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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津南尚礼园项目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0 年第 4 季度，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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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扰动范围控制 15 15 扰动面积未扩大

表土剥离保护 5 5 不存在扣分项

弃土（石、渣）堆放 15 15 未新增弃渣场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未超标

水土流失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已实施

植物措施 15 14 措施部分实施

临时措施 10 9 已实施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无

合计 10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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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说明

2020年 6月，天津市九河善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公司”）受天津天地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承担津南尚礼园项目

（以下简称“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按有关规定，及时提

交了《津南尚礼园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我公司按照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的计划安排，2020年

12月我公司组织人员对本工程进行了查勘，对不同水土保持监测分

区进行巡查，以及对施工准备期和施工阶段资料的收集，在现场监测

水土保持情况、获取水土保持统计资料、分析有关数据的基础上，编

制完成了 2020年第四季度的水土保持季度报告表，并为下季度监测

工作的推进打好基础。

至 2020年 12月底，本项目建构筑物区已完工；临时措施已完成；

植物措施已完成。

为继续做好下一阶段（2021年 1-3月）的水土保持工作，对以后

施工的建议：

（1）对已经布设的水土保持措施，应加强管理和维护。

在本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编制过程中，天津天地源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给予了大力支持，各监理和施工单位给予了积极配合，在此

表示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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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名称：津南尚礼园项目

建设单位：天津天地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工程

工程投资：总投资 80018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57535万元，资金来源为国

内银行贷款和建设单位自筹及其他。

工程占地：总占地面积 6.93hm2。土地利用类型是建设用地。

地理位置：项目区位于津南区北闸口镇明惠道南侧、建营路西侧、福惠道

北侧，项目所在区域经纬度范围：北纬 38°56′47.30″～

38°56′56.94″，东经 117°24′41.44″～117°24′55.25″。

施工进度：工程总工期为 36个月，即 2017年 10月～2020年 9月。

1.1.2 项目规模及特性

津南尚礼园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建构筑物工程、道路广场工程、绿化工

程等组成，建构筑物包括2栋33层住宅楼（27#、28#楼）；3栋31层住宅楼（26#、

29#、31#楼）；1栋27层住宅楼（30#楼）；4栋6层住宅楼（13～16#楼）；21栋4

层住宅楼（1～12#、17～25楼）；26#与27#楼之间有1栋2层行政超市；场地东南

部有1栋1层门卫室；道路广场工程包括透水砖铺装及停车场硬化等。容积率1.8，

建筑密度为25%，绿地率为35%。本项目总建筑面积154761.42m2（地上建筑面积

124761.42m2，地下建筑面积30000m2）。

项目总用地面积6.93hm2，包括主体主体建构筑物区1.73hm2、道路广场区2.77

hm2、绿化工程区2.43hm2、施工生产生活区0.18 hm2，临时堆土区1.78hm2。项目

挖方总量17.83万m3，填方12万m3，开挖土方主要用于地下车库顶部覆土、基坑

肥槽回填和管沟回填，弃方5.83万m3。本工程于2017年10月开工，2020年9月底

完工，总工期36个月。工程总投资80018万元，其中土建投资57535万元，资金来

源为企业自筹和开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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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区概况

（1）地形地貌

天津地质构造复杂，大部分被新生代沉积物覆盖。地势以平原和洼地为主，

北部有低山丘陵，海拔由北向南逐渐下降。北部最高，海拔1052米；东南部最低，

海拔3.5米。全市最高峰：九山顶（海拔1078.5米）。地貌总轮廓为西北高而东南

低。

天津有山地、丘陵和平原三种地形，平原约占93%。除北部与燕山南侧接壤

之处多为山地外，其余均属冲积平原，蓟县北部山地为海拔千米以下的低山丘陵。

靠近山地是由洪积冲积扇组成的倾斜平原，呈扇状分布。倾斜平原往南是冲积平

原，东南是滨海平原。

津南区的陆地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海退成陆逐步形成。距今20亿年前，津

南一带是白浪滔天的海洋，直到距今5000年。这中间20多亿年的漫长时间内。经

历83次陆海的变迁，特别是第四纪中更新世，渤海形成以后，由于世界性的气候

冷暖变化和洋面升降。

（2）气象

津南区属海积及河流冲积平原，津南区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性气

候，光照充足，季风显著，四季分明，雨热同期。春季多风，干旱少雨；夏季炎

热，降雨集中；秋季天高，气爽宜人；冬季寒冷，干燥少雪。根据津南气象站

1956-2000年气象资料进行特征值的统计与分析，可知年平均日照时数 2659h，

年平均气温 11.9°，年平均无霜期 206d，年平均地面温度 14.5°，年平均降水

量 556.4mm，年平均相对湿度 64%。

（3）水文

津南区境北靠海河，南有马厂减河，区内河渠纵横交织，洼淀坑塘星罗棋布。

津南区水利工程实际蓄水能力为 530万 m3，由于蒸发、渗漏等损失，实际用于

灌溉的水量只有 400万 m3左右。

（4）土壤植被

津南区土壤属 2个土类（潮土、湿土），3个亚类（潮土类的盐化潮土、盐

化湿潮土和湿土类的盐化草甸湿土），13个土属，43个土种，其中以盐化湿潮

土为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9F%E7%BD%97%E6%A3%8B%E5%B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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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区域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植被以温带阔叶林为主。由于自然条

件和人为活动的影响，项目内植被分布不均，植被覆盖率约 20%。

（5）容许土壤流失量及侵蚀类型与强度

项目区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现状土壤侵蚀强度为微度，土壤流失

背景值为 180t/km2•a，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

（6）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与防治标准执行等级

依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等级标准》（GB 50434-2008）相关规定，

并考虑项目区位于天津市城区内，对生态环境要求需提高防治标准，水土流失防

治标准按建设类一级防治标准。

1.3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2020年 6月完成监测实施方案的编制，2020年 12月完成 2020年第 4季度

报告的编制。建设单位设有专人负责水土保持工作，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1.3.1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为使本项目监测工作顺利展开，我单位成立由监测工程师和监测员组成的项

目监测组。为保质保量的完成项目各项任务，本工程实行监测工程师负责制，由

监测工程师全面负责监测工作，安排和协调项目监测组人员的分工，专业监测员

具体负责各项监测工作。

1.3.2监测项目部设置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组人员安排及分工详见表 1.3-1。

表 1.3-1 水土保持监测人员组织安排

专业配置 人员 职务 联系方式 分工

水土保持 李猛 总监测工程师 18526762280 全面负责项目监测工作的组织、协调、

实施和监测成果质量

水土保持 王珍 监测工程师 88118191
监测数据的采集、整理、汇总、校核，

编制监测实施方案、监测季度报告、

监测年度报告、监测总结报告等

水土保持 张泽华 监测员 88118191
协助监测工程师完成监测数据的采集

和整理，并负责监测原始记录、文档、

文件、图件、成果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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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监测点布设

本季度共设置 3个监测点，分别位于建构筑物区 1个、道路广场区 1个、景

观绿化区 1个。对项目区水土流失情况进行全面调查，详见表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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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监测点位布设

监测

分区
监测点位

监测

部位
监测内容

项

目

区

建构筑物区 测 1 （1）降雨量。（2）防治责任范围、扰动土地面积。（3）
水土流失分布、面积及侵蚀量。（4）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

况。（5）水土流失灾害及隐患。（6）主体施工进度、施工

组织和施工工艺。

道路广场区 测 1

景观绿化区 测 1
合计 3

1.3.5监测技术方法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 51240-2018）及本

项目特点，本项目主要采用定位监测和调查监测相结合的监测方法。

（1）定位观测

定位观测主要是测定土壤侵蚀强度和径流模数，计算水土流失量，本项目水

土流失量动态监测主要采用沉沙池监测法。

在排水沟排水出口处修建沉沙池，安装水位计，进行水样采集。主要观测项

目有雨量、水位和泥沙含量等。通过测量沉沙池的输沙量和淤积量，推算汇流面

积的施工期土壤侵蚀模数。

（2）调查监测

对地形、地貌的变化情况、建设项目占用土地面积、扰动地表面积情况、工

程挖方、填方数量等监测采用实地调查方法监测，并结合设计资料分析的方法进

行；对防护措施的数量和质量、林草成活率、保存率、生长情况及覆盖度、防护

工程的稳定性、完好性和运行情况及各项防治措施的拦渣效果等项目监测采用实

地样方调查结合量测、计算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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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和方法

2.1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

本工程项目区扰动土地面积为 6.93hm2。

2.2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对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进行全面监测。监测内容包括：

①植物措施的种类、面积、分布、生长状况、成活率、保存率和林草覆盖率；

②工程措施的类型、数量、分布和完好程度；

③临时措施的类型、数量和分布；

④主体工程和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进展情况；

⑤水土保持措施对主体工程安全建设和运行发挥的作用；

⑥水土保持措施对周边生态环境发挥的作用。

2.3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内容包括：

①水土流失的类型、形式、面积、分布及强度；

②各监测分区及其重点对象的土壤流失量。

表 2-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内容指标表

序号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评价

1
扰动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遥感监测

至少每季度监测 1次

结合工程形象进

度，对照水土保持

方案、设计评价变

化情况
2 扰动面积

遥感监测

实地测量

3

取土（石、

料）、弃土

（石、渣）

情况

位置 实地测量 正在实施的取土（石、

料）场、弃土（石、

渣）场方量、表土剥

离情况至少 2周监测

1次，必要时每周 1
次；堆渣量大于 500
万立方米的弃渣场应

当采用视频监控设备

等开展全程实时监

测。其他监测指标至

少每月监测 1次。

结合工程形象季

度，对照水土保持

方案和设计，评价

防治效果，分析变

化情况

4 数量
遥感监测

实地测量

5 方量
遥感监测

实地测量

6 表土剥离
实地测量

资料分析

7 防治措施
遥感监测

实地测量

8 水土保持 分布
遥感监测

实地测量
临时措施至少 2周监 结合工程形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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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情况 测 1次；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至少每月监

测 1次

度，对照水土保持

方案和设计，评价

防治效果

9 数量

遥感监测

实地测量

资料分析

10 植被覆盖度
遥感监测

实地测量

11

水土流失

情况

土壤流失量
地面观测

资料分析

土壤流失量、取土

（石、料）、弃土（石、

渣）潜在流失量至少

每月监测 1次，遇暴

雨、大风等应当加测

通过各防治区布

设的简易径流小

区、沉砂池等监测

点的观测数据，计

算项目建设区各

阶段土壤流失量

12
取土（石、料）、弃

土（石、渣）场潜在

土壤流失量

遥感监测

实地测量

依据取土（石、

料）、弃土（石、

渣）场防治措施落

实情况，定量评价

潜在土壤流失量

13 水土流失危害

遥感监测

实地测量

资料分析

评价水土流失危

害及程度

2.6水土流失监测方法

（1）遥感监测

主要采用无人机航拍进行监测。

（2）实地测量

调查监测是指定期采取全区域调查的方式，通过现场实地勘测，采用 GPS

定位仪、照相机、标杆、尺子等工具，按不同工程扰动类型分类测定扰动面积。

填表记录每个分项工程区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开挖面坡长、坡度、岩石类型等）

及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效果情况。

调查监测是指定期采取全面调查的方式，通过现场实地勘测，采用全站仪结

合 1:5000地形图、照相机、无人机、标杆、尺子等工具，按标段测定不同工程

和标段的地表扰动类型和不同类型的面积。填表记录每个扰动类型区的基本特征

（特别是堆渣和开挖面坡长、坡度、岩土类型）及水土保持措施（拦渣工程、护

坡工程、土地整治等）实施情况。

（3）地面观测

对水土流失量变化及水土流失程度变化采用地面观测的方法进行。

1）水土流失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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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沙池观测法：在沉沙池内安装自计水位计、水样采集、分析设备和烘干设

备。主要观测项目有雨量、水位和泥沙含量等。通过测量沉沙池的输沙量和淤积

量，推算汇流面积的施工期土壤侵蚀模数。

2）植被覆盖率：采用测定典型样方的方法进行监测。样方面积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草本样方为 1.0m×1.0m，每一样方重复 3次，记录林草生长情况、成活

率、植被恢复情况及植被覆盖率。

3）防护措施效果及稳定性监测：采取实地定点测量法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

方法，按《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规定进行测算：扰动土地面积及再

利用情况、减少水土流失量、水土流失面积治理情况、渣土防护率、林草措施的

覆盖度等效益通过调查监测法进行。

（4）资料分析

临时措施可在查阅工程施工、监理等资料的基础上，实地调查，并拍摄照片

或录像等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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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1.3.4监测设施设备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需要配备的监测设备设施见表 1.3-3。

表 1.3-3 监测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施设备 单位 数量 用途 备注

1 笔记本电脑 台 3 数据处理 5年折旧

2 摄像机 台 1 拍摄录像 5年折旧

3 照相机 台 2 拍摄照片 5年折旧

4 全站仪 台 1 测算面积 5年折旧

5 手持式 GPS 台 2 定位和量测 5年折旧

6 激光测距仪 个 2 测距 3年折旧

7 监测点标牌 块 多 监测点位置 1年折旧

8 量筒、烧杯 套 20 测量 1年折旧

9 皮尺、卷尺、卡尺、罗盘等 套 2 测量 1年折旧

10 无人机 台 1 拍摄录像 5年折旧

3.1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规定，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范围应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永久征地、临时占地

（含租赁土地）以及其他使用与管辖区域，本项目监测范围的面积为 6.93hm2。

3.1.2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表 3.1-1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监测分区 监测点位 占地面积 扰动面积

建

设

期

建构筑物区 建构筑物区 1.73 1.73

道路广场区
道路广场区 2.77 2.77

景观绿化区
景观绿化区 2.43 2.43

合计 6.93 6.93

3.2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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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计取土（石、料）场情况

根据批复的《津南尚礼园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工程挖方 17.83万

m3，填方 12万 m3，弃方 5.83万 m3，无借方。

（2）取土（石、料）量监测结果

根据现场调查及建设单位提供设计资料，本工程实际挖方 17.83万 m3，填方

12万 m3，弃方 5.83万 m3，无借方。与报告书内容一致。本工程所需土方来自

于本项目挖方。

2020年 10-12月，项目区绿化已基本完工，本季度无新增挖方。

3.3弃土（石、渣）监测结果

本项目本季度无弃土。

3.4本季度监测结果

2020年 10-12月，本项目景观绿化已基本完工。本季度无新增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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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该项目本季度无新增土流失防治措施。

现阶段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及数量见下表。

表 4.1-1 本季度水土保持措施及工程量汇总

措施种类 措施名称 单位 位置说明 设计 本期 累计

绿化措施 综合绿化 m2 绿化区 24259.16 0 242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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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水土流失面积

根据调查及建设单位提供资料，本季度土壤流失面积为 6.93hm2。

5.2土壤流失量

本季度土壤流失量监测以现场巡查为主，结合定位监测进行现场量测，新增

水土流失量 0.12t，累计水土流失量为 188.55t。

5.3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项目不设置取、弃土场，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为 0。

5.4水土流失危害

通过现场实际勘查，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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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存在问题及建议

6.1存在问题及建议

（1）建议定期清理场地，沟槽等垃圾。

（2）建议建设单位尽快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水土保持各项措施建

设，现阶段以植物措施为主，以最大限度减少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

（3）在工程运行期，做好水土保持措施的后期管护工作，加强各项水土保

持措施的管理养护，保障主体工程安全，进一步改善项目区周边生态环境。

6.2综合结论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建设工程从主体工程安全角度出发，注重已实施水土

保持措施的监管，防治责任范围内的人为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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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图及附件

7.1附件及附图

（1）附件

（2）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3）监测分区及监测点布设图

（4）防治责任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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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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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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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监测分区及监测点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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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防治责任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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