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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4#），盖下公建、商业楼工程（东圃住

宅小区自编 21#），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3#-16#），盖下公配、商

业楼工程（东圃住宅小区自编 23#）位于天河区黄埔大道广州环城高速交汇处北侧，

广州环城高速东、西两侧，原东圃立交位置。周边道路通达性良好，交通便利。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4 栋 29 层住宅楼（1#~4#），1 栋 39 层住宅楼（13#），2 栋 44

层住宅楼（14#~15#），1 栋 40 层住宅楼（16#），盖下公建、商业楼（21#、23#），

景观绿化及配套设施。工程于 2015 年 12 月开工，2019 年 9 月完工，总工期 46 个月。 

根据 2018 年 12 月 13 日，广州市天河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关于住宅楼工程（东

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5-12#），盖下公建、商业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22#）、

盖下商业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24#、25#）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的复（穗

天住建函[2018]2642 号），本项目已验收面积共计 5.37hm2，全部为永久占地。 
本次验收范围为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4#），盖下公建、商业

楼工程（东圃住宅小区自编 21#），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3#-16#），

盖下公配、商业楼工程（东圃住宅小区自编 23#），项目实际扰动地表面积共计 6.6hm2，

全部为永久占地。本工程总投资为 9.88 亿元，其中土建投资 4.90 亿元。资金来源于

广州佳郡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建设单位为广州佳郡置业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广州市设计院，地质勘察单位为

广东省工程勘察院，监理单位为广州市市政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广东正升

建筑有限公司，绿化施工单位为广州交投绿化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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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2015 年

4 月，广州佳郡置业有限公司委托中山大学编报《东圃立交住宅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书》（报批稿）；2015 年 5 月 11 日，广州市天河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以“穗天住

建函[2015]21 号”对该方案报告书予以批复，详见附件 1。 

2016 年 1 月，广州佳郡置业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我公司立即抽调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人员成立了监测项目部，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

方案和工程实际情况，查阅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监理月报、监理工作总结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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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影像照片，勘查了现场，重点就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量、绿化、排水等

进行调查监测。并于 2016 年 4 月完成《东圃立交住宅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2016 年 3 月、2016 年 6 月、2016 年 9 月、2016 年 12 月、2017 年 3 月、2017

年 6 月、2017 年 9 月、2017 年 12 月、2018 年 3 月、2018 年 6 月、2018 年 9 月、2018

年 12 月、2019 年 3 月、2019 年 6 月分别 14 次对本项目进行了现场监测，并向相关

水行政主管部门分别提交了实施方案、2016 年第一季度~2016 年第四季度水土保持监

测季度报告、2017 年第一季度~2017 年第四季度、2018 年第一季度~2018 年第四季度、

2019 年第一季度~2019 年第二季度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2019 年 9 月，我公司经

过现场调查监测认为，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中设计的大部分措

施，对施工所造成的扰动土地范围进行了较全面的治理，使人为新增的水土流失得到

有效控制，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基本治理。 

2019 年 9 月，经过内业分析，我公司编制完成《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

区自编 1#-4#），盖下公建、商业楼工程（东圃住宅小区自编 21#），住宅楼工程（东

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3#-16#），盖下公配、商业楼工程（东圃住宅小区自编 23#）

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在现场勘查、资料收集等过程中，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等相关单位同

志予以积极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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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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4#），盖下公建、商业楼工程（东圃住宅小区自编

21#），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3#-16#），盖下公配、商业楼工程（东圃住

宅小区自编 23#） 

建设规模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123304m2

整体容积率为 4.05，绿地率

35%，总车位 4361 个。 

建设单位、联系人 
广州佳郡置业有限公司 
钟工 185 2063 0109 

建设地点 广州市天河区东部 
所属流域 珠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9.98 亿元 

工程总工期 
工程于 2015 年 12 月开工，2019 年

9 月完工，总工期 46 个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广东河海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李庆芳 
13560439699 

自然地理类型 平原 防治标准 建设类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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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桩钉法和侵蚀沟量

测法 
2.防治责任范围

监测 
调查 

3.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监测 调查 
4.防治措施效果

监测 
调查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调查 水土流失背景值 500 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6.6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水土保持投资 254.5 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2•a 

防治措

施 

一期工程区 
园林绿化 0.91hm2，基坑排水沟 905m，集水井 18 座，沉沙池 1 座，临时排水

沟 700m 

三期工程区 
园林绿化 0.66hm2，基坑排水沟 1248m，集水井 26 座，沉沙池 5 座，临时排水

沟 1870m，编制袋拦挡 819m，临时苫盖 2.46m2 
城市绿地区 园林绿化 1.94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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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99.9%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 
6.6hm2 

水土流失

总面积 
3.51hm2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97% 99.9% 工程措施面积 0hm2 

容许土壤

流失量 
500t/km2•a 

土壤流失控

制比 
1.0 1.0 植物措施面积 3.51hm2 

监测土壤

流失情况 
500t/km2•a 

拦渣率 95% 99.9% 植被恢复面积 3.51hm2 
林草类植

被面积 
3.51hm2 

林草植被恢

复率 
99% 99.9% 

实际拦挡弃渣

量 
6.18 万 m3 总弃渣量 6.18 万 m3 

林草覆盖率 27% 53% 防治措施面积 3.51hm2 
扰动土地

总面积 
6.6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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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治理 
通过水土保持监测，结果表明：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各项措

施运行良好，发挥了水土保持作用，土壤流失量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建设

单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落实到位。 

达标评价 
六项防治指标中林草覆盖率达到 53%、道路以硬化为主，水土流失轻微， 
六项防治标准均可以达到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一级标准防治目标值。 

总体结论 
   建设单位在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认真履行了水土流失的防治责任，

水土保持设施具备正常运行条件，符合交付使用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的管

护、维护措施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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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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1）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4#），盖下公建、商业楼工

程（东圃住宅小区自编 21#），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3#-16#），盖

下公配、商业楼工程（东圃住宅小区自编 23#） 

建设单位：广州佳郡置业有限公司 

地理位置：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4#），盖下公建、商业楼工

程（东圃住宅小区自编 21#），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3#-16#），盖

下公配、商业楼工程（东圃住宅小区自编 23#）位于天河区黄埔大道广州环城高速交

汇处北侧，广州环城高速东、西两侧，原东圃立交位置。周边道路通达性良好，交通

便利。 

建设性质：新建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4 栋 29 层住宅楼（1#~4#），1 栋 39

层住宅楼（13#），2 栋 44 层住宅楼（14#~15#），1 栋 40 层住宅楼（16#），盖下公

建、商业楼（21#、23#），景观绿化及配套设施。 

建设工期：工程于 2015 年 12 月开工，2019 年 9 月完工，总工期 46 个月。 

本工程总投资为 9.88 亿元，其中土建投资 4.90 亿元。资金来源于广州佳郡置业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本项目工程特性表见表 1-1。 

表 1-1 工程特性表 

一、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4#），盖下公建、商业楼工

程（东圃住宅小区自编 21#），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3#-16#），盖下公配、商业楼工程（东圃住宅小区自编 23#） 
2 建设单位 广州佳郡置业有限公司 

3 建设地点 位于天河区黄埔大道广州环城高速交汇处北侧，广州环城高速东、西

两侧，原东圃立交位置。 

4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4 栋 29 层住宅楼（1#~4#），1 栋 39 层住宅楼

（13#），2 栋 44 层住宅楼（14#~15#），1 栋 40 层住宅楼（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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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下公建、商业楼（21#、23#），景观绿化及配套设施。 

5 工程性质 新建项目 

6 建设工期 2015 年 12 月开工，2019 年 9 月完工，总工期 46 个月。 

7 工程投资 总投资为 9.88 亿元，其中土建投资 4.90 亿元 

（2）工程占地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项目水土流

失防治范围为 12.92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2.33hm2，直接影响区 0.59hm2；全部隶属

广州市天河区。 

根据 2018 年 12 月 13 日，广州市天河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关于住宅楼工程（东

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5-12#），盖下公建、商业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22#）、

盖下商业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24#、25#）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的复（穗

天住建函[2018]2642 号），本项目已验收面积共计 5.37hm2，全部为永久占地。 

本次验收范围为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4#），盖下公建、商业

楼工程（东圃住宅小区自编 21#），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3#-16#），

盖下公配、商业楼工程（东圃住宅小区自编 23#），项目实际扰动地表面积共计 6.6hm2，

全部为永久占地。 

（3）土石方平衡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工程挖填方总量 14.17 万 m3，其中挖方量 8.04

万 m3，填方量 6.13 万 m3，借方量 3.53 万 m3，弃方量 5.44 万 m3。 

根据施工资料，本工程实际挖方量 12.75 万 m3，填方量 6.57 万 m3，借方 0 万

m3，弃方 6.18 万 m3，弃方运往黄埔大道码头综合处理。 

1.1.2 项目区概况 

1.1.2.1 自然概况 

（1）地形地貌 

天河区按地势分为三个区域：北部是以火成岩为主构成的低山丘陵区，海拔 一

般在 222～400m；中部是以变质岩为主构成的台地，海拔一般为 30～50m；南部是

由沉积岩构成的冲积平原区，海拔大多只有 1.5～2m。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形成低山

丘陵、台地、冲积平原三级地台。其中，丘陵约占 19.23%，台地约占 21.55%，平原

约占 58.77%。北部低山主要有筲箕窝（220m）、杓麻山（388m）大和嶂（39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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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顶（304m）、洞旗峰（312 m）、火炉山（322m），在低处形成筲箕窝、龙洞和

华南植物园等宽谷和盆地。中部台地从东到西分布有吉山台地和五山台地。五山台地

中有突出的瘦狗岭（131m）。南部冲积平原分布在珠江沿岸的东圃、员村、石牌、

猎德一带。 

本工程位于广州市中心城区天河区，场地位于区内冲积平原区，海拔高程在

7.6m～8.5m 之间，地势较平坦。拟建区域有建筑物不均匀分布。 

（2）水文、气象 

天河区内现有 13 条主要的河涌，自西向东分别是沙河涌（耙齿坜水库至寺右，

长 7308m）、猎德涌（瘦狗岭至猎德，长 5135m）、潭村涌（广州无线电厂至谭村水

闸，长 1043m）、员村涌（东郊公园至广东罐头厂，长 1219m）、程介西涌（长 511m）、

程介东涌（长 2085m）、棠下涌（省农科院至员村热电厂，长 7307m）、简下涌（长

1114m）、油脂厂涌（长 615m）、车陂涌（龙洞水库至车陂码头，长 18449m）、石

溪涌（长 637m）、深涌（黄埔大道跨涌桥至汇彩路跨涌桥，长 650m）。它们大致呈

平行状排列，自北向南贯穿全区而流入珠江前航道。此外，天河区还有小 （一）型

水库 1 个，小（二）型水库 4 个，中型水闸 3 个，小（1）型水闸 2 个，小（2）型

水闸 3 个。 

经现场踏勘，项目区内无自然河流穿过，南侧施工区域距珠江前航道最近处约

80m，连接黄埔大道施工区域距车陂涌最近处约 160m。 

广州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能强，热量资源丰富，雨

量充沛，干湿季节明显的特点。项目所在区域地处低纬度地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境内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 21.7℃。 

项目所在区域全年降雨量平均在 1694mm 左右，汛期 4～10 月降雨量占全年降雨

量的 80.8%，雨量分布的特点是自西南向东北递增。全年平均蒸发总量为 1244.3mm，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79%。 

（3）土壤、植被 

天河区地处南亚热带，在高温、多雨和相应的生物作用等条件影响下，土壤富铁

铝化过程比较强烈，土壤多呈酸性反应，地带性土壤以赤红壤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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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区内土壤以赤红壤为主，由泥质砂岩风化而成，土层疏松，含钾、磷较丰富，



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8 

以壤土为主，透水性强，持水力差，容易风化，加剧水土流失。 

广州市地带性植被类型为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植物资源丰富，山地丘陵的

森林都是次生林和人工林。植被多以天然次生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人工阔叶林为主，

有黄樟、中华楠、观光木、桫椤等珍贵树种。果树主要有荔枝、龙眼、芒果等，竹类

有广宁竹、粉单竹和撑篙竹等。据统计，截至 2009 年，广州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44.4%，

城市绿化覆盖率达 36.8%。目前，在广州东北部山丘地区，有 15.93 万 hm2 水源涵养

林、水土保持林、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在城郊农村和东南部平原水网地带，有

1.16 万 hm2 乡村风水林、农田林网和沿海防护林；一、二类林面积为 20.33 万 hm2。

1.1.2.2 社会经济概况 

2018 年，天河区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4608.82 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

9.2%，总量连续 12 年全市第一，增速领跑全市。三次产业比例为 0.00：7.04：92.96。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0.22 亿元，增长 10.6%；第二产业增加值 324.55 亿元，增长

1.8%；第三产业增加值 4284.05 亿元，增长 10.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97.9%。

现代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3399.28 亿元，增长 11.3%，占 GDP 比重达 73.8%。四大主导

产业实现增加值 2847.41 亿元，增长 11.4%，占 GDP 比重达 61.8%。其中，金融业实

现增加值 1006.69 亿元，增长 5.6%，占 GDP 比重达 21.8%；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增

加值 856.86 亿元，增长 28%，占 GDP 比重达 18.6%；现代商贸业实现增加值 458.28

亿元，增长 4.7%，占 GDP 比重达 9.9%；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525.58 亿元，增长

3.9%，占 GDP 比重达 11.4%。人均 GDP 达 267604 元。 

1.1.2.3 水土流失现状 

项目区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属南方红壤丘陵区。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

标准》（SL190-2007）的划分，项目区土壤侵蚀以微度水力侵蚀为主，土壤容许流失

量为 500t/(km2.a)。 

根据《广东省第四次水土流失遥感普查成果报告》（2013 年 8 月 1 日）统计，

广州市总侵蚀面积为 456.84km2，其中，自然侵蚀面积 311.73km2，人为侵蚀面积

145.11km2。自然侵蚀中，轻度侵蚀面积最大，为 286.43km2，占自然侵蚀总面积的

91.88%；中度侵蚀次之，占自然侵蚀总面积的 7.49%，强烈、极强烈面积依次递减，

分别占自然侵蚀总面积的 0.59%、0.04%，几乎没有剧烈侵蚀类型。 

人为侵蚀中，生产建设用地侵蚀面积较大，为 103.68km2，其次为坡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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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9.41km2，火烧迹地面积最小，为 2.02km2。同时，坡耕地侵蚀中，面积最大的侵

蚀强度为中度侵蚀，面积为 14.89km2，占坡耕地总面积的 37.79%；其次为轻度侵蚀，

面积为 14.79km2，占坡耕地总侵蚀面积的 37.52%；再次为强烈侵蚀，面积占坡耕地

总侵蚀面积的 20.82%，极强烈面积占 3.74%，几乎没有坡耕地剧烈侵蚀。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流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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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水保[2013]188 号）》和《广东水利厅关于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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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广州市天河区不属于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根据现场实

际调查，项目建设区现状为硬化地表及道路，侵蚀强度为微度，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 

1.2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1.2.1 建设单位水土保持工程管理 

建设单位对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非常重视，将水土保持工程纳入了主体工

程管理中。工程质量实行“建设单位总负责”、“监理单位质量控制”、“设计单位、施

工单位质量保证”和“质量监督机构监督”相结合的质量管理体系。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质量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了工程质量管

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主要包括：《施工组织设计申请、审批制度》、《施工组织设计

申请、审批制度》、《工程所用原材料、构配件、半成品、设备质量检验制度》、《工

程变更处理制度》、《工程计量制度》、《单位工程、分部工程质量验收、交接制度》、

《质监记录管理》、《施工备忘录制度》、《监理档案管理制度》、《监理报表、报

告制度》、《财务预算管理》、《财务结算管理》等。通过制定内部管理制度，明确

了工程实施期间建设、勘测设计、施工、监理、检测和质量监督等参建单位间的工作

关系和质量信息流程，明确实行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的“三同时”制度，避免水土

流失危害的发生。了工程质量的控制要点及要求，并对工程做出了具体的质量目标，

即单位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单位工程质量等级优良率 85%以上，外观质量得分率

85%以上，主要建筑物单位工程质量等级为优良。从而形成了“项目法人制、监理单

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政府职能部门监督”的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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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情况  

2015 年 4 月，广州佳郡置业有限公司委托中山大学编报《东圃立交住宅工程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15 年 5 月 11 日，广州市天河区住房和建设水务

局以“穗天住建函[2015]21 号”对该方案报告书予以批复。 

2018 年 12 月 13 日，广州市天河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关于住宅楼工程（东圃立

交商住小区自编 5-12#），盖下公建、商业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22#）、

盖下商业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24#、25#）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的复（穗

天住建函[2018]2642 号）。 

1.2.3 水土保持监测成果提交情况 

2016 年 1 月，建设单位委托我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2016 年 4

月我单位向建设单位、广州市天河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提交了《东圃立交住宅工程水

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我单位分别向建设单位、广州市天河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提交了实施方案、2016

年第一季度~2019 年第二季度《东圃立交住宅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季度报

告中包含了监测记录表、水土保持监测意见。 

2019 年 9 月，由于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工程均已投入使用，项目建设扰动范围

内大部分区域的水土流失已降至容许土壤流失量范围内，因此我单位于 2019 年 9 月

完成了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1.2.4 主体工程设计及施工中的变更、备案情况 

本项目主体工程设计以及施工中无发生重大变更。 

1.3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 水土保持监测委托时间 

2016 年 2 月，我单位受建设单位委托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以掌握工

程建设的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情况。接受委托之时，我公司立即抽调水土保持监测技

术人员成立了监测项目部，开展监测前期准备工作，我单位成立的监测项目部于 2016

年 3 月开始进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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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编制 

2016 年 2 月，我单位受建设单位委托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我公司立

即抽调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人员成立了监测项目部，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和工程实

际情况，查阅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监理月报、监理工作总结和建设过程中的影像

照片，勘查了现场，重点就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量、绿化、排水等进行调查监测。

并于 2016 年 4 月完成《东圃立交住宅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1.3.3 监测项目部设置及技术人员配备 

2016 年 2 月，我单位即成立监测项目小组，组成监测项目部，并于 2016 年 1 月

进场监测。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采用项目负责制，由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委托单位、任务承担

单位和全体参加人员负责。项目执行采用项目专职监测人员，成果质量采用检验制，

参加人员均接受过水土保持监测专业培训。 

项目监测机构及监测人员分别见图 1-1 和表 1-2。 

  

 
 
 

 
 
 

 
 
 

图 1-1 测机构框图 

 
表 1-2 测技术人员配备表 

姓名 职称 服务方式 水保监测资格证书 

林志文 高工 技术核定 粤高职证字第 1800101042445 号 

郭新波 高工 技术审查 水保监岗证第（2791）号 

黄子彬 高工 技术校核 水保监岗证第（3458）号 

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监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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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称 服务方式 水保监测资格证书 

李庆芳 高工 项目负责人 水保监岗证第（3453）号 

参与人员：林桥妹、罗海峰 
 
1.3.4 监测点布设 

本工程监测点布置在原水保方案监测方案的基础上，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要求

及现场调查结果对监测点布置与监测安排进行了优化与完善。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点

布局见表 1-2。 

表 1-2 水土保持监测布局 
监测点名称 监测点位置 监测方法 

1# 一期排水口沉砂池处  沉沙池法 

2# 三期排水口沉砂池处  沉沙池法 
 
1.3.5 监测设施设备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设备主要投入使用的监测设备有测距仪、皮尺、钢卷尺、数

码照相机等。 

1.3.6 监测技术方法 

本项目水土流失状况监测实际主要采取调查法，实施方案中确定的沉沙池法未实

施，具体方法为： 

①扰动地表面积 

扰动地表面积主要采用查阅设计文件资料、施工资料，实地量测等综合确定。 

②防治责任范围监测方法 

主要采用查阅施工资料、现场调查结合实地量测获得。 

③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方法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数量主要采用现场量测、查阅施工资料获得，植物措施主要采

用采用抽样统计、调查和测量等方法，采用样方法、样地法确定。 

ⅰ、灌木盖度的监测采用线段法。 

ⅱ、草地盖度的监测采用针刺法。 

④水土流失状况监测方法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方法主要包括工程建设过程中和自然恢复期的水土流失面积、



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3 

分布、流失量和水土流失程度变化情况，以及对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危害及其趋势。 

1.3.7 监测成果提交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开展时主体工程已开展工作，水土保持措施正在实施，

2016 年 1 月，建设单位委托我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2016 年 4 月我

单位向建设单位、广州市天河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提交了《东圃立交住宅工程水土保

持监测实施方案》。 

我单位分别向建设单位、广州市天河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提交了实施方案、2016

年第一季度 2019 年第二季度《东圃立交住宅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季度报

告中包含了监测记录表、水土保持监测意见。 

2019 年 9 月，由于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工程均已投入使用，项目建设扰动范围

内大部分区域的水土流失已降至容许土壤流失量范围内，因此我单位于 2019 年 9 月

完成了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1.3.8 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处理情况 

根据调查、询问，本项目施工期间未发生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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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和方法 

2.1监测内容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的要求，结合项目实际，本次水

土保持监测通过定点地面观测以及实地调查的方法进行水土保持监测，主要包括土壤

侵蚀量和水土保持效益等内容的监测。本次监测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方面： 

（1）水土流失因子监测 

本项监测内容包括影响土壤侵蚀的地形、地貌、土壤、气象、植被等自然因子及

工程建设对这些因子的影响；工程建设对土地的扰动面积，挖方、填方数量及占地面

积，项目区林草植被盖度等。 

（2）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本项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工程建设过程中和自然恢复期的水土流失面积、分布、流

失量和水土流失程度变化情况，以及对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危害及其趋势。 

（3）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 

本项监测主要包括水土保持防治措施的数量和质量；林草措施成活率、保存率、

生长情况及覆盖率；防护工程的稳定性、完好性和运行情况；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的拦渣保土效果。同时结合监测结果，确定扰动地表面积、水土保持措施防治面积、

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可绿化面积以及已采取的植物措施面积。 

（4）重大水土流失事件监测 

针对重大水土流失事件应及时进行监测，并按照相关规定上报水行政主管部门，

防止水土流失危害扩大。 

（5）水土流失 6 项防治目标的监测 

a.扰动土地整治率 

根据实地调查及设计资料分析，分区统计水土保持防治措施面积、永久建筑面积、

硬化面面积及扰动地表面积，分别计算各区的扰动土地整治率。 

b.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根据实地调查及设计资料分析，分区统计造成水土流失面积和水土保持防治措施

面积，计算得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c.土壤流失控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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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土保持定位监测成果，并分析计算各区的土壤侵蚀量，计算各区的水土流

失控制比，采用加权平均方法计算该工程项目的水土流失控制比。 

d.拦渣率 

根据调查、观测及统计分析，计算出弃渣堆放点的弃渣流失量，弃渣量减去弃渣

流失量即为拦渣量，由此可算出该弃渣堆放点的拦渣率。 

e.林草植被恢复率 

根据调查、量测统计出实施植物措施面积和可以采取植物措施的面积，由此算得

林草植被恢复率。 

f.林草覆盖率 

已实施的植物措施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即为林草覆盖率。 

2.2 监测方法 
气象因子监测（主要是降雨量）根据广东水利实时汛情发布系统中的数据查取。

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因子采用《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中 7.4 规定的方法。其中扰

动地表面积采用查阅设计文件资料、施工资料，实地量测等综合确定；项目土石方、

弃土弃渣量采用查阅施工资料获取；防治责任范围采用查阅施工资料、现场调查结合

实地量测获得；林草覆盖度采用抽样统计、调查和测量等方法，采用样方法、样地法

确定。针对各项监测内容所采用的监测方法见表 2.2-1。 

表 2-1 水土保持监测内容及其对应监测方法 
序

号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1 扰动土地情况 
原地貌土地利用 采用调查法和资料分析法 
原地貌植被覆盖度 采用调查法和资料分析法 
防治责任范围 实地量测和资料分析 

2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情况 取土场、弃渣场，借土、弃渣采用调查法、资料分 

3 水土流失情况 
土壤流失面积 实地量测和资料分析 
土壤侵蚀模数 采用调查法结合资料分析； 
土壤流失量 采用调查法结合资料分析； 

4 
水土保持

措施 

工程措施 采用实地量测和资料分析结合的方法 
植物措施 实地量测、样方法、树冠投影法 
临时措施 资料分析、调查 
防治效果 调查、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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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范围为 12.92hm2，其中项

目建设区 12.33hm2，直接影响区 0.59hm2；全部隶属广州市天河区。 

表 3-1  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防治责任范围 
范围 界定范围 

主体工程区 9.13 0.11 位于用地红线内部，不外延 9.24 

代征道路区 1.26 0.14 各施工出入口两侧外延 10m，并

延伸至马路对面 
1.40 

城市绿地区 1.94 0.34 外延 2m 范围 2.28 

合计 12.33 0.59  12.92 

（2）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 2018 年 12 月 13 日，广州市天河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关于住宅楼工程（东

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5-12#），盖下公建、商业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22#）、

盖下商业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24#、25#）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的复（穗

天住建函[2018]2642 号），本项目已验收面积共计 5.37hm2，全部为永久占地。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综合现场调查，本次验收范围为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

商住小区自编 1#-4#），盖下公建、商业楼工程（东圃住宅小区自编 21#），住宅楼

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3#-16#），盖下公配、商业楼工程（东圃住宅小区自

编 23#），项目实际扰动地表面积共计 6.6hm2，全部为永久占地。 

本次验收范围为工程实际扰动地表范围，经实地勘察和核查，工程实际水土流失

防治责任范围为 6.6hm2，全部隶属广州市天河区。 

表 3-2  实际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2 

项目区及项目名称 
项目

建设

区 

直接

影响

区 

防治

责任

范围 
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4#），盖下公建、商业楼工程（东

圃住宅小区自编 21#），住宅楼工程（东圃立交商住小区自编 13#-16#），

盖下公配、商业楼工程（东圃住宅小区自编 23#） 
6.6 / 6.6 

合计 6.6 0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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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 

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总体上与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一致，在整个建设过

程中，工程采取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和防护制度，工程施工严格控制在作业区以内，场

内土方随挖随填。项目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并未对周边地块产生水土流失

影响，因此，本工程没有直接影响区。 

3.1.2 背景值监测 

根据有关设计资料、图纸，按照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方案，对项目区内植被现状、

林草覆盖度、水土流失背景值进行调查监测。项目区内水土流失背景值为 500t/km2•a。 

3.1.3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工程于 2015 年 12 月开工，2019 年 9 月完工，总工期 46 个月。根据本工程征占

地资料，结合现场核实，本工程建设期实际扰动地表面积共计 6.60hm2。  

3.2 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3.2.1 设计取土（石、料）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工程挖填方总量 14.17 万 m3，其中挖方量 8.04

万 m3，填方量 6.13 万 m3，借方量 3.53 万 m3，弃方量 5.44 万 m3。 

3.2.2 实际施工取土（石、料）情况 

根据施工资料，本工程实际挖方量 12.75 万 m3，填方量 6.57 万 m3，借方 0 万

m3，弃方 6.18 万 m3，弃方运往黄埔大道码头综合处理。 

3.3 弃渣监测结果 

3.3.1 设计弃渣情况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批稿）知，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工程挖填

方总量 14.17 万 m3，其中挖方量 8.04 万 m3，填方量 6.13 万 m3，借方量 3.53 万 m3，

弃方量 5.44 万 m3。弃方运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长岗村旧石场项目回填。 

3.3.2 弃渣场位置、占地面积及取料量监测结果 

工程施工过程中实际产生弃方 0 万 m3，基本无水土流失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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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弃渣对比分析 

工程实际情况设置了 0 处弃渣场。 

3.4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本工程实际挖方量 12.75 万 m3，填方量 6.57 万 m3，借方 0 万 m3，弃方 6.18 万

m3，项目建设区基本无水土流失发生。 

3.5 其他重点部位监测结果 

本工程没有其他大型开挖填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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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绿化工程实施时间为 2018 年 3 月~2019 年 12 月，截止 2019 年 9 月，由于管理

良好，目前各区植被生产良好，成活率较高，水土保持效果良好。 

表 4-1  植物措施完成情况对比分析表 

项目分区 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情况 

主体工

程区 
一期 植物措施 园林绿化 hm2 0.91 0.91 0 

三期 植物措施 园林绿化 hm2 0.66 0.66 0 

城市绿地区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1.94 1.94 0 

注：“－”表示减少，“+”表示增加，“0”表示无变化。 

由上表可知，主体工程区实际完成的植物措施与方案设计绿化工程量基本一致，

该区域水土保持效果良好。 

4.2 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本项目施工时段为 2017 年 10 月到 2018 年 12 月。施工时段较长，且大部分为

雨季。 

表 4-2  临时措施完成情况对比分析表 

项目分区 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情况 

主体工程区 

一期 临时措施 

基坑排水沟 m 905 905 0 

集水井 座 18 18 0 

沉沙池 座 1 1 0 

临时排水沟 m 700 700 0 

三期 临时措施 

基坑排水沟 m 1248 1248 0 

集水井 座 26 26 0 

沉沙池 座 5 5 0 

临时排水沟 m 1870 1870 0 

编制袋拦挡 m 819 819 0 

临时苫盖 hm2 2.46 2.46 0 

注：“－”表示减少，“+”表示增加，“0”表示无变化。 

由上表可知，主体工程建设区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与方案设计保持一致。 

广州佳郡置业有限公司对项目建设区内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比较重视，按工程

进度基本落实了设计的水土保持设施，并根据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因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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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地增设了部分水土保持措施，弥补了设计中的不足，完善了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

失防治体系，有效地控制了工程建设区内的水土流失。 

项目建设区内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数量和质量基本达到该工程建

设对水土保持的要求。工程措施基本到位，目前无损坏现象，起到了较好的防治作

用。 

本项目建设区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基本合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基本到位，达到

了本阶段的防治要求，起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4.3 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本项目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情况，  

表 4-3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汇总表 

项目分区 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保存情况 

主体工程区 

一期 

植物 园林绿化 hm2 0.91 0.91 良好 

临时 

基坑排水沟 m 905 905 / 

集水井 座 18 18 / 

沉沙池 座 1 1 / 

临时排水沟 m 700 700 / 

三期 

植物 园林绿化 hm2 0.66 0.66 良好 

临时 

基坑排水沟 m 1248 1248 / 

集水井 座 26 26 / 

沉沙池 座 5 5 / 

临时排水沟 m 1870 1870 / 

编制袋拦挡 m 819 819 / 

临时苫盖 hm2 2.46 2.46 / 

城市绿地区 植物 园林绿化 hm2 1.94 1.94 良好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实施了较完善的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有效的防治了工程

施工中产生的水土流失，同时减小了工程施工对周边的影响，根据连续多个季度的

跟踪监测，本项目施工期未发生重大水土流失现象，未发生水土流失灾害性事件，

经监测，本项目累计水土流失量为 341t，小于方案预测的 1015t 的流失总量。因此，

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水土保持措施，有效的降低了工程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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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阶段土壤流失量分析 

5.1.1 土壤流失背景值 

由于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程是从 2016 年 4 月开始，而本项目施工单位于 2016

年 3 月进场。因此，在进场监测时，区域的的原始状况已经不复存在，很难获得开

工前未扰动土地的水土流失现状及部分施工过程中的动态数据。 

根据《东圃立交住宅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批稿）》及现场实地踏勘，本工程

征地范围内植被状况良好、覆盖度高，项目区开工前没有发现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

区内的水土流失主要由自然因素造成，结合《广东省土壤侵蚀现状图》，项目区现

状土壤侵蚀属微度，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取 500t/km2·a。 

5.1.2 施工期土壤流失强度 

本项目施工单位于 2016 年 3 月开工，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于 2016 年 4 月进场，

连续监测至工程结束。本项目监测时段为 2016 年 3 月至 2019 年 9 月，累计水土流

失量为 341t。通过水土保持监测及主体监理资料，本项目 2019 年 9 月完成本项目地

面硬化以及绿化工程，现场监测本项目绿化工程植被生长良好，成活率高，水土流

失得到有效控制。 

5.2 水土流失危害 

根据连续 13 个季度的水土保持监测，本项目施工未造成较明显水土流失现象，

未发生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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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水土流失防治效益监测指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水土流失控制和景观改善的效

果，是否满足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的要求。主要通过随机抽取样方实施

调查监测，根据监测数据计算工程的扰动土地整治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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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覆盖率等防治指标，是否达到已批复的水

保方案和批复文件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技术标准。 

根据《东圃立交住宅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项目采用一级防

治标准。 

表 6-1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水土流失防治指标标准值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方案目标值 计算公式 

扰动土地治理率(%) 95 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的整治面积（含永久建筑物

面积）÷扰动土地总面积×100%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7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造成水土流失面积×100%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项目区容许值÷治理后平均土壤流失强度 

拦渣率(%) 95 实际拦渣量÷总弃渣量×100%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林草类植被面积÷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100% 

林草覆盖率(%) 27 林草总面积÷项目建设区面积×100%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本工程实际占地面积 6.60hm2，扰动土地面积 6.60hm2，均为永久占地。 

通过各项水保措施实际完成扰动土地整治 6.60hm2，其中植物措施 3.51hm2，硬

化地表等面积 3.09hm2。扰动土地整治率 99.9%。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见表 6-2。 
表 6-2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分区名称 扰动面积（hm2） 
扰动土地治理面积 hm2 

小计 扰动土地整治率%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硬化及其他 

一期工程 2.68  0.91 1.77 2.68 99.9 

三期工程 1.98  0.66 1.32 1.98 99.9 

城市绿地区 1.94  1.94 0 1.94 99.9 

合计 6.6  3.51 3.09 6.6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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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本工程完工后，实际扰动土地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3.51hm2。采取各项措施后，各

分区绿化基本达到设计要求，水土保持治理达标面积为 3.51hm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9%。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见表 6-3。 

表 6-3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分区名称 水土流失面积(hm2)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hm2 

小计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一期工程 0.91  0.91 0.91 99.9 

三期工程 0.66  0.66 0.66 99.9 

城市绿地区 1.94  1.94 1.94 99.9 

合计 3.51  3.51 3.51 99.9 

6.3 拦渣率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工程监理资料及施工方提供资料进行统计，结合现场的

勘查了解，项目无弃方产生，拦渣率达到 95%。 

6.4 土壤流失控制比拦渣率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通过对水土保持情况的监测，采取水土保

持防治措施后，各防治分区年平均土壤流失量达到区域容许值 500t/km2·a，土壤流失

控制比达 1.0。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 

通过水土保持监测成果、查阅工程设计资料及现场巡查、调查，项目可绿化面积

3.51hm2，实际绿化达标面积 3.51hm2，林草植被恢复率 99.9%，林草覆盖率 53%。林

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计算见表 6-4。 

表 6-4 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项目区建设用

地面积（hm2） 

可恢复林草植

被面积（hm2） 

恢复植被

面积（hm2） 

林草植被恢复

率（%） 

林草覆盖率

（%） 

一期工程 2.68 0.91 0.91 99.9 34 

三期工程 1.98 0.66 0.66 99.9 33 

城市绿地区 1.94 1.94 1.94 99.9 100 

合计 6.6 3.51 3.51 99.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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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标情况对比分析见表 6-5。 

表 6-5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对比分析表 
序号 指标 目标值（％） 达标值（％） 达标情况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9.81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99.38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4 拦渣率 95 95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99.38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27 29.98 达标 

由于本项目为道路工程，且施工期间严格控制在红线范围内，无新增临时占地，

主体已列绿化已全部实施，其余均硬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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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1）植物措施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要有住宅旁区景观绿化措施。通过水土保持监测成果、巡视

以及典型样地调查，施工扰动区域可绿化区域植被生长良好，植被成活率高、未发现

大面积裸露地表和枯死植被，水土保持作用明显。 

（2）整体评价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措施体系完善、保存完好、外型美观，具备水土

保持功能。 

7.2 存在问题及建议 

工程建设期内，项目区内没有发现重大水土流失事故，目前项目扰动范围内需要

完善的工作主要有： 

项目区已施工完成，区内硬化工程以及绿化工程完善，但由于植物的生长特性，

在运行管护过程中，应加强巡查力度，发现枯死、病死植株应立即采取措施，防病治

虫、补植补种、更新草种。 

7.3 综合结论 

通过自然恢复期的监测结果表明：各项措施运行良好，六项防治指标全部达标，

土壤流失量控制在允许范围内，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发挥了水土保持作用，建设

单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落实到位，未发生由于施工带来水土流失造成危害的现象。 

综上所述，建设单位在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认真履行了水土流失的防治责

任，水土保持设施具备正常运行条件，且能持续、安全、有效运行，符合交付使用的

要求，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维护措施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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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图及有关资料 

8.1 有关资料 

附件 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附件 2 建筑废弃物处置证及相关土方合同； 

附件 3 监测影像资料。 

8.2 附图 

附图一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二 项目竣工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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