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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项目概况 

清水埠城中村改造项目 05 号地块永嘉碧桂园翡翠郡位于温州市永嘉县瓯北镇江北

街道清水埠社区，东侧为楠溪江及规划阳光东路，西南侧为襟江路及规划停车场、绿

地，西北侧为楠溪东路，北侧为规划绿地及清花东路。 

1.2、项目区概况 

项目区原地貌地势平坦，原地面高程 2.3-2.8m 之间。属于永嘉县境内和楠溪江两

岸低山丘陵宽谷、盆地、冲击平原。 

该工程地处亚热带海洋型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根据温

州站观测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气温 18.3℃，区内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约

1718.0mm。 

项目区土壤类型是红壤、黄壤、水稻土、盐土和潮土。根据实地调查项目区土壤

主要吹沙回填土，土壤沙质严重，湿度大。项目区内原地貌无植被覆盖。 

1.3、工程水土流失特点 

1.3.1、工程建设期水土保持流失特点 

工程区属于水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丘陵区，水力侵蚀表现形式主要为坡面面

蚀。在工程建设期，主体工程施工扰动地表，破坏原生态植被，使地表裸露，易引起

水土流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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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测实施 

2.1、监测目标与原则 

在工程施工期间，通过水土保持监测，及时分析监测数据，评价本工程建设对水

土流失的实际影响，掌握与主体工程同时施工的水土保持工程在控制新增水土流失过

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工程运行期期间，可验证水土保持方案全部实施后水土保持效

益，进而从另一方面检验水土保持效益分析的和合理性。为优化水土保持措施提供科

学依据。 

（1）、建设期水土保持监测的目标是通过监测及时分析处理监测数据，掌握建设

工程中的水土流失情况，评价工程建设对水土流失的实际影响，掌握与主体工程同时

施工的水土保持工程在控制水土流失工程中所起的作用。 

（2）、自然恢复期水土保持监测的目标是通过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效果的监测，掌

握水土流失的控制状态，提出相应的对策。同时还可以验证水土保持方案的保水保

土、防蚀减灾等效益，进而检验水土保持效益分析的合理性。 

（3）、协助建设单位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加强水土保持设计和施工管理，及时发

现重大水土流失危害隐患，优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协调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建

设进度。 

（4）、水土保持监测结果作为项目竣工验收的重要依据。 

2.1.1、水土保持工程监测目标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监测目标主要有 3 个方面。 

（1）、对水土流失动态实施监测分析，为水土流失防治提供依据。 

（2）、对水保措施及其效果进行评价，为水土保持设施管理养护提供依据。 

（3）、对水土流失效果进行评价，为开发建设项目管理运行提供依据。 

2.1.2、水土保持监测的原则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报批稿）以及工程所处的阶段、

水土流失的目标、确定本项目监测工作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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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面调查和重点调查相结合 

全面调查即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进行核实，并对水土流失及其防治状况进行

全面调查，制定监测总体布局与安排。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确定水土流失及其防治

效果监测的重点区域，并确定相应的观测方法。 

（2）、定期调查和动态观测相结合 

对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地形地貌、地面组成物质、植被种类、覆盖度等变化随主

体工程总体布局与施工进度变化而变化，通过定期（按月、季或年调查，视地面变动大

小而定，特殊情况下增加调查频次）调查获取。 

对土壤侵蚀形式、降雨量、径流量、泥沙量、水土保持实施进展与防治效果等因

子，根据项目不同阶段地面变化情况，设置定期或不定期、定位或不定位的观测点。

并进行观测记录，作为水土保持工程实施和试运行期两个不同阶段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的分析指标。 

（3）、调查、观测与巡查相结合 

随着工程施工进度变化、场地水土流失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也在不断的变化。为了

及时掌握各种可能出现的水土流失问题，及时处理，消除隐患，除上述调查和观测

外，进行不断的巡查以保证水土保持监测的实效。 

（4）、实际调查观测和已有成果相结合 

项目建设期不同场所的水土流失应通过实地调查和观测获取相应的数据；对原地

面的水土流失可以通过相似区域水土流失研究结果进行分析计算。对于水土流失防治

效果通过实地调查和观测，结合已有的观测结果相互验证分析。 

2.2、监测工作实施计划 

（1）以巡查、调查监测为主，地面观测为辅。 

（2）根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分区布设监测点。 

（3）监测技术、方法等符合《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等有关规定，监测方法和

监测内容依据经济、合理、可靠的原则进行选择，确保通过监测能够客观地反映各防

治区水土保持措施后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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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工程自建设期，建设单位自行开展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从 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6 月，监测人员根据项目监测实施细则确定的内容、方法

及时间，定期、不定期到现场进行定点定位和调查监测，随时掌握工程建设过程中的

扰动面积、土石方调运及土地整治、植物措施等各项水保工程的开展情况，运用多种

手段和方法进行各项防治措施和施工期基本扰动类型的侵蚀强度调查，及时了解项目

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情况，并做好监测记录，为确保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有效

性、安全性及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提供了有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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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测内容与方法 

3.1 监测内容 

依据批复的方案，按照《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要求，结合本工程实际，本项目

监测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3.1.1、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 

建设项目的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本工程项目建设区分为

永久占地及临时占地，根据《水土保持方案》确定本工程扰动和影响面积为 43743m²，

其中项目建设区 41238m²，直接影响区 2505m²，工程施工阶段及运行阶段保持不变。

临时占地面积及直接影响区面积则随着工程进展有一定变化，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

主要通过监测临时占地和直接影响区的面积而确定。 

3.1.2、弃土弃渣动态监测 

主要监测弃渣量、弃土弃渣堆放情况（弃土弃渣占地面积，堆渣高度、坡长及坡

度，弃渣流失量等）、防护措施及拦渣率。 

3.1.3、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 

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包括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的监测。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监测重点为工程措施（包括临时防护措施）的实施数量、质

量；防护工程的稳定性、完好程度、运行情况、措施的拦渣保土效果。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监测重点针对包括不同阶段林草植种面积、成活率、生长情

况及覆盖度；扰动地表林草自然恢复情况；植被措施拦渣保土效果。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监测重点针对施工期临时措施的实施情况，如实施数量、质

量、运行情况和临时措施的拦渣保土效果。 

3.1.4、施工期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 

针对不同地表扰动类型的流失特点，对不同地表扰动类型，采用测钎小区和侵蚀

沟样法进行多点位、多频次监测，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不同扰动类型的侵蚀强度及水土

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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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监测方法和频次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的规定要求，结合项目区的地形、地貌及侵蚀类

型，按调查监测和地面定位测量等方法进行。 

3.2.1、调查监测 

采用调查监测，制定详细的监测时间、工作计划，并间或穿插不定期的现场实地

勘测，采用 GPS 定位仪结合地形图、数码相机、标杆、钢尺等工具，按不同地貌类型

分区测定扰动地表类型及扰动面积，填表详细记录每个扰动类型区的基本特征（扰动土

地类型、开挖坡长、坡度）及水土保持措施（护坡工程、土地整治工程等）实施情况。 

面积监测：采用手持式 GPS 对监测点定位、现场丈量的方法进行。首先对全线进

行地貌类型分区，在各类分区布设监测点并用 GPS 定位。丈量扰动区域的扰动面积。 

植被监测：选有代表性的地块作为标准地，标准地的面积为水平投影面积，要求

乔木林 20×20m、灌木林 5×5m、草地 2×2m。分别取标准地进行观察并计算林地郁

闭度、林草覆盖率和各类型区林草覆盖率。 

3.2.2、定位监测 

根据本工程特性，监测小组定位监测布设测钎小区及对目标区域进行侵蚀沟样法

开张水土保持监测。 

测钎小区：本工程布设监测样地的规格为2.0×2.0m，编号登记。本工程对11个不

同扰动土地布设多个测钎小区，每遇日降雨量＞20mm 或风速＞5m/s 时在雨后加测。

观测钉帽露地面高度，计算土壤侵蚀深度和土壤侵蚀量。 

侵蚀沟样法：在已经发生侵蚀的地方，通过选定样方，测定样方内侵蚀沟的数量

和大小，分析计算确定侵蚀量。侵蚀沟样法通过调查实际出现的水土流失情况推算侵

蚀强度。重点是确定侵蚀历时和外部干扰。及时了解工程进展和施工状况，通过相

机、录像等方式记录、确认水土流失的实际发生过程。 

3.2.3、巡查监测 

由于本工程施工历时较长，工程为线型，定位监测不能完全反应工程水土流失状

况。如临时堆放土石料历时较短，位置多变，不能及时监测；不断变化的渣石料场常

因各种原因造成水土流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水土流失。场地巡查的重点一般

是弃土弃渣场、大型开挖面、开挖量大的取土场及周边水系和破碎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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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监测时段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的规定，监测时段分为施工准备期、施工期、植被

恢复期三个大时段。温州市海滨水政水保咨询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11 月接受委托，对工

程指挥部工程进行监测。此时工程已经入施工期，本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时段为施工

期及植被恢复期。 

3.4、监测点布设 

工程为线型的建设类项目，施工面积狭长，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合理。根据批复的

水土保持方案（调整）要求，线型工程监测点主要布设在挖填方边坡、软土路基段及绿

化耕植土堆场。因此，按照不同分区的特点，布设监测点共 10 处，其中：原生地貌平

地、坡地测钎监测点各 3 处；扰动地表开挖回填区域监测点 4 处；防治措施中有植被措

施区域监测点 1 处、有工程拦挡措施区域监测点 1 处、土地整治区域监测点 1 处：详见

表 3-1 

表 3-1             固定监测点布设 

单元划分 编

号 

工程区域 划分类型 监测方法 

原地貌侵蚀单

元 

1 原始地面平地监测点 平地 测钎 

2 弃渣场原始地面监测

点 

平地 测钎 

3 原始地面坡地监测点 坡地 测钎 

扰动地表侵蚀

单元 

4 扰动地面平地监测点 开挖回填 侵蚀沟样法、测钎 

5 扰动地面坡地监测点 开挖回填 侵蚀沟样法、测钎 

6 施工临时设施区监测

点 

平地 测钎 

7 施工临时堆土监测点 平地 侵蚀沟样法、调查 

防治措施分类 

8 拦挡措施监测点 拦挡 测钎 

9 植物措施监测点 植物 测钎、侵蚀沟样法 

10 土地整治  测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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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侵蚀单元侵蚀模数的分析确定 

4.1、侵蚀单元划分 

根据水土流失特点，可以将施工期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划分为原地貌（未施工地

段）、扰动地表（各施工地段）和实施防治措施的地表（水泥填筑路面及防治措施等无

危害扰动）三大类侵蚀单元。在施工初期，原地貌所占比例较高，随着工程进展，扰动

地表面积逐渐增大，原地貌所占比例逐渐减小；最终原地貌完全被扰动地表和实施防

治措施的地表取代，随后防治措施逐渐实施，实施防治措施的地表比例大增。 

施工期某时段的水土流失量即等于该时段各基本侵蚀单元的面积与对应侵蚀强度

乘积总和。因此侵蚀单元的划分及侵蚀强度的监测是必要的。 

4.1.1原地貌侵蚀单元划分 

原地貌侵蚀单元，应按地类、地形、地表物质组成来进行划分。本工程地貌较为

单一，原地貌以民房为主。工程扰动原地貌、损坏土地和植被的面积共 41238m²。 

4.1.2、地表扰动类型划分 

地表扰动类型划分，应按工程开挖、埋填、占压和堆积四种方式进行。根据公路

工程的特点，这四种扰动方式对于水力侵蚀及重力侵蚀的特点分析，影响土壤侵蚀的

最重要因素是扰动后地形的地面坡度，坡度越大，侵蚀量越大。因此，将扰动地表的

侵蚀单元划分为开挖回填、堆弃和占压三类。 

4.1.3、防治措施分类 

按照水土保持工程的类型，防治措施可分为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护措施

三类。并将各类措施的按不同的措施细分侵蚀单元。工程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挡

土墙、护坡、绿化措施、土地整治及覆土绿化等。与地表扰动类型相对应，可将措施

类型侵蚀单元划分为拦挡、植物和土地整治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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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各侵蚀单元侵蚀模数 

4.2.1、原地貌侵蚀模数 

为了监测原地貌水力侵蚀模数，监测项目组对 2012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的原

地貌（平地、坡地）布设的3组固定监测点进行了数据采集、整理分析，监测结果表明：

坡地较平地上的面蚀明显，但无明显侵蚀沟。 

1#监测小区布设于较为宽敞的平地上，重力侵蚀不明显，土壤侵蚀类型主要为水

力侵蚀。根据测钎法得出各地貌多年平均侵蚀模数如下表 4-1 所示。 

            测钎法测定原地貌平地土壤流失量统计表 

表 4-1 

监测小区 划分类别 
多年平均侵蚀模

数 

（t/km²·a） 

监测方法 备注 

1#监测区 
平地 

（原始地面平地） 
342 测钎 

对原地貌未受

扰动区域实行

测钎监测，收

集背景侵蚀模

数 

根据以上原地表监测点数据，得出本项目原生地貌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水力侵蚀

模数 342t/km²·a，本期工程大部分占地类型为平地。实际水土保持监测过程中得出原

地貌土壤侵蚀模数约为 342 t/km²·a 略大于水土保持方案中设计的 300 t/km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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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各地表扰动类型侵蚀模数 

扰动地表侵蚀单元的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主要通过测钎法及侵蚀沟样法实测得出。

监测小组对 2016 年 8 月—2018 年 6 月期间的各扰动类型侵蚀单元上的监测点的数据采

集、整理与分析，计算结果见下表 4-2 

不同扰动地面侵蚀单元多年平均侵蚀模数 

表 4-2 

划分类别 
多年平均侵蚀模数 

（t/km²·a） 
监测方法 

工程开挖回填段（平地） 11210 测钎小区、侵蚀沟样法 

工程临时设施区 2160 测钎小区 

4.2.3、防治措施实施后侵蚀模数 

工程至施工后期，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均投入使用，土建工程进入尾声，项目区平

均土壤侵蚀模数较施工期有了较明显的下降。 

2018 年 6 月，经过监测小组现场采集数据，并经过调查分析，项目建设区实施各

项水土保持措施后，水土流失防治效益显著，治理后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388t/km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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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与分析 

5.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结果 

5.1.1、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工程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为 43743m²，其中项目建设区

41238m²，直接影响区 2505m²，工程施工建设期防治责任单位为永嘉县碧桂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表 5-1              水土保持方案中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² 

项目组成 分项 批复面积 

项目建设

区 

永久占地 

建设 

用地 

建筑占地 11239.83 

道路及硬化占地 16203.46 

绿化面积 11949.71 

规划道路用地 45 

小计 39438 

临时占地 

施工办公区 1800 

施工生活区 （1200） 

临时堆料及钢筋加工场地 （200） 

土方中转场 （2500） 

小计 1800 

合计 41238 

直接影响

区 

按用地范围线外 2m 范围计，另包含施工期运输车辆 2 处出入口的 10m 范

围 
2505 

总计 43743 

5.1.2、施工期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监测组在整个监测期内共对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共监测 20 次，根据面积监测统计：

工程施工期间扰动土地和影响总面积 43743m²，其中项目建设区 41238m²，直接影响区

2505m²。工程实际扰动和影响范围较批复防治责任范围一致。 

工程实际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及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见下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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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表 

表 5.2                                                     单位：hm² 

项目组成 分项 批复面积 实际面积 增减（+/-） 

项目建设

区 

永久占地 

建设 

用地 

建筑占地 11239.83 11239.83  

道路及硬化占地 16203.46 16203.46  

绿化面积 11949.71 11949.71  

规划道路用地 45 45  

小计 39438 39438  

临时占地 

施工办公区 1800 1800  

施工生活区 （1200） （1200）  

临时堆料及钢筋加工场地 （200） （200）  

土方中转场 （2500） （2500）  

小计 1800 1800  

合计 41238 41238  

直接影响

区 

按用地范围线外 2m 范围计，另包含施工期运输

车辆 2 处出入口的 10m 范围 
2505 2505  

总计 43743 43743  

5.3、地表扰动面积动态监测结果 

地表扰动面积监测包括两方面内容：即扰动类型判断和面积监测，其中扰动类型

判断是关键，扰动类型的划分和判定是由其侵蚀强度确定的，监测过程中必须根据实

际流失状态进行归类和面积监测。参建单位进驻情况如下表所示 5-5 

施工单位进驻情况表 

表 5-5   

序号 单位名称 工作内容 

1 建设单位 永嘉县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管理 

2 主体设计单位 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 主体设计 

4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温州市海滨水政水保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5 监理单位 温州浙南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主体监理 

9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永嘉县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 

10 施工单位 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绿化施工 

26 质量监督单位 永嘉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 质量监督 

27 运行单位 
广东碧桂园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永嘉分公司 
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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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结果 

5.4.1、各阶段土壤流失量 

经监测，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项目建设区各侵蚀单元累计土壤侵蚀量

为 11157.6t。 

各年度项目监测区侵蚀量见下表 5-6 所示 

施工场地土壤侵蚀统计表 

表 5-6 

监测时段 侵蚀量（t） 

2016 年 8-12 月 2756.76 

2017 年 全年度 5513.52 

2018 年 1-6 月 1378.38 

合计 9648.66 

 

5.4.2、各扰动地表类型土壤流失量 

通过对项目区各分区监测，经过分析后，得出监测期间（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6

月），工程土壤流失量为 605.7t。工程土壤流失量详见下表 5-7。 

各年度水土流失量 

表 5-7 

监测时段 水土流失量（t） 

2016 年 8-12 月 115.78t 

2017 年 全年度 215.03t 

2018 年 1-6 月 55.14t 

合计 605.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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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结果 

6.1、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6.2 水土保持防治效果动态监测结果 

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按照水土保持“三同时”要求，基本依据水土保持方

案设计的防治措施进行施工，通过对已完成的工程监测，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比

较显著。截止本报告前（2018 年 6 月），工程水土保持防治效果均已达到方案

设计要求。 

6.2.1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的整治面积站扰动土地总面积

的百分比。扰动土地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在生产建设活动中形成的各类（挖填），

挖损、占压、堆弃用地，均以投影面积计。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是指对扰动土地采取各类整治措施的面积，包括永久建

筑面积。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项目建设区扰动地表面积 41238m²，扰动范围内

包括主体工程区内道路广场占地及建筑物占地已经实行了硬化，绿地完成了植

被建设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42%，达到方案确定的 95%防治目标。 

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情况详见表 6-1。 

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情况 

表 6-1                                                       单位：hm² 

项目 
扰动土地面

积 

扰动土地整治

面积 

扰动土地未

整治面积 

扰动土地整

治率(%) 

主体工程区 39438 39199.01  238.99  99.39% 

施工生产生活区 1800 1800   100.00% 

合计 41238 40999.006 238.99  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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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指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

积的百分比。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是指在水土流失总面积中实施的水土保持

措施已初步发挥作用的面积，各项措施的防治面积均以投影面积计。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扣除路面、构筑物、硬化地表面积面积，本次验

收范围内水土流失面积为 13749.71m
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为 13510.72m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8.26%，达到批复方案确定的 95%的防治目标。 

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度情况详见表 6-2 

 

工程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情况表 

表 6-2                                                      单位：hm² 

项目 
水土流失面

积 

水土流失治理

面积 

水土流失治理未

达标面积 

水土流失治理

度(%) 

主体工程区 11949.71 11710.72 238.99 99% 

施工生产生活区 1800 1800 
 

100.00% 

合计 13749.71 13510.72 238.99 98.26% 

6.2.3、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在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

壤侵蚀模数之比。 

根据查阅监理报告和现场调查了解，工程区内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

施完成和运行情况良好，土壤流失控制效果较好。经过现场评估调查，目前项

目区土壤侵蚀强度整体已低于工程建设前的水平，土壤侵蚀模数平均值约

300t/km²·a。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²·a，土壤流失控制比约为

1.67，达到方案确定的 1.25 的防治目标。 

6.2.4、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指项目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在目前经

济、技术条件下适宜于恢复植被林草）面积的百分比。 

林草覆盖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的林草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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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区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为 13749.71hm²，实际完成植被面积

13510.72m²，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26%，达到了方案确定的 97%的防治目标。 

项目建设区面积 41238m²，项目建设区林草植被面积恢复面积 13510.72m

²，林草覆盖率为 32.76%，达到了方案确定的 22%的防治目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情况见表 5-3 

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情况表 

表 5-3 

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

区面积 

植被可恢

复面积 

植被已恢

复面积 

植被未

恢复面

积 

林草植

被恢复

率(%) 

林草覆

盖率(%) 

主体工程区 39438.00  11949.71  11710.72  238.99  98.00% 29.69% 

施工生产生活

区 
1800.00  1800.00  1800.00  

 
100.00% 100.00% 

合计 41238.00  13749.71  13510.72  238.99  98.26% 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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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7.1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水土保持监测除反映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情况

外，也是对水土保持的检验。通过对方案的水土流失预测及防治措施的评价，

对进一步完善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促进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深入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7.1.1、水土流失动态变化与防治达标情况 

工程水土保持防治工程措施都已实施完毕。已完成的水保措施工程主要有

防护工程、土地整治工程及绿化工程。分别对主线防治区、弃渣场防治区及临

时设施防治区进行了水土保持防治。 

完成水土保持防治达标情况如下： 

表 7-1                    水土保持防治目标对比表 

名称 目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 备注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9.42% 达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7% 98.26%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1.25 1.67 达标 

拦渣率 95% 95%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8.26% 达标 

林草植被覆盖率 22%  32.76% 达标 

 

总体上，工程已完成的防护、拦渣、土地整治、植物措施等工程运行效果

良好，人为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明显改善了项目区的

生态环境。 

工程施工期内，通过对工程沿线村民的调查访问，证实工程没有发生水土

流失事故，做到总体危害较小，达到防治水土流失的效果。根据水土保持监测

结果显示工程建设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