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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隶属广东伟经集团（总部在广东省顺德区伦教镇羊

大路 38 号）旗下，主要从事五金户外家居制品，园艺用品的制造及销售，产品全部

销往欧美、日韩、澳洲等市场，在国际市场享有较高声誉，与沃尔玛、家乐福等国

际知名零售商长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以良好的信誉及品质，年销达 1.5 亿

元，已逐步树立国内同行业领跑的地位。 

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所在地块规划总用地面积 33332.99m2，规划总建筑

面积 55713.93m2，规划绿地率 10%。主要建设工业厂房、研发楼以及附属设施等。

该项目拟分六期进行建设，现阶段已完成了一期、二期、三期工程建设，四、五、

六期为远期开发计划，正在筹备阶段，尚未开建。现状四、五、六期规划用地范围

为空地，有生长情况较好的地被植物覆盖。 

现状已完建的一期、二期、三期工程概况如下： 

一期位于地块南面的 2 栋 5 层厂房（厂房 A、B）以及北面 1 栋 7 层质检厂房 A

（局部 1、6 层），一期范围内均为项目初期已建成建筑物。 

二期（即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位于地块西面，总

用地面积 0.96hm2，总建筑面积 33000m2，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1 栋 5 层厂房及附

属设施、门卫室等。2015 年 2 月，建设单位委托深圳市水保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对二期单独编报水土保持方案，2015 年 4 月，方案编制单位编制完成了《广东伟经

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并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取得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批复，详见附件 3。受建设单位委托，珠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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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于 2015 年 8 月正式开展二期水土保持监测工作。2017 年 2 月

20 日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在顺德区均安镇主持召开了广东伟经家居制品

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会议，并同意通过验收，详见

附件 4。 

三期（即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为本次验

收范围，总用地面积 0.45hm2，总建筑面积 16691.01m2，建设内容主要为 1 栋 4 层厂

房（厂房 C）及天桥、附属设施等。2015 年 12 月，建设单位委托深圳市水保生态环

境技术有限公司对三期单独编报水土保持方案，2016 年 1 月，方案编制单位编制完

成了《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表》，并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取得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批复，详见附件

5。后续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由我公司负责。该工程已于 2018 年 7 月完工，已完成水

土保持设施建设，本次将对工程进行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 

本次验收范围为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以

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位于顺德区均安镇均安社区居民委员会智安北路 12 号。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0.45hm2，总建筑面积 16691.01m2，建筑基底面积 4073.00m2。建

设内容主要为 1 栋 4 层厂房（厂房 C）及天桥、附属设施等。 

工程于 2016 年 8 月开工，2018 年 7 月完工，总工期 24 个月。工程总投资为 145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350 万元，建设资金由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自筹。 

施工营造区主要作为施工器械安装场、机械存放地、材料仓库、临时堆料场、

施工人员生活营地和临时堆土场等。由于本项目为内部分区工程，工程量相对较小，

主要采取流动式分段作业，没有设置固定的施工营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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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在施工期，共产生挖方 0.20 万 m3，填方 0.20 万 m3，填方用于基础及场

地回填土等，回填土方全部利用自身挖方，无弃方产生。 

2015 年 11 月，建设单位取得本项目《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详见附件

1； 

2016 年 7 月 29 日，建设单位取得本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015 年 12 月，建设单位委托深圳市水保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本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编制工作，并于 2016 年 1 月编制完成了《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2016 年 4 月 27 日佛山市顺

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以《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关于广东伟经家居制品

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批复》（顺建水审﹝2016﹝

65 号）批复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 

为了及时掌握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变化动态，确保水土保持方案得到有效

落实，使新增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减轻因工程建设对周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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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等

相关要求，2017 年 3 月，建设单位委托佛山市顺德水保生态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我公司”）对本项目进行了水土保持监测。 

接受委托后，我公司立刻组织相关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人员组成监测工作小组，

依据《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表》，结合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认真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通过现场实地监测，

掌握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果，提出水土流失防治建议，协助建设单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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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水土保持施工管理。 

整个监测期监测小组根据现场实际踏勘调查，结合施工及监理单位意见，编写

了《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水土保持监测实施

方案》及该项目 2017 年第二季度~2018 年第一季度的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本项目已建设完工，2018 年 8 月，我公司监测工作小组经综合分析，编写完成

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本项目完工后，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7.8%、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

到 98.5%、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拦渣率达到 97%，林草植被恢复率 98.5%，林

草覆盖率 20.1%。项目完工后，各项防治指标全部达到了已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所确

定的防治目标值。 

由于本项目作为厂区内分区工程，其林草植被覆盖率不做单独计算，取整个地

块现状林草覆盖率，即本项目的林草覆盖率取整个厂房地块的现状林草覆盖率 20.1%

（地块整体远期规划绿地率为 10%，由于规划的四至六期工程尚未开建，其规划建

设范围现状为空地，有生长较好的地被植物覆盖，因此，经统计现状地块整体林草

覆盖率为 20.1%），可达到建设类项目三级标准对于林草覆盖率 17%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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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 

建设规模 占地面积 0.45hm2，总

建筑面积 16691.01m2。 

建设单位 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佛山市顺德区 
所属流域 珠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145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350 万

元 
工程总工期 24 个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佛山市顺德水保生态技术有限

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梁东盛 13825552530 

自然地理类型 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 防治标准 三级标准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调查法、巡查法 2.防治责任范围

监测 

采用手持式 GPS 定

位仪结合适当比例

尺的地形图、数码

照相机、测距仪、

标杆、尺子等工具 

3.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监

测 

结合水土保持监理报

告，通过现场调查对实

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

施的数量、质量、面积

及植物措施的成活、保

存和生长情况进行监

测 

4.防治措施效果

监测 

通过监测数据和现

场调查，了解各监

测分区的拦渣保土

效益、植被建设效

益、土地整治和恢

复利用效益、经济、

环境和社会效益，

计算 6 个水土流失

防治目标值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定期或不定期巡查施

工扰动区域，监测水土

流失对植被的占压情

况和新增水土流失量

对周边排水系统的影

响情况 

水土流失背景值 500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0.45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施工期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0.45hm2 
防

治

措

施 

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主体工程区 / / 
临时排水沟 130m，

沉沙池 1 座，塑料薄

膜覆盖 300m2。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 
达到

值（%） 实际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

整治率 
90 97.8 扰动土地整治

面积 
0.44hm2 扰动土地总

面积 
0.45hm2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82 98.5 水土流失总治

理面积 
0.67hm2 水土流失总

面积 
0.68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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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 1.0 监测土壤流失

情况 
500 

t/km2•a 
容许土壤流

失量 
500 

t/km2•a 

拦渣率 90 97 实际拦挡弃渣

量 
/ 总弃渣量 / 

林草植被

恢复率 
92 98.5 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0.68m2 林草类植被

面积 
0.67hm2 

林草覆盖

率 
17 20.1 植物措施面积 0.67hm2 项目建设区

面积 
3.33hm2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已完成，工程质量达到了设计和规范要求，整体

上合格。 

总体结论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落实水土保持责任基本到位，水土流失

防治指标已达标。 

主要建议 （1）认真做好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与维护工作。 
（2）在其他开发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继续做好各项水土保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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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项目建设概况 

1.1.1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 

建设单位：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2）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均安社区居民委员会智安北路 12 号。 

（3）项目性质 

新建建设类项目。 

（4）工程规模与等级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0.45hm2，总建筑面积 16691.01m2，建筑基底面积 4073.00m2。

建设内容主要为 1 栋 4 层厂房（厂房 C）及天桥、附属设施等。 

（5）投资及建设工期 

工程于 2016 年 8 月开工，2018 年 7 月完工，总工期 24 个月。工程总投资为 145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350 万元，建设资金由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自筹。 

（7）工程占地 

根据批复的《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表》，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占

地面积 0.45hm2，均为永久占地。占地情况详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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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表 1-1 工程占地情况表 
单位：hm2 

分区 占地面积 占地类型 占地性质 行政区划 

主体工程区 4500 工业用地 
永久 顺德区均安镇 

合计 4500 工业用地 

施工营造区主要作为施工器械安装场、机械存放地、材料仓库、临时堆料场、

施工人员生活营地和临时堆土场等。由于本项目为内部分区工程，工程量相对较小，

主要采取流动式分段作业，没有设置固定的施工营造区。根据现场实地监测，并结

合施工过程和监理资料，本项目验收范围实际占地面积围 0.45hm2，均为永久占地。

本项目实际占地情况见表 1-2。 

表 1-2 实际工程占地情况表 
单位：hm2 

项目组成 占地面积（hm2） 性质 

主体工程区 0.45 永久占地 

（8）土石方量 

本工程在施工期，共产生挖方 0.20 万 m3，填方 0.20 万 m3，填方用于基础及场

地回填土等，回填土方全部利用自身挖方，无弃方产生。 

1.1.2 项目区概况 

（1）地形地貌 

项目场地地貌类型属珠江三角洲平原腹地。地形地貌简单，场地地形开阔、相

对平坦，原地面高程在 3.01-3.68m 左右，地貌形态上属于珠江三角洲冲-洪积平原，

地表沉积物为冲积～洪积砂层及土层，下伏基岩为白垩系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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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2）地质条件 

1）地质构造 

①褶皱与断裂 

项目所在区域位于华南褶皱系之粤中拗陷（三级构造单元）中，跨越花县凹褶

断束、阳春～开平凹褶断束，增城～台山隆断束等四级构造单元。区内褶皱构造、

断裂构造发育。广州～从化断层、广州～三水断层、东海断层、西江断层是区内最

主要的断裂构造。主要发育北东～北北东向断层，其次北西～北北西向、东西向断

层，南北向断层最不发育。新构造运动是从晚第三纪开始直到现在发生的构造运动。

区内基岩地层最新是下第三系始新统，从渐新世至早更新世，调查区处于整体抬升

侵蚀剥蚀过程中，晚更新世以来主要表现为继承性的断块升降运动。 

②区域稳定性 

近场区晚第四纪活动断裂发育，其中包括：北东向广从断裂、北西向白坭—沙

湾断裂、北东向礌岗断裂。以上活动断裂一般在晚更新世晚期左右已停止活动，只

有少数断裂局部地段在全新世期间仍有轻微的活动。从邻近类似工程的钻探资料分

析，结合区域地质条件与地质构造资料，场地未发现有近期活动的断裂构造及岩溶、

崩塌等不良地质现象，场地基底地层处于相对稳定地段，适宜本工程的建设。 

2）地层及岩性 

根据周边区域地质资料，本路线段的主要地层自上至下为：第四系填筑土层、

第四系冲积层、残坡积层、上第三系上新统、上第三系中新统、下第三系。 

3）地震 

按《广东省地震烈度区划图》，本区为地震抗震设防烈度 7 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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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3）气候特征 

项目区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受海洋气候调节，气候温暖湿润，温差小，雨

量充沛。多年平均气温约 22.0℃，历年极端最高气温为 38.5℃，最冷的 1 月份平均

气温 13°C，而 7 月份平均气温为 28.8°C；多年平均霜日为 2.3 天。 

由于受季候风的影响，每年的季节性风雨变化较大。一般 4～9 月份为多风雨季

节，4～6 月份为前汛期，后汛期为 7～9 月中旬；多年平均降雨量 1639mm，历年最

大 1 小时降雨量为 102.6mm，降雨日数为 140～153d/a。多年平均风速为 2.2m/s。历

年最大风速 24.0m/s。 

（4）河流水系 

顺德区没有独立水系，西江、北江水系流经本区，境内共有潭州水道、顺德水

道、顺德支流、西江干流、容桂水道、桂洲水道、洪奇沥水道等 16 条主要水道，总

长 212km，水面面积 73.4km2，河面宽度一般为 200-300m，水深 5-14m。有大梁河、

凫洲河、英雄河、细海涌等河涌 1394 条，总长 1867.64km。 

经现场勘测，项目区东面约 70m 为桂畔海，以景观功能为主，兼有排洪功能，

桂畔海北入顺德水道，南入容桂水道，洪峰平均流速 2.17m/s，控制内水位 2.06m。

河面宽度 80~160m，水深 2~4m。 

项目区周边的河流水系主要是位于场地东侧的小河涌。河宽 5m，两岸有堤防，

左、右岸堤防规划防洪标准均为 20 年一遇，最终流入海洲水道。 

项目周边已有东面、北面建成的园区道路雨污水管网，项目区内的雨污水排入

东南面建成的园区道路雨污水管网。 

（5）土壤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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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根据实地调查，项目区土壤以赤红壤为主，而赤红壤结构松散，抗侵蚀能力弱，

在遇到暴雨冲刷时，极易发生土体剥离、造成面蚀、沟蚀等水土流失危害。 

项目区地带性植被属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6）水土流失概况 

①区域水土流失现状 

按照水利部《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佛山市土壤侵蚀类型区为南方红壤丘陵

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2·a)。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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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水保〔2013〕188 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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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13 日），项目所在地佛山市顺德区未列入国家

级或广东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重点治理区。 

根据 2007 年 6 月中山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和广东省水土保持监测站联合调

查发布的《2006 年广东省土壤侵蚀遥感调查项目报告》，佛山市土壤侵蚀面积为

262.9km2，其中顺德区 48.15km2，其中自然侵蚀 0.03km2，人为侵蚀面积 48.12km2，

在人为侵蚀类型中，开发区面积占 85.9%，可见，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的预防和治

理是该区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 

全区各类型土壤侵蚀面积详见表 1-3。 

表 1-3    顺德区土壤侵蚀面积统计表 

侵蚀 

面积 

自然侵蚀 人为侵蚀 
合计 

面蚀 小计 采石取土 修路 开发区 坡耕地 小计 

面积（km
2
） 0.03 0.03 0.02 5.44 41.26 1.32 48.12 48.15 

比例（%） 0.06 0.06 0.04 11.30 85.85 2.74 99.9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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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②项目场地水土流失现状 

根据对本项目现场踏勘，场内现状建构筑物已完工，道路广场已硬化，基本无

裸露地面，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侵蚀强度属微度。 

（7）水土保持概况 

①区域水土保持现状 

顺德区政府及水土保持主管部门针对水土流失出现的新问题，在近期开展了卓

有成效的水土保持工作。通过制定水土保持规划、宣传《水土保持法》、发放宣传手

册等，提高社会各界的水土保持意识；通过无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不予立

项审批、大中型项目无水土保持监测不予验收，督促生产建设项目开展水土保持工

作，治理因生产建设项目造成的水土流失；通过积极的监督检查，查处不编报水土

保持方案的建设项目，落实项目建设水土保持的“三同时”制度，积极推动水土保

持工作，项目区水土流失得到一定改善。 

②项目场地水土保持现状 

根据对本项目现场踏勘，场内现状建构筑物已完工，道路广场已硬化，场内雨

水排水措施齐全，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质量合格，均发挥了良好的水土保持效果。 

1.2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2015 年 12 月，建设单位委托深圳市水保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本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编制工作，并于 2016 年 1 月编制完成了《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2016 年 4 月 27 日佛山市顺

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以《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关于广东伟经家居制品

12                                佛山市顺德水保生态技术有限公司 



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批复》（顺建水审﹝2016﹝

65 号）批复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 

根据查阅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主要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保

持措施进一步完善，并通过对主体工程的分析与评价，对施工过程中的土石方综合

利用及施工组织进一步优化，以减少水土流失的产生。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情况，整个施工过程中，按照“三同时”制度，通过前中期的

临时措施布设及后期实施的植物措施，基本落实了方案中确立的水土保持措施，项

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的控制，没有产生水土流失危害。 

1.3 监测工作实施概况 

1.3.1 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2017 年 3 月，建设单位委托我公司对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

品项目（厂房 C）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经监测人员现场踏勘调查，结合施工和

监理单位资料，我公司编写了《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

房 C）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及该项目 2017 年第二季度~2018 年第一季度的水土

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1.3.2 监测项目部设置 

2017 年 3 月，我公司接受委托监测任务后，组织专人负责整个项目水土保持监

测工作，明确了项目负责人、参加人员及各自分工，配备了 3 名监测人员。详见表

1-3。 

佛山市顺德水保生态技术有限公司                                 13 



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表 1-3 项目测人员情况表 

姓名 在本项目中分工 职称 

吴建锋 技术指导、报告编写 高级工程师 

吴科达 现场监测、数据记录 助理工程师 

梁杰颖 现场监测、数据记录 助理工程师 

1.3.3 监测点布置 

根据工程特点、施工布置、施工时序，本项目施工期在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内共布置 1 个监测点。 

1#监测点位：排水出口。 

自然恢复期：对项目建设区内的植被恢复情况进行调查监测，不设置固定水土

保持监测点位。 

主要进行水土流失、林草植被恢复率、覆盖率及水土保持措施及其防治效果的

监测。 

1.3.4 监测设施设备 

本项目监测主要采用调查监测和影像对比分析监测，监测设备主要有照相机、

皮尺、电脑、测距仪、标杆、尺子等。 

1.3.5 监测技术方法 

根据实际情况，我单位采用巡查、重点抽样调查、全面调查、沉沙池法、施工

影像对比和咨询建设相关人员等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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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3.5 监测成果及提交情况 

监测成果主要为《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

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及该项目 2017 年第二季度~2018 年第一季度的水土保持监

测季度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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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和方法 

2 监测内容和方法 

不同时期的水土保持监测内容有所不同，一般可分为准备期、工程建设期、

植被恢复期。根据本项目工程特点，水土保持监测内容包括扰动土地情况、水土

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等。 

2.1 扰动土地情况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的内容包括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情况

等。收集监理、施工征占地资料，利用高精度 GPS、激光测距仪等仪器，按照监

测分区抽测实际施工扰动面积，确定防治责任范围及地表扰动土地面积。 

根据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结合其施工组织设计和工程平面布局图，通过采

取实地量测方法监测各分区的扰动情况，并填写记录表。并与水土保持方案确定

的防治责任范围进行对比，分析变化原因。 

2.2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场情况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初步设计等文件，本项目不设取土（石、料）

弃土（石、渣）场。 

2.3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内容包括措施类型、开（完）工日期、位置、规格、尺

寸、数量、林草覆盖度、防治效果、运行情况等。监测准备期应根据水土保持方

案、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图等资料建立水土保持措施名录，主要包括各类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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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和方法 

数量、位置和实施进度等。 

2.4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主要包括水土流失面积、水土流失量和水土流失危害等。

工程建设中，根据水土保持方案，监测防治分区范围内的水土流失面积及水土流

失量。 

2.5 监测方法 

根据监测任务要求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水土保持监测

技术规程》(SL277-2002)的规定，考虑本项目区自然环境条件和工程建设特点，

我公司采用调查监测、巡查监测、沉沙池法和地面定点监测的方法对本项目开展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调查监测，借助于 GPS 定位仪结合地形图、数码相机、测距仪、测高仪、

标杆和尺子等工具，采用实地勘测和量测定点调查，对地形、地貌的变化，建设

过程中的扰动地表面积、植被占压面积、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及其防治

效果等进行监测。调查应做好方案设计、踏勘、预备调查、外业测定、内业分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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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3.1.1 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 

（1）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表》及其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中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0.45hm2，其

中项目建设区 0.45hm2，直接影响区 0.00hm2。 

（2）本次验收范围施工期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通过现场调查监测，并查阅工程施工图纸、监理报告等相关技术资料，经

统计，本次验收范围施工期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为 0.45hm2，项目建设区

0.45hm2，直接影响区 0.00hm2。防治责任范围变化的原因主要为：实际监测过程

中，工程在施工期严格规范在施工围蔽范围内作业，施工围蔽完整且损坏较少，

完好密实地将施工现场围蔽，基本未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因此不产生直接影响

区。对比情况详见表 3-1。 

表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对比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名称 
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 
本次验收范围施工期实际防治责

任范围 

项目建设区 0.45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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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3.1.2 背景值监测 

根据调查和查阅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所在地块开工前以荒草地为主，

植被覆盖良好，水土流失强度为轻度，本项目的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500t/km2.a。 

3.1.3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表 3-2 各防治分区扰动土地面积、类型统计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扰动类型 扰动面积 占地性质 
主体工程区 土质开挖面 0.45 永久占地 

截止 2018 年 7 月，工程完工并开始试运行，项目场内建构筑物建成及道路

地面硬化，排水系统良好，植被生长较好，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设计标准。施工

扰动整治前后对比情况见图 3-1。 

扰动后场内状况 

  

施工期，地块内裸露地表 施工期，地块内裸露地表 

  

施工期，地块内裸露地表 施工期，地块内裸露地表 

2017.6 2017.6 

2017.9 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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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整治后场内状况 

  
厂房 C主体建筑现状 厂房 C周边硬化场地现状 

  

厂房 C周边硬化场地现状 厂区内雨水口现状 

  
厂区空地内绿地现状 厂区空地内绿地现状 

图 3-1  项目施工扰动地表及治理情况对比图片 

2018.8.2 2018.8.2 

2018.8.2 2018.8.2 

2018.8.2 20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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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3.2 取料监测结果  

本项目实际的填方量为 0.20 万 m³，填方主要用于场地回填等，回填土方全

部利用自身挖方，不设置专门的取料场。 

3.3 弃渣监测结果  

本工程在施工期，共产生挖方 0.20 万 m3，填方 0.20 万 m3，挖填平衡，无

弃方产生。项目不设置专门的弃土（渣）场。 

3.4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本工程在施工期，共产生挖方 0.20 万 m3，填方 0.20 万 m3，填方用于基础

及场地回填土等，回填土方全部利用自身挖方，无弃方产生。实际土石方情况表

见表 3-3。 

表 3-3     实际土石方平衡表 

组成 挖方 填方 借方 
弃方 

数量 去向 

主体工程区 0.20 0.2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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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结果 

4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结果 

4.1 工程措施监测情况 

4.1.1 水保方案中所列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根据批复的《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方案中未计列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方案中虽对本项目未计列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但整个厂区已建成区域布设

了雨水管、雨水井等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厂区内已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见图

4-1。 

  

厂区内雨水口现状 厂区内雨水口现状 

图 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现状 

4.2 植物措施监测情况 

4.2.1 水保方案中所列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根据批复的《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

2018.8.2 20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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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结果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方案未计列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方案中虽对本项目未计列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但整个厂区范围内布设有一

定的植被，面积为 0.67hm2，主要存在于厂区中部空地内。厂区内已实施的水土

保持植物措施现状见图 4-2。 

  
厂区空地内绿地现状 厂区空地内绿地现状 

图 4-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现状 

4.3 临时防护措施监测情况 

经实地勘察监测，本项目建设过程中采取了相应的临时防护措施，在施工

期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的产生，防止了水土流失危害的发生，主要体现在：施

工期场内布设临时排水沟、沉沙池、塑料薄膜覆盖等。 

根据资料和现场调查，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量与已批复的水土保

持方案设计量对比情况见表 4-1。 
  

2018.8.2 20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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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结果 

表 4-1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完成情况统计表 

项目 工程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程量 对比 

主体工程区 
沉沙池 座 1 1 ±0 

塑料薄膜覆盖 m2 300 300 ±0 
临时排水沟 m 130 130 ±0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图片见下图：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监测情况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130m、沉沙池 1 座、塑料薄膜覆盖 130m2。 

通过布设以上水土保持措施，有效拦蓄了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场内的泥沙和地

表径流，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目标值，即治理后的土壤侵蚀强度达到容许土壤流

失量 500 t/(km2•a)。 

2017.6 

2017.6 

2017.6 

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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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 

5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本项目在施工准备期，无施工扰动，基本保持原地

貌状态，根据项目占地类型，本次验收范围内工程总占地 0.45hm2。 

施工期，随着基础开挖、建筑物结构施工、管线及附属工程、道路广场等施

工活动的开展，工程扰动土地面积逐渐扩大，工程区域内全部扰动共计 0.45hm2，

随着建筑物结构建设完成、道路广场等硬化完毕，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水

土流失面积逐渐减小。 

5.2 水土流失量 

根据 2017 年第二季~2018 年第一季度水土保持监测季报，结合调查施工监

测数据资料，不在监测范围的时段采用类比计算得出，本项目的土壤流失量如下

表。 

表 5-1 施工期土壤流失量统计表 

单位：t 
时段 项目建设区 

2016 年第二季度 3 
2016 年第三季度 2 
2016 年第四季度 2 
2017 年第一季度 2 
2017 年第二季度 1 
2017 年第三季度 1 
2017 年第四季度 1 
2018 年第一季度 1 

小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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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 

土壤流失量主要发生在施工期，土壤流失最大阶段是在基础施工期间。根据

调查和咨询相关参建人员，本项目施工期间没有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通过对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期土壤流失量监测分析，本项目施工期的土壤流

失总量为 13t。项目完工后，项目场内均被建筑物、道路硬地，无明显裸露区域

和严重水土流失现象，水土流失得到明显治理。 

5.3 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工程在施工期，共产生挖方 0.20 万 m3，填方 0.20 万 m3，填方用于基础

及场地回填土等，回填土方全部利用自身挖方，无弃方产生。本项目不设专门的

取料及弃渣（土）场。 

5.4 水土流失危害 

通过查阅施工相关资料、照片及询问建设相关人员，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没有

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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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经查阅资料及现场抽样调查，对本工程的水土保持效果六项目指标进行了分

析计算。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根据查阅资料和监测结果，本项目实际扰动地表总面积为 045hm2，完成整

治面积 0.44hm2，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7.8%，扰动土地整治率详见表 6-1。 

表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统计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

（hm2） 

扰动土地面积整治面积（hm2） 扰动土地

整治率

（%）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永久建构筑物

及地面硬化 
小计 

主体工程区 0.45 / / 0.45 0.45 97.8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水土流

失面积指生产建设活动导致或诱发的水土流失面积，以及项目建设区内尚未达到

容许土壤流失量的未扰动地表水土流失面积。 

由于本项目建设范围内未规划绿地，因此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林草植被覆

盖率及林草植被恢复率均以整个厂区内范围为基础计算。 

厂区内实际水土流失面积 0.68hm2，截至目前，完成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0.67hm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8.5％，各分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详见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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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表 6-2 水土流失治理情况统计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面积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小计 
厂区 0.68  0.67 0.67 98.5 

6.3 拦渣率 

拦渣率指项目建设区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与工程弃土

（石、渣）总量的百分比。弃土弃渣量是指项目生产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弃

石、弃渣量，也包括临时弃土弃渣。 

施工过程中，挖方基本即挖即运，无长期堆置，运输过程中做了有效的拦

挡措施。施工期的拦渣率为 97%，达到了方案中的目标值。 

6.4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指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

强度之比。 

随着各项工程和植物措施发挥效益，运行期侵蚀模数可降低至 500t/（km2.a）

及以下，水土流失控制比为 1.0。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植被面积百分比。

根据现场调查及查阅施工和监理资料，厂区内实际可绿化面积 0.68hm2，实际治

理达标面积的绿化面积 0.67hm2，因此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5%，详见表 6-3。 

28                                佛山市顺德水保生态技术有限公司 



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指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厂区内可绿化

面积 0.68hm2，实际治理达标植物面积 0.67hm2，项目建设区面积 3.33hm2。经计

算，项目区的林草植被恢复率 98.5%，林草覆盖率为 20.1%。详见表 6-3。 

表 6-3 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单位：hm2 

防治区 
项目建设区

面积（hm2） 
可绿化面

积（hm2） 

植物措施

治理达标

面积（hm2） 

林草植被

恢复率

（%） 

林草覆盖

率（%） 

厂区 3.33 0.68 0.67 98.5 20.1 

根据最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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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 25 日，办水保

[2013]188 号），项目所在佛山市顺德区不属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

治理区；根据最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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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13 日，广东省水利厅），项目所在佛山市顺德区不

属于广东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目前，本项目已建设完工，根据批复的《广东伟经家居制品有限公司钢铁、

塑料制品项目（厂房 C）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采用

建设类项目三级防治标准进行考量。由于本项目作为厂区内分区工程，其林草植

被覆盖率不做单独计算，取整个地块现状林草覆盖率，即本项目的林草覆盖率取

整个厂房地块的现状林草覆盖率 20.1%（地块整体远期规划绿地率为 10%，由于

规划的四至六期工程尚未开建，其规划建设范围现状为空地，有生长较好的地被

植物覆盖，因此，经统计现状地块整体林草覆盖率为 20.1%），可达到建设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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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目三级标准对于林草覆盖率 17%的要求。各项实际达标情况详见表 6-4。 

表 6-4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对比分析表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方案设计

标准 
实际达到

值 
达标 
情况 

计算公式 

扰动土地整治率 90% 97.8% 达标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永久建筑

面积)÷扰动地表面积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2% 98.5% 达标 
水土保持措施治理达标面积÷

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项目区容许值÷实测平均值 

拦渣率 90% 97% 达标 实际拦渣量÷总弃渣量 

林草植被恢复率 92% 98.5% 达标 植物措施面积÷可绿化面积 

林草覆盖率 17% 20.1% 达标 
林草植被面积÷项目建设区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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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1）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批文，本项目执行建设类项目三级标准，各项指

标目标值：扰动土地整治率 9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2%，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拦渣率 90%，林草植被恢复率 92%，林草覆盖率 17%。 

（2）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实现值 

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对易产生水土流失的区域采取了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

各项措施实施后，开挖裸露面得到了有效防护，能有效地控制工程建设带来的新

增水土流失，防治土壤被雨水、径流冲刷，保护水土资源，治理效果明显。各项

水土保持措施发挥综合效益后，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7.8%、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达到 98.5%、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拦渣率达到 97%，林草植被恢复率 98.5%，

林草覆盖率 20.1%。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任

务，各项指标均达到了批复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结合项目区自然环境、工程施工建设特点以及各个

水土流失防治区的特点和水土流失状况，通过临时排水沟、沉沙池等措施的布设，

有效拦蓄了施工期间项目建设区内的土壤流失量，通过对扰动地表的硬化，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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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侵蚀模数降至容许土壤侵蚀模数以下，从根本上控制了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本项目竣工后，建设及运行管理单位应继续做好水土保持设施的后续管护，

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出现的局部损坏进行修复、加固，对植物措施及时进行抚育、

补植、更新，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7.4 综合结论 

通过现场监测，结合工程监理月报和工程建设管理总结等资料分析得出，整

个工程建设区域基本没有严重的、破坏性的水土流失产生，场内已完成硬化，有

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仅少部分区域存在局部水土流失现象，针对该状况已在上

述章节提出了完善建议。 

具体监测结论如下： 

（1）本项目建设期的防治责任范围 0.45hm2；本次验收范围 0.45hm2，运行

期防治责任范围为本项目规划用地总面积 0.45hm2。 

（2）本项目各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基本达到方案设计要求及建设类项目三级

防治标准： 

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7.8%、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8.5%、土壤流失控制

比达到 1.0、拦渣率达到 97%，林草植被恢复率 98.5%，林草覆盖率 20.1%。 

（3）本项目的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基础施工和土建施工期，建设过程中防

护措施及时到位，未见重大水土流失现象。 

（4）项目建设区现状土壤侵蚀强度均已降至区域土壤流失容许值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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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厂区内采用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治体系，不仅具有良

好的水土保持作用，而且具有良好的景观效果及生态效益，有效控制了因工程建

设造成的水土流失。 

（6）建设单位认真履行了水土流失的防治责任，现有的水土保持设施具备

正常运行条件，且能持续、安全、有效运行，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维护责任基

本落实到位，基本符合交付使用的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对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项目建设区内各时期水土流失量

均控制在容许范围内，水土保持措施已实施且运行稳定，效果显著，六大指标均

已达到方案设计的目标值要求，水土保持方案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监测结果

表明该工程已达到水土保持验收标准，建议建设单位增加厂区内植被建设工作，

以期本项目水土保持达到尽善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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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附件 

（1）项目备案证； 

（2）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3）施工期及运行期照片。 

8.2 附图 

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 

附图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监测点位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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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备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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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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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期及运行期照片 

1）施工期照片 

  

施工期，地块内裸露地表 施工期，地块内裸露地表 

  

施工期，地块内裸露地表 施工期，地块内裸露地表 

2）运行期照片 

  
厂房 C主体建筑现状 厂房 C周边硬化场地现状 

2017.6 2017.6 

2017.9 2017.9 

2018.8.2 20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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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 C周边硬化场地现状 厂区内雨水口现状 

  
厂区空地内绿地现状 厂区空地内绿地现状 

2018.8.2 2018.8.2 

2018.8.2 20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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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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