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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房屋和土地的综合性开发及经营，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发展国民

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可以加速市场经济的进程。本项目的开发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和青岛市发展规划，同时本项目建成后可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本项目的开发建设是必要的。

依山美郡项目位于青岛市市北区海伦路镇（街办）都昌路/街 1号。项目区

周边基础设施齐全，交通便捷。项目地理位置详见附图。

项目项目占地面积 1.28hm2，总建筑面积 41806.51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6888.24m2，地下建筑面积 14918.27m2，容积率 2.1，建筑密度 27.94%，绿地率

25.07%。项目主要建设 5栋住宅楼，地上 6-10层、地下局部两层，项目建设楼

宇 5幢，共 223户。

本项目扰动面积共计 1.28hm2，均为永久占地。项目组成中主体建筑区占地

0.36hm2，道路广场区占地 0.60hm2，景观绿化区占地 0.32hm2。项目占用的土地

类型城镇住宅用地。

根据主体工程投资，本项目总投资 7亿元，其中土建投资 5.6亿元。项目开

发建设所需资金来自企业自筹。

本项目于 2018 年 7 月进入施工准备期，2020 年 5 月竣工验收，总工期 23

个月。

本项目于 2017年 12月 29日取得了市北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企业投资

项目备案证明》（项目统一编码：2017-370203-70-03-000017）；2018年 2月 12

日，青岛市规划局出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 370200201812015），2018

年 7月 20日，青岛市规划局出具《建设工程规划变更审查意见书》（青规北变

审字[2018]41 号），对项目变更申请作出了批复，2020 年 1月 3 日，青岛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建设工程规划变更审查意见书》（青自然资规北变审字

[2020]1 号），对项目变更申请作出了批复；2018 年 7 月 13日，青岛市城乡建

设委员会出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70200201807130101），准予项

目施工；2018年 9月 19日，青岛市水利局出具《青岛市水利局关于依山美郡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青水许字[2018]61号），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予以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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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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青岛市北城

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青岛牧野勘察测绘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持监测

工作，编制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提供技术依据。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本工程总体布局，结合现场勘查情况，确定水土

流失监测分区，包括：主体建筑区、道路广场区、景观绿化区，本项目采用实地

调查与定位观测相结合的方法对各监测分区进行监测。

依山美郡项目目前工程已完成全部设计内容，主体工程已经竣工，水土保持

工作已经完成，我公司依照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监测合同和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等的要求，组织完成了工程现阶段的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并根据水土保持调查、监测结果，编制完成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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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美郡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依山美郡项目

建设规模
总建筑面积
41806.51m2

建设单位、联系人
青岛市北城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立志

建设地点
青岛市市北区海伦路镇（街办）都

昌路/街 1 号

所在流域 淮河流域

工程总投资 7亿元

工程总工期 2018年 7月~2020年 5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青岛牧野勘察测绘

设计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刘旭 13061323516

自然地理类型
山麓斜坡堆积～剥

蚀地貌
防治标准 一级防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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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状况监测实地调查、定点监测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实地调查、定点监测

3、水土保持情况监测 定期调查测量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实地调查、巡查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实地调查、巡查 水土流失背景值 250t/km2·a

方案设计的防治责任范围 1.39hm2 土壤容许流失量 200t/km2·a

水土保持投资 599.42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200t/km2·a

防治措施

（1）主体建筑区

临时措施：临时基坑排水沟 329m。

（2）道路广场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0.02hm2、铺设透水砖 1647m2、透水混凝土

982m2、蓄水池 2座；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493m、临时沉沙池 2座、洗车槽 1座、临

时覆盖 1000m2。

（3）景观绿化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0.32hm2；

植物措施：植物绿化 0.24hm2、下凹式绿地 0.08hm2。

临时措施：临时苫盖 0.32hm2、临时堆土防护 0.31hm2。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达到值 实际监测数量

水土流失治理

度(%) 97 99.4 水土流失治理达

标面积
1.27hm2 水土流失总面积 1.28hm2

土壤流失控制

比
1.0 1.01 每平方公里年平

均土壤流失量
198t/km2

·a 容许土壤流失量 200t/km2·a

渣土防护率(%) / 99 拦挡的永久弃

渣、临时堆土量
0.89万
m3

总永久弃渣、临

时堆土量
0.9万 m3

表土保护率(%) / / 保护表土数量值 / 可剥离表土数量 /

林草植被恢复

率(%) 99 100.0 林草植被类面积 0.32hm2 可恢复林草类植

被面积
0.32hm2

林草覆盖率(%) 27.0 25.0 植物措施面积 0.32hm2 总面积 1.28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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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治理达标

评价
各项评价指标全部符合方案设计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总体结论

各分区采取了适宜的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工程总体布局合理，效

果明显，有效降低了项目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的水土流失；项目施工

过程中采取了合理有效的防护措施，未产生严重的水土流失危害

主要建议

鉴于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受自然和人为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须定期对其变化情

况进行检查，对植被进行养护，保证保土蓄水效果，降低水土流失产生的危害。

建议建设单位做好植被防护工作，维护水保措施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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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依山美郡项目；

建设单位：青岛市北城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地点：青岛市市北区海伦路镇（街办）都昌路/街1号；

建设工期：本项目于 2018年 7月开工，2020年 5月完工，总工期 23个月。

方案批复：2018年 9月 19日，青岛市水利局出具《青岛市水利局关于依山

美郡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青水许字[2018]61号）。

工程占地：通过现场监测，本工程扰动面积共 1.28hm2，全部为永久占地。

占地类型为城镇住宅用地。

拆迁与移民安置：本项目不涉及房屋拆迁和移民安置问题，此外项目建设区

无原有供水、排水管网等市政设施及其他专项设施，不存在供水、排水设施改迁

等问题。

工程投资：本项目实际完成总投资 7亿元，土建投资 5.6亿元。

建设规模：项目占地面积 1.28hm2，总建筑面积 41806.51m2，其中地上建筑

面积 26888.24m2，地下建筑面积 14918.27m2，容积率 2.1，建筑密度 27.94%，绿

地率 25.07%。本项目共建设停车位 240个，其中地上停车位 15个。

1.2 项目区概况

1.2.1 地形地貌

市北区是青岛市主城区之一。西部濒临胶州湾，东部与崂山区为邻，北部与

李沧区接壤，南部与市南区相连。东西最大距离 11.5公里，南北最大距离 9.9公

里，海岸线长 17.83公里，总面积 65.40平方公里。丘陵是区内主要地貌类型，

分布面积广。地势起伏不平，东高西低。其中海拔 100～200米左右的丘陵分布

更为普遍，表现为起伏和缓的宽谷缓丘地形。低丘陵区内，由于第四纪残坡积及

坡洪积发育，在海拔 30～50 米处冲沟等微地貌较为发育（如洪山坡—浮山后一

带）。丘陵上部土质较差，系剥蚀性风化土，中下部是基岩或冲积土。

项目区场地地势起伏不大，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地势，建筑地基条件优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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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类型为山麓斜坡堆积～剥蚀地貌。

项目区内的北岭山原名东山，也有水清沟南山、水源地山之称。建国后，因

其位于四方区北岭，定名“北岭山”。由 12个起伏较大的山头组成，主峰海拔 116.4

米。可东望浮山，西视胶州湾，视野开阔。1942 年 10 月在山东部建成贮水池，

容量 3万立方米。后因漏水严重，日积月累，在沟壑中形成一水塘。1964～1966

年冬闲时，水清沟村青年组织成突击队开挖“青年林水库”。

1.2.2 地质条件

市北区内地层极不发育，仅零星分布第四系全新统山前组冲洪积层。该冲洪

积层分布在两个地区，一块分布于东北部浮山后埠西一带，大致呈南北方向展布

的椭圆状，面积约 0.75km2，其向东北延入崂山区的北村一带；另一块分布于区

内东北角，位于杨家群村以南，呈 NE 向展布的长条状，面积约 0.4km2。事实

上，这两块冲洪积平原在空间上是一个整体，只不过被市北区与崂山区的区界所

分隔。层序上，上部是黄色、灰黄色含砾混粒岩、砾石等，为全新世近代河床沉

积物；下部是全新世海相灰黄色细沙、中细沙、含砾中粗砂等；底部为黄色、棕

黄色含砾砂质粘土、粘土质砂、砂质粘土、粘土等，厚度变化从几米到十几米。

根据《山东省大地构造图》的划分，青岛地区所处大地构造单元相对稳定，

拟建场区基岩主要为中生代晚期区域性侵入花岗岩单花岗岩，穿插分布着后期侵

入的煌斑岩岩脉。局部岩体受构造作用挤压破碎形成挤压破碎带。该区地质构造

以风化裂隙和构造裂隙为主，未发现大的断裂构造及活动性断裂，亦无新构造运

动迹象。据《山东省大地构造图》及有关地质构造资料，场区及场区附近无活动

性断裂通过，拟建场地稳定。

1.2.3 气候气象

市北区属温带季风气候，区境空气湿润，雨热同季，气候宜人。受季风和海

洋的影响，四季变化十分明显。夏半年（4-9 月），东南季风从海上吹来，受海

洋环境的直接调节和影响，使青岛地区空气湿润、气温的日较差小、无高温酷暑，

具有明显的海洋性气候特点；冬半年（10 月至翌年 3 月），季风自欧亚大陆吹

来，青岛处在冷高压气团控制之下，气候干燥，温度偏低，充分表现出了大陆性

气候的特点。市北区年平均气温 13.0℃，最冷月出现在 1 月份，平均为-0.2℃，

最热月出现在 8 月份，平均为 25.3℃。全区平均降水量在 664.1 毫米左右，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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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主要集中在 6-8 月份，占全年降水量 61%，年内分配为 8月份最多，12月到

次年 2月份较少。

1.2.4 水文

海泊河是市北区唯一的河流，是浮山北麓一条注入胶州湾的间歇性河流。发

源于洪山、错埠岭一带，河流长度约 9 千米。河流流向变化：从源头到西吴家

村为北东向，而后转为北西向。

1.2.5 土壤植被

市北区内土壤有 3种类型，即棕壤性土、褐土性土和盐化土，以棕壤性土为

主。这 3类土壤在区内分布不同。棕壤性土主要分布于山地丘陵和山前缓坡地；

褐土性土主要分布于山地的剥蚀残丘上部；盐化土则分布于沿海地带。项目区土

壤类型主要为棕壤。市北区内有雪松、青柏、樱花、碧桃、紫薇、金银木、龙爪

槐等名贵花木达 200多种。木本植物种类贫乏，常见种有毛白杨、榆、刺槐、旱

柳、棉槐、楸、泡桐、加拿大杨及杂交类型等用材树种和经济树种。植被类型属

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林草覆盖率为 40%。项目原为工业用地，现状为硬化地面，

无植被覆盖。

1.2.6 水土流失现状

本项目位于青岛市市北区，项目区地形地貌为山麓斜坡堆积～剥蚀地貌，土

壤侵蚀类型为水力侵蚀，根据《青岛市水土保持规划》2005年的遥感普查结果，

并结合现场勘察，确定本项目沿线年平均侵蚀模数在 250t/km2.a。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该区域属于北方土石山区，项目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200t/km2·a。

1.3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概况

1.3.1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情况

2018年 7月，青岛市北城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青岛牧野勘察测绘设计

院有限公司编制《依山美郡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018年 8月，方案编制单位修改完成了《依山美郡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报批稿）；

2018年 9月，青岛市水利局出具《青岛市水利局关于依山美郡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的批复》（青水许字[2018]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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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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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东省水利厅发布的《山

东省水利厅关于发布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通告》，青岛市《关

于划分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通告》，项目区不属于国家级、

省级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治理区。

根据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项目地处城市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

设类项目北方土石山区一级防治标准。本项目执行的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及

目标值见表1-1。

表1-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一览表

序号 防治目标 指标值 目标值

1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98

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3 渣土防护率(%) / /

4 表土保护率(%) / /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100

6 林草覆盖率(%) 27.0 25

1.3.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39hm2，因拦挡等防

护措施到位，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28hm2。

依据主体工程布局、施工扰动特点、建设时序、地貌特征、自然属性、土壤

侵蚀强度、造成水土流失的特点等进行防治分区，方案将项目建设区分为主体建

筑区、道路广场区、景观绿化区 3个防治分区。

1.3.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及工程量如下：

（1）主体建筑区

临时措施：临时基坑排水沟 329m。

（2）道路广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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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0.02hm2、铺设透水砖 300m2、铺设植草砖 200m2、蓄

水池 2座；

植物措施：穴播植草 0.02hm2；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493m、临时沉沙池 2座、临时覆盖 1000m2。

（3）景观绿化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0.32hm2；

植物措施：植物绿化 0.32hm2；

临时措施：临时苫盖 0.32hm2、临时堆土防护 0.31hm2。

1.4 监测工作实施概况

1.4.1 监测工作的组织

受建设单位委托，我单位于 2018年 8月开始对依山美郡项目进行水土保持

现场监测及水土流失情况调查，同时，成立了依山美郡项目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组，

项目组成员包括 1名工程师及 3名技术人员。

1.4.2 监测目的

水土流失监测的目的是：一是要准确掌握项目工程建设过程中造成水土流失

的成因、数量、强度、影响范围及后果等；二是要及时掌握实施的各项水土保持

工程的运行情况，通过政府监督和工程监理等手段，及时控制水土流失。同时，

通过对水土保持设施效果的监测，分析水土流失的控制状况并建立技术档案，进

行分析研究，为更有效的防治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实施水土保

持监督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4.3 监测内容

1、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内容包括：

主体工程建设进度、工程建设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灾害隐患、水土流失

及造成的危害、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情况、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水土保持工程设计

以及水土保持管理等情况。

程建设进度、工程建设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灾害隐患、水土流失及造成

的危害、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情况、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水土保持工程设计以及水

土保持管理等情况。

2、水土保持监测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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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情况、弃土的堆弃、运输情况及安全要求落实情况，扰动

土地及植被占压情况，水土保持措施（含临时防护措施）实施状况，水土保持责

任制度落实情况等。

1.4.4 监测方法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及本项目特点，本项目主要

采用调查监测的方法。

调查监测包括普查、抽样调查、地块调查、访问调查和巡查等方法。监测内

容包括地形、地貌，占地面积，扰动地表面积，挖方量、填方量、弃渣量及堆放

形态，对项目及周边地区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防治措施数量和质量，林草

成活率、保存率、生长情况和覆盖率，工程措施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和运行情况。

施工期间，在区域内对绿化区采取测钎法，在尽可能少地扰动地表土壤的情

况下，不同坡度等坡面上设简易观测场，将直径 0.5~1.0cm，长 50~150cm的钢

钎按“品”字形间隔一定距离（视坡面面积而定）分上坡、中坡、下坡，左侧、居

中、右侧纵横各三排（共 9条）沿坡面垂直方向打入地下，钉帽与地面齐平，并

在顶帽上涂上红漆，编号登记上册，并在插钎上标记与土壤表层持平的位置，作

为原始高度点。降水发生后，通过观测地表土层降低的厚度，观测计算土壤水蚀

侵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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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监测时段和监测频次

1、监测时段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和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结合工程实际施工

情况，监测时段分为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施工期主要监测各分区的水土流失情

况，包括水土流失因子、水土保持设施、水土流失量、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临时

措施的治理效果等，自然恢复期主要监测林草措施的生长情况和防治效果。

2、监测频次

根据《关于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意见》（水保[2009]187

号）的规定：开发建设项目在整个建设期（含施工准备期）内必须全程开展监测；

水土保持措施建设情况等每 10天监测记录 1次；扰动地表面积、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拦挡效果每 1个月监测记录 1次；主体工程建设进度、水土流失影响因子、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生长情况每 3个月监测记录 1次。

1.4.6 监测点布设

本项目为建设类项目，根据主体工程建设内容、施工组织、各分部工程施工

工期、水土流失特点及土壤流失量预测，项目共设监测点 3个，各个分区各设 1

个。

水土保持监测方案见表 1-1。

表 1-1 本项目各分区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序

号
监测分区 监测方法

监测

点位
监测内容

1 主体建筑区 巡查法 全部
占地、扰动地表、损坏的水保设施面积；挖、

填、土石方量

2 道路广场区
巡查法、集

沙池法
沉砂池

泥沙量（含推移质及悬移质）、含沙量、径流

量等；占地、扰动地表、损坏的水保设施面积；

挖、填、土石方量、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的数量、

质量，水土保持防治效果

3 景观绿化区
巡查法、测

钎法

园林绿化

区域

占地、扰动地表、损坏的水保设施面积；挖、

填、土石方量、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的数量、质

量，水土保持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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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2.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2.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总面积 1.39hm2。

项目建设区是指开发建设单位的征地范围、租地范围和土地使用管辖范围，包括

项目主体工程区，这是直接造成损坏和扰动的区域，是治理的重点区域，本项目

建设区面积为 1.28hm2。

直接影响区是指项目建设区以外由于本项目的开发建设活动及其影响而造

成水土流失和危害的区域，以项目区周边环境防治区控制在项目区周边 2m范围

内，总面积约 0.11hm2。详见表 2-1。

表 2-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2

项目
项目建设区防治责任范围（hm2） 直接影响区 面积 合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小计

项目建设区

外 2m
0.11

1.39

主体建筑区 0.36 -- 0.36

道路广场区 0.6 -- 0.60

景观绿化区 0.32 -- 0.32

合计 1.28 0.00 1.28 0.11

2、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

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监测内容是防治责任范围监测，在施工过程中防治责任

范围面积是按照实际征地范围和实际的扰动占地计算的。根据该建设工程的施工

情况，结合立项文件、规划变更审查意见及施工资料，对各防治责任范围分区进

行实地调查量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28hm2，与方案设计相

比，减少了直接影响区面积。防治责任范围包含：主体建筑区 0.36hm2、道路广

场区 0.60hm2、景观绿化区 0.32hm2，全部为永久占地。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青岛牧野勘察测绘设计院有限公司 13

表 2-2 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2

项目
项目建设区防治责任范围（hm2）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小计

主体建筑区 0.36 0.36

道路广场区 0.60 0.6

景观绿化区 0.32 0.32

合计 1.28 0 1.28

3、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原因

防治责任范围主要体现在直接影响区的变化，变化原因主要为工程施工过程

中进行了拦挡，未对周边区域产生扰动；标准更新，取消直接影响区。扰动范围

变化见表 2-3。

表 2-3 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2

防治责任范围 工程分区
批复防治

范围

本次验收防治范

围
增减（+/-） 变化原因

项目建设区

主体建筑区 0.36 0.36 0.00

①标准更新，取

消直接影响区

②施工过程进行

了拦挡，未扰动

红线外区域

道路广场区 0.60 0.60 0.00

景观绿化区 0.32 0.32 0.00

合计 1.28 1.28 0.00

直接影响区 0.11 0.00 -0.11

合计 1.39 1.28 -0.11

2.1.2 建设期扰动地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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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扰动地表（各施工区域）和实施措施的地表（地表硬化及其构筑物和防

治措施等无危害扰动）三大类侵蚀单元。在整个项目初期，原地貌所占比例较高，

随着工程的进展，扰动地表的面积逐渐增大，原地貌所占比例逐渐减少，最终原

地貌完全被扰动地表取代，随后防治措施逐渐实施，实施措施的地表比例增多。

本项目于 2018年 7月开工，2020年 5月完工，总工期 23 个月，主体工程

建设比较集中，占压、扰动并破坏原地表，扰动土地总面积为 1.28hm2，各监测

分区施工扰动土地面积详见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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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扰动土地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序号 建设分区 扰动地表面积 备注

1 主体建筑区 0.36 主体建筑开挖回填

2 道路广场区 0.60 地下开挖、道路、管线施工

3 景观绿化区 0.32 地下开挖、植树种草

合计 1.28

2.2 取土（石）监测结果

本项目回填土为项目建设开挖土方，绿化覆土为外购土方，所需其他石砂料

均为外购，不涉及取土场。

2.3 弃土弃渣监测结果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27-2002）、《关于规范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意见》（水保[2009]187号）的水土保持监测要求，生产建

设项目产生的弃土弃渣是水土保持监测的重点对象。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本

工程挖方主要来源于基坑开挖、管线基槽、清淤、绿化开挖等，回填土方用于基

坑回填、管线基槽、绿化覆土等，施工过程中采取了密目防尘网覆盖等水土保持

措施。开挖土石方部分回填使用，种植土由外购获得，余方由青岛胜季丰建材有

限公司进行综合处置。

经调查监测，本项目土石方挖方总量为 8.00万 m3，填方总量为 1.95万 m3，

本项目余方 6.69万 m3，全部进行综合处理；借方为 0.64万 m3，全部为外购土。

监测结果见表 2-5。

表 2-5 弃土弃渣监测结果表 单位：万 m3

名称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方

主体建筑区 2.80 0.00 2.80

道路广场区 3.12 1.31 1.81

景观绿化区 2.08 0.64 0.64 2.08

合计 8.00 1.95 0.64 6.69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青岛牧野勘察测绘设计院有限公司 15

3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依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针对不同分区的监测内容和监测指标，采

用合理的监测方法对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防护措施进行定期调查和量测。

3.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3.1.1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措施

本项目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为：

（1）道路广场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0.02hm2、铺设透水砖 300m2、铺设植草砖 200m2、蓄

水池 2座；

（2）景观绿化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0.32hm2。

3.1.2 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采用调查监测的方法对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工程措施进行调查

监测，对水土保持方案中设计的工程措施进行重点监测，并通过实地量测等方法

进行现场监测。工程措施实施情况如下所述。

（1）道路广场区

土地整治 0.02hm2、铺设透水砖 1647m2、透水混凝土 982m2、蓄水池 2座;

（2）景观绿化区

土地整治 0.32hm2。

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见表 3-1。
表 3-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工程量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工程措施

（一） 道路广场区

1 土地整治 100m2 0.02
2 铺设透水砖 100m2 16.47
3 透水混凝土 100m2 9.82
4 蓄水池 座 2.00

（二） 景观绿化区

1 土地整治 hm2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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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设透水砖

透水混凝土

3.1.3工程措施变化原因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主体设计停车位采用透水砖铺装，导致项目嵌草砖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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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主体进行了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增加了透水砖面积，并补充了透水混凝土

的铺装。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及变化见表 3-2。
表 3-2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工程量变化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实施 变化

工程措施

（一） 道路广场区

1 土地整治 100m2 0.02 0.02 0

2 铺设透水砖 100m2 3.00 16.47 13.47

3 铺设植草砖 100m2 2.00 0.00 -2

4 透水混凝土 100m2 0.00 9.82 9.82

5 蓄水池 座 2.00 2.00 0

（二） 景观绿化区

1 土地整治 m2 0.32 0.32 0

3.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3.2.1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植物措施

（1）道路广场区

穴播植草 0.02hm2；

（2）景观绿化区

植物绿化 0.32hm2。

3.2.2 植物措施实施情况

根据实际调查，项目区植物措施实施情况如下：

（1）景观绿化区

植物绿化 0.24hm2、下凹式绿地 0.08hm2。

本项目在绿化区进行了景观绿化，部分区域设计了下凹式绿地，其中低于地

坪 10cm绿地面积为 0.06hm2，低于地坪 15cm的绿地面积为 0.02hm2，绿化区域

采用了造型植物等乔灌草相结合的绿化方式，植被品种丰富。

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表 3-3-1。植被苗木

情况详见表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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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工程量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植物措施

（一） 景观绿化区

1 植物绿化措施 hm2 0.24

2 下凹式绿地（10cm） hm2 0.06

3 下凹式绿地（15cm） hm2 0.02

植物绿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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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凹式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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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苗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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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植物措施变化原因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因停车位未采用植草砖铺装，导致穴播植草面积为 0；

项目绿化区总绿化面积未发生变化，但项目整体规划新增下凹式绿地，部分区域

下凹 10cm，部分区域下凹 15cm，面积较方案增加。

表 3-4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工程量变化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实施 变化

植物措施

（二） 道路广场区

1 穴播植草 hm2 0.02 0.00 -0.02

（三） 景观绿化区

1 植物绿化措施 hm2 0.32 0.24 -0.08

2 下凹式绿地（10cm） hm2 0.00 0.06 0.06

3 下凹式绿地（15cm） hm2 0.00 0.03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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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水土保持临时防治措施

3.3.1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临时措施

方案设计临时措施为：

（1）主体建筑区

临时基坑排水沟 329m。

（2）道路广场区

临时排水沟 493m、临时沉沙池 2座、临时覆盖 1000m2。

（3）景观绿化区

临时苫盖 0.32hm2、临时堆土防护 0.31hm2。

3.3.2 临时措施实施情况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道路铺设、主体施工、临时堆土及建筑材料堆放占压、

施工车辆碾压等人为活动对地表产生扰动，在降雨、大风等气象条件下易产生水

土流失。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及时采取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有效抑制了项目区

的水土流失，实施进度与主体工程同步。各建设分区临时措施实施情况如下。

（1）主体建筑区

临时基坑排水沟 329m。

（2）道路广场区

临时排水沟 493m、临时沉沙池 2座、洗车槽 1座、临时覆盖 1000m2。

（3）景观绿化区

临时苫盖 0.32hm2、临时堆土防护 0.31hm2。

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实施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工程量详见表 3-5。

表 3-5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工程量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临时措施

（一） 主体建筑区

1 临时基坑排水沟 m 329

（二） 道路广场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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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2 临时沉砂池 座 2.00

3 临时覆盖措施 100m2 10.00

4 洗车槽 个 1.00

（三） 景观绿化区

1 临时苫盖措施 100m2 32.00

2 临时堆土防护 100m2 31.00

洗车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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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排水沟

临时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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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临时措施变化原因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意识加强，主体增加了洗车槽，位于场区出入

口处。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及变化见表 3-6。
表 3-6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工程量变化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实施 变化

临时措施

（一） 主体建筑区

1 临时基坑排水沟 m 329.00 329.00 0.00

（二） 道路广场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93.00 493.00 0.00

2 临时沉砂池 座 2.00 2.00 0.00

3 临时覆盖措施 100m2 10.00 10.00 0.00

4 洗车槽 个 0.00 1.00 1.00

（三） 景观绿化区

1 临时苫盖措施 100m2 32.00 32.00 0.00

2 临时堆土防护 100m2 31.00 3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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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壤流失量分析

4.1 侵蚀强度监测

4.1.1 水土流失影响因子监测结果

（1）降雨量变化

项目区采用青岛市气象局提供的雨量资料，施工期内平均月降雨量见表 4-1。

表 4-1 工程区降雨量情况表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均降水

总量（mm）
11 13 20 36 54 82 165 163 84 44 29 12

图 4-1 工程区月降雨量图

从平均月降雨量图表中可以看出，监测期内降雨量年分配极不平衡，7月和

8月为降雨高峰期，是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时段。

（2）地形地貌和植被的变化情况

本工程依据现状地面标高进行施工，地形地貌基本未发生变化。施工前项目

主要为城市建设空地，施工后按项目分区绿化设计进行植被建设。

4.1.2 土壤侵蚀模数确定

根据本项目水土流失特点，水土流失监测以水力侵蚀为主，首先确定工程建

设过程中的土壤侵蚀单元，即原地貌侵蚀单元、扰动地表侵蚀单元以及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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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后侵蚀单元。施工过程中，针对本项目各防治分区水土流失特点布设了水土

保持防治措施。施工期某时段的土壤流失量即等于该时段防治责任范围内各基本

侵蚀单元的面积与对应侵蚀模数乘积的总和。项目区水土保持监测的重点是施工

期因项目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根据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确定不同侵蚀单元

的侵蚀模数。

（1）原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项目区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根据青岛市水土流失分区划分，并结合地表植

被和覆盖情况，确定项目区各区域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 250t/（km2·a）。

（2）施工期扰动地表土壤侵蚀模数

施工期，项目建设扰动了原地貌植被，破坏了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降低了原

地表水土保持功能，在水力、风力等自然因素作用下，造成人为加速侵蚀，土壤

侵蚀模数增大。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各监测分区土壤侵蚀模数详见表 4-2。

表 4-2 施工期扰动地表侵蚀模数统计表

序号 侵蚀单元 面积（hm2） 存续时间（a） 侵蚀模数（t/km2·a）

1 主体建筑区 0.36 2.0 1200

2 道路广场区 0.60 2.0 1800

3 景观绿化区 0.32 2.0 2000

（3）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模数

截止到 2020年 5月，水土保持工程已完工，植物措施布设完成，项目区进

入自然恢复期，现阶段进入自然恢复期的监测。自然恢复期内，除绿化区外其他

各监测分区地表均被硬化，可蚀性面积大大减少，土壤侵蚀强度明显降低。自然

恢复期各监测分区土壤侵蚀模数见表 4-3。

表 4-3 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模数统计表

序号 侵蚀单元 面积（hm2） 监测时间（a） 侵蚀模数（t/km2·a）

1 景观绿化区 0.32 0.25 600

4.1.3 防治措施实施后侵蚀模数

工程建设过程及施工结束后均采取了水土保持防护措施，措施主要有洗车

槽、园林绿化、透水砖铺装等，有效减轻了各分区土壤侵蚀强度。各分区实施相

应的水土保持措施后平均侵蚀模数见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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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防治措施实施后土壤侵蚀模数统计表

序号 侵蚀单元 面积（hm2） 侵蚀模数（t/km2·a）

1 主体建筑区 0.36 40

2 道路广场区 0.60 80

3 景观绿化区 0.32 600

4.2 土壤流失量监测结果分析

4.2.1 各地表扰动分区土壤侵蚀量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对各地表扰动分区发生的水土流失状况进行了调查监

测，根据扰动面积及不同阶段的土壤侵蚀模数进行估算，由此得本工程水土流失

量为 43.52t，详见表 4-5。

表 4-5 各地表扰动类型土壤侵蚀量一览表 单位：t

调查/监测单元
施工期 自然恢复期

合计
2018-2020 2020

主体建筑区 8.64 0 8.64

道路广场区 21.60 0 21.60

景观绿化区 12.80 0.48 13.28

小计 43.04 0.48 43.52

4.2.2 各地表扰动分区土壤流失量分析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分区扰动土地类型主要为地面清理、道路铺装、施工占

压等，由表 4-5可知，工程共产生水土流失 43.52t，临时堆土区土壤流失量较大。

各扰动土地类型土壤流失量计算结果表明：不同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因其工

程建设功能的不同，在工程建设期产生的土壤流失量也不同。施工占地面积愈大，

扰动强度愈强，扰动时间愈长，相应产生的土壤流失量愈大。故针对不同的防治

分区和扰动土地类型，选择适当的防治措施可以有效地防治水土流失。

4.3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施工建设过程中，开挖的土石方及临时堆土若不及时加以妥善处置，会产生

一定的水土流失，对项目区及周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

经水土保持监测，本项目余方合法运出，未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事件。本项

目临时堆土采用防尘网覆盖，堆土回填后进行了绿化恢复，未造成大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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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景观绿化区进行植物布设，降低了自然恢复期的水土流失，未造成较大的

水土流失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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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目前，本项目已完工，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已经实施完成，临时措

施已全部拆除。根据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情况，计算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并对项目

区实施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效果进行分析，评价水土流失防治状况。

5.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

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经计算，方案措施实施后，本项目水土流失面积为

1.28hm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为 1.27hm2，本项目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4%。

详见表 5-1。

表 5-1 各防治分区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
水土流失

面积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水土流失

治理度（%）建筑物及硬

化面积
工程措施

植物措

施
合计

主体建筑区 0.36 0.36 0.36 0.36 100.0%

道路广场区 0.60 0.60 0.33 0.26 0.59 98.8%

景观绿化区 0.32 0.32 0.32 0.32 100.0%

合计 1.28 1.28 0.69 0.26 0.32 1.27 99.4%

5.2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每

平方公里的平均土壤流失量之比。

本项目容许土壤侵蚀模数为 200t/（km2·a），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显示，

治理后项目区平均土壤流失模数为 198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1。项

目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工程建设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5.3 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

临时堆土数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永久弃渣、临时堆土数量包

括项目生产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弃土、弃石、弃渣的数量，也包括临时弃土、

弃石、弃渣的数量。

本工程余方均进行了综合利用，无永久性弃土，临时堆土总量0.90万m3。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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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对弃土及临时堆土采取了水土保持拦护措施，防护堆土总量为0.89万m3，有

效减少了水土流失。经计算，渣土防护率为99%。

5.4 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保护表土的数量占可剥离表土

总量的百分比。

本工程无可剥离表土，施工前未进行表土剥离，表土保护率为不予计算。

5.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

被面积的百分比。根据监测数据，项目区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为 0.32hm2，林草

类植被面积为 0.32hm2，本项目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100%，详见表 5-2。

表 5-2 各防治分区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 可绿化面积 植物措施面积 林草植被恢复率（%）

主体建筑区 0.36

道路广场区 0.60

景观绿化区 0.32 0.32 0.32 100.0%

合计 1.28 0.32 0.32 100.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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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项目区

总占地面积为 1.28hm2，植物措施面积为 0.32hm2，林草覆盖率为 25%。详见表

5-3。

表 5-3 各防治分区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 植物措施面积 林草覆盖率（%）

主体建筑区 0.36

道路广场区 0.60

景观绿化区 0.32 0.32 100.00%

合计 1.28 0.32 25.0%

达标情况：综上可知，项目建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水土保持措施，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4%，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1，渣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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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率为 99%，表土保护率为/，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100%，林草覆盖率 25％。六

项防治指标均达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确定

的防治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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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6.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本项目水土流失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建设期共产生土壤流失量为 43.52t。

工程建设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水土流失总量的减少证实了采取水土流失防治措

施的必要性。

经计算，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4%，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1，渣

土防护率为 99%，表土保护率为/，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100%，林草覆盖率 25%，

除林草覆盖率外各项指标均达到了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各指标比较详见表 6-1。

表 6-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达标情况 单位：hm2

防治指标 方案设计目标值 实际值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99.4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1

渣土防护率(%) / 99

表土保护率(%) /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100.0

林草覆盖率(%) 27.0 25.0

在主体工程施工过程中，项目建设区土壤流失量有所增加，在水土保持措施

实施后，项目建设区产生的土壤流失量明显减少，扰动地表得到有效整治和防护，

水土流失得到进一步治理。

6.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本项目的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工程建设期，施工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临时措

施有效降低了项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不利影响，减少了项目区新增水土流失，

采取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有效治理了水土流失，同时改善了项目区生态环境。

（1）工程措施

本项目采取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为透水砖铺装、透水混凝土等，可有效促进

雨水下渗，减少地表径流的产生。项目设计了蓄水池 2座，可有效集蓄项目雨水，

实现雨水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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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措施

本工程采取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要为植物绿化、下凹式绿地，通过植物措

施的实施，有效的提高了项目区的绿地率及绿化等级，在美化环境、涵养水源的

同时对防治水土流失起到了积极作用；下凹式绿地可有效提高绿地集蓄雨水能

力。

（3）临时措施

本工程的临时措施主要是洗车槽、防尘网覆盖、临时排水沟等，临时措施与

主体工程同时施工，对防治施工期的水土流失起到重要作用。

6.3 存在问题及建议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结合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情况，目前各项水土保持

措施正常运行，对该项目后续的水土保持工作提出建议如下：

建设单位后期应加强对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的管理养护，确保各项水土保持

措施稳定运行，持续发挥水土保持效益。

建设单位后期可逐步增加绿化面积，提高绿地率。

6.4 综合结论

本工程针对主体工程特点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合理有效，按照水土保持方案

中设计的各类措施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各项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达到规

定要求，有效改善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减少项目区水土流失，满足水土保

持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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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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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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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2018年 7月 13日至 2018年 9月 30日

项目名称 依山美郡项目

建设单

位联系

人及电

话

董立志
1561000013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18年 10月 9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2018年 10月 9日填表人

及电话
刘旭

13061323516

主体工程进度 场地整理，基坑开挖阶段，开挖土方量 7.1万 m3

指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地

表面积

（hm2）

合计 1.28 1.28 1.28
主体建筑区 0.36 0.36 0.36
道路广场区 0.60 0.60 0.60
绿化工程区 0.32 0.32 0.32

弃土

（石、

渣）量

（万 m3）

合计量/弃渣场总数 6.69/0 5.79/0 5.79/0
弃渣场 1 / / /
弃渣场 2 / / /

渣土防护率% / / /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座/处）

水土保

持项目

进度

工程措施

合计（处，万 m3）

透水砖铺装（100m2） 16.47 / /
透水混凝土（100m2） 9.82 / /
土地整治（hm2） 0.34 / /
蓄水池（座） 2 / /

植物措施

合计（处，hm2）

植物绿化措施（hm2） 0.24 / /
下凹式绿地（hm2） 0.08 / /

临时措施

合计（处）

临时基坑排水沟（m） 329 220 220
临时排水沟（m） 493 190 190
沉砂池（个） 2 2 2
洗车槽（座） 1 1 1

临时覆盖（100m2） 42 12 12
临时堆土防护（100m2） 31 26 26

水土流

失影响

因子

降水量(mm) — 310.4 310.4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 46 —

最大风速(m/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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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流失量（kg） — 21124 21124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存在问题与建议 弃土运输过程应加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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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名称 依山美郡项目

建设单位联

系人及电话
董立志

1561000013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19 年 1 月 3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2019 年 1 月 3 日
填表人及电

话
刘旭

13061323516

主体工程进度 基坑、基础开挖，土方量 0.9 万m3；主体建筑建设

指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地表面

积（hm2）

合计 1.28 0 1.28
主体建筑区 0.36 0 0.36
道路广场区 0.60 0 0.60
绿化工程区 0.32 0 0.32

弃土（石、

渣）量（万

m3）

合计量/弃渣场总数 6.69/0 0.9/0 6.69/0
弃渣场 1 / / /
弃渣场 2 / / /

渣土防护率% / / /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座/处）

水土保持项

目进度

工程措施

合计（处，万m3）

透水砖铺装（100m2） 16.47 / /

透水混凝土（100m2） 9.82 / /

土地整治（hm2） 0.34 / /
蓄水池（座） 2 / /

植物措施

合计（处，hm2）

植物绿化措施（hm2） 0.24 / /
下凹式绿地（hm2） 0.08 / /

临时措施

合计（处）

临时基坑排水沟（m） 329 109 329
临时排水沟（m） 493 303 493
沉砂池（个） 2 0 2
洗车槽（座） 1 0 1

临时覆盖（100m2） 42 10 22

临时堆土防护（100m2） 31 5 31

水土流失影

响因子

降水量(mm) — 43.2 353.6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 17.9 —

最大风速(m/s) — —

土壤流失量（kg） — 11010 32134
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无

存在问题与建议
临时堆土加强防护、弃土运输过程应加强防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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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3月 31日
项目名称 依山美郡项目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

电话

董立志
1561000013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19年 4月 2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2019年 4月 2日填表人及

电话
刘旭

13061323516

主体工程进度 主体楼座建筑建设

指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地表

面积（hm2）

合计 1.28 0 1.28
主体建筑区 0.36 0 0.36
道路广场区 0.60 0 0.60
绿化工程区 0.32 0 0.32

弃土（石、

渣）量（万

m3）

合计量/弃渣场总数 6.69/0 0/0 6.69/0
弃渣场 1 / / /
弃渣场 2 / / /

渣土防护率% / / /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座/处）

水土保持

项目进度

工程措施

合计（处，万 m3）

透水砖铺装（100m2） 16.47 / /
透水混凝土（100m2） 9.82 / /

土地整治（hm2） 0.34 / /
蓄水池（座） 2 / /

植物措施

合计（处，hm2）

植物绿化措施（hm2） 0.24 / /
下凹式绿地（hm2） 0.08 / /

临时措施

合计（处）

临时基坑排水沟（m） 329 0 329
临时排水沟（m） 493 0 493
沉砂池（个） 2 0 2
洗车槽（座） 1 0 1

临时覆盖（100m2） 42 13 35

临时堆土防护（100m2） 31 0 31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水量(mm) — 49.3 402.9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 18.1 —

最大风速(m/s) — —
土壤流失量（kg） — 733 32867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存在问题与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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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2019年 4月 1日至 2019年 6月 30日
项目名称 依山美郡项目

建设单位联

系人及电话
董立志

1561000013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19年 7月 5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2019年 7月 5日
填表人及电

话
刘旭

13061323516

主体工程进度 主体楼座建筑建设

指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地表面

积（hm2）

合计 1.28 0 1.28
主体建筑区 0.36 0 0.36
道路广场区 0.60 0 0.60
绿化工程区 0.32 0 0.32

弃土（石、

渣）量（万

m3）

合计量/弃渣场总数 6.69/0 0/0 6.69/0
弃渣场 1 / / /
弃渣场 2 / / /

渣土防护率% / / /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座/处）

水土保持项

目进度

工程措施

合计（处，万 m3）

透水砖铺装（100m2） 16.47 / /
透水混凝土（100m2） 9.82 / /

土地整治（hm2） 0.34 / /
蓄水池（座） 2 / /

植物措施

合计（处，hm2）

植物绿化措施（hm2） 0.24 / /
下凹式绿地（hm2） 0.08 / /

临时措施

合计（处）

临时基坑排水沟（m） 329 0 329
临时排水沟（m） 493 0 493
沉砂池（个） 2 0 2
洗车槽（座） 1 0 1

临时覆盖（100m2） 42 7 42
临时堆土防护（100m2） 31 0 31

水土流失影

响因子

降水量(mm) — 234.1 637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 37 —

最大风速(m/s) — —
土壤流失量（kg） — 601 33468

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无

存在问题与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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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2019年 7月 1日至 2019年 9月 30日
项目名称 依山美郡项目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

电话

董立志
1561000013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19年 10月 9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2019年 10月 9日填表人及

电话
刘旭

13061323516

主体工程进度 主体施工过程中，基坑回填，回填土方计 0.6万 m
3

指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地表

面积

（hm2）

合计 1.28 0 1.28
主体建筑区 0.36 0 0.36
道路广场区 0.60 0 0.60
绿化工程区 0.32 0 0.32

弃土（石、

渣）量（万

m3）

合计量/弃渣场总数 6.69/0 0/0 6.69/0
弃渣场 1 / / /
弃渣场 2 / / /

渣土防护率% / / /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座/处）

水土保持

项目进度

工程措施

合计（处，万 m3）

透水砖铺装（100m2） 16.47 / /
透水混凝土（100m2） 9.82 / /

土地整治（hm2） 0.34 / /
蓄水池（座） 2 / /

植物措施

合计（处，hm2）

植物绿化措施（hm2） 0.24 / /
下凹式绿地（hm2） 0.08 / /

临时措施

合计（处）

临时基坑排水沟（m） 329 0 329
临时排水沟（m） 493 0 493
沉砂池（个） 2 0 2
洗车槽（座） 1 0 1

临时覆盖（100m2） 42 0 42
临时堆土防护（100m2） 31 0 31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水量(mm) — 301.1 938.1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 54.3 —

最大风速(m/s) — —

土壤流失量（kg） — 456 33924

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无

存在问题与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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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名称 依山美郡项目

建设单位联

系人及电话
董立志

1561000013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0 年 1 月 4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2020 年 1 月 4 日
填表人及电

话
刘旭

13061323516

主体工程进度 主体封顶，路面回填，回填土方计 1.35万 m3

指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地表面

积（hm2）

合计 1.28 0 1.28
主体建筑区 0.36 0 0.36
道路广场区 0.60 0 0.60
绿化工程区 0.32 0 0.32

弃土（石、

渣）量（万

m3）

合计量/弃渣场总数 6.69/0 0/0 6.69/0
弃渣场 1 / / /
弃渣场 2 / / /

渣土防护率% / / /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座/处）

水土保持项

目进度

工程措施

合计（处，万m3）

透水砖铺装（100m2） 16.47 / /
透水混凝土（100m2） 9.82 / /

土地整治（hm2） 0.34 / /
蓄水池（座） 2 / /

植物措施

合计（处，hm2）

植物绿化措施（hm2） 0.24 / /
下凹式绿地（hm2） 0.08 / /

临时措施

合计（处）

临时基坑排水沟（m） 329 0 329
临时排水沟（m） 493 0 493
沉砂池（个） 2 0 2
洗车槽（座） 1 0 1

临时覆盖（100m2） 42 0 42
临时堆土防护（100m2） 31 0 31

水土流失影

响因子

降水量(mm) — 63 1001.1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 14.3 —

最大风速(m/s) — —
土壤流失量（kg） — 4960 38884

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无

存在问题与建议 建议裸露面防护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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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
项目名称 依山美郡项目

建设单

位联系

人及电

话

董立志
1561000013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0年 4月 3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2020年 4月 3日填表人

及电话
刘旭

13061323516

主体工程进度 外墙装饰，道路铺装，景观施工

指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地

表面积

（hm2）

合计 1.28 0 1.28
主体建筑区 0.36 0 0.36
道路广场区 0.60 0 0.60
绿化工程区 0.32 0 0.32

弃土

（石、

渣）量

（万 m3）

合计量/弃渣场总数 6.69/0 0/0 6.69/0
弃渣场 1 / / /
弃渣场 2 / / /

渣土防护率% / / /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座/处）

水土保

持项目

进度

工程措施

合计（处，万 m3）

透水砖铺装（100m2） 16.47 2.36 2.36
透水混凝土（100m2） 9.82 2.23 2.23

土地整治（hm2） 0.34 0.34 0.34
蓄水池（座） 2 2 2

植物措施

合计（处，hm2）

植物绿化措施（hm2） 0.24 0.08 0.08
下凹式绿地（hm2） 0.08 0.04 0.04

临时措施

合计（处）

临时基坑排水沟（m） 329 0 329
临时排水沟（m） 493 0 493
沉砂池（个） 2 0 2
洗车槽（座） 1 0 1

临时覆盖（100m2） 42 0 42
临时堆土防护（100m2） 31 0 31

水土流

失影响

因子

降水量(mm) — 44 1045.1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 11 —

最大风速(m/s) — —
土壤流失量（kg） — 2087 40971

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无

存在问题与建议 管线及时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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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2020年 4月 1日至 2020年 5月 30日
项目名称 依山美郡项目

建设单

位联系

人及电

话

董立志
1561000013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0年 6月 2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2020年 6月 2日填表人

及电话
刘旭

13061323516

主体工程进度 道路铺装，景观施工，竣工验收

指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地

表面积

（hm2）

合计 1.28 0 1.28
主体建筑区 0.36 0 0.36
道路广场区 0.60 0 0.60
绿化工程区 0.32 0 0.32

弃土

（石、

渣）量

（万m3）

合计量/弃渣场总数 6.69/0 0/0 6.69/0
弃渣场 1 / / /
弃渣场 2 / / /

渣土防护率% / / /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座/处）

水土保

持项目

进度

工程措施

合计（处，万 m3）

透水砖铺装（100m2） 16.47 14.11 16.47
透水混凝土（100m2） 9.82 7.59 9.82
土地整治（hm2） 0.34 0 0.34
蓄水池（座） 2 0 2

植物措施

合计（处，hm2）

植物绿化措施（hm2） 0.24 0.16 0.24
下凹式绿地（hm2） 0.08 0.04 0.08

临时措施

合计（处）

临时基坑排水沟（m） 329 0 329
临时排水沟（m） 493 0 493
沉砂池（个） 2 0 2
洗车槽（座） 1 0 1

临时覆盖（100m2） 42 0 42
临时堆土防护（100m2） 31 0 31

水土流

失影响

因子

降水量(mm) — 175.5 1220.6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 34 —

最大风速(m/s) — —
土壤流失量（kg） — 2554 43525

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无

存在问题与建议 做好植被养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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