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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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兴埠 8A地块项目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0 年第 4 季度，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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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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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部分已实施

临时措施 10 10 已实施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无

合计 10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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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说明

2019年 8月，天津市九河善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公司”）受天津市亿嘉合置业有限公司委托，承担宜兴埠 8A地块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按有关规定，及时提交了《宜兴埠 8A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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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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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构筑物区主体结构已完工；临时措

施已基本完成，项目进入绿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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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亿嘉合置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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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埠 8A地块项目

建设单位：天津市亿嘉合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工程

工程投资：工程总投资 25000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82000万元，所需资

金国内银行贷款 175000万元，自筹 75000万元。

工程占地：总占地面积 7.921hm2。土地利用类型是建设用地。

地理位置：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汀江东路西侧、宜白路北侧，参考地理

坐标：东经 117°13′34.14″，北纬 39°12′25.34″。

施工进度：工程总工期为 31 个月，即 2018 年 6 月开工，预计 2020 年 12

月完工。

1.1.2 项目规模及特性

宜兴埠8A地块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区建 10 栋住宅楼（2 栋 26 层、1 栋 23

层、2 栋 22 层、2 栋 18 层、2 栋 11 层、1 栋 9 层）及 1 栋配建，同时进

行小区的地下车库（含机 动车和非机动车位）等配套设施建设。容积率1.73，

建筑密度11.7％，绿地率40％。本项目总建筑面积171400 m2（地上建筑面积124300

m2，地下建筑面积47100 m2）。

工程总占地面积为7.91hm2，均为永久占地，包括建构筑物区、道路广场区

及景观绿化区。其中建构筑物区1.15 hm2，道路广场区3.89 hm2，绿化区2.87 hm2。

施工期内，设置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0.85hm2，临时堆土区占地面积0.45hm2，

均位于永久占地范围内，施工结束后施工生产生活区拆除，面积不重复计算。项

目挖方总量22.51万m3，填方9.45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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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万m3。本工程于2018年6月开工，2020年12

月底完工，总工期31个月。工程总投资238000万元，工程总投资250000万元，其

中土建投资182000万元，所需资金国内银行贷款175000万元，自筹7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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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区概况

（1）地形地貌

项目区位于天津市北部，地貌类型属永定河、北运河下游冲积平原，地势总

趋势西北高、东南低。

北辰区处于燕山沉降带的南翼，区内除天津北断裂呈南西至北东方向从东堤

头穿过外，其它地区断裂、凸起、凹陷均不发育。境内第四系沉积厚度为 500～

600 m，为海陆两相沉积形成多层迭加的地层结构。浅层主要以亚粘土、粘土为

主。河道及两侧岸坡大量堆积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及杂填土，厚度约 0.5～2.0 m。

（2）气象

项目区位于海河流域东部，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季受大陆变性气

团影响，气温增高，蒸发量大，多风，降雨量少；夏季受热带海洋气团与极地大

陆气团影响，太平洋副高压增强，降雨量增多，气候湿润；秋季东南季风减退，

极地大陆气团增加，天高气爽，降雨较少；冬季受极地大陆性气团控制，多西北

风，气候寒冷干燥，雨雪稀少。

据北辰区气象局 1983-2016年统计，项目区多年平均年降雨量 519 mm，降

雨量随年际变化较大，年内分配不均，主要集中在 6-9月，占全年降雨量的 73.1%，

最大年降雨量为 763 mm（1995年），最小年降雨量为 308 mm（1999年）；多

年平均气温为 11.8℃，极端最高气温 41.5℃（2000年），极端最低气温-19℃（1986

年）；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 1946.1 mm；多年平均风速为 2.5 m/s，最大风速为

17.0 m/s（1981年），年最多风向 NW；最大冻土深度 59 cm；最大积雪厚度 10 cm，

无霜期 236d；日照时数为 2756h，平均相对湿度为 60%；雾天数 22d；≥10℃积

温为 4000℃；多年平均大气压力为 1016.5 hpa。

（3）水文

项目区位于北辰区，区内河流渠道众多，共计 16条，其中一级河道 7条，

总长 115.1 km；二级河道 9条。地处海河流域下游永定河水系。项目区周边涉及

一级河道永定新河和二级河道新引河。永定新河全长 66km，河道按五十年一遇

洪水设计，北运河、潮白新河等汇入后再与蓟运河汇流由北塘入渤海；新引河为

从永定新河引水灌溉而开挖的河道。按照《海河流域天津市水功能区划》规定，

属于天津市二级水功能区划中的工业用水区和农业用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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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壤

项目区土壤类型以潮土为主，又分为普通潮土、盐化潮土和湿潮土 3个亚类、

14个土属和 52个土种，按照西高东低的地形特点，普通潮土、盐化潮土、湿潮

土由西向东呈现规律性分布。

土壤质地为沙质、沙壤质、轻壤质、中壤质、重壤质和粘质六种，全区西部

地区一般以沙质和沙壤为主，保水保肥较差，土壤较为贫瘠。中部地区以重壤质

为主，粘性差，耕地差。全区土壤养分状况属于中等偏下的肥力水平。

（5）植被

项目区多数植物为夏季生长繁茂，冬季凋落枯萎。地带性植被属暖温带落叶

阔叶林并混有温性针叶林和次生灌草丛植被，植物区系以华北成分为主。种子植

物主要以禾本科、菊科、豆科和蔷薇科的种类为最多，其次为百合科、莎草科、

伞形科、毛茛科、十字花科及石竹科。非地带性植被发育良好，在坑塘、洼地可

见芦苇沼泽植被；在盐渍化荒地可见盐地碱蓬群落和盐地碱蓬—芦苇群落；沙质

土地有沙生植物可见。在河坡、堤埝或路边有发育良好的灌草丛，常见的有荆条、

紫穗槐加狗尾草植物群落；藜科、苋科植物也较常见或自成群落。水生植物有沉

水植物群系的狐尾藻群落、狐尾藻加金鱼藻加狸藻群落；挺水植物群系的水葱群

落、扁杆蔗草群落。项目区林草覆盖率不足 2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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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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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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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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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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监测点布设

本季度共设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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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生产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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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生产生

活区
测 1

合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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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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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兴埠 8A地块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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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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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1.15

道路广场区
道路广场区 3.89 3.89

景观绿化区
景观绿化区 2.87 2.87

施工生产生

活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0.85） （0.85）

合计 7.91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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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1）设计取土（石、料）场情况

根据批复的《宜兴埠 8A地块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工程挖方 22.51

万 m3，填方 9.45万 m3，弃方 13.06万 m3，无借方。

（2）取土（石、料）量监测结果 22.51万 m3，填方 9.45万 m3，弃方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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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处于绿化施工阶段，本季度无新增挖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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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处于绿化施工阶段。本季度无新增挖方量。



宜兴埠 8A地块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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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本季度新增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为景观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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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 hm2 绿化区 2.87 1.1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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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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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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t，累计水土流失量为 365.3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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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施工期间要继续加强对工程各个建设区域的水土

保持工作，并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及时对可能产生水土流失的部位进行

防护。施工时及时洒水降尘，减少水土流失情况的发生。

6.2综合结论

本季度建设工程从主体工程安全角度出发，注重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养护工

作，做好水土保持措施的管护工作，加强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管理养护，保障主

体工程安全，以最大限度减少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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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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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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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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工程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项目基本概况
	1.1.2 项目规模及特性
	1.2 项目区概况

	1.3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1.3.1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1.3.2监测项目部设置
	1.3.3监测点布设
	1.3.5监测技术方法


	2 监测内容和方法
	2.1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
	2.2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2.3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2.6水土流失监测方法

	3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1.3.4监测设施设备
	3.1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2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3.2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3.3弃土（石、渣）监测结果
	3.4本季度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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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水土流失面积
	5.2土壤流失量
	5.3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5.4水土流失危害

	6 存在问题及建议
	6.1存在问题及建议
	6.2综合结论

	7 附图及附件
	7.1附件及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