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位于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内，位于东港镇

银杏西路北、黄土塘路东。项目为新建加工制造类项目，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研

发车间组成，以及地下消防水池和水泵房、区内的绿化和道路等。项目总建筑面积 11794㎡，

地上建筑面积11556㎡，地下建筑面积 238㎡，建筑密度 48.62%，容积率1.91，绿地率8.8%。

项目于2019 年 11月动工，2021 年 5月完工，总工期7个月。

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由无锡华电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建设，

总投资10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8560万元。

项目总占地面积0.78hm
2
，其中永久占地面积0.78hm

2
，没有临时占地面积。项目挖方 0.57

万 m
3
，填方0.57万 m

3
，无借方，无余方。

2019 年 11 月，建设单位委托无锡锡晟建设有限公司承担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

建成产车间项目监理工作，包含主体工程及水土保持工程的监理任务。

2021 年 6 月，受建设单位委托，富睿达科技服务无锡有限公司编制了《无锡锡通铸造

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2021 年 7月，富睿达科技服务无锡有限公司根据专家审查意见认真复核、修改和完善

了相关内容形成了《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2020 年 8月 9 日，无锡市锡山区水利局以《关于准予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

成产车间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锡山水许可[2021]14 号）对项目准予行政

许可。

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单位按照相关技术规程要求，对项目进行了验收，主要验收的水

土保持内容包括土地整治、防洪排导、植被建设、临时防护等，相关资料进行归档整理。根

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自主验收要求，监理单位将水土保持工程划分为 4个单位工程、6

个分部工程、79 个单元工程，由建设单位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组织，由监理、设计、

施工等单位相关人员组成验收组，对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进行了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验收结果为合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

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 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172 号）和《江苏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管理办法》（苏水规[2018]4 号）的规定，2021 年 8月 15 日，无锡大地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

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各参建单位核实了工程涉及的各类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

量，抽查了各个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质量，检查了防治效果，于 2021 年 10月 28 日编制完

成了《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验收主要结

论见《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特性表》。

验收的结果表明，本工程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有关水土保持

设施建设任务，鉴定水土保持工程总体质量等级为合格。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较好地发挥了

水土保持功能，有效控制了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防

治目标，满足水土保持防治的相关要求。

根据《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苏

水规〔2018〕4 号）》第九条，生产建设单位严格执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标准、规范、规程

确定的验收要求（详见下表），经对照分析，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符合验收条件。

水保验收条件相符性分析表

序号 苏水规[2018]4 号规定不得通过验收的情形 工程实际情况 符合性分析

1
未依法依规履行水土保持方案及重大变更编
报审批程序的

本工程依法依规编制了水土
保持方案，经分析不涉及重
大变更

符合验收条件

2 未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的
本项目属于报告表项目，主
体不必开展水土保持监测

符合验收条件

3
废弃土石渣未堆放在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
确定的专门存放地的

项目挖方 0.57 万 m3，填方
0.57 万 m3，无借方，无余方。

符合验收条件

4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未按批准的水
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的

本工程为补报项目，项目施
工过程中已将水土保持措施
考虑在内

符合验收条件

5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未达到批准的水土保方案
要求的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
到了方案批复的要求

符合验收条件

6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总计报
告等材料弄虚作假或存在重大技术问题的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均按
实际情况进行编制

符合验收条件

7 未依法依规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 已缴纳 符合验收条件

8 存在其它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情形的 未发生 符合验收条件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特性表

项目名称
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

产车间项目
流域管理机构 太湖流域管理局

涉及省（市、区） 江苏省 涉及地市或个数 无锡市 涉及县/区或个数

项目规模
总建筑面积：

11794m2 总投资（亿元） 1 土建投资（亿元） 0.856

动工时间 2019 年 11 月 完工时间 2021 年 5 月 设计水平年 2021

防治责任范围面
积（hm²）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防治责任范围 0.78

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 0.78

验收的防治责任范围 0.78

重点防治区名称 江苏省省级水土流失易发区
容许土壤流失
量（t/km²·a）

500

地貌类型 江淮丘陵及下游平原区 水土保持区划 南方红壤区

土壤侵蚀类型 水力侵蚀 土壤侵蚀强度 微度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 南方红壤区一级防治标准

方案确定的防治
目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8%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98.71%

渣土防护率（%） 99% 渣土防护率（%） 99.12%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防治目标达到

值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8.5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土壤流失控制比 1.67

表土保护率（%） 92% 表土保护率（%） 97.68%

林草覆盖率（%） 8.8% 林草覆盖率（%） 8.8%

完成的主要工程量

防治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建筑区 雨水管网 103m / 密目网苫盖 0.33hm2

道路区 雨水管网 219m /

密目网苫盖 0.16hm2
临时排水沟 101m
临时沉沙池 1 座
洗车平台 1 座

绿化区 土地整治 0.07hm2
综合绿化
0.07hm2

密目网苫盖 0.07hm2

施工生产
生活区

/ /
密目网苫盖 0.02hm2

临时排水沟 52m

临时堆土
区

/ /
临时排水沟 135m

密目网苫盖 0.05hm2



工程质量评定

评定项目 质量评定结果

工程措施 合格

植物措施 合格

临时措施 合格

投资（万元）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投资 46.79

实际投资 46.79

变化原因

工程总体评价
基本完成了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相关内容河开发建设项目所要求的水土
流失防治任务，完成的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达到了国家水
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规定的验收条件，可以组织竣工验收。

方案编制单位 富睿达科技服务无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无锡锡晟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无锡华电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

单位
/

设施验收报告编
制单位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及电
话

李朝军
法定代表人及

电话
张雯芳

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亭街道府北

路 9 号
地址

无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
锡港西路 3-4

邮编 214000 邮编 214000

联系人及电话 王慧 13771457133 联系人及电话 张雯芳 13373655098

传真 0510-83788003 传真

电子信箱 478988028@qq.com 电子信箱 128484658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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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及项目区的概况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

1.项目及项目区的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项目地点于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内，位于东港镇银杏西路北、黄土塘路东。项目区中

心点坐标为东经 120.479878°，北纬 31.691056°。

图 1.1-1 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

1.1.2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

建设单位：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项目地点于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内，位于东港镇银杏西路北、黄土塘路东。

项目区中心点坐标为东经 120.479878°，北纬 31.691056°。

建设性质：新建加工制造类工程。

建设工期：工程已于 2019年 11月动工，已于 2021年 5月竣工，总工期 18个月。

工程投资：总投资 10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8560万元。

项目占地：项目占地总计 0.78hm2，其中永久占地 0.78hm2，无临时占地。



1、项目及项目区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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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总用地面积为 0.78hm2，总建筑面积 11794m2，地上建筑面积

11556m2，地下建筑面积 238m2，建筑密度 48.62%，容积率 1.91，绿地率 8.8%。本项目

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研发车间组成，以及地下消防水池和水泵房、区内的绿化和道路

等。

项目主要技术指标表见表 1.1-1。



1、项目及项目区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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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项目主要技术指标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 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工期 2019.11-2021.5

建设地点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内，位于东港镇银杏西路北、

黄土塘路东

项目性质 加工制造类项目

工程投资
总投资：1 亿元

土建投资：0.856 亿元

二、经济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 数量

总占地面积（m2） 7750

其中
永久占地面积（m2） 7750

临时占地面积（m2） 0

总建筑面积（m2） 11794

地上建筑面积（m2） 11556

其中
计容地上建筑面积（m2） 11556

非计容地上建筑面积（m2）

地下建筑面积（m2） 238

容积率 1.91

建筑密度 48.62%

绿地率 8.8%

机动车停车位（辆）

三、项目占地（hm2）

项目组成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备注

建筑区 0.38 建筑占地面积

道路区 0.33 道路、广场占地面积

绿化区 0.07 景观绿化占地面积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5） 生产区用于施工生产，生活区用于施工人员居住生活

临时堆土区 （0.03） 中转土方的临时堆放

合计 0.78

四、工程拆迁安置情况

本工程涉及的拆迁（移民）安置工作由政府负责，进场前拆迁安置工作已完成，不存在建筑垃圾。



1、项目及项目区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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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项目组成及布置

项目的占地总面积为0.78hm
2
，其中永久占地0.78hm

2
，无临时占地。其中建筑区占地

0.38hm2，道路及配套设施区占地0.33hm
2
，绿化区占地0.07hm2，施工生产生活区分为1处，

占地（0.05）hm
2
，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内，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占用道路的用地，临时堆土区，

占地（0.03）hm
2
，位于项目北侧红线范围内，临时占用道路及配套设施区。

项目平面布置图见图 1.1-2，工程占地表见表 1.1-2。

图 1.1-2 项目平面布置图



1、项目及项目区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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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工程占地情况表

工程分区
占地面积

（hm
2
）

占地性质 占地类型 备注

建筑区 0.38

永久 工业用地

施工生产生活区位于用地红线范

围内，位于项目区东部位置，临时占

用道路的用地；

临时堆土区位于项目北侧红线范

围内，临时占用道路及配套设施区。

道路及配套设施

区
0.33

绿化区 0.07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5）

临时堆土区 （0.03）

总计 0.78

1.1.4 工程投资

工程投资：总投资 10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8560万元，全部由建设单位自筹解决。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1.5.1 施工组织

1、施工布置

施工出入口:项目区内总计设置主出入口1处，位于项目区的西北部位置，与黄土塘路

相连，汽车出入口处设有洗车平台及配套设施、并且设有临时沉沙池；临时堆土区位于项

目西南侧，表面有密目网苫盖、四周有临时排水沟。

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 0.05hm2，共一处，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内，位于项目区的西部

位置，临时占用道路及配套设施区的用地，后期拆除，建设成区内永久的道路和地面停车

位。

临时堆土区：面积为 0.03hm2，共一处，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内，位于项目西南侧位置，

临时占用道路及配套设施区的用地，后期拆除，铺设植草砖，建设成区内的地面非机动车

停车位。

施工出入口、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堆土区位置示意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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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施工布置示意图

1.1.5.2 施工工期

项目总工期18个月，工程已于2019 年 11月动工，已于2021年 5月竣工。

1.1.6 土石方量及其平衡情况

本项目挖方 0.57 万m3，填方 0.57万m3，无借方，无余方。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1.14

万 m3，开挖土方 0.57万 m3，回填土方 0.57万 m3，由于本工程绿化占地面积较小，绿化

区域为 0.07hm2，需要的表土数量较少，因此建设单位不外购表土，由绿化公司将本项目

初期的表土剥离后的表土临时放置堆土区临时堆放，然后回填至绿化区域，本项目主体设

计中绿化率为8.8%。

（1）建筑区挖方0.49 万 m
3
，填方0.38万 m

3
，余方0.11万m3。

（2）道路及配套设施区表土剥离0.07万 m
3
，填方0.14万 m

3
，需借方0.07万m3。

（3）绿化区表土剥离0.01万 m
3
，剥离表土的回填填方 0.05万 m

3
；借方 0.04万 m3。



1、项目及项目区的概况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

土石方平衡表见表 1.1-3。

表 1.1-3 土石方平衡流向框表 单位：万 m3

序号 分区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余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1 建筑区地库区 0.10 0 0.10 0.00 0.00

2 建筑物非地库区 0.39 0.38 0.01 0.00 0.00

3 道路及配套设施区 0.07 0.14 0.07 0.00 0.00

4 绿化区 0.01 0.05 0.04 0.00 0.00

合计 0.57 0.57 0.11 0.11 0.00 0.00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项目区位于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内，位于东港镇银杏西路北、黄土塘路东。周边大多

为工业厂房，项目的地貌属太湖水网平原区地貌。项目区内地形较为平坦。项目区内原始地

面平均标高为4.32-4.35m之间（85国家高程基准）。地质条件较好，适宜开发建设。

项目区土壤类型主要为黄棕壤。

项目区地带性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根据实地调查，项目区已完工，无法看出施工

前地表植被情况，根据项目区周边现状，林草植被覆盖率约22%。

项目区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区。受季风环流影响，形成主要气候特点是冬夏季长，春秋

季短；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少雨，春秋季干湿、冷暖多变。统计年平均气温 15.6℃，

多年平均降水量 1136.3mm，多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80%，多年平均风速 3.0m/s，年平均无霜

期 222 天。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江苏省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项目所经地属于“南方红壤区（南方山地丘陵区）—江淮丘陵及下游平原区—太湖丘陵平原

水质维护人居环境维护区——苏锡常沿江平原人居环境维护农田防护区”。项目所在地江无

锡市锡山区鹅湖镇不属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不属于江苏省省级水土

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属于江苏省水土流失易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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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域为水力侵蚀类型区南方红壤

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土壤侵蚀以水力侵蚀为主，侵蚀

强度为微度，主要由汛期洪水冲刷和降雨冲蚀地表引发，根据现场观测资料及实际情况，项

目区内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取 300t/ km2∙a。

根据《省政府关于全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案的批复》、《江苏

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本项目不涉及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生态红线区域、重要湿地等其他水土保持敏感区。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1.2.2.1 水土流失情况

本工程所在地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江

苏省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项目区属于南方红壤区——江淮丘陵及下游平原区—

—太湖丘陵平原水质维护人居环境维护区——苏锡常沿江平原人居环境维护农田防护区。本

工程所在地不属江苏省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属于江苏省水土流失易发

区。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本工程建设区流失的主要类型为水力

侵蚀，容许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
2
·a）。

根据现场勘查项目沿线经过地形主要为平原，现状场地多为工业用地，结合江苏省水土

流失分布图，根据项目所在地江苏省水土保持公报，参照项目区同类项目监测数据，最终确

定了项目区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300t/（km
2
·a）。

1.2.2.2 水土流失防治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区内已采取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有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

项目区植被资源丰富，项目区的周边长有茂盛的植物及野草，这些野草及人工种植的乔木既

绿化了环境、改良了土壤，也对防止项目区水土流失起到了重要作用。项目区内主体工程施

工方式方法合理，减小了水土流失对周边环境带来的影响，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合理安排土方

挖填、临时堆土区，临时排水沟、苫盖等措施，施工结束后建设单位对临时施工场地进行清

理整治，未出现随意弃土弃渣现象，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水土流失，未对周围造成水土流失危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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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情况

本项目建设单位为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江苏华电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2021 年 8 月，建设单位取得《关于准予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东港水许可[2021]14 号）；

2019 年 4 月，建设单位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2052019A0005 号）；

2021 年 1月，建设单位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附件》（核字

第 320205202100011 号）。

2.2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江苏省水土保持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2021 年 9 月，受建设单位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委托，富睿达科技服务无锡有限

公司承担了该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编制工作。方案编制单位于2021年 7月编制完成

了《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2021 年 8月，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行政审批局以《关于准予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

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东港水许可[2021]14 号）对本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批复。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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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项目变更情况进行了筛查，从筛查结果看，本项目不涉及重大变更，筛查结果详

见表 2.3-1。

表 2.3-1 项目水土保持变更情况筛查情况表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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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

定

本项目情况
变化是否达到

变更报批条件

1

第三条：方案经过批准后，生产建设项目地点、

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生产

建设单位应补充或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报水利

部审批

本项目不涉及 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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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涉及国家级河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或重点

治理区的
本项目不涉及 未涉及

1.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
该工程实际扰动土地面积与

方案涉及一致
未涉及

1.3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
本项目实际土石方挖填总量

与方案设计一致
未涉及

1.4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不符横向位移超过 300m

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20%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 未涉及

1.5 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长度增加 20%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 未涉及

1.6
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垫累计长度 20 公里

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 未涉及

2

第四条：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

措施发生下列重大变更之一的，生产建设单位

应当补充或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报水利部审批

本项目不涉及 未涉及

2.1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 未涉及

2.2 植物措施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与方案设计中一致 未涉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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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经验收组现场核查，水土保

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较

为完善，不存在可能导致水

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

的变化

未涉及

3

第五条：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废弃砂、石、

土、矸石、尾矿、废渣等专门存放地（以下简

称“弃渣场”）外新设弃渣场的，或者需要提

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 20%以上的，生产建设单

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补充）报告

书，报水利部审批

本项目不涉及弃渣场 未涉及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由主体工程设计单位进行了施工图设计。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由

施工单位进行了施工设计。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由施工单位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要

求编制施工组织（方案）予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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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确定项

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0.78hm
2
，其中永久占地0.78hm

2
，无临时占地。

项目永久占地包括建筑区占地0.38hm
2
，道路及配套设施区占地0.33hm

2
，绿化区占地

0.07hm
2
，临时堆土区占地（0.03）hm

2
，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0.05）hm

2
。

方案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见表3.1-1。

表 3.1-1 方案中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和防治分区表 单位:hm2

工程分区
占地面积

（hm
2
）

占地性质 占地类型 备注

建筑区 0.38

永久 工业用地

施工生产生活区位于用地红线范

围内，位于项目区西部位置，临时占

用道路的用地；

临时堆土区位于项目南侧红线范

围内，临时占用道路及配套设施区。

道路及配套设施

区
0.33

绿化区 0.07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5）

临时堆土区 （0.03）

总计 0.78

3.1.2 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本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0.78hm
2
，其中永久占地 0.78hm

2
，无临

时占地。

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设计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对比见表 3.1-2

表 3.1-2 批复和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表 单位:hm2

序号 项目区
防治责任范围

变化情况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 实际

1 建筑区 0.38 0.38 0



3、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2

2 道路及配套设施区 0.33 0.33 0

3 绿化区 0.07 0.07 0

4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5） （0.05） 0

5 临时堆土区 （0.03） （0.03） 0

6 防治范围面积 总计 0.78 0.78 0

3.1.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分析结果

本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水土保持方案防治责任范围一致。

3.2 取土（石、料）场设置

本项目不涉及取土（石、料）场。

3.3 弃土（石、渣）场设置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土石方量主要产生在施工期。本工程在土石方平衡过

程中采用就近以挖作填的原则，充分利用现有挖方量进行回填。土石方挖方总量为 0.57万

m3，填方 0.57万 m
3
，无借方。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本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和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类型对比分析表见下表。

表 3.4-1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体系

分区 措施类型 批复方案 实际完成 变化情况

建筑区
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 雨水管网 无变化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 密目网苫盖 无变化

道路及配套

设施区

工程措施 雨排管网、植草砖铺设 雨排管网、植草砖铺设 无变化

临时措施

洗车平台及冲洗设施、临时沉

砂池、临时排水沟、密目网苫

盖

洗车平台及冲洗设施、临时沉

砂池、临时排水沟、密目网苫

盖

无变化

绿化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无变化

植物措施 综合绿化 综合绿化 无变化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 密目网苫盖 无变化

施工生产生

活区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密目网苫盖 临时排水沟、密目网苫盖 无变化

临时堆土区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密目网苫盖 临时排水沟、密目网苫盖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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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工程措施完成情况

本项目方案设计的工程措施工程量与实际完成工程量对比分析表见表3.5-1。

表 3.5-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量对比分析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单位
数量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变化情况

建筑区
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 m 103 103 0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 hm2 0.33 0.33 0

道路及配套设施

区

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 m 219 219 0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 hm2 0.16 0.16 0

临时排水沟 m 101 101 0

临时沉沙池 座 1 1 0

洗车平台 座 1 1 0

绿化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0.07 0.07 0

植物措施 综合绿化 hm2 0.07 0.07 0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 hm2 0.07 0.07 0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 hm2 0.02 0.02 0

临时排水沟 m 52 52 0

临时堆土区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m 135 135 0

密目网苫盖 hm2 0.05 0.05 0

水土保持措施变化原因分析：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为补报项目，因此本项目的验收和方案

编制的工程量没有变化。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投资

本方案水土保持工程（静态）总投资为 46.79万元，其中主体已有水土保持投资 39.12

万元，在总投资中，工程措施投资 11.76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20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7.36

万元，独立费用 6.65万元（其中建设管理费 0.73万元，编制勘察设计费 5.00万元，监理

费 0.92万），基本预备费 2.60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93万元。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具体投资见表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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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投资估算总表

工程或费用名称
主体已有 方案新增

合计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万元）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

一、工程措施 11.76 11.76

雨水管网 m 103 300 3.09 3.09

雨水管网 m 219 300 6.57 6.57

土地整治 hm2 0.07 42577.32 0.30 0.30

植草砖 hm2 0.03 600000 1.80 1.80

二、植物措施

综合绿化 hm2 0.07 2500000 17.50 17.5

三、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 hm2 0.33 51271.04 1.69 1.69

密目网苫盖 hm3 0.16 51271.04 0.82 0.82

密目网苫盖 hm4 0.07 51271.04 0.36 0.36

密目网苫盖 hm5 0.05 51271.04 0.26 0.26

临时排水沟 m 52 80.43 0.42 0.42

临时排水沟 m 101 80.43 0.81 0.81

临时排水沟 m 135 80.43 1.09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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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沉沙池 座 1 4183.22 0.42 0.42

洗车平台 座 1 15000 1.50 1.50

一至三部分合计 36.62 36.62

四、独立费用 6.65 6.65

项目建设管理费（2%） 0.73 0.73

编制费及勘测设计费 5.00 5.00

监理费（2.5%） 0.92 0.92

五、一至四部分合计 43.27 45.77

六、基本预备费（6%） 2.60 2.60

七、水土保持补偿费 0.93 0.93

八、水土保持总投资 46.79 4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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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水土保持实际完成投资

本方案水土保持工程（静态）总投资为 46.79万元，其中主体已有水土保持投资 39.12 万

元，在总投资中，工程措施投资 11.76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20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7.36万元，

独立费用 6.65万元（其中建设管理费 0.73万元，编制勘察设计费 5.00万元，监理费 0.92 万），

基本预备费 2.60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93万元。

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见表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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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2 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见表

工程或费用名称
主体已有 方案新增

合计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万元）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

一、工程措施 11.76 11.76
雨水管网 m 103 300 3.09 3.09
雨水管网 m 219 300 6.57 6.57
土地整治 hm2 0.07 42577.32 0.30 0.30
植草砖 hm2 0.03 600000 1.80 1.80

二、植物措施

综合绿化 hm2 0.07 2500000 17.50 17.5
三、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 hm2 0.33 51271.04 1.69 1.69

密目网苫盖 hm3 0.16 51271.04 0.82 0.82
密目网苫盖 hm4 0.07 51271.04 0.36 0.36

密目网苫盖 hm5 0.05 51271.04 0.26 0.26

临时排水沟 m 52 80.43 0.42 0.42
临时排水沟 m 101 80.43 0.81 0.81
临时排水沟 m 135 80.43 1.09 1.09
临时沉沙池 座 1 4183.22 0.42 0.42
洗车平台 座 1 15000 1.50 1.50

一至三部分合计 36.62 36.62
四、独立费用 6.65 6.65

项目建设管理费（2%） 0.73 0.73
编制费及勘测设计费 5.00 5.00
监理费（2.5%） 0.92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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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至四部分合计 43.27 45.77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告编制费（6%）
2.60 2.60

六、水土保持补偿费 0.93 0.93
七、水土保持总投资 46.79 4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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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投资变化情况

根据上表分析，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无变化。

无变化的原因是：项目为补报项目，补报时项目已完工，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已落实，故相对

应的各项水土保持投资也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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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4.1.1 建设单位质量管理

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是工程建设质量管理的第一责任单位，具体负

责本工程质量管理工作。

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建设单位始终把加强质量管理、确保工作质量放在首要位置，实行全

过程质量控制和监督，施工过程中全面实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建立

健全了“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承包商保证，政府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工程质量检

验资料齐全，程序完整，均有监理、施工单位的签章，符合质量管理的要求。

验收认为：项目建设管理资料详实，程序较为完善，质量控制体系基本可行，满足工程建设

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管理要求。

4.1.2 监理单位质量管理

本项目监理单位为无锡华电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由主体环境和工程监理单位无锡华电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监理单位认

真履行《监理服务合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开展了质量监理工作。按照施工图设计中涉及

到的水土保持与环境保护相关内容要求，认真履行监理职责

在开展监理业务时，监理部制定了一套全面细致、科学合理的质量管理体系。从保证质量全

面履行工程承建合同出发，审查施工单位上报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措施，指导监督合同中

有质量标准、要求的实施；在施工的过程中，把好每道工序的质量关，实行严格的巡视检查与工

序验收制序，无论是重要项目还是一般项目都要经过工序验收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建立

程序严格依照监理规范实施。

验收认为：监理部质量管理体系可行，监理报告详实，建立程序符合建立规范要求。

4.1.3 施工单位质量保证

本项目施工单位为无锡锡晟建设有限公司。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为保证工程结构质量安全，工程外观质量总体符合设计要求，施工单位

建立了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质量责任人的质量保证体系，制定了完善的岗位质量规范。对工程施工

进行全面的质量管理。层层建立质量责任制，明确各施工人员的具体任务和责任，层层落实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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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并在施工过程中加强质量检验工作，认真执行“三检制”委派专业质量检验工程师，配合监

理部门，对工程施工质量进行全面检查。对检查不合格的项目，坚决进行返工、返修，保证达到

规

范和使用条件的标准，切实有效地保证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认为：建设单位施工资质满足施工要求，建设管理体系可行。

4.1.4 设计单位质量保证

本项目设计单位为江苏华电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设计单位在主体工程设计过程中，同时开展

水保设计工作，设计深度满足水保工程建设要求。接受项目设计监理的管理，按照设计监理要求

开展水保设计工作。按照批复的水保方案和重大水土保持变更管理办法要求，核实主体设计施工

图的差异，并对差异进行详细说明，并及时向相关建设管理单位和前期水保方案编制单位反馈信

息。在现场开展水保竣工至验收时，结合水保实施情况，提出水保目标实现和工程水保符合性说

明文件，确保工程水保设施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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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将工程质量按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逐级划分，综合评定。

（1）单位工程：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参考主体工程项目划

分情况，为便于工程管理角度出发，根据工程项目组成和标段划分情况，将本工程划分为 4 个

单位工程。

（2）分部工程：按照工程相对独立、工程类型相同的原则，将组成单位工程的单个工程划

分为 6 个分部工程。

（3）单元工程：按照单独施工完成的最小综合体和便于质量考核的原则，将组成分部工程

的单个工程划分为79个单元工程。

本项目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及单元工程划分结果见表 4.2-1。水土保持项目单元工程质量控

制结果统计表见表 4.2-2.

表 4.2-1 水土保持设施项目划分表

单位工程 分布工程 措施名称 单元工程划分

防洪排导

工程

排洪导流

设施

雨水管网 按段划分，每 50m-100m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雨水回用系统 每个单元工程 30-50m3，不足 30m3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

程，大于 50m3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土地整治 场地整治 土地整治 每 0.1-1h ㎡左右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1h ㎡可单独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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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h ㎡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临时防护

工程

沉沙 临时沉沙池 每 1 座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排水 临时排水沟、

临时雨水管网

每 50m-100m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覆盖 临时苫盖 按面积划分，每 100-1000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

㎡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0 ㎡可划分为两个以上

单元工程。

植被建设

工程

点片状植

被

综合绿化 以设计图斑确定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 0.1-1h ㎡，不

足 0.1h㎡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h ㎡可划分为两

个以上单元工程。

表 4.2-2 水土保持项目单元工程质量控制结果统计表

序

号

单位工

程
分布工程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单位

工程

量
单元工程划分

单元

工程

数量

1
防洪排

导工程

排洪导流

设施

道路及配套设

施区
雨水管网 m 219

每 50m作为一个单元工

程
5

建筑区 雨水管网 m 103
每 50m作为一个单元工

程
2

2
土地整

治工程
场地整治 绿化区 土地整治 h㎡ 0.07

每 0.1hm
2
作为一个单元

工程
1

3
临时防

护工程

沉沙
道路及配套设

施区
临时沉沙池 座 1

每 1座作为一个单元工

程
1

排水

道路及配套设

施区
临时排水沟 m 101

每 50m作为一个单元工

程
2

临时堆土区 临时排水沟 m 135
每 50m作为一个单元工

程
3

施工生产生活

区
临时排水沟 m 52

每 50m作为一个单元工

程
1

覆盖

建筑区 临时苫盖 h㎡ 0.33
每 100m

2
作为一个单元工

程
33

道路及配套设

施区
临时苫盖 h㎡ 0.16

每 100m
2
作为一个单元工

程
16

绿化区 临时苫盖 h㎡ 0.07
每 100m

2
作为一个单元工

程
7

临时堆土区 临时苫盖 h㎡ 0.05
每 100m2作为一个单元工

程
5

施工生产生活

区
临时苫盖 h㎡ 0.02

每 100m2作为一个单元工

程
2

4
植被建

设工程

点片状植

被
绿化区 综合绿化 h㎡ 0.07

每 0.1hm
2
作为一个单元

工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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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价

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之规定，水土保持工程：“合格”的标

准为：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在各参建单位的努力下，

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的自查初验工作已完成。

经自查初验，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共划分为 4 个单位工程、6 个分部工程、79 个单元工程，

单元工程合格率为 100%。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质量评定结果详见表 4.2-3。

表 4.2-3 水土保持设施的质量评定结果表

序

号

单位

工程
分布工程 防治分区 措施分类

单元工

程数量

合格

数量

合格

率

质量

等级

1
防洪排导

工程

排洪导流设

施

道路及配套设施区 雨水管网 5 5 100% 合格

建筑区 雨水管网 2 2 100% 合格

2
土地整治

工程
场地整治 绿化区 土地整治 1 2 100% 合格

3
临时防护

工程

沉沙 道路及配套设施区 临时沉沙池 1 1 100% 合格

排水

道路区 临时排水沟 2 2 100% 合格

临时堆土区 临时排水沟 3 3 100% 合格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排水沟 1 1 100% 合格

覆盖

建筑区 临时苫盖 33 33 100% 合格

道路及配套设施区 临时苫盖 16 16 100% 合格

绿化区 临时苫盖 7 7 100% 合格

临时堆土区 临时苫盖 5 5 100% 合格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苫盖 2 2 100% 合格

4
植被建设

工程
点片状植被 绿化区 综合绿化 1 1 100% 合格

合

计
4 6 79 79

合

计
4 6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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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总体质量评价

经建设单位组织相关单位开展自查初验，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结果如下：

（1）单元工程

通过对工程现场实际量测检验、查看检测资料，工程资料齐全，检查项目符合质量标准；监

测项目的合格率 100%。

（2）分部工程

通过对工程外观质量实际量测检验、查看单元工程检测检验资料。单元工程全部合格，保证

资料完善齐备，原材料及中间产品质量合格，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合格率 100%。

（3）单位工程

通过对工程外观质量实际量测检验、查看单元工程检验资料。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中间

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大中型工程外观质量得分率达到 80%以上；施工质量检验资料

基本齐全。单位工程全部合格，合格率 100%。经过建设单位自查初验，验收单位资料检查和现

场抽查，认为本项目已完成的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质量合格。满足水土保持保持方案报告书及规范

规程对水土保持设施质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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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程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主要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已全部完成，经过一段时间运行，证明水土保

持措施质量很好，运行正常，未出现安全稳定问题，工程维护及时到位，效果显著。本项目已度

过风季时段和雨季时段。经过现场调查，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保存完好，工程牢固稳定；水土保持

植物措施生长旺盛整，成活率较高；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均能够发挥应有的保持水土的功能。水土

保持措施由于将价款支付与竣工验收结合起来，调动了施工单位的积极性，比如植物措施从植物

种类选择、采购、种植到管护的每个环节都十分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从分部工程来看，成

活率高，保存率高，补植情况好，满足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在工程的运行过程中，建设单位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管护措施，实行水土保持工程管

理、维修、养护目标责任制，各部门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各区域的管护落实到人，奖罚分明，

从而为水土保持措施早日发挥其功能奠定了基础。

从几个月的运行情况来看，工程措施运行正常，林草长势较好，项目周围的环境有所改善，

初显防护效果。运行期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可以保证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并发挥作用。

5.2 水土保持效果

5.2.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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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流失治理度（%）＝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水土流失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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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土壤流失量达到容许土壤

流失量或以下的面积，以及建立良好排水体系，并不对周边产生冲刷的地面硬化面积和永久建筑

物占用地面积。弃土弃渣场地在采取挡护措施并进行土地整治和植被恢复，土壤流失量达到容许

流失量后，才能作为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水土流失面积包括因生产建设活动导致或诱发的水土流失面积，以及防治责任范围内尚未达

到容许土壤流失量的未扰动地表面积。

本工程水土流失面积0.78hm
2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0.769hm

2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6%，

达到方案制定的 98%的防治目标，详见表 5.2-1。

5.2-1 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表 单位：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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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区面

积
扰动地表面积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小计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建筑物覆盖面

积、硬化、苫盖

面积

建筑区 0.38 0.38 / / 0.38 0.38

道路及配套设

施区
0.25 0.25 0.03 / 0.24 0.24

绿化区 0.07 0.07 / 0.069 / 0.069

施工生产生活

区
0.05 0.05 0.05

临时堆土区 0.03 0.03 0.01 0.02 0.03

合计 0.78 0.78 0.04 0.069 0.069 0.769

5.2.2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容许土壤流失量÷治理后平均土壤流失强度

土壤流失控制比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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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

均土壤流失量之比。

容许土壤流失量指按《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执行，水力侵蚀的容许土壤

流失量。

项目所在地区土壤侵蚀强度容许值为 500t/（km².a），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并发挥效益

后，项目区的蓄水保土能力得到了恢复和改善，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分析，治理后土壤侵蚀模

数为 300t/（km².a），土壤流失控制比 1.67，达到水土保持方案制定的土壤流失控制比 1 的

防治目标。

5.2.3 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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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土防护率=[采取措施后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临时堆土数量÷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

永久弃渣是指项目竣工后或生产过程中，堆存于专门场地的废渣（土、石、灰、矸石、尾矿）；

临时堆土是指施工和生产过程中暂时堆存，后期仍要利用的土（石、灰、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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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挡护是指对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下游或周边采取拦挡，表面采取工程和植物防护或临时

苫盖防护。

本工程采取措施后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临时堆土数量为 0.565万 m
3
，永久弃渣和临时堆

土总量为 0.57 万 m
3
，渣土防护率为 99.12%，达到水土保持方案制定的 99%目标。

5.2.4 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占可剥离表土总量的百分比。

表土保护率%=［保护的表土数量÷可供剥离、保护的表土总量］

保护的表土数量指对各地表扰动区域的表层腐殖土（耕作土）进行剥离（或铺垫）、临时防

护、后期利用的数量总和；

可剥离、保护表土总量指根据地形条件、施工方法、表土层厚度、综合考虑目前经济条件下

可以剥离表土的总量，包括采取铺垫措施保护的表土量。

本工程施工前对建筑区和道路及配套施工区域中土壤肥力较高的地表进行表土剥离，并对临

时堆放的表土采用了临时苫盖措施进行防护，共剥离表土1138m3。在施工建设过程中采取了较

好的防护措施，经监测分析，得到有效防护的表土量为 1059m3，表土保护率达到 93.05%，达到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中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92%的要求。

5.2.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项目水土流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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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类植被面积÷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恢复林草

林草类植被面积指生产建设项目的防治责任范围内所有人工和天然的林地、草地面积。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指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通过分析论证确定的可以采取植物措施的面

积，不含恢复农耕的面积。

项目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0.07hm2，林草类植被面积 0.069hm2，林草植被恢复率 98.57%，

达到方案制定的 98%的防治目标，详见表 5.2-3。

表 5.2-3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单位：hm2

分区
项目建设区

面积

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林草类植被面积 林草植被恢复率

绿化区 0.07 0.07 0.069 98.57%

合计 0.07 0.07 0.069 9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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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比。

林草覆盖度%＝［林草植被面积÷项目建设区面积］

林草类植被面积指生产建设项目的防治责任范围内所有人工和天然的林地、草地面积。

根据监测计算，本项目林草类植被面积为 0.069hm
2
，项目总面积 0.78hm

2
，林草覆盖率为

8.8%，达到方案制定的8.8%的目标。

项目 6 项指标值达到情况见表 5.2-4。

表 5.2-4 防治指标值达到情况

序号 指标 目标值 监测结果 达标情况

1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98.71% 达标

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 1.67 达标

3 渣土防护率 99% 99.12% 达标

4 表土保护率 92% 97.68%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98.57%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8.8% 8.8% 达标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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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通过

向工程周边公众发放公众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公众对拟验收项目水土保持方面的满意和建议。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表5份，收回5份，反馈率100%，反馈依据的 5名被调查者中，大部分认

为工程建设过程中采取相关措施，工程施工期间对周边环境及生产等活动无较大的影响，对工程

实施情况满意。

工程建设过程中与周边关系处理融洽，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未接到有关本工程的水土流失问题

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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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为确保工程建设目标的实现，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工程监理制、招投标制。建设单位无锡

新吴区物业管理中心是项目实施责任单位，在工程建设工程中，专门成立了现场指挥部，对工程

进度、质量、投资费用、安全、合同等全面负责。

本项目为补报项目，施工过程中，已实施相关水土保持措施。

6.2 规章制度

为加强工程质量管理，提高工程施工质量，建设单位制订了《工程质量管理规定》《工程质

量检验与施工质量评定规定》《工程质量管理及质量责任》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工程质量、安

全管理，施工、监理履约情况作出了明确管理办法。与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均签订了合同，明

确了相应的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江苏省水土保持

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无锡市锡山区水利局作为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执法监

督，有利促进了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

6.3 建设管理

6.3.1 招标过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和（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建设

招标投标管理制度）将水土保持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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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法实施招标、评标工作的基础上，公开、公平、公正选择优秀的施工队伍

及材料供应商。中标的施工单位都是具备相应资质，技术过硬、信誉良好、实力雄厚的施工企业，

自身的质量保证体系非常完善。在施工过程中严把材料质量关，施工工序质量关，注重措施成果

的检查验收工作，将价款支付与竣工验收相结合，保障了工程措施质量和植物措施质量。

6.3.2 主要施工合同

根据《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建设合同管理制度》，水土保持工程

实行合同管理，与承包商签订施工合同。建设单位与无锡锡晟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

6.3.3 施工材料采购及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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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材料由施工单位自行采购和供应，原材料经过检验，达到要求后方可利用。绿化措

施施工单位按建设单位批准的绿化方案采购绿化材料，栽种前，建设单位对苗木质量、品种、数

量进行检验，不合格的苗木不能栽种。

6.4 水土保持监测

因本项目为报告表项目，故未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6.5 水土保持监理

本项目为补报项目，水土保持监理已纳入主体工程监理。本项目工程监理由江苏华电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负责，水土保持监理已包含在内。

为开展水土保持工程的监理工作，遵循“合理、协调、高效”的原则。项目监理部实行总监

理工程师负责制，根据工程建设进度先后投入多人，负责本项目监理工作。

监理部按照“四控制、两管理、一协调”的原则开展了大量工作，从原材料的质量控制到设

计、施工、招投标等全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并协助管理处制定了中间验评办法、安全检查办法

及现场协调等工作。项目监理部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设总监代表、专职安全质量、投资合

同、信息资料管理等专业监理人员。监理部明确了各岗位的职责，各专业人员的分工按基本建设

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做到各专业监理师明确自己监理的项目。

在对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特点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编制工程监理规划，规

划编写十分详尽，将监理合同中赋予监理方的权力和责任按工程建设阶段进行细化，提出明确的

监理工作目标，即对工程建设实施质量、进度、安全、投资控制，进行合同、信息管理，协调工

作参建各方以工程建设为中心，努力工作，精心监理，实现达标投产。并将总体目标细化分解到

四个控制中，提出分阶段控制目标。在监理规划中明确了监理工作内容、程序及组织结构，力求

务实，可操作性强。

监理规划经业主单位批准后，监理部及时组织专业监理工程师编制监理实施细则，作为监理

工作的作业指导性文件，监理细则的编制质量十分重要，监理部在总结其他监理工程细则实施经

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工程特点编制细则，在细则中对监理工作内容及程序进行了细则分解，将各

项监理工作落到文件中，以便指导专业监理工作。依据《工程质量验评范围划分表》对工程目划

分，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对工程质量进行质量验收及评定。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本工程日常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情况较好，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未下发相关整改意

见。目前各项措施已达到水土保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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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行政审批局《关于准予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东港水许可[2021]14 号），本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9300

元。本项目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取得缴费回执（见附件）。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验收后，各项水土保持工程设施由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负责，负

责落实负责管护制度，建立管理养护责任制，落实专人，对水保工程进行管理维护。及时解决干

旱、病虫等自然灾害对水保设施的破坏，对因此造成的缺损，及时进行抚育、补植、更新，使其

水土保持功能不断增强，发挥长期、稳定的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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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7.1 结论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管理方面，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

加大了工程建设的监管检查力度，确保了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质量。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通过采

取各类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工程建设产生的新的人为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扰动和损坏的土

地得到了有效恢复和治理，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安全稳定、运行良好。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

标均已达标，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控制。

建设单位按照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通过了当地水

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批复。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纳入到主体工程的建设管理体系中，随

主体工程进行招标投标，通过公开竞争选择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施工、监理、监测单位开展了水

土保持施工、监理、监测工作，明确了建设过程中项目法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监测

单位各自的职责。

同时加强设计和施工管理，水土保持工程设计随主体工程的设计优化而不断优化，确保了水

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有效地防治了工程建设期间的水土流失。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设计、施

工和监理的质量责任明确，确保了水土保持设施的施工质量。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基本

明确，可以保证水土保持功能的持续有效发挥。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积极开展了防治工作。目

前，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已得到全面落实，各项措施充分发挥了作用，自然生

态环境也有了明显改善，达到了批复方案报告书的设计要求。

验收的结果表明，本工程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有关水土保持设施

建设任务，鉴定水土保持工程总体质量等级为合格。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较好地发挥了水土保持

功能，有效控制了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防治目标，满足

水土保持防治的相关要求。

7.2 遗留问题安排

根据验收工作组现场查勘及后期工作需要，提出以下工作安排：

1、加强后期管理，定期检查、清理排水系统，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发挥最大效益。项目

区后续的水土保持设施维护管理工作由无锡市力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责，目前已落实了管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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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建立了管理养护责任制，对工程措施进行日常维护，对林草措施进行抚育管理，发现未成活

植株要及时补种，以保证相关水土保持措施发挥长期、稳定、有效的水土保持功能

2、在工程投入运行后将继续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接受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加强对

水土保持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确保水土保持功能的正常发挥。同时对管理人员要加强水土保

持教育，提高水土保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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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和附图

8.1 附件

附件 1：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附件 2：项目立项文件

附件 3：水保行政许可批文

附件 4：水土保持补偿费缴款通知书

附件 5：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委托书

附件 6：验收资料

附件 7：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8.2 附图

附图 1：地理位置图

附图 2：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附件 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附件 4：水土保持措施竣工验收图

附件 5：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535

附

件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636

附件 1：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2019 年 4 月，建设单位取得了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锡山发改备【2019】92 号；

2019 年 4 月，建设单位取得了项目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证，不动产权第 0082690 号；

2019 年 4 月，建设单位取得了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2052019A0005 号）；

2021 年 1 月，建设单位取得了项目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核字第 320205202100011

号）；

2021 年 7 月，建设单位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委托富睿达科技服务无锡有限公司编

制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2021 年 8 月 9 日，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行政审批局《关于准予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

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东港水许可[2021]14 号）对本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经行了批复；

2021 年 10 月，建设单位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委托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编制

本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737

附件 2：项目备案证

附件 3：水保行政许可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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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838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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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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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141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242

附件 4：水土保持补偿费缴款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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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343

附件 5：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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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444

附件 6：分部工程验收签证和单位工程自验鉴定书及相关材料

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防洪排涝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排洪导流设施

施工单位：无锡锡晟建设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545

一、施工日期

2020年 3月~2021 年 5月

二、主要工程量

共布设雨水管网 322m。

三、工作内容及施工经过

雨水管网在建筑区周边、道路广场区域下部敷设，能促使雨水有序

排放；雨水收集池在绿化区下部埋设。

四、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雨水管网在区内根据地势地形高差进行敷设，合理配置雨水井；排

入周边市政管网。

五、质量评定

排洪导流设施共划分 7个单元工程，经验收全部合格，分部工程质

量合格。

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七、验收结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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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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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747

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土地整治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场地整治

施工单位：无锡锡晟建设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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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848

一、施工日期

2021年 4月~2021 年 5月

二、主要工程量

土地整治 0.07hm2。

三、工作内容及施工经过

绿化前对土地进行清理、平整、全面整治，达到可种植植被的条件。

四、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整治后的立地条件应具备绿化需要，采取人工施肥和机械翻地等土

壤改良措施。

五、质量评定

土地整治工程共划分 1个单元工程，经验收全部合格，分部工程质

量合格。

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七、验收结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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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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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050

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临时防护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尘沙、排水、覆盖

施工单位：无锡锡晟建设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151

一、施工日期

2020年 4月~2021 年 5月

二、主要工程量

在道路广场区设置沉沙池 1座；在道路广场区、绿化区、施工生产

生活区、临时堆土区共设置临时排水沟 288m；

在建筑区、道路广场区、绿化区、临时堆土区共设置临时苫盖

0.63hm2。

三、工作内容及施工经过

施工过程中促使雨水和生产生活污水有序排放设置的临时排水，并

在排水沟拐点设置临时沉沙池，使污水沉淀后排入市政管网，同时对场

内裸土进行苫盖，防止扬尘，以上措施的实施均有利于水土保持。

四、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排水沟沿临时道路设置，沉沙池为砖砌，临时苫盖用砖块压住四角。

五、质量评定

临时防护工程共划分 70个单元工程，经验收全部合格，分部工程

质量合格。

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七、验收结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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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252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353

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植被建设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点片状植被

施工单位：无锡锡晟建设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454

一、施工日期

2021年 2月~2021 年 5月

二、主要工程量

在绿化区设置综合绿化 0.07hm2。

三、工作内容及施工经过

土地整治后进行综合绿化，绿化采用乔灌草结合的方式，并考虑乡

土树种。

四、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乔灌草结合，树种选择和配置采用专业园林绿化标准。

五、质量评定

共划分 1个单元工程，经验收全部合格，分部工程质量合格。

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七、验收结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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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555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656

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防洪排导工程、土地整治工程、临时防护

工程、植被建设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排洪导流设施、场地整治、沉沙、排

水、覆盖、点片状植被

2021 年 8 月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757

2021年 5月 5日，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组

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组，在工程建设现场召开项目单位工程验收。参加

验收的单位有：

建设单位：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无锡华电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无锡锡晟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无锡华电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验收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关于工程建设和分部工程情况介绍；现场检

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了相关档案资料，对《无锡锡通铸造

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进行了讨论，形

成如下鉴定意见。

1 项目概况

1.1 主体工程概况

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位于项目地点于无

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内，位于东港镇银杏西路北、黄土塘路东。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总用地面积为 0.78hm2，总建筑面积

11794m2，地上建筑面积 11556m2，地下建筑面积 238m2，建筑密度

48.62%，容积率 1.91，绿地率 8.8%。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研

发车间组成，以及地下消防水池和水泵房、区内的绿化和道路等。

工程已于 2019 年 11 月动工，已于 2021年 5月竣工，总工期 18 个

月。。

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新建成产车间项目由无锡锡通铸造材

料有限公司负责建设，总投资 13.1亿元，其中土建投资 3.6 亿元。

项目占地总计 0.78hm2，其中永久占地 0.78hm2，无临时占地。

1.2 单位工程概况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858

一、单位工程划分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

（SL336-2006）相关要求，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进行了项目划分，将项

目水土保持工程划分为 4个单位工程、6个分部工程、79个单元工程。

二、单位工程建设目标

（1）工期目标：依据施工合同约定的进度时间，控制实际工期不

超过施工合同约定的工期。

（2）质量目标：工程质量等级全部达到合格标准，水土保持防治

指标达到设计要求。

（3）投资目标：以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价款为控制目标，使工程

造价控制在合同价内。

（4）安全管理目标：排除施工安全隐患，杜绝发生重大人员伤亡

事故及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三、工程参建单位

建设单位：无锡锡通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无锡华电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无锡锡晟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无锡华电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单位工程完成情况

共完成雨水管网 322m，综合绿化 0.07hm2，洗车平台 1套，沉沙池

1座，密目网苫盖 0.63hm2，临时排水沟 288m。建设起始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完工日期为 2021年 5月。

3.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通过查勘施工现场，查阅施工过程现场图片和施工记录，结合分部

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对单位工程进行了综合评定。项目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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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959

保持工程划分为 4个单位工程、6个分部工程、79 个单元工程。分部工

程合格 6个，合格率 100%；单元工程合格 79个，合格率 100%；单位

工程总体评价为合格工程。

4.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经现场勘查及内业核查，未发现其他问题。

5.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意见

按照有关程序规定，建设单位组织并主持了由参建各方组成的验收组会

议。验收组首先听取了参建各方的汇报，工程合同履行情况和工程建设

各环节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的情况，审阅了档案资料，

按预定方案实地查验了工程质量，形成一致意见：该单位工程符合设计

文件、验收规范及合同要求，资料完整，质量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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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060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161

7：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厂区东北角 厂区消防管网

厂区消防管网 道路区硬化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262

航拍图：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363

附

图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464

附图 1、地理位置图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565

附图 2、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666

附图 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767

附图 4、水土保持措施竣工验收图



8、附件及附图

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868

附件 5：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

2019 年 7 月遥感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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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大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969

2021 年 10 月航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