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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报告表

项目概

况

位置 文成县黄坦镇

建设内容

项目征地面积 27658m2，其中代征道路 1919m2，代征绿

地 447m2，小学用地 25292m2。本工程代征道路及代征绿地

均不建设，故本项目建设用地面积为 25292m2。总建筑面积

26620.07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4411.93m2，架空层面积

49.24m2，地下室建筑面积 2158.90m2。工程建设内容包含地

下建筑、地上建筑、道路、给排水、景观绿化等其他附属工

程。

建设性质 新建
总投资

（万元）
9677.20

土建投资（万元）
7742 占地面积（m2）

永久：25292

临时：（700）

动工时间 2019 年 12 月 完工时间 2022 年 2 月

土石方（万 m3）
挖方 填方 借方 综合利用 余方

0.45 3.97 3.80 0.17 0.28

取土（石、砂）场 3.59万m3，全部采购商购或从其他项目调入，不单独布设取土场

弃土（石、渣）场

余方总量 0.28 万 m3，均为剩余表土，项目地块建设前，工

程已完成对地块内的可剥离表土进行剥离工作，运往文成县

黄坦镇新楼村临时堆存点进行集中堆放。

项目区

概况

涉及重点防治区

情况

不属于国家、省

级及市县级重点

防治区

地貌类型 丘陵地貌区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400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500

项目选址(线) 水土保持评价

本项目在选址及总体布局时，基本按照国家的有关

规定执行，工程区避让了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

点治理区；避开了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危险区

及易引起严重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的地区；避开了

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

点试验区，没有占用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

观测站；项目区不处于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一级

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以及水功能二级区的饮用水源

区；也不属于生态脆弱区，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行不

会对区域内河流水质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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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总量（t） 205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m2) 27658

防治标准等

级及目标

防治标准等级 南方红壤区二级标准

水土流失治理度(%) 95 土壤流失控制比 1.25

渣土防护率(%) 95 表土保护率(%) 87

林草植被恢复率(%) 95 林草覆盖率(%) 22

水土保持

措施

1、绿化工程之前需先进行覆土，覆土平均厚60cm，覆土总量为 0.46万m³，

来源于周边其他建设项目剩余表土。

2、主体已有植物绿化面积7588.81m2，依据“适地适树，适地适草”

的原则，本项目植物品种可从当地优良的乡土树种、草种或经过多年种植

已适应当地环境的引进品种中选择，采用乔、罐、草相结合方式进行植被

绿化。

3、主体工程铺设雨水管道830m，管径为DN300~DN600。

4、 项目已于2019年12开工，现为地上建构物施工阶段，场区内地表

大部分已硬化，主体工程已在施工场地四周及场区出入口处布设置排水沟，

排水沟采用砖砌矩形结构，底宽0.3m，沟深0.3m，壁厚0.12m，底厚0.12m，

共计布设砖砌排水沟约120m。

5、主体工程已在场区出入口处及临施工场地各布设沉沙池1座，共2

座。场区出入口的沉沙池尺度为5m×1m×1m（长×宽×高），施工场地

沉沙池尺度为4m×2m×1m（长×宽×高），均采用浆砌红砖，池壁厚12cm，

池底厚12cm，对于过水断面采用M10砂浆抹面。项目区的排水经沉沙池沉

沙后排入周边市政雨水管网。

6、施工前期，主体工程已在施工出入口布设洗车池1座，冲洗车辆的

废水，经收集后排入排水沟再经沉沙池沉淀后排出。

7、管线开挖的土方堆置在沟槽一侧，堆置高度控制在1.5m以内，堆置

边坡比为1:1，堆放时要求拍实堆土，施工时，尽可能避开雨日施工，遇雨

季用塑料彩条布进行覆盖，临时覆盖工程量200m2。

8、临时堆料场布置1座，用于堆置施工所需砂石料，尺寸为30m×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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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m2，砂石料堆放场周围及分隔可采用宽24cm、高1.0m的砖墙将长30m，

宽10m的临时堆料场分成3格，遇雨天采用塑料彩条布进行覆盖。项目临时

堆料场布设1座，砖砌墙砖砌17m3，临时覆盖工程量360m2。

9、项目施工结束后需对施工场地进行清理和平整，便于后期场地建设

施工，项目需场地平整400m2。

10、项目地块建设前，已完成对地块内的可剥离表土进行剥离工作，

剥离产生表土约0.28万m3，运往文成县黄坦镇新楼村临时堆存点进行集中

堆放。

水土保持总

投资估算

(万元)

工程措施 68.93 植物措施 227.66

临时措施 3.10 水土保持补偿费 0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1.43

水土保持监理费 0.40

科研勘测设计费 0.77

基本预备费 0.12

总投资 302.41

方案编制单位 浙江瑞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文成县黄坦镇中心小学

法定代表人及电

话
陈锋 0571-28187318

法定代表人及

电话
吴利锋 13868355797

地址
瑞安市罗阳大道天天家园 6

幢裙房北首 2 楼
地址 文成县黄坦镇

邮编 325200 邮编 325300

联系人及电话 李晓芬 0577-25668000 联系人及电话 严晓环 13806612414

传真 0577-25668006（瑞安） 传真 /

电子信箱 155322827@qq.com 电子信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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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案补充说明

土石

方平

衡补

充说

明

挖方数量及组成：挖方总量0.45万m3，包括桩基础采用机械旋挖桩产生土石方0.14

万m3、管道基础开挖的土石方0.03万m3、表土剥离0.28万m3。

填方数量及组成：填方总量3.97万m3，其中场平工程填筑土石方3.31万m3、道路及

配套设施基础填筑土石方0.17万m3、管道施工回填土石方0.03万m3、绿化覆土0.46万m3。

借方数量及组成：借方总量为3.80万m3，其中场平工程填筑土石方3.17万m3、道路

及配套设施基础填筑土石方0.17万m3、绿化覆土0.46万m3。

调入、调出数量及组成：项目综合利用0.17万m3，包括管道基础挖方0.03万m3用于

管道工程自身回填所用，桩基础采用机械旋挖桩产生土石方0.14万m3用于场平工程填筑

所用。

余方数量及组成：余方总量0.28万m3，均为剩余表土，项目地块建设前，工程已完

成对地块内的可剥离表土进行剥离工作，运往文成县黄坦镇新楼村临时堆存点进行集中

堆放。

水土

流失

防治

分区

根据防治范围准确、治理措施布局合理、技术指标可行、方案实施后经济有效的原

则，结合方案编制总则、工程项目的特点，以及对水土流失影响、区域自然条件、工程

的功能分区等，对项目进行分区，并布置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本方案水土流失防治区共分2个区，为主体工程防治区、临时设施防治区。各防治

区划分情况如下：

Ⅰ主体工程防治区，为主体建构筑物、道路、绿化工程等占地面积（不含临时设施），

面积为24592m2。

Ⅱ临时设施防治区，为临时堆料场、施工场地占地（位于工程红线范围内，不新增

临时占地），面积700m2。



5

水土

保持

措施

分析

评价

项目已于2019年12月开工，预计于2022年2月完工。截止目前，工程正处于主体工

程建构筑物施工阶段，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有完成表土剥离、洗车

池、排水沉沙，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4-1 已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主体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m3 0.28

临时措施
洗车池 座 1

沉沙池 座 2

临时工程防治区 临时措施 施工场地排水沟 m 120

项目主体工程防治区已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有洗车池、表土剥离、沉沙池，临时工

程防治区已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有施工场地四周排水沟等。洗车池对运输土石方车辆轮

胎进行冲洗，起到防止车辆附着土石方造成水土流失，满足水土保持要求；项目地块建

设前，已完成对地块内的可剥离表土进行剥离工作，剥离产生表土约0.28万m3，运往文

成县黄坦镇新楼村临时堆存点进行集中堆放；主体工程已在场区出入口处及临施工场地

各布设沉沙池1座，共2座；临时施工场地四周及场区出入口处已布设排水沟120m。根

据现场踏勘，项目已于2019年12月开工，现场区内地表大部分已硬化，基本无新增水土

流失，现有的排水沉沙措施能满足工程所需，故场区四周无需另补充布设排水沟。

从水土保持角度考虑，主体工程已列的表土剥离、绿化覆土、综合绿化、洗车池、

排水沟、沉沙池、雨水管网等考虑了水土保持方面的要求，这些措施对主体工程安全、

正常运行、美化生态环境、防治水土流失均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主体工程设计中未考

虑工程管线开挖土方临时防护、临时堆料场防护、场地平整等措施。因此，本方案在分

析评价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基础上，需进一步补充完善水土保持措施设

计，并将其一并纳入方案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中，使方案水土保持措施形成一个完整、

严密、科学的防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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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

指标

实现

分析

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后，可以有效控制新增水土流失数量，

项目区内扰动地表能得到全面综合治理，人为水土流失将得到有效防治。

工程的各项防治指标全部达标：水土流失治理度大于95%；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25；渣土防护率大于95%；表土保护率大于87%；林草植被恢复率大于95%；林草覆

盖率大于22%。

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后，减轻了因水土流失对周边区域造成危害的风险，保证了工程

的安全运行和施工的安全。

水土

保持

投资

估算

补充

说明

项目 投资（万元）

主体

已有

工程措施

绿化覆土 21.62

雨水管网 45.65

表土剥离 1.63

植物措施 综合绿化 227.66

临时措施

洗车池 0.68

沉沙池 0.50

施工场地排水沟 0.61

本方案新

增

工程措施 场地平整 0.03

临时措施
管线开挖土方防护 0.11

临时堆料场防护 1.20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1.43

水土保持监理费 0.40

科研勘测设计费 0.77

基本预备费 0.12

水土保持补偿费* 0

新增水土保持总投资 4.06

合计 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 302.41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修订）第三十二条，“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

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应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浙江省物价局 浙江省财政

厅 浙江省水利厅 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浙价费〔2014〕224号），“对一般性

生产建设项目，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收费标准为每平方米1元（不足1平方米的按1平方

米计）”。以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收费清理改革的通知》（浙政办发〔2015〕

107号）：“水利部门的水土保持补偿费按规定标准的80%征收”。 由于本工程为学校工程项目，

根据《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综（2014）8号）第十一条第二点显示，建设学校等

公益性工程项目的处于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范围，因此本工程水土保持补偿费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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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补充

说明

的其

他事

项

1、防治责任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土资源、

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的义务”及“谁开发谁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负责治理”的原则，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的责任者为该项目的建设——文成县黄坦镇中心小学。

2、水土保持方案经批准后，项目建设单位应主动与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取得联系，

自觉接受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在土建工程完工后，应及时开展水土保持设

施的验收工作，水土保持设施经验收合格后，该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使用。

3、本工程的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施工期间，建设单位要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

减少和避免因施工建设的水土流失对当地景观及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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