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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招商雍景湾项目位于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胐头村胐头路。 

项目占地面积 40807.92m2，主要建设项目 8 栋住宅楼、4 栋商业楼、

1 栋售楼部及 1 个广场，设有地下室一层（局部二层）。广场地块占地面

积 5705.25m2，建成通过验收后产权将转交给马尾区园林部门。建筑占地

面积 7371.56m2，总建筑面积 125122.5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91267 m2，

地下建筑面积 33855.5m2；建筑密度 18.06%，容积率 2.24，绿地面积

13300.79 m2，绿地率 32.59%。 

本项目征占地总面积 46091.92m2，其中永久占地 40807.92m2，临时

占临时占地 5284 m2临时占地主要为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期间工程布置 1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位于红线外地块北侧与东侧。 

实际土石方总挖方14.38万m3，填方总量量5.51万m3（含表土0.53万

m3）。余方总量12.77万m3。外借土方3.9万m3，余方用于松下码头物流园

仓储项目回填。 

项目实际于2018年6月开工，2019 年10 月完工，总工期17个月。项

目实际总投资23000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49700.00万元。 

建设单位福州市雍景湾房地产有限公司于2022年1月委托福州市闽华

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对招商雍景湾项目进行水土保持监测，由于委托滞后，

本项目于 2019 年10 月全部完工，因此中间过程无监测实测数据，主要

通过调查，收集资料，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和借鉴同类项目﹙已验收﹚分析

得出；对于植被类型及林草覆盖度、水土保持设施及其效果等，则通过现

场调查，获取数据；收集资料和分析整理，获得相应的信息。 

经监测计算，截至2022年2月，工程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99.16%，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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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流失控制比为1.32，渣土防护率为99.48%，林草植被恢复率为99.83%%，

林草覆盖率为28.81%，达到了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工程建

设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项目区的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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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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雍景湾项目 

建设规模 

  项目总占地面积

40807.92 m2，主要建设项

目 8 栋住宅楼、4 栋商业

楼、1 栋售楼部及 1 个广

场，设有地下室一层（局部

二层）。 

建设单位、联系人 
福州市雍景湾房地产有限公司  

石尧嘉/18905932768 

建设地点 马尾镇 

所属流域管理机构 太湖流域管理局 

工程总投资 230000.00 万元 

工程总工期 17 个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福州市闽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林凡/18050312689 

地貌类型 冲洪积平原地貌 防治标准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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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调查法、综合分析法 

2.防治责任范围监

测 

GPS 调查、实地调查

量测、资料收集 

3.水土保持措施情

况监测 
实地调查量测、资料收集 

4.防治措施效果监

测 

普查、GPS 调查、抽

样调查、资料收集、

样地调查、巡查 
5.水土流失危害监

测 
调查 水土流失背景值 380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 

范围 
46091.92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水土保持投资 494.8492 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小于 500t/km2•a 

防治措施 
按监测分区分别叙述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中各项措施的监测成

果。 

监测 

结论 

 

 

防治

效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 

达到

值（%） 
实际监测数量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87 99.16 

防治

措施

面积 

2.94hm
2
 

永久建筑

物及硬化

面积 

0.7

4hm
2
 

扰动土

地总面

积 

4.0

8hm
2
 

土壤流失控

制比 
1 1.32 

防治责任范围面

积 
4.61hm

2
 

水土流失

总面积 
3.34hm

2
 

渣土防护率 99 99.48 工程措施面积 1.61hm
2
 

容许土壤

流失量 
500t/km

2•a 

表土保护率 * * 植物措施面积 1.33hm
2
 

监测土壤

流失情况 
380t/km

2•a 

林草植被恢

复率 
98 99.83 

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1.328hm

2
 

林草类植

被面积 
1.330hm

2
 

林草覆盖率 27 28.81 实际拦挡弃渣量 
0.774 万

m
3
 

总弃渣量 0.77 万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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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工程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16%，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32，渣土防护

率为 99.48%，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83%%，林草覆盖率为 28.81%，达到

了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 

总体结论  

通过对项目区进行水土流失现场调查监测、分析，本工程自开工初期

以来，分阶段分区域实施了水土保持各项防治措施，发挥了较好的水土流

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表明：各防治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完善，布局合

理，满足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防治责任范围内土壤侵蚀量呈下降趋势，

至 2022 年 2 月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380t/km2.a，低于本地区土壤容

许侵蚀模数 500t/km2.a，工程建设新增水土流失得到控制，水土流失防治

六项指标，达到 GB50434-2008 规定的开发建设类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

工程建设总体符合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要求。 

主要建议 
⑴运行期应加强对排水设施等的管理维护和植物措施的管护，确保其

正常发挥水土保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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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建设项目概况 

1.1.1  项目基本情况 

（1）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胐头村胐头路。 

（2）建设规模及项目组成 

1）项目名称：招商雍景湾项目 

2）建设单位：福州市雍景湾房地产有限公司 

3）设计单位：福建博宇建设设计有限公司 

4）施工单位：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建设地点：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胐头村胐头路 

6）工程投资：总投资23000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49700.00万元。 

7）建设工期：工程实际总工期为2018年6月～2019年10月底，总工

期17个月。 

8）建设性质：新建  

9）建设内容：招商雍景湾项目主要建设项目8栋住宅楼、4 栋商业

楼、1 栋售楼部及1 个广场，设有地下室一层（局部二层）。总建筑面积

125122.5m2，绿地面积13300.79 m2，绿地率32.59%。 

（3）工程征、占地情况 

项目总用地面积46091.92m2，其中永久占地40807.92m2，临时占临

时占地5284 m2，本项目占地类型为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草

地，占地类型、面积、性质等情况详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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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工程征占地情况表          单位：hm2 

编

号 
项目 

占地面积 

占地性质 
合计 

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交通运输用

地 
草地 

1 主体工程区 40807.92 16057.43 497.25 24253.24 永久占地 

2 
施工生产生活

区 
5284 1068.49 

 
4215.51 临时占地 

3 合计 46091.92 17125.92 497.25 28468.72 
 

 

经现场调查及查阅工程建设等资料，本项目于2019 年10 月底就已

经全部完工，原水保方案为补报方案，于2021年10月取得批复，其中项

目占地为工程实际占地，因此本项目的占地与方案批复的占地一致。 

（4）土石方工程量 

本工程土石方挖填总量为19.89万m3，其中挖方总量14.38万m3,填方

总量5.51万m3（含绿化覆土0.53万m3），工程土石方平衡情况见表1-2： 

表1-2                     工程土石方平衡情况表                 单位m3 

序
号 

项目区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余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1 主体工程区        
南通镇新
南港大道
道路工程
多余开挖
土方 

 

松下码头物
流园仓储项
目回填 

A 场地平整 0.05 1.37 1.32 B     

B 地下室 14.09 3.47 0.1 C 1.32 A 3.37 12.77 

C 管线工程 0.24 0.14   0.1 B   

D 景观绿化  0.53     0.53  

合计 14.38 5.51 1.42  1.42  3.90  12.77  
 

（5）建设工期及投资 

本项目实际于2018年6月开工，2019年10月底完工，施工期17个月。

项目实际总投资230000万元。 

1.2.1  项目区概况 

（1）水文 

马尾镇地表水资源十分丰富。区内闽江过境长度达 33km，年过境径

流总量达 611.35 亿 m3。区内闽江支流有磨溪、马鞍溪、水塘溪、双头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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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溪、上溪、水带溪等 14 条溪流，河汊纵横，形成网状水系。这些溪

流总平均径流量达 2.2 亿 m3。 

本项目所在区域位于闽江河口区，场地内地表水不发育。场地红线

外南侧 500m 处有闽江。受闽江径流和外海潮流的控制，本区潮流为稳

定的往复型潮流。潮流作用大于径流作用，只有在上游闽江流量大于

13000 m3/s 时，河段才呈单向河流特征。据资料，涨潮表层流速为

1.08-1.70m/s，落潮表层流速为 0.8-1.29 m/s。 

（2）气象 

马尾镇属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终年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夏长冬

短，年平均气温 19.3℃。最高气温 37.4℃，最低气温-1.3℃。该地区雨水

充沛，年平均降雨量 1383.8mm，最高年降雨量 1916mm，雨量分布不均，

相对湿度 81%，平均水气压 19.7hpa。全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频率为

31%，夏季多偏南风，冬季多偏北风，年平均风速 2.7m/s，静风频率约

11%。霜期每年 1 月 8 日~2 月 18 日，年均有霜日 8 天。 

（3）土壤、植被 

1）土壤 

马尾镇属南方红壤丘陵区，项目占地范围内主要为红壤，PH 值 4.7～

6.1，主要为粉质性粘土。场地原为交通运输用地、草地、城镇村及工矿

用地。项目区属无明显水土流失区，水土流失类型以降雨和地表径流冲

刷引起的水力侵蚀为主，土壤侵蚀形式以面蚀为主，项目区水土流失容

许 500t/(km2•a)。 

项目区土壤类型主要为红壤，方案编制前项目已动工，无表土可剥

离。 

2）植被 

马尾镇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马尾镇西北部山区地势较高，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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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地为主，气温较低，降水丰富。亚热带季雨林种类成分有樟科的香

樟、天竹桂；壳斗科的柯、锥栗；桑科的榕、构树；豆科的大叶合欢树、

相思树、槐树；桃金娘科的桃金娘、大叶桉、柠檬桉；野牡丹科的野牡

丹；五加科的鹅掌柴、白勒花(苦刺)；紫金牛科的紫金牛；还有蕨类植物

如毛蕨、海芋、狗脊、猴姜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种类成分有杜鹃花科

的杜鹃花、映山红和羊踯躅(闹洋花)；山茶科的茶树、山茶(油茶)。马尾

松和竹类中的毛竹多分布在区内丘陵、低山地带，麻竹则多分布在河谷

地带。 

项目场地范围内未开工建设前为交通运输用地、草地、城镇村及工

矿用地，植被覆盖率约为 58%。 

（4）工程水土流失特点 

根据根据《福建省水土保持公报 2019》，马尾区水土流失面积 521hm2，

占土地总面积的1.85%，其中轻度流失面积402hm2，占流失面积的77.16%；

中度流失面积 108hm2，占流失面积的 20.73%；强烈流失面积 11hm2，占

流失面积的 2.11%。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本项目所在地属南

方红壤丘陵区，以水力侵蚀为主，水土流失容许值为 500t/(km2·a)，但由

于项目区处于福建省沿海土壤风力侵蚀地带，其水土流失除受水力侵蚀

作用，风力侵蚀也是水土流失的重要因素，故当地水土保持设施特别是

植被一旦破坏，容易导致严重的土壤侵蚀及其危害。 

本项目属于建设类项目，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T50434－2018）的有关规定，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的

等级应按项目所处水土流失防治区和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功能的重要性来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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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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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1〕188 号），

项目所在地马尾区未列入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及重点治理区；根

据《福建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福建省水利厅 2016 年 6 月），

马尾镇不属于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及重点治理区。项目位于县级以

上城市区域，周边 500m 范围内有居民点；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 

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

项目一级标准。 

1.2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于 2019 年 10 月通过马尾区农业农村局组织

的专家技术评审会，并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取得马尾区农业农村局的批

复（马农〔2021〕203 号）。 

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  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建设单位福州市雍景湾房地产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月委托福州市闽

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对招商雍景湾项目进行水土保持监测，接受监测工

作后，我公司及时组建了监测工作项目部，组织相关技术人员深入施工

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巡查。由于委托滞后，本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全部

完工，因此无监测实施方案。 

监测方法：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本工程水

土保持监测采用实地调查法、现场巡查法和综合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水土流失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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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监测项目部设置 

建设单位福州市雍景湾房地产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月委托福州市闽

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对招商雍景湾项目进行水土保持监测，接受建设单

位监测工作委托后，我司成立招商雍景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项目部，

实行由项目经理负责的项目责任制。项目经理统一安排人员、经费、设

备，按照监测实施方案及相关规章制度开展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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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工作人员岗位设置见表 1-3。 

表 1-3                水土保持监测人员名单 

姓   名 职    务 上 岗 证 件 号 备  注 

林  凡 监测技术负责人 水保监岗证第 8676 号  

郑  玮 监测技术人员 水保监岗证第 8678 号 工程措施监测 

吴泽聪 监测技术人员  

植物措施监测 

临时措施监测 

1.3.3  监测点布设 

根据本项目水土流失预测强度和总量，水土保持监测重点选择主体

工程区进行定位监测、其余区域进行调查监测。 

监测点布臵依据代表性的原则，主要布置在水土流失明显，工程建

设期对原地貌及地表扰动和破坏较为严重、容易产生水土流失及水土流

失危害的区域。由于目前工程早已完工，各扰动地表均已恢复，该工程

水土保持监测点主要布置在主体工程区，共计 1 个监测点。 

1.3.4  监测设施设备 

监测设备： 

（1）GPS 全球定位仪（测定观测点内面积）； 

（2）沉沙池； 

（3）电子坡度仪、手持罗盘仪、竹钎； 

（4）环刀、皮尺、钢卷尺； 

（5）简易土工试验仪器； 

1.3.5  监测技术方法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

应有相对固定的观测设施，采用实地调查法、现场巡查法、定点监测法

和综合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水土流失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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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地调查法 

实地调查法主要用于本项目建设期和林草恢复期的水土流失量和水

土流失危害监测，即在一次暴雨后和每年的 4～10 月汛期过后，对各分

区及水土流失重点区域产生的水土流失量和灾害进行实地调查，以确定

水土流失的强度、面积和危害。 

（2）现场巡查法  

通过现场巡查了解项目区土石方开挖与回填、开挖坡面的稳定情况、

临时堆土、弃渣拦挡措施及排水设施及植物措施的苗木成活率、草籽出

苗率等。 

（3）定点监测法 

A：降雨量观测：根据项目区雨量站的降雨量资料结合水土流失实

地调查法所调查的成果分析降雨对水土流失的影响程度。 

B：沉沙池法观测：采用沉沙池法观测降雨后沉沙池的泥沙量，从而

计算土壤侵蚀模数。 

C：简易水土流失观测场：采用简易水土流失观测场，监测临时堆土

场坡面的水土流失情况。即在汛期前将直径 12mm，长 1m 的竹钎，沿铅

垂方向打入观测坡面，钉帽与坡面齐平，编号登记入册，然后在每次暴

雨后，观测钉帽距地面高度，计算土壤侵蚀厚度和总的土壤侵蚀量。计

算公式如下： 

A=ZS/1000cosθ 

式中:A—-土壤侵蚀量(m3) 

     Z—-侵蚀厚度(mm) 

S—-水平投影面积(m2) 

θ—-斜坡坡度值 

（4）综合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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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效果监测，在各项水土流失监测成果的基

础上，综合分析评定各类防治措施的防治效果、控制水土流失和改善生

态环境的作用。 

1.3.6  监测成果提交情况 

建设单位福州市雍景湾房地产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月委托福州市闽

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对招商雍景湾项目进行水土保持监测，由于监测工

作委托滞后，因此中间过程无监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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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内容与方法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对于前期水土流失状况，主要通过调查，

收集资料和借鉴同类项目﹙已验收﹚分析得出；对于植被类型及林草覆

盖度、水土保持设施及其效果等，则可以通过现场调查，获取数据；收

集资料和分析整理，获得相应的信息。 

2.1 扰动土地情况 

表 2-1               项目扰动土地一览表               单位 m2 

编号 项目 

占地面积 

占地性质 
合计 

城镇村及工

矿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草地 

1 
主体工程

区 
40807.92 16057.43 497.25 24253.24 永久占地 

2 
施工生产

生活区 
5284 1068.49   4215.51 

临时占地（位于红线

外东侧与北侧） 

3 合计 46091.92 17125.92 497.25 28468.75   

根据已批复的方案报告书，项目占地合计 46091.92m2，分为永久占

地和临时占地，其中永久占地主要为主体工程区，共计 40807.92 m2；临

时占地主要为施工生产生活区，共计 5284m2。施工期间工程布置 1 处施

工生产生活区，位于红线外地块北侧与东侧，占地 5284m2。 

经调查监测，本项目实际扰动地表面积约 46091.92m2，与方案批复

的扰动地表面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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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取料（土、石）、弃渣（土、石、矸石、尾矿等） 

。根据已批复的方案报告书，本工程土石方挖填总量 19.89 万 m3。

其中，挖方总量 14.38 万 m3，均为已开挖土方；填方总量 5.51 万 m3（含

绿化覆土 0.53 万 m3），均为已回填土方。由于场地受限，本项目前期开

挖大部分土方均外运，共计外运 12.77 万 m3，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土

石方收纳证明》，本项目前期开挖土方均已外运至松下码头物流园仓储项

目回填。另外，本项目后期顶板覆土和绿化覆土大部分采用外借形式实

施，共计外借土方 3.9 万 m3，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土石方出土证明》，

本项目后期所需土方来源为南通镇新南港大道道路工程项目多余开挖土

方。 

根据调查监测，本项目实际土石方总挖方 14.38 万 m3，填方总量量

5.51 万 m3（含表土 0.53 万 m3）。余方总量 12.77 万 m3。外借土方 3.9 万

m3，余方用于松下码头物流园仓储项目回填。回填项目位于长乐区松下

码头。不设置取、弃土场。 

根据调查监测，本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底就已经全部完工，原水保

方案为补报方案，于 2021 年 10 月取得批复，因此本项目的实际土石方

挖填与方案批复的一致，外运、外借的土石方运输过程均采取了完善的

防护措施，满足水保要求。 

2.3 水土保持措施 

根据水土保持措施建设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

三同时制度，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建设稍微滞后于主体工程建设，水土

保持工程施工期从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10 月底；其中排水、沉沙等

措施于 2018 年 6 月～2019 年 9 月实施，施工后期实施植物措施，植物

措施于 2019 年 9 月～2019 年 10 月实施。 

根据巡查、调查监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明显，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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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林草覆盖度、郁闭度、满足规范要求。 

2.4 水土流失情况 

由于委托滞后，施工期水土流失情况无实测数据，本项目施工期水

土流失情况主要通过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调查，收集资料和借鉴同类项

目﹙已验收﹚分析得出（包括水土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详见表 2-3。 

表 2-3              施工期水土流失情况 

预测单

元 
预测时段 

土壤侵

蚀 

背景值

t(km2.a) 

扰动后

侵蚀模

t(km.a) 

侵蚀面 

积(hm 

侵蚀时

间(年) 

背景流

失量(t 

预测流

失(t) 

主体工

程区 

施工期 350 8465.36 4.08 1.5 21.42 424.42 

自然恢复期 350 1136.84 1.33 2 9.31 50.54 

小计         30.73 474.96 

施工生

产生活

区 

施工期 350 4320.86 0.53 0.5 2.78 40.03 

小计         2.78 40.03 

总计 
施工期     4.88   25.62 501.39 

自然恢复期     1.33   9.31 50.54 

合计         34.93 551.93 

 



3、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福州市闽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7 

 

3、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依据《招商雍景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报批稿）》，按照《关

于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意见》（水保[2009]187 号），并

结合《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12 号 2000 年

1 月 31 日)及《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的规定，确定监测

内容如下：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46091.92m2；其中永

久占地 40807.92m2，临时占地 5284 m2。 

根据调查监测，本项目实际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46091.92m2，与方案

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一致。详见表 3-1。 

表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情况表 

编号 
防治责任范

围 
方案面积（hm2） 监测面积（hm2） 增减(+/-) 

1 主体工程区 40807.92 40807.92 0 

2 
施工生产生活

区 
5284 5284 0 

  合计 46091.92 46091.92 0 

  

3.1.2 背景值监测 

项目区域土壤侵蚀类型属于南方红壤丘陵区，其土壤侵蚀强度容许

值为 500t/km2.a。项目区植被良好，水土流失轻微，侵蚀模数参照项目区

周边土地现状，经测算：背景值平均数为 350t/(km2.a)。 

3.1.3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因本项目监测委托滞后，中间过程无监测数据，根据调查本项目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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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项目开工，至 2019 年 10 月完工，施工期本项目共扰动地

表面积约 46091.92m2，为项目全部扰动地表面积，与方案批复的扰动土

地面积一致。 

3.2 取料监测结果 

根据已批复的方案报告书，本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 19.89 万 m3。其

中，挖方总量 14.38 万 m3，均为已开挖土方；填方总量 5.51 万 m3（含

绿化覆土 0.53 万 m3），均为已回填土方。由于场地受限，本项目前期开

挖大部分土方均外运，共计外运 12.77 万 m3，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土

石方收纳证明》，本项目前期开挖土方均已外运至松下码头物流园仓储项

目回填。另外，本项目后期顶板覆土和绿化覆土大部分采用外借形式实

施，共计外借土方 3.9 万 m3，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土石方出土证明》，

本项目后期所需土方来源为南通镇新南港大道道路工程项目多余开挖土

方。 

根据调查监测，本项目实际土石方总挖方 14.38 万 m3，填方总量量

5.51 万 m3（含表土 0.53 万 m3）。余方总量 12.77 万 m3。外借土方 3.9 万

m3余方用于松下码头物流园仓储项目回填。回填项目位于长乐区松下码

头。不设置取、弃土场。 

本项目实际挖填土石方量与方案一致。 

3.3 弃渣监测结果 

根据调查监测，本项目无弃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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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表 3-2             方案设计土石方平衡表 

序
号 

项目区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余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1 主体工程区        
南通镇新
南港大道
道路工程
多余开挖
土方 

 

松下码头物
流园仓储项
目回填 

A 场地平整 0.05 1.37 1.32 B     

B 地下室 14.09 3.47 0.1 C 1.32 A 3.37 12.77 

C 管线工程 0.24 0.14   0.1 B   

D 景观绿化  0.53     0.53  

合计 14.38 5.51 1.42  1.42  3.90  12.77  

 

表 3-3             实际施工中土石方平衡表 

序
号 

项目区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余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1 主体工程区        
南通镇新
南港大道
道路工程
多余开挖
土方 

 

松下码头物
流园仓储项
目回填 

A 场地平整 0.05 1.37 1.32 B     

B 地下室 14.09 3.47 0.1 C 1.32 A 3.37 12.77 

C 管线工程 0.24 0.14   0.1 B   

D 景观绿化  0.53     0.53  

合计 14.38 5.51 1.42  1.42  3.90  12.77  

根据表 3-2、3-3 可知，工程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土石方挖填与水土

保持方案批复的土石方挖填一致。 

3.5  其他重点部位监测结果 

本项目从开工至今，主要土石方挖填重点为主体工程区，借鉴同类

项目﹙已验收﹚分析，综合考虑各时段、各分区地类、地形、坡度、植

被及地表扰动情况，并考虑风蚀因素，确定项目水土流失估算时段各分

区施工期土壤侵蚀模数确定如下，见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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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施工期各侵蚀单元土壤侵蚀模数表 

序号 分区 
分区面

积（hm
2
） 

本阶段土壤侵蚀模数 
侵蚀时间（a）

(年) 

本阶段土壤侵蚀

量(t) 
（t/km

2
.a） 

1 主体工程区 4.08 8465.36 1.5 424.42 

2 施工生产生活区 0.53 4320.86 0.5 40.03 

3 合计 4.61     46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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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通过现场调查量测和查阅资料，完成雨水管网 1272m、绿化覆土 0.56

万 m3、土地整治 1.33hm2、植草砖 1475m2。 

工程措施实施进度：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建设于 2019 年 1 月～2019

年 9 月实施。 

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通过现场调查和查阅施工、监理等相关资料，本工程绿化主要完成 

完成景观绿化 1.33hm2（其中植树绿化 716 株，主要为细叶榄仁、香樟、

蓝花楹、香泡、秋枫、四季桂等树种；灌木绿化 11179.6m2，主要为翠芦

莉、黄金叶、红背桂、舂鹃、全叶假连翘、草坪）。 

植物措施实施进度：植物措施实际于 2019 年 10 月开始实施。 

4.3  临时防护措施监测结果 

工程施工期间实施的临时措施以防护措施为主。完成的主要工程量：

完成临时排水沟 1246m、临时沉沙池 5 口、密目网苫盖 1500m2、基坑截

水沟 1024m、基坑排水沟 1012m、集水井 28 口。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根据现场调查监测，本工程于 2018 年 6 月动工，2019 年 10 月完

工。随着扰动地表各项防治措施实施、完善，并开始发挥保土效果，土

壤侵蚀强度呈逐步下降趋势，至 2022 年 2 月，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强度

降至 380t/km2.a，水土流失轻微，项目区的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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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监测分区土壤侵蚀模数表 

序号 监 测 分 区  实际扰动面积（hm
2
）  土壤侵蚀模数(t/km

2
.a) 年土壤侵蚀量（t/a） 

1 主体工程区 4.08 380 18.60  

2 施工生产生活区 0.53 380 2.42  

3 合计 4.61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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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根据水土保持现场调查及监测，本项目各分区水土保持面积计算情

况，见表 5-3。 

表 5-3         各分区水土保持面积计算表       单位：hm2 

序号 项  目 
实际扰

动面积 

未扰动

地表面

积 

建筑物

面积 

水土流

失面积 

植物措

施面积 

工程措

施面积 

水保总

面积 

1 
主体工程

区 
4.08 0 0.74 3.34 1.33 1.61 2.94 

2 
施工生产

生活区 
0.53 0 0 0.35   0 0.35 

3 合计 4.61 0 0.74 3.69 1.33 1.61 3.29 

 

5.2  土壤流失量 

通过各个阶段的调查、实地监测，分析得出，各阶段施工期各地表

扰动类型侵蚀模数，经测算：2018 年 6 月（施工准备期地质钻探及施

工道路）土壤侵蚀模数 650t/km2.a； 2018 年 7 月～2019 年 10 月为施工

期，土壤侵蚀模数为 4320.28t~8465.36/km2.a；2019 年 10 月～2022 年 2

月（试运行期）土壤侵蚀模数为 380t/km2.a。经测算：土壤流失总量为

589.32t，详见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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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各阶段土壤流失量监测情况表 

地表扰动时段 
侵蚀面积

﹙hm
2﹚ 

土壤侵蚀模数

（t/km
2
.a） 

时间

﹙年﹚ 

流失总量

（t） 
备    注 

施工准备期 2018.6 4.61 650 0.083 2.49  
场地钻探、道路

清杂 

施工期

2018.7-2019.10 
4.61 8465.36 1.5 585.38  全面扰动土地 

试运行期

2019.10-2022.2 
4.61 380 0.083 1.45  林草恢复期  

合计   .   589.32    

5.3  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根据水保方案报告书以及现场监测，本项目无设置取料场及弃渣场。 

5.4  水土流失危害 

通过对项目区进行水土流失现场调查监测、分析，本工程自开工初

期以来，分阶段分区域实施了水土保持各项防治措施，发挥了较好的水

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表明：各防治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完善，

布局合理，满足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并未造

成重大的水土流失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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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

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本项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面积

46091.92m2，水土流失治理中按硬化面积和工程措施完全达标、植物措

施 97%达标计算，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为 45704.93m2，项目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预测为 99.16%。达到方案目标值（98%）。 

6.2  土壤流失控制比 

工程所在地土壤容许侵蚀模数为 500t/km2.a，2022 年 2 月份调查监

测结果显示，工程区土壤平均侵蚀强度为 380t/km2.a。工程土壤流失控制

比（项目区实测值/项目区容许值）为 1.32，达到方案目标值（1）。 

6.3  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后实际挡护的

永久弃渣、临时堆土数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本工程

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约为 0.774 万 m3，采取措施后实际挡护的永久

弃渣、临时堆土数量约为 0.77 万 m3，本工程土石方渣土防护率为 99.48%。  

达到方案目标值（99%）。 

6.4  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闱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占可剥

离表土总量的百分比。项目已开工，无表土剥离，不涉及表土保护率。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项目建设区内可恢复植被面积 13278.42m2，实际林草植被恢复面积

积 13300.79m2。经计算，项目区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83%，达到方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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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值（98%）。 

6.6  林草覆盖率 

项目建设区面积 46091.92m2，实际扰动面积 40807.92m2，项目建设

区内林草植被面积积 13278.42m2，林草覆盖率达到 28.81%，达到方案目

标值（27%）。 

近期调查监测显示，2022 年 2 月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已降为

380t/km2.a，在项目区容许土壤侵蚀模数内，水土流失轻微，工程区生态

环境已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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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  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⑴ 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工程实际征占地面积，并结合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及现场调查监测，工程实际扰动和影响范围为 46091.92m2，其中永久

占地 40807.92m2，临时占地 5284 m2。 

与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一致。 

2）三色评价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

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 号）文件要求，水土保持监测采取三色评

价制度，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的通知》（办水保〔2020〕161 号）进行评价分析。本项目

为 88 分，属于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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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值 

项目名称 招商雍景湾项目 

监测时段和防治责任范围 2018年 6月至 2022年 2月，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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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表土剥离保护 5 0  

弃土（石渣）堆放 15 14  

水土流失状况 15 13  

水土流失

防治成效 

工程措施 20 18  

植物措施 15 15  

临时措施 10 8  

水土流失危害 5 5  

合计 100 88  

（3） 土石方变化分析 

根据调查监测及业主提供的资料，本项目实际土石方总挖方

14.38 万 m3，填方总量量 5.51 万 m3（含表土 0.53 万 m3）。余方总量

12.77 万 m3。外借土方 3.9 万 m3，余方用于松下码头物流园仓储项目

回填。回填项目位于长乐区松下码头。不设置取、弃土场。实际挖填

方量与方案设计方量一致。 

（4） 土壤侵蚀量评价 

根据调查监测结果统计，招商雍景湾项目建设期（2018 年 6 月～

2019 年 10 月）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内累计土壤侵蚀总量为 589.32t，

其中 2018 年 6 月施工准备期土壤侵蚀总量为 2.49 t，201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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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工期 16 个月，土壤侵蚀总量为 585.38t。2019 年 10 

月~2022 年 2 月（林草植被恢复期）土壤侵蚀总量为 1.45 t。 

（5）水土保持治理达标评价 

经监测计算，截至 2022 年 2 月，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16%，

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32，渣土防护率为 99.48%，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83%%，林草覆盖率为 28.81%，达到了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

一级标准。工程建设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项目区的生态环境得

到进一步改善。 

防治目标评价见表 7-1。 

表 7-1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评价表 

防治指标 
一级标准 方案防治

目标（%） 

监测值 
备注 

（%） （%）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98 99.16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0.9 1 1.32 达标 

渣土防护率（%）  97 99 99.48 达标 

表土保护率（%） 92 * *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98 99.83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5 27 28.81 达标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按照主体工程设计要求，在各防治分区内实

施了一系列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防治效果。 

实施了主体工程区的雨水管网、绿化覆土、土地整治、植草砖等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景观绿化 1.33hm2（其中植树绿化 716 株，主要为细叶榄仁、香

樟、蓝花楹、香泡、秋枫、四季桂等树种；灌木绿化 11179.6m2，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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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翠芦莉、黄金叶、红背桂、舂鹃、全叶假连翘、草坪）等水土保

持植物措施，植物生长良好，起到了一定的水土保持和美化环境的功

效。 

各防治分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完善，布局合理，满足水土保持

方案设计要求。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⑴运行期应加强对排水设施等的管理维护和植物措施的管护，确

保其正常发挥水土保持效益。 

7.4  综合结论 

通过对项目区进行水土流失现场调查监测、分析，本工程自开工

初期以来，分阶段分区域实施了水土保持各项防治措施，发挥了较好

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表明：各防治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

完善，布局合理，满足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防治责任范围内土壤

侵蚀量呈下降趋势，至 2022 年 2 月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380t/km2.a，低于本地区土壤容许侵蚀模数 500t/km2.a，工程建设新增

水土流失得到控制，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达到 GB50434-2008 规

定的开发建设类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工程建设总体符合水土保持

方案设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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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福州市马尾区农业农村局关于招商雍景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的批复》（马农〔202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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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土石方收纳证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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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照片 

航拍图 

  

场内绿化 

  

  

场区道路排水及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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