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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 

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项目 
概况 

项目名称 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 

位置 安徽蚌埠沫河口工业园开源大道 38 号 

建设内容 建设原料提纯装置 1 套、变配电室 1 座、动力站 1 座、储存罐 16
个及道路绿化等其他配套设施等 

建设性质 新建 
总投资（万元） 
占地面积（hm²） 

11321.75 

土建投资（万元） 3870 
永久： 1.67 

临时：  

动工时间 2020 年 2 月 完工时间 2020 年 9 月 

土石方（万 m³）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方 

主体工程区 0.78 0.78 0 0 

取土（石、砂）场 无 

弃土（石、渣）场 无 

项目区概

况 

涉及重点防治区情况 不涉及 地貌类型 江淮平原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t/(km²·a)] 150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²·a)] 200 

项目选址

（线）水土

保持评价 

本项目所在地点不属于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地区，不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

治理区内，不涉及河流两岸、湖泊和水库周边植物保护带；不占用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

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和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主体工程选

址不存在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 
预测水土流失总量（t） 4.46 

防治责任范围（hm²） 1.67 

防治标

准等级

及目标 

防治标准等级 北方土石山区一级标准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 土壤流失控制比 1.1 

渣土防护率（％） 99 表土保护率（％）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林草覆盖率（％） 4 

水土保

持措施 
主体工程区：土地整治 0.08hm²，混凝土排水沟 465m；铺设草皮 0.07hm²，栽植紫叶小檗 2500
株。 

水土保

持投资

估算

(万元) 

工程措施 8.09 植物措施 12.74 

临时措施 0.00 水土保持补偿费 1.6667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0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3.0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2.0 

总投资 27.50 

编制单位 安徽勤致生态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医药化工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及电话 李春梅 法人代表及电话 解凤苗 

地址 蚌埠市工农家园 21 号楼 3-1-中 2
号 地址 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工业园

开源大道 38 号 
邮编 233000 邮编 233002 

联系人及电话 孙庆春/15056359899 联系人及电话 贺瑞/13855271597 

电子信箱 94759926@qq.com 电子信箱 / 

传真  传真 / 

 



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 

报告表相关内容填写说明 

1.项目概况 

1.1 项目基本情况 
（1）地理位置：项目位于安徽蚌埠沫河口工业园开源大道 38 号，见附图 1。 

（2）建设性质：新建。 

（3）建设内容：建设原料提纯装置 1 套、变配电室 1 座、动力站 1 座、储存

罐 16 个及道路绿化等其他配套设施等。 

（4）工程投资：本项目总投资 11321.75 万元，土建投资 3870 万元。 

（5）工期：本项目已于 2020 年 2 月开工，于 2020 年 9 月完工。 

（6）设计水平年：本项目于 2020 年完工，设计水平年定为 2021 年。 

（7）项目规模：年处理二甲粗品 7200 吨，年处理邻甲酚粗品 2532 吨，年处

理苯酚粗品 12150 吨。 

（8）防治责任范围：本项目主体工程区占地面积为 1.67hm²（16666.7m²），

防治责任范围为 1.67hm²。 

（9）依托关系：厂区已建成：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厂区于

2015 年 7 月建设完成，总占地面积为 167104.88m²（含本项目），截止目前，厂

区出入口、办公楼、自来水供水厂、污水处理站、配电房等公用设施已建成。本

项目：本项目名称为 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辅助工程依托厂区现状已有出入口、办

公楼，公共工程依托厂区内已有的供水、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 

（10）项目工程进展：项目于 2020 年 9 月竣工，目前正在运行，已实施的水

土保持措施包括土地整治、排水沟、撒播草籽、栽植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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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 

 

图 1.1-1 本项目在总厂区位置 

1.2 项目组成和布局 
本项目主体工程区组成，主体工程区包括建构筑物、道路等硬化面积、厂区

绿化三个部分，占地面积为 1.67hm²（16666.7m²），其中建筑物占地面积为

0.52hm²，道路等硬化面积为 1.07hm²，绿化面积为 0.08hm²。 

表 1.2-1 工程经济技术指标表 
指标 单位 数量 

规划用地面积 hm² 1.67 
建筑占地面积 hm² 0.52 
绿化面积 hm² 0.08 
绿化率 % 4.8 

道路等硬化面积 hm²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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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 

1.2.1 平面布置 

本项目位于整个厂区南部，罐区位于南侧，邻淝河路，罐区北侧从西向东依

次为变配电室和动力站，原料提纯装置则位于变电室西北方向 33m 处。 

 
图 1.2-1  项目总平面布置图（粉色框为建设区域） 

 
图 1.2-2  厂区现状照片 

本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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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 

1.2.1.1 建构筑物 

（1）储存罐区 

项目共建设二甲粗品储罐 2座、酚醛树脂储罐 2座、苯酚原料储罐 2座、邻

甲本分成品储罐 1座、间对混本分储罐 1座、邻甲本分粗品储罐 1座、苯酚粗品

储罐 1 座、预留储罐 1 座、3.5 二甲成品储罐 1 座、2.4/2.5 二甲酚储罐 1 座、本

酚醛二甲储罐 1座、甲醛溶液储罐 1座、N,N-二甲基乙醇胺储罐 1座。储罐属于

构筑物，基础占地面积 1645m²。 

 
图 1.2-3  储存罐平面布置图 

（2）动力站 

动力站属于二类重要设施，层高为 1层，无地下室。建筑面积为 960m²，占

地面积 960m²。 

 

图 1.2-4  动力站平面布置图 

（3）变配电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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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 

变配电室为二类重要设施，为 2 层建筑，局部 1 层，建筑面积 1375m²，无

地下室，占地面积为 802m²。 

 

图 1.2-5  变配电室平面布置图 

（4）原料提纯装置 

项目新建原料提纯装置 1 套，包括种类反应釜及储罐。 

 
图 1.2-6  原料提纯装置平面布置图 

1.2.1.2 道路等硬化 

本项目不新建道路，利用厂区已建成道路，在本次项目范围内建设硬化区

域。 

1.2.1.3 绿化 

本项目绿化区域原料提纯装置南侧及变配电室周围，绿化面积约为

0.08hm²，本项目绿化率约为 4.8%，项目园区内绿化与园区内其他绿化保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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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 

致，铺设草皮为主，栽植灌木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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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 

 
图 1.2-7  罐区现状照片 

 
图 1.2-8  动力站（中间右）、变配电室（中间左）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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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 

 
图 1.2-9  原料提纯装置（中央）现状照片 

 

1.2.2 竖向布置 

项目区地势平坦，原始地面标高为 17.80～18.12m，高差 0.32m。设计标高

为 17.70~18.2m，室内外高差为 0.2m。 

1.2.3 附属设施 

（1）排水 

本项目采用明沟排水，沿建筑物四周开挖混凝土排水沟，雨水经排水沟汇

集到各建筑附近厂区主排水管网，排入市政雨水管网，最终流向淮河。 

（2）供水供电 

供水：用水来自园区已建设完备的供水管网。室内给水采用上行下给式，

管道沿墙敷设至各用水点。 

供电：由园区内 110kV 变电所供给，项目区内设置 35KV 变电所 1 座，变电

所内设置变压器及高低压配电设备，将 10kV高压电源经变压后以 380V/220V送

到各个车间配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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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 

1.3 施工组织 

1.3.1 施工场地布置 

本项目无施工场地，施工生产区及建筑材料堆放依托项目北侧已建成厂区，

未新增扰动。 

1.3.2 施工道路 

本项目红线外道路利用园区内已建成的淝河中路，红线内施工道路利用厂区

内已建成道路。 

1.3.3 临时堆土场 

本项目土建已完工，据施工资料，本项目未设置临时堆土场，基础开挖土方

量较少，就近堆放，不新增占地。 

1.3.4 建筑材料、施工用水、用电 

1）施工用电 

施工用电依托现有厂区供电。现有项目生产、生活用电由园区内 110kV 变

电所供给，项目区内设置 35KV 变电所 1 座，变电所内设置变压器及高低压配电

设备，将 10kV 高压电源经变压后以 380V/220V 送到各个车间配电房。 

2）施工用水 

用水来自园区供水管网。室内给水采用上行下给式，管道沿墙敷设至各用水

点。 

3）材料供应 

本项目建设所需的砂、石等建筑材料均全部向外就近采购，相应的水土流失

防治责任由材料供应商承担，但建设单位有责任要求施工单位向有合法开采、销

售资质的供应商采购。项目建设所需其他的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可从当地购买

或直接到厂家采购。 

1.4 施工工艺 

项目施工主要包括建筑物基础、道路修建及管线施工、绿化施工等。在施工

过程中拟采用机械施工与人工施工相结合的方法。主要结合主体工程施工资料对

工程施工工艺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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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 

1.4.1 建筑物基础 

本项目变配电室和动力站为独立基础，原料提纯装置和罐类为筏板基础，采

用商品混凝土（混凝土厂家提供）。 

1.4.2 绿化施工 

对于项目设计的绿化布置，施工时间安排在项目后期，平整场地后铺植草皮。 

1.5 工程占地 
本工程总用地面积 1.67hm²，均为永久占地。占地类型为工业用地。详见表

1.5-1。 

表 1.5-1  工程占地类型、数量和性质表 

项目组成 
占地类型（hm²） 占地性质（hm²） 

工业用地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建构筑物 0.52 0.52 0 

道路等硬化 1.07 1.07 0 

绿化 0.08 0.08 0 

合计 1.67 1.67 0 

1.6 土石方平衡 

根据主设及施工资料，工程在开工前未进行表土剥离，本工程施工期总挖方

0.78万m³，总填方0.78万m³，无借方，无余方。 

挖方：本项目挖方包括场地平整、建筑物基础开挖和管线沟槽开挖。本项目

建筑物基础开挖土方为0.76万m³，管线沟槽开挖量约为0.02万m³。 
填方：本项目总填方为 0.78 万 m³，其中建筑物基础填方为 0.46 万 m³，管

线沟槽填方 0.01 万 m³，场地垫高 0.31 万 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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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 

表1.6-1  工程土方平衡表   单位：万m³ 

序
号 

项目建
设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余方 
清基
清表 

一般 
土石方 数量 数

量 
来
源 

数
量 

去
向 

数
量 

来
源 

数
量 

去
向 

① 
建构筑
物基础
开挖 

 0.76 0.46        

 ② 场平   0.31        

③ 管线工
程  0.02 0.01        

④ 合计  0.78 0.78        

1.7 施工进度 
本工程已于 2020 年 2 月开工，于 2020 年 9 月完工，总工期为 8 个月，进度

表详见表 1.7-1。 

表 1.7-1  主体工程施工进度表 

时间 
项目 

2020 

2 3 4 5 6 7 8 9 

施工准备         

建构筑物         

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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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 

2.项目区概况 

2.1 地形地貌 
项目区地势平坦，地貌单元为淮河北岸Ⅰ级阶地类型区。原始地面标高为

17.80～18.12m，高差 0.32m。设计标高为 17.70~18.2m，室内外高差为 0.2m，项

目区地形地貌见图 2.1-1。 

 
图 2.1-1  项目区地形地貌图 

2.2 河流水系 
项目区雨水经排水沟汇入厂区已有雨水管网中，排入市政雨水管网，最终汇

入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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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 

2.3 水土流失现状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项目区水土保持区划属北方土石山区。根据《土

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土壤侵蚀属微度水力侵蚀为主，

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²·a，经测算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150t/km²·a。根据

《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国函〔2015〕160 号）、《安徽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布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

重点治理区的通告》（皖政秘〔2017〕94 号），本项目所在地点不属于水土流

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地区，不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内，查阅《安

徽省生态保护红线》，项目不涉及生态红线，不涉及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

留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

以及重要湿地等水土保持敏感区。 

2.4 土壤植被 
蚌埠地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及亚热带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带过渡

的地带，主要植被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蚌埠人工林单一，纯林多，混交林少，

一般为黑松、马尾松与刺槐、麻栎的混交。主要造林树种有杨、柳、刺槐、马尾

松、侧柏、黑松、苦楝、臭椿、泡桐。全市森林覆盖率为 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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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3.1 主体工程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根据水土保持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技术标准，项目选址水土保持制

约性因素分析如下： 

表 3.1-1   主体工程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表 

依据名称 编号 相关条文 制约性因素分析 符合性评价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 

第十

八条 

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地区，

应当限制或者禁止可能造成水土流

失的生产建设活动，严格保护植物、

沙壳、结皮、地衣等。 

项目区不属于水土流

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地

区。 
满足要求 

第二

十四

条 

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当避让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区；无法避让的，应当提高防治标

准，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表扰动

和植被损坏范围，有效控制可能造

成的水土流失。 

项目不涉及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和治理区。 满足要求 

安徽省实

施《中华

人民共和

国水土保

持法》办

法 

第十

八条 

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当避让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区；无法避让的，应当提高防治标

准，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表扰动

和植被损坏范围，有效控制可能造

成的水土流失。在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重点治理区、城市规划区范

围内，禁止新建破坏植被、损坏地

貌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露天采矿

生产建设项目。 

本项目不涉及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

治理区。本项目不属于

露天采矿项目。 

满足要求 

GB 
50433-20

18 

3.2.1
第一

款 

选址（线）应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不涉及 满足要求 

3.2.1
第二

款 

选址（线）应避让河流两岸、湖泊

和水库周边的植物保护带。 不涉及 满足要求 

3.2.1
第三

款 

选址（线）应避让全国水土保持监

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

点试验区及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

期定位观测站。 

不涉及。 满足要求 

综上所述，本项目所在地点不属于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地区，不在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内，不涉及河流两岸、湖泊和水库周边植物保护

带；不占用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和国家确

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主体工程选址不存在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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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设方案与布局水土保持评价 

3.2.1 工程建设水土保持评价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的约束性规定，

建设方案是否满足对技术标准的约束性规定评价详见表 3.2-1。 

表 3.2-1   对建设方案的约束性规定 

序号 对建设方案的约束性规定 本工程 符合性评价 

1 

公路、铁路工程在高填深挖路段，应

采用加大桥隧比例的方案，减少大填

大挖；填高大于 20m，挖深大于 30 m 
的，应进行桥隧替代方案论证；路堤、

路垫在保证边坡稳定的基础上，应采

用植物防护或工程与植物防护相结

合的设计方案  

不涉及 满足要求 

2 
城镇区的建设项目应提高植被建设

标准，注重景观效果，配套建设灌溉、

排水和雨水利用设施。 

本项目位于安徽蚌埠淮上沫

河口工业园内，本项目为厂房

项目，主要考虑生产，绿化面

积较小，本方案将通过提高植

物规格来提高植被建设标准，

主设考虑了排水设施。 

基本 
满足要求 

3 
山丘区输电工程塔基应采用不等高

基础，经过林区的应采用加高杆塔跨

越方式  

不涉及 / 

4 对无法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

重点治理区的生产建设项目。 不涉及 / 

1） 

应优化方案，减少工程占地和土石

方；公路。铁路等项目填高大于 8m
宜采用桥梁方案；管道工程穿越宜采

用隧道、定向钻、顶管等方式；山丘

区工业场地宜优先选用阶梯式布置。 

不涉及 / 

2） 截排水工程、拦挡工程的工程等级和

防洪标准应提高一级 不涉及 / 

3） 宜布设雨洪集蓄、沉沙设施。 不涉及 / 

4） 提高植物措施标准，林草覆盖率应提

高 1 个~2 个百分点 不涉及 / 

项目所在区域不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

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

园等敏感区域。综上，本工程建设方案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3.2.2 工程占地评价 

本工程总占地 1.67hm²，均为永久占地。 

本项目未单独设置施工生产生活区，办公区和管理区依托厂区已建成的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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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施工道路利用厂区内已建成道路，无漏项。  

评价结论：项目占地能够满足施工要求也符合节约用地和减少扰动的要求。 

综上，工程占地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3.2.3 土石方平衡评价 

（1）一般土石方平衡评价 

本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1.56 万 m³，其中挖方量为 0.78 万 m³，填方量为

0.78 万 m³，无借方，无余方。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的规定，工程土石方平衡是否满足

技术标准的规定评价详见表 3.3-2。 
表 3.3-2  对工程土石方的规定 

序号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50433-2018）对工程土石方的

规定 
本工程 评价 

1 土石方挖填应符合最优化原则 本项目土石方挖填以原场地设计标高为依

据，避免了高填挖深。 
满足要求 

2 土石方调运应符合节点适宜、时序

可行运距合理原则 
本项目在厂区内周转。 满足要求 

3 余方应首先考虑综合利用 本项目无余方。 满足要求 

4 
外借土石方应优先考虑利用其他工

程废弃的土（石、渣）外购土（石、

料）应选择合规料场 
不涉及 / 

5 
工程标段划分应考虑合理调配土石

方，减少取土（石）方、弃土（石、

渣）方和临时占地数量 

本项目共一个标段，土方就近临时堆放，不

新增占地 
满足要求 

（2）表土剥离保护与利用 

本项目占用工业用地总面积为 1.67hm²，扰动地表方式主要为占压，根据施

工资料，工程在开工前未对此区域进行表土剥离。 

本方案为补编方案，经调查，本项目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没有合规管理，未对

表土进行单独剥离、堆放，与一般土石方混合开挖、回填，不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综上，本工程建设没有实施表土单独剥离和集中保护，不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目前项目土家已完工，表土已与一般土石方混合用于场地回填，无法开展补救措

施。其他施工环节土石方平衡考虑了调运的合理性，优先考虑综合利用，施工时

序安排合理，基本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综上，工程土石方平衡符合水土保持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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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取土（石、砂）场设置评价 

本项目不涉及取土场。 

3.2.5 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场设置评价 

本项目不涉及弃土场。 

3.2.6 施工方法和工艺评价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的规定，施工方法与工艺是否满足

技术标准的规定评价详见表 3.2-3。 
表 3.2-3  施工方法和工艺评价表 

序号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50433-2018）的规定 本工程 评价 

1 
应控制施工场地占地，避开植被相对

良好区域和基本农田 

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

严格控制了扰动范

围，不占用植被相对

良好区域和基本农田 

满足要求 

2 应合理安排工期，防止重复开挖和多

次倒运，减少裸露时间 

本项目施工时序短，

工期紧凑，减少了裸

露时间 
满足要求 

3 
应控制施工场地占地，避开植被相对

良好区域和基本农田 

在满足施工的前提

下，尽可能减少临建

设施占地，避开了植

被良好区域 

满足要求 

4 弃土、弃石、弃渣分类堆放 本项目无余方。 满足要求 

5 
施工开始时应首先对表土进行剥离或

保护，剥离的表土集中堆放，并采取

防护措施 
项目未剥离表土。 

不满足要求，项目土

建已完工，本方案不

再对此提出要求 

6 
裸露地表应及时防护，减少裸露时间，

填筑土方时应随挖、随运、随填、随

压 

施工过程中对临时堆

土采用密目网苫盖。 
满足要求 

7 
临时堆土应集中堆放，并采取临时拦

挡、苫盖、排水、沉沙等措施 

本项目临时堆土，采

用密目网苫盖，未采

取临时拦挡、苫盖、

排水、沉沙等措施。 

基本满足要求 

8 
土石方在运输过程中应采取保护措

施，防治沿途散溢 

本项目土方在占地范

围内周转，运输过程

中对运输车辆进行苫

盖。 

满足要求 

3.2.7 北方土石山区特殊规定水土保持评价 
表 3.2-4  北方土石山区特殊规定水土保持评价 

序号 北方土石区特殊规定 本工程情况 评价 

1 应保存和综合利用土壤资源 土方挖填平衡，无余方。 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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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应采取

水源涵养措施 不涉及 满足要求 

综上，本工程满足北方土石山区的特殊规定。 

3.2.8 城市项目的特殊规定与分析评价 

表 3.2-5  城市项目的特殊规定与分析评价 

序号 城市项目特殊规定 本工程情况 评价 

1 应采用下凹式绿地和透水材料铺

装地面等措施，增加降雨入渗 不涉及 / 

2 应综合利用地表径流，设置蓄水

池等雨洪利用和调蓄设施 
不涉及 / 

3 

临时堆土应采取拦挡、苫盖、排

水、沉沙等措施，运输渣土车辆

车厢应遮盖，车轮冲洗，防止产

生扬尘和泥沙进入市政管网 

项目施工过程中临时堆土存留时

间较短，虽未实施苫盖、拦挡、排

水、沉沙等措施，，但未造成水土

流失，项目已完工不再不充相关措

施。 

基本满足要

求。 

4 
取土（石、砂）料，弃土（石、

渣）处置，宜与其他建设项目统

筹考虑。 
本项目不涉及取土和余方 满足要求 

3.3 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界定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的界定原则，将主体设计中土地整

治、铺设草皮、栽植紫叶小檗及混凝土排水沟等列为水土保持措施，将其投资纳

入本方案投资估算中。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工程量及投资见表

3.3-1。 

表 3.3-1    主体已列水保措施工程量及投资统计表      （万元）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水土保持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 
投资 

（万元） 

主体工程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² 0.08 0.43 

混凝土排水沟 m 465 7.66 

植物措施 

铺设草皮 hm² 0.07 7.91 

栽植紫叶小檗 株 2500 4.06 

合计     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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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量调查 

4.1 测算单元面积 

本项目水土流失调查范围为项目施工扰动范围，总面积为1.67hm²。根据《生

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SL773-2018），按扰动方式相同、扰动强度

相仿、土壤类型和质地相近、气象条件相似、空间上相连续的原则，划分扰动单

元；根据现场查勘和实验测定的相关数据，按照扰动方式、坡度、坡长、地表覆

盖、土壤类型和质地、气象条件等参数相对一致的原则，进一步划分计算单元。

各时段的计算单元面积均扣除该时段的建构筑物占地、地面硬化面积。 

4.2 调查时段 

依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生产建设项

目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按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和自然恢复期进行调查及预测。 

施工期预测时间按连续 12 个月为一年计；不足 12 个月，但达到一个雨（风）

季长度的，按一年计；不足一个雨（风）季长度的，按占雨（风）季长度的比例

计算。本项目区多年平均降雨量 910mm，雨季 5~9 月。 

工程施工准备时间为 2020 年 2 月，基础施工时间为 2020 年 3 月~2020 年 5

月，建构筑物施工时间为 2020 年 6 月~2020 年 9 月，绿化施工时间为 2020 年 6

月-9 月。方案对已经发生的土壤流失量进行调查，调查时段为 2020 年 2 月~2020

年 9 月（结合施工时序、施工内容及裸露地表面积分为三个时段）。项目已完工，

因此自然恢复期不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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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水土流失测算单元及时段统计表   单位：hm² 

分区 扰动单元 计算单元 

施工期 
自然 

恢复期 

① ② ③ / 

2020.2 
2020.3- 
2020.5 

2020.6- 
2020.9 

/ 

主体工程

区 

基础开挖区 上方无来水 
工程开挖面 

0.38 0.38 0 / 

施工道路硬

化区 
地表翻扰型 

一般扰动地表 1.11 1.11 0 / 

堆土区 上方无来水 
工程堆积体 0.10 0.10 0 / 

绿化区 地表翻扰型 
一般扰动地表 0 0 0.08 / 

4.3 土壤侵蚀模数 

结合工程建设进展，本方案只对施工期进行水土流失量调查，施工期土壤侵

蚀模数根据《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确定。 

1）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的确定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位于淮上区，属于

北方土石山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²·a）。项目区水土流失侵蚀方式以

水力侵蚀为主，通过现场踏勘调查，并结合遥感影像，根据《生产建设项目土壤

流失量测算导则》（SL773-2018），本项目区的施工前背景为植被破坏型扰动地

表。 

表 4.3-2 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计算表 

计算单元 形式 R K Ly Sy B E T 
平均土壤土
壤侵蚀模数
（t/km²·a） 

一般扰动地
表 

植被破
坏型 4982.1 0.0038 0.7578 0.2035 0.516 1 1 151 

2）施工期扰动后土壤侵蚀模数测算 

表 4.3-3 地表翻扰型一般扰动地表土壤侵蚀模数计算表 

计算单元 形式 R Kyd Ly Sy B E T 
平均土壤土
壤侵蚀模数
（t/km²·a） 

一般扰动
地表 

地表 
翻扰型 4982.1 0.0083 0.7578 0.374 0.516 1 1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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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上方无来水工程开挖面土壤侵蚀模数计算表 

表 4.3-5 上方无来水工程堆积体土壤侵蚀模数计算 

 

4.4 水土流失调查 

经测算，本项目建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为 4.46t，为施工期可能造成的水

土流失量，扣除原地貌水土流失背景值 0.83t，项目建设可能产生的新增水土流失总量

为 3.63t。计算结果详见表 4.4-1。 
表 4.4-1 水土流失量计算成果表 

测算 
时段 

时段

编号 计算单元 

土壤侵

蚀背景

值

t/(km²·a) 

扰动后

侵蚀模

数

t/(km²·a) 

侵蚀面

积(hm²) 
侵蚀时

间(a) 
背景流

失量(t) 
流失量

计算(t) 
新增流

失量(t) 

施工期 

① 地表翻扰型一

般扰动地表 
151 605 1.59 0.08 0.19 0.77 0.58 

② 

上方无来水工

程开挖面 
151 1260 0.38 0.25 0.14 1.20 1.05 

地表翻扰型一

般扰动地表 
151 605 1.11 0.25 0.42 1.68 1.26 

上方无来水工

程堆积体 
151 2617 0.10 0.25 0.04 0.65 0.62 

③ 地表翻扰型一

般扰动地表 
151 605 0.08 0.33 0.04 0.16 0.12 

合计       0.83 4.46 3.63 

注：序号①-③对应表4.1-1的时段和面积。 

计算 
单元 形式 R Gkw Lkw Skw 

平均土壤土壤侵
蚀模数

（t/km²·a） 
工程开
挖面 上方无来水 4982.1 0.005 0.674 0.75 1260 

计算 
单元 形式 X R Gdw Ldw Sdw 

平均土壤土壤
侵蚀模数

（t/km²·a） 
工程堆
积体 上方无来水 0.92 4892.1 0.013 0.681 0.645 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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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治标准等级及目标值 

5.1 执行标准等级 
本工程位于安徽蚌埠沫河口工业园，全国水土保持区划属北方土石山区，依据

国务院《关于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的批复》（国函〔2015〕160 号），

项目不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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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北方土石山区一级标准。 

5.2 防治目标 
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应达到以下水土流失防治的基本目标： 

1）项目建设范围内的新增水土流失应得到有效控制，原有水土流失得到治理； 

2）水土保持设施安全有效； 

3）水土资源、林草植被应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与恢复。 

4）水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复

率、林草覆盖率六项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T50434-2018）的规定。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的有关规定，水土

流失防治目标需根据地区干旱程度、土壤侵蚀强度、地形地貌、是否位于城区及行业

标准要求等进行修正，具体如下：  

1）地区干旱程度：项目区属于半湿润地区，项目水土流失治理度、林草植被恢复

率以及林草覆盖率直接采用标准规定值。 

2）土壤侵蚀强度：项目区土壤侵蚀属微度，土壤流失控制比定为 1.2。 

3）是否涉及城市区：项目位于安徽蚌埠淮上经济开发区渣土防护率和林草覆盖

率参照城镇区均提高 2%。  

4）是否在水土流失重点防区：项目不在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林草覆盖率采用标

准规定值。 

5）本项目在开工前未进行表土剥离，因此表土保护率不再涉及。 

6）项目特点：本项目为技改厂房类项目林草覆盖率按实际情况计列，本项目防治

责任范围为 1.67hm²，绿化面积为 0.08hm²，绿化率为 4.8%，本项目故林草覆盖率目标

值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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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见表 5.2-1。 

表 5.2-1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计算表 

防治指标 
标准规定指标 按土壤

侵蚀强

度修正 

位于

城区 
项目特

点 

修正后采用指标 

施工期 设计水

平年 施工期 设计水

平年 

水土流失治理度（％）  95     95 

土壤流失控制比  0.90 +0.2    1.1 

渣土防护率（％） 95 97   +2 97 99 

表土保护率（％） 95 95    95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7 

林草覆盖率（％）  25  +2 -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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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措施 

6.1 防治区划分 
根据分区原则，结合本项目工程布局、工程类型、建设特点、建设时序和造

成水土流失特点等方面分析，依据外业查勘、资料收集情况，将本项目区划分为

主体工程区 1 个防治分区。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水土流失因素分析见表 6.1-1。 

表 6.1-1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水土流失因素分析表 

防治分区 防治区面积(hm²) 主要施工内容 水土流失因素 

主体工程区 1.67 基础开挖、临时堆土、回
填平整 

扰动地表、占压、 
开挖面裸露、临时堆土 

合计 1.67   

6.2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应根据各防治分区的不同功能进行相应的水土保持

措施布设，以达到有效的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

如下： 

1）主体工程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混凝土排水沟 

植物措施：铺设草皮、栽植紫叶小檗 

水
土
流
失
措
施
体
系

主体工程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

铺设草皮

混凝土排水沟

紫叶小檗

 

图 6.2-1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框架图 

6.3 水土保持工程级别和设计标准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2014），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级别与设计标准具体如下： 

1）排水措施：主体设计标准为设计暴雨重现期采用 P=2 年，地面综合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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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0.65，t=5~15min，径流系数=0.65，满足《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要求。 

2）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本项目位于安徽蚌埠淮上经济开发区，绿化区域

铺设草皮，局部栽植紫叶小檗兼顾景观效果，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执行 2

级标准。 

6.4 分区措施布设 

6.4.1 主体工程区 

（1）主体已有措施：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对绿化区域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0.08hm²。 

混凝土排水沟：为了顺畅排除各建构筑物周边及地表区域内的雨水，主体设

计了较为完善的排水设施。场地内雨水通过场地排水坡度，汇集至混凝土排水沟，

经雨水收集池接入厂区已建雨水管网，最终流入市政雨水管网。混凝土排水沟采

用两种规格，规格 1：宽 0.5m，深 0.5m，长 229m；规格 2：宽 0.4m，深 0.5m，

长 236m。 

植物措施：在绿化区域铺设草皮，铺设面积 0.07hm²，栽植紫叶小檗 2500

株。 

（2）本方案新增措施： 

无。 

根据水土保持措施布局与设计，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汇总表，详见表

6.4-1。 
表 6.4-1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水土保持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 

主体工程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² 0.08 
混凝土排水沟 1 m 229 
混凝土排水沟 2 m 236 

植物措施 
铺设草皮 hm² 0.07 
紫叶小檗 株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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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已于 2020 年 2 月开工，于 2020 年 9 月完工，总工期为 8 个月，水土

保持措施实施进度详见表 6.4-2。 

表 6.4-2  水土保持措施施工进度表 

时间进度

措施

一、主体工程区

1、工程措施

紫叶小檗

2 3 4 5 6 7 8 9

混凝土排水沟

土地整治

铺设草皮

2020

2、植物措施

主体工程

注：主体工程进度 工程措施进度

植物措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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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土保持投资及效益分析 

7.1 水土保持投资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投资包括工程措施费、植物措施费、独立费用和水土保持补偿费等。本方案编

制水土保持报告表，水土保持独立费只计列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费。 

本方案人工单价、材料单价和机械使用费与主体工程投资概算保持一致。 

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27.50 万元，工程措施投资 8.09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12.74

万元；独立费用 5.00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6667 万元。主体已有措施投资 20.83

万元，本方案未新增措施投资。 

工程投资概算表见表 7.1-1~7.1-3。 

表 7.1-1   工程投资概算总表   单位：万元 

编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程

费 

植物措施费 
独立费

用 
合计 栽（种）植

费 

苗木、草、种子

费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8.09 
1 主体工程区     8.09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2.74 
1 主体工程区     12.74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0.00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5.00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0.00 
2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3.00 
3 水土保持监测费（不计）     0.00 
4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2.00 
 一～四部分合计     25.83 
 水土保持补偿费 防治责任范围为 16667hm²（1 元/m²） 1.6667 

水土保持总投资 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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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2  工程措施投资概算表   单位：万元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8.09 

1 主体工程区    8.09  

（1） 土地整治 hm² 0.08 主体单价 0.43  

（2） 排水沟 1 m 229 主体单价 3.88 

（3） 排水沟 2 m 236 主体单价 3.78  

表 7.1-3  植物措施投资概算表   单位：万元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万元)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2.74 

1 主体工程区    12.74 

（1） 铺设草皮 hm² 0.07 主体单价 7.91 

（2） 
栽植紫叶小檗 100 株 25 主体单价 4.06  

紫叶小檗 100 株 25 主体单价 0.77  

 

7.2 效益分析 

工程建设对所涉及的区域分别采取相应的水土流失治理措施，水土保持措施防治

面积主要包括、建构筑物硬化面积以及土地整治后植被面积。至设计水平年，项目建

设区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面积见表 7.2-1，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综合指标目标值分析汇总

见表 7.2-2。 

表 7.2-1    水土保持方案各项面积指标计算表       单位：hm² 

防治分区 
防治责
任范围
面积 

造成水
土流失
面积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硬化地
表面积 

可绿化
面积 

林草措
施面积 工程 

措施 
植物 
措施 小计 

主体工程区 1.67 1.67 0.08 0.08 0.30 1.59 0.08 0.08 

合计 1.67 1.67 0.08 0.08 0.30 1.59 0.08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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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  水土流失防治综合目标实现情况评估表 

评估指标 计算依据 单位 数量 预测达

到值 
防治目

标值 
评估 
结果 

水土流失

治理度

（%）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hm² 1.66 
99.4 

 
95 

 
达标 

水土流失总面积 hm² 1.67 

土壤流失

控制比 
侵蚀模数容许值 t/km²·a 200 

6.5 1.1 达标 
治理后侵蚀模数达到值 t/km²·a 30.83 

渣土防护

率（%） 
实际挡护临时堆土量 万 m³ 0.775 

99.4 99 达标 
临时堆土总量 万 m³ 0.78 

表土保护

率（%） 
保护的表土数量 万 m³ / 

/ / / 
可剥离表土总量 万 m³ / 

林草植被

恢复率

（%） 

林草植被面积 hm² 0.08 
99 97 达标 

可恢复林草面积 hm² 0.08 

林草覆盖

率（%） 
林草植被面积 hm² 0.08 

4.8 4 达标 
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 hm²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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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 
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本项目从选址选线、建设方案、水土流失防治等方面符合水

土保持法律法规规定、技术标准的规定，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能达到控制水土流失、保

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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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委托书 

委托事项 4 万吨原料提纯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委托单位 

名称 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 
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

工业园开源大道 38 号 邮政编码 233002 

联系人 贺瑞 联系电话  

手机 13855271597 电子邮箱  

受托单位 

名称 安徽勤致生态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工农家

园 21 号楼 3-1-中 2 号 
邮政编码 233000 

联系人 孙庆春 联系电话  

手机 15056359899 电子邮箱 15056359899@163.com 

技术要求 本方案报告书编制依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相关技术规范、

标准规定要求进行编制。 

备注 其他事宜见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咨询合同书。 

 委托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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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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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厂区土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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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项目区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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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专家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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