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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河#清原农村段$防洪治理主体
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栾!淼
%辽宁营口市老边区水政水资源办公室!辽宁 营口!$$&###&

!摘!要"!本文从浑河%清原农村段&水土流失现状"防治责任"防治分区及制约性因素等方面对该区水土流失进

行了分析与评价!总结出该区在主体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在布设和实施上!对原地貌及土壤植被的破坏较小!把水土

流失程度降到了最低限度!形成了较完善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

!关键词"!水土流失$现状$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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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浑河)清原农村段*防洪治理工程设计范围为辽

宁抚顺清原浑河干流红河口至大伙房水库末端"河道

全长 &N@8,支流树基沟河 KK#8"不含南口前镇及红透

山镇段( 防洪治理工程由堤防工程%穿堤建筑物%护岸

工程组成( 堤防工程 $K 处"其中浑河干流左岸 ' 处"

右岸 K 处"支流树基沟河左右岸 " 处"堤防工程总长度

"'M%&@8,穿堤建筑物 O 处,护岸工程包括工程护岸和

生物护岸"其中工程护岸 K 处"长 &MKO@8"生物护岸 $

处"长 #MO%@8( 总工程于 "#$K 年 & 月初开始进行施工

准备"& 月中旬开始施工"汛期%冬季不施工"至 "#$% 年

K 月底完工"%%' 月进行工程验收"工程竣工(

工程设置施工临时场地 & 处( 现有交通满足施工

要求"不需修建临时施工道路( 另设置弃渣场 " 处(

浑河)清原农村段*防洪治理工程在建设过程中

会造成一定的水土流失"需要进行防治和治理( 在水

土保持方案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工程建设项目的

特点"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法对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作

出正确的分析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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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M$!水土流失现状

清原县水土流失总面积为 $#$OMKL@8

"

"占总面积

的 "&M%#P( 其中轻度侵蚀面积为 L$'M"#@8

"

"占水土

流失面积的 L#M&'P,中度侵蚀面积为 %KM&N@8

"

"占水

土流失面积的 %M&&P,强烈侵蚀面积为 LM$K@8

"

"占水

土流失面积的 #ML#P,极强烈侵蚀面积为 LM%L@8

"

"占

水土流失面积的 #ML%P(

"M"!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本工程项目建设区包括主体工程区%施工生产生

活区%弃渣场区"直接影响区是因建设活动而可能造成

水土流失危害的区域(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L"M"N28

"

"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LM$%28

"

"直接影

响区面积为 $OM#%28

"

(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见

表 $(

表 *% 水 土 流 失 防 治 责 任 范 围 单位!28

"

项!目!组!成 防治责任
工 程 建 设 区 直 接 影 响 区

小计 永久 临时 面积 备!注

主体

工程区

堤防

工程

加固堤防 %&MLO KNMNO KNMNO $$M&# 堤防两侧各 "8范围

堤防保护地 &M#N &M#N &M#N ! ! !

小!!计 '#ML% KLMN% KLMN% ! $$M&# !

护岸工程 LM#O %ML# %ML# ! $M$O 工程护岸一侧 "8范围

小!!计 L#M## %%MO% %%MO% ! $"MKO !

施工生产生活区 #M'N #MK# ! #MK# #M"N 场界周边各 O8

弃渣场区 $MN# $M"# $M"# ! #M"# 场界周边各 O8

合!!计 L"M"N %LM$% %'M&% #MK# $OM#% !

"MO!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工程征占地的

关系

!!本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内的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LM$%28

"

"其中新征占地 &"MN%28

"

"工程原有用地

"KM%#28

"

( 新征占地中永久占地 &$M'%28

"

"临时占地

#MK#28

"

( 具体见表 "(

表 "%工程建设区占地与工程征占地关系 单位!28

"

项!目!组!成
工 程 新 征 占 地

耕地 林地 荒地 河滩地 小计

工程原有

用地
合 计 备!!注

主体

工程区

堤防

工程

加固堤防 NMLN "MO% $M"K O%M#K N&MKO $'M'# KNMNO

堤防保护地 NM#' #M#$ #MN& #M&# &M#N ! &M#N

小!!计 LM#" "MO' $M%$ O%M&K &#MK% $'M'# KLMN%

护岸工程 ! ! ! ! ! %ML# %ML#

小!!计 LM#" "MO' $M%$ O%M&K &#MK% "KM% %%MO%

永久占地

!

施工生产生活区 #MK# ! ! ! #MK# ! #MK# 临时占地

弃渣场区 ! ! $M"# ! $M"# ! $M"# 永久占地

合!!计 LMK" "MO' "ML$ O%M&K &"MN% "KM%# %LM$% !

"MN!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依据本工程的组成及布局"结合主体工程施工特

点划分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分别为主体工程防治区%施

工生产生活防治区%弃渣场防治区"其中主体工程防治

区划分为堤防工程区%护岸工程区 " 个二级分区( 水

土流失防治分区见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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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单位!28

"

防!治!分!区 面 积 内!!容

主体工程

防治区

堤防工程防治区 KLMN% 堤防 $K 处%穿堤建筑物 O 处

护岸工程防治区 %ML# 工程护岸 K 处%生态护岸 $ 处

小!!计 %%MO%

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 #MK# 施工场地 & 处

弃渣场防治区 $M"# 弃渣场 " 处

合!!计 %LM$%

"M&!制约性因素分析

根据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S(

&#NOO-"##'*%&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4H&%&-"#$"*的要求及规定"对本工程的总体布局%

施工组织设计%弃渣场选址%用地类型等方面进行水土

保持约束性规定和制约性因素分析与评价( 本工程所

在区域不属于生态脆弱区%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危

险区"以及易引起严重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地

区,不属于国家划分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

点治理成果区,无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

持监测站点%重点实验区"以及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

期定位观测站等,工程占地以河滩地为主,弃渣场选

址%主体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基本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综上"本工程基本符合水土保持对主体工程的约束性

规定"无制约性因素(

"MK!主体工程设计的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主体工程设计干流堤防分为梯形和复式两种断面

形式( 堤防梯形断面采用均质土堤结构"迎水坡自堤

脚至设计水位以上 #M&8设置厚 #MN8格宾石笼护坡"

护脚采用厚 #M&8格宾石笼护脚"格宾石笼上覆清基

土"堤防堤顶种植两排乔木( 堤防复式断面采用均质

土堤结构"所处河道有较为明显边滩"修整边滩形态"

形成较为平坦的平台"平台靠近主槽边坡采用厚 #MN8

格宾石笼防护"格宾石笼自坡脚到平台"并在平台高程

平延 $8"坡脚采用厚 #M&8格宾石笼防护"格宾石笼上

覆清基土"平台上种植乔木"堤顶种植两排乔木( 支流

堤防为均质土堤结构"迎水坡堤脚至堤顶设置厚 #MN8

格宾石笼护坡"护脚采用格宾石笼网箱"格宾石笼上覆

清基土(

主体工程设计工程护岸工程采用格宾石笼护坡或

格宾石笼挡墙"格宾石笼上覆土,生物护岸工程平台种

植乔灌木(

主体工程设计中所采取的防护措施及生态措施对

主体工程安全起到了防护作用"也起到了美化绿化作

用"基本满足水土保持功能要求"但堤防迎水坡及堤

脚%背水坡%护岸迎水坡及堤防保护地工程结束后仍裸

露"主体工程未采取植物措施"水土保持方案补充

设计(

施工生产生活区包括施工临时场地 & 处"主要布

置混凝土拌合系统%钢筋加工厂%木材工厂等( 施工结

束后主体工程设计采取复垦措施( 为防止施工临时场

地发生水土流失"水土保持设计需补充修建排水沟

措施(

本工程设置弃渣场 " 处"一处位于南杂木大桥右

岸"一处位于头道沟( 南杂木大桥右岸弃渣场现状为

荒沟"该荒沟占地面积 "MO%28

"

"平均深度 $MK8"护岸

工程拆除混凝土 O&%N8

O

填至该荒沟一角"填平至地

面"堆放边坡为 $g""占用面积 #M"#28

"

( 该弃渣场满

足堆渣要求( 头道沟弃渣场占地类型为荒地"是平地

型渣场"接收堤防工程开挖土方产生弃渣 "K%'#8

O

"占

地面积为 $M##28

"

"弃渣堆放高度 O8"堆放边坡 $g""

形成稳定边坡( 工程占用弃渣场均为荒地"满足水土

保持要求( 主体工程未考虑弃渣场的临时防护措施以

及植被恢复措施等"水土保持方案补充设计(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在主体工程设计中"堤防采用混凝土直墙结构%复

式挡墙型式,均质土堤段"迎水侧平台和平台以上采用

连锁砖防护"平台以下采用格宾石笼防护等"这些设计

具有很好的水土保持功能"因此"水土保持设计新增主

要考虑剥离表土%后期覆盖( 为满足施工结束后的复

垦需要"施工临时场地布置前进行表土剥离"剥离表土

面积 NM##28

"

"深度 #MO8"剥离表土总量 $M"# 万 8

O

"

表土集中临时堆放于施工临时场地占地范围内"待工

程结束后将表土回覆于施工临时场地 $下转第 $N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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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作督导的重要内容"确保河长制得到有效落实(

<M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 治水过程中要积极践

行群众路线"河湖所在地要加强村规民约%治水公约的

制度建设"增强群众的河湖管理保护意识,要广泛发动

群众"大力推广民间河长%义务河长%群众监督员%巡河

志愿者等"对河湖开展巡视和保护,要营造良好氛围"

发动群众和新闻媒体参与监督"构建统防统治%群防群

治的工作格局"变#政府治水$为#全民治水$ #全社会

治水$"努力实现治水常态长效(

"M&!强化保障措施

河长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工作内容

多%任务重%要求高"需要落实机构和经费"强化体制机

制保障(

:M设立专门的河长制办事机构( 河长制办公室

不等同于一般的临时性协调议事机构"而应该是一个

直接对河长负责%强有力的执行机构"应该有明确的任

务导向和机构定位"便于协调沟通和工作调度(

DM配备河管员( 山东省绝大部分河流"特别是广

大中小河流长期处于无人管理%无钱管理的窘境"实行

河长制后"各级河长职责得以明确"但如何使责任真正

有效落实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应通过财政保障%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配备河管员"打通河道管理#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确保河长制落地生根(

<M落实经费保障( 要按照事权划分"落实各级财

政对河长制的经费保障"省财政可安排一定比例的经

费专项用于河管员的资金奖补( 要充分发挥公共财政

的引导撬动作用"用好融资担保%建设专项基金等政

策"通过公私合作)UUU*%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等

方式"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河长制(

FM创新体制机制( 实行河长制的过程中"要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差别

水价%生态补偿%占用水域补偿%岸线有偿使用%排污权

交易等制度"充分激发社会各界保护河湖的内生动力"

形成有利于治水的激励机制(

+%结%语

全面实行河长制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场持久仗"各

级各部门必须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省

委%省政府的治水要求"以持之以恒的韧劲落实河长责

任"以一抓到底的干劲推进治水攻坚"积小胜为大胜"

久久为功"最终实现建设#秀美河湖%生态山东$的总

目标(

""""""""""""""""""""""""""""""""""""""""""""""

#

$上接第 O# 页% 表面并进行土地整治"表土回覆总量

$M"# 万8

O

"土地整治面积 NM##28

"

( 清原段堤防产生

的弃渣主要为混凝土拆除石渣"为满足弃渣场绿化要

求"对弃渣场范围内的表土进行剥离"剥离厚度 $& ^

O#:8"剥离土方 #MO% 万8

O

"临时堆放在渣场一旁( 弃

渣堆放后"采用拖拉机推平压实"并将表层土回覆到渣

体表面"回覆表土 #MO% 万 8

O

"而后进行土地整治"以

便将来植物的生长"整地面积为 $M'O28

"

(

G%结%语

浑河)清原农村段*防洪治理工程主体工程设计

的堤防迎水坡格宾石笼护坡%护脚"堤顶栽植乔木%生

态护岸等基本满足水土保持要求"但是对防治施工期

间产生水土流失和施工结束后的植被恢复措施考虑不

全面"水土保持针对各区临时堆土采取临时防护措施"

对堤防%护岸等裸露区域采取植物措施"对弃渣场采取

表土剥离%表土回覆%后期植被恢复措施"以全面防治

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形成完善的水土流

失防治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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