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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位于蕉岭县新铺潘田村木棉坑， 矿区位于蕉岭

县城 190°方向，直距 12km，隶属新铺镇管辖。矿区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16°08′38″，北纬 24°33′24″。矿区约 0.5km 便道与 205 国道相接，天汕

高速公路离矿区约 1km 的东面通过，交通较为方便。 

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于 1991 年建场生产，建场至今均由蕉岭县新铺

北坑石场负责开采、销售。2007 年，企业首次获取梅州市国土资源局颁

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4414000730029。2008 年、2013 年通过办理延

期手续获得蕉岭县国土资源局了颁发了采矿许可证，2019 年再通过办理

延期手续获得蕉岭县自然资源局了颁发了采矿许可证，现持有的采矿许

可证，证号为 C4414002010077120069032，有效期自 2020 年 7 月 16 日

至 2030 年 7 月 16 日。 

矿区由 5 个拐点坐标圈定，矿区面积 0.131km2，原矿区设计开采深

度（标高）：+130m~+70m（未开发完），本次新增设计开采深度（ 标高）：

+70m~-25m。项目矿区采矿权证变更后，矿区开采深度（标高）：

+130m~-25m。2019 年 12 月，根据广东省地质局第八地质大队核实估算，

矿区范围（+130m～-25m 标高）累计查明资源储量为 53743.89kt；保有

资源储量（122b+332）为 47428.32kt，其中：保有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

（122b）为 10684.18kt、保有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为 36744.14kt；

累计采耗资源量为 6315.57kt，其中：开采资源量 6308.61kt，损失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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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96kt 

本工程为续建工程，基建期为 2 年，基建期为 2020 年 7 月至 2022

年 7 月。最新的采矿许可证由蕉岭县自然资源局核发，证号：

（C4414002010077120069032），有效期自 2020 年 7 月 16 日至 2030 年 7

月 16 日。矿区总投资 1071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986 万元（土建工程

855 万元，设备安装及其他 131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5 万元，预

备费 30 万元。工程资金均由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筹措。 

2020 年 11 月，建设单位委托广东嘉道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蕉岭县新

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工作，于 2020 年 12 月编制完成了

《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并于 2020 年

12月底编制完成了《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2021 年 1 月 21 日蕉岭县水务局以《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方案

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蕉水发﹝2021﹞2 号）批复了该水土保持

方案。 

为了及时掌握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变化动态，确保水土保持方

案得到有效落实，使新增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减轻因工程建设对周

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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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等相关要求，2020 年 7 月

至 2021 年 6 月，建设单位自行对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进行了水土保持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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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组织相关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人员组成监测工作小组，依据

《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结合工程建设

的实际情况，认真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通过现场实地监测，掌握建

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果，提出水土流失防治建议，加强水土保

持施工管理。我单位监测小组根据现场实际踏勘调查，结合施工及监理

单位意见，编写了《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工程完工后，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度 100%，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林草覆盖率 46.6%。项

目施工期间无表土可剥离，因此未计入表土保护率，除了表土保护率外，

其余五项指标全部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所确定的防治目标值。 

在本报告编制过程中，得到建设单位和相关单位及人员的大力支持

与协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 

建设规模 

矿区（地下）面积

13.15hm2 

年产 45.0 万 t/年 

建设单位 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 

建设地点 梅州市蕉岭县 

所属流域 韩江 

工程总投资 1071 万元  

工程总工期 

本续建工程项目基建期 2 年，采矿

证有效期年限 20 年，为 2020 年 7

月至 2030 年 7 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自然地理类型 低山丘陵区 防治标准 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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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法、巡查法 
2.防治责任范围

监测 

采用手持式 GPS 定

位仪结合适当比例

尺的地形图、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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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机、测距仪、

标杆、尺子等工具 

3.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监

测 

结合水土保持监理报

告，通过现场调查对实

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的数量、质量、面积及

植物措施的成活、保存

和生长情况进行监测 

4.防治措施效果

监测 

通过监测数据和现

场调查，了解各监

测分区的拦渣保土

效益、植被建设效

益、土地整治和恢

复利用效益、经济、

环境和社会效益，

计算 6 个水土流失

防治目标值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定期或不定期巡查施工

扰动区域，监测水土流

失对植被的占压情况和

新增水土流失量对周边

排水系统的影响情况 

水土流失背景值 500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2.47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工程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2.47hm2 

防

治

措

施 

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项目建设区 

主体已列：浆砌石截

水沟 823m。主体已

有：砖砌排水沟 

162m，砖砌沉沙池 1

座。砖砌排水沟

210m。 

主体已列：土地整治 

0.25hm2，种植乔灌

木 65 株，播撒草籽 

0.25hm2。 

主体已有：土地整治 

0.90hm2，播撒草籽 

0.90hm2。 

方案新增：撒播草籽

（平面植䓍）

1200m2 。 

塑料薄膜覆盖 

1200m2 。撒播草籽

（平面植䓍）

4000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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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100% 

水土流失总

治理面积 
1.15hm2 

水土流失总

面积 
1.15hm2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 1.0 

监测土壤流

失情况 

500 

t/km2•a 

容许土壤流

失量 

500 

t/km2•a 

渣土防护

率 
95% 100% 

实际拦挡弃

渣量 
/ 总弃渣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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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保护

率 
87% / 

已剥离的表

土数量 
/ 

可剥离的表

土数量 
/ 

林草植被

恢复率 
95% 100% 

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1.15hm2 

林草类植被

面积 
1.15hm2 

林草覆盖

率 
22% 46.6% 

植物措施面

积 
1.15hm2 

项目建设区

面积 
2.47hm2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已完成，工程质量达到了设计和规范要求，整体

上合格。 

总体结论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落实水土保持责任基本到位，水土流失

防治指标已达标。 

主要建议 
（1）认真做好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与维护工作。 

（2）在其他开发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继续做好各项水土保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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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项目建设概况 

1.1.1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 

（2）建设单位：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 

（3）地理位置： 

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位于蕉岭县新铺潘田村木棉坑， 矿区位于蕉岭

县城 190°方向，直距 12km，隶属新铺镇管辖。矿区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16°08′38″，北纬 24°33′24″。矿区约 0.5km 便道与 205 国道相接，天汕

高 速 公 路 离 矿 区 约 1km 的 东 面 通 过 ， 交 通 较 为 方 便 。

 

图 1-1 项目区地理位置卫星图 

矿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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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性质：续建项目 

（5）生产规模：年生产规模为 45 万 t/a 

（6）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7）工程投资：计划总投资 1071 万元 

（8）基建期：2020 年 7 月至 2022 年 7 月；生产工期：2022 年 7 月

至 2030 年 7 月。 

（9）建设规模：本项目矿区占地面积 2.47hm2。项目工程特性表见

表 1-1。 

表 1-1   项目工程特性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规模 水泥用石灰岩 45.0 万 t/年 

工程投资 总投资为 1071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855 万元。 

建设工期及 

服务年限 

本续建工程项目基建期 2 年，采矿证有效期年限 10 年，为 2020 年 7

月至 2030 年 7 月。 

开采方法 地下开采 

开拓运输方案 公路开拓汽车运输 

矿区范围 13.15hm2 矿区开采深度 +70m~-25m 

查明资源储量 53743.89kt 保有资源量 47428.32kt 

开采量 6308.61kt 采损量 2006.96kt 

二、项目组成及占地情况（hm2） 

项目组成 有林地 果园 裸土地 合计 占地性质 

开采范围区 （11.54） （0.736） （0.87） （13.147） 永久 

工业广场区 0.622 0.569 0.009 1.20 租用 

办公生活区 0.517 0.182 0.571 1.27 租用 

合计 12.679 1.487 1.45 2.47  

三、土石方数量（万 m3） 

项目 挖方 填方 外售 调入 调出 弃方 

露天开采区 44.67 0.62 44.05 / / / 

合计 44.67 0.62 44.05 / / / 

（10）工程占地 

根据批复的《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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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占地 2.47hm2，位于梅州市蕉岭县范围内。在建设单位接收土地时整

个项目区占地的类型主要为林地（有林地）、园地（果园）和其他土地

（裸土地）。占地情况详见表 1-2。 

表 1-2          工程占地情况表         单位：hm2 

 

项目 

占地类型 

合计 占地性质 林地 园地 其他土地 

有林地 果园 裸土地 

开采范围区 （11.54） （0.736） （0.87） （13.147） 永久 

工业广场区 0.622 0.569 0.009 1.20 租用 

办公生活区 0.517 0.182 0.571 1.27 租用 

合计 12.679 1.487 1.45 2.47  

根据现场实地监测，并结合主体设计和监理资料，工程实际占地面

积为 2.47hm2，其中：矿山开采范围区面积为 13.15hm2（开采范围区位

于地下，不计入工程占地面积），为永久占地； 工业广场区面积为 1.20hm2

和办公生活区面积为 1.27hm2，均为租用占地。其中临时占地 2.47hm2。

工程实际占地情况见表 1-3。 

表 1-3            工程实际占地情况表        单位：hm2 

 

项目 

占地类型 

合计 占地性质 林地 园地 其他土地 

有林地 果园 裸土地 

开采范围区 （11.54） （0.736） （0.87） （13.147） 永久 

工业广场区 0.622 0.569 0.009 1.20 租用 

办公生活区 0.517 0.182 0.571 1.27 租用 

合计 12.679 1.487 1.45 2.47  

（11）土石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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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基建期总挖方44.67万m3，其中：矿石方量44.05万m3，废石

方量0.62万m3，均为石方；总填方0.62万m3，为一般石方；剩余44.05万

m3石方均运至水泥厂进行破碎加工，作为建筑用材料出售，无弃方。 

1.1.2 项目区概况 

（1）地形地貌 

矿区属低山丘陵区，西部山脊呈南北向延伸。总体地势西高东低，

坡度角一般在 15°～30°之间变化，局部可达 35°以上。最高处位于矿区

西部，海拔+353.7m；最低处位于矿区东南部低洼耕作地带，海拔

+123.19m，相对高差 230.51m，地势东面相对较缓，西面相对较陡，山

顶较平缓，呈浑圆状。植被发育，覆盖率高，一般可达 90%以上。 

矿区设计采用汽车斜坡道开拓，地形有利于矿区地表水及地下水的

自然排泄，开采矿体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下，地下开采需要进行抽排

水。地形地貌复杂程度级别为中等。 

（2）地质条件 

1）地层 

①二叠系下统栖霞组（P1q） 

分布在矿区中东部的山坡下部，除部分地表出露外，大部分被残坡

积层所覆盖，经地下开采揭露，岩性为灰黑色中厚层状灰岩，生物碎屑

灰岩、炭质泥质灰岩，上部为黑色炭质页岩。厚度大于 230ｍ。产状为

276°～282° ∠35°～46°。 

②二叠系下统孤峰组（P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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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矿区西侧山坡上，岩性主要为灰、白、黑色含炭质硅质页岩、

硅质岩及薄片状页岩，其次是粉砂岩、细～中粒石英砂岩。含铁质结核

发育，该组厚度大于 250 米。与栖霞组呈整合接触。 

③第四系（Ｑ） 

分为残坡积层和冲洪积层。残坡积层（Qedl）分布于矿区西部, 分布

于矿区东部,为灰岩覆盖层，岩性主要含岩块的粘土。厚度为 3～20m。

冲洪积层（Qpl）分布于矿区东边的水库边，为冲洪积含砾砂粘土层。厚

度一般为 5～20m。 

2）岩石 

地表无出露，岩浆岩主要为燕山晚期侵入的辉绿岩脉。在采场中见

有少量呈团包状、细脉状，未见大的脉体，在钻孔中未发现有辉绿岩，

对灰岩影响不大。 

（3）气候特征 

项目区属亚热带气候，受东南季风影响明显，且处于低纬度地区，

太阳辐射强，冬短夏长，日照充足，温和潮湿。据蕉岭县气象局资料，

多年平均气温最高 20.9℃，年平均最高气温 21.8℃(2002年)，最低

20.5℃(1995年)；月平均气温最高 35.2℃，最低 11.6℃；日最高气温 38.1℃，

最低-3.3℃。年平均降雨量为 1410mm，年最大降雨量为 2407.1mm，月

最大降雨量为 506.1mm，日最大降雨量为 165.9mm，4～9 月为雨季。全

年平均相对湿度在 80％左右，多年平均蒸发量介于 1417.8～1835.5 mm

之间，年日照时间为 1887h，多年平均无霜期 350d。春夏多吹东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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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多吹西北风，7～10 月为台风盛行季节。据气象站统计，多年平均

风速 1.2～1.6m/s，最大风速 10.0m/s。 

（4）河流水文 

矿区属低山丘陵区，西部山脊呈南北向延伸。总体地势西高东低，

坡度角一般在 15°～30°之间变化，局部可达 35°以上。最高处位于矿区

西部，海拔+353.7m；最低处位于矿区东南部低洼耕作地带，海拔

+123.19m，相对高差 230.51m，地势东面相对较缓，西面相对较陡，植

被较发育，矿区地势较高，雨水向东方排泄至北坑水库，北坑水库位于

矿区的东部，面积约 12 万 m2，正常蓄水位标高约+146m，总库容约 50

万 m3。 

北坑水库是梅河水系的最大支流，发源于福建省武平县洋石坝，在

梅县雁洋镇丙村东洲坝汇入梅江，全长 179km，流域面积 3681km2。北

坑水库多年平均流量为 98m3/s，多年平均最枯月平均流量 23.2m3/s，最

枯日平均流量 3.3m3/s，最大年径流量 60.23 亿 m3，最小年径流量 9.56

亿 m3。本项目地表水及地下水均通过沉淀过滤后用于绿化灌溉及道路洒

水，基本不外排，对水库影响小。 

（5）土壤植被 

项目区为丘陵地貌，根据成土母岩及成因的不同，评估区内分布的

土壤主要有：   

①水稻土，以耕地为主，主要分布在评估区东部及周边沟谷低洼地

段，成因主要为冲洪积层，土壤质地为壤质粘土，土壤容重 1.30~1.35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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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值范围为 6.20~6.80，偏弱酸性，有机质含量范围值为 25~50g/kg，土

层总体厚度约 1.50m，分层不明显，表层土厚度约 30~45cm，心土层约

40~55cm，底土层约 50~80 cm。 

②黄壤土，是评估区旱地的主要土壤类型，以林地为主，主要分布

在评估区内的山坡地段，成因主要为残坡积层，土质为砂壤土，土壤容

重 1.25~1.30 g/cm3，PH 值范围为 6.30~6.90，偏弱酸性，有机质含量范

围值为 2~9g/kg，土层总体厚度约 80~100cm，分层较明显，表层土厚度

约 15~20cm，心土层约 30~40cm，底土层约 40~55 cm。 

项目区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植被具有种属繁多、繁殖生长旺盛、

被破坏植被恢复能力强等特点。植被分为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两类，由

于人类的活动，原始植被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自然植被主要有亚热季

雨林、灌木丛、及零星残存的次生落叶阔叶林，乔木主要有马尾松；灌

木主要有桃金娘、竹等；草本植物主要有芒草、狗牙根、蕨等。人工植

被多为农田植被等，矿区所在地良好的自然气象条件为项目区的生态建

设提供了较好的光热资源和水资源等必备要素。 

 

（6）区域水土流失现状 

项目位于梅州市蕉岭县，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

2007)，本工程所涉及区域均属于以水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丘陵区，其

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2·a。 

根据《广东省第四次水土流失遥感普查成果报告》（广东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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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2013 年 8 月）。梅州市总侵蚀面积

为 2477.62km2，其中，自然侵蚀面积 1973.65 km2，人为侵蚀面积 503.97 

km2。 

自然侵蚀中，轻度侵蚀面积最大，为 1255.97km2，占自然侵蚀总面

积的 63.64%；中度侵蚀次之，占自然侵蚀总面积的 11.61%，剧烈、强烈、

极强烈的面积依次递减，分别占自然侵蚀总面积的 11.12%、8.19%、5.44%。 

人为侵蚀中，坡耕地侵蚀面积较大，为 260.29 km2，生产建设用地

和火烧迹地面积分别为 85.17km2和 158.50km2。坡耕地侵蚀中，面积最

大的侵蚀强度为中度侵蚀，面积为 94.72km2，占坡耕地总面积的 36.39%；

其次为强烈侵蚀，面积为 92.89km2，占 35.69%；轻度侵蚀面积为 42.44 km2，

占坡耕地总侵蚀面积的 16.30%；极强烈侵蚀面积为 28.03 km2，占坡耕

地总侵蚀面积的 10.77%；剧烈侵蚀面积为 2.20km2，占坡耕地总侵蚀面

积的 0.85%。梅州市各县土壤侵蚀面积统计详见表 1-4。 

表 1-4 梅州市各县侵蚀面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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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顺县 142.32 11.37 8.71 116.51 136.59 278.91 

兴宁市 440.58 25.76 28.64 30.27 84.67 525.25 

大埔县 163.80 4.16 12.97 27.56 44.69 208.49 

五华县 737.48 10.36 96.70 32.85 139.91 877.39 

平远县 144.59 11.65 3.89 21.52 37.06 181.65 

梅县 277.42 13.91 6.15 24.38 44.44 321.86 

梅江区 22.71 3.48 0.00 5.57 9.04 31.75 

蕉岭县 44.75 4.48 1.45 1.64 7.57 52.32 

合计 1973.65 85.17 158.50 260.29 503.97 2477.62 

（7）项目区水土保持现状 



1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14 

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开采工程区不属于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

危险区、生态脆弱区、水土保持监测站点、水土流失重点科研试验等区

域，地形地质条件较好，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和水土保持规范的要求，

主体工程不存在水土保持限制性因子。 

主体工程设计中采取的自上而下分级开挖的开采方式，放缓边坡等

处理方式等有利于开采边坡的稳定。主体工程设计的边坡稳定措施与本

方案从水土保持角度考虑的结果相同，它在发挥主体工程功能的基础上，

也具有了一定的水土保持功能。 

除了以上已采取的措施外，还需对矿区的排水系统及平台覆土保护、

绿化措施、临时堆场防护排水、简易道路排水、山顶截水沟、堆土场拦

渣坝等水土流失防治工程作重点设计，还应从水土保持角度提出工程施

工过程中的管理措施，对临时占地工程结束后的清场、平整提出要求。 

1.2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2020 年 11 月，建设单位委托广东嘉道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蕉岭县新

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工作，于 2020 年 12 月编制完成了

《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并于 2020 年

12月底编制完成了《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2021 年 1 月 21 日蕉岭县水务局以《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方案

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蕉水发﹝2021﹞2 号）批复了该水土保持

方案。 

根据查阅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主要对工程建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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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水土保持措施进一步完善，并通过对主体工程的分析与评价，对施

工过程中的土石方综合利用及施工组织进一步优化，以减少水土流失的

产生。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情况，整个施工过程中，按照“三同时”制度，通

过前中期的临时措施布设及后期实施的植物措施，基本落实了方案中确

立的水土保持措施，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的控制，没有

产生水土流失危害。 

1.3 监测工作实施概况 

1.3.1 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建设单位自行对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

进行了水土保持监测。 

本项目基建期 2020 年 7 月～2022 年 7 月，我单位监测小组根据现

场实际踏勘调查，编写了《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1.3.2 监测项目部设置 

（1）组织模式 

我公司成立了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保监测工作组，由 3 人组成，

实行项目负责制。根据监测技术规程和项目要求，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监测工作组积极与参建单位代表机构联系，在监理单位、施工单位

配合下开展地面监测工作。 

（2）管理制度 

在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监测实施的同时，我公司成立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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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工作组织，并建立了质量控制体系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对所有监测工

作实行质量负责制。每个监测项目均明确监测工作质量负责人，落实了

管理责任。所有监测数据由现场工作人员实地记录和记载，录入归档，

项目负责人对所有监测数据逐一审核，数据整编后进行内部审查。 

1.3.3 监测点布置 

根据工程特点、施工布置、施工时序，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项目施

工期在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共布置 5 个监测点，自然恢复期主要采

取样方法调查植被恢复情况。具体布置情况如下： 

表 1-5 水土保持监测点布设情况表 

时段 防治分区 序号 具体点位 

 

 

 

 

建设施

工、运行

期 

 

开采范围区 
1# 矿区北部山体边坡土层 

2# 矿区中部山体边坡土层 

 

工业广场区 
3# 排水出口沉沙池处 

4# 播撒草籽复绿区域 

办公生活

区 

5# 播撒草籽复绿区域 

主要进行水土流失、林草植被恢复率、覆盖率及水土保持措施及其

防治效果的监测。 

1.3.4 监测设施设备 

本工程监测主要采用调查监测和影像对比分析监测，监测设备主要

有照相机、皮尺、电脑、测距仪、标杆、尺子等。 

1.3.5 监测技术方法 

根据实际情况，我单位采用巡查、重点抽样调查、全面调查、沉沙

池法、施工影像对比和咨询建设相关人员等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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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监测成果及提交情况 

监测成果主要为《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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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和方法 

不同时期的水土保持监测内容有所不同，一般可分为准备期、工程

建设期、植被恢复期。根据工程特点，水土保持监测内容包括扰动土地

情况、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等。 

2.1 扰动土地情况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的内容包括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及其

变化情况等。收集监理、施工征占地资料，利用高精度 GPS、激光测距

仪等仪器，按照监测分区抽测实际施工扰动面积，确定防治责任范围及

地表扰动土地面积。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结合其施工组织设计和工程平面布局图，

通过采取实地量测方法监测各分区的扰动情况，并填写记录表。并与水

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进行对比，分析变化原因。 

2.2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场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等文件，本程不设取土（石、料）弃土（石、

渣）场。 

2.3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内容包括措施类型、开（完）工日期、位置、规

格、尺寸、数量、林草覆盖度、防治效果、运行情况等。监测准备期应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图等资料建立水土保持措施名

录，主要包括各类措施的数量、位置和实施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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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主要包括水土流失面积、水土流失量和水土流失

危害等。工程建设中，根据水土保持方案，监测防治分区范围内的水土

流失面积及水土流失量。 

2.5 监测方法 

根据监测任务要求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水土保

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的规定，考虑项目区自然环境条件和工程

建设特点，我公司采用调查监测、巡查监测、沉沙池法和地面定点监测

的方法对项目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调查监测，借助于 GPS 定位仪结合地形图、数码相机、测距仪、测

高仪、标杆和尺子等工具，采用实地勘测和量测定点调查，对地形、地

貌的变化，建设过程中的扰动地表面积、植被占压面积、水土流失情况、

水土保持措施及其防治效果等进行监测。调查应做好方案设计、踏勘、

预备调查、外业测定、内业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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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3.1.1 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 

（1）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及其批

复，水土保持方案中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2.47hm2。 

（2）本工程施工期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通过现场调查监测，并查阅工程施工图纸等相关技术资料，本工程

施工期对周边基本影响较小。经统计，本工程施工期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结果为 2.47hm2。 

表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照表    单位：hm2 

防治责任范围 方案设计(hm²) 实际发生(hm²) 变化情况 

项目建设区 

开采范围区 （13.15（地下开

采）） 

（13.15（地下开

采）） 
0 

工业广场区 1.20 1.20 0 

办公生活区 1.27 1.27 0 

合计 2.47 
2.47 

0 

3.1.2 背景值监测 

根据调查和查阅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项目所在地块开工前以荒草

地为主，植被覆盖良好，水土流失强度为微度，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500t/km2.a。 

3.1.3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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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 各防治分区扰动土地面积、类型统计表 单位：hm2 

项目分区 占地面积（hm2） 性质 扰动类型 

开采范围区 
13.15 永久占地 地下开采 

工业广场区 
1.20 租用占地 开挖面 

办公生活区 1.27 租用占地 开挖面 

合计 2.47   

截止 2021 年 6 月，本工程基建期已完工并开始试运行，项目场内建

构筑物建成及道路地面硬化，排水系统良好，植被生长较好，扰动土地

整治率达到设计标准。 

3.2 取料监测结果 

本项目基建期总挖方44.67万m3，其中：矿石方量44.05万m3，废石方

量0.62万m3，均为石方；总填方0.62万m3，为一般石方；剩余44.05万m3

石方均运至水泥厂进行破碎加工，作为建筑用材料出售，无弃方。 

3.3 弃渣监测结果 

本项目基建期总挖方44.67万m3，其中：矿石方量44.05万m3，废石方

量0.62万m3，均为石方；总填方0.62万m3，为一般石方；剩余44.05万m3

石方均运至水泥厂进行破碎加工，作为建筑用材料出售，无弃方。 

3.4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本项目基建期总挖方 44.67 万m3，其中：矿石方量 44.05 万m3，废石

方量 0.62 万m3，均为石方；总填方 0.62 万 m3，为一般石方；剩余 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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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m3石方均运至水泥厂进行破碎加工，作为建筑用材料出售，无弃方。实

际土石方情况表见表 3-3。 

表 3-3     实际土石方平衡表    万 m3 

项目 

挖方 

填方 

外卖 
调

入 

调

出 

 

借

方 

 

弃

方 
土方 石方 小计 

土方 石方 小计 

基建期  44.67 44.67 0.62 
 44.05 44.05 

  
  

合计  44.67 44.67 0.62 
 44.05 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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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结果 

4.1 工程措施监测情况 

4.1.1 水保方案中所列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根据批复的《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方案中对《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计列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有

浆砌石截水沟、砖砌排水沟、砖砌沉砂池。 

4.2.2 监测结果 

根据资料，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较到位。实际完成的时间为

2019年 7月~2020年 12月。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量见表 4-1。

已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见图 4-1。 

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量统计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单位 

设计 

工程量 

实际完成 

工程量 
增减（+、-） 实施时间 

一 开采范围区      

1 浆砌石截水沟（主体） m 823 823 0 2020 年 7 月~12 月 

二 工业广场区      

1 砖砌排水沟（主体） m 162 162 0 2019 年 7 月~11 月 

2 砖砌沉沙池（主体） 座 1 1 0 2020 年 7 月~11 月 

三 办公生活区      

1 砖砌排水沟（主体） m 210 210 0 2019 年 7 月~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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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 截水沟 

图 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现状照片 

4.2 植物措施监测情况 

4.2.1 水保方案中所列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根据批复的《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方案中计列的植物措施为撒播草籽、土地整治、种植乔灌木。 

4.2.2 监测结果 

经实地调查监测，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植物措施主要为撒播草籽、

土地整治、种植乔灌木，经调查，绿化实施时间为 2019 年 5 月~2021

年 3 月。主要完成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量见表 4-2。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照片见图 4-2。 

表 4-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量统计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单位 

设计 

工程量 

实际完成 

工程量 
增减（+、-） 实施时间 

一 开采范围区      

1 撒播草籽（新增） m2 1200 700 -500 
2021年2月~2021

年 3 月 

二 工业广场区      

1 土地整治（主体） hm2 0.90 0.90  
2019年5月~2019

年 7 月 

2 撒播草籽（主体） hm2 0.90 0.90  2019年5月~2019



4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结果             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25 

序

号 
项目名称 单位 

设计 

工程量 

实际完成 

工程量 
增减（+、-） 实施时间 

年 7 月 

3 播撒草籽（新增） m2 4000 2000 -2000 
2021年2月~2021

年 3 月 

三 办公生活区      

1 土地整治（主体） hm2 0.25 0.25 0 
2019年5月~2019

年 7 月 

2 种植乔灌木（主体） 株 65 65 0 
2019年5月~2019

年 7 月 

3 撒播草籽（主体） hm2 0.25 0.25 0 
2019年5月~2019

年 7 月 

  

  

工业广场区绿化                          办公生活区绿化 

图 4-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现状照片 

4.3 临时防护措施监测情况 

本工程开采过程中采取了相应的临时防护措施，在生产运行期有

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的产生，防止了水土流失危害的发生，主要体现

在：塑料薄膜覆盖。 

根据资料和现场调查，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量与

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总设计量对比情况见表 4-3。施工期布设的临

时措施照片见图 4-3。 

表 4-3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完成情况统计表 



4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结果             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26 

序

号 
项目名称 单位 

设计 

工程量 

实际完成 

工程量 
增减（+、-） 实施时间 

一 开采范围区      

1 塑料薄膜覆盖 m2 1200 800 -400 
2020 年 7 月

~2021 年 5 月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监测情况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 

1、开采范围区 

（1）工程措施：主体已有浆砌石截水沟 823m。 

（2）植物措施：方案新增撒播草籽（平面植䓍）700m2 

（3）临时措施：方案新增塑料薄膜覆盖 800m2。 

2、工业广场区 

（1）工程措施：主体已有砖砌排水沟 162m；主体已有砖砌沉沙

池 1 座。 

（2）植物措施：主体已有土地整治 0.90hm2，撒播草籽 0.90hm2，

种植乔灌木 50 株。方案新增撒播草籽（平面植䓍）2000m2。 

3、办公生活区 

（1）工程措施：主体已有砖砌排水沟 210m。 

（2）植物措施：主体已列土地整治 0.25hm2，种植乔灌木 65 株，

播撒草籽 0.25hm2。 

通过布设以上水土保持措施，有效拦蓄了工程施工过程中场内的

泥沙和地表径流，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目标值，即治理后的土壤侵蚀

强度达到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 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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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根据现场实地监测，并结合建设单位提供资料，本工程总占地面

积为 2.47hm2，其中：矿山开采范围区面积为 13.15hm2（开采范围区

位于地下，不计入工程占地面积），为永久占地； 工业广场区面积为

1.20hm2和办公生活区面积为 1.27hm2，均为租用占地。项目占地类型

主要为林地（有林地）12.679hm2、园地（果园）1.487hm2 和其他土

地（裸土地）1.45hm2。因本矿区采用地下开采方式，因此项目实际

扰动面积为 2.47hm2，包括林地（有林地）1.139hm2、园地（果园）

0.751hm2和其他土地（裸土地）0.58hm2。 

植被恢复期，随着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水土保持效益逐步发挥，

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仅绿地区域存在轻度水土流失，实际扰动面

积为 2.47hm2，扣除永久建筑物、硬化区域 1.32hm2，造成水土流失

面积为 1.15hm2，水土流失面积降低为 1.15hm2。 

5.2 水土流失量 

根据 2020 年 7 月~2021 年 6 月水土保持现场监测，结合调查施

工监测数据资料，不在监测范围的时段采用类比计算得出，本工程的

土壤流失量如下表。 

表 5-1           施工期土壤流失量统计表               单位：t 

时段 本工程 

2020 年 7 月~2021 年 6 月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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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0.5 

土壤流失量主要发生在施工期，土壤流失最大阶段是在基础施工

期间。根据调查和咨询相关参建人员，工程施工期间没有水土流失危

害事件。 

通过对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期土壤流失量监测分析，工程施工期

末的土壤流失总量为 0.5t。项目完工后，项目场内均被建筑物、道路

硬地和绿化覆盖，无明显裸露区域和严重水土流失现象，水土流失得

到明显治理。 

5.3 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工本项目基建期总挖方 44.67 万 m3，其中：矿石方量 44.05 万

m3，废石方量 0.62 万 m3，均为石方；总填方 0.62 万 m3，为一般石

方；剩余 44.05 万 m3 石方均运至水泥厂进行破碎加工，作为建筑用

材料出售，无弃方。 

5.4 水土流失危害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水土流失影响敏感区域主要是周边山体及

道路等。项目施工过程中布设了水土保持措施，施工期间排水顺畅，

未造成水土流失事件。 

施工过程中做好施工现场的水土保持工作，避免因施工不当造成

新的水土流失。由于工程施工期中有多雨季节，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水

土流失加剧，为了尽量减少水土流失量，特别要求施工单位在施工期

间加强临时防护和工程管理，如在开采范围区增加塑料薄膜覆盖，使

水土流失尽量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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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阅施工相关资料、照片及询问建设相关人员，工程建设过

程中没有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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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经查阅资料及现场抽样调查，对本工程的水土保持效果六项目指

标进行了分析计算。 

6.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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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分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详见表 6-1。 

表 6-1          水土流失治理情况统计表            单位：hm2 

序

号 
项目 总面积 

水土流失

面积 

治理面

积 

永久建筑物、硬

化区域 

水土流失总治理

度（％） 

1 项目建设区 2.47 1.15 1.15 1.32 100 

合   计 2.47 1.15 1.15 1.32 100 

6.2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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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各项工程和植物措施发挥效益，运行期侵蚀模数可降低至

500t/（km2.a）及以下，水土流失控制比为 1.0。 

6.3 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永久弃渣、临时堆土数

量÷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100%。 

项目生产开挖的原矿及废土废石均运至当地水泥厂进行加工，无



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31 

永久弃方，拦渣率可达 100%，达到目标值。 

6.4 表土保护率 

表土防护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保护的表土数

量÷可剥离表土总量×100%。 

本工程施工无表土可剥离，表土保护率不作统计。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植被

面积百分比。根据现场调查及查阅施工和监理资料，本工程实际可绿

化面积 1.15hm2，实际治理达标面积的绿化面积 1.15hm2，因此林草

植被恢复率为 100%，详见表 6-2。 

6.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指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本工

程可绿化面积 1.15hm2，实际治理达标面积的绿化面积 1.15hm2，项

目建设区面积 2.47hm2。经计算，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林草覆盖

率为 46.6%。详见表 6-2。 

表 6-3 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单位：hm2 

防治区 

项目建设区

面积 

可绿化面

积 

植物措施

治理达标

面积 

林草植被

恢复率

（%） 

林草覆盖

率（%） 

项目建设区 2.47 1.15 1.15 100 46.6 

目前，本工程已建设完工，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按批复的水土保

持方案及批复文件中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进行考量，即采用南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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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区二级防治标准进行考量，根据批复的《蕉岭县新铺北坑石场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各项实际达标情况详见表 6-3。 

表 6-3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对比分析表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方案设计

标准 

实际达到

值 

达标 

情况 

计算公式 

水土流失治理度（%） 95% 100% 达标 

水土保持措施总面积（达标）÷

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项目区容许值÷实测平均值 

渣土防护率（%） 95% 100% 达标 实际拦渣量÷总弃渣量 

表土保护率（%） 87% / /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

保护的表土数量÷可剥离表土

总量 

林草植被恢复率（%） 95% 100% 达标 植物措施面积÷可绿化面积 

林草覆盖率（%） 22% 46.6% 达标 

林草植被面积÷项目建设区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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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1）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工程执行南方红壤区二级标

准，各项指标目标值：水土流失治理度 95%，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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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实现值 

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对易产生水土流失的区域采取了相应的水

土保持措施，各项措施实施后，开挖裸露面得到了有效防护，能有效

地控制工程建设带来的新增水土流失，防治土壤被雨水、径流冲刷，

保护水土资源，治理效果明显。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发挥综合效益后，

水土流失治理度 100%，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100%，林

草植被恢复率 100%，林草覆盖率 46.6%。 

本工程建设完成后，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确定的水土

流失防治任务，除了表土保护率外，其余五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目标

值，项目施工期间无表土可剥离，因此未计入表土保护率。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结合项目区自然环境、工程施工建设特点

以及各个水土流失防治区的特点和水土流失状况，通过临时排水沟、

沉沙池等措施的布设，有效拦蓄了施工期间项目建设区内的土壤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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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通过对扰动地表的硬化，使土壤侵蚀模数降至容许土壤侵蚀模数

以下，从根本上控制了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本工程完建后，需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工作。对水土保持工

程及植物措施出现的局部损坏进行修复、加固，对植物措施及时进行

抚育、补植、更新，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并按水保方案及其

批文落实后期工程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7.4 综合结论 

通过现场监测，结合工程工程建设管理总结等资料分析得出，整

个工程建设区域基本没有严重的、破坏性的水土流失产生，场内排水、

绿化等措施都已基本落实，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仅少部分区域由

于植被恢复不完善造成了局部水土流失现象，针对该状况已在上述章

节提出了完善建议。 

具体监测结论如下： 

（1）本工程建设期实际的防治责任范围为 2.47hm2；运行期防治

责任范围为积 2.47hm2。 

（2）本工程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基本达到方案设计要求，水

土流失防治标准达到南方红壤区二级标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发挥综

合效益后，各项指标值分别为：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100%，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渣土防护

率为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100%，林草覆盖率为 46.6%。 

（3）本工程的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基建期，建设过程中防护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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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及时到位，未见重大水土流失现象。 

（4）项目建设区现状土壤侵蚀强度均已降至区域土壤流失容许

值范围内。 

（5）项目建设区采用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治体

系，不仅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作用，而且具有良好的景观效果及生态

效益，有效控制了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 

（6）建设单位认真履行了水土流失的防治责任，现有的水土保

持设施具备正常运行条件，且能持续、安全、有效运行，水土保持设

施的管护、维护措施基本落实到位，基本符合交付使用的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对本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本工程各时期水土流

失量均控制在容许范围内，各项措施已实施且运行稳定，效果显著，

六大指标均已达到方案设计的目标值，水土保持方案得到切实、有效

的落实。监测结果表明本工程已达到水土保持验收标准，建设单位应

继续做好植被管护工作，同时对本次水土保持工作进行分析总结，用

以加强生产期的水土保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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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图及有关资料 

8.1 附件 

（1）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2）采矿许可证； 

（3）现场照片。 

8.2 附图 

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 

附图 2：项目平面布置图 

附图 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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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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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采矿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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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现场照片 

 

办公生活区现状 

 

工业广场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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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入口现状 

 

采矿区地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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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水沟 

 

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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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广场植被恢复 

 

办公生活区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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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本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