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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容易忽视的问题分析
莫春华
（ 广东粤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室，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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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针对目前佛山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具体情况，从实际编制和交流中发现和总结了 １３ 个容易

被忽视的对方案编制质量和落实水土保持工作影响较大的问题，并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找到解决对策，期
望能大幅提升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成果的质量，使水土保持方案作为技术依据与支撑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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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东倚广州，南邻香港、

澳门，与广州共同构成“ 广佛都市圈” ，是“ 广佛肇经济
圈” “ 珠江 － 西江经济带” 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山现辖
禅城、 南 海、 顺 德、 高 明 和 三 水 ５ 区， 全 市 总 面 积

３ ７９７．７２ ｋｍ 。 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
２

雨量充足，年平均降水量 １ ６８１．２ ｍｍ。 地处珠江三角

讨论，发现和总结出以下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１） 无论何种项目类型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其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采用的列项内容基本一样，这
样做虽然能够反映项目类型的相似性，但是不能反映
项目类型的差异性。

（２） 编制依据没有注重时效性，废除的没有删除，

洲腹地，辖区内有西江、北江及其支流贯穿，境内地势

新增的没有采用。 编制要素中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

平缓，多为冲积平原，河渠纵横，鱼塘密布。 佛山市政

等级在各区出现分歧，与以前固定采用一级标准不同，

府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逐渐重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的编制和审批工作，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进一步严格审批

现在一到三级标准均有采用。

（３） 施 工 组 织 内 容 写 得 简 单， 对 于 工 期 安 排、 工

与抓紧落实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近 １０ 年全市

序、工艺、施工总布置、交通疏解 ／ 组织内容不重视。 工

山分会场组织了《 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 的宣讲会，确

时占地面积，没有考虑局部扰动的临时占地面积。 土

保条例得到深入贯彻落实，同年佛山市水务局对有代

石方平衡及流向分析简单，分析结果经不起推敲，没有

表性的生产建设项目开展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查看水

结合地质勘查报告分析开挖土的土质和可利用性，没

土保持工作落实情况。

有结合施工工序和总布置来进行流向分析。

土保持方案编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生产建

感区的控制范围和敏感程度。

编报水土保持方案达到千余宗。 ２０１６ 年，佛山市在佛

经过 １０ 年的发展与推动，佛山市生产建设项目水

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中还存在着一些容易被忽视

程建设总占地只计入了用地红线面积和面积较大的临

（４） 水土流失敏感区分析带有随意性，不明白敏
（５） 主体工程推荐方案的水土保持分析评价没有

的问题，对方案编制成果质量和落实水土保持工作影

针对性，评价内容空洞，对重点关注内容没有进行相应

响较大，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并找到解决

的分析评价。

对策，使水土保持方案作为技术依据与支撑更加合理。
１

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从负责编制和校核的百余宗佛山市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成果（ 主要是报告书） ，到翻阅本单
位和其他单位（ 在佛山市参与水土保持方案编制项目

（６）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不够优化，防治分区是否

应包括直接影响区没有统一规定，应用混乱。

（７） 土壤流失量的预测不合理，通过类比工程调

查分析确定土壤侵蚀模数时，缺少佛山市有代表性的
类比工程选择。

（８）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设不够合理，没有结合

的十几家单位） 编制人员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成果，再

项目特点及佛山市的水土流失防治经验，也没有考虑

通过参与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人员和评审专家的交流与

各项施工内容的进度安排来统筹布设防治措施。 各项

莫春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容易忽视的问题分析
防治措施的典型设计与详细设计写得不具体，措施设
计太随意，甚至没有计算分析，重要的方案设计内容被
忽视，大部分项目的措施布设采用同一种模式。

（９） 水土保持监测方法选取、点位布设与内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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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重点监督区，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起也不再属于
省级水土流失重点监督区，其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
等级再不能直接采用一级标准 ［２］ ，然而目前有采用一
级的，有采用二级的，还有采用三级的，审批部门和评

排有些脱离实际，没有结合佛山市目前开展现场监测

审专家也很难达成统一意见。 单纯依据项目所处水土

的工作内容来写。

流失防治区来确定，只能采用三级标准，但是依据项目

（１０） 水土保持投资概（ 估） 算的人工工资选取、工

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重要性来确定，就有些模糊，经常

程单价和独立费计算存在问题，水土流失防治效益分

为了能采用一级或者二级标准，很牵强地定性分析采

析片面、不准确。

用，有很大的随意性。 审批部门应该协同评审专家就

（１１） 方案实施保障（ 保证） 措施没有针对性，绝大

部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保障措施全部采用相同
内容。

采用哪级标准达成共识，总结出一个合理的意见，防止
乱用标准。

（３） 很多方案编制人员只是简单照搬、套用主体

（１２） 结论与建议的内容不全面，没有针对项目特

工程设计的施工组织内容，没有考虑施工期安排、工

（１３） 附件的购土协议、取土协议、弃土协议五花八

土石方调配、防治措施的布设产生极大影响，所以编制

点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内容千篇一律。

序、工艺、总布置、交通疏解（ 交通组织） 会对总占地、

门，引用的主体工程设计附图带有随意性，绘制的水土

出来的方案就会出现很多不切实际、不合理的内容。

保持方案附图不全面。

施工组织内容需要深刻理解并多方面分析，如施工期

２

安排在雨季或非雨季，尤其土建施工时段安排在雨季

问题分析
自从《 国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 ８９ 项国务院部

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 （ 国发〔２０１５〕５８ 号）

和《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 ５８ 项省政府
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 （ 粤府〔 ２０１６〕 １６

或非雨季，将导致防治重点部位、防治措施的布设有明
显不同；施工工艺的不同、施工工序的先后将直接影响
临时场地布置，以及土石方动用量、调入调出量、利用
量、临时堆放量、借方和弃方量，防治措施的布设也是
极为不同的；施工总布置、交通疏解方式的不同会改变

号） 颁布后，佛山市也放开了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总占地、土石方临时堆放和调配量，容易疏忽和遗漏部

方案编制单位的资质要求，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成果质

分防治措施的布设，使得防治措施体系不全面、不到

量严重下滑。 下面分别对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中存在的

位。 编制人员为了简化或者快速完成方案报告，只会

１３ 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１） 生产建设项目的类型有公路、桥隧、铁路、管

线、输变电、火电、 风电、 光伏发电、 水利枢纽、 港口码
头、机场等

［１］

，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的项目组成应将工

计入用地红线内的永久占地面积和面积较大的临时占
地面积，没有考虑因与周边场地平顺衔接的放坡范围、
场地平整或放坡开挖超出用地红线范围、部分施工围
蔽超出用地红线范围、施工工艺引起的超出用地红线

程特点和水土流失特点、施工方式相近的进行归类，或

范围、场地拆迁超出用地红线范围、场地入口和出口对

者直接按照组成特点归类，项目组成不能一行带过，也

外扰动范围、管网接入口和排出口施工扰动范围、外围

不能写得繁多不归类。 方案特性表还应将方案的编制

临时防治措施布设所需的空间范围等局部扰动产生的

阶段（ 深度） 和方案服务期列入，而不仅仅列入设计水

临时占地面积，同时也就遗漏了这部分临时占地的防

平年、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与目标。 方案特性

治措施，若能够考虑到这部分临时占地面积，就能相应

表宜将工程性质、移民安置、专项设施改建、水土流失

布设防治措施。 土石方平衡及流向只是将土石方工程

防治责任者（ 责任主体） 、监测时段、监测点位、监测成
果报送、生态效益 ６ 项指标分析值等重要内容与信息
列明。

（２） 应根据新颁布或废除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

量数字简单相加减，没有详细分析能不能合理自利用
和内部调用，若结合地质勘查报告来分析就会知道有
些开挖土是不适合项目自利用的，只能外运；若结合施
工工序和总布置来进行流向分析，就会知道有些开挖

规范性文件、规范与标准同步更新编制依据，做到不漏

土完全有条件进行内部调用，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外借

用、不乱用，保持时效性。 广东省水土保持学会宜将各

和废弃方。

颁布机构颁布或废除的文件实时汇总并转发，供编制
单位参考引用，不然每个编制单位都要到处去找依据，
费时费力。 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起佛山市不再属于国家级

（４） 水土流失敏感区的控制范围和敏感程度一直

没有明确说明或规定，对敏感区的认识普遍比较模糊，
所以把扯上一点关系的区域都列为敏感区了。 水土流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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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敏感区应属于工程建设对外会直接造成较大水土流
失影响的区域，影响小的区域不应列为敏感区，否则水
土流失预防就失去了重点。

（５） 主体工程推荐方案的水土保持分析评价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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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现场监测工作实际，应结合目前开展现场监测的工
作内容来写，两者尽量做到对应统一 ［３－４］ 。 审批部门
应加强监督，按照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成果的要求来严
格要求开展现场监测工作。

（１０） 人员工资选取和工程单价计算有的是直接采

重要，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分析评价必须具有针对
性，这需要对主体工程的推荐方案有深刻了解，对主体
工程建设涉及的重点关注内容进行重点分析评价，对
推荐方案中符合水土保持要求的、有利于水土保持的

用主体工程的人工单价和工程单价，有的还是根据水
利部水总〔 ２００３〕 ６７ 号规定进行计算。 独立费包括建
设管理费、水土保持监理费、水土保持监测费、科研勘

方面给予客观的肯定评价，对推荐方案中不符合水土

测设计费、水土保持设施技术评估及验收费，但是多数

保持要求的、不利于水土保持的方面给予客观的否定

收费依据已经废止，现多依据不同标准的市场价，或者

评价，并在水土保持方案中提出合理化建议，进行补充

一二十年前的旧标准。 水土保持投资概（ 估） 算需要

完善。

（６）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有的划分过细，不够优化，

全面、系统的计算，也应每隔 ３ ～ ５ 年进行一次系统的
修订、更新。 水土流失防治效益分析忽略了对防治总

并不是分区越多防治就会越全面。 对于小型项目，防

体定性目标的效益分析，只进行了防治 ６ 项定量指标

地貌类型不复杂、不跨土壤侵蚀类型区的大型项目，防

与交流，每个编制人员的理解与计算过程不一样（ 尤其

治分区应该尽量减少，宜控制在 ３ 个分区以内。 对于
治分区可以适当增加，宜控制在 ５ 个分区以内，其他复
杂跨区项目按需再增加。 《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
术规范》 （ ＧＢ ５０４３３—２００８） 中的防治分区包括项目建

的效益分析，且缺少 ６ 项指标分析值的实例计算培训
是对于设计水平年林草覆盖率的计算差别较大） ，所以
计算结果会不准确。

（１１） 方案实施保障措施应针对项目特点具体写明

设区和直接影响区，而不单单指的是项目建设区，但是

加强组织领导、实行招投标制、搞好后续设计、强化施

实际应用中比较混乱，在最新规范或规定出来之前，应

工管理、推行工程监理、实施水土保持监测、注重检查

该统一按 ２００８ 版水土保持技术规范执行

［１，３］

。

（７） 通过类 比 工 程 调 查 分 析 确 定 土 壤 侵 蚀 模 数

时，绝大多数编制人员是选择广州市的相似工程作为
类比工程，缺少佛山市有代表性的类比工程选择，造成

与验收、保证资金及时到位与明确管护责任几个方面
的保障措施，确保水土保持方案能得到有效落实与应
用。

（１２） 建议内容应针对项目特点对主体工程设计、

土壤流失量的预测不合理。 其实佛山市已取得了大量

建设、施工、监理和监测几个单位提出有建设性的意

的基础数据和监测成果，很多工程已经通过了水土保

见，对主体工程设计单位提出优化和局部调整建议，对

持设施验收，完全可以总结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工程监

建设单位提出防治责任落实、强化管理和协调建议，对

测成果供类比时选择，用以确定土壤侵蚀模数。

施工、监理和监测单位提出防治措施落实、过程跟踪监

（８）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设是方案设计的核心内

容，应结合项目特点及佛山市的水土流失防治经验来

管和隐患解决建议。

（１３） 审批部门对购土、取土和弃土协议应有统一

分析布设防治措施，有的防治措施在其他城市适用，在

的要求，从建设单位到施工单位、从施工单位到土石方

佛山市并不适用；措施布设应考虑各项组成的施工进

运输单位、从土石方运输单位到采购单位或者弃土接

度安排来统筹布设，施工进度安排不同，各项措施及布

收单位，每个环节都要提供正规的协议或者合同，最简

设先后顺序也会不同，不然有些措施将会缺漏或者多

化的是直接由建设单位与采购单位或者弃土接收单位

余（ 尤其是临时绿化和排水措施） ，有些措施会布设过
早或者过晚（ 尤其是边坡绿化和拦挡措施） ，达不到全

签订正规的协议或者合同，要求写明防治责任者、采购
或者接收地点、具体土石方量和用途、施工期衔接、运

面防治的目的，审批部门应该协同评审专家对这部分

输方案、保护或者防治措施。 所引用的主体工程设计

重要内容进行严格要求。 各项防治措施的典型设计与

附图有图框和图签，但是没有设计和审核人员的签名，

详细设计应有具体的分析或者计算过程，有经济、优化

应严格要求亲笔手签；引用的主体工程设计附图有些

的调整断面或者乔灌草种选择，各项参数取值也需列

是草图，而不是送审图纸。 绘制的水土保持方案附图

明，还应与现状实际地形、施工内容及进度紧密联系与

缺少各分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局与监测点位布置

对比验证。

图、部分典型或者具体措施设计图，绘制的典型或者具

（９）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成果对水土保持监测方法

选取、点位布设与内容安排的要求比较多，但脱离佛山

体措施设计图只是示意性的，与实际措施放样脱节，应
按正规设计图纸要求绘制。

（ 下转第 ３２ 页）

中国水土保持 ＳＷＣＣ

· ３２·

外露，集中簇生于叶腋和枝顶，人工采摘方便，采摘期
长，适宜于家庭农场和养殖大户大面积栽植，在今后金
银花新品种引进筛选时可以优先考虑。
４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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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农业科学，２０１２，１（６） ：１１８５－１１８８．

［２］ 刘卫柏，李中．金银花的药用价值及产业化发展［ Ｊ］ ．农业现
代化研究，２０１１，３２（４） ：４６１－４６４．

［３］ 刘杨，包华音．不同产地及品种金银花中绿原酸和木犀草苷
含量测定［ Ｊ］ ．食品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５，３６（９） ：１０６－１０９．

论

金银花适应性强、管理简单、经济效益高，可在通

渭县海拔 ２ １００ ｍ 以下、年均气温 ６ ℃ 以上、年降水量

４００ ｍｍ 左右的地区大面积推广。 经测定，通渭县种植
的金银花，其主要成分绿原酸和木犀草苷含量高于原
产地山东平邑和《 中国药典》 标准，铅、镉、铜 ３ 种重金
属含量低于原产地和《 中国药典》 标准。 因此，种植金
银花在通渭县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干旱地区农民
增收致富的又一新型产业，若通过政府广泛宣传引导、
项目重点支持、技术人员全程指导、农户科学种植，可
在短期内形成规模种植，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显著
的扶贫效果。

［４］ 辛华，丰杰．ＨＰＬＣ 测定不同产地金银花中绿原酸和木犀草
苷［ Ｊ］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７（２） ：６０－６３．

［５］ 乌兰图娅．不同产地丹参药材中重金属镉、砷、汞的含量测
定［ Ｊ］ ．世界最新医学，２０１５，５８（４） ：６１－６４．

［６］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 年版［ Ｓ］ ． 北
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５：２０９．

［７］ 张蓉，张卫军．通渭县旱作农业发展实践及可持续发展对策
［ Ｊ］ ．中国水土保持，２０１５（３） ：３１－３４．

［ 作者简介］ 张增强（ １９８３—） ，男，甘肃通渭县人，农艺师，硕
士，主要从事中药材种植技术推广研究。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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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马雪梅，吴朝峰．河南省金银花产业发展现状及思路［ Ｊ］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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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质量将会大幅提升，方案的应用也会更具可行
最近几年，每隔 １ ～ ３ 年中国水土保持学会都会举

行相关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技术人员的

性，佛山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和落实工
作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培训与考核，大部分编制人员还是能够得到继续教育
与知识更新的机会，只有小部分自由职业或新成立的
小单位的编制人员没有参与培训与考核。 但遗憾的
是，看不到针对水土保持方案评审专家和审批部门工
作人员的培训与考核，至少一半的评审专家和审批部
门工作人员失去了培训交流与知识更新的机会，他们
的水平和严格把关程度将严重影响着编制成果的质
量，所以希望评审专家和审批人员能与方案编制人员
共同进步，他们的水平应比方案编制人员更高。
３

结

语

对于以上分析总结的关于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
１３ 个方面的问题，其出现和解决都与方案编制人员的
水平、评审专家的水平和审批部门的严格程度紧密相
关，互为制约，任一方面重要问题的解决都是一个比较
复杂的过程，需要三方共同努力。 作为方案编制人员，
理应本着以技术求生存的精神，对方案编制成果的质
量有着更高的自我要求。 这些水土保持方案问题（ 尤
其是方案设计核心问题） 若能得到重视和解决，则方
案理论与具体工程实际就能得到紧密结合，方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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