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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正升（平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的正荣·悦玺项目位于兴港中

路（原金井二路）西侧，诚意路（原天大山北路）南侧，场地北侧隔诚意路（原

天大山北路）为新力房地产（在建），东侧隔兴港中路（原金井二路）为香港

中诺集团平潭产业基地用地（在建）和平潭利嘉国际物流园用地（在建），西

侧为天牛河（不在本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南侧为平潭金井湾消防站暨消防

指挥中心（已建）。

本工程总占地 98060m
2
，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66560m

2
，临时占地面积 33300m

2

（施工场地 800m2、临时中转场 1000m2、1#临时堆土场 8500m2、2#临时堆土场

23000m2），其中施工场地和临时中转场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内西北侧，不重复计

算面积，临时堆土场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外北侧，临时占用 2017G007 地块用地。

2017 年 9 月 18 日，正升（平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平潭综合实验区

行政审批局关于正荣·悦玺项目《备案请示+》的批复（岚综实项目审批

[2017]142 号）。

正荣·悦玺项目计划开工时间为 2017 年 9 月，计划完工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实际开工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29 日，实际完工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

实际总工期约 32个月。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约 215065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81704 万元，资金来源

为自筹。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结合施工过程中

实际情况，在主体工程区、施工场地区、临时中转场区和临时堆土场区等防治

责任范围内相继实施完成水土保持措施。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24 号修

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22490-2008）、水

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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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办水保[2018]133 号）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技术文件编写和印制格式规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5 号）的

要求，建设单位委托泉州市源顺水土保持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正荣·悦玺项

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工作，我公司接受任务后随即会同建设单位多次

进入现场核查，并配合建设单位召开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协调会，并收集了设计、

施工和监测工作总结等水土保持验收的相关资料。

水土保持工程管理、设计、财务等建档资料齐全；水土保持设施基本按批

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建成，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符合水土保持的

要求；工程建设期间管理制度健全，较好地控制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

扰动土地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拦渣率、土壤流失控制比、林草植

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等六项指标均达到了方案设计目标值。水土保持设施具

备正常运行条件，且能安全、有效运转，符合交付使用要求；水土保持设施的

管理、维护措施已得到落实，具备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本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在此基础上，我公司于 2020 年 9 月，编制完成《正荣·悦玺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平潭综合实验区各级水利行政主管部

门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为确保工程建设的如期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工

程即将验收之际，谨对在工程建设中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各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以及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我们工作的各参建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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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正荣·悦玺项目位于兴港中路（原金井二路）西侧，诚意路（原天

大山北路）南侧。

1.1.2 主要技术指标

总用地面积 66560.00m2，总建筑面积 246179.27m2，计容建筑面积

183040.00m2 ，不计容建筑面积 63139.27m2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88175.27m2，地下建筑面积 58004.00m2，占地面积 13312.00m2，建筑密

度 20.0%，容积率 2.75，绿地率 35.0%。

1.1.3 工程投资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约 215065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81704 万元，资金

来源为自筹。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正荣·悦玺项目包括主体工程区、配套工程、公用工程、区内道路

和景观绿化等配套工程等组成。主体工程主要由高层住宅、商业楼及幼

儿园等组成；配套工程主要由社区服务中心、养老服务站及地下停车场

组成；公用工程主要由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消防工程及附属工程等。

1.1.4.1 主体工程区

11幢高层（30F）住宅、1幢商业建筑（9F）、1 幢社区服务中心（3F）、

1 个幼儿园（3F），一层地下室停车场、小区广场、道路、小区绿化及相

应配套用房等。

根据地形，小区西北角布置一幢 3F 幼儿园，沿路平行布置 11 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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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住宅和商业建筑，最南侧布置 1幢 3F 社区服务中心。

1.1.4.2 施工场地区

根据项目区施工进度安排及总体布局，施工单位已在用地红线内西

北角布设 1 处施工场地，用于临时堆放材料场、停车场、机修站等，施

工人员居住及办公租用周边民房。施工场地区占地面积 800m2，施工结束

后，已完成进行场地规划建设。

施工场地现状土地利用类型为其他土地，场地设计标高与原标高基

本一致，简单平整后即可使用。

1.1.4.3 临时中转场区

根据项目区施工进度安排及总体布局，施工单位已在用地红线内西

北角布设 1 处临时中转场，用作场地内调运土方及外弃土方中转调运的

场所。临时中转场区占地面积 1000m2，临时占用部分幼儿园用地。施工

结束后，已完成场地规划建设。

临时中转场现状土地利用类型为其他土地，场地设计标高与原标高

基本一致，简单平整后即可使用。

1.1.4.4 临时堆土场

根据项目区施工进度安排及总体布局，施工单位已在用地红线外北

侧布设 2 处临时堆土场，临时占用由正茂（平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建设的 2017G007 号地块。1#临时堆土场用于堆放项目绿化覆土。2#临

时堆土场用于临时堆放项目产生的弃方，运往正荣·悦湖湾和岚湾正荣

府项目进行综合利用。

1#临时堆土场占地面积 8500m2，按平均堆高 1.50m，可容纳土方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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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万 m3。

2#临时堆土场占地面积 23000m
2
，按平均堆高 1.50m，可容纳土方量

约 3.40 万 m3。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1.5.1 施工组织

（1）机械化施工

本项目的开挖、回填土工程均以机械化施工为主，人工施工仅限于

少量不适宜机械施工的情况。

（2）施工材料

本项目建设所需的主要建筑材料包括水泥、钢材、砂料、石料等，

主要采用购买的方式解决。本地均有生产、供应，货源充足，可就近采

购。外购材料的经营厂家均为经有关部门批准建设的正式企业，在购买

协议中将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由开采单位负责，并报当地水土保持监

督部门备案。

（3）工程用水用电

施工生活用水从周边供水点接入，施工生产用水可直接从项目区周

边取用。周边电力供应情况良好，工程用电可与当地电力部门协商解决。

（4）运输条件

项目周边有诚意路、兴港中路等，交通较为便利，运输条件良好，

施工机械及运输无需另开施工道路，可以满足本项目施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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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 施工工期

正荣·悦玺项目计划开工时间为 2017 年 9 月，计划完工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实际开工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29 日，实际完工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实际总工期约 32个月。

1.1.6 土石方情况

本项目土方挖填总量约 25.49 万 m
3
，总开挖量 15.90 万 m

3
（包括地

下室开挖 15.66 万 m3，管线开挖 0.24 万 m3），总回填量 9.59 万 m3（包

括场地回填 0.70 万 m3，地下室回填 7.54 万 m3，管线开挖边坡回填 0.19

万 m3，绿化覆土 1.16 万 m3），项目产生余方 6.31 万 m3，其中 3.00 万 m3

运往正荣·悦湖湾项目进行综合利用，剩余 3.31 万 m3运往岚湾正荣府进

行综合利用。

1.1.7 征占地情况

本工程总占地 98060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66560m2，临时占地面积

33300m2（施工场地 800m2、临时中转场 1000m2、1#临时堆土场 8500m2、2#

临时堆土场 23000m2），其中施工场地和临时中转场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内

西北侧，不重复计算面积，临时堆土场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外北侧，临时

占用 2017G007 地块用地。

项目用地类型为其他土地，工程占地面积统计见下表。

表 1-1 工程征占地情况表

项目区
占地类型及面积（m2） 占地性质

备注
其他土地 小计 永久 临时

主体工程区 66560 66560 66560

施工场地区 *800 *800 *800 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内

临时中转场区 *1000 *1000 *1000 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内

临时堆土 1#临时堆土场区 8500 8500 8500 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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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
占地类型及面积（m2） 占地性质

备注
其他土地 小计 永久 临时

场区 2#临时堆土场区 23000 23000 23000 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外

合计 98060 98060 66560 31500

注：“*”表示施工场地和临时中转场区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内，不重复计算占地面积。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项目不涉及拆迁安置。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2.1.1 地貌

东南部以台地、低丘为主，融城—海口，及江镜、渔溪为冲积—海

积平原。平潭综合实验区岚城乡所辖范围，主要为低山丘陵，适宜建设

用地集中于谷内冲淤积平原。项目所在地平潭综合实验区岚城乡，场地

属冲淤积平原。地貌地势较平坦、开阔。

1.2.1.2 地质项目场地原场地地表标高约 2.18~5.20m，西北角最高

6.51m，南侧最低点 0.11m。场地设计标高为 4.70~5.50m，场地属海岸地

貌单元。

（1）地质

平潭地质构造以断裂构造为主，属华夏构造体系。在区域构造上，

平潭位于武夷-戴云复式隆折带东侧的闽东南沿海变质带，东与台湾海峡

沉降带相邻。通过卫星遥感信息处理，认为平潭地质构造背景，属于平

潭-东山逆冲-推覆构造带，其基底由前泥盆纪变质岩和印支-燕山早期构

造层组成，受燕山早期至晚期大规模构造—岩浆活动的改造，形成以燕

山晚期为主的火山构造和断裂构造格局，成为比较完整的以花岗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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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构造块体。

项目区不存在岩溶、滑坡、危岩及崩塌、泥石流、采空区、地面沉

陷等其它不良地质现象，亦未发现场地具暗藏的河道、墓穴、暗浜及防

空洞等不利工程的埋藏物。场地相对较为稳定，适宜本工程建设。

（2）地震

根据国家《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本场地抗震设

防烈度为 7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三组；

抗震设防分类为标准设防类（丙类）。

场地附近不具备产生地震断裂和构造地震的内在因素，属较稳定场

地，适宜建设本工程。

（3）不良地质情况

拟建场地地势开阔、较平坦，在勘察过程中未见有滑坡、崩塌、泥

石流、活动性构造断裂等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

1.2.1.3 水文

项目西侧为天牛河，总长 1.5km 左右，主河道宽 50m，河道两边规划

为景观绿化带。天牛河项目起点位于原 305 省道以南（牛寨山南段）约

10m，北与规划 4号渠衔接，渠道穿越在建的北湖路、如意路、平岚岭路，

南面终点与在建天大山北路相交，与规划的 6 号渠一并汇合汇入大海。

1.2.1.4 气象

北厝镇属典型的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热量丰富，

终年气温较高，基本无霜冻，季风较明显，干湿季分明。

（1）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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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气温 19.4°C，最高月气温为 8 月，月平均最高气温 27.3℃，

极端最高气温 37.4℃（1966 年 8 月 16 日）；最低月气温在 2 月，月平

均最低气温 10.6℃，极端最低气温 1.2℃（1977 年 1 月 31 日）。全年≥

10℃的活动积温为 6560℃。

（2）降水

项目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1192.6mm，降水年内分配很不均匀，主要集

中在雨季。其中，4-6 月份为梅雨期，降水量占全年的 60%；7-9 月份为

台风雨和雷雨期，降水量占全年的 28.5%。最大年降水量 1739.9mm（1983

年），最小年降水量 818.3mm（1999 年），最大月降水量 553.4mm，最大

日降水量 217.3mm，降水量≥25.0mm 的降水日数年平均为 14d。项目区 2

年一遇 1h 降水量 43.0mm，10 年一遇 1h 降雨量 56.1mm。

（3）风况

项目区年均风速为 9.0m/s，年均风速最大为 10m/s，出现于 1988 年。

项目区各向的平均风速以东北偏北向的 10.9m/s 为最大，其次为东北向

平均风速为 10.2m/s，各向的最大风速以 S 向的 60m/s 最大，次之为 N向

的 34m/s。全年风向以东北偏北为最多，频率为 43%，其次为东北向，频

率为 18%。

1.2.1.5 土壤植被

平潭土壤以砖红壤性红壤为主，水稻土、红壤、潮土次之。共 6 个

土类，25个土属，34 个土种。其共同特点是土层薄、养分含量少。

工程以红壤土为主。红壤土主要分布在低山和丘陵地区，该类土壤

质地较粘重，腐殖质较少，土壤肥力较低，目前大多已被开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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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综合实验区地处南亚热带，地带性森林植被类型为南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项目区原生植被稀疏，群落单一，山地林木矮小，分布不均，

全县植被有七个类型，10个群系，12 个群丛，隶属 62个科，116 个种。

主岛境内平原区和沿岸沙地为木麻黄防护林群系，丘陵台地上的植被以

黑松和台湾相思树为主，其中山坡迎风面及顶部以黑松林为多，背风面

及中下部以黑松、相思林为主，在荒山荒坡上主要分布较为耐旱的仙人

掌、龙舌兰、白茅、鸭咀草等旱中生灌丛和草本植物群落。

项目区有少量植被，主要为杂草，林草覆盖率约为 10%。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项目区属以水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丘陵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
2
.a。水土流失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兼有风蚀，表现形式主要是

面蚀，土壤侵蚀强度以微度为主，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400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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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综合实验区不属于国家级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同时，根据《福建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

平潭综合实验区北厝镇也不属于福建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区。因此，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按建设类项目三级标准执行。但根据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的有关规定，对

国家和省级人民政府依法确定的经济开发区直接产生重大水土流失影响

的，其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按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执行。平潭属于国

际旅游岛、国家级自贸区，考虑到其生态功能的重要性，本项目水土流

失防治标准等级按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执行。

在水土保持预防监督工作方面，平潭综合实验区水土保持部门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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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法》要求，确立“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全面规划、综合治

理、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科学管理、注重效益”的方针，不断加强水

土保持预防、保护和监督的力度，强调对开发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水土

流失，必须编制水土保持方案，严格做好水土保持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

保持审批、检查、监督和收费工作。坚持“谁造成流失，谁负责治理”

的原则，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水土保持

法》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全民水土保持意识，使人民认识到水土资源是

人类发展的最基本物质基础。

近年来，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有组织、

有计划地开展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在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方面，采取

统一规划、以点带面、全面开展，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水

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通过重点水土流失区综合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

水源地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等工程的开展，当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取得一

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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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17 年 7 月，厦门新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正荣·悦玺

项目设计方案》。

2.2 水土保持方案

正升（平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月委托泉州市源顺水土

保持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按照开发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等要求，泉州市源顺水土保持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于 2017 年 8 月编制完成《正荣·悦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

审稿）。

2017 年 8月 30 日，平潭综合实验区农村发展局局组织召开《正荣·悦

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审查会，会后，泉州市源顺水土保持技术咨

询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编，于 9 月上旬形成《正荣·悦

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2017 年 9月 18 日，正升（平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平潭综合实

验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正荣·悦玺项目《备案请示+》的批复（岚综实项目

审批[2017]142 号）。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项水土保本项目各持措施与原水保方案设计的基本一致，未涉及到

变更。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经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审批局批复之

后，无后续相关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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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评估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本工程总占地 98060m
2
，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66560m

2
，临时占地面积

33300m2（施工场地 800m2、临时中转场 1000m2、1#临时堆土场 8500m2、2#

临时堆土场 23000m2），其中施工场地和临时中转场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内

西北侧，不重复计算面积，临时堆土场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外北侧，临时

占用 2017G007 地块用地。

（1）项目建设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共计 98060m2，由主体工程区、施工场地区、临时中

转场区和临时堆土场区组成。其中主体工程区永久占地 66560m2，临时占

地面积 33800m2（施工场地 800m2、临时中转场 1000m2、1#临时堆土场

8500m2、2#临时堆土场 23000m2），其中施工场地和临时中转场位于用地

红线范围内，不重复计算面积，临时堆土场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外，临时

占用 2017G007 地块用地。

（2）直接影响区

根据项目总体布局，施工特点以及水土流失特征分析，确定本项目

各单项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由于主体已考虑施工围墙，围墙能

较好的控制施工范围，故直接影响区考虑用地红线外扩 1m，划分依据详

见表 3-1。

表 3-1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划分依据

序号 项目组成 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1 主体工程区 位于用地红线内 用地红线外扩 1m

2 施工场地区 位于用地红线内 /

3 临时中转场区 位于用地红线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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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临时堆土场区 位于用地红线外 用地红线外扩 1m

5 2#临时堆土场区 位于用地红线外 用地红线外扩 1m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3-2。

表 3-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面积统计表

序号 工程名称
面积（m2） 用 地 性

质项目建成区 直接影响区 防治责任范围

1 主体工程区 66560 1224 67784 永久

2 施工场地区 *800 / *800 临时

3 临时中转场区 *1000 / *1000 临时

4 1#临时堆土场区 8500 417 8917 临时

5 2#临时堆土场区 23000 627 23627 临时

6 合计 98060 2268 100328

注：“*”表示施工场地和临时中转场区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内，不重复计算占地面积。

3.2 弃渣场设置

经现场核查，本项目未布设弃渣场。

3.3 取土场设置

经现场核查，本项目未布设取土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4.1 主体工程区

水保方案措施布局：已批复的水保方案，主体工程区的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雨水管网、植草砖路面；

植物措施：景观绿化；

临时措施：洗车池、砖砌截水沟、土质排水沟、砖砌沉砂池、集水

井、彩条布覆盖。

实际措施布局：经现场核查，建设单位已在项目入口处设置了洗车

池，在基坑有布设砖砌截水沟、土质排水沟、砖砌沉砂池、集水井。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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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绿化前有对土地进行了整治、覆土，场内植被长势良好，水土流失轻

微。

3.4.2 施工场地区

水保方案措施布局：已批复的水保方案，施工场地区的临时措施：

砖砌排水沟、砖砌沉砂池。

实际措施布局：经现场核查，建设单位已在施工场地周围设置了砖

砌排水沟、砖砌沉砂池。

3.4.3 临时中转场区

水保方案措施布局：已批复的水保方案，临时中转场区的临时措施：

土质排水沟、砖砌沉砂池、编制袋挡墙、彩条布覆盖。

实际措施布局：经现场核查，建设单位已在临时中转场四周设有土

质排水沟、砖砌沉砂池、编织袋挡墙、彩条布覆盖等。

3.4.3 临时堆土场区

水保方案措施布局：已批复的水保方案，临时堆土场区的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临时措施：砖砌排水沟、砖砌沉砂池、编织土袋挡墙、彩条布覆盖。

实际措施布局：经现场核查，建设单位已在临时堆土场区四周设有

砖砌排水沟、砖砌沉砂池、编织土袋挡墙、彩条布覆盖等，对堆放土方

表面进行了撒播草籽，场内水土流失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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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工程措施完成情况

3.5.1.1 主体工程防治区

①雨水管网：本项目已设雨水管网 2000m。

②土地整治：在施工后期对绿化景观用地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

为 2.33hm
2
。

③植草砖：本项目已设植草砖路面 6391m2。

3.5.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3.5.2.1 主体工程防治区

①景观绿化

主体按照 35%的绿化率进行景观绿化，共绿化面积约 23296m2，既美

化环境，又提高绿地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量。项目景观绿化由业主委

托景观设计单位进行专业的绿化设计。

3.5.2.2 临时堆土场防治区

（1）1#临时堆土场

①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为防止土方堆放过程中被雨水冲刷产生二次流失，对堆

放土方表面撒播草籽进行防护。撒播草籽 0.85hm2。

（2）2#临时堆土场

①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为防止土方堆放过程中被雨水冲刷产生二次流失，对堆

放土方表面撒播草籽进行防护。撒播草籽 2.3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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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3.5.3.1 主体工程防治区

①基坑截水沟

施工单位已在地下室的基坑顶部布设 1#截水沟。1#截水沟采用矩形

断面，M7.5 水泥砂浆砌实心砖结构，底宽 0.5m，沟深 0.5m，壁厚 0.12m，

边坡比 1：0，糙率 0.023，比降约 0.5%，截水沟总长 1106m。

②基坑排水沟

施工单位已在地下室的基坑底部布设 1#排水沟，经集水井收集后，

用水泵抽至截水沟。1#排水沟采用土质结构，梯形断面，底宽 0.4m，沟

深 0.4m，边坡比 1：1，糙率 0.03，比降约 0.5%，排水沟总长 1092m。土

质排水沟只开挖不衬砌，沟壁拍实。

③集水井

施工单位已在基坑底部排水沟转角处布设集水井，共需布设 5 座集

水井，集水井采用 M7.5 水泥砂浆砌实心砖，长 1.5m，宽 1.2m，高 1m，

壁厚 0.24m，底板采用 C15 混凝土，板厚 16cm。施工结束后对集水井进

行拆除。集水井同时具有沉沙功能，施工单位已定期对其进行清理。

④洗车池

主体设计在项目区出入口布设 1 座洗车池，对出入项目区的车辆进

行清洗，避免车轮携带泥沙进入市政道路。洗车池规格为 L×B×H =16

×5×1m，两侧 1：5放坡，底部砼垫层厚 0.4m，水深 0.6m。

⑤场地排水沟

施工单位已在场地场界周边分别设置场界排水沟，用于收集并排出

场地地表雨水。由于红线与地下室轮廓线距离较近仅为 7m，故拟利用基

坑顶部截水沟进行场地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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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砖砌沉砂池

为防止排水沟中的泥沙进入当地水系，施工单位已在出水口及排水

沟转折处设置沉砂池沉沙。本项目沉砂池采用矩形断面，M7.5 水泥砂浆

砌实心砖，长 2.5m，宽 1.5m，深 1.5m，壁厚 0.24m，底板采用 C15 混凝

土，板厚 16cm。施工单位需定期对沉砂池进行清理。施工结束后对沉砂

池进行拆除。主体工程区共布设砖砌沉砂池 4 座。

⑦彩条布覆盖

地下室土方开挖时，为防止雨水冲刷，开挖土方表面采用彩条布覆

盖，分段施工，彩条布可多次重复使用。

3.5.3.2 施工场地防治区

①砖砌排水沟

施工期间，沿施工场地区外围布设 2#排水沟。2#排水沟采用矩形断

面，M7.5 水泥砂浆砌 MU10 实心砖结构，底宽 0.3m，沟深 0.3m，壁厚 0.12m，

边坡比 1：0，糙率 0.025，比降约 0.3%，长约 122m。

②砖砌沉砂池

为防止土质排水沟中的泥沙进入当地水系，施工单位已在出水口及

排水沟转折处设置沉砂池沉沙。本项目沉砂池采用矩形断面，M7.5 水泥

砂浆砌 MU10 实心砖结构，长 2.0m，宽 1.0m，深 1.5m，壁厚 0.24m，底

板采用 C15 混凝土，板厚 16cm。施工单位已定期对沉砂池进行清理。施

工结束后对沉砂池进行拆除。施工场地区共布设砖砌沉砂池 1座。

3.5.3.3 临时中转场防治区

①土质排水沟

施工期间，施工单位沿临时中转场外围布设 3#排水沟。3#排水沟采

用梯形断面，土质结构，底宽 0.3m，沟深 0.3m，边坡比 1：1，糙率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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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降约 0.5%，长约 138m。

②砖砌沉砂池

为防止土质排水沟中的泥沙进入当地水系，施工单位已在出水口及

排水沟转折处设置沉砂池沉沙。本项目沉砂池采用矩形断面，M7.5 水泥

砂浆砌 MU10 实心砖结构，长 2.0m，宽 1.0m，深 1.5m，壁厚 0.24m，底

板采用 C15 混凝土，板厚 16cm。施工单位已定期对沉砂池进行清理。施

工结束后对沉砂池进行拆除。临时中转场区共布设砖砌沉砂池 1 座。

③编织土袋挡墙

为了防止土石方堆放过程中产生二次流失，施工单位对堆放的土石

方采取编织土袋拦挡。编织土袋拦挡为梯形断面，顶宽 0.5 m，下底宽

1.5 m，高 0.5m，两侧坡比 1：1，土石方堆高 1.0～1.5m 左右，堆倒边

坡 1：1.5。编织土袋挡墙长约 130m。

④彩条布覆盖

为防止土石方堆放过程中被雨水冲刷产生二次流失，堆放土方表面

采用彩条布覆盖，彩条布可多次重复使用。

3.5.3.4 临时堆土场防治区

（1）1#临时堆土场

①砖砌排水沟

施工期间，沿 1#临时堆土场外围布设 4#排水沟。4#排水沟采用矩形

断面，M7.5 水泥砂浆砌实心砖结构，底宽 0.5m，沟深 0.4m，壁厚 0.12m，

边坡比 1：0，糙率 0.025，比降约 0.5%，长约 421m。

②砖砌沉砂池

为防止排水沟中的泥沙进入当地水系，施工单位已在出水口及排水

沟转折处设置沉砂池沉沙。本项目沉砂池采用矩形断面，M7.5 水泥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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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实心砖，长 2.5m，宽 1.5m，深 1.5m，壁厚 0.24m，底板采用 C15 混凝

土，板厚 16cm。施工单位需定期对沉砂池进行清理。施工结束后对沉砂

池进行拆除。1#临时堆土场区共布设砖砌沉砂池 2 座。

③编织土袋挡墙

为了防止土方堆放过程中产生二次流失，对堆放的土方采取编织土

袋拦挡。编织土袋拦挡为梯形断面，顶宽 0.5 m，下底宽 1.5 m，高 1.0m，

两侧坡比 1：1，土方堆高 1.5m 左右，堆倒边坡 1：1.5。编织土袋挡墙

长约 413m。

④彩条布苫盖

为防止土方堆放过程中被雨水冲刷产生二次流失，堆放土方表面采

用彩条布覆盖，彩条布可多次重复使用。

（2）2#临时堆土场

①砖砌排水沟

施工期间，沿 2#临时堆土场外围布设 5#排水沟。5#排水沟采用矩形

断面，M7.5 水泥砂浆砌实心砖结构，底宽 0.6m，沟深 0.6m，壁厚 0.12m，

边坡比 1：0，糙率 0.025，比降约 0.5%，长约 631m。

②砖砌沉砂池

为防止排水沟中的泥沙进入当地水系，施工单位已在出水口及排水

沟转折处设置沉砂池沉沙。本项目沉砂池采用矩形断面，M7.5 水泥砂浆

砌实心砖，长 2.5m，宽 1.5m，深 1.5m，壁厚 0.24m，底板采用 C15 混凝

土，板厚 16cm。施工单位需定期对沉砂池进行清理。施工结束后对沉砂

池进行拆除。2#临时堆土场区共布设砖砌沉砂池 2 座。

③编织土袋挡墙

为了防止土石方堆放过程中产生二次流失，对堆放的土石方采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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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土袋拦挡。编织土袋拦挡为梯形断面，顶宽 0.5 m，下底宽 1.5 m，高

1.0m，两侧坡比 1：1，土石方堆高 1.5m 左右，堆倒边坡 1：1.5。编织

土袋挡墙长约 623m。

④彩条布苫盖

为防止土方堆放过程中被雨水冲刷产生二次流失，堆放土方表面采

用彩条布覆盖，彩条布可多次重复使用。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本方案水土保持总投资 1028.13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有水土保持

投资 822.88 万元；方案新增投资 205.25 万元。总投资中工程措施投资

237.00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582.74 万元，临时工程投资 84.83 万元，独

立费用 51.49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监测费 14.40 万元，监理费 14.00 万

元）；基本预备费 57.36 万元。

表 3-3 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

工程费

植物措施费
设备

费

独立

费用
合计栽（种）植

费

苗木、草、种

子费

一
第一部分 工程措

施
237.00 237.00

1 主体工程区 237.00 237.00

二
第二部分 植物措

施
233.10 349.64 582.74

1 主体工程区 232.96 349.44 582.40

2 临时堆土场区 0.14 0.20 0.34

三
第三部分 临时工

程
84.83 84.83

1 主体工程区 6.62 6.62

2 施工场地区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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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

工程费

植物措施费
设备

费

独立

费用
合计栽（种）植

费

苗木、草、种

子费

3 临时中转场区 4.59 4.59

4 临时堆土场区 56.23 56.23

5 其他临时工程 16.39 16.39

四
第四部分 独立费

用
51.49 51.49

1 建设管理费 18.09 18.09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14.00 14.00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5.00 5.00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14.40 14.40

五 一至四部分合计 321.83 233.10 349.64 51.49 956.06

六 基本预备费 57.36

七 静态总投资 1013.42

八 价差预备费 0.00

九 建设期融资利息 0.00

十 水土保持补偿费 14.71

十一 工程总投资 10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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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根据工程的特点和施工情况，建设单位对项目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

招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亦纳入了主体工

程的建设管理体系中。

为保证施工质量，经常性地对职工和施工人员进行水土保持宣传和

施工质量教育，提高职工和施工人员的水土保持意识和质量意识。从经

理到班组，规定了各自岗位和职责，明确了责任和义务，在工程施工中

严格执行质量二检制，层层把关，施工质量达不到标准不验收，上一道

工序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制度，以确

保工程施工质量。实行施工质量责任制和施工质量经济责任制，一发现

使用质量问题，立即召开会议，及时解决问题，同时制定了质量制度和

奖罚办法，对出现施工质量事故，实行“三不放过”，对出现施工质量

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实行处罚，对施工质量优良者实行奖励，保证施工技

术人员跟班作业和质检员在现场检查执行权利，确保工程质量目标的实

现。

工程质量控制流程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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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正荣·悦玺项目

建设单位：正升（平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福建省京闽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工程质量目标

阶段性质量

控制措施

施工质量控制措施

施工质量体系

全面质

量管理
施工质量体系

施工质

量保证

体系

各施工要素的质量控制

质量小

组活动

各施工要素的质量控制

成

品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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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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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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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工程质量控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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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工程划分及结果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结合工程实际水土

保持措施建设情况，参考《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

（SL336-2006），将已实施的主体工程区、施工场地区、临时中转场

区、临时堆土场区的水土保持工程进行了项目划分。

表 4-1 工程划分一览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划分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表土剥

离、覆土

每 0.1hm2～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1hm2 的可单独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hm2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

工程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每个单元工程长 50～100m，不足 5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

单元工程，大于 100m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斜坡防护工程 工程护坡
每个单元工程长 50～100m，不足 5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

单元工程，大于 100m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临时防护工程

临时拦挡
每个单元工程长 50～100m，不足 5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

单元工程，大于 100m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临时覆盖

每 0.1hm2～1 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1hm2的可单

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 h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

单元工程

临时排水
每个单元工程长 50～100m，不足 50m 的可单独作为一

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m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临时沉沙 每一个沉砂池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以设计图班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

0.1hm2～1hm2，大于 1hm2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线网状植被
每个单元工程长 50～100m，不足 50m 的可单独作为一

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m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4.2.2 各防治区工程质量评定

4.2.2.1 监理单位工程质量检验方法

（1）土沟

1）基本要求

①土沟边坡必须平整、坚实、稳定，严禁贴坡。

②沟底应平顺整齐，不得有松散土和其他杂物，排水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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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测项目

土沟检查项目见表 4-2。

表 4-2 土沟检查项目表

序号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权值

1 沟底高程（mm） 0，-30 水准仪：每 200m 测 4 处 3

2 断面尺寸（mm） 不小于设计 尺量：每 200m 测 2 处 3

3 边坡坡度 不陡于设计 尺量：每 200m 测 2 处 2

4 边棱直顺度（mm） 尺量：20m 拉线，每 200m 测 2 处 2

3）外观鉴定

沟底无明显凹凸不平和阻水现象。不符合要求时，每处减 1~2

分。

（2）浆砌排水沟

1）基本要求

①砌体砂浆配合比准确，砌缝内砂浆均匀饱满，勾缝密实。

②浆砌片（块）石、混凝土预制块的质量和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③基础中缩缝应与墙身缩缝对齐。

④砌体抹面应平整、压光、直顺，不得有裂缝、空鼓现象。

2）实测项目

浆砌排水沟检查项目见表 4-3

表 4-3 浆砌排水沟检查项目表

序号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权值

1 沟底高程（mm） 0，-30 水准仪：每 200m 测 4 处 3

2 断面尺寸（mm） 不小于设计 尺量：每 200m 测 2 处 3

3 边坡坡度 不陡于设计 尺量：每 200m 测 2 处 2

4 边棱直顺度（mm） 尺量：20m 拉线，每 200m 测 2 处 2

3）外观鉴定

①砌体内侧及沟底应平顺。不符合要求时，减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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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沟底不得有杂物。不符合要求时，减 1~2 分。

（3）隐蔽工程

排水沟基础等重要隐蔽工程完工后，先由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

填报隐蔽工程验收单后由监理验收。

（4）绿化

1）基本要求

①绿化的种植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不能及时种植的苗木应进行

假植。

②边坡绿化施工应按照设计文件所规定的施工方法与工艺进行，

严格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土保持措施评估组对调查对象进行了项目划分，并确定抽查比例

后，重点核查了各防治区的土质排水沟、沉砂池、塑料薄膜苫盖。检

查结果表明：各防治区的措施布置方式符合设计要求。

2）实测项目

绿化实测项目表 4-4。

表 4-4 绿化实测项目表

序号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权值

1 苗木规格与数量 符合设计 尺量：每 lkm 测 50m 1

2 种植穴规格 符合 CJJ/T82 的规定 钢尺量：每 1km 测 50m 1

3 土层厚度 符合 CJJ/T82 的规定 钢尺量：每 lkm 测 50m 1

4 苗木成活率（ ） ≥85 目测：每 lkm 测 200m 2

5 草坪覆盖率（ ） ≥95 目测：每 lkm 测 200m 3

6 其它地被植物发芽率（ ） ≥85 目测：每 lkm 测 200m 2

3）外观鉴定

①草坪应无枯黄、无明显病虫害，不符合要求时减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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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草坪连续空白面积达 0.5m
2
以上，每处减 1~2 分。

③边沟外侧绿化带、护坡道绿化带连续缺株 4株以上（含 4株），

每处减 2 分。

④苗木有明显的病虫害的减 5 分。

4.2.2.2 工程质量评定

根据施工期监理季报和监理总结报告，对照已完成签认的工程计

量清单和质量监督报告等，同时结合现场调查和查阅施工记录、监理

记录及相关质量评定技术文件，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技术规程》（GB/T22490-2008）要求，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

定规程》（SL336-2006），监理单位对已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进行工

程质量等级评定。

根据现场对工程进行现场实体质量检测、外观检查和查阅质量保

证资料，并对分部、单位工程、合同段及建设项目进行质量评定，质

量等级为合格工程，按《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监理单位将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单位工程和分部工程分别划分为 4个单位工程、7

个分部工程、71个单元工程，合格率 100%。

已实施的水土保持设施监理划分及质量评定结果见表 4-5。
表 4-5 已实施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评定结果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核查数量 核查比例 核查结果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土地整治 3 3 100% 合格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截排水沟 11 10 90.91% 合格

临时防护工程

临时沉沙 临时沉砂池 10 10 100% 合格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26 24 92.31% 合格

临时拦挡 土袋挡墙 13 13 100% 合格

临时覆盖 彩条布覆盖 5 5 100% 合格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景观绿化 3 3 100% 合格

合计 7 / 71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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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经调查，本项目建设期未布设弃渣场。

4.4 总体质量评价

自查初验表明，工程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中的水土保持措施及要

求，已建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合格，运行正常，已建成的水土保持

设施管理维护工作由建设单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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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工程运行初期，水土保持各项措施已建成，排水沟、砖砌沉砂池

等工程措施运行正常，已实施的植物绿化生长良好，达到了绿化美化

和水土保持的功效。

5.2 水土保持效果

（1）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为水保措施防治面积、永久建筑物面积与扰动地

表面积的比值。项目区总面积为 98060m2，扰动地表面积为 98060m2，

方案实施后主体工程区大部分为地面硬化、临时用地均得到全面综合

治理，最终地表地面硬化面积 28481m2，植物措施面积 54796m2，累计

整治面积 96589m
2
，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8.50%。

表 5-1 扰动土地整治率分析表

总面积（m2）
扰动面积

（m2）

水土保持治理达标面积
扰动土地整

治率（%）
植物措施面积

（m2）

永久建筑物占地

（m2）

地表硬化面积

（m2）

98060 98060 54796 13312 28481 98.50

（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水保措施防治面积与造成水土流失面积（不

含硬化面积）的比值。项目建设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 54413m2，水土

保持措施总面积为 53325m2，项目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8.00%。

（3）土壤流失控制比

水土流失控制比为项目区容许土壤侵蚀模数与方案实施后土壤

侵蚀模数的比值。根据水土流失预测分析，本工程产生的水土流失主

要在工程施工期，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区内实施了

拦挡、排水、硬化、绿化措施，项目建设区平均土壤流失量将降到

400t/km
2
.a，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

2
.a，其土壤流失控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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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25。

（4）拦渣率

拦渣率为采取措施后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和弃土（石、

渣量）总量的比值。本项目外弃土方 6.31 万 m3，本工程通过采取临

时措施后，实际拦的土壤有 6.25 万 m3，实际拦渣率可达 99.05%。

（5）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植物措施面积与可绿化面积的比值，在方案服

务期末，扣除道路硬化占地面积外，本项目可绿化面积 54796m2，植

被恢复面积 54796m2，林草植被恢复率达 100%。

（6）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为林草植被面积与项目征占地面积的比值，项目征占

地面积为 98060m2，林草植被面积 54796m2，林草覆盖率达 55.88%。

综上所述，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可以有效控制新增水土

流失数量，维护工程区生态环境。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在自验小组过程中，向“正荣·悦玺项目”周边的居民进行了调

查，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 40 人中，除部分人对“正荣·悦玺项

目”水土流失情况不了解“说不清”外，有 92%的人认为该项目建设

过程中采取了有效的水土保持设施，有 97%的人认为该项目将会有效

改善周边污水排放，从而改善城区环境。

绝大多数被访问者认为“正荣·悦玺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采取了

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没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不好的影响，总体上

看，被访问者项目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的评价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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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根据现场实地调查了解和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咨询，本项目在主

体工程建设过程建设单位对项目的实施做了充分的组织和协调管理

工作。项目主体设计过程已充分考虑了水土保持相关要求，在实施过

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落实，确保了项目的实施过程未造成较大的水土流

失，对周边及河道未造成不利影响。

6.2 规章制度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并将水土

保持工作纳入主体工程的管理中。在建设过程中建立健全完善了水土

保持工程质量管理体制，在施工中严格实行施工单位保证质量，监理

单位负责质量监控，政府质量监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将质量责

任分层细化，贯穿于合同管理中。

为确保工程在施工中把水土流失降到最低，项目在施工准备期就

制定了《“正荣·悦玺项目”水土保持制度》，并成立相关工作领导

小组，将该制度印发到项目部、各施工组和监理人员。

《制度》明确规定：

①严禁越界扰动地表和毁坏周边植被，严禁乱弃、乱倒土石方和

建筑、生活垃圾。

②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严格按水土保持设施设计

图纸施工，按合同的质量条款实施质量管理，保证工程质量。

③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所需材料，由施工单位自行采购、运输、

保管，沙、石料必须在合法料场购买，杜绝不合格材料的使用。

④施工单位应明确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机构组织，

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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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在施工中，若发现水土保持设施单位工程有缺陷，施工队应及

时补救返工或者修复缺陷，直至合格投入使用。若发生水土流失或者

防洪事件，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所造成的损失由造成者负

责赔偿，并按法律追究责任。

6.3 建设管理

6.3.1 工程招标投标过程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和植物措施的施工、材料采购及供应、施

工单位招标纳入了主体工程管理程序中，实行了“项目法人对国家负

责，监理单位控制，承包商保证，政府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有关

施工单位通过招标、投标承担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施工单位都是具

有施工资质，具体一定技术与人才，自身的质量保证体系较完善。工

程监理单位也是具有相当工程建设监理经验和业绩，能独立承担监理

业务的专业机构。

6.3.2 合同及执行情况

工程措施施工合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是土地整治、截排水

沟、临时沉砂池、临时排水沟、土袋挡墙、彩条布覆盖、景观绿化等，

与主体工程同步进行，由施工单位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承

建。

工程建设监理：福建省京闽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对主体工程区及水

保方案批复的水保工程进行监理。

工程项目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执行合同的过程，有效的合同管

理是确保建设目标（质量、投资、工期）的主要手段。因此，从“正

荣·悦玺项目”实施开始，建设单位等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

施，确保该工程水土保持项目的正常实施。主要技术保障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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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规范管理各施工单位，要求各施工单位

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建立完善的施工技术保障体系、施工管理体系、安

全保障体系、现场文明施工管理体系。做好施工现场的水土保持工作，

避免因施工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2）针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特性，进行详细技术交底，使各施工

单位更好的掌握和熟悉水土保持技术规范标准，满足现场施工需要。

（3）严格按照水土保持设计图纸和技术要求进行土建项目施工，

所有完工项目必须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及质量评定标准进行验收。

（4）要求各施工单位加强管理，牢固树立现场各级管理人员和

施工人员的工程施工质量意识。

（5）监督监理单位按照相关监理规范的要求，加大协调、监督

管理力度，扎实做好施工现场监理工作，对工程部门及关键工序实行

旁站跟踪监控。

采取以上技术保证措施后，各分项工程合同中的有关水土保持工

作内容得以顺利执行，合同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基本按合

同约定实施。

6.4 水土保持监测

2017 年 12 月，建设单位委托泉州市源顺水土保持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泉州市源顺水土保持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监测组进场监测，在查询大量施工、监理内业资料、对比遥感影

像后和现场监测下，于 2020 年 9 月提交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6.5 水土保持监理

建设单位委托福建省京闽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进行水土保持监理，

确保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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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建设报送的水土保持监测

等相关资料，对工程水土保持工作开展情况与建设单位进行多次联系

和沟通，并提出相应的指导意见。建设单位根据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指

导意见，并结合工程实际施工情况，及时安排施工责任单位予以落实

和整改。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项目应缴纳水土保持补偿

费 98060 元，建设单位已足额缴纳。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工程已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由正升（平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管理单位指派有专人负责各项设施的日常管护，要求对工程措施

不定期检查，出现异常情况及时修复和加固；植物措施不定期进行抚

育，出现死亡情况及时补植、更新，确保水土保持设施正常运行。

从目前的运行情况看，水土保持管理责任明确，规章制度落实到

位，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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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及阶段工作安排

7.1 结论

建设单位对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治

理，工程建设区总面积为 98060m2，扰动地表面积为 98060m2。根据水

土保持方案设计和工程实际情况，项目建设区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工

程有土质排水沟、砖砌排水沟、砖砌沉砂池、彩条布覆盖等。实施措

施后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8.5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8.00%，

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25，拦渣率达到 99.05%，林草植被恢复率达

到 100%，林草植被覆盖率达到 55.88%。目前，已经实施的各项防治

措施运行效果良好。经过治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改善。随着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的开展，结果均为合格。

7.2 遗留问题安排

应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与维护，以发挥长远效益。



附件 01 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正荣·悦玺项目《备案请示

+》的批复（岚综实项目审批[2017]142 号）









附件 02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照片



附件 03 项目现场照片

正荣·悦玺项目施工前现场照片

正荣·悦玺项目施工期现场照片

正荣·悦玺项目现场照片

施工期照片 4施工期照片 3施工期照片 2施工期照片 1

施工后期照片 1 施工后期照片 2

施工前照片 2施工前照片 1



附图 0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02 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附图 03-1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附图 03-2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附图 04-1 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布设



附图 04-2 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布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