活区 6.00hm2位于红线外，施工道路 8.83hm2布设于项目区红线外）。 

本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432.63 万 m3，总挖方量 314.25 万 m3，填方量

118.38 万 m3，外借表土 4.52 万 m3，来源为容东片区表土堆场，余方 200.39 万

m³，余土 194.80 万 m3，统一运往容东片区 1 号、2 号堆土场，余土将调运至新

区北部供新区整体防洪工程建设使用；建筑垃圾 5.59 万 m³，运至建筑垃圾堆放

场，由保定洁绿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统一消纳利用。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67.57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52.74hm2，

红线外临时占地 14.83hm2。一级防治分区分为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区、公共景观

水系区、施工临建区；二级防治分区分为建筑物工程区、道路管线及硬化区、绿

化工程区、公共绿地区、施工生产区、施工生活区及施工临时道路区。 

项目区属于国家水土保持区划中一级分区北方土石山区，二级分区华北平原，

三级分区京津冀城市群人居环境维护农田防护区，地貌属冲洪积平原，水土流失

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为主。根据现场调查结合《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确定土

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180t/(km2·a)，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 

本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1 年 6 月竣工，总工期 19 个

月。项目总投资 92.82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70.55 万元。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为

74.08 亿元（包含政府购买安置房资金），其余资金拟申请银行贷款。 

1.2 项目水土保持分区 

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为基础，采用主导因素法，

结合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自然因素及项目工程布局进行监测分区。本项目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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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监测分为 4 个监测大区，分别为绿化工程区、道路管线工程区、公共绿地区、

施工临时生活区。 

1.3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及数量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预测工程扰动原地貌、破坏土地面积共计 67.57hm2，项

目建设前土地利用现状为耕地，故本项目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为 67.57hm2。 

1.4 水土流失量预测与评价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预测结果表明，经调查与预测，本项目土壤流失总量为

1715t，新增土壤流失总量为 1446t。其中调查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1320t，新增土

壤流失总量为 1176t；预测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395t，新增土壤流失总量为 27t。本

项目土壤流失量集中在施工期，从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总量及新增流失量来看，

项目区内新增及流失总量主要集中建筑物工程区，因为其土方施工频繁且扰动时

间较长。 

1.5 水土保持设计 

1.5.1 防治目标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项目总体目标是在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区范

围内，采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有效控制因工程建设而导

致的新增水土流失，并在此基础上治理工程区域原有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工程

区域的生态环境。 

本项目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并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详细见

下表： 

表 1-1           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 

指 标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土壤流失控

制比 渣土防护率 表土保护

率 
林草植被

恢复率 
林草覆盖

率 
目标值 98% 1.0 98% 99% 98% 28% 

1.5.2 防治措施体系图 

本项目根据工程建设特点，从水土保持角度考虑，结合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布设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具体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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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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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量 

为了防治工程建设所产生的水土流失，减少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在本项目主

体工程设计中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中提出了多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将工

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防护措施相结合，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各防治分区的

防护措施分别为： 

一、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 

1、建筑物区 

（1）临时措施 

基坑排水沉砂设施：地下室开挖期间，做好基坑支护，利用抽水泵将基坑内

汇水抽至项目区排水沟，通过项目排水沟、沉沙池缓流泥沙后排出项目区。基坑

排水沟 5356m，临时沉砂池 33 座。临时排水沟为矩形断面，底宽 0.3m，深 0.3m，

采用灰砂砖砌筑。沉沙池尺寸为 2.0×2.5×1.5m（长*宽*高），采用灰砂砖，1:2 水

泥砂浆抹面。 

密目网围挡：地下室开挖期间，在基坑周边采用密目网围挡，围挡高 0.8m，

围挡长度 5500m。 

密目网覆盖：基坑开挖过程中，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和不能及时运走的土方

进行遮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38.9hm2。 

洗车设施：在施工出入口布设洗车设施，对出场车辆进行清洗，防止污染外

部道路，布设洗车设施 9 座。 

2、道路管线及硬化区 

（1）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场区内沿着道路铺设雨水管，收集雨水排入市政管道，具有较强

的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投资，雨水管网长度15769m。 

透水铺装：主体设计单位按照海绵城市设计要求，停车位和小广场采用透水

砖铺装 1.55hm2，道路采用透水沥青铺装 3.62hm2，共布设透水铺装面积约

5.17hm2。 

（2）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道路施工过程，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和管线开挖的土方进行遮

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22.38hm2。 

3、绿化工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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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措施 

下凹式绿地整地：按照海绵城市要求，需建设下凹式绿地，绿化前先进行土

地整治，使之形成下凹式绿地。下凹式绿地是在绿地建设时，使绿地高程低于周

围地面一定的高程，下凹深度一般 5～10cm 为宜，以利于周边的雨水径流的汇

入。下凹式绿地透水性能良好，可减少绿化用水并改善城市环境，对雨水中的一

些污染物具有较强的截留和净化作用，可以增加雨水渗透量，下凹式绿化整地

3.15hm2。 

表土回覆：绿化区面积为 13.87hm2，覆土厚度 30cm，需要表土量为 4.16 万

m3，从容东片区表土堆场取土，运至项目区内使用，即用即取，本项目区内不需

设置表土堆土场。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土地整治：绿化工程施工前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10.72hm2。 

蓄水池：根据海绵城市要求，主体在绿化区内布设蓄水池，收集雨水用于绿

化洒水，具有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投资，已建蓄水池容积

5137m3。 

（2）植物措施 

绿化工程：主体工程设计中对景观绿化进行了规划设计，项目区内绿化布

置面积较大，能满足项目区生态要求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

不仅达到美化环境目的，同时可以使工程中破坏的植被面积得到有效的恢复与

补偿，而且还可以起到固土作用，有效地控制因降水对地面松散土壤冲刷，减少

水土流失目的，具有较强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总投资。绿化面积

13.87hm²。主要栽植常绿乔木、落叶乔木、小乔木、大丛灌木、球类、地被等。 

（3）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绿化工程未施工前，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经调查，

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13.87hm2。 

二、公共景观防治区 

（1）工程措施 

表土回覆：绿化区面积为 1.18hm2，覆土厚度 30cm，需要表土量为 0.36 万

m3，从容东片区表土堆场取土，运至项目区内使用，即用即取，本项目区内不需

设置表土堆土场。 

人行道透水铺装：主体设计对公园中部分人行道设置透水铺装，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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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hm2。 

生态护坡：景观水系大部分为混凝土挡墙护岸，局部设有生态护坡，临水坡

面坡比 1:1.5~1:3，边坡种植草本，生态护坡长约 150m。 

（2）植物措施 

绿化工程：主体工程设计中对景观绿化进行了规划设计，从水土保持角度

分析，不仅达到美化环境目的，而且还可以起到固土作用，有效地控制因降水对

地面松散土壤冲刷，减少水土流失目的，具有较强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

土保持总投资。绿化面积 1.18hm²。 

（3）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绿化工程施工前及水域开挖后，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

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5.20hm2。 

三、施工临建区 

1、施工生产区 

（1）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破除硬化面后进行土地整治，减少水土流失。整治

面积为 3.80hm2。 

（2）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和临时沉砂池：将施工过程中的雨水通过项目排水沟、沉沙池缓

流泥沙后排出项目区，临时排水沟长度950m，临时沉砂池6座。 

密目网覆盖：生产区拆除后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

面积共计 3.80hm2。 

2、施工生活区 

（1）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生活区占地结束后，清理硬化面后进行土地整治，便于后续

进行施工。土地整治面积 6.00hm2，。 

（2）植物措施 

施工生活区临时占地结束后，撒播草籽绿化，草籽选用早熟禾，用量为

150kg/hm2，撒播面积 6.00hm2，。 

（3）临时措施 

排水、沉沙：在生活区周边修建排水沟、排水沟末端接沉沙池，雨水最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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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项目区。排水沟600m，临时沉砂池1座。临时排水沟为矩形断面，底宽0.3m，

深0.3m，采用灰砂砖砌筑。沉沙池断面尺寸为2.0×2.5×1.5m（长*宽*高），采用

灰砂砖，1:2水泥砂浆抹面。 

密目网覆盖：生活区拆除后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设计密目网遮盖面

积共计6.00hm2。 

3、施工道路区 

（1）工程措施 

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8.83hm2。实施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21 年 6 月。 

（2）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施工道路拆除后对裸露地表进行覆盖，密目网苫盖面积

8.83hm2。实施时间为2021年5月-2021年6月。 

2 水土保持监测重点地段和重点项目 

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并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

和水土保持监测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范围、

内容、方法、时段、频率和站点布设等。 

2.1 监测范围 

监测范围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本工程防治责任范围为 67.57hm2。 

 
图 2-1  项目区谷歌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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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监测分区 

本项目为建设类项目，根据主体的总体平面布置情况、施工进度安排和水土

保持的监测内容，建设期水土保持的监测分 4 个监测分区：分别为绿化工程区、

道路管线工程区、公共绿地区、施工临时生活区。 

2.3 监测重点地段 

本项目土壤流失量集中在施工期，从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总量及新增流失量

来看，项目区内新增及流失总量主要集中道路及管线工程区及绿化区，因为其扰

动时间较长，建筑物工程区基坑开挖时水土流失比较大，但其扰动时间较短。 

2.4 监测重点项目 

因项目处于建设期，绿化工程防治区尚未采取植物措施，故本季度监测的重

点项目为以下三个监测区： 

1、道路管线工程监测区：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等。 

2、绿化监测区：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等。 

3、临时生活与堆土：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等。 

2.5 监测点布设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本项目共布设 15 个监测点，项目主体已完工，建筑物工程防治区无

法布设施工期固定监测点进行监测，因此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按照宗地，

每个宗地绿化工程区、道路管线及硬化工程区各布设 2 个固定监测点监测自然恢

复期水土流失状况，布设监测点 10 个；公共绿地防治区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布

设 4 处监测点；施工临建区尚未完全进行拆除，每个生活区布设一处固定监测

点，布设监测点 1 个。其余位置采用调查巡查监测，大雨天气加测。固定监测点

布设情况见表 2-1。 

监测重点时段为施工临建防治区拆除时段。监测重点应放在临建拆除后，土

地整治过程中，详细观测和记录水土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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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固定监测点布设情况表 

监测 
区域 

监测

点位

置 
主要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

点数

量 
监测点位 

居住

及配

套设

施用

地防

治区 

绿化

工程

区 
地表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植

物措施施工情况及植被

生长情况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遥感

监测 
5 5 个宗地

各一个 

道路

管线

工程

区 

地表 雨水管运行情况、蓄水

池雨季运行情况等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 5 5 个宗地

各一个 

公共

景观

防治

区 

公共

绿地

区 
地表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植

物措施施工情况及植被

生长情况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遥感

监测 
4 公共景观

区域 

施工

临建

区 

施工

生活

区 
排水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排

水状况，扰动地表情况 现场巡查 1 施工生活

区 

合计    15  

3 本季度监测情况 

3.1 工程进度 

本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开工，本季度主要进行场地临建施工，基坑内正在进

土方开挖施工作业。水土保持工程临时措施等随主体工程同步施工。 

3.2 本季度监测图片 

  
三区航拍现场全景（2019 年 12 月） 四区航拍现场全景（201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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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开挖（2019 年 11 月） 土方开挖（2019 年 12 月） 

  
土方开挖（2019 年 11 月） 施工生活区（2019 年 1 月） 

  

密目网苫盖（2019 年 2 月） 密目网苫盖（2019 年 2 月） 

  
临时排水沟（2019 年 11 月） 洒水降尘（201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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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工程量统计 

本季度水土保持工程主要以临时措施为主，完成工程量如下：临时排水沟

2165m，临时沉沙池 28 座，临时洗车槽 9 座，密目网围挡 3480m，密目网苫盖

60.55 hm²。 

3.4 问题与建议 

本季度施工现场存在问题如下 

1、地表裸露区域个别地方苫盖不足。 

2、项目已开工，尚未取得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根据存在的问题建议如下： 

1、建议加强对现场临时措施管理与维护，对裸露区域要求 100%覆盖； 

2、尽快取得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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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19 年第 4 季度，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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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无新增施工扰动面积，施工均控制在

防治责任范围内 

表土剥离保护 5 5 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织，

在项目开工前期统一进行剥离 

弃土（石、

渣）堆放 15 15 统一在容东片区 2#号堆土场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项目本季度水土流失量为 304.07t，水土流

失轻微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项目未进行到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阶段 

植物措施 15 15 本项目未进行到实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阶段 

临时措施 10 8 项目现场临时措施情况布设良好，部分裸露

区域未进行苫盖，扣 5 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本项目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  计 10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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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护坡（m） 150 0 0 

植物措施 
绿化美化（hm²） 15.05 0 0 

撒播草籽（hm2） 6.00 0 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m） 6906 4350 6515 

临时沉沙池（座） 40 12 40 

临时洗车槽（座） 9 0 9 

密目网围挡（m） 5500 2200 5680 

密目网苫盖（hm²） 98.98 36.41 96.96 

水土流失影

响因子 

降水量(mm) 
1 月 3.6mm，2 月 27.9mm，3 月

7.5mm 
最大 24 小时降水(mm) 13.4 

最大风速(m/s) 
1 月 3.6mm，2 月 27.9mm，3 月

7.5mm 

土壤流失量（t） 
土壤流失量 270.28t 

潜在土壤流失量 无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021 年 7 月份接受委托，随即进入

现场监测并召开第一次工地例会；

本季度监测时段为 2020 年第一季

度，监测工作方法为追溯监测，通

过调查前期施工资料及项目区历史

遥感影像获取监测数据，编制本季

度监测季报。 

存在问题与建议 

存在问题： 
1、 部分裸露区域密目网苫盖措施不

到位。 
2、 项目已开工，尚未取得水土保持

方案批复 
建议： 
1、 建议加强对现场临时措施管理与

维护，对裸露区域要求 100%覆

盖； 
2、 尽快取得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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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容东片区西侧，北邻 C 组团，东邻 B2 组团，组团北侧为 S333

路，西侧为 N2、N12 路，东侧为 N3、N15 道路，南侧为 E19 路。本项目共分为

5 个宗地，分别为 XARD-0007 宗地、XARD-0008 宗地、XARD-0009 宗地、XARD-

0010 宗地、XARD-0011 宗地。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67.57hm2，其中永久占地 52.74hm2，临时占地 14.83hm2。

按照项目组成，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 47.54hm2、公共景观防治区 5.20hm2，

施工临建区 14.83hm2，（施工生产区 3.80hm2，全部布设于项目区红线内、施工生

活区 6.00hm2位于红线外，施工道路 8.83hm2布设于项目区红线外）。 

本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432.63 万 m3，总挖方量 314.25 万 m3，填方量

118.38 万 m3，外借表土 4.52 万 m3，来源为容东片区表土堆场，余方 200.39 万

m³，余土 194.80 万 m3，统一运往容东片区 1 号、2 号堆土场，余土将调运至新

区北部供新区整体防洪工程建设使用；建筑垃圾 5.59 万 m³，运至建筑垃圾堆放

场，由保定洁绿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统一消纳利用。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67.57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52.74hm2，

红线外临时占地 14.83hm2。一级防治分区分为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区、公共景观

水系区、施工临建区；二级防治分区分为建筑物工程区、道路管线及硬化区、绿

化工程区、公共绿地区、施工生产区、施工生活区及施工临时道路区。 

项目区属于国家水土保持区划中一级分区北方土石山区，二级分区华北平原，

三级分区京津冀城市群人居环境维护农田防护区，地貌属冲洪积平原，水土流失

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为主。根据现场调查结合《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确定土

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180t/(km2·a)，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 

本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1 年 6 月竣工，总工期 19 个

月。项目总投资 92.82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70.55 万元。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为

74.08 亿元（包含政府购买安置房资金），其余资金拟申请银行贷款。 

1.2 项目水土保持分区 

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为基础，采用主导因素法，

结合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自然因素及项目工程布局进行监测分区。本项目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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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监测分为 4 个监测大区，分别为绿化工程区、道路管线工程区、公共绿地区、

施工临时生活区。 

1.3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及数量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预测工程扰动原地貌、破坏土地面积共计 67.57hm2，项

目建设前土地利用现状为耕地，故本项目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为 67.57hm2。 

1.4 水土流失量预测与评价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预测结果表明，经调查与预测，本项目土壤流失总量为

1715t，新增土壤流失总量为 1446t。其中调查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1320t，新增土

壤流失总量为 1176t；预测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395t，新增土壤流失总量为 27t。本

项目土壤流失量集中在施工期，从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总量及新增流失量来看，

项目区内新增及流失总量主要集中建筑物工程区，因为其土方施工频繁且扰动时

间较长。 

1.5 水土保持设计 

1.5.1 防治目标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项目总体目标是在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区范

围内，采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有效控制因工程建设而导

致的新增水土流失，并在此基础上治理工程区域原有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工程

区域的生态环境。 

本项目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并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详细见

下表： 

表 1-1           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 

指 标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土壤流失控

制比 渣土防护率 表土保护

率 
林草植被

恢复率 
林草覆盖

率 
目标值 98% 1.0 98% 99% 98% 28% 

1.5.2 防治措施体系图 

本项目根据工程建设特点，从水土保持角度考虑，结合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布设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具体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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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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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量 

为了防治工程建设所产生的水土流失，减少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在本项目主

体工程设计中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中提出了多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将工

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防护措施相结合，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各防治分区的

防护措施分别为： 

一、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 

1、建筑物区 

（1）临时措施 

基坑排水沉砂设施：地下室开挖期间，做好基坑支护，利用抽水泵将基坑内

汇水抽至项目区排水沟，通过项目排水沟、沉沙池缓流泥沙后排出项目区。基坑

排水沟 5356m，临时沉砂池 33 座。临时排水沟为矩形断面，底宽 0.3m，深 0.3m，

采用灰砂砖砌筑。沉沙池尺寸为 2.0×2.5×1.5m（长*宽*高），采用灰砂砖，1:2 水

泥砂浆抹面。 

密目网围挡：地下室开挖期间，在基坑周边采用密目网围挡，围挡高 0.8m，

围挡长度 5500m。 

密目网覆盖：基坑开挖过程中，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和不能及时运走的土方

进行遮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38.9hm2。 

洗车设施：在施工出入口布设洗车设施，对出场车辆进行清洗，防止污染外

部道路，布设洗车设施 9 座。 

2、道路管线及硬化区 

（1）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场区内沿着道路铺设雨水管，收集雨水排入市政管道，具有较强

的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投资，雨水管网长度15769m。 

透水铺装：主体设计单位按照海绵城市设计要求，停车位和小广场采用透水

砖铺装 1.55hm2，道路采用透水沥青铺装 3.62hm2，共布设透水铺装面积约

5.17hm2。 

（2）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道路施工过程，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和管线开挖的土方进行遮

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22.38hm2。 

3、绿化工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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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措施 

下凹式绿地整地：按照海绵城市要求，需建设下凹式绿地，绿化前先进行土

地整治，使之形成下凹式绿地。下凹式绿地是在绿地建设时，使绿地高程低于周

围地面一定的高程，下凹深度一般 5～10cm 为宜，以利于周边的雨水径流的汇

入。下凹式绿地透水性能良好，可减少绿化用水并改善城市环境，对雨水中的一

些污染物具有较强的截留和净化作用，可以增加雨水渗透量，下凹式绿化整地

3.15hm2。 

表土回覆：绿化区面积为 13.87hm2，覆土厚度 30cm，需要表土量为 4.16 万

m3，从容东片区表土堆场取土，运至项目区内使用，即用即取，本项目区内不需

设置表土堆土场。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土地整治：绿化工程施工前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10.72hm2。 

蓄水池：根据海绵城市要求，主体在绿化区内布设蓄水池，收集雨水用于绿

化洒水，具有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投资，已建蓄水池容积

5137m3。 

（2）植物措施 

绿化工程：主体工程设计中对景观绿化进行了规划设计，项目区内绿化布

置面积较大，能满足项目区生态要求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

不仅达到美化环境目的，同时可以使工程中破坏的植被面积得到有效的恢复与

补偿，而且还可以起到固土作用，有效地控制因降水对地面松散土壤冲刷，减少

水土流失目的，具有较强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总投资。绿化面积

13.87hm²。主要栽植常绿乔木、落叶乔木、小乔木、大丛灌木、球类、地被等。 

（3）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绿化工程未施工前，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经调查，

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13.87hm2。 

二、公共景观防治区 

（1）工程措施 

表土回覆：绿化区面积为 1.18hm2，覆土厚度 30cm，需要表土量为 0.36 万

m3，从容东片区表土堆场取土，运至项目区内使用，即用即取，本项目区内不需

设置表土堆土场。 

人行道透水铺装：主体设计对公园中部分人行道设置透水铺装，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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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hm2。 

生态护坡：景观水系大部分为混凝土挡墙护岸，局部设有生态护坡，临水坡

面坡比 1:1.5~1:3，边坡种植草本，生态护坡长约 150m。 

（2）植物措施 

绿化工程：主体工程设计中对景观绿化进行了规划设计，从水土保持角度

分析，不仅达到美化环境目的，而且还可以起到固土作用，有效地控制因降水对

地面松散土壤冲刷，减少水土流失目的，具有较强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

土保持总投资。绿化面积 1.18hm²。 

（3）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绿化工程施工前及水域开挖后，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

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5.20hm2。 

三、施工临建区 

1、施工生产区 

（1）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破除硬化面后进行土地整治，减少水土流失。整治

面积为 3.80hm2。 

（2）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和临时沉砂池：将施工过程中的雨水通过项目排水沟、沉沙池缓

流泥沙后排出项目区，临时排水沟长度950m，临时沉砂池6座。 

密目网覆盖：生产区拆除后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

面积共计 3.80hm2。 

2、施工生活区 

（1）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生活区占地结束后，清理硬化面后进行土地整治，便于后续

进行施工。土地整治面积 6.00hm2，。 

（2）植物措施 

施工生活区临时占地结束后，撒播草籽绿化，草籽选用早熟禾，用量为

150kg/hm2，撒播面积 6.00hm2，。 

（3）临时措施 

排水、沉沙：在生活区周边修建排水沟、排水沟末端接沉沙池，雨水最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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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项目区。排水沟600m，临时沉砂池1座。临时排水沟为矩形断面，底宽0.3m，

深0.3m，采用灰砂砖砌筑。沉沙池断面尺寸为2.0×2.5×1.5m（长*宽*高），采用

灰砂砖，1:2水泥砂浆抹面。 

密目网覆盖：生活区拆除后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设计密目网遮盖面

积共计6.00hm2。 

3、施工道路区 

（1）工程措施 

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8.83hm2。实施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21 年 6 月。 

（2）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施工道路拆除后对裸露地表进行覆盖，密目网苫盖面积

8.83hm2。实施时间为2021年5月-2021年6月。 

2 水土保持监测重点地段和重点项目 

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并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

和水土保持监测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范围、

内容、方法、时段、频率和站点布设等。 

2.1 监测范围 

监测范围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本工程防治责任范围为 67.57hm2。 

 
图 2-1    项目区谷歌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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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监测分区 

本项目为建设类项目，根据主体的总体平面布置情况、施工进度安排和水土

保持的监测内容，建设期水土保持的监测分 4 个监测分区：分别为绿化工程区、

道路管线工程区、公共绿地区、施工临时生活区。 

2.3 监测重点地段 

本项目土壤流失量集中在施工期，从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总量及新增流失量

来看，项目区内新增及流失总量主要集中道路及管线工程区及绿化区，因为其扰

动时间较长，建筑物工程区基坑开挖时水土流失比较大，但其扰动时间较短。 

2.4 监测重点项目 

因项目处于建设期，绿化工程防治区尚未采取植物措施，故本季度监测的重

点项目为以下三个监测区： 

1、道路管线工程监测区：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等。 

2、绿化监测区：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等。 

3、临时生活与堆土：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等。 

2.5 监测点布设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本项目共布设 15 个监测点，项目主体已完工，建筑物工程防治区无

法布设施工期固定监测点进行监测，因此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按照宗地，

每个宗地绿化工程区、道路管线及硬化工程区各布设 2 个固定监测点监测自然恢

复期水土流失状况，布设监测点 10 个；公共绿地防治区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布

设 4 处监测点；施工临建区尚未完全进行拆除，每个生活区布设一处固定监测

点，布设监测点 1 个。其余位置采用调查巡查监测，大雨天气加测。固定监测点

布设情况见表 2-1。 

监测重点时段为施工临建防治区拆除时段。监测重点应放在临建拆除后，土

地整治过程中，详细观测和记录水土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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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固定监测点布设情况表 

监测 
区域 

监测

点位

置 
主要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

点数

量 
监测点位 

居住

及配

套设

施用

地防

治区 

绿化

工程

区 
地表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植

物措施施工情况及植被

生长情况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遥感

监测 
5 5 个宗地

各一个 

道路

管线

工程

区 

地表 雨水管运行情况、蓄水

池雨季运行情况等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 5 5 个宗地

各一个 

公共

景观

防治

区 

公共

绿地

区 
地表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植

物措施施工情况及植被

生长情况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遥感

监测 
4 公共景观

区域 

施工

临建

区 

施工

生活

区 
排水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排

水状况，扰动地表情况 现场巡查 1 施工生活

区 

合计    15  

3 本季度监测情况 

3.1 工程进度 

本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开工，本季度施工临建搭建完成，主要进行基坑开

挖、基础施工。水土保持工程临时措施等随主体工程同步施工。 

3.2 本季度监测图片 

  
三区航拍现场全景（2020 年 1 月） 四区航拍现场全景（20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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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开挖（2020 年 1 月） 土方开挖（2020 年 2 月） 

  
生活区道路硬化（2020 年 3 月） 临时挡水墙（2020 年 3 月） 

  
密目网苫盖（2020 年 2 月） 密目网苫盖（2020 年 2 月） 

  
临时围挡（2020 年 2 月） 洒水降尘（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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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工程量统计 

本季度水土保持工程主要以临时措施为主，完成工程量如下：临时排水沟

4350m，临时沉沙池 12 座，密目网围挡 2200m，密目网苫盖 36.41hm²。 

3.4 问题与建议 

本季度施工现场存在问题如下 

1、地表裸露区域个别地方苫盖不足。 

2、项目已开工，尚未取得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根据存在的问题建议如下： 

1、建议加强对现场临时措施管理与维护，对裸露区域要求 100%覆盖； 

2、尽快取得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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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0 年第 1 季度，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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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无新增施工扰动面积，施工均控制在

防治责任范围内 

表土剥离保护 5 5 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织，

在项目开工前期统一进行剥离 

弃土（石、

渣）堆放 15 15 统一在容东片区 2#号堆土场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项目本季度水土流失量为 270.28t，水土流

失轻微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项目未进行到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阶段 

植物措施 15 15 本项目未进行到实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阶段 

临时措施 10 6 项目现场临时措施情况布设良好，部分裸露

区域未进行苫盖，扣 4 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本项目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  计 10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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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护坡（m） 150 0 0 

植物措施 
绿化美化（hm²） 15.05 0 0 

撒播草籽（hm2） 6.00 0 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m） 6906 630 7145 

临时沉沙池（座） 40 0 40 

临时洗车槽（座） 9 0 9 

密目网围挡（m） 5500 0 5680 

密目网苫盖（hm²） 98.98 5.06 102.02 

水土流失影

响因子 

降水量(mm) 
4 月 18.3mm，5 月 59.7mm，6 月

4.4mm 
最大 24 小时降水(mm) 19.6 

最大风速(m/s) 3.2 

土壤流失量（t） 
土壤流失量 236.50t 

潜在土壤流失量 无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021 年 7 月份接受委托，随即进入

现场监测并召开第一次工地例会；

本季度监测时段为 2020 年第二季

度，监测工作方法为追溯监测，通

过调查前期施工资料及项目区历史

遥感影像获取监测数据，编制本季

度监测季报。 

存在问题与建议 

存在问题： 
1、 部分裸露区域密目网苫盖措施不

到位。 
2、 项目已开工，尚未取得水土保持

方案批复 
建议： 
1、 建议加强对现场临时措施管理与

维护，对裸露区域要求 100%覆

盖； 
2、 尽快取得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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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容东片区西侧，北邻 C 组团，东邻 B2 组团，组团北侧为 S333

路，西侧为 N2、N12 路，东侧为 N3、N15 道路，南侧为 E19 路。本项目共分为

5 个宗地，分别为 XARD-0007 宗地、XARD-0008 宗地、XARD-0009 宗地、XARD-

0010 宗地、XARD-0011 宗地。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67.57hm2，其中永久占地 52.74hm2，临时占地 14.83hm2。

按照项目组成，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 47.54hm2、公共景观防治区 5.20hm2，

施工临建区 14.83hm2，（施工生产区 3.80hm2，全部布设于项目区红线内、施工生

活区 6.00hm2位于红线外，施工道路 8.83hm2布设于项目区红线外）。 

本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432.63 万 m3，总挖方量 314.25 万 m3，填方量

118.38 万 m3，外借表土 4.52 万 m3，来源为容东片区表土堆场，余方 200.39 万

m³，余土 194.80 万 m3，统一运往容东片区 1 号、2 号堆土场，余土将调运至新

区北部供新区整体防洪工程建设使用；建筑垃圾 5.59 万 m³，运至建筑垃圾堆放

场，由保定洁绿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统一消纳利用。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67.57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52.74hm2，

红线外临时占地 14.83hm2。一级防治分区分为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区、公共景观

水系区、施工临建区；二级防治分区分为建筑物工程区、道路管线及硬化区、绿

化工程区、公共绿地区、施工生产区、施工生活区及施工临时道路区。 

项目区属于国家水土保持区划中一级分区北方土石山区，二级分区华北平原，

三级分区京津冀城市群人居环境维护农田防护区，地貌属冲洪积平原，水土流失

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为主。根据现场调查结合《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确定土

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180t/(km2·a)，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 

本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1 年 6 月竣工，总工期 19 个

月。项目总投资 92.82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70.55 万元。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为

74.08 亿元（包含政府购买安置房资金），其余资金拟申请银行贷款。 

1.2 项目水土保持分区 

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为基础，采用主导因素法，

结合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自然因素及项目工程布局进行监测分区。本项目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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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监测分为 4 个监测大区，分别为绿化工程区、道路管线工程区、公共绿地区、

施工临时生活区。 

1.3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及数量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预测工程扰动原地貌、破坏土地面积共计 67.57hm2，项

目建设前土地利用现状为耕地，故本项目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为 67.57hm2。 

1.4 水土流失量预测与评价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预测结果表明，经调查与预测，本项目土壤流失总量为

1715t，新增土壤流失总量为 1446t。其中调查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1320t，新增土

壤流失总量为 1176t；预测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395t，新增土壤流失总量为 27t。本

项目土壤流失量集中在施工期，从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总量及新增流失量来看，

项目区内新增及流失总量主要集中建筑物工程区，因为其土方施工频繁且扰动时

间较长。 

1.5 水土保持设计 

1.5.1 防治目标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项目总体目标是在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区范

围内，采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有效控制因工程建设而导

致的新增水土流失，并在此基础上治理工程区域原有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工程

区域的生态环境。 

本项目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并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详细见

下表： 

表 1-1           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 

指 标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土壤流失控

制比 渣土防护率 表土保护

率 
林草植被

恢复率 
林草覆盖

率 
目标值 98% 1.0 98% 99% 98% 28% 

1.5.2 防治措施体系图 

本项目根据工程建设特点，从水土保持角度考虑，结合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布设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具体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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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图



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4 
 

1.5.3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量 

为了防治工程建设所产生的水土流失，减少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在本项目主

体工程设计中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中提出了多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将工

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防护措施相结合，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各防治分区的

防护措施分别为： 

一、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 

1、建筑物区 

（1）临时措施 

基坑排水沉砂设施：地下室开挖期间，做好基坑支护，利用抽水泵将基坑内

汇水抽至项目区排水沟，通过项目排水沟、沉沙池缓流泥沙后排出项目区。基坑

排水沟 5356m，临时沉砂池 33 座。临时排水沟为矩形断面，底宽 0.3m，深 0.3m，

采用灰砂砖砌筑。沉沙池尺寸为 2.0×2.5×1.5m（长*宽*高），采用灰砂砖，1:2 水

泥砂浆抹面。 

密目网围挡：地下室开挖期间，在基坑周边采用密目网围挡，围挡高 0.8m，

围挡长度 5500m。 

密目网覆盖：基坑开挖过程中，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和不能及时运走的土方

进行遮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38.9hm2。 

洗车设施：在施工出入口布设洗车设施，对出场车辆进行清洗，防止污染外

部道路，布设洗车设施 9 座。 

2、道路管线及硬化区 

（1）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场区内沿着道路铺设雨水管，收集雨水排入市政管道，具有较强

的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投资，雨水管网长度15769m。 

透水铺装：主体设计单位按照海绵城市设计要求，停车位和小广场采用透水

砖铺装 1.55hm2，道路采用透水沥青铺装 3.62hm2，共布设透水铺装面积约

5.17hm2。 

（2）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道路施工过程，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和管线开挖的土方进行遮

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22.38hm2。 

3、绿化工程区 



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5 
 

（1）工程措施 

下凹式绿地整地：按照海绵城市要求，需建设下凹式绿地，绿化前先进行土

地整治，使之形成下凹式绿地。下凹式绿地是在绿地建设时，使绿地高程低于周

围地面一定的高程，下凹深度一般 5～10cm 为宜，以利于周边的雨水径流的汇

入。下凹式绿地透水性能良好，可减少绿化用水并改善城市环境，对雨水中的一

些污染物具有较强的截留和净化作用，可以增加雨水渗透量，下凹式绿化整地

3.15hm2。 

表土回覆：绿化区面积为 13.87hm2，覆土厚度 30cm，需要表土量为 4.16 万

m3，从容东片区表土堆场取土，运至项目区内使用，即用即取，本项目区内不需

设置表土堆土场。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土地整治：绿化工程施工前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10.72hm2。 

蓄水池：根据海绵城市要求，主体在绿化区内布设蓄水池，收集雨水用于绿

化洒水，具有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投资，已建蓄水池容积

5137m3。 

（2）植物措施 

绿化工程：主体工程设计中对景观绿化进行了规划设计，项目区内绿化布

置面积较大，能满足项目区生态要求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

不仅达到美化环境目的，同时可以使工程中破坏的植被面积得到有效的恢复与

补偿，而且还可以起到固土作用，有效地控制因降水对地面松散土壤冲刷，减少

水土流失目的，具有较强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总投资。绿化面积

13.87hm²。主要栽植常绿乔木、落叶乔木、小乔木、大丛灌木、球类、地被等。 

（3）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绿化工程未施工前，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经调查，

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13.87hm2。 

二、公共景观防治区 

（1）工程措施 

表土回覆：绿化区面积为 1.18hm2，覆土厚度 30cm，需要表土量为 0.36 万

m3，从容东片区表土堆场取土，运至项目区内使用，即用即取，本项目区内不需

设置表土堆土场。 

人行道透水铺装：主体设计对公园中部分人行道设置透水铺装，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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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hm2。 

生态护坡：景观水系大部分为混凝土挡墙护岸，局部设有生态护坡，临水坡

面坡比 1:1.5~1:3，边坡种植草本，生态护坡长约 150m。 

（2）植物措施 

绿化工程：主体工程设计中对景观绿化进行了规划设计，从水土保持角度

分析，不仅达到美化环境目的，而且还可以起到固土作用，有效地控制因降水对

地面松散土壤冲刷，减少水土流失目的，具有较强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

土保持总投资。绿化面积 1.18hm²。 

（3）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绿化工程施工前及水域开挖后，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

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5.20hm2。 

三、施工临建区 

1、施工生产区 

（1）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破除硬化面后进行土地整治，减少水土流失。整治

面积为 3.80hm2。 

（2）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和临时沉砂池：将施工过程中的雨水通过项目排水沟、沉沙池缓

流泥沙后排出项目区，临时排水沟长度950m，临时沉砂池6座。 

密目网覆盖：生产区拆除后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

面积共计 3.80hm2。 

2、施工生活区 

（1）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生活区占地结束后，清理硬化面后进行土地整治，便于后续

进行施工。土地整治面积 6.00hm2，。 

（2）植物措施 

施工生活区临时占地结束后，撒播草籽绿化，草籽选用早熟禾，用量为

150kg/hm2，撒播面积 6.00hm2，。 

（3）临时措施 

排水、沉沙：在生活区周边修建排水沟、排水沟末端接沉沙池，雨水最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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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项目区。排水沟600m，临时沉砂池1座。临时排水沟为矩形断面，底宽0.3m，

深0.3m，采用灰砂砖砌筑。沉沙池断面尺寸为2.0×2.5×1.5m（长*宽*高），采用

灰砂砖，1:2水泥砂浆抹面。 

密目网覆盖：生活区拆除后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设计密目网遮盖面

积共计6.00hm2。 

3、施工道路区 

（1）工程措施 

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8.83hm2。实施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21 年 6 月。 

（2）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施工道路拆除后对裸露地表进行覆盖，密目网苫盖面积

8.83hm2。实施时间为2021年5月-2021年6月。 

2 水土保持监测重点地段和重点项目 

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并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

和水土保持监测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范围、

内容、方法、时段、频率和站点布设等。 

2.1 监测范围 

监测范围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本工程防治责任范围为 67.57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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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项目区谷歌历史影像图 

2.2 监测分区 

本项目为建设类项目，根据主体的总体平面布置情况、施工进度安排和水土

保持的监测内容，建设期水土保持的监测分 4 个监测分区：分别为绿化工程区、

道路管线工程区、公共绿地区、施工临时生活区。 

2.3 监测重点地段 

本项目土壤流失量集中在施工期，从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总量及新增流失量

来看，项目区内新增及流失总量主要集中道路及管线工程区及绿化区，因为其扰

动时间较长，建筑物工程区基坑开挖时水土流失比较大，但其扰动时间较短。 

2.4 监测重点项目 

因项目处于建设期，绿化工程防治区尚未采取植物措施，故本季度监测的重

点项目为以下三个监测区： 

1、道路管线工程监测区：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等。 

2、绿化监测区：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等。 

3、临时生活与堆土：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等。 

2.5 监测点布设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本项目共布设 15 个监测点，项目主体已完工，建筑物工程防治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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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布设施工期固定监测点进行监测，因此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按照宗地，

每个宗地绿化工程区、道路管线及硬化工程区各布设 2 个固定监测点监测自然恢

复期水土流失状况，布设监测点 10 个；公共绿地防治区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布

设 4 处监测点；施工临建区尚未完全进行拆除，每个生活区布设一处固定监测

点，布设监测点 1 个。其余位置采用调查巡查监测，大雨天气加测。固定监测点

布设情况见表 2-1。 

监测重点时段为施工临建防治区拆除时段。监测重点应放在临建拆除后，土

地整治过程中，详细观测和记录水土流失量。 

表 2-1                 固定监测点布设情况表 

监测 
区域 

监测

点位

置 
主要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

点数

量 
监测点位 

居住

及配

套设

施用

地防

治区 

绿化

工程

区 
地表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植

物措施施工情况及植被

生长情况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遥感

监测 
5 5 个宗地

各一个 

道路

管线

工程

区 

地表 雨水管运行情况、蓄水

池雨季运行情况等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 5 5 个宗地

各一个 

公共

景观

防治

区 

公共

绿地

区 
地表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植

物措施施工情况及植被

生长情况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遥感

监测 
4 公共景观

区域 

施工

临建

区 

施工

生活

区 
排水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排

水状况，扰动地表情况 现场巡查 1 施工生活

区 

合计    15  

3 本季度监测情况 

3.1 工程进度 

本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开工，本季度主要进行主体施工，仍有部分基坑开

挖。水土保持工程临时措施等随主体工程同步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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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季度监测图片 

  

航拍现场全景（2020 年 5 月） 主体建筑（2020 年 6 月） 

  
生活区道路硬化（2020 年 5 月） 施工道路硬化（2020 年 5 月） 

  
密目网苫盖（2020 年 4 月） 临时洗车槽（2020 年 4 月） 

  
临时排水沟（2020 年 5 月） 洒水降尘（202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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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工程量统计 

本季度水土保持工程主要以临时措施为主，完成工程量如下：临时排水沟

630m，密目网苫盖 5.06hm²。 

3.4 问题与建议 

本季度施工现场存在问题如下 

1、地表裸露区域个别地方苫盖不足。 

2、项目已开工，尚未取得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根据存在的问题建议如下： 

1、建议加强对现场临时措施管理与维护，对裸露区域要求 100%覆盖； 

2、尽快取得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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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0 年第 2 季度，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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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无新增施工扰动面积，施工均控制在

防治责任范围内 

表土剥离保护 5 5 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织，

在项目开工前期统一进行剥离 

弃土（石、

渣）堆放 15 15 统一在容东片区 2#号堆土场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项目本季度水土流失量为 236.50t，水土流

失轻微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项目未进行到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阶段 

植物措施 15 15 本项目未进行到实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阶段 

临时措施 10 6 项目现场临时措施情况布设良好，部分裸露

区域未进行苫盖，扣 4 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本项目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  计 10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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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措施 
绿化美化（hm²） 15.05 0 0 

撒播草籽（hm2） 6.00 0 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m） 6906 0 7145 

临时沉沙池（座） 40 0 40 

临时洗车槽（座） 9 0 9 

密目网围挡（m） 5500 0 5680 

密目网苫盖（hm²） 98.98 0 102.02 

水土流失影

响因子 

降水量(mm) 
7 月 81.3mm，8 月 358.2mm，9 月

75.9mm 
最大 24 小时降水(mm) 96.8 

最大风速(m/s) 3.2 

土壤流失量（t） 
土壤流失量 202.71t 

潜在土壤流失量 无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021 年 7 月份接受委托，随即进入

现场监测并召开第一次工地例会；

本季度监测时段为 2020 年第三季

度，监测工作方法为追溯监测，通

过调查前期施工资料及项目区历史

遥感影像获取监测数据，编制本季

度监测季报。 

存在问题与建议 

存在问题： 
1、 部分裸露区域密目网苫盖措施不

到位。 
2、 项目已开工，尚未取得水土保持

方案批复 
建议： 
1、 建议加强对现场临时措施管理与

维护，对裸露区域要求 100%覆

盖； 
2、 尽快取得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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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容东片区西侧，北邻 C 组团，东邻 B2 组团，组团北侧为 S333

路，西侧为 N2、N12 路，东侧为 N3、N15 道路，南侧为 E19 路。本项目共分为

5 个宗地，分别为 XARD-0007 宗地、XARD-0008 宗地、XARD-0009 宗地、XARD-

0010 宗地、XARD-0011 宗地。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67.57hm2，其中永久占地 52.74hm2，临时占地 14.83hm2。

按照项目组成，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 47.54hm2、公共景观防治区 5.20hm2，

施工临建区 14.83hm2，（施工生产区 3.80hm2，全部布设于项目区红线内、施工生

活区 6.00hm2位于红线外，施工道路 8.83hm2布设于项目区红线外）。 

本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432.63 万 m3，总挖方量 314.25 万 m3，填方量

118.38 万 m3，外借表土 4.52 万 m3，来源为容东片区表土堆场，余方 200.39 万

m³，余土 194.80 万 m3，统一运往容东片区 1 号、2 号堆土场，余土将调运至新

区北部供新区整体防洪工程建设使用；建筑垃圾 5.59 万 m³，运至建筑垃圾堆放

场，由保定洁绿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统一消纳利用。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67.57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52.74hm2，

红线外临时占地 14.83hm2。一级防治分区分为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区、公共景观

水系区、施工临建区；二级防治分区分为建筑物工程区、道路管线及硬化区、绿

化工程区、公共绿地区、施工生产区、施工生活区及施工临时道路区。 

项目区属于国家水土保持区划中一级分区北方土石山区，二级分区华北平原，

三级分区京津冀城市群人居环境维护农田防护区，地貌属冲洪积平原，水土流失

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为主。根据现场调查结合《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确定土

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180t/(km2·a)，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 

本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1 年 6 月竣工，总工期 19 个

月。项目总投资 92.82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70.55 万元。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为

74.08 亿元（包含政府购买安置房资金），其余资金拟申请银行贷款。 

1.2 项目水土保持分区 

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为基础，采用主导因素法，

结合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自然因素及项目工程布局进行监测分区。本项目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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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监测分为 4 个监测大区，分别为绿化工程区、道路管线工程区、公共绿地区、

施工临时生活区。 

1.3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及数量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预测工程扰动原地貌、破坏土地面积共计 67.57hm2，项

目建设前土地利用现状为耕地，故本项目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为 67.57hm2。 

1.4 水土流失量预测与评价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预测结果表明，经调查与预测，本项目土壤流失总量为

1715t，新增土壤流失总量为 1446t。其中调查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1320t，新增土

壤流失总量为 1176t；预测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395t，新增土壤流失总量为 27t。本

项目土壤流失量集中在施工期，从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总量及新增流失量来看，

项目区内新增及流失总量主要集中建筑物工程区，因为其土方施工频繁且扰动时

间较长。 

1.5 水土保持设计 

1.5.1 防治目标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项目总体目标是在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区范

围内，采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有效控制因工程建设而导

致的新增水土流失，并在此基础上治理工程区域原有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工程

区域的生态环境。 

本项目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并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详细见

下表： 

表 1-1           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 

指 标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土壤流失控

制比 渣土防护率 表土保护

率 
林草植被

恢复率 
林草覆盖

率 
目标值 98% 1.0 98% 99% 98% 28% 

1.5.2 防治措施体系图 

本项目根据工程建设特点，从水土保持角度考虑，结合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布设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具体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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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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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量 

为了防治工程建设所产生的水土流失，减少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在本项目主

体工程设计中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中提出了多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将工

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防护措施相结合，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各防治分区的

防护措施分别为： 

一、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 

1、建筑物区 

（1）临时措施 

基坑排水沉砂设施：地下室开挖期间，做好基坑支护，利用抽水泵将基坑内

汇水抽至项目区排水沟，通过项目排水沟、沉沙池缓流泥沙后排出项目区。基坑

排水沟 5356m，临时沉砂池 33 座。临时排水沟为矩形断面，底宽 0.3m，深 0.3m，

采用灰砂砖砌筑。沉沙池尺寸为 2.0×2.5×1.5m（长*宽*高），采用灰砂砖，1:2 水

泥砂浆抹面。 

密目网围挡：地下室开挖期间，在基坑周边采用密目网围挡，围挡高 0.8m，

围挡长度 5500m。 

密目网覆盖：基坑开挖过程中，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和不能及时运走的土方

进行遮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38.9hm2。 

洗车设施：在施工出入口布设洗车设施，对出场车辆进行清洗，防止污染外

部道路，布设洗车设施 9 座。 

2、道路管线及硬化区 

（1）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场区内沿着道路铺设雨水管，收集雨水排入市政管道，具有较强

的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投资，雨水管网长度15769m。 

透水铺装：主体设计单位按照海绵城市设计要求，停车位和小广场采用透水

砖铺装 1.55hm2，道路采用透水沥青铺装 3.62hm2，共布设透水铺装面积约

5.17hm2。 

（2）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道路施工过程，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和管线开挖的土方进行遮

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22.38hm2。 

3、绿化工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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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措施 

下凹式绿地整地：按照海绵城市要求，需建设下凹式绿地，绿化前先进行土

地整治，使之形成下凹式绿地。下凹式绿地是在绿地建设时，使绿地高程低于周

围地面一定的高程，下凹深度一般 5～10cm 为宜，以利于周边的雨水径流的汇

入。下凹式绿地透水性能良好，可减少绿化用水并改善城市环境，对雨水中的一

些污染物具有较强的截留和净化作用，可以增加雨水渗透量，下凹式绿化整地

3.15hm2。 

表土回覆：绿化区面积为 13.87hm2，覆土厚度 30cm，需要表土量为 4.16 万

m3，从容东片区表土堆场取土，运至项目区内使用，即用即取，本项目区内不需

设置表土堆土场。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土地整治：绿化工程施工前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10.72hm2。 

蓄水池：根据海绵城市要求，主体在绿化区内布设蓄水池，收集雨水用于绿

化洒水，具有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投资，已建蓄水池容积

5137m3。 

（2）植物措施 

绿化工程：主体工程设计中对景观绿化进行了规划设计，项目区内绿化布

置面积较大，能满足项目区生态要求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

不仅达到美化环境目的，同时可以使工程中破坏的植被面积得到有效的恢复与

补偿，而且还可以起到固土作用，有效地控制因降水对地面松散土壤冲刷，减少

水土流失目的，具有较强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总投资。绿化面积

13.87hm²。主要栽植常绿乔木、落叶乔木、小乔木、大丛灌木、球类、地被等。 

（3）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绿化工程未施工前，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经调查，

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13.87hm2。 

二、公共景观防治区 

（1）工程措施 

表土回覆：绿化区面积为 1.18hm2，覆土厚度 30cm，需要表土量为 0.36 万

m3，从容东片区表土堆场取土，运至项目区内使用，即用即取，本项目区内不需

设置表土堆土场。 

人行道透水铺装：主体设计对公园中部分人行道设置透水铺装，面积



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6 
 

0.25hm2。 

生态护坡：景观水系大部分为混凝土挡墙护岸，局部设有生态护坡，临水坡

面坡比 1:1.5~1:3，边坡种植草本，生态护坡长约 150m。 

（2）植物措施 

绿化工程：主体工程设计中对景观绿化进行了规划设计，从水土保持角度

分析，不仅达到美化环境目的，而且还可以起到固土作用，有效地控制因降水对

地面松散土壤冲刷，减少水土流失目的，具有较强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

土保持总投资。绿化面积 1.18hm²。 

（3）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绿化工程施工前及水域开挖后，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

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5.20hm2。 

三、施工临建区 

1、施工生产区 

（1）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破除硬化面后进行土地整治，减少水土流失。整治

面积为 3.80hm2。 

（2）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和临时沉砂池：将施工过程中的雨水通过项目排水沟、沉沙池缓

流泥沙后排出项目区，临时排水沟长度950m，临时沉砂池6座。 

密目网覆盖：生产区拆除后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

面积共计 3.80hm2。 

2、施工生活区 

（1）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生活区占地结束后，清理硬化面后进行土地整治，便于后续

进行施工。土地整治面积 6.00hm2，。 

（2）植物措施 

施工生活区临时占地结束后，撒播草籽绿化，草籽选用早熟禾，用量为

150kg/hm2，撒播面积 6.00hm2，。 

（3）临时措施 

排水、沉沙：在生活区周边修建排水沟、排水沟末端接沉沙池，雨水最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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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项目区。排水沟600m，临时沉砂池1座。临时排水沟为矩形断面，底宽0.3m，

深0.3m，采用灰砂砖砌筑。沉沙池断面尺寸为2.0×2.5×1.5m（长*宽*高），采用

灰砂砖，1:2水泥砂浆抹面。 

密目网覆盖：生活区拆除后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设计密目网遮盖面

积共计6.00hm2。 

3、施工道路区 

（1）工程措施 

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8.83hm2。实施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21 年 6 月。 

（2）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施工道路拆除后对裸露地表进行覆盖，密目网苫盖面积

8.83hm2。实施时间为2021年5月-2021年6月。 

2 水土保持监测重点地段和重点项目 

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并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

和水土保持监测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范围、

内容、方法、时段、频率和站点布设等。 

2.1 监测范围 

监测范围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本工程防治责任范围为 67.57hm2。 

 
图 2-1    项目区谷歌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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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监测分区 

本项目为建设类项目，根据主体的总体平面布置情况、施工进度安排和水土

保持的监测内容，建设期水土保持的监测分 4 个监测分区：分别为绿化工程区、

道路管线工程区、公共绿地区、施工临时生活区。 

2.3 监测重点地段 

本项目土壤流失量集中在施工期，从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总量及新增流失量

来看，项目区内新增及流失总量主要集中道路及管线工程区及绿化区，因为其扰

动时间较长，建筑物工程区基坑开挖时水土流失比较大，但其扰动时间较短。 

2.4 监测重点项目 

因项目处于建设期，绿化工程防治区尚未采取植物措施，故本季度监测的重

点项目为以下三个监测区： 

1、道路管线工程监测区：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等。 

2、绿化监测区：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等。 

3、临时生活与堆土：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等。 

2.5 监测点布设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本项目共布设 15 个监测点，项目主体已完工，建筑物工程防治区无

法布设施工期固定监测点进行监测，因此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按照宗地，

每个宗地绿化工程区、道路管线及硬化工程区各布设 2 个固定监测点监测自然恢

复期水土流失状况，布设监测点 10 个；公共绿地防治区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布

设 4 处监测点；施工临建区尚未完全进行拆除，每个生活区布设一处固定监测

点，布设监测点 1 个。其余位置采用调查巡查监测，大雨天气加测。固定监测点

布设情况见表 2-1。 

监测重点时段为施工临建防治区拆除时段。监测重点应放在临建拆除后，土

地整治过程中，详细观测和记录水土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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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固定监测点布设情况表 

监测 
区域 

监测

点位

置 
主要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

点数

量 
监测点位 

居住

及配

套设

施用

地防

治区 

绿化

工程

区 
地表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植

物措施施工情况及植被

生长情况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遥感

监测 
5 5 个宗地

各一个 

道路

管线

工程

区 

地表 雨水管运行情况、蓄水

池雨季运行情况等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 5 5 个宗地

各一个 

公共

景观

防治

区 

公共

绿地

区 
地表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植

物措施施工情况及植被

生长情况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遥感

监测 
4 公共景观

区域 

施工

临建

区 

施工

生活

区 
排水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排

水状况，扰动地表情况 现场巡查 1 施工生活

区 

合计    15  

3 本季度监测情况 

3.1 工程进度 

本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开工，本季度主要为主体施工。水土保持工程临时措

施等随主体工程同步施工。 

3.2 本季度监测图片 

  
三区航拍现场全景（2020 年 7 月） 三区航拍现场全景（202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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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区航拍现场全景（2020 年 7 月） 六区航拍现场全景（2020 年 9 月） 

 
 

生活区道路硬化（2020 年 8 月） 施工生产区（2020 年 7 月） 

  
密目网苫盖（2020 年 8 月） 临时洗车槽（2020 年 8 月） 

  
临时排水沟（2020 年 7 月） 洒水降尘（202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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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工程量统计 

本季度主要为主体工程施工，未新增水土保持措施。 

3.4 问题与建议 

本季度施工现场存在问题如下 

1、地表裸露区域个别地方苫盖不足。 

2、项目已开工，尚未取得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根据存在的问题建议如下： 

1、建议加强对现场临时措施管理与维护，对裸露区域要求 100%覆盖； 

2、尽快取得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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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0 年第 3 季度，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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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无新增施工扰动面积，施工均控制在

防治责任范围内 

表土剥离保护 5 5 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织，

在项目开工前期统一进行剥离 

弃土（石、

渣）堆放 15 15 统一在容东片区 2#号堆土场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项目本季度水土流失量为 202.71t，水土流

失轻微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项目未进行到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阶段 

植物措施 15 15 本项目未进行到实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阶段 

临时措施 10 6 项目现场临时措施情况布设良好，部分裸露

区域未进行苫盖，扣 4 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本项目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  计 10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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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治（hm²） 29.35 0 0 

生态护坡（m） 150 0 0 

植物措施 
绿化美化（hm²） 15.05 0 0 

撒播草籽（hm2） 6.00 0 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m） 6906 0 7145 

临时沉沙池（座） 40 0 40 

临时洗车槽（座） 9 0 9 

密目网围挡（m） 5500 0 5680 

密目网苫盖（hm²） 98.98 0 102.02 

水土流失影

响因子 

降水量(mm) 
10 月 0.0mm，11 月 19.9mm，12 月

0.0mm 
最大 24 小时降水(mm) 9.8 

最大风速(m/s) 4.5 

土壤流失量（t） 
土壤流失量 168.93t 

潜在土壤流失量 无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021 年 7 月份接受委托，随即进入

现场监测并召开第一次工地例会；

本季度监测时段为 2020 年第四季

度，监测工作方法为追溯监测，通

过调查前期施工资料及项目区历史

遥感影像获取监测数据，编制本季

度监测季报。 

存在问题与建议 

存在问题： 
1、 部分裸露区域密目网苫盖措施不

到位。 
2、 项目已开工，尚未取得水土保持

方案批复 
建议： 
1、 建议加强对现场临时措施管理与

维护，对裸露区域要求 100%覆

盖； 
2、 尽快取得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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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容东片区西侧，北邻 C 组团，东邻 B2 组团，组团北侧为 S333

路，西侧为 N2、N12 路，东侧为 N3、N15 道路，南侧为 E19 路。本项目共分为

5 个宗地，分别为 XARD-0007 宗地、XARD-0008 宗地、XARD-0009 宗地、XARD-

0010 宗地、XARD-0011 宗地。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67.57hm2，其中永久占地 52.74hm2，临时占地 14.83hm2。

按照项目组成，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 47.54hm2、公共景观防治区 5.20hm2，

施工临建区 14.83hm2，（施工生产区 3.80hm2，全部布设于项目区红线内、施工生

活区 6.00hm2位于红线外，施工道路 8.83hm2布设于项目区红线外）。 

本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432.63 万 m3，总挖方量 314.25 万 m3，填方量

118.38 万 m3，外借表土 4.52 万 m3，来源为容东片区表土堆场，余方 200.39 万

m³，余土 194.80 万 m3，统一运往容东片区 1 号、2 号堆土场，余土将调运至新

区北部供新区整体防洪工程建设使用；建筑垃圾 5.59 万 m³，运至建筑垃圾堆放

场，由保定洁绿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统一消纳利用。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67.57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52.74hm2，

红线外临时占地 14.83hm2。一级防治分区分为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区、公共景观

水系区、施工临建区；二级防治分区分为建筑物工程区、道路管线及硬化区、绿

化工程区、公共绿地区、施工生产区、施工生活区及施工临时道路区。 

项目区属于国家水土保持区划中一级分区北方土石山区，二级分区华北平原，

三级分区京津冀城市群人居环境维护农田防护区，地貌属冲洪积平原，水土流失

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为主。根据现场调查结合《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确定土

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180t/(km2·a)，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 

本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1 年 6 月竣工，总工期 19 个

月。项目总投资 92.82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70.55 万元。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为

74.08 亿元（包含政府购买安置房资金），其余资金拟申请银行贷款。 

1.2 项目水土保持分区 

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为基础，采用主导因素法，

结合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自然因素及项目工程布局进行监测分区。本项目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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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监测分为 4 个监测大区，分别为绿化工程区、道路管线工程区、公共绿地区、

施工临时生活区。 

1.3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及数量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预测工程扰动原地貌、破坏土地面积共计 67.57hm2，项

目建设前土地利用现状为耕地，故本项目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为 67.57hm2。 

1.4 水土流失量预测与评价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预测结果表明，经调查与预测，本项目土壤流失总量为

1715t，新增土壤流失总量为 1446t。其中调查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1320t，新增土

壤流失总量为 1176t；预测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395t，新增土壤流失总量为 27t。本

项目土壤流失量集中在施工期，从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总量及新增流失量来看，

项目区内新增及流失总量主要集中建筑物工程区，因为其土方施工频繁且扰动时

间较长。 

1.5 水土保持设计 

1.5.1 防治目标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项目总体目标是在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区范

围内，采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有效控制因工程建设而导

致的新增水土流失，并在此基础上治理工程区域原有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工程

区域的生态环境。 

本项目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并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详细见

下表： 

表 1-1           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 

指 标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土壤流失控

制比 渣土防护率 表土保护

率 
林草植被

恢复率 
林草覆盖

率 
目标值 98% 1.0 98% 99% 98% 28% 

1.5.2 防治措施体系图 

本项目根据工程建设特点，从水土保持角度考虑，结合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布设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具体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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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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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量 

为了防治工程建设所产生的水土流失，减少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在本项目主

体工程设计中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中提出了多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将工

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防护措施相结合，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各防治分区的

防护措施分别为： 

一、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 

1、建筑物区 

（1）临时措施 

基坑排水沉砂设施：地下室开挖期间，做好基坑支护，利用抽水泵将基坑内

汇水抽至项目区排水沟，通过项目排水沟、沉沙池缓流泥沙后排出项目区。基坑

排水沟 5356m，临时沉砂池 33 座。临时排水沟为矩形断面，底宽 0.3m，深 0.3m，

采用灰砂砖砌筑。沉沙池尺寸为 2.0×2.5×1.5m（长*宽*高），采用灰砂砖，1:2 水

泥砂浆抹面。 

密目网围挡：地下室开挖期间，在基坑周边采用密目网围挡，围挡高 0.8m，

围挡长度 5500m。 

密目网覆盖：基坑开挖过程中，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和不能及时运走的土方

进行遮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38.9hm2。 

洗车设施：在施工出入口布设洗车设施，对出场车辆进行清洗，防止污染外

部道路，布设洗车设施 9 座。 

2、道路管线及硬化区 

（1）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场区内沿着道路铺设雨水管，收集雨水排入市政管道，具有较强

的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投资，雨水管网长度15769m。 

透水铺装：主体设计单位按照海绵城市设计要求，停车位和小广场采用透水

砖铺装 1.55hm2，道路采用透水沥青铺装 3.62hm2，共布设透水铺装面积约

5.17hm2。 

（2）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道路施工过程，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和管线开挖的土方进行遮

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22.38hm2。 

3、绿化工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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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措施 

下凹式绿地整地：按照海绵城市要求，需建设下凹式绿地，绿化前先进行土

地整治，使之形成下凹式绿地。下凹式绿地是在绿地建设时，使绿地高程低于周

围地面一定的高程，下凹深度一般 5～10cm 为宜，以利于周边的雨水径流的汇

入。下凹式绿地透水性能良好，可减少绿化用水并改善城市环境，对雨水中的一

些污染物具有较强的截留和净化作用，可以增加雨水渗透量，下凹式绿化整地

3.15hm2。 

表土回覆：绿化区面积为 13.87hm2，覆土厚度 30cm，需要表土量为 4.16 万

m3，从容东片区表土堆场取土，运至项目区内使用，即用即取，本项目区内不需

设置表土堆土场。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土地整治：绿化工程施工前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10.72hm2。 

蓄水池：根据海绵城市要求，主体在绿化区内布设蓄水池，收集雨水用于绿

化洒水，具有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投资，已建蓄水池容积

5137m3。 

（2）植物措施 

绿化工程：主体工程设计中对景观绿化进行了规划设计，项目区内绿化布

置面积较大，能满足项目区生态要求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

不仅达到美化环境目的，同时可以使工程中破坏的植被面积得到有效的恢复与

补偿，而且还可以起到固土作用，有效地控制因降水对地面松散土壤冲刷，减少

水土流失目的，具有较强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总投资。绿化面积

13.87hm²。主要栽植常绿乔木、落叶乔木、小乔木、大丛灌木、球类、地被等。 

（3）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绿化工程未施工前，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经调查，

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13.87hm2。 

二、公共景观防治区 

（1）工程措施 

表土回覆：绿化区面积为 1.18hm2，覆土厚度 30cm，需要表土量为 0.36 万

m3，从容东片区表土堆场取土，运至项目区内使用，即用即取，本项目区内不需

设置表土堆土场。 

人行道透水铺装：主体设计对公园中部分人行道设置透水铺装，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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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hm2。 

生态护坡：景观水系大部分为混凝土挡墙护岸，局部设有生态护坡，临水坡

面坡比 1:1.5~1:3，边坡种植草本，生态护坡长约 150m。 

（2）植物措施 

绿化工程：主体工程设计中对景观绿化进行了规划设计，从水土保持角度

分析，不仅达到美化环境目的，而且还可以起到固土作用，有效地控制因降水对

地面松散土壤冲刷，减少水土流失目的，具有较强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

土保持总投资。绿化面积 1.18hm²。 

（3）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绿化工程施工前及水域开挖后，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

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5.20hm2。 

三、施工临建区 

1、施工生产区 

（1）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破除硬化面后进行土地整治，减少水土流失。整治

面积为 3.80hm2。 

（2）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和临时沉砂池：将施工过程中的雨水通过项目排水沟、沉沙池缓

流泥沙后排出项目区，临时排水沟长度950m，临时沉砂池6座。 

密目网覆盖：生产区拆除后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

面积共计 3.80hm2。 

2、施工生活区 

（1）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生活区占地结束后，清理硬化面后进行土地整治，便于后续

进行施工。土地整治面积 6.00hm2，。 

（2）植物措施 

施工生活区临时占地结束后，撒播草籽绿化，草籽选用早熟禾，用量为

150kg/hm2，撒播面积 6.00hm2，。 

（3）临时措施 

排水、沉沙：在生活区周边修建排水沟、排水沟末端接沉沙池，雨水最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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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项目区。排水沟600m，临时沉砂池1座。临时排水沟为矩形断面，底宽0.3m，

深0.3m，采用灰砂砖砌筑。沉沙池断面尺寸为2.0×2.5×1.5m（长*宽*高），采用

灰砂砖，1:2水泥砂浆抹面。 

密目网覆盖：生活区拆除后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设计密目网遮盖面

积共计6.00hm2。 

3、施工道路区 

（1）工程措施 

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8.83hm2。实施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21 年 6 月。 

（2）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施工道路拆除后对裸露地表进行覆盖，密目网苫盖面积

8.83hm2。实施时间为2021年5月-2021年6月。 

2 水土保持监测重点地段和重点项目 

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并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

和水土保持监测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范围、

内容、方法、时段、频率和站点布设等。 

2.1 监测范围 

监测范围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本工程防治责任范围为 67.57hm2。 

 
图 2-1    项目区谷歌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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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监测分区 

本项目为建设类项目，根据主体的总体平面布置情况、施工进度安排和水土

保持的监测内容，建设期水土保持的监测分 4 个监测分区：分别为绿化工程区、

道路管线工程区、公共绿地区、施工临时生活区。 

2.3 监测重点地段 

本项目土壤流失量集中在施工期，从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总量及新增流失量

来看，项目区内新增及流失总量主要集中道路及管线工程区及绿化区，因为其扰

动时间较长，建筑物工程区基坑开挖时水土流失比较大，但其扰动时间较短。 

2.4 监测重点项目 

因项目处于建设期，绿化工程防治区尚未采取植物措施，故本季度监测的重

点项目为以下三个监测区： 

1、道路管线工程监测区：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等。 

2、绿化监测区：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等。 

3、临时生活与堆土：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等。 

2.5 监测点布设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本项目共布设 15 个监测点，项目主体已完工，建筑物工程防治区无

法布设施工期固定监测点进行监测，因此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按照宗地，

每个宗地绿化工程区、道路管线及硬化工程区各布设 2 个固定监测点监测自然恢

复期水土流失状况，布设监测点 10 个；公共绿地防治区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布

设 4 处监测点；施工临建区尚未完全进行拆除，每个生活区布设一处固定监测

点，布设监测点 1 个。其余位置采用调查巡查监测，大雨天气加测。固定监测点

布设情况见表 2-1。 

监测重点时段为施工临建防治区拆除时段。监测重点应放在临建拆除后，土

地整治过程中，详细观测和记录水土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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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固定监测点布设情况表 

监测 
区域 

监测

点位

置 
主要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

点数

量 
监测点位 

居住

及配

套设

施用

地防

治区 

绿化

工程

区 
地表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植

物措施施工情况及植被

生长情况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遥感

监测 
5 5 个宗地

各一个 

道路

管线

工程

区 

地表 雨水管运行情况、蓄水

池雨季运行情况等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 5 5 个宗地

各一个 

公共

景观

防治

区 

公共

绿地

区 
地表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植

物措施施工情况及植被

生长情况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遥感

监测 
4 公共景观

区域 

施工

临建

区 

施工

生活

区 
排水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排

水状况，扰动地表情况 现场巡查 1 施工生活

区 

合计    15  

3 本季度监测情况 

3.1 工程进度 

本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开工，本季度部分主体建筑结构封顶，主体建筑进行

收尾工作，准备开展二次结构和内外装修；管线工程进场。水土保持工程临时措

施等随主体工程同步施工。 

3.2 本季度监测图片 

  
三区航拍现场全景（2020 年 10 月） 三区航拍现场全景（2020 年 11 月） 

  
六区航拍现场全景（2020 年 10 月） 六区航拍现场全景（202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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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道路硬化（2020 年 10 月） 临时道路硬化（2020 年 12 月） 

  
密目网苫盖（2020 年 10 月） 临时洗车槽（2020 年 10 月） 

  
施工生产区（2020 年 10 月） 洒水降尘（202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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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工程量统计 

本季度水土保持工程主要以工程措施为主，完成工程量如下：雨水管网

3500m，雨水调蓄池 1320m³。 

3.4 问题与建议 

本季度施工现场存在问题如下 

1、地表裸露区域个别地方苫盖不足。 

2、项目已开工，尚未取得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根据存在的问题建议如下： 

1、建议加强对现场临时措施管理与维护，对裸露区域要求 100%覆盖； 

2、尽快取得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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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0 年第 4 季度，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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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无新增施工扰动面积，施工均控制在

防治责任范围内 

表土剥离保护 5 5 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织，

在项目开工前期统一进行剥离 

弃土（石、

渣）堆放 15 15 统一在容东片区 2#号堆土场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项目本季度水土流失量为 168.93t，水土流

失轻微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项目未进行到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阶段 

植物措施 15 15 本项目未进行到实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阶段 

临时措施 10 5 项目现场临时措施情况布设良好，部分裸露

区域未进行苫盖，扣 5 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本项目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  计 10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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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治（hm²） 29.35 0 0 

生态护坡（m） 150 0 0 

植物措施 
绿化美化（hm²） 15.05 0 0 

撒播草籽（hm2） 6.00 0 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m） 6906 0 7145 

临时沉沙池（座） 40 0 40 

临时洗车槽（座） 9 0 9 

密目网围挡（m） 5500 0 5680 

密目网苫盖（hm²） 98.98 0 102.02 

水土流失影

响因子 

降水量(mm) 
1 月 1.2mm，2 月 20.4mm，3 月

18.8mm 
最大 24 小时降水(mm) 19.8 

最大风速(m/s) 4.5 

土壤流失量（t） 
土壤流失量 135.14t 

潜在土壤流失量 无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021 年 7 月份接受委托，随即进入

现场监测并召开第一次工地例会；

本季度监测时段为 2021 年第一季

度，监测工作方法为追溯监测，通

过调查前期施工资料及项目区历史

遥感影像获取监测数据，编制本季

度监测季报。 

存在问题与建议 

存在问题： 
1、 部分裸露区域密目网苫盖措施不

到位。 
2、 项目已开工，尚未取得水土保持

方案批复 
建议： 
1、 建议加强对现场临时措施管理与

维护，对裸露区域要求 100%覆

盖； 
2、 尽快取得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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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容东片区西侧，北邻 C 组团，东邻 B2 组团，组团北侧为 S333

路，西侧为 N2、N12 路，东侧为 N3、N15 道路，南侧为 E19 路。本项目共分为

5 个宗地，分别为 XARD-0007 宗地、XARD-0008 宗地、XARD-0009 宗地、XARD-

0010 宗地、XARD-0011 宗地。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67.57hm2，其中永久占地 52.74hm2，临时占地 14.83hm2。

按照项目组成，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 47.54hm2、公共景观防治区 5.20hm2，

施工临建区 14.83hm2，（施工生产区 3.80hm2，全部布设于项目区红线内、施工生

活区 6.00hm2位于红线外，施工道路 8.83hm2布设于项目区红线外）。 

本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432.63 万 m3，总挖方量 314.25 万 m3，填方量

118.38 万 m3，外借表土 4.52 万 m3，来源为容东片区表土堆场，余方 200.39 万

m³，余土 194.80 万 m3，统一运往容东片区 1 号、2 号堆土场，余土将调运至新

区北部供新区整体防洪工程建设使用；建筑垃圾 5.59 万 m³，运至建筑垃圾堆放

场，由保定洁绿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统一消纳利用。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67.57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52.74hm2，

红线外临时占地 14.83hm2。一级防治分区分为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区、公共景观

水系区、施工临建区；二级防治分区分为建筑物工程区、道路管线及硬化区、绿

化工程区、公共绿地区、施工生产区、施工生活区及施工临时道路区。 

项目区属于国家水土保持区划中一级分区北方土石山区，二级分区华北平原，

三级分区京津冀城市群人居环境维护农田防护区，地貌属冲洪积平原，水土流失

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为主。根据现场调查结合《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确定土

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180t/(km2·a)，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 

本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1 年 6 月竣工，总工期 19 个

月。项目总投资 92.82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70.55 万元。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为

74.08 亿元（包含政府购买安置房资金），其余资金拟申请银行贷款。 

1.2 项目水土保持分区 

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为基础，采用主导因素法，

结合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自然因素及项目工程布局进行监测分区。本项目水土保



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2 
 

持监测分为 4 个监测大区，分别为绿化工程区、道路管线工程区、公共绿地区、

施工临时生活区。 

1.3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及数量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预测工程扰动原地貌、破坏土地面积共计 67.57hm2，项

目建设前土地利用现状为耕地，故本项目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为 67.57hm2。 

1.4 水土流失量预测与评价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预测结果表明，经调查与预测，本项目土壤流失总量为

1715t，新增土壤流失总量为 1446t。其中调查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1320t，新增土

壤流失总量为 1176t；预测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395t，新增土壤流失总量为 27t。本

项目土壤流失量集中在施工期，从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总量及新增流失量来看，

项目区内新增及流失总量主要集中建筑物工程区，因为其土方施工频繁且扰动时

间较长。 

1.5 水土保持设计 

1.5.1 防治目标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项目总体目标是在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区范

围内，采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有效控制因工程建设而导

致的新增水土流失，并在此基础上治理工程区域原有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工程

区域的生态环境。 

本项目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并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详细见

下表： 

表 1-1           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 

指 标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土壤流失控

制比 渣土防护率 表土保护

率 
林草植被

恢复率 
林草覆盖

率 
目标值 98% 1.0 98% 99% 98% 28% 

1.5.2 防治措施体系图 

本项目根据工程建设特点，从水土保持角度考虑，结合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布设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具体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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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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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量 

为了防治工程建设所产生的水土流失，减少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在本项目主

体工程设计中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中提出了多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将工

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防护措施相结合，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各防治分区的

防护措施分别为： 

一、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 

1、建筑物区 

（1）临时措施 

基坑排水沉砂设施：地下室开挖期间，做好基坑支护，利用抽水泵将基坑内

汇水抽至项目区排水沟，通过项目排水沟、沉沙池缓流泥沙后排出项目区。基坑

排水沟 5356m，临时沉砂池 33 座。临时排水沟为矩形断面，底宽 0.3m，深 0.3m，

采用灰砂砖砌筑。沉沙池尺寸为 2.0×2.5×1.5m（长*宽*高），采用灰砂砖，1:2 水

泥砂浆抹面。 

密目网围挡：地下室开挖期间，在基坑周边采用密目网围挡，围挡高 0.8m，

围挡长度 5500m。 

密目网覆盖：基坑开挖过程中，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和不能及时运走的土方

进行遮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38.9hm2。 

洗车设施：在施工出入口布设洗车设施，对出场车辆进行清洗，防止污染外

部道路，布设洗车设施 9 座。 

2、道路管线及硬化区 

（1）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场区内沿着道路铺设雨水管，收集雨水排入市政管道，具有较强

的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投资，雨水管网长度15769m。 

透水铺装：主体设计单位按照海绵城市设计要求，停车位和小广场采用透水

砖铺装 1.55hm2，道路采用透水沥青铺装 3.62hm2，共布设透水铺装面积约

5.17hm2。 

（2）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道路施工过程，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和管线开挖的土方进行遮

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22.38hm2。 

3、绿化工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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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措施 

下凹式绿地整地：按照海绵城市要求，需建设下凹式绿地，绿化前先进行土

地整治，使之形成下凹式绿地。下凹式绿地是在绿地建设时，使绿地高程低于周

围地面一定的高程，下凹深度一般 5～10cm 为宜，以利于周边的雨水径流的汇

入。下凹式绿地透水性能良好，可减少绿化用水并改善城市环境，对雨水中的一

些污染物具有较强的截留和净化作用，可以增加雨水渗透量，下凹式绿化整地

3.15hm2。 

表土回覆：绿化区面积为 13.87hm2，覆土厚度 30cm，需要表土量为 4.16 万

m3，从容东片区表土堆场取土，运至项目区内使用，即用即取，本项目区内不需

设置表土堆土场。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土地整治：绿化工程施工前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10.72hm2。 

蓄水池：根据海绵城市要求，主体在绿化区内布设蓄水池，收集雨水用于绿

化洒水，具有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投资，已建蓄水池容积

5137m3。 

（2）植物措施 

绿化工程：主体工程设计中对景观绿化进行了规划设计，项目区内绿化布

置面积较大，能满足项目区生态要求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

不仅达到美化环境目的，同时可以使工程中破坏的植被面积得到有效的恢复与

补偿，而且还可以起到固土作用，有效地控制因降水对地面松散土壤冲刷，减少

水土流失目的，具有较强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总投资。绿化面积

13.87hm²。主要栽植常绿乔木、落叶乔木、小乔木、大丛灌木、球类、地被等。 

（3）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绿化工程未施工前，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经调查，

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13.87hm2。 

二、公共景观防治区 

（1）工程措施 

表土回覆：绿化区面积为 1.18hm2，覆土厚度 30cm，需要表土量为 0.36 万

m3，从容东片区表土堆场取土，运至项目区内使用，即用即取，本项目区内不需

设置表土堆土场。 

人行道透水铺装：主体设计对公园中部分人行道设置透水铺装，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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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hm2。 

生态护坡：景观水系大部分为混凝土挡墙护岸，局部设有生态护坡，临水坡

面坡比 1:1.5~1:3，边坡种植草本，生态护坡长约 150m。 

（2）植物措施 

绿化工程：主体工程设计中对景观绿化进行了规划设计，从水土保持角度

分析，不仅达到美化环境目的，而且还可以起到固土作用，有效地控制因降水对

地面松散土壤冲刷，减少水土流失目的，具有较强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

土保持总投资。绿化面积 1.18hm²。 

（3）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绿化工程施工前及水域开挖后，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

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5.20hm2。 

三、施工临建区 

1、施工生产区 

（1）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破除硬化面后进行土地整治，减少水土流失。整治

面积为 3.80hm2。 

（2）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和临时沉砂池：将施工过程中的雨水通过项目排水沟、沉沙池缓

流泥沙后排出项目区，临时排水沟长度950m，临时沉砂池6座。 

密目网覆盖：生产区拆除后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

面积共计 3.80hm2。 

2、施工生活区 

（1）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生活区占地结束后，清理硬化面后进行土地整治，便于后续

进行施工。土地整治面积 6.00hm2，。 

（2）植物措施 

施工生活区临时占地结束后，撒播草籽绿化，草籽选用早熟禾，用量为

150kg/hm2，撒播面积 6.00hm2，。 

（3）临时措施 

排水、沉沙：在生活区周边修建排水沟、排水沟末端接沉沙池，雨水最后排



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7 
 

出项目区。排水沟600m，临时沉砂池1座。临时排水沟为矩形断面，底宽0.3m，

深0.3m，采用灰砂砖砌筑。沉沙池断面尺寸为2.0×2.5×1.5m（长*宽*高），采用

灰砂砖，1:2水泥砂浆抹面。 

密目网覆盖：生活区拆除后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设计密目网遮盖面

积共计6.00hm2。 

3、施工道路区 

（1）工程措施 

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8.83hm2。实施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21 年 6 月。 

（2）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施工道路拆除后对裸露地表进行覆盖，密目网苫盖面积

8.83hm2。实施时间为2021年5月-2021年6月。 

2 水土保持监测重点地段和重点项目 

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并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

和水土保持监测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范围、

内容、方法、时段、频率和站点布设等。 

2.1 监测范围 

监测范围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本工程防治责任范围为 67.57hm2。 

 
图 2-1    项目区谷歌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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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监测分区 

本项目为建设类项目，根据主体的总体平面布置情况、施工进度安排和水土

保持的监测内容，建设期水土保持的监测分 4 个监测分区：分别为绿化工程区、

道路管线工程区、公共绿地区、施工临时生活区。 

2.3 监测重点地段 

本项目土壤流失量集中在施工期，从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总量及新增流失量

来看，项目区内新增及流失总量主要集中道路及管线工程区及绿化区，因为其扰

动时间较长，建筑物工程区基坑开挖时水土流失比较大，但其扰动时间较短。 

2.4 监测重点项目 

因项目处于建设期，绿化工程防治区尚未采取植物措施，故本季度监测的重

点项目为以下三个监测区： 

1、道路管线工程监测区：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等。 

2、绿化监测区：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等。 

3、临时生活与堆土：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等。 

2.5 监测点布设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本项目共布设 15 个监测点，项目主体已完工，建筑物工程防治区无

法布设施工期固定监测点进行监测，因此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按照宗地，

每个宗地绿化工程区、道路管线及硬化工程区各布设 2 个固定监测点监测自然恢

复期水土流失状况，布设监测点 10 个；公共绿地防治区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布

设 4 处监测点；施工临建区尚未完全进行拆除，每个生活区布设一处固定监测

点，布设监测点 1 个。其余位置采用调查巡查监测，大雨天气加测。固定监测点

布设情况见表 2-1。 

监测重点时段为施工临建防治区拆除时段。监测重点应放在临建拆除后，土

地整治过程中，详细观测和记录水土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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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固定监测点布设情况表 

监测 
区域 

监测

点位

置 
主要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

点数

量 
监测点位 

居住

及配

套设

施用

地防

治区 

绿化

工程

区 
地表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植

物措施施工情况及植被

生长情况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遥感

监测 
5 5 个宗地

各一个 

道路

管线

工程

区 

地表 雨水管运行情况、蓄水

池雨季运行情况等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 5 5 个宗地

各一个 

公共

景观

防治

区 

公共

绿地

区 
地表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植

物措施施工情况及植被

生长情况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遥感

监测 
4 公共景观

区域 

施工

临建

区 

施工

生活

区 
排水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排

水状况，扰动地表情况 现场巡查 1 施工生活

区 

合计    15  

3 本季度监测情况 

3.1 工程进度 

本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开工，本季度开展二次结构、内外装修；雨水调蓄池

已完成 90%，小市政管线工程正在施工，完成 80%。水土保持工程临时措施等随

主体工程同步施工。 

3.2 本季度监测图片 

  
航拍现场全景（2021 年 1 月） 航拍现场全景（2021 年 3 月） 

  
三区航拍现场全景（2021 年 1 月） 六区航拍现场全景（202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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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航拍现场全景（2021 年 1 月） 六区航拍现场全景（2021 年 3 月） 

  
临时道路硬化（2021 年 1 月） 临时道路硬化（2021 年 1 月） 

 
  

密目网苫盖（2021 年 2 月） 密目网苫盖（2021 年 3 月） 

  
临时排水沟 2021 年 3 月） 洒水降尘（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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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工程量统计 

本季度水土保持工程主要以工程措施为主，完成工程量如下：雨水管网

9760m，雨水调蓄池 3410m³。  

3.4 问题与建议 

本季度施工现场存在问题如下 

1、地表裸露区域个别地方苫盖不足。 

2、项目已开工，尚未取得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根据存在的问题建议如下： 

1、建议加强对现场临时措施管理与维护，对裸露区域要求 100%覆盖； 

2、尽快取得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批复。 



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12 
 

附件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1 年第 1 季度，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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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无新增施工扰动面积，施工均控制在

防治责任范围内 

表土剥离保护 5 5 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织，

在项目开工前期统一进行剥离 

弃土（石、

渣）堆放 15 15 统一在容东片区 2#号堆土场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项目本季度水土流失量为 135.14t，水土流

失轻微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项目未进行到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阶段 

植物措施 15 15 本项目未进行到实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阶段 

临时措施 10 6 项目现场临时措施情况布设良好，部分裸露

区域未进行苫盖，扣 4 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本项目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  计 10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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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治（hm²） 29.35 2.11 2.11 

生态护坡（m） 150 0 0 

植物措施 
绿化美化（hm²） 15.05 0.80 0.80 

撒播草籽（hm2） 6.00 0 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m） 6906 0 7145 

临时沉沙池（座） 40 0 40 

临时洗车槽（座） 9 0 9 

密目网围挡（m） 5500 0 5680 

密目网苫盖（hm²） 98.98 0 102.02 

水土流失影

响因子 

降水量(mm) 
4 月 1.5mm，5 月 9.2mm，6 月

33.4mm 
最大 24 小时降水(mm) 14.8 

最大风速(m/s) 3.5 

土壤流失量（t） 
土壤流失量 101.36t 

潜在土壤流失量 无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021 年 7 月份接受委托，随即进入

现场监测并召开第一次工地例会；

本季度监测时段为 2021 年第二季

度，监测工作方法为追溯监测，通

过调查前期施工资料及项目区历史

遥感影像获取监测数据，编制本季

度监测季报。 

存在问题与建议 

存在问题： 
1、 部分裸露区域密目网苫盖措施不

到位。 
2、 项目区存在扬尘。 
3、 项目已开工，尚未取得水土保持

方案批复 
建议： 
1、 建议加强对现场临时措施管理与

维护，对裸露区域要求 100%覆

盖； 
2、 加强项目区洒水降尘 
3、 尽快取得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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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容东片区西侧，北邻 C 组团，东邻 B2 组团，组团北侧为 S333

路，西侧为 N2、N12 路，东侧为 N3、N15 道路，南侧为 E19 路。本项目共分为

5 个宗地，分别为 XARD-0007 宗地、XARD-0008 宗地、XARD-0009 宗地、XARD-

0010 宗地、XARD-0011 宗地。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67.57hm2，其中永久占地 52.74hm2，临时占地 14.83hm2。

按照项目组成，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 47.54hm2、公共景观防治区 5.20hm2，

施工临建区 14.83hm2，（施工生产区 3.80hm2，全部布设于项目区红线内、施工生

活区 6.00hm2位于红线外，施工道路 8.83hm2布设于项目区红线外）。 

本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432.63 万 m3，总挖方量 314.25 万 m3，填方量

118.38 万 m3，外借表土 4.52 万 m3，来源为容东片区表土堆场，余方 200.39 万

m³，余土 194.80 万 m3，统一运往容东片区 1 号、2 号堆土场，余土将调运至新

区北部供新区整体防洪工程建设使用；建筑垃圾 5.59 万 m³，运至建筑垃圾堆放

场，由保定洁绿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统一消纳利用。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67.57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52.74hm2，

红线外临时占地 14.83hm2。一级防治分区分为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区、公共景观

水系区、施工临建区；二级防治分区分为建筑物工程区、道路管线及硬化区、绿

化工程区、公共绿地区、施工生产区、施工生活区及施工临时道路区。 

项目区属于国家水土保持区划中一级分区北方土石山区，二级分区华北平原，

三级分区京津冀城市群人居环境维护农田防护区，地貌属冲洪积平原，水土流失

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为主。根据现场调查结合《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确定土

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180t/(km2·a)，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 

本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1 年 6 月竣工，总工期 19 个

月。项目总投资 92.82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70.55 万元。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为

74.08 亿元（包含政府购买安置房资金），其余资金拟申请银行贷款。 

1.2 项目水土保持分区 

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为基础，采用主导因素法，

结合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自然因素及项目工程布局进行监测分区。本项目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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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监测分为 4 个监测大区，分别为绿化工程区、道路管线工程区、公共绿地区、

施工临时生活区。 

1.3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及数量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预测工程扰动原地貌、破坏土地面积共计 67.57hm2，项

目建设前土地利用现状为耕地，故本项目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为 67.57hm2。 

1.4 水土流失量预测与评价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预测结果表明，经调查与预测，本项目土壤流失总量为

1715t，新增土壤流失总量为 1446t。其中调查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1320t，新增土

壤流失总量为 1176t；预测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395t，新增土壤流失总量为 27t。本

项目土壤流失量集中在施工期，从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总量及新增流失量来看，

项目区内新增及流失总量主要集中建筑物工程区，因为其土方施工频繁且扰动时

间较长。 

1.5 水土保持设计 

1.5.1 防治目标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项目总体目标是在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区范

围内，采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有效控制因工程建设而导

致的新增水土流失，并在此基础上治理工程区域原有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工程

区域的生态环境。 

本项目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并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详细见

下表： 

表 1-1           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 

指 标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土壤流失控

制比 渣土防护率 表土保护

率 
林草植被

恢复率 
林草覆盖

率 
目标值 98% 1.0 98% 99% 98% 28% 

1.5.2 防治措施体系图 

本项目根据工程建设特点，从水土保持角度考虑，结合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布设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具体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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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图



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4 
 

1.5.3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量 

为了防治工程建设所产生的水土流失，减少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在本项目主

体工程设计中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中提出了多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将工

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防护措施相结合，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各防治分区的

防护措施分别为： 

一、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 

1、建筑物区 

（1）临时措施 

基坑排水沉砂设施：地下室开挖期间，做好基坑支护，利用抽水泵将基坑内

汇水抽至项目区排水沟，通过项目排水沟、沉沙池缓流泥沙后排出项目区。基坑

排水沟 5356m，临时沉砂池 33 座。临时排水沟为矩形断面，底宽 0.3m，深 0.3m，

采用灰砂砖砌筑。沉沙池尺寸为 2.0×2.5×1.5m（长*宽*高），采用灰砂砖，1:2 水

泥砂浆抹面。 

密目网围挡：地下室开挖期间，在基坑周边采用密目网围挡，围挡高 0.8m，

围挡长度 5500m。 

密目网覆盖：基坑开挖过程中，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和不能及时运走的土方

进行遮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38.9hm2。 

洗车设施：在施工出入口布设洗车设施，对出场车辆进行清洗，防止污染外

部道路，布设洗车设施 9 座。 

2、道路管线及硬化区 

（1）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场区内沿着道路铺设雨水管，收集雨水排入市政管道，具有较强

的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投资，雨水管网长度15769m。 

透水铺装：主体设计单位按照海绵城市设计要求，停车位和小广场采用透水

砖铺装 1.55hm2，道路采用透水沥青铺装 3.62hm2，共布设透水铺装面积约

5.17hm2。 

（2）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道路施工过程，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和管线开挖的土方进行遮

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22.38hm2。 

3、绿化工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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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措施 

下凹式绿地整地：按照海绵城市要求，需建设下凹式绿地，绿化前先进行土

地整治，使之形成下凹式绿地。下凹式绿地是在绿地建设时，使绿地高程低于周

围地面一定的高程，下凹深度一般 5～10cm 为宜，以利于周边的雨水径流的汇

入。下凹式绿地透水性能良好，可减少绿化用水并改善城市环境，对雨水中的一

些污染物具有较强的截留和净化作用，可以增加雨水渗透量，下凹式绿化整地

3.15hm2。 

表土回覆：绿化区面积为 13.87hm2，覆土厚度 30cm，需要表土量为 4.16 万

m3，从容东片区表土堆场取土，运至项目区内使用，即用即取，本项目区内不需

设置表土堆土场。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土地整治：绿化工程施工前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10.72hm2。 

蓄水池：根据海绵城市要求，主体在绿化区内布设蓄水池，收集雨水用于绿

化洒水，具有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投资，已建蓄水池容积

5137m3。 

（2）植物措施 

绿化工程：主体工程设计中对景观绿化进行了规划设计，项目区内绿化布

置面积较大，能满足项目区生态要求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

不仅达到美化环境目的，同时可以使工程中破坏的植被面积得到有效的恢复与

补偿，而且还可以起到固土作用，有效地控制因降水对地面松散土壤冲刷，减少

水土流失目的，具有较强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土保持总投资。绿化面积

13.87hm²。主要栽植常绿乔木、落叶乔木、小乔木、大丛灌木、球类、地被等。 

（3）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绿化工程未施工前，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经调查，

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13.87hm2。 

二、公共景观防治区 

（1）工程措施 

表土回覆：绿化区面积为 1.18hm2，覆土厚度 30cm，需要表土量为 0.36 万

m3，从容东片区表土堆场取土，运至项目区内使用，即用即取，本项目区内不需

设置表土堆土场。 

人行道透水铺装：主体设计对公园中部分人行道设置透水铺装，面积



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6 
 

0.25hm2。 

生态护坡：景观水系大部分为混凝土挡墙护岸，局部设有生态护坡，临水坡

面坡比 1:1.5~1:3，边坡种植草本，生态护坡长约 150m。 

（2）植物措施 

绿化工程：主体工程设计中对景观绿化进行了规划设计，从水土保持角度

分析，不仅达到美化环境目的，而且还可以起到固土作用，有效地控制因降水对

地面松散土壤冲刷，减少水土流失目的，具有较强水土保持功能。其投资计入水

土保持总投资。绿化面积 1.18hm²。 

（3）临时措施 

密目网覆盖：绿化工程施工前及水域开挖后，主要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

经调查，密目网遮盖面积共计 5.20hm2。 

三、施工临建区 

1、施工生产区 

（1）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破除硬化面后进行土地整治，减少水土流失。整治

面积为 3.80hm2。 

（2）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和临时沉砂池：将施工过程中的雨水通过项目排水沟、沉沙池缓

流泥沙后排出项目区，临时排水沟长度950m，临时沉砂池6座。 

密目网覆盖：生产区拆除后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经调查，密目网遮盖

面积共计 3.80hm2。 

2、施工生活区 

（1）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生活区占地结束后，清理硬化面后进行土地整治，便于后续

进行施工。土地整治面积 6.00hm2，。 

（2）植物措施 

施工生活区临时占地结束后，撒播草籽绿化，草籽选用早熟禾，用量为

150kg/hm2，撒播面积 6.00hm2，。 

（3）临时措施 

排水、沉沙：在生活区周边修建排水沟、排水沟末端接沉沙池，雨水最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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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项目区。排水沟600m，临时沉砂池1座。临时排水沟为矩形断面，底宽0.3m，

深0.3m，采用灰砂砖砌筑。沉沙池断面尺寸为2.0×2.5×1.5m（长*宽*高），采用

灰砂砖，1:2水泥砂浆抹面。 

密目网覆盖：生活区拆除后做好对裸露地面进行遮盖，设计密目网遮盖面

积共计6.00hm2。 

3、施工道路区 

（1）工程措施 

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8.83hm2。实施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21 年 6 月。 

（2）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施工道路拆除后对裸露地表进行覆盖，密目网苫盖面积

8.83hm2。实施时间为2021年5月-2021年6月。 

2 水土保持监测重点地段和重点项目 

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并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

和水土保持监测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范围、

内容、方法、时段、频率和站点布设等。 

2.1 监测范围 

监测范围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本工程防治责任范围为 67.57hm2。 

 
图 2-1    项目区谷歌历史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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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监测分区 

本项目为建设类项目，根据主体的总体平面布置情况、施工进度安排和水土

保持的监测内容，建设期水土保持的监测分 4 个监测分区：分别为绿化工程区、

道路管线工程区、公共绿地区、施工临时生活区。 

2.3 监测重点地段 

本项目土壤流失量集中在施工期，从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总量及新增流失量

来看，项目区内新增及流失总量主要集中道路及管线工程区及绿化区，因为其扰

动时间较长，建筑物工程区基坑开挖时水土流失比较大，但其扰动时间较短。 

2.4 监测重点项目 

因项目处于建设期，绿化工程防治区尚未采取植物措施，故本季度监测的重

点项目为以下三个监测区： 

1、道路管线工程监测区：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等。 

2、绿化监测区：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等。 

3、临时生活与堆土：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等。 

2.5 监测点布设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本项目共布设 15 个监测点，项目主体已完工，建筑物工程防治区无

法布设施工期固定监测点进行监测，因此居住及配套设施用地防治区按照宗地，

每个宗地绿化工程区、道路管线及硬化工程区各布设 2 个固定监测点监测自然恢

复期水土流失状况，布设监测点 10 个；公共绿地防治区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布

设 4 处监测点；施工临建区尚未完全进行拆除，每个生活区布设一处固定监测

点，布设监测点 1 个。其余位置采用调查巡查监测，大雨天气加测。固定监测点

布设情况见表 2-1。 

监测重点时段为施工临建防治区拆除时段。监测重点应放在临建拆除后，土

地整治过程中，详细观测和记录水土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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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固定监测点布设情况表 

监测 
区域 

监测

点位

置 
主要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

点数

量 
监测点位 

居住

及配

套设

施用

地防

治区 

绿化

工程

区 
地表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植

物措施施工情况及植被

生长情况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遥感

监测 
5 5 个宗地

各一个 

道路

管线

工程

区 

地表 雨水管运行情况、蓄水

池雨季运行情况等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 5 5 个宗地

各一个 

公共

景观

防治

区 

公共

绿地

区 
地表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植

物措施施工情况及植被

生长情况 

现场巡查、调

查统计、遥感

监测 
4 公共景观

区域 

施工

临建

区 

施工

生活

区 
排水 临时措施防护情况，排

水状况，扰动地表情况 现场巡查 1 施工生活

区 

合计    15  

3 本季度监测情况 

3.1 工程进度 

本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开工，本季度主体建筑已完工，管线工程、雨水调蓄

池已完工，逐步开展透水铺装、绿化美化等工程。水土保持工程临时措施等随主

体工程同步施工。 

3.2 本季度监测图片 

  
三区航拍现场全景（2021 年 4 月） 六区航拍现场全景（202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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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航拍现场全景（2021 年 6 月） 六区航拍现场全景（2021 年 6 月） 

  
主体建筑（2021 年 6 月） 临时排水沟（2021 年 4 月） 

  
密目网苫盖（2021 年 5 月） 密目网苫盖（2021 年 6 月） 

  
绿化美化（2021 年 6 月） 绿化美化（2021 年 5 月） 

  
绿化美化（2021 年 6 月） 洒水降尘（2021 年 4 月） 



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11 
 

  
生活区道路硬化 2021 年 6 月） 施工生活区（2021 年 6 月） 

  
透水铺装（2021 年 6 月） 临时洗车槽（202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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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工程量统计 

本季度水土保持工程主要以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为主，完成工程量如下：透

水砖铺装 0.25 hm²，透水混凝土 0.50 hm²，雨水管网 2509m，表土回覆 1.10 万

m³，雨水调蓄池 407 m³，土地整治 2.11 hm²，绿化美化 0.80 hm²。 

3.4 问题与建议 

本季度施工现场存在问题如下 

1、地表裸露区域个别地方苫盖不足。 

2、项目区存在扬尘。 

3、项目已开工，尚未取得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根据存在的问题建议如下： 

1、建议加强对现场临时措施管理与维护，对裸露区域要求 100%覆盖； 

2、加强项目区洒水降尘。 

3、尽快取得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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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及配套设施项目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1 年第 2 季度，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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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无新增施工扰动面积，施工均控制在

防治责任范围内 

表土剥离保护 5 5 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织，

在项目开工前期统一进行剥离 

弃土（石、

渣）堆放 15 15 统一在容东片区 2#号堆土场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项目本季度水土流失量为 101.36t，水土流

失轻微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项目未进行到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阶段 

植物措施 15 15 本项目未进行到实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阶段 

临时措施 10 6 项目现场临时措施情况布设良好，部分裸露

区域未进行苫盖，有轻微扬尘，扣 4 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本项目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  计 10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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