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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安印象项目的建设是城镇建设与发展的要求，不仅促进了存量土地的有效

利用，节约了宝贵的土地资源，更有利于政府更好地规划、建设城市，为黄山市

城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6 年 1 月，苏州苏合建筑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完成《黄山屯溪屯光桑

园安置区沿江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方案》。 

2016 年 2 月，黄山市屯溪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达“屯溪区发展改革委项

目备案表”（发改投字 2016 年第 3 号）。 

2016 年 2 月，黄山市城乡规划局下达了关于桑园安置区沿江地块项目规划

设计方案的批复（黄城规建〔2016〕7 号）。 

2016 年 3 月，黄山市民政局下达了关于“新安印象”商住区命名的批复（民

基函 [2016] 15 号）。 

新安印象项目位于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桑园安置小区的东南侧，东至滨江东

路，南至码头路，西临桑园安置小区，北至桑园路。本项目为新建工程，项目用

地面积 5.26hm2，包括高层商住楼 6 栋、别墅住宅楼 15 栋、商业楼 1 栋、配电

房 2 座、开闭所 1 座及传达室 2 座。项目的容积率为 1.8，总建筑面积 116796.96m2，

计容建筑面积为 94681.4m2，其中住宅建筑面积为 83918.42m2，商业建筑面积为

9470m2，配套服务用房建筑面积 1292.98m2。 

新安印象项目自 2016 年 9 月开工，2018 年 10 月完工。工程建设区总占地

面积为 5.26hm2，其中永久占地 5.26hm2。工程总投资 38169.36 万元，其中土建

投资 16583.90 万元，资金来源由建设单位自筹。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水利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建设单位安徽德艺文化

投资有限公司组织水土保持编制人员编制《新安印象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2017 年 1 月 17 日，黄山市水利局以黄水保〔2017〕1 号文《关于<新安

印象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的批复》予以批复。 

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10 月委托安徽群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展监测工作，由

于项目监测委托滞后，施工过程中未同步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监测单位采取了收

集资料、历史遥感影像分析、实地调查、类比同类工程等监测方法，对各区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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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及防治效益进行全面监测和补充调查。于 2019 年 11

月编制完成《新安印象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本项目未开展专项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由主体监理单位代为监理水土保持工

程。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安徽德艺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在项目工程的各

项水土保持措施基本建成后组织水土保持工程各参建单位完成了本工程的自查

初验工作。经自查初检认为各项已实施水土保持措施总体上达到了竣工验收的标

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

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16 号）、《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及安徽省水利厅（皖

水保函【2018】569）关于贯彻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建设单位委托安徽群星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工作。接受委托后，我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初步设计和监理资料等技术资料，对现场进行勘

测校核，查阅施工档案资料、验收及财务相关资料，并利用遥感影像图及相关图

像处理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获取相关基础数据，量测了关键工程和关键部位，观

察工程质量，并与水土保持方案相对照，认真核实了各项措施的工程数量和质量，

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状及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的质量与防治

效果进行评估通过数据整理最终形成了本验收报告。报告认为建设单位编报了水

土保持方案，开展了工程监理和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水

土保持法定程序基本完整；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水土流

失防治任务基本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运行基本正常；水土保持后续管理维护责任

落实。本次验收水土保持工程共划分为 1 个单位工程，4 个分部工程，193 个单

元工程，评定结果均为合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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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印象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特性表  

验收工程名称 新安印象项目 验收工程地点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 

验收工程性质 新建 验收工程规模 
总建筑面积

116796.96m2 

所在流域 新安江流域 
所属国家级或省级水土

流失重点预防和重点治

理区 

新安江国家级重点预

防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部门

时间及文号 
黄山市水利局，2017 年 1 月 17 日，黄水保〔2017〕1 号 

工期 
主体工程 2016 年 9 月～2018 年 10 月 

水土保持工程 2016 年 9 月～2018 年 10 月 

防治责任范围（hm2）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

治责任范围 
5.53(含直接影响区) 

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 5.26 

方案

批复

后的

水土

流失

防治

目标 

扰动土地治理率 95% 

实际完成

水土流失

防治指标 

扰动土地治理率 100%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100%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2 

拦渣率 98% 拦渣率 99.8%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46% 

林草覆盖率 27% 林草覆盖率 34.98% 

主要工程量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1.12万m3、雨水管网3030m、土地整

治 1.85hm2、绿化覆土 1.12 万 m3。 

植物措施 绿化 1.85hm2 

工程质量评定 

评定项目 总体质量评定 外观质量评定 

工程措施 合格 合格 

植物措施 合格 合格 

工程总体评价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各项工程安全可靠、工程质量合格，工程建设完

成后水土流失防治达到了方案批复的各项防治目标值。工程水土保持

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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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印象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特性表（续）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单位 
安徽德艺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施工单位 

合肥市义兴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安徽群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合肥工大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安徽群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安徽德艺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 屯溪区花山路 36 号 地址 合肥市庐阳区庐江路 127 号 

联系人 刘亮 联系人 吴如花 

电话 18055912042 电话 15856937351 

电子信箱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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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项目位于黄山市屯溪区桑园安置小区东南侧地块，中心位置地理坐标为东经

118°20′57″，北纬 29°43′47″，隶属于屯溪区屯光镇。项目地理位置详见

图 1-1。 

 
图 1-1 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图 

1.1.2 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新安印象项目 

建设地点：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 

建设单位：安徽德艺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规模：项目用地面积 5.26hm2，容积率 1.8，总建筑面积 116796.96m2，

计容建筑面积为 94681.4m2，其中住宅建筑面积为 83918.42m2，商业建筑面积为

9470m2，配套服务用房建筑面积 1292.98m2。 

工程占地：工程建设区总占地面积为 5.26hm2。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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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方量：本工程施工期挖方量为 8.35 万 m3，填方 6.57 万 m3，弃方 1.78

万 m3。 

1.1.3 项目投资 

总投资 38169.36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6583.90 万元。  

1.1.4 项目组成和布置 

项目由高层住宅、低层住宅、商业和配套建筑构成，其中：高层住宅建筑面

积 73932.82m2，小区内低层住宅建筑面积 9985.6m2，商业建筑面积 9470m2，配

套服务用房建筑面积 1292.98m2，地下建筑面积 22000.54m2。包括建构筑物占地

1.31hm2，道路及硬化面占地 2.1hm2，绿化面积 1.85hm2。本次建设范围全部位

于用地红线内，均为永久占地，未新增临时占地。  

1）建构筑物工程  

新安印象项目建构筑物占地面积为 1.31hm2，占地性质均为永久占地。

建筑均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结构框架建设过程中不涉及土石方

工程。基坑开挖开挖深度约 2-3m，按 1:0.75 放坡开挖，坡面采用水泥硬化

处理。本项目地上和地下耐火等级为一级，地下室防水等级为一级，屋面

防水等级为Ⅱ级，本工程消防系统设置室内、外消火栓给水系统、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地下汽车库设自动喷水-泡沫连用系统、高低压配电房设气体

灭火系统、建筑灭火器系统。  

2）道路及硬化场地  

新安印象项目道路及硬化场地占地面积为 2.1hm2，占地性质均为永久

占地。道路及广场工程主要包括项目主要建筑和绿化区周边布置，主要包

括地上机动车停车场、消防扑救场地、垃圾池、广场区等。项目区的人流、

车流出入口均匀布置，减轻了交通负荷。消防车道在建筑内侧庭院里呈环

状，形成了较长的消防扑救面和通行便利，平时可作为居民的健身路径。 

3）景观绿化工程  

新安印象项目绿化面积为 1.85hm2，占地性质均为永久占地。小区的

景观绿化与小区建筑相结合，为住户和白领提供了休闲、清静和舒适的工

作环境。小区内绿化设计和环境设计紧密结合，有利于净化和调节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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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气质量，降低外界噪音，改善小气候。景观绿化采用了点、线、面相

结合的方式，合理搭配树种、草坪、小径、建筑等形成优美整体环境。在

小区周边和小区中间设置了集中绿化带，布置了绿化种植，设置了观赏植

物，夏季具有遮阳、降温作用，绿地率达到 35%。人行道和活动场地边缘

种植了带行的无刺常绿灌木与花草，所有的草种、树种均选用无毒害，适

应本地气候，便于维护的品种，创造一个优美的人文环境。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施工总平面布置  

（1）施工布置：本着节约投资、减少用地的原则，按照先土建后安

装的时间顺序，合理安排施工用地和施工秩序，减少占地，减少弃土弃渣。 

（2）施工用水及排水  

本工程施工用水主要来自市政用水管网引接，施工期雨水经场地内临

时排水沟汇集后排至市政雨水管网。  

（3）施工用电  

项目施工用电从项目附近电网搭接。  

（4）砂石料场  

矿区建（构）筑物建设所需的砂石料等建筑材料由施工单位负责外购，

不设专门的砂石料场。  

（5）对外交通  

对外交通利用已有道路。  

2、施工工艺及方法  

通过查阅施工资料、主体设计资料、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资料、主体监

理等资料，了解到本项目的施工方法及工艺如下：   

（1）场平工程  

场平施工中，采用挖掘机、推土机等机械施工，尽量避开了雨天施工，

统筹调度土石方，并将废弃土石方调运至其他项目回填。在场平过程中，

对填方边坡按照了“先拦后填”的原则进行施工。  

（2）建筑基础及基坑施工  

建构筑物基槽及基坑、地下室基坑在施工过程中先将开挖土石方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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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基槽周边集中堆放，并于建筑基础浇筑完成并稳定后即回填，并按照开

挖方防护的原则对基坑坑壁进行了钢管混凝土固壁。回填后剩余的土石方

则作为其他项目回填使用。  

（3）基坑排水  

基坑在开挖前已经做好地面截水，防止地表水流入基坑；在开挖过程

中开挖面已留坡度以利排水；开挖完成后，施工单位挖了排水沟和集水井，

及时抽出积水。  

（4）道路及其他硬化场地施工  

道路工程土石方开挖和填筑，采用机械化施工，将废弃的土石方与建、

构筑物施工产生的多余土石方用于其他项目回填使用。路面所用混凝土由

拌合机机械拌和提供，用人工和机械结合的方式摊铺。道路施工时，裸露

地表及边坡是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区域，施工单位在道路路基施工过程中

已提前作好了场内防排水工作，减轻了水土流失。  

（5）绿化工程施工  

在道路、主要建构筑物完成后，即进行了绿化工作。对规划绿地进行

了场地清理、回铺表土和微地形平整后，采用乔灌木和草分层搭配种植，

其中，乔灌木采用穴植方式，草采用撒播方式，树草种选用的是本地适生

树种和景观树种。  

3、施工进度  

计划工期：新安印象项目于 2016 年 9 月开始施工，2019 年 8 月完工。 

实际工期：实际本项目于 2016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10 月完工，

总工期 25 个月。  

1.1.6 土石方情况 

本工程施工期挖方量为 8.35 万 m3，总填方 6.57 万 m3，弃方 1.78 万 m3。

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弃渣主要用于主体工程建设区平衡利用，多余弃土全部

运给新安兰亭项目回填利用，无永久弃土、弃渣。 

1.1.7 征占地情况 

工程占地：新安印象项目占地约 5.26hm2，按用地性质分，均为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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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按建设区域分，其中建筑物工程区 1.31hm2、道路广场工程区 2.1hm2、

景观绿化区 1.85hm2；按占地类型分，均为耕地。工程征占地统计表详见

表 1-3。  

表 1-3 征占地统计表  

分区 合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耕地 备注 
建筑物工程区 1.31 1.31  1.31  
道路广场工程区 2.1 2.1  2.1  
景观绿化工程区 1.85 1.85  1.85  

合计 5.26 5.26  5.26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项目不涉及。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项目所在区域原地形地貌为平地，整个场地地势较平坦，地面高程在 124～

130m 之间。 

屯溪区地处黄山山脉南麓的休（宁）屯谷地，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周边为

高程 200～380m（黄海高程，下同）的中、低丘陵。东北面地势较高，山顶高程

大都在 300m 以上，相对高度 150～200m。西南面多为高程 150～200m 的丘陵，

丘陵之间有宽窄不一的平底谷地。中间地势较低，为平坦的盆谷平原，盆底海拔

大都在 127～130m 之间。 

（2）气象水文 

项目区地处亚热带北缘，气候特点是，季风明显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

充沛，春寒多变，秋高气爽，梅雨显著，伏秋多旱。无霜期在 226 天左右，全年

日照时数 1954.9 小时，年总辐射量为 113.1 千卡/平方厘米。日照时数以 7-8 月

份为最多，1-3 月份为最少。年平均气温 16.4℃。1 月份气温最低平均 3.8℃，极

端-12.7℃；七月份最高，平均28℃，极端值40.8℃，大于10℃活动积温为5163.8℃，

稳定通过 10℃的持续时间为 236 天。多年平均降水量 1719.6mm，在季节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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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5-9 月份为汛期，降雨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69%，其中 6-9 月份为主汛期，

月降水量在 200mm 以上，往往出现暴雨，造成洪涝灾害。 

（3）河流水系 

本项目位于新安江北侧，新安江源于安徽省休宁县与江西省交界处的五股尖

山。在屯溪区境内，新安江干流境内流长 7.53km，自屯溪桥率水合横江水而东

下。率水与横江汇合后称渐江，今习称为新安江。新安江流经市区，由下草市出

境，境内河道长 9.83km，流经盆谷平原，地势平坦，河床落差小，水流较平缓。

河面开阔，洪水期可达 300～800m。 

（4）土壤植被 

项目区土壤类型主要是区域内地带性土壤有黄棕壤、黄红壤，非地带性土壤

有潮土、黑色石灰土、红色石灰土、紫色土、沼泽土、灰色草甸土、石质土、粗

骨土。耕地土壤以水稻土面积最大，次为潮土、棕红壤、黄棕壤。占地范围内表

层土壤厚度 20～30cm。 

项目区属亚热带的落叶阔叶林与常绿阔叶、针叶林混交林地带，原生自然植

被不复存在，而为次生植被和人工植被。种植面积较大，主要有水稻、麦类、油

菜等，存在数量较大的以耕代辅还林面积。项目区自然分布和栽种的树种较多，

一般适合于湿润气候的树种均适合栽种，部分北方树种也能在此地生存。主要优

势树草种各种杨树、侧柏、竹、板栗、杉木、刺槐、广玉兰、香樟、柿树、雪松、

桧柏、柳树、狗牙根草、小叶黄杨、月季等。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属南方红壤丘

陵区，土壤侵蚀以水力侵蚀为主，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项目

区属轻度水力侵蚀区。根据 2013 年 8 月 12 日水利部办公厅水保

[2013]188 号“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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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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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皖政秘〔2017〕94 号），本

项目所在地位于新安江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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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16 年 1 月，苏州苏合建筑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完成《黄山屯溪屯光桑

园安置区沿江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方案》。 

2016 年 2 月，黄山市屯溪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达“屯溪区发展改革委项

目备案表”（发改投字 2016 年第 3 号）。 

2016 年 2 月，黄山市城乡规划局下达了关于桑园安置区沿江地块项目规划

设计方案的批复（黄城规建〔2016〕7 号）。 

2.2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 

2016 年 8 月，建设单位安徽德艺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水土保持编制

人员编制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项目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等法律法规，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等规程规范，通过现

场查勘、调查、搜集资料，于 2016 年 10 月编制完成了《新安印象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送审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黄山市水利局于

2017 年 1 月在屯溪区组织召开了《新安印象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

审查会，根据审查意见，编制单位对报告进行了补充、修改和完善。于 2017 年

1 月完成《新安印象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2017 年 1 月 17 日，黄山市水利局下达关于《新安印象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许可批复（黄水保审批〔2017〕1 号）。 

2.3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和体系 

（1）批复方案的总体布局 

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按照“三同时”制度进行。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应以全面

的观点来进行，做到先全局，后局部，先重点，后一般，不重不漏，轻重缓急，

区别对待，其总的指导思想为：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有机结合，点、线、面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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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防治相辅，充分发挥工程措施控制性和时效性，保证在短时期内遏制或减

少水土流失，再利用土地整治和林草措施涵水保土，实现水土流失彻底防治。本

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主要为项目建设区。在分区布设防护措施时，既要注重各分

区的水土流失特点以及相应的防治措施、防治重点和要求，又要注重各防治分区

的关联性、连续性、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1、合理的竖向设计：通过对新建场地的地形分析，按照功能分区，对不同

的场地确定不同的平土标高，减少土方开挖总量。 

2、分区分块施工：根据土石方移动规划，划定各独立的组团分别作业区，

减少土石方运输，缩短地表扰动时间。 

3、保持边坡稳定：对不同地段、不同岩性、不同边坡形状和位置分别加以

考虑，放缓开挖边坡坡面角，坡比不大于 1:1，使整体边坡保持稳定，防止产生

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根据岩土的特性，合理设计填筑方案，确保填筑边坡的稳

定，避免滑坡的产生。 

4、 修建排水设施：在进行土地平整时，结合项目建设区内的永久性排水沟

建设临时性排水设施，满足排水的要求。 

5、耕植土保护措施：在项目建设区土地平整或建筑物基建前，先剥离表层

土，并对这部分表层土尤其是耕植土进行妥善单独堆存，为日后需绿化提供表土

土源。 

（2）批复方案的措施体系 

结合项目建设特点，水土流失严重区域主要为土石方开挖区、回填区、临时

堆土区等，批复方案方案水土流失防治本着从重点难点入手、有实际意义、可操

作性强的原则，提出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方案，将防治重点放在土石方开挖区、

回填区、临时堆土区。总体布局为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有机结合，点、线、面水

土流失综合防治，充分发挥工程措施的控制性和时效性，保证在短期内遏制或减

少水土流失，利用林草和土地整治措施保持土壤，涵养水源，保护新生地表。在

水士流失防治措施上，以工程措施为主导，在项目区内有规划的布置挡土墙、沉

沙池、截水沟、排水沟、天沟等措施，工程、生物措施有序进行，在表土临时堆

积区建立拦挡工程，使表土流失在“点”上，以集中拦蓄，在施工工作面上及两

侧结合工程建设修建挡土墙、护坡、排水沟和沉沙池等；在道路管线施工工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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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永久性、临时性防治措施，使水土流失在“线”上有效控制，通过对新生裸露

地表种植水土保持林草和园林绿化措施，形成“面"上防治措施有机结合，相互

作用，形成立体综合防治体系。 

1、做好各防治区预防保护措施及土石方平衡的合理调运利用，优化施工工

艺，尽量减少弃渣量。 

2、建筑物工程防治区：表土剥离及临时防护并终期用于绿化；布设临时排

水沟、沉沙池等。 

3、道路广场工程防治区：表土利离及临时防护并终期用于绿化；做好道路

施工过程中的临时拦挡、排水、沉沙、覆盖等防护措施，注意植被保护，改善和

恢复生态景观。 

4、绿化景观工程防治区：补充完善绿化植被措施、树种和草种及种植技术。 

 
图 2-1 批复方案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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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本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不存在重大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办

水保[2016]65 号），与本项目有关影响因素，主要是防治责任范围变化、

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变化、表土剥离量变化、植物措施总面积变化、水土保

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变化等。通过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监测报告

以及现场数据核实，本项目实施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变更内容未达到须进

行重大变更的约束条件，因此，未进行重大设计变更符合水土保持相关规

定。  

需变更情况对比详见下表。  

表 2-1  变更条件对比表 

需要变更方案的情况  本项目  备注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 
较方案设计减少 4.88% 无需重大变更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
以上 

较方案设计增加 2.19% 无需重大变更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  与方案一致  无需重大变更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 与方案一致  无需重大变更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

系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

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 
与方案基本一致  无需重大变更  

2.5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后续设计主要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景观绿化

施工图设计，其中水土保持初步设计纳入主体设计并同主体工程一起进行

审查、审批、招投标。主要完成的单位工程设计有防洪排导工程、降水蓄

渗工程、植被建设工程、土地整治工程等，主要完成的分部工程设计有排

水、降雨蓄渗、场地整治、覆盖、拦挡、排水、尘沙、压实与点片状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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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 

（1）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黄山市水利局印发的《关于<新安印象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的批复》（黄水保〔2017〕1 号），该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5.53hm2，

包括项目建设区 5.26hm2，直接影响区 0.27hm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见表 3-1。 

表 3-1   方案批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2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 hm2 备注 

项目建设区 

建筑物工程区 1.31 永久占地 
道路广场工程区 2.1 永久占地 
景观绿化工程区 1.85 永久占地 

小计 5.26  

直接影响区 

建筑物工程区 
0.27 

按项目区围墙周边外推

2m 计 
道路广场工程区 
景观绿化工程区 

小计 0.27  
合计 5.53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根据实地调查和地面监测结果，经主体工程征占地资料、竣工资料查阅复核，

本项目实际扰动土地面积总计 5.26hm2，均为永久占地。详见表 3-2。 

表 3-2 实际扰动占地面积表单位：hm2 

项目分区 合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耕地 备注 
建筑物工程区 1.31 1.31  1.31  
道路广场工程区 2.1 2.1  2.1  
景观绿化工程区 1.85 1.85  1.85  
直接影响区 0     

合计 5.26 5.26  5.26  

（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与分析 

方案设计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5.53hm2，实际扰动占地面积为 5.26hm2，

较方案设计减少 0.27hm2。新安印象项目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对比详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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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对比表     单位：hm2 

分区 方案批复 施工期 自然恢复期 

建筑物工程区 1.31 1.31 1.31 
道路广场工程区 2.1 2.1 2.1 
景观绿化工程区 1.85 1.85 1.85 
直接影响区 0.27 0 0 

合计 5.53 5.26 5.26 

从表 3-3 中可以看出，工程实际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相比，实际扰动面积较

方案设计减少 0.27hm2。主要是由于：因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控制在征地范围内，

在建设过程中项目区周边均进行了围挡，因此直接影响区未发生。 

3.2 弃渣场设置 

本工程基建期总挖方 8.35 万 m3，总填方 6.57 万 m3，弃方 1.78 万 m3，

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弃渣主要用于主体工程建设区平衡利用，多余的

弃土全部运给新安兰亭项目回填利用，故不需设置弃渣场。  

3.3 取土场设置 

本项目未设置任何取料（土、石）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4.1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情况 

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按照“三同时”制度进行。水土保持措施布设以全面的

观点来进行，做到先全局，后局部，先重点，后一般，不重不漏，轻重缓急，区

别对待，其总的指导思想为：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有机结合，点、线、面上水土

流失防治相辅，充分发挥工程措施控制性和时效性，保证在短时期内遏制或减少

水土流失，再利用土地整治和林草措施涵水保土，实现水土流失彻底防治。 

本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主要为项目建设区。在分区布设防护措施时，既要注

重各分区的水土流失特点以及相应的防治措施、防治重点和要求，又要注重各防

治分区的关联性、连续性、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本项目划分为 3 个防治分区，分别为建筑物工程防治区、道路广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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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防治区和绿化景观工程防治区，通过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

时措施有机结合，合理布局，形成完整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治体系，实现良

好的防治效果。  

1、建筑物工程防治区：表土进行剥离并终期用于绿化；堆土场四周

用彩钢板防护；布设临时排水沟、沉沙池；堆方进行防雨布覆盖。 

2、道路广场工程防治区：表土进行剥离并终期用于绿化；道路施工过

程中进行临时拦挡、排水、沉沙和管线开挖堆土的防护；布设永久性雨水管

道。  

3、景观绿化工程防治区：表土进行剥离并终期用于绿化；工程施工

结束后，对该区域进行土地整治与绿化覆土，并在绿化区域进行植物绿化。 

3.4.2 总体布局变化及合理性分析 

验收组对以上各防治区的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资料收集及现场调查，

调查表明：各防治分区按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实施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已

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试运行情况良好、布局基本合理，符合水土保持和工

程建设要求，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明显。  

项目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与批复的水保方案设计的水

土保持措施布局对比情况详见下表。  

表 3-4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与水保方案设计对照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变化原因 结论 
水保方案设计 实际布设 

建筑物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 

与原方案 
基本保持 
一致，无 
较大变化 

临时措施 

表土堆土区排水沟 表土堆土区排水沟 / 
彩钢板 彩钢板 / 

表土堆土区沉沙池 表土堆土区沉沙池 / 
临时土质沉沙池 临时土质沉沙池 / 
防雨布覆盖 防雨布覆盖 / 

道路广场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 
雨水管网 雨水管网 / 

临时措施 

路肩挡土坎 路肩挡土坎 / 
临时土质沉沙池 临时土质沉沙池 / 

边坡压实 边坡压实 / 
临时排水沟 临时排水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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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置临时覆盖（防

雨布） 
堆置临时覆盖（防

雨布） 
/ 

景观绿化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 
绿化覆土 绿化覆土 /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 景观绿化 / 

经审阅设计、施工档案及相关验收资料，并进行了实地调查，验收组认为本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符合水土保持设计体系框架，各项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植物措施得以贯彻落实。由于建设单位重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在试

运行期委托验收单位开展工作，对验收单位提出的意见充分重视，从而保证了批

复水保方案各项措施的落实， 确保了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及各项措施综合防治效果的显现。 

综上所述，本项目总体上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的要求实施了水土保

持措施，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合理。目前，项目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工程措施防护到位，迹地恢复植被总体良好，工程建设引起

的水土流失得到了较好的控制，未发生较严重的水土流失情况，生态环境得到良

好改善。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查阅相关监理、监测、施工等资料及进行现场核查，批复的水保方案设计的

水土保持设施实际建设中基本完成，实际实施进度基本与主体工程建设进度同步

分阶段实施。 

3.5.1 工程措施 

3.5.1.1 各防治分区水保工程措施布设位置及内容完成情况 

水保方案设计的各防治分区的工程措施分别有：建筑物工程防治区的工程措

施为表土剥离；道路广场工程防治区的工程措施为表土剥离、雨水管网（主体已

列）；景观绿化工程防治区的工程措施为表土剥离、土地整治（主体已列）及绿

化覆土（主体已列）。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以上工程措施均已实施且实施位置与

批复的水保方案中一致，无较大的变化。工程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的内容和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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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与水保方案设计的对照情况见下表。 

表 3-5 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布设位置及内容与水保方案设计对照表 

防治分区 
措施内容 措施设置的位置 

变化原因 
水保方案设计 实际布设 水保方案设计 实际布设 

建筑物工程防治区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占地范围内 占地范围内 实际完成

的水保措

施布设内

容及位置

与方案设 
计基本一

致，无大变

化 

道路广场工程防治区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占地范围内 占地范围内 

雨水管网 雨水管网 占地范围内 占地范围内 

景观绿化工程防治区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占地范围内 占地范围内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项目区裸露地表 项目区裸露地表 

绿化覆土 绿化覆土 绿化区域 绿化区域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工程实际完成的水保工程措施布设的内容及位置与水保

方案设计的基本一致，没有大的变化。 

3.5.1.2 各防治分区水保工程措施实施进度情况 

方案设计的计划工期为 2016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8 月完成施工。实际

的工期为 2016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10 月完成了项目区工程所有规划道路

硬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在施工期间完成，总体进度满足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要

求。具体的实施进度对照情况见下表。 

表 3-6 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施工 

防治分区 措施内容 
工程措施实施进度 

变化原因 
水保方案设计进度 实际实施进度 

建筑物工程防治区 表土剥离 2016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 

项目加快进

程，提前完

工 

道路广场工程防治区 
表土剥离 2016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 

雨水管网 2019 年 7 月 2018 年 5 月 

景观绿化工程防治区 

表土剥离 2016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 

土地整治 2019 年 6 月 2018 年 8 月 

绿化覆土 2019 年 5 月 2018 年 7 月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工程措施实际实施时间比方案计划进度提前 10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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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3 各防治分区水保工程措施完成工程量情况 

通过现场查勘及收集的水土保持监测、设计、施工、计量支付审计、竣工图

等资料分析，各防治分区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工程量分别为：建筑物

工程防治区工程施工前对该区域进行了表土剥离，共剥离表土 0.36 万 m3。道路

广场工程防治区工程施工前对该区域进行了表土剥离，共剥离表土 0.34 万 m3；

布设雨水管网 3030m。景观绿化工程防治区工程施工前对该区域进行了表土剥

离，共剥离表土 0.42 万 m3；在表土回铺后对占地区域进行了土地整治，表土回

覆 1.12 万 m3，土地整治面积 1.85hm2。项目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的工程量与方

案设计的对照情况见下表。 

表 3-7 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工程量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增减变化 

（+/-） 
变化 
原因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建筑物工程

防治区 
表土剥离 万 m3 0.36 0.36 0  

道路广场工

程防治区 
表土剥离 万 m3 0.34 0.34 0  
雨水管网 m 1139 3030 +1891 雨水管网改线 

景观绿化工

程防治区 

表土剥离 万 m3 0.42 0.42 0  
土地整治 hm2 1.85 1.85 0  
绿化覆土 万 m3 1.12 1.12 0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际实施量较方案设计未产生较大变化。由于施工

场地限制及原设计的雨水管网与项目区已有管线路径产生冲突，通过优化设计，

较原方案增加雨水管线 1891m。项目区道路广场工程防治区布设雨水篦子 52 个，

有效降低了项目区产生内涝的可能性，增加雨水管线，降低管线淤塞的可能性。 

3.5.2 植物措施 

3.5.2.1 各防治分区水保植物措施布设内容及位置 

根据查阅的工程施工过程资料、监测相关资料及结合现场情况，项目工程绿

化景观采用了乔、灌、草、草坪有机结合的多层次绿化方式。栽植的乔木有银杏、

桂花等，穴状整地规格为 1.70m×1.50m，栽植密度为 2000 株/hm2；栽植的灌木

有金叶女贞、栀子等，穴状整地规格为 0.40m×0.20m；栽植前对乔木及灌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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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木进行了修根、浸水、蘸泥浆等处理。同时在空地及林下撒播麦冬和苍蒲等草

种，撒播前种子进行了浸泡，利于生长，撒播前进行场地平整，清除碎石杂物，

近地面覆土，撒播密度为 50kg/hm2，植物绿化面积为 18500m2。 

工程实际完成的植物措施的内容和布设位置与水保方案设计的对照情况见

下表。 

表 3-8 实际完成的植物措施布设位置及内容与水保方案设计对照表 

防治分区 
措施项目 措施设计位置 变化原因 

方案设计 实际布设 方案设计 实际布设  

绿化景观工

程区 
植物绿化 植物绿化 

小区内部道

路两旁的绿

化地、紧挨住

宅的绿化地

和广场绿化

地 

小区内部道

路两旁的绿

化地、紧挨住

宅的绿化地

和广场绿化

地 

无较大变化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工程实际完成的水保植物措施布设的内容及位置与水保

方案设计的一致，符合相关规范。 

3.5.2.2 各防治分区水保植物措施实施进度情况 

方案设计的计划工期为 2016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8 月完成项目区所有

规划的道路硬化及景观绿化。实际的工期为 2016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10

月完成了项目区工程所有规划道路硬化。 

表 3-9 实际完成的植物措施实施进度与水保方案设计对照表 

防治分区 
措施内容 工程措施实施进度 

变化原因 
水保方案设计 水保方案设计进度 实际实施进度 

景观绿化工程防治区 植物绿化 2019 年 6-8 月 2018 年 8-10 月 
项目加快进程，提

前完工 

3.5.2.3 各防治分区水保植物措施完成工程量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根据方案报告书实施，各防治分区实施情况与设计

情况基本保持一致，工程开工后，建设单位对施工过程进行了有效控制，故在后

期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总体上基本未发生变化。实际完成的植物

措施工程量与水保方案设计对照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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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实际完成的植物措施工程量 

防治分区 措施内容 单位 
工程量 增减变化 

（+/-） 
变化原因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景观绿化工

程防治区 
植物绿化 m2 18500 18500 0  

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包括对各区域撒播草籽、栽植乔、灌木绿化等园

林式绿化方式，通过施工过程控制资料、竣工结算资料监理记录资料、影像资料

及现场调查，本工程已实施的各项植物措施满足水土保持防治要求，并有针对性

的在部分区域适当调整了植物措施，使其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达到了景观绿化的

效果；已实施的各项植物措施目前效果显著，有效的控制了水土流失的产生，水

土保持效果较为显著。 

3.5.3 临时措施 

3.5.3.1 各防治分区水保临时措施布设位置及内容完成情况 

根据查阅的工程施工过程资料、监理、监测相关资料，已实施的水土保持临

时措施主要有：建筑物工程防治区的临时措施为表土堆土区排水沟、彩钢板防护、

表土堆土区沉沙池、临时土质沉沙池及防雨布覆盖；道路广场工程防治区的临时

措施为路肩挡土坎、临时土质沉沙池、边坡压实、临时排水沟及防雨布覆盖。在

实际建设过程中，以上临时措施均已实施且实施位置与批复的水保方案中一致，

无较大的变化。 

工程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的内容和布设位置与水保方案设计的对照情况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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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  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布设位置及内容与水保方案设计对照表 

防治分区 
措施内容 措施设置的位置 

变化原因 
水保方案设计 实际布设 水保方案设计 实际布设 

建筑物工程防治区 

表土堆土区排水

沟 
表土堆土区排

水沟 
临时堆土场四周 临时堆土场四周 

基本无大

变化 

彩钢板 彩钢板 临时堆土场四周 临时堆土场四周 

表土堆土区沉沙

池 
表土堆土区沉

沙池 
排水沟出口 排水沟出口 

临时土质沉沙池 临时土质沉沙

池 
排水沟出口 排水沟出口 

防雨布覆盖 防雨布覆盖 临时堆土场 临时堆土场 

道路广场工程防治区 

路肩挡土坎 路肩挡土坎 路肩边缘 路肩边缘 

临时土质沉沙池 
临时土质沉沙

池 
排水沟出口 排水沟出口 

边坡压实 边坡压实 沿管线道路 沿管线道路 

临时排水沟 临时排水沟 路基边坡 路基边坡 

堆置临时覆盖

（防雨布） 
堆置临时覆盖

（防雨布） 
沿管线道路 沿管线道路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工程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布设的内容及位置与水保方案

设计的基本一致，能够有效地减少水土流失，起到了较好的水土保持作用。 

3.5.3.2 各防治分区水保临时措施实施进度情况 

方案设计的工程于 2016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8 月完成项目区所有规划

道路硬化及景观绿化。实际的建设工期为 2016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10 月

完成了项目区所有规划道路硬化及景观绿化。通过查阅工程施工过程资料、影像

资料、监理、监测相关资料，上述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于施工期间建成，施工完成

后拆除。 

具体的实施进度如下： 

（1）建筑物工程防治区：该区域于 2016 年 10 月修建了临时排水沟和临时

土质沉沙池，11 月在堆土场四周设置彩钢板，整个建设期间，对临时堆料进行

了防雨布临时遮盖。 

（2）道路广场工程防治区：该区域于 2017 年 11 月在沿填方路基边坡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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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临时排水沟和临时土质沉砂池。路基施工过程中，修建路肩挡土坎，进行边坡

压实。在整个建设期间，对堆土表土采取防雨布进行临时遮盖，对临时堆料进行

了防尘网临时遮盖。 

3.5.3.3 各防治分区水保临时措施完成工程量情况 

通过现场查勘及收集的水土保持监测、设计、施工、计量支付审计、竣工图

等资料分析，各防治分区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的工程量分别为：建筑物

工程防治区设置 3 处临时堆土场，堆土场四周建设表土堆土区排水沟 940m；设

置彩钢板防护 4350m2、表土沉沙池 8 座、临时土质沉沙池 20 座；堆土场表土进

行防雨布覆盖，共需 7700m2 防雨布。道路广场工程防治区工程建设路肩挡土坎

1100m、临时土质沉沙池 6 座、临时排水沟 250m，对开挖堆放土进行边坡压实

1641m2，防雨布遮盖 1950m。项目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的工程量与方案设计的

对照情况见下表。 

表 3-12 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工程量与水保方案设计对照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增减变化 

（+/-） 
变化 
原因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建筑物工程

防治区 

表土堆土区排

水沟 
m 960 940 -20 

根据实

际情

况，对

水土保

持措施

进行了

优化调

整 

彩钢板 m2 4440 4350 -90 
表土堆土区沉

沙池 
座 8 8 0 

临时土质沉沙

池 
座 20 20 0 

防雨布覆盖 m2 7824 7700 -124 

道路广场工

程防治区 

路肩挡土坎 m 1100 1100 0 
临时土质沉沙

池 
座 6 6 0 

边坡压实 m2 1402 1461 +59 
临时排水沟 m 235 250 +15 
堆置临时覆盖

（防雨布） 
m2 1835 1950 +115 

实际施工建设过程中表土堆土场临时措施工程量较方案设计有稍微减少，这

是由于在实际堆土过程中，施工单位严格控制施工质量，将临时堆土进行了紧密

堆存，进而减少了临时堆土场的占地面积，从而使得布设的临时措施的工程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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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减少。在实际施工中发现排水沟的有一侧路线较长，故在那条路线的排水沟长

度有所增加。虽然临时措施的实际工程量有增有减，但是都是利于水土保持的，

是满足水土流失防治的要求的。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1）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投资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估算总投资为 173.88 万元

（其中主体工程已列投资 100.60 万元），本方案新增投资 73.28 万元，包括：临

时措施 50.60 万元，独立费用 12.58 万元，基本预备费 3.79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

费 6.31 万元。 

工程水土保持投资估算表见表 3-13。 

表 3-13 投资估算表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

程费 

植物措施费 

设备费 独立费用 

主体工

程已列

投资 

合计 栽种 

植费 

苗木、种

子费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62.35 62.35 

（一）建筑物工程区        

（二）道路广场工程区        

（三）景观绿化工程区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38.25 38.25 

（一）绿化工程区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50.60      50.60 

（一）建筑物工程区 46.99      46.99 

（二）道路广场工程区 3.61      3.61 

一至三部分合计       151.20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12.58  12.58 

一、建设管理费     1.01  1.01 

二、水土保持监理费     1.28  1.28 

三、勘测设计费     1.79  1.79 

四、水土保持监测费     5.00  5.00 

五、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3.50  3.50 

一至四部分合计       63.18 

第五部分：基本预备费（6%）       3.79 

第六部分：水土保持补偿费       6.31 

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1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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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投资 

新安印象项目完成水保工程总投资为 219.12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投资 86.34 万元，植物措施 64.12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49.85 万元，独立费用 12.5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6.31 万元。具体完成投资情况见下表。 

表 3-14 水土保持措施实际完成投资表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

程费 

植物措施费 

设备费 独立费用 合计 栽种 

植费 

苗木、种

子费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86.34     86.34 

（一）建筑物工程区 1.2     1.2 

（二）道路广场工程区 60.93     60.93 

（三）景观绿化工程区 24.21     24.21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19.16 44.96   64.12 

（一）绿化工程区  19.16 44.96   64.12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49.85     49.85 

（一）建筑物工程区 46.08     46.08 

（二）道路广场工程区 3.77     3.77 

一至三部分合计 136.19 19.16 44.96   200.31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12.5 12.5 

一、建设管理费     1 1 

二、水土保持监理费     1.5 1.5 

三、勘测设计费     2 2 

四、水土保持监测费     5 5 

五、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3 3 

一至四部分合计 136.19 19.16 44.96  12.5 212.81 

第五部分：基本预备费      0 

第六部分：水土保持补偿费      6.31 

水土保持总投资      219.12 

（3）水土保持投资变化分析 

新安印象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219.12 万元，较水土保持方案

批复估算投资 173.88 万元增加 45.24 万元。 

新安印象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与实际完成投资对比详见表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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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方案设计与实际完成投资对比分析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方案设计投资（万

元） 
实际完成投资（万

元） 
投资增减情况（万

元） 
1 工程措施 62.35 86.34 +23.99 
2 植物措施 38.25 64.12 +25.87 
3 临时措施 50.60 49.85 -0.75 
4 独立费用 12.58 12.5 -0.08 
5 基本预备费 3.79 0 -3.79 
6 水土保持补偿费 6.31 6.31 0 

合计 173.88 219.12 +45.24 

注：+为增加投资，-为减少投资 

投资变化具体原因如下： 

1）工程措施投资增加的原因：一是主体后续设计根据工程建设实际施工情

况优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防治体系，优化雨水管网设计，增加雨水管网 1891m。 

2）植物措施投资增加的原因：工程实际按照建设单位对工程整体景观绿化 

的要求提高了要求，优化了绿化设计，植物的配置，优选了树种，选择观赏价值

较高的树种，导致造价提高。 

3）临时措施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在实际堆土过程中，施工单位严格控制施

工质量，将临时堆土进行了紧密堆存，进而减少了临时堆土场的占地面积，从而

减少彩钢板 90m2，减少防雨布覆盖 124 m2，减少表土堆土区排水沟 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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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4.1.1 机构设置 

工程实行“项目法人＋项目管理公司＋监理”的工程质量管理方式。按照工

程建设管理指导思想和职责的要求，安徽德艺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工程建设过

程中具体的工程控制和内外协调工作。设计单位在现场设立了设代组，实施双重

领导，负责解决工程建设过程中有关设计方面的问题，监理单位常驻工地实施全

过程的跟踪监理，具体负责工程质量、进度、投资等方面的工作，质量监督单位

常驻工地实施全过程的质量检验。 

4.1.2  建设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建设单位坚持工程建设高起点、高标准和严要求的管理目标，建立了水土保

持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建设单位制定的水土保持工程管

理制度较为完善，为工程建设的质量控制和监督在组织制度上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加强质量管理工作，建设单位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以制度来规范施工质量

管理，遵循企业相关的各项规章管理制度，从而使建设单位各部门、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在施工质量管理过程中有据可依。 

建设单位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管理的具体执行部门，各专业工程师对所分管

的工程质量负责。在水土保持设施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始终把工程质量放在首

要位置，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检查和监督，并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实行项目法人

制、招投标制、建设管理制和合同管理制。根据工程建设特点，要求水土保持工

程施工单位必须做到“三自检、三落实、三不放过”，严格按照设计施工；要求

监理单位必须始终以工程质量为核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实行全方位、全过程

的监理。 

4.1.3  监理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监理单位本着“精心组织、严格监理、热情服务、规范操作”的原则，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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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监理工作从主体工程中具有水保功能的措施和专项水土保持措施两方面开

展，切实履行“三控制、两管理、一协调”的职责，使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达到相

关规范、设计及合同要求。监理单位在建设单位的领导下，采取“垂直管理、部

门展开、统一策划、双向监督”直线职能式管理模式，采取“主动控制为主、被

动控制为辅”和“一岗双责”的工作方式，注重事前控制、强化事中控制、坚持

事后控制，使施工全过程水土流失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具体工作如下： 

（1）事前控制 

① 督促施工承包单位建立环保水保管理体系，配备环保水保管理人员。 

② 识别水土流失影响因子，对可能产生重大水土流失的施工项目，督促承

包单位施工编制预案措施。 

③ 审查施工方案中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不具体、缺

少可操作性的，令其完备。 

④ 督促施工承包单位对施工人员进行水土保持的宣传与培训，以规范施工

人员的作业行为和提高水保意识。 

（2）事中控制 

① 按照监理审批的水土保持措施，检查施工承包单位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

情况，对存在的问题督促其及时整改。 

② 利用水保监测资料，及时掌握施工水土流失动态以及变化趋势，对可能

造成水土流失影响的项目作出预警，及时督促承包单位采取补救措施。 

③ 监督检查水土保持工程实施状况，严格控制施工质量、进度及资金使用

效果。 

（3）事后控制 

① 水土流失事故处理。控制事态发展，及时通报相关单位，参与事故处理，

并督促施工承包单位提交事故分析与处理报告。 

② 及时处理公众投诉。当出现投诉时，快速处理投诉，及时解决因施工造

成的水土流失问题，防止问题进一步扩大。 

③ 参与或组织工程验收。督促施工承包单位提交工程水保实施情况的阶段

性报告，提交工程水保实施情况的完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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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组检查后认为：本工程建设管理、设计、监理、质监和施工等单位部门

均在水土保持工程施工中建立了各类质量保证体系，全过程、全方位地对工程质

量进行控制，包括对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质量检验，施工工艺、施工方案的

技术审查，以及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质量验收评定等，确保了水土保持工程施

工质量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4.1.4 质量监督单位管理体系 

建设单位全面负责工程水土保持管理工作，监督、协调、督促各施工单位依

照合同条款、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意见，组织开展和落实各项水

保措施的设计、施工及运行管理工作。 

水保监理依照合同条款及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政策要求，根据监理结

果，监督、审查各施工单位各项水保措施执行情况；及时发现、纠正违反合同水

保条款及水保要求的施工行为。 

各参建单位水土保持管理部门作为工程施工期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责任机

构和执行机构，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和招投标文件中规定的水土保持内容，具体实

施施工单位承担的水土保持任务。在工程施工期间，水保监理根据水土保持设计

要求，开展监理工作，在业主授权范围内，代业主进行工程水保管理。全面监督

和检查各施工单位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和效果，及时处理和解决临时出现的水土

流失问题。 

在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和建设单位的统一集中管控下，本工程水保管

理体系运作正常，严格按照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和设计要求，各项水保措施得到

了较好落实，全面实施并建成了必须的水保保设施，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明显，减

轻或缓减了项目建设带来的水土流失影响。 

4.1.5 施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各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单位严格按照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规范施工质量管理，

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工程中标后即组建各相关的水土保持工程项目经理部，制

定质量标准，成立质量管理办公室，明确质量管理责任人，设置专职质量管理人

员，实行“三检”制度，以项目经理为核心，实现项目经理负责制下的质量保证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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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为水土保持工程施工质量第一责任人，对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施工

质量全面负责，项目部设质量安全部，其负责人受项目经理的直接领导，具体负

责本项目的日常质量管理、监督、检查、验收工作。同时设三级质量检查人员负

责各道工序的质量检查，施工队中技术主管和施工员对水土保持工程施工中的每

道工序进行跟踪控制、检查，使项目形成一套完整的质量控制体系。坚持在工程

开工前召开技术交底会，使施工操作人员掌握作业要求和技术要点，责任到人。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及本项目监理总结报告，

结合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实际情况，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按“与主体工程的

项目划分相衔接，当主体工程对水土保持工程项目的划分不能满足水土保持工程

质量评定要求时以 SL336-2006 进行划分”的原则进行，通过将水土保持工程划

分为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后再逐级进行质量评定。 

工程项目划分结果如下： 

（1）单位工程划分 

按照《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中关于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评定项目划分表，本项目本项目划分 1 个单位工程。 

（2）分部工程划分 

根据工程建设区域所采取的不同措施类型，将组成单位工程的单个工程单位

划分为若干分部工程。本项目共划分 4 个分部工程。 

（3）单元工程划分 

将分部工程中可以单独独立施工完成的最小综合体，且可以进行质量考核的

基本单位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本项目共划分 193 个单元工程。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共划分成分为 1 个单位工程、4 个分部工程、193 个单

元工程。水土保持措施项目划分详见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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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水土保持措施项目划分表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单位 工程量 划分标准 取整 

防洪排导工程 排水 雨水管网 m 3030 100 31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土地整治 m2 18500 10000 2 

表土剥离 m2 52600 10000 6 

绿化覆土 m3 11200 1000 12 

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 防雨布覆盖 m2 9650 1000 10 

拦挡 
彩钢板 m2 4350 100 44 

路肩挡土坎 m 1100 100 11 
排水 土质排水沟 m 1190 100 12 
尘沙 土质沉沙池 座 34 1 34 
压实 边坡压实 m2 1461 100 15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绿化美化 m2 18500 1000 16 

合计 193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176-2007）、《水土保持

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及相关规程规范，施工单位按照工程合同完

成了合同约定的工程内容，各项工作符合工程有关规范的要求，施工中未发生过

质量事故。 

工程措施的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是在分部工程竣工验收意见的基础上，由业主

和监理单位组成评定小组，对工程的建设过程和运行情况进行考核，根据施工记

录、监理记录、工程外观、工程缺陷和管理清理等进行综合评定。参与质量评定

的各方，本着认真、公正、负责的原则，对工程建设中的各项水土保持工程给予

了公正的评定。 

植物措施的分部工程质量评定由建设单位直接验收，以成活率、保存率为主

要评定依据。根据本地区气候条件，植物成活率达 95%，保存率达 90%为优良；

植物成活率达 90%，保存率达 85%为合格。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

施各分部工程质量评定均达到合格标准。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结果见表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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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结果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质量等级 

防洪排导工程 排水 雨水管网 合格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土地整治 合格 

表土剥离 合格 

绿化覆土 合格 

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 防雨布覆盖 合格 

拦挡 
彩钢板 合格 

路肩挡土坎 合格 
排水 土质排水沟 合格 
尘沙 土质沉沙池 合格 
压实 边坡压实 合格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绿化美化 合格 

4.3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本项目未设置弃渣场，无需进行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4.4 总体质量评价 

安徽德艺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在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

系，设计、监理和施工等单位都建立了相应的质量保证体系，使得工程质量得到

了有效保证。 

工程实施的工程措施结构尺寸符合设计要求，外形整齐，经初步运行，效果

良好，工程措施质量合格；树（草）种选择比较合适，造林种草季节及技术措施

得当，管理措施落实，成活率和保存率高，对照质量标准，植物措施质量合格；

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自查初验联合验收小组对水土保持

工程质量的验收结论为合格，工程总体质量达到了设计要求。工程措施和植物措

施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

验收条件。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效果 

安徽群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34 
 

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公司已经制定了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运行

管理制度完善，岗位责任明确，能够保证主体及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主体

工程竣工至验收组进场，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能够满足防治水土流失、

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水土保持生态效益初显成效。 

5.2 水土保持效果 

1、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是指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扰动土地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

面积的百分比。扰动土地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挖损、占压、

堆弃用地，其面积均以投影面积计。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指对扰动土地采取各类

整治措施的面积，包括永久建筑物、硬化面积。 

%100
建设区扰动土地面积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扰动土地整治率（ ×=

 

项目建设区扰动土地面积 5.26hm2，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5.26hm2，其中建筑

物及道路硬化面积为 3.41 hm2，植物措施面积 1.85 hm2，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100%，

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 

扰动土地整治率=5.26/5.26×100%=100% 

各分区扰动土地整治率详见表 5-1。 

表 5-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

（hm2） 

扰动土地治理面积 
小计

（hm2） 

扰动土

地整治

率（%） 
植物措施

（hm2） 
工程措施 
（hm2） 

建筑物及道路

硬化（hm2） 
建筑物区 1.31 0 0 1.31 1.31 100 
道路广场区 2.1 0 （0.09） 2.1 2.1 100 
景观绿化区 1.85 1.85 0 0 1.85 100 
合计/平均 5.26 1.85 0 3.41 5.2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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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是指项目建设区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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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土流失区域采取水土保持措

施，并使土壤侵蚀量达到容许侵蚀量以下的面积，不包括周边地面硬化面积、永

久建筑物占用的面积。 

%100
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项目区扰动土地面积 5.26hm2。工程实际扰动土地范围除去建（构）筑物、

道路硬化及水域面积，实际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1.85hm2，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和植物措施治理面积为 1.85hm2，项目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100%，达到了水

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1.85/1.85×100%=100% 

各分区水土保持治理情况见表 5-2。 

表 5-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

（hm2） 

建筑物及

道路硬化

（hm2） 

水土流失

面积

（hm2）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 
工程措施 
（hm2） 

植物措施

（hm2） 
小计

（hm2） 
建筑物区 1.31 1.31 0 0 0 0 100 

道路广场区 2.1 2.1 0 （0.09） 0 （0.09） 100 
景观绿化区 1.85 0 1.85 0 1.85 1.85 100 
合计/平均 5.26 3.41 1.85 0 1.85 1.85 100 

3、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

失强度之比。 

壤侵蚀量建设区治理后的平均土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土壤流失控制比 =

 

按照《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于南方

红壤丘陵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项目区土壤侵蚀量随着水土保持措

施的实施和安全运行而减少，试运行期内项目区基本全为道路硬化面，水土流失

轻微，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49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2，达到 1.0 的

防治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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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拦渣率 

拦渣率指项目建设区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与工程弃土（石、

渣）总量的百分比。 

%100
量工程弃土（石、渣）总

土（石、渣）量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
）%拦渣率（ ×=  

根据施工过程控制资料、监理记录、影像资料及监测成果，工程施工过程中

实际临时堆放土石 2.1 万 m3（自然方，下同），在堆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临时拦挡、

遮盖等措施，起到了有效的防护作用，实际拦渣量为 2.06 万 m3，工程拦渣率

99.8%，达到 98%的防治目标。 

5、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的百分比。可恢复植被面积是指可以采取植物措施的面积。 

%100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林草类植被面积
）%林草植被恢复率（ ×=  

根据施工过程控制资料、监理记录、影像资料及监测成果，项目建设区可恢

复林草植被面积 1.85hm2，林草植被已恢复面积 1.84hm2，林草植被恢复率

99.46%，达到方案确定的 99%的防治目标。 

6、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指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 

%100
项目区建设面积

林草类植被面积
）%林草覆盖率（ ×=  

根据施工控制资料、监理记录、影像资料及监测成果，项目建设区面积

5.26hm2，项目建设区内林草植被面积 1.84hm2，林草覆盖率 34.98%，达到方案

确定的 27%的防治目标。 

综上，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批复水土保持方案的防治目标值，详

见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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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完成情况表 

序号 防治指标 方案目标值 实际达到值 达标情况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100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100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 1.02 达标 
4 拦渣率（%） 98 99.8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99.46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27 34.98 达标 

5.3 公众满意程度调查 

依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22490-2008)要求，

为全面了解工程施工期间和运行初期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水土流失状况以

及所产生的危害等，结合现场查勘，针对工程建设的运输车辆管理、植被建设、

土地恢复及对经济和环境影响等方面，向当地群众进行了细致认真的了解，共发

放公众调查表 30 份。目的在于了解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及水土保持设施对当地经

济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多数民众有怎样的反响，从而作为本次自验工作的

参考依据。 

在被调查者中，90%的人认为新安印象项目对当地经济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83％的人认为项目建设对当地环境有较好的影响，80%的人认为项目区林草植被

恢复情况较好，80%的人认为项目对运输车辆管理较好，90%的人认为项目对所

扰动的土地恢复利用较好。通过满意度调查，可以看出，安徽德艺文化投资有限

公司在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较好地注重了水土保持工作的组织与落实，未发生

水土流失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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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新安印象项目建设单位为安徽德艺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在工程建设期间，建

设单位及现场建管机构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公开招

标选择设计、监理、施工、设备供应单位；通过合同（协议）、授权或各种工程

建设管理办法明确各参建方的职责、工作程序及工作关系，加强内控制度，细化

实施方案，明确节点目标，定期合理调度，严格资金管理，有效地控制了工程质

量、安全、进度和工程投资。本项目全面实行了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和

工程监理制，并将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纳入了主体工程的建设管理体系

中。 

建设单位：安徽德艺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设计： 苏州苏大建筑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施工单位：合肥市义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监理单位：合肥工大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安徽德艺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安徽群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安徽群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6.2 规章制度 

为规范质量管理，保证工程质量，安徽德艺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制定工程达标

投产验收相关管理制度，规范工程达标投产验收程序，明确“有关水保等专项验

收均需按国家和行业以及公司的最新规定要求完成相关工作内容”才能通过达标

投产验收，投入正式运行。 

6.3 建设管理 

为了做好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公司将涉及水土保持措施

的施工材料采购及供应、施工单位招标程序纳入了主体工程管理程序中，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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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设计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工程施工单位采取招标选择，实行了“谁施工谁负

责质量，谁操作谁保证质量”为原则的质量保证体系。通过投标承担水土保持工

程施工的单位都是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具备一定技术、人才、经济实力的大中

型企业，自身的质量保证体系较完善。工程监理单位也是具有相当工程建设经验

和业绩，能独立承担监理业务的专业机构。 

按照《安全生产监督规定》建立健全安全施工保证体系和安全监督体系，制

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协调、解决本单位以及与相邻单位在施工中出现的

各类安全文明施工问题。在此基础上注重措施成果的检查验收工作，将价款支付

同竣工验收结合起来，保障了工程质量和植树林草的成活率和保存率。 

6.4 水土保持监测 

建设单位于2019年10月委托安徽群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持监测

工作。合同签订后，监测单位按照方案报告书中水土保持监测的目的和任务要求，

及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项目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分区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现

状进行了收集资料和实地勘查。由于项目监测委托滞后，施工过程中未同步开展

水土保持监测，监测单位采取了收集资料、历史遥感影像分析、实地调查、类比

同类工程等监测方法，对各区域水土流失、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及防治效益进行全

面监测和调查。安徽群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经分析整理相

关监测数据资料，于 2019 年 11 月编制完成《新安印象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报告中土壤侵蚀模数和六项指标计算及分析基本正确，监测时段内的监测

数据基本与实际情况相符，为本工程的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理与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提供了重要依据。 

6.5 水土保持监理 

本工程未开展水土保持专项监理，水土保持监理纳入主体监理中一并进行。 

监理准备工作：①监理人员详细分工，明确岗位职责，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

度，并组织监理人员熟悉图纸，学习技术规范，进行工地现场检查，熟悉施工环

境；②认真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开工申请单、开工报告、材料进

场检测等资料，为工程顺利施工奠定了良好基础。 

施工过程中，工程驻地监理组将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一并纳入到主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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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范围内，配备了专门的监理人员及设备。同时要求施工单位建立健全质量保

证体系，配备专职质检员，在施工过程中严格实行质量“三检制”，切实把质检

工作落实到实处。监理单位对原材料、施工工艺、工程质量、自检资料、工期等

实行全方位有效监控。在质量控制方面，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①严把原材料检

验关，对抽检不合格材料禁止进场；②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工程验收，对验收不合

格的工程及时责令返工处理；③对关键工序实行旁站监理，及时纠正施工中出现

的质量问题；④定期组织召开工地会议，进行阶段性总结，与施工单位共同探讨

质量、进度等问题，确保工程进展顺利。 

主体监理工作已经结束，工程资料按有关规定已整理、归档。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新安印象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积极接受并配合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

指导和监督，主动上报水土保持工作情况。本工程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工作基本

按黄山市水利局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主动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工程建设期间，黄山市水利局经常给建设单位宣贯水土保持新要求、新法规，

经常给建设单位解答水土保持工作中的疑惑，比如新要求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时间、缴纳标准、缴纳单位等。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本工程已足额缴纳水土保持措施补偿费 6.31 万元。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在建设期和验收后其管理维护工作将由建设单位负责

运营管理。建设单位设置了运行维护部，负责工程运行管理，制定了运行维护管

理制度，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运行管理制度完善，岗位责任明确，

能够保证主体及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从目前运行情况看，水土保持设施运

行正常，能够满足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的需要，水土保持生态效益初显成效。 

经现场验收勘查，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投入试运行以来，排水设施得到了有

效管护，运行正常；绿化植物已加强后期管护，确保了成活率，发挥了绿化美化

和保持水土的双重作用，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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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经现场检查和对相关档案资料的查阅，该工程实施了方案和主体设计确定的

边坡防护、土地整治、排水、植被建设等工程，有效防治了工程建设带来的水土

流失。 

新安印象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及布局能够有效防治水土流失，总体基本合

理。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其中扰动土地整治率

为 10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100%，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2，拦渣率为 

99.8%， 植被恢复率为 99.46%，林草覆盖率为 34.98%。 

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工程监理和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如数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基本完整；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

求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基本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运行基本正

常；水土保持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建设单位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各项措施，各项防治指标也达到要求，但是还

有部分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补充。 

为了使水土保持各项措施更好地发挥作用，建议建设单位下阶段运行管理过

程中应加强已完成水土保持措施的管护工作，确保排水系统、植物措施等水土保

持工程持续发挥效益。同时进一步强化管理，系统总结本工程水土保持实施的有

关经验、建设和管理模式，为今后的开发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做到建设项目和水土保持工作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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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附件 1：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附件 2：《黄山屯溪桑园安置区沿江地块项目备案表》（发改投字 2016 年第 3

号） 

附件 3：《黄山市城乡规划局关于桑园安置区沿江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批复》

（黄城规建 [2016] 7 号） 

附件 4：项目不动产权证书 

附件 5：《黄山市水利局关于<新安印象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的

批复》（黄水保 [2017] 1 号） 

附件 6：主体工程验收签证资料 

附件 7：重要水土保持工程验收照片 

附件 8：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收据 

附件 9：项目弃土说明 

附件 10：《黄山市民政局关于“新安印象”商住区命名的批复》（民基函 [2016] 

15 号） 

8.2 附图 

附图 1：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 

附图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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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2016 年 1 月，苏州苏合建筑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完成《黄山屯溪屯光桑

园安置区沿江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方案》。 

2016 年 2 月，黄山市屯溪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达“屯溪区发展改革委项

目备案表”（发改投字 2016 年第 3 号）。 

2016 年 2 月，黄山市城乡规划局下达了关于桑园安置区沿江地块项目规划

设计方案的批复（黄城规建 [2016] 7 号）。 

2016 年 10 月，完成了《新安印象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 

2017 年 1 月，黄山市水利局下达关于《新安印象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报批稿）》的批复（黄水保 [2017]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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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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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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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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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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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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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别墅区绿化（1）                         别墅区绿化（2） 

 

 

  

高层住宅绿化                      地上停车场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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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两旁绿化（1）                            道路两旁绿化（2） 

 

    

广场绿化                             低层住宅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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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1）                              排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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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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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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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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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建设前遥感影像图 

       

项目建设后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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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建筑物工程防治区 

景观绿化工程防治区 

道路广场工程防治区 

景观绿化 

雨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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