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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西路西

侧，原云城足球场内，交通可达性极为优越。 

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总占地面积为0.81hm2，其中永

久占地0.61hm2，临时占地0.20hm2（用作施工临建区）。因施工需要，建设单位

临时占用项目东侧及南侧空闲地作为项目施工临建区，目前东侧施工临建区已完

成道路铺装，南侧施工临建区临时板房已拆除，临时用地已交还政府部门统一规

划管理，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0.81hm2。 

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主要建设1栋9层商业办公楼以

及绿化、道路、管线和1个3层地下室等。总建筑面积32992.0m2，其中计算容积

率建筑面积18209.5m2，不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14782.5m2。本项目土方开挖量为

6.70万m3，填方量1.03万m3，借方量1.03万m3，弃方量为6.70万m3。项目总投资

约3.8亿元，土建投资约2.0亿元。项目于2018年4月开工建设，2021年6月完工，

总工期39个月。 

2015 年 12 月，取得广州市白云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备案项目编号

2015-440100-70-03-011988）。2016 年 3 月，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穗规地

证[2016]49 号）。2016 年 7 月，取得广州市白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同

意总平面规划方案的复函》（穗规函[2016]3102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

批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2018年12月，建设单位委托广州中鹏环保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我司”）承担《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19年1月，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局以“云水函

[2019]142号”文件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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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水利部第12号令）要求，为了

保证水土保持方案的相关水土保持设施落实到位并及时准确了解工程建设中水

土流失情况，2021年6月，建设单位委托我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任务。 

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及各参建单位对排水等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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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项工程的验收，验收结论全部为合格。 

2021年6月，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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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水利厅关于我厅审批及管理的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有关事项的公告》以及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建设

单位委托我司作为第三方服务单位编制《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2021年6月，我司技术人员对项目进行了勘查，对施工过程资料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同月编制完成了《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验收报告结论为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基本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得到了

有效的防治，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水土保持验收条件。 

本报告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此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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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特性表 
验收工程名称 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 

验收工程性质 新建 验收工程规模 占地面积0.81hm2 

所在流域 珠江流域 
所属水土流失重点

防治区 

不属于国家级、广东省级和广

州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

重点治理区 

工期 主体和水土保持工程 2018年4月~2021年6月 

验收工程地点 广州市白云区 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 0.85 hm2 

验收的防治责

任范围 
0.81 hm2 运行期防治责任范围 0.81 hm2 

水土保持方案

批复部门、时

间及文号 

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局，2019年1月，云水函[2019]142号 

方案拟

定水土

流失防

治目标

值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水土

流失

防治

指标

达到

值 

扰动土地整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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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拦渣率（％） 95 拦渣率（％） 99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 

林草覆盖率（％） 27 林草覆盖率（％） 5 

水土保

持措施

工程量 

工程措施 雨水排水管网289m 

植物措施 全面整地0.10hm2、园林绿化0.04 hm2 

临时措施 
基坑顶部截水沟249m、基坑底部排水盲沟234m、集水井5座、

沉沙池2座、临时排水沟317m 

工程质

量自评 

评定项目 总体质量自评 外观质量自评 

工程措施 合格 合格 

植物措施 合格 合格 

水土保持工程概

算投资（万元） 
80.86 

实际完成水土保

持投资（万元） 
61.63 

工程总

体评价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基本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项目建设区内各项水

土保持措施质量评定结果均为合格。本项目除林草覆盖率偏低，其余各项水土

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批复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要求，满足水土保持专项验收的

条件。 

设计 

单位 

广东省华城建

筑设计有限公

司 

施工 

单位 

广东君兆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

方案编制

单位 

广州中鹏环保实

业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

监测单位 
广州中鹏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

监理单位 

广东华联建设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建设单位 广州市康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西路55号、57号、59号 

建设单位联系人 何国庆 联系电话 15102043576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广州中鹏环保实业有限公

司 
联系人及电话 周慧蓉 1882659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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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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西路西

侧，原云城足球场内。项目区地理位置详见下图所示。 

 

图 1.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1.1.2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0.81hm2，其中永久占地 0.61hm2，临时占地 0.20hm2。项

目主要建设 1 栋 9 层商业办公楼以及绿化、道路、管线和 1 个 3 层地下室等。项

目总建筑面积 32992.0m2，其中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18209.5m2，不计算容积率

建筑面积 14782.5m2。 

1.1.3 工程投资 

本工程总投资 3.8 亿元，其中土建工程投资为 2.0 亿元。由建设单位负责筹

措资金。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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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由 1 栋 9 层商业办公楼以及绿化、道路、管线和 1 个 3 层地下室组成，

区内景观绿化主要布设在建筑物南侧，东、西、北三面沿道路布设有少量绿化，

打造出舒适的商业办公环境空间。 

1.1.5施工组织及工期 

项目于 2018 年 4 月开工建设，2021 年 6 月完工，总工期 39 个月。因施工

需要，建设单位临时占用项目用地红线外东侧及南侧空闲地用作施工临建区（堆

放施工材料、施工材料临时加工场以及施工道路），占地面积约 0.20hm2。东面

施工临建区已完成道路铺装，南面施工临建区用地板房已拆除，临时用地已交还

政府部门统一规划管理。 

1.1.6土石方情况 

本项目土方开挖量为 6.70 万 m3，填方量 1.03 万 m3，借方量 1.03 万 m3，弃

方量为 6.70 万 m3。 

挖方主要来源于地下室基坑开挖、管线开挖，填方主要发生在地下室顶板回

填、绿化覆土回填及管线回填等。由于项目自身条件限制，本项目挖方全部外运

处至广州市白云区和秦新型墙体材料厂利用，项目填方全部由外购所得。 

1.1.7 征占地情况 

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0.81hm2，其中永久占地 0.61hm2，临时占地 0.20hm2。项

目占地类型主要为文体娱乐地及空闲地。 

1.1.8 拆迁（移民）安置 

本项目建设范围主要为文体娱乐地及空闲地，不涉及拆迁安置问题。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白云区所在地属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带，地势北部与东北部高，西部和南

部低。区境地形有 6 类：陡坡低山丘陵地形，主要分布在白云山一带及九佛、良

田、太和等镇的东部；缓坡低山丘陵地形，主要分布在萝岗一带；丘陵台地地形，

主要分布在萝岗镇南部；河谷阶地与山前平原台地，主要分布在流溪河竹料段和

钟落潭、龙归、新市等镇；河流冲积平原，主要分布在三元里至嘉禾地区；珠江

三角洲平原，主要分布在区境西南部，包括石井镇南部、新市镇东南部及松洲、

同德等街道范围。本项目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西路西侧，原云城足球场内，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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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流域冲积平原地带，总体地势北高南低。 

2、工程地质 

项目区所属的白云区北部及东北部以低山为主，谷深，坡陡，基岩是坚硬的、

块状的变质岩和花岗岩。在低山的边缘地带，如新广从公路东侧、旧广从公路大

源以南两侧，分布着一系列丘陵，其基岩是抗风化力较弱的中粗粒花岗岩，故山

顶浑圆，山坡平缓。在丘陵区的南部边缘，沿瘦狗岭断裂带走向是一片带状的台

地，区境内西起王圣堂，依次是走马岗、桂花岗，接天河区境的横枝岗、瘦狗岭、

下元岗，一直延伸到区境萝岗的火村、刘村。白云山西麓，是丘陵与山前平原相

接地带，并分布着一系列北东向的山前洼地和台地，与冲积平原相间，组成流溪

河波状平原。项目场地内岩土层自上而下划分为：人工填土层（Q4ml）、冲积

层（Q4al）、残积层（Qel）和灰岩层（C）共 4 个工程地质层，其中冲积层（Q4al）、

残积层（Qel）和灰岩层（C）又各自分别细分为 2 个亚层。区内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对应的地震设防烈度为 7 度。 

3、气象 

白云区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季风环流盛行。冬季

处于大陆高压东南边缘，多吹来自大陆的偏北风，因有南岭等山脉作屏障，阻隔

北方南下寒潮，又可使冷空气锋面停滞，形成阴雨，故冬季不致严寒干燥。夏季

主要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多吹来自海洋的偏南风，因南岭山脉及区内东北高、西

南低的地形特点，可截留大量水蒸气上升成雨，故夏季不至于酷热。根据广州市

气象台 1981~2010 年的统计资料，白云区气象气候可概括如下：气温：多年平均

气温 23.5℃；极端最高气温 39.2℃，历年极端最低气温 6.4℃。降雨量：年平均

降雨量 1944.4mm，降雨集中在 4-10 月。日照：年平均日照 1609 小时。 

4、水文 

白云区水系发达，境内河流众多，山塘水库星罗棋布。白云区境内的河流属

珠江水系。因受地势影响，河流多从东北流向西南，从东流向西或从北流向南，

分别流入珠江、白坭河、流溪河，也有少数经天河区流入东江。主要河流有流溪

河、白坭河、珠江（西航道）以及南岗河等。中小型的水库有白汾、腰坑、新陂、

沙田、南塘、禾龙、铜锣湾、木强、磨刀坑、水口、东坑、金田等 14 座。距离

本项目最近的河流为项目西南面约 736m 的沙涌。 

5、土壤及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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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地带性土壤为赤红壤。赤红壤普遍具有明显的淀积层，矿物组

成主要为高岭石，土壤呈酸性，土壤抗蚀能力差，在地表裸露情况下极易产生面

蚀、沟蚀等水土流失。白云区植被为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但由于人类的长期经

济活动，天然林已极少存在，现状以次生林、人工林为主。 

    目前，项目建设区内除建筑占地、道路广场硬化地表外，剩余用地已布置绿

化措施，目前植被生长情况良好。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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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水保【2013】188 号）、《广东省水利

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和《广州市水务局关

于划分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穗水规字[2018]3 号），

广州市白云区不属于国家级、广东省级和广州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

理区。 

工程区域位于南方红壤丘陵区，土壤侵蚀类型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项目所

在地土壤流失属轻微侵蚀，水土流失容许值 500t/km2·a。 

根据《广东省第四次水土流失遥感普查成果报告》（2013 年 8 月，广东省

水利厅、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广州市辖区土壤总侵蚀面积

80.06km2，其中自然侵蚀面积 53.74 km2；人为侵蚀面积 26.32 km2，其中生产建

设侵蚀面积 25.65 km2、火烧迹地侵蚀面积 0.04 km2、坡耕地侵蚀面积 0.64 km2。

由此可见，人为侵蚀主要由生产建设造成。详细土壤侵蚀情况见表 1.2-1 所示。 

表 1.2-1 广州市各县(县级市)土壤侵蚀面积统计          单位:km2 

县（市、区） 自然侵蚀 
人为侵蚀 

总侵蚀 
生产建设 火烧迹地 坡耕地 合计 

从化市 86.24 18.61 1.09 30.55 50.25 136.49 

增城市 79.15 22.60 0.89 7.62 31.11 110.27 

番禺区 27.67 11.71 0.00 0.00 11.71 39.38 

广州市辖区 53.74 25.65 0.04 0.64 26.32 80.06 

花都区 64.93 25.11 0 0.60 25.71 90.65 

合计 311.73 103.68 2.02 39.41 145.11 45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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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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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15年12月，取得广州市白云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准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证》（备案项目编号2015-440100-70-03-011988） 

2016年3月，取得广州市规划局批准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穗规地证

[2016]49号）。 

2016年7月，取得广州市白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同意总平面规划方

案的复函》（穗规函[2016]3102号）。 

2018年3月，取得《广州市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2.2 水土保持方案 

2.2.1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情况  

2018年12月，建设单位委托广州中鹏环保实业有限公司承担《广州娇兰佳人

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广州中鹏环保实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完成了《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

有限公司总部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019年1月9日，广州璟湖水利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在广州市组织召开了《广州

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审查会，且通

过技术审查。 

2019年1月，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局以“云水函[2019]142号”文件对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2.2.2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文件及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

总部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0.85hm2，包括项目建设区面积0.81hm2，直接

影响区面积0.04hm2。 

2.2.3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根据批复文件及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

部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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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表 

序号 指标 一级标准（修正值）  方案目标值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 95 95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97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4 拦渣率（％） 95 95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99 

6 林草覆盖率（％） 27 27 

2.2.4 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及工程量 

根据批复文件及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

部项目充分利用主体工程已有的水土保持功能，以工程措施控制集中、高强度流

失，并为植物措施的实施创造条件；同时以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配套，提高水

土保持效果、 减少工程投资，改善生态环境，在保持水土的同时，兼顾美化绿

化要求，使之形成一个完善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所设计的详细措施工程量参见下表所示。 

表2.2-2 水土保持方案中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主体工程区 

工程措施 雨水排水管网 m 400 

植物措施 园林绿化 hm2 0.21 

临时措施 

基坑顶部截水沟 m 249 

基坑底部排水盲沟 m 234 

集水井 座 5 

沉沙池 座 1 

临时排水沟 m 253 

施工临建区 

植物措施 
全面整地 hm2 0.20 

铺设草皮 hm2 0.2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m 147 

沉沙池 座 2 

2.2.5 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 

根据批复文件及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

部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80.86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列投资为 36.36 万元，

本方案新增投资 44.50 万元。水土保持方案新增投资包括：工程措施 0.00 万元，

植物措施 4.77 万元、临时工程费 3.66 万元，监测费 13.18 万元，独立费用 18.86

万元（其中监理费 0.99 万元），预备费 4.03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 0.00 万元。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无发生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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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后，建设单位在后续工程设计过程中继续将批复的

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一起进行了深化设计。2018年3月，项目取得《广州市

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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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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批复文件及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

总部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0.85hm2，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为0.81hm2，直

接影响区面积为0.04hm2。 

施工期间，项目建设区四周建有2.5m高的施工挡板及围墙，施工挡板及围墙

阻断了场内施工对四周的影响，未对项目周边区域产生间接或直接影响，因此水

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方案设计范围减少了0.04hm2。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对比表，参见表3.1-1。 

表3.1-1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表          单位：hm2 

序

号 

防治分

区 

防治责任范围（hm2） 

方案设计 监测结果 增减情况 

小计 

项目

建设

区 

直接

影响

区 

小计 

项目

建设

区 

直接

影响

区 

小计 

项目

建设

区 

直接

影响

区 

1 
主体工

程区 
0.64 0.61 0.03 0.61 0.61 0.00 -0.03 0.00 -0.03 

2 
施工临

建区 
0.21 0.20 0.01 0.20 0.20 0.00 -0.01 0.00 -0.01 

合计 0.85 0.81 0.04 0.81 0.81 0.00 -0.04 0.00 -0.04 

3.2 弃土场  

本项目土方开挖量为 6.70 万 m3，填方量 1.03 万 m3，借方量 6.70 万 m3，弃

方量为 1.03 万 m3。本项目不设置弃土场，弃土全部外运至广州市白云区和秦新

型墙体材料厂利用。 

3.3 取土场  

本项目填方量1.03万m3，本项目不设置取土场，全部填方来源于外购，外购

土方均从合法的供应商购得。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设遵循“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工程措施

与植物措施相结合，永久工程和临时工程相结合，形成综合防治体系。在防治措

施具体配置中，以工程措施为先导，充分发挥其速效性和控制性，同时也发挥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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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措施的后续性和生态效应，形成一个完整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 

项目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为雨水排水管网，项目实际实施雨水排水

管长度为289m，较方案计列减少了111m，主要原因为后续设计施工过程中根据

项目实际情况实施雨水排水管网。项目实施的植物措施为园林绿化及全面整地，

其中园林绿化面积为0.21hm2，由于建筑物1楼主要为商业店铺，东面及南面大面

积的园林绿化影响人流出入及疏散，建设单位将东面及南面园林绿化布设进行了

调整，现存绿化面积为0.04hm2，较方案计列减少了0.17hm2；实际实施的全面整

地面积为0.10hm2，较方案计列减少了0.10hm2，主要原因为南面施工临建区规划

为道路用地，临时建筑拆除后交还政府部门统一规划管理，未实施全面整地措施。

项目未实施方案设计的铺设草皮措施，主要原因为项目临时占地区域规划为道路

用地，项目东面施工临建区已完成道路铺装，南面施工临建区临时建筑已拆除，

临时用地均已交还政府部门统一规划管理，未能实施方案设计的铺设草皮措施。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运行状态良好，工程措施能有效排导场内径流，

植物措施可有效保水固土，发挥其水土保持效益。经过现场调查，本项目实施的

水土保持措施布局有以下特点：  

A.土石方合理利用       

本项目通过优化施工工艺，主体工程施工期间，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建设时

的开挖土方，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  

B.因地制宜、合理布设防治措施 

根据项目区汇水面积布设施工期的临时排水沟与施工后期的永久排水管道

疏导积水，对项目区内可绿化区域采取园林绿化措施，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C.点面结合，防治体系完整 

根据工程水土流失的特点，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将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

相结合，永久措施和临时措施相结合，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根据不同施工区的

特点，建立分区防治措施体系，排水、绿化工程相结合，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改

善生态环境。总体布局以工程措施控制大面积、高强度水土流失，为植物措施创

造条件；同时通过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配套，提高水土保持效果、节省工程投资、

改善生态环境。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布局从实际出发，统筹兼顾，科学调配，最大限度地减

少开挖量，符合水土保持要求。本工程根据不同的水土流失特征分区布局，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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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护，以排水沟截排径流，结合主体拦挡工程， 

加以植草、种树固持土壤，美化环境，防治思路清晰明确。整个项目的水土保持

布局合理，水土保持设施不但很好地解决了水土流失问题，还与周围的原自然环

境相结合，起到了恢复生态环境、美化环境的作用，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明显，达

到水土流失防治要求。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1、工程措施 

    项目工程措施实施时间为2020年3月~4月，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为

雨水排水管网。工程措施运行状态良好，能有效排导场内径流，发挥其水土保持

效益。 

    工程措施详细工程量详见下表所示。  

表3.5-1 工程措施工程量 

防治措施 单位 主体工程区 合计 

工程措施 雨水排水管网 m 289 289 

 

         
图3.5-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现状图 

2、植物措施 

项目植物措施实施时间为2020年5月~12月，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要为

园林绿化及全面整地措施。林草成活率较高，生长状态良好。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6 月完成项目场内园林绿化

施工，绿化面积约 0.21 hm2。由于项目建设的商业办公楼一楼主要为商铺，建筑

物周边大面积的绿化影响人流出入通行，因此建设单位对已实施绿化的区域进行

了道路广场改造。经改造，项目场内绿化面积减少至 0.04hm2。项目具体完成水

保植物措施及数量见表 3.5-2，项目现有植物措施工程量见表 3.5-3。 

    植物措施工程量详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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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2 实际实施植物措施工程量 

防治措施 单位 主体工程区 施工临建区 合计 

植物措施 
园林绿化 hm2 0.21 / 0.21 

全面整地 hm2 / 0.10 0.10 

表3.5-3 现有植物措施工程量 

防治措施 单位 主体工程区 施工临建区 合计 

植物措施 
园林绿化 hm2 0.04 / 0.04 

全面整地 hm2 / 0.10 0.10 

 

         
2020年6月植物措施影像资料1               2020年6月植物措施影像资料2 

         
植物措施现状1                             植物措施现状2 

图3.5-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影像资料 

3、临时措施 

项目临时措施实施时间为2018年4月~2019年3月，工程建设过程中实施的水

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主要有基坑顶部截水沟、基坑底部排水盲沟、临时排水沟、

沉沙池、集水井等。现阶段为自然恢复期，临时措施已全部拆除。施工期临时防

护措施实施情况具体见表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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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4 临时措施工程量 

防治措施 单位 主体工程区 施工临建区 合计 

临时 

措施 

基坑顶部截水沟 m 249 / 249 

基坑底部排水盲沟 m 234 / 234 

临时排水沟 m 230 87 317 

集水井 座 5 / 5 

沉沙池 座 0 2 2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较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相比详细增减情况参见下

表所示。  

表3.5-5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对比表 

分区 防治措施 项目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

工程量 

实际完成

工程量 

较方案值

增减（+/-） 

主体工

程区 

工程措施 雨水排水管网 m 400 289 -111 

植物措施 园林绿化 hm2 0.21 0.04 -0.17 

临时措施 

基坑顶部截水沟 m 249 249 0 

基坑底部排水盲沟 m 234 234 0 

集水井 座 5 5 0 

沉沙池 座 1 0 -1 

临时排水沟 m 253 230 -23 

施工临

建区 

植物措施 
全面整地 hm2 0.20 0.10 -0.10 

铺设草皮 hm2 0.20 0 -0.2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m 87 87 -60 

沉沙池 座 2 2 0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投资 

根据批复文件及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

部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80.86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列投资为 36.36 万元，

本方案新增投资 44.50 万元。水土保持方案新增投资包括：工程措施 0.00 万元，

植物措施 4.77 万元、临时工程费 3.66 万元，监测费 13.18 万元，独立费用 18.86

万元（其中监理费 0.99 万元），预备费 4.03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 0.00 万元。 

3.6.2 实际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本项目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61.63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列投资为

34.50 万元，本方案新增投资 27.13 万元。水土保持方案新增投资包括：工程措

施 0.00 万元，植物措施 0.01 万元、临时工程费 2.62 万元，监测费 3.00 万元，独

立费用 18.95 万元（其中监理费 0.99 万元），预备费 2.55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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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水土保持工程完成投资汇总及对比表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设计值（万元） 实际完成情况（万元） 增减情况（万元） 

主体已列 36.36 34.50 -1.86 

工程

措施 
雨水排水管网 6.70 4.84 -1.86 

植物

措施 
园林绿化 25.50 25.50 0.00 

临时

措施 

基坑顶部截水沟 1.60 1.60 0.00 

基坑底部排水盲沟 1.37 1.37 0.00 

集水井 0.23 0.23 0.00 

沉沙池 0.40 0.40 0.00 

临时排水沟 0.56 0.56 0.00 

方案新增 44.50 27.13 -17.37 

植物

措施 

全面整地 0.02 0.01 -0.01 

铺设草皮 4.75 0.00 -4.75 

临时

工程

费 

临时排水沟 3.36 2.47 -0.89 

沉沙池 0.13 0.00 -0.13 

其他临时工程 0.17 0.15 -0.02 

水土保持监测费 13.18 3.00 -10.18 

独立

费用 

建设单位管理费 0.91 1.00 +0.09 

招标业务费 0.64 0.64 0.00 

经济技术咨询费 10.60 10.60 0.00 

工程建设监理费 0.99 0.99 0.00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费 
5.00 5.00 0.00 

科研勘测设计费 0.72 0.72 0.00 

预备

费 
基本预备费 4.03 2.55 -1.48 

水土保持补偿费 0.00 0.00 0.00 

工程总投资 80.86 61.63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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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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实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

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亦纳入了主体工程的建设管理体系中。  

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的水土保持工程在业务上由项

目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管理，并对本项目管理的主要内容加以了规范，全面实

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亦

纳入了工程的建设管理体系中，保证了项目建设全面顺利的进行。  

为加强工程质量管理， 提高工程施工质量，实现工程总体目标，建设单位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并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主体工程的管理

中，制定了一系列质量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工程质量管理办法》、《工程质

量事故报告制度》、《工程进度管理制度》、《招投标管理办法》、《监理检查

制度》等有关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管理的规章制度。明确了质量控制目标，落实了

质量管理责任，对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提出了明确的质量要求，监理单位做到“事

前控制、过程跟踪、事后检查”，对工程项目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监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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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程施工进行全面的

质量管理。并实行“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承包商保证，政府监督”的四

级质量保证体系，形成了严密的质量管理网络，实行了全面工程质量管理。  

从本工程的各种质量管理制度、组织结构和落实情况可以看出，工程的质量

管理体系是健全和完善的。  

4.1.2 设计单位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经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局批复后，建设单位委托广东省华

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后续设计任务。广东省华城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为指导，以批复的

水土保持方案为依据严格贯彻“预防为主，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加

强管理，注重效益”的水保工作方针，以《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为

设计依据，结合主体工程采取具有水保功能的防护措施，重点针对工程扰动、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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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区域进行水土流失防治，及时有效地控制工程建设过程中造成的新的水土流

失，保护区域良好的生态环境。结合本工程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现有资料，在

实地调查等工作的基础上，确定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的责任范围，提出水土保持分

区防治措施和总体布局，对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规划设计，提出年度实施计划，

使水保措施落到实处，从而达到控制水土流失，保障工程安全运行与周边生态环

境协调发展的目的。 

    2018年3月，项目取得《广州市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4.1.3 监理单位 

本项目监理单位广东华联建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和完善了工程质

量保证体系，实现对工程质量的全过程监控。具体的质量措施包括思想保证措施、

组织保证措施、人力资源保证措施、技术保证措施、通过加强质量教育、加强技

术培训、明确质量目标责任制、强化企业质量自控能力、工艺控制、工程材料控

制、施工操作控制等手段，使项目各项水土保持措施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从本项

目的各种质量管理制度、组织结构和落实情况可以看出，本工程的质量管理体系

是健全和完善的，对确保各项工程质量起到了较好的控制作用。  

4.1.4 质量监督单位  

本项目质量监督单位为广州市白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在施工期

间，质量监督单位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水土保持相关文件要求，开展

施工期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全面监督和检查各施工单位水保方案的实施

和效果，力求在计划的投资、进度和质量目标内实施水保方案措施，使水土保持

工程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水土流失得以及时防治。 

 4.1.5 施工单位  

为加强工程质量管理，实现工程总体目标，工程施工单位广东君兆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成立了环保、水土保持小组，并指派专人予以负责。制定了“水土保持

工作制度”并严格执行，宣传到位、落实到位；制定了一系列质量管理制度，明

确质量责任，防范建设中不规范行为。  

一是形成健全质量监督管理体系。根据有关质量管理的文件，从质量策划、

合同评审、材料供应和采购把关，施工过程控制，文件和资料管理、质量记录控

制各种培训等要素着手，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形成一个标准的质量保证体系 实行

工程质量目标管理，明确各部门的工作岗位职责。 



第四章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20 广州中鹏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二是配备专职质检员和实验员。由质检员具体负责，实行全过程监督，并强

化质量监控和检测手段。 

    三是落实“三检”制度。在施工过程中，切实落实“三检”制度，做到施工班组

自检，班组之间做到互相检验，专职质检员专检，确保每道施工工序满足设计规

范的要求。 

    四是实行典型施工，选择最佳施工方案。分项工程开工前由施工技术员负责，

进行分层次的书面技术交底、交施工方案、交施工工艺设计意图、交质量标准、

交安全措施，使每个施工人员做到目标明确。在进行分项工程典型施工，选择合

理的参数，适宜的材料、施工机械，保证分项工程的施工质量。 

    五是积极配合监理、质检站检查监督。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工程项目划分及结果  

（1）项目划分一般规定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项目划分规定，水土保

持工程质量评定应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工程三个项目，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工程的项目划分应与主体工程相衔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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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评定要求时，应以《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

（SL336-2006）为主进行划分。 

（2）项目划分结果 

根据主体工程的项目划分情况，本项目涉及水土保持措施的项目共分为3类

单位工程，分别为防洪排导工程、植被建设工程。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共划分为

2项分部工程，4项单元工程。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划分情况详见下表。  

表4.2-1 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划分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数量 备注 

防洪排导工程 雨水排水管网 3 按段划分，每100m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植被建设工程 园林绿化 1 以设计的图班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合计 4  

4.2.2 各防治区工程质量评定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共划分为4项单元工程，质量评价合格的为4项，单元工

程合格率为100%。工程质量评定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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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水土保持设施质量评定统计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 

程数量 

合格单元 

工程数量 

合格率 

（%） 

防洪排导工程 雨水排水管 3 3 100 

植被建设工程 园林绿化 1 1 100 

合计 4 4 100 

4.3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项目施工共产生弃方为1.03万m3，弃土全部外运

至广州市白云区和秦新型墙体材料厂利用，本项目无设置弃渣场。 

4.4 总体质量评价 

通过实地调查、综合分析后认为：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较为合理，

措施较为全面，在主体工程完工的同时，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也已实施完成， 目

前植物措施长势良好。根据现场查勘，这些防治措施现已正常投入运行，能够起

到较好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和生态恢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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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初期运行和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建设单位重视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工作，项目建设工作完工之

后，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运行良好，运行期间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一起由广州

市康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管护。运行期间广州市康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工

程措施及时进行维护，对林草措施及时进行抚育、补植，以确保水土保持措施发

挥长期、稳定、有效地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功能，责任到位，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养护基本到位，水土保持设施能够持续发挥效益。  

5.2 水土保持效果 

5.2.1 生态环境和土地生产力恢复  

1、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的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积

的百分比，扰动土地指生产建设活动中形成的各类挖损、占压、堆弃用地，以垂

直投影面积计；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指采取各类整治措施的面积，包括永久建筑物

面积，不扰动的土地面积不计算在内。  

工程建设期间本次进行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范围内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为0.81hm2，项目区内永久建筑物及道路广场等硬化地表占地面积为0.77hm2，水

土保持设施面积为0.04hm2，综合整治面积达到0.81hm2，经计算得本工程扰动土

地整治率为100%，大于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目标值95%，扰动土地整治率符

合防治标准要求。详见表5.2-1。 

表5.2-1 扰动土地整治率统计表 

防治分区名

称 

拢动土地面

积（hm2）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hm2） 
扰动土地整治率 

（%） 
水土保持设 

施面积（hm2） 

硬化地表占 

地面积（hm2） 
合计 

主体工程区 0.61 0.04 0.57 0.61 100 

施工临建区 0.20 / 0.20 0.20 100 

合计 0.81 0.04 0.77 0.8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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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面积指生产建设活动导致或诱发的水土流失面积，以及

项目建设区内尚未达到容许土壤流失量的未扰动地表水土流失面积；水土流失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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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面积指采取水土流失措施，使土壤流失量达到容许土壤流失量或以下的面积。 

根据对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保持措施的实际量测，并结合工

程措施质量评定，计算目前尚未治理的裸地面积，进而得到水土流失治理度。  

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面积0.04hm2，水

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为0.04hm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100%，大于水土流失防治

一级标准目标值97%。  

表5.2-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面积（hm2）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

积（hm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主体工程区 0.04 0.04 100 

总计 0.04 0.04 100 

3、拦渣率  

拦渣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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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弃方量为 6.70 万 m3，弃土外运至广州市白云区和秦新型墙体材料厂

利用，弃土随挖随运，无设置临时堆土，减少了土方裸露，有效减少水土流失，

拦挡效果较好，实际拦挡的弃土量为 6.70 万 m3，拦渣率达 99%，高于水土流失

防治一级标准目标值 95%，拦渣率符合防治标准要求。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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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区土壤容许侵蚀模数为500t/km2· a。项目建设区已经布设了完善的防护

体系，治理措施到位，平均土壤流失强度逐步降低。截止至目前，广州娇兰佳人

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平均土壤侵蚀模数在500t/km2·a以下，土壤流失控

制比为1.0，达到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目标值1.0，土壤流失控制比符合防治标

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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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经济、技术条件下适宜于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 

截至目前，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建设区内实际可绿化

面积为0.04hm2，已绿化面积0.04hm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100%，大于水土流失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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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一级标准目标值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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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建设区面积0.04hm2，恢复林草类植被实施面积0.04hm2，林草覆盖率

为5%，低于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目标值25%。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建设单位于2020年6月完成项目场内园林绿化施

工，绿化面积0.21 hm2。由于项目建设的商业办公楼一楼主要为商铺，建筑物周

边大面积的绿化影响人流出入通行，因此建设单位对已实施绿化的区域进行了道

路广场改造。经改造，项目场内绿化面积减少至0.04hm2。项目临时用地区域规

划为道路用地，东侧施工临建区已完成道路铺装，南侧施工临建区临时板房已拆

除，临时用地已交还给政府部门统一规划建设，方案在施工临建区设置的铺设草

皮措施均未实施，但经现场调查，该区域现为硬化地面，已无水土流失发生。 

表5.2-3 林草植被恢复率、覆盖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名称 
建设区面

积（hm2） 

扰动土地

面积（hm2） 

林草类面

积（hm2） 

可恢复林草植

被面积（hm2） 

林草植被

恢复率（%） 

林草覆

盖率（%） 

主体工程区 0.61 0.61 0.04 0.04 100 6.6 

施工临建区 0.20 0.20 / / / / 

总计 0.81 0.81 0.04 0.04 100 5 

本项目除林草覆盖率偏低，其余各项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均达到了批复的水土

保持方案以及建设类一级防治标准的要求，基本满足水土保持要求。详细对比情

况参见下表所示。 

表5.2-4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达标情况表 

序

号 
指标 

一级标准 

（修正值） 
方案目标值 实际值 达标状况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5 100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97 100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1.0 达标 

4 拦渣率（％） 95 95 99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99 100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27 27 5 不达标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严格工程管理，层层落实项目建设责任制，整个

工程建设均有条不紊进行，无发生的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现场调查过程中，建设单位向项目建设区周围群众进行了民意调查，目的在

于了解工程建设对项目所在地区的经济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及民众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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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作为本次技术评估工作的参考。 

项目区内共计发放50份调查问卷，收回40份。在被访问者中，25岁以下者占

35%，25岁~50岁者占45%，50岁以上者占20%；高中及以上文化者占65%，初中

文化者25%，小学以下文化者占10%。在被调查者人中，85%的人认为工程对当

地经济有促进作用，85%的人认为项目对当地环境有好的影响，80%的人认为项

目对弃土弃渣管理较好，85%的人认为项目区林草植被建设较好，有90%的人认

为项目对所扰动的土地恢复利用较好。被访问者对问卷提出的问题回答情况见表

5.3-1。 

表5.3-1 问卷调查结果统计表 

调查项目 
评价（%） 

好 一般 不清楚 

对当地经济影响情况 85 10 5 

对当地环境影响情况 85 10 5 

弃土弃渣管理 80 10 10 

林草植被建设 85 10 5 

土地恢复情况 9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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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建设单位较为重视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明确了由广州娇兰

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办公室负责水土保持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并落

实了多名专职人员。在项目建设过程，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建设监

理制、合同管理制。 

水土保持工程作为主体工程附属工程，建设单位为了做好本项目的水土保持

防治工作，将水土保持设施建设纳入主体工程中，与主体工程共同实行了标段承

包制。对施工中的水土保持措施专门制定了明确的条款，纳入合同管理。施工单

位对基础开挖、土石方回填等的建设等进行严格有效的管理， 采取必要的临时

防护工程，主体工程施工每结束一段，立即按照有关水土保持设计要求进行防护，

尽可能地减少水土流失。 

建设单位领导班子和建设单位代表经常深入工地一线，不辞劳苦，工作务实，

及时解决工程中的难题，保障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建设过程中，各级水行政主

管门对本项目进行了严格的监督检查，保证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 

6.2 规章制度 

为了落实好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单位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主体工程管理中，

使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工程和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新增水土保持工

程贯穿于整个项目实施过程，把水土保持工作作为主体工程建设考核的内容之

一；同时，建立健全了各项有关水土保持工作的规章制度，制定了工程招标管理、

合同管理、施工质量管理、进度管理、投资管理、档案管理等办法，严格按照制

度和办法进行水土保持工作的管理和考核；要求主体工程承建单位亦建立健全环

境保护及水土保持管理体系和具体的措施，建立了工程施工的检验和验收程序等

办法，建立了工程质量责任制，质量情况报告制、质量例会制和质量奖罚制。以

上规章制度的建设，为保证水土保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奠定了基础。 

6.3 建设管理 

为确保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顺利建设，建设单位按照国家基建项目管理规

定，认真实行项目的“四制”，进行了水土保持工程招投标工作。为了保证工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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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公司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有关法规、规范组织施工，明确责任，各尽其责，

控制好施工质量。在实际工作中，采取公开招标，选择专业施工队伍，把承包商

的资质、水平和能力作为选择的重点；加强实施过程中的宏观控制和协调，把质

量、进度、投资控制作为管理的重点，落实施工质量保证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

在建设管理的全过程做到了总体控制、统一协调、计划落实、措施到位。 

施工单位以工程质量为中心，建立健全了质量保证体系和各项制度，明确了

质量责任，坚持“三检查”和“三不放过”，严格工序管理，保证了施工质量。 

为了做好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施工

材料及供应、施工单位招标程序纳入了主体工程管理程序，实行了“项目法人对

国家负责，承包商保证，政府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 

建设过程中，严把材料质量关、承包商施工质量关，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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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工程质量和林草的成活率和

保存率。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基本上能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进行施工，在计划安排

上，工程措施、整地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进行，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科学合理的

相结合，植物措施按照“适地适树适时”的原则，确保水土保持设计的顺利实施，

实现了开发建设与环境建设保护工作并重、并举的可持续发展。 

6.4 水土保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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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水利部第12号令）要求，为了

保证水土保持方案的相关水土保持设施落实到位并及时准确了解工程建设中水

土流失情况，2021年6月，建设单位委托我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2021年6月，我司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对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扰动地表面积、弃土弃渣量、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运行情况开展监测工作，

监测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巡查法及影像资料对比法等方法进行。同月，我司编

制完成了《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根据据监测结果，工程实际扰动范围0.81hm2，各项防治措施实施后初步发挥效

益时的平均土壤侵蚀模数降至500t/km2·a。项目扰动土地整治率为100%，水土

流失总治理度为100%，土壤流失控制比达1.0，拦渣率为99%，林草植被恢复率

为100%，林草覆盖率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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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单位能够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理的有关规定，积极开展水土保

持监测工作，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6.5 水土保持监理 

2018年3月，建设单位委托监理单位广东华联建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承

担本项目的监理工作，工程没有进行水土保持专项监理工作，水土保持监理纳入

主体监理合同。监理单位设立了项目总监办，监理单位设立了项目总监办，对工

程实施全过程监理，按照“四控制、二管理、一协调”的总目标，建立以总监理

工程师为中心、监理工程师代表各自分工负责，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监控体系。

监理单位制定了监理规划和具体实施细则，制定了相应的监理程序。2018年4月

~2021年6月施工期间，监理单位结合工程施工细则并按照监理计划、程序和要求

开展了监理工作。监理单位严格执行各项监理制度，对整个水土保持工程实施了

进度、质量、投资控制。经过建设监理，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进度有序进行，施

工质量得到了保证，投资得到了严格控制。本项目有关水土保持单位工程、分部

工程及单元工程评定结果为全部合格。2021年6月，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

限公司总部项目监理工作已结束，监理资料按有关规定已整理、归档，为本项目

水土保持工程验收奠定了基础。 

监理单位能够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理的有关规定，积极开展水土保

持监理工作，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水行政主管部门未对本项目开展现场检查工作。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批复文件及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

部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补偿费为 0.00 万元。 

本项目实际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为0.00元。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建设单位十分重视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工作，项目建设工作完工

之后，各水土保持措施运行良好，运行期间水土保持工程同主体工程均由广州市

康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管护。项目完工后广州市康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工

程措施及时进行了维护，对林草措施及时进行了抚育、补植，确保了水土保持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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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发挥长期、稳定、有效的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功能，责任到位，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养护基本到位，水土保持设施能够持续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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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及下阶段工作安排 

 

7.1 结论 

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西路西

侧，原云城足球场内。 

2018年12月，建设单位委托广州中鹏环保实业有限公司承担《广州娇兰佳人

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19年1月，

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局以“云水函[2019]142号”文件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

行了批复。 

2021 年 6 月，经实地调查和查阅相关工程资料，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

有限公司总部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基本合理，项目建设区内排水系统运行良

好，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合格。经试运行情况的调查，未发现重大质量缺陷，

运行情况良好，达到批复方案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工程整体上具备较强的水土

保持功能，能满足国家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 

本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能够发挥预定的水土流失防

治功效，可以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7.2 遗留问题安排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现已发挥着重要的保水、保土的作用，同时也保障其它

专项工程的顺利运行，下阶段对已经完成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尤其是绿化措施

以及排水措施，应当加强维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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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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附件 3、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附件 4、项目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附件 5、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附件 6、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附件 7、项目排水许可证 

附件 8、项目水土保持相关工程质量验收资料 

附件 9、收纳土方接收证明、土石方工程施工合同 

附件 10、项目水土保持相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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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2015年12月，本项目取得了白云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准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

目备案证》（备案项目编号2015-440100-70-03-011988）。 

2016年3月，本项目取得了广州市规划区批准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穗

规地证[2016]49号）。 

2016年4月，取得广州市排水设施设计条件咨询意见（穗水排设咨字

[2016]316号）。 

2016年7月，取得广州市白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同意总平面规划方

案的复函》（穗规函[2016]3102号）。 

2018年4月，项目动工建设。 

2018年12月，建设单位委托广州中鹏环保实业有限公司承担《广州娇兰佳人

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2019年1月，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局以“云水函[2019]142号”文件对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2021年6月，项目完工，建设单位委托我司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及土保

持设施竣工验收技术服务，同月我司完成《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

部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及《广州娇兰佳人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总部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2021年6月，建设单位同广州中鹏环保实业有限公司以及水土保持施工、监

理等单位对本项目进行了水土保持设施竣工自主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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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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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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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项目施工图设计审查合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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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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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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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项目排水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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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项目水土保持相关工程质量验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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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收纳土方接收证明、土石方工程施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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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项目水土保持相关照片 

      
项目建筑物 

        
施工临建区现状 

       
项目道路广场 

       
项目雨水排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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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园林绿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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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附图 
附图1、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2、总平面竣工图 

附图3、绿化总平面图 

附图4、给排水总平面竣工图 

附图5、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附图6、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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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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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6、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 

 

项目建设前遥感影像图（获取于谷歌地图，拍摄时间为20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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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后遥感影像图（获取于谷歌地图，拍摄时间为2020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