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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编制质量，根据水土保持法律

法规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以

下简称 GB5043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T50434-2018）（以下简称 GB/T50434）和《关于印发<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要点>的通知》（水保监〔2020〕

63 号）的规定，制定《泉州市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编制技术

要点》（以下简称《技术要点》）。本《技术要点》适用于《泉州

市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编制。 

一、编制原则 

（一）严格遵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关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有关规定。 

（二）严格执行 GB50433、GB/T50434 等水土保持技术标

准和区域开发建设涉及的相关行业技术标准。 

（三）《报告》编制章节及内容原则执行 GB50433 附录 B 的

规定。 

（四）区域内生产建设项目分为两类： 

I 类：由开发区管理机构实施的“五通一平”工程和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II 类：由区域内生产建设单位实施的生产建设项目。 

《报告》中征占用地面积、土石方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水土流失预测结果、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和投资、水土保持

补偿费等，均须按 I 类、II 类项目分列。 

（五）已开工区域编制《报告》的，区域内已编报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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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生产建设项目，不纳入评估范围，

按独立生产建设项目进行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已开工但未编报水

土保持方案、未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生产建设项目，应纳入评

估范围，在《报告》相关章节说明已完成的开发建设内容、水土

保持措施工程量和投资、水土保持工作存在的问题等。 

二、主要内容 

《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综合说明。简述区域基本情况和主要评估成果，包括

区域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征占用地情况、防

治目标、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评价结论、水土流失

分析与预测结果、水土保持措施工程数量、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投资估算和效益分析成果等《报告》的主要内容。 

（二）区域概况。说明区域组成和总体布置、开发建设组织

管理、征占用地、土石方平衡、移民安置、开发建设进度及区域

自然条件等基本情况。 

（三）水土保持评价。对区域主体工程规划设计提出的选址

方案、建设方案、工程占地、土石方平衡、取土场、弃渣场、施

工方法、主体工程规划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工程等进行水

土保持评价，提出评价结论。根据评价结论，按水土保持要求提

出完善的意见和措施。对主体工程规划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提出

界定意见。 

（四）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说明区域水土流失现状，分析水土流失影响因素，进行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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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量预测，分析水土流失危害，提出指导性意见。 

（五）水土保持措施 

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进行防治区划分，提出水土保

持措施总体布局和分区布设方案，进行水土保持措施典型设计，

提出各类水土保持措施工程数量及施工要求。 

（六）水土保持监测 

提出水土保持监测方案，包括水土保持监测范围、时段、内

容、方法、监测点布设方案等，提出实施条件和水土保持监测成

果要求。 

（七）投资估算和效益分析 

按规定提出投资估算成果，明确各类水土保持措施、独立费

用和水土保持补偿费投资。进行效益分析，分析计算 6 项防治指

标达到情况。 

（八）水土保持管理。提出组织管理、后续设计、水土保持

监测、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施工、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区域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等方面的水

土保持管理措施。 

三、技术要点 

（一）综合说明 

1.区域简况 

（1）区域基本情况 

简述区域开发建设的必要性、项目位置、建设性质、区域总

面积和征占用地面积、规模与等级、区域组成、拆迁（移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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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安置方式、专项设施改（迁）建、开发建设工期、总投资与

土建投资等。 

（2）前期工作进展 

简述区域规划设计情况及《报告》编制过程。已开工区域编

报《报告》的，应介绍区域开发建设进展情况。 

（3）自然简况 

简述区域地貌类型、气候类型及气象要素、土壤类型、林草

植被类型与覆盖率、水土保持分区及容许土壤流失量、土壤侵蚀

类型及强度、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涉及水土保持敏感区情况等。 

2.编制依据 

列出编制《报告》所依据的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技术标准，以及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报告和批复等技术资料。

其他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等在《报告》

相应章节说明。 

3.设计水平年 

《报告》的服务有效期原则上为 5 年，设计水平年为自《报

告》批准之日起的第 6 年。 

4.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面积，防治分区结果。 

5.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根据 GB/T50434 的规定，确定区域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

等级，明确区域总体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和各功能分区水土流失防

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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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保持评价结论 

简述对区域选址、建设方案和总体布局等的水土保持分析评

价结论。 

7.表土资源及土石方综合利用方案 

简述各防治区表土剥离保护利用、挖填土石方总量以及区域

内平衡和综合利用情况。 

8.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结果 

简述可能造成的土壤流失总量、新增土壤流失量、产生水土

流失的重点区域和水土流失的主要危害等。 

9.水土保持措施布设 

简述各防治区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成果，明确水土保持措施主

要工程数量。 

10.水土保持监测 

简述水土保持监测的范围、内容、时段、方法和监测点位布

设情况。 

11.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简述水土保持投资估算成果及效益分析结论。其中，对已开

工项目，要区分已完成投资和需继续投入的资金。 

12.结论 

明确区域开发建设从区域选址、建设方案、水土流失防治等

方面是否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规定，实施水土保

持措施后是否能达到控制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对水

土保持工程设计、施工和建设管理等提出要求。 



 — 14 —

**开发区水土保持区域评估特性表 
区域名称  流域管理机构  

涉及省区  涉及地市  涉及县  

项目规模  
总投资 

（万元） 
 

土建投资 

（万元） 
 

动工时间  完工时间  设计水平年  

工程占地（hm2)  永久占地（hm2)  
临时占地
（hm2）  

土石方量（万 m3） 
挖方量 填方量 借方量 弃渣量 

    

重点防治区名称  

地貌类型  水土保持区划  

土壤侵蚀类型  土壤侵蚀强度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2.a)]  

土壤流失预测总量（万 t）  新增土壤流失量（万 t）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  

防治 

指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土壤流失控制比  

渣土挡护率（%）  表土保护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覆盖率（%）  

防治 

措施

及工

程量 

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合计    
投资（万元）    
水土保持总投资

（万元）  
独立费用 
（万元）  

预备费  补偿费（万元）  

监理费（万元）  监测费（万元）  

报告编制单位  建设单位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  地址  

邮编  邮编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及电话  

传真  传真  

电子信箱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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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概况 

1.区域组成和总体布置 

根据 GB50433 第 4.2.1 条第 2 款、第 9 款及第 4.2.4 条的规

定编制，说明区域组成、总体布置方案和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2.开发建设组织 

根据 GB50433 第 4.2.1 条第 3 款、第 4.2.4 条的规定编制，

说明区域开发建设的主管机关、管理机构和组织管理形式。 

3.区域占地 

根据 GB50433 第 4.2.1 条第 4 款、第 4.2.4 条的规定编制，

明确区域总面积和征占用地面积。《报告》对征占用地面积有调

整的应作出说明。 

4.土石方平衡 

根据 GB50433 第 4.2.1 条第 5 款、第 4.2.4 条的规定编制，

《报告》对工程土石方量有调整的应作出说明。《报告》应明确

对表土剥离保护利用、土石方中转场以及借方（弃方）的处置方案。 

5.拆迁（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根据 GB50433 第 4.2.1 条第 6 款的规定编制。 

6.开发建设进度 

根据 GB50433 第 4.2.1 条第 8 款的规定编制。 

7.自然概况 

根据 GB50433 第 4.2.5 条第 1 款和第 4.2.8 条的规定编制。 

（三）水土保持评价 

1.区域选址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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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GB50433第 3.2.1 条、

第 4.3.12 条的相关要求进行区域选址水土保持评价。 

2.建设方案与布局评价 

（1）建设方案评价 

根据 GB50433 第 3.2.2 条、第 4.3.12 条的规定进行评价、提

出评价结论。 

（2）工程占地评价 

根据 GB50433 第 4.3.5 条、第 4.3.12 条的规定进行评价、提

出评价结论。 

（3）土石方平衡评价 

根据 GB50433 第 4.3.6 条、第 4.3.12 条的规定对主体工程规

划设计提出的土石方平衡方案进行评价。应加强区域内各功能区

多余土石方的综合利用，原则上应做到区域内土石方挖填平衡。

主体工程规划设计未将表土利用纳入土石方平衡，或土石方平衡

不符合水土保持要求的，应在进行评价后提出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的土石方平衡方案，绘制土石方平衡流向图、表。 

（4）土石料场设置评价 

根据 GB50433 第 4.3.7 条、第 4.3.12 条的规定进行评价、提

出评价结论。主体工程规划设计土石料场不满足需求，或不符合

水土保持要求的，应在进行评价后提出符合水土保持要求的土石

料场调整设置方案。 

（5）弃渣场和临时堆土场设置评价 

根据 GB50433 第 4.3.8 条、第 4.3.12 条的规定进行评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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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评价结论。主体工程规划设计弃渣场不满足需求，或不符合水

土保持要求的，应在进行评价后提出符合水土保持要求的弃渣场

调整设置方案。受地形等客观条件限制确需在区域外设置弃渣场

和土石料场的，应说明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6）施工方法与工艺评价 

根据 GB50433 第 3.2.7 条、第 4.3.9 条、第 4.3.12 条的规定

进行评价、提出评价结论。 

（7）主体工程规划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 

根据 GB50433 第 4.3.10 条的规定进行评价、提出评价结论。 

3.主体工程规划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界定 

根据 GB50433 第 4.3.11 条的规定进行主体工程规划设计中

水土保持措施界定，按第 4.3.12 条的规定提出界定意见。 

（四）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1.水土流失现状 

说明区域水土流失现状，应符合 GB50433 第 4.2.5 条第 2 款

的规定。区域所在行政区域的水土流失现状数据采用泉州市最新

水土流失遥感调查成果。 

2.水土流失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区域建设内容、施工方法及工艺等分析区域建设可能产

生水土流失的主要环节、重点区域以及对周边环境可能产生的水

土流失影响及危害，明确扰动地表面积、损毁植被面积、废弃土

石方量等，说明水土流失防治的必要性。 

3.土壤流失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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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GB50433 第 4.5.3~4.5.7 条规定划分水土流失预测单元

和预测时段、计算土壤侵蚀模数，提出土壤流失量预测结果。 

4.水土流失危害分析和指导性意见 

根据水土流失预测结果，对水土流失危害进行预测和分析。

已开工区域编制《报告》的，应对已造成水土流失危害进行现场

调查，并提供影像资料。 

提出指导性意见，明确水土流失防治和监测的重点时段和重

点区域。 

（五）水土保持措施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按 GB50433第 4.4.1 条的规定计算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及面积。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一般为纳入评估范围的区域全

部规划用地范围。 

2.防治区划分 

根据区域规划建设内容进行防治区划分。可按照以下要求划

分一级分区，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1）公共基础设施区，包括区域内道路、管线、水体、绿

化等公用设施内容； 

（2）区域规划功能区，根据区域规划功能的内容进行分区； 

（3）施工临时设施区，包括施工生产生活区、土石方中转

场、表土堆场等； 

（4）土石料场、弃渣场、施工便道等，相应设置防治分区。 

可根据需要设置二级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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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措施总体布局 

根据 GB50433 第 4.6.2 条、第 4.6.3 条、第 4.6.16 条的规定

进行措施总体布局。 

4.分区措施布设 

根据 GB50433 第 4.6.4 条~第 4.6.14 条、第 4.6.16 条的规定

进行分区措施布设。已开工区域编制《报告》的，应重点说明已

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和实施情况，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不

进行分区布设，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列。 

根据 GB50433 第 5 章和《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GB51018-2014）的规定对纳入《报告》范围的各类水土保持

措施进行典型设计。已开工区域编制《报告》的，已实施的水土

保持措施不做典型设计。 

5.施工要求 

根据 GB50433 第 4.6.15 条、第 4.6.16 条的规定编制。 

已开工区域编制《报告》的，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不作施

工要求。 

（六）水土保持监测 

1.范围和时段 

根据 GB50433 第 4.7.2 条、第 4.7.3 条的规定编制。水土保

持监测范围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五通一平”工程、公共

基础设施、土石料场、弃渣场及区域内大中型生产建设项目为水

土保持监测的重点区域。水土保持监测时段自生产建设活动开工

时开始，至《报告》设计水平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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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和方法 

根据 GB50433 第 4.7.4 条~第 4.7.6 条的规定编制。 

3.点位布设 

根据 GB50433 第 4.7.7 条的规定编制。 

4.实施条件和成果 

根据 GB50433 第 4.7.8 条、第 4.7.9 条的规定编制。 

（七）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1.投资估算 

（1）编制原则和依据 

①投资估算的价格水平年、人工单价、主要材料价格、施工

机械台时费、估算定额、取费项目及费率与主体工程规划设计一致。 

②主体工程估算定额中未明确了，采用水土保持或相关行业

的定额、取费项目及费率。 

③编制依据应包括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投资定额和估算

相关规定、主体工程投资定额估算和相关规定、相关行业投资定

额和估算的相关规定。 

（2）编制说明和估算成果 

①应列出投资估算总表、分区措施投资表、分年度投资估算

表、独立费用计算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算表、工程单价汇总表、

施工机械台时费汇总表、主要材料单价汇总表等。其中水土保持

补偿费应按 I 类、II 类项目分别计列。 

②科研勘测设计费、水土保持监理费、水土保持监测费参考

相关资料根据实际工作量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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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已开工区域编制《报告》的，对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投

资按实际完成计列。 

④《报告》后应附工程单价分析表。 

2.效益分析 

主要进行生态效益分析，包括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水土流

失控制、水土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恢复和改善情况。应计

算说明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林草植被建设面积、减少水土流失量、

渣土防护量、表土剥离及保护量等。应分析计算水土流失治理度、

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覆盖率等 6 项防治指标达到情况。 

（八）水土保持管理 

1.组织管理 

明确区域管理机构中负责水土保持工作的部门及人员组成，

提出水土保持管理制度要求等。 

2.后续设计 

明确后续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要求。 

3.水土保持监测 

明确落实水土保持监测的要求。 

4.水土保持监理 

明确落实水土保持监理的要求。 

5.水土保持施工 

明确落实水土保持施工的要求。 

6.水土保持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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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水土保持补偿费的缴纳责任单位和缴纳方式（按照行政

区域、区域管理机构与生产建设单位分类列出）。I 类项目的水土

保持补偿费，由开发区管理机构缴纳。II 类项目的水土保持补偿

费，可由开发区管理机构统一缴纳，也可由生产建设单位分别缴

纳。由开发区管理机构统一缴纳的，应在《水土保持承诺书》中

予以明确。 

7.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明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组织、公示、备案的具体工作程

序和要求。提出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完成后的水土保持管理要求。 

8.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 

根据有关规定，明确开发区内生产建设项目实施水土保持登

记表备案制、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进行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

作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备案的具体要求。 

（九）其他内容 

1.附件 

（1）区域规划批准的有关审批文件、论证意见等相关支撑

性文件。 

（2）开发区水土保持承诺书（示范文本附后）。 

（3）专家咨询意见。 

2.附表 

投资估算的有关表格如工程单价分析表等。 

3.附图 

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附图，附图可单独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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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理位置图，应包含行政区划、主要城镇、主要地标、

交通线路等。 

（2）水系图，应包含主要河流、排灌沟渠、水库、湖泊等。 

（3）卫星影像图（或航测影像图），应采用高精度卫星影像

或航测影像制作，标明区域规划的主要内容，如功能分区、交通

道路等。 

（4）土壤侵蚀强度分布图。 

（5）规划区地形图。 

（6）防治责任范围矢量图。 

（7）规划建设布局图、防洪排涝设施规划布局图以及道路

建设规划布局图。 

（8）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图（含监测点位）。 

（9）水土保持典型设计、分区布设图。措施典型设计图重

点是截（排）水沟、边坡防护、挡土墙、植物恢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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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开发区名称）水土保持承诺书 
（示范文本）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地    址： 

固定电话：               手机号码： 

传    真：               电子邮箱： 

 

本单位/公司对 XX（开发区名称）水土保持事项承诺如下： 

一、所有报送材料真实客观，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不含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

定的内容，可以在公共网站进行公开公示。 

二、所报送的《XX（开发区名称）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

真实可靠，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技术标

准的规定。开发区的地点、规模发生变化，或者实施过程中水土

保持措施发生变化的，按照规定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三、严格执行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落实开发区水土保

持管理机构与人员，建立水土保持管理制度，认真做好水土保持

措施设计，加强施工过程水土保持管理，及时实施水土保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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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人为水土流失，保护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 

施工中严格按照要求剥离表土，充分利用表土资源；及时采

取排水、沉沙、苫盖、拦挡等临时防护措施，保质保量完成水土

保持措施，严格控制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不乱倒乱弃，严格

依照法律法规以及《XX（开发区名称）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

确定的弃渣场弃渣。 

四、本项目主要水土保持技术指标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XXhm2，其中永久占地 XXhm2，

临时占地 XXhm2。 

2.土石方开挖总量 XX 万 m3，填方总量 XX 万 m3，借方总

量 XX 万 m3，弃方总量 XX 万 m3； 

3.设置取土场 XX 处，取土量 XX 万 m³；设置弃渣场 XX 处，

弃渣 XX 万 m3； 

4.设置临时堆土场 XX 处，临时堆土量 XX万 m3； 

5.表土剥离 XX 万 m3，利用 XX 万 m3；设置表土堆场 XX

处，堆放表土 XX 万 m3； 

6.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施工期防治目标为：渣土防护率

XX、表土保护率 XX。设计水平年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总治

理度 XX，土壤流失控制比 X，渣土防护率 XX，表土保护率 XX，

林草植被恢复率 XX，林草覆盖率 XX； 

7 .水土保持总投资 XX 万元。 

五、保证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安全，且不影响公共设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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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工业企业、居民点安全，无水土流失灾害风险。 

六、按照下列二种情况之一明确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方式，

在开工前向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明确到具体水行政主管部

门）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1.由开发区管理机构在开工前一次性缴纳。 

2.开发区管理机构实施的“五通一平”工程等公共基础设施

由开发区管理机构在开工前一次性缴纳，其余由入驻生产建设单

位在生产建设项目开工前一次性缴纳。 

七、按规定组织开展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工作，按时上报水

土保持监测成果备案。 

八、在各项目投产使用前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并按规

定公示、备案。 

若违反以上承诺，本单位/公司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

信用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