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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住建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GB/T50434-2018）； 

3）《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建设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GB51018-2014）； 

4）《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水利部  SL277-2002）； 

5）《水利水电工程制图标准：水土保持图》（水利部  SL73.6-2015）； 

1.2.3  技术文件及相关资料 

1）《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机

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2017 年 3 月）； 

2）《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二期工程施工图设计》 

3）《2018 年安徽省水土保持公报》； 

4）《蚌埠市水土保持规划（2018-2030 年）》； 

5）其它相关文件及资料。 

1.3  设计水平年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的规定，方案

设计水平年为主体工程完工后，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完毕并初步发挥

效益的时间。建设类项目为主体工程完工后的当年或后一年。本工程 2018 年 5

月开工建设，2020 年 12 月建成，工期 31 个月，方案设计水平年定为 2021 年。 

1.4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按照“谁建设、谁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负责治理”的原则和《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2018)，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共计

0.9408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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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项目建设区面积 0.9408hm2，砂、石料均从

附近料场购买，石材场和砂砾石料场均不计入本方案防治责任范围，施工单位

在购买石材、砂砾石料时应与供应商签订购买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供应商应

承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和防治费用。本工程厂外供电、通讯线路及配套设施

建设均依托一期工程；项目不涉及拆迁安置。 

表 1.4-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拐点坐标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拐点位置 坐标 

厂区 

1、西南角 
北 33°14′12.60″ 

东 117°21′15.67″ 

2、东南角 
北 33°14′13.20″ 

东 117°21′21.27″ 

3、东北角 
北 33°14′16.14″ 

东 117°21′20.73″ 

4、西北角 
北 33°14′15.81″ 

东 117°21′15.36″ 

5、中心点 
北 33°14′14.26″ 

东 117°21′18.35″ 

1.5 防治标准及目标值 

1.5.1 执行标准等级 

根据《国务院关于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的批复》（国函〔2015﹞

160 号）中重点防治区划分以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省级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通告》（皖政秘〔2017〕94 号），本区不属于国家级和

安徽省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本项目厂址位于固镇县经济开发区内，位于城市

区域，根据项目所处水土流失防治区和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功能重要性，依据《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防治标准等级的划定，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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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执行北方土石山区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 

由于项目区现状土壤侵蚀以微度侵蚀为主，土壤流失控制比应大于或等于

1.0。按以上原则修正后的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值见表 1.5-1。 

表 1.5-1 北方土石山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目标一览表 

防治目标 

施工期 设计水平年 

标准规定 标准规定 按城市区 按项目实际 
按土壤侵蚀

强度修正 
采用标准 

水土流失治理（%） － 95    95 

土壤流失控制比 － 0.90   1.25 1.25 

渣土防护率（%） 95 97 +1   98 

表土保护率（%） 95 95  /  95 

林草植被恢复（%） － 97    97 

林草覆盖率（%） － 25 +1 15  15 

1、土壤流失控制比指标分析 

项目区属微度水力侵蚀。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T50434-2018）中规定，土壤流失控制比在轻度侵蚀为主的区域不小于 1，

故土壤流失控制比目标值采用 1.25。 

2、林草覆盖率指标分析 

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中规定，位

于重点防治区项目林草覆盖率可提高 1%~2%。 

本项目为火电工程，占地面积为 0.9408hm2，其中构建筑物、道路及广场等

硬化面积达 0.788hm2，不能采取植物措施，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

标准》（GB/T50434-2018）中规定，结合工程类型及实际，林草覆盖率可适当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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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防治目标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应达到以下水土流失防治的基本目标。 

项目建设范围内的新增水土流失应得到有效控制，原有水土流失得到治理； 

水土保持设施安全有效； 

水土资源、林草植被应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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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覆盖率应达到防治标准规定的要求； 

至设计水平年规划防治目标值：①表土保护率 95%，②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③土壤流失控制比 1.25，④渣土防护率 98%，⑤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⑥林草覆盖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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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项目概况 

2.1 工程特性 

项目名称：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二期）； 

建设单位：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安徽省蚌埠市固镇经济开发区丰原生物产业制造基地内，经四

路与纬四路交叉口西南侧； 

建设性质：扩建； 

项目规模：一期工程建设4台75t/h 的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2台15MW 

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二期工程建设 2 台 130t/h 的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

2 台 15MW 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 

一期水保现状：本项目一期水土保持设施已于 2019 年 8 月完成自主验收

工作，补偿费已缴纳。 

项目占地：为一期工程预留用地，占地 0.9408hm2，全部为永久占地。 

工期安排：2018 年 5 月至 2020 年 12 月，总工期 31 个月。 

工程总投资：30300 万元 

2.2 工程概况 

2.2.1 一期工程水土保持工作开展情况 

2016 年 3 月，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蚌埠市水利勘测设计院编制该项

目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16 年 6 月 3 日，安徽省水利厅以“皖水保

函〔2016〕675 号”对《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报批稿）进行了批复。 

工程水土保持工程于主体工程同步施工，水土保持监理纳入主体监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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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按照相关规程完成了项目划分、质量评定。 

根据安徽省水利厅《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利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

13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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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2017〕365  号）和《关于贯彻水利部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知的实施意见》（皖水保函〔2018〕

569 号），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计院有限公司编制本

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根据一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及验收资料，一期工程项目区布设的雨水管、

排水沟排水顺畅，未出现淤积情况；植物措施建设完成后，植被生长良好，具

有水土流失防治功能，充分发挥了水土保持效益，运行期加强植被养护工作。 

 
图 2.2-1 一期工程现状图 

2.2.2 本期工程与一期工程的依托关系 

本项目电厂属于《安徽固镇经济开发区热电联产规划》（2015-2030）中规

划的热源点。 

（1）占地：本项目建设规模为 2 炉 2 机（2×130）t/h+（2×15）MW，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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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用地为一期电厂预留用地。 

（2）除灰渣系统：本工程不设外部灰渣场，除灰渣系统采用干除灰系统，

灰、渣分除。渣采用机械输送，并集中至渣仓；本项目灰、渣正常全部综合利

用，灰仓、渣仓和石灰石粉仓均依托一期项目。 

本次二期工程依托一期工程的内容包括：灰仓、渣仓、石灰石粉仓、煤库、

柴油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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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与一期工程依托关系 

构筑物 一期项目建设规模 一期项目 二期项目 二期建成后全厂 备注 

灰仓 
一期项目设置 3 座灰仓，每

座灰仓直径 12 米，高度 21
米，3 座总库容 4800m3 

一期项目产灰量 37656t/a 
二期项目产灰量

42900t/a 
二期建成后全厂产灰量

80556 t/a 

灰仓可储存全厂 13 天产灰

量。满足《小型火力发电厂

设计规范》（GB50049-
2011）中第 7.3.4 条贮运灰库

应满足 24-48h 的系统最大排

灰量 

渣仓 
一期项目设置 2 座渣仓，每

座渣仓直径 10 米，高度 20
米，两座总库容 1600m3 

一期项目产渣量 25128t/a 
二期项目产渣量

28500t/a 
二期建成后全厂产灰量

53628 t/a 
本项目渣仓可储存全厂 7 天

产渣量 

石灰石粉仓 
一期项目设置 1 座石灰石粉

仓，筒仓内径为 8m，高

15m，库容 753.6m3 

一期项目石灰石粉使用量

9.84t/d 
二期项目石灰石粉

使用量 13.44t/d 
二期建成后全厂石灰石粉

使用量 23.28t/d 
本项目石灰石粉仓可储存全

厂约 80 天石灰石粉使用量 

煤库 

一期项目建设了一座全封闭

煤库，尺寸为

30m×120m×21m，可贮燃煤

约 12000t 

一期项目用煤量（设计煤

种）为 21.3765 万吨 

二期项目用煤量

（设计煤种）为

26.87 万吨 

二期项目建成后全厂用煤

量（设计煤种）为

48.2465 万吨 

煤库储存煤量可以满足一

期、二期项目连续运行 7 天

储存需要。满足《小型火力

发电厂设计规范》

（GB50049-2011）中第

5.4.1.3 条，经过公路来煤的

发电厂，宜按 5-10d 耗煤量

确定的要求 
柴油库 40m3 40m3 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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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项目组成 

本工程组成及特性详见下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二期） 

2 建设地点 安徽固镇经济开发区内 所在流域 淮河流域 

3 建设规模 
2 台 130t/h 的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2 台

15MW 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 
4 建设性质 扩建 

5 建设单位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6 投资来源 建设资金筹措方案为建设单位自筹资金 30%，银行贷款 70%。 

7 建设内容 主要建设二期主厂房等 

8 总投资 30300 万元。 9 土建投资 5631 万元 

10 建设期 2018 年 5 月至 2020 年 12 月，总工期 31 个月 

二、项目组成及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组成 
占地面积（hm2） 主要技术指标 

合计 永久占地 临时用地 名称 主要指标 

厂区 0.9408 0.9408  炉渣 78.1t/d 

合计    飞灰 117.5t/d 

三、项目土石方挖填工程量（自然方、万 m3） 

分区 开挖 回填 
调入 调出 外借 废弃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厂区 0.98 0.98         

2.3 项目总体布局 

2.3.1 平面布置 

总平面布置是以主厂房为中心，按工艺流程进行布置，以使功能分区明确。 

a）生产区：主厂房布置在一期工程为二期工程预留的场地上，将一期工程

的主厂房向北延伸。主厂房从东向西分别为汽机房、除氧煤仓间和露天锅炉装

置区。其中露天锅炉装置区从东向西依次布置锅炉、布袋除尘器、引风机、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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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塔和烟囱。尿素站、空压站、渣仓、灰库、除渣栈桥一、二期公用。新建石

膏脱水楼位于二期烟囱西侧。 

燃料设施区布置在主厂房区一期的西侧，煤库由一期全部建成。推煤机库

一、二期共用。 

辅助生产设施布置在主厂房一期的西侧，燃料设施区的北侧。化水处理厂

房按一、二期规模由一期全部建成。综合水泵房一、二期合用。 

轻油站布置在主厂房区的西侧，燃料设施与综合水泵房之间的位置，一、

二期合用。 

厂前建筑区布置在主厂房二期的西侧，主要有综合楼、水池、仓库、食堂、

宿舍，为一期、二期共用。 

b）厂内道路：厂内道路成环形布置，并与厂外公路相连，路面宽度主干

道为 6m，次干道为 4m，通向建筑物出入口处的人行引道、车间引道宽度与门

宽相适应；路面结构为混凝土路面；路面内侧边缘最小转弯半径：道路转弯半

径为 12 米或 9 米，车间引道转弯半径为 6 米。 

c）绿化：建、构筑物周围、道路两侧及围墙内侧，适当设置集中绿地，

种植草皮，适当配植乔木、灌木；同时，在道路两侧以及产生噪音和灰尘的地

点适当种植滞尘、隔音的树种。 

2.3.2 竖向布置 

（一）主要建筑物设计标高的确定 

厂址位于固镇经济开发区内，地势平坦，厂址自然地面标高在+19.9~+20.1m 

之间，结合防洪排涝（50 年一遇防洪排涝）要求，厂区场平标高定为+20.30m，

构建筑室内地坪标高为+20.60m，本工程的场地平整由安徽固镇经济开发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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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厂区排水 

厂区内采用明沟排水，各厂房屋面雨水经落水管排至地面散水，汇集后排

入厂区雨水排水沟，各附属辅助建筑物屋面经积水管排至地面，汇集后进入厂

区雨水排水沟，经沿道路的明沟汇集后排至厂外经济开发区雨水系统。一期工

程建设完成了沿周边道路设置排水系统。 

表 2.3-1  二期工程主要建（构）筑物一览表 

 
图 2.3-1 现场航拍图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m2） 占地面积（m2） 层数 

1 锅炉间  960 1 

2 烟囱  15.2  

3 除尘器  332  

4 汽机房 2160 60×18 2 

5 除氧煤仓间 3150 60×10.5 5 

6 石膏脱水楼 252 18×14 1 

7 尿素站 216 18×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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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施工组织 

2.4.1 施工过程 

工程设计建设工期为 2018 年 5 月至 2020 年 3 月，总工期 22 个月，本工程

施工于 2018 年 5 月开工，因不可抗力影响工期延后，预计 2020 年 12 月完工运

行。 

2.4.2 施工交通 

本工程厂外施工道路利用开发区原有道路，厂内道路利用一期已有道路。 

2.4.3 施工生产区布置 

根据项目施工日志，本项目土建施工场地布置在厂区范围内，砼采用商品

混凝土，由专业公司送至施工区，钢筋加工场和木工加工场布置在西北侧空地

上。安装施工区布置在主厂房的厂前区场地上，包括设备堆放及组合场，安装

临建区，钢材堆放及铆焊加工场。其他附属、辅助系统的设备就地安装。 

2.4.4 临时堆土场布置 

基坑开挖土：不单独设置临时堆土场地，堆放于基坑周边，及时回填或平

整场地； 

剥离的表土：项目一期对预留用地进行表土剥离和土地整平，工程结束

后将表土回覆，本次方案重新进行了表土剥离。根据施工资料结合现场调查，

建构筑物工程施工中在施工场地北侧一角布设了一处临时堆土场，用于堆放工

程表土剥离及基坑开挖回填土方，临时堆土区占地 0.05hm2，施工后期将对该区

进行平整，进行绿化，表土回覆至厂区绿化。 

2.4.5 施工工艺 

项目建设区场地平整全部采用大型挖掘机和推土机施工。建筑物基础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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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反铲挖掘机，用自卸车运土，推土机配合作业。挖出的部分土方作为回填

和绿化用土利用，回填采用机械和人工相结合的方法，土方由挖掘机装土，自

卸汽车运土，推土机铺土，碾压机碾压，边缘压实不到之处，辅以人工和电动

冲击夯实。 

1）场地平整 

场地平整工程采用小挖掘机和推土机施工，施工工序为：测量定线（确定

用地范围、挖填范围深度）→开挖围墙边线→清除障碍物（运到指定地点）→

修建围墙→建筑机械施工平整土地，绿化区域采用清基土回填。 

2）基础工程施工 

厂区建设主要是建筑物基础开挖（主要为桩基础），各项设施建设。根据

场内规划布局及作业区域工程的大小、机械性能、运距和地形起伏等情况修建

场内道路。 

基础工程施工工序：确定建构筑物位置或场地的定位控制线（桩）、标准

水平桩及开槽的灰线尺寸→挖基础→基础梁施工→砖基础→基础土方回填。 

场地平整后进行建筑物及设备的建设与安装，同时将地面硬化。 

3）道路施工 

路基施工：场内和场外道路均为填方路段，采用逐层填筑，分层压实的方

法施工。施工工序为：清除表层腐殖土、杂草－平地机、推土机整平－压路机

压实－路基填筑。填筑土时适当加大宽度和高度，分层填土、压实，多余部分

利用平地机或其他方法铲除修整。填筑路堤采用水平分层填筑法，即按照横断

面全宽分成水平层次逐层向上填筑。每填一层，经过压实并符合压实度规定要

求后再填上一层，分层碾压厚度不大于 30cm，每层完成后应形成 2%～4％的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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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以便排水良好。路基填料除选用透水性材料外，其强度应符合要求。 

4）施工生产区施工 

施工生产生活区主要是场地平整、施工临建设施建设及工程结束后临建设

施的拆除等，将施工场地区布置在厂区占地范围内，总体布局合理紧凑、节省

占地、方便施工。临建设施开挖方除部分回填外，其余就近摊平，场地平整应

达到设计标高；工程结束后，临建设施应及时拆除，并清理施工迹地，恢复植

被。 

2.5 工程占地概况 

二期工程占地面积为 0.9408hm2。占地性质全部为永久占地。 

2.6 土石方平衡 

根据本工程的规划设计文件及项目实际情况，建设期内开挖土石方量为

0.85 万 m3，回填土方量为 0.85 万 m3，无弃方。 

2.6-1 土石方平衡表（含表土）               单位：万 m3 

项目分区 
开挖或

剥离 

回填或回

覆 

调入 调出 借方 弃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厂区 0.98 0.98           

合计 0.98 0.98           

2.6-2 表土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3 

项目分区 剥离 回覆 
调入 调出 借方 弃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厂区 0.13 0.13           

合计 0.13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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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3.1 主体工程选址水土保持评价 

本工程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主要包括《水土保持法》、《安徽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的规定、一般规定、对主体工程约束性规定、不

同水土流失类型区的特殊规定以及不同类型建设项目的特殊规定五部分组成，

分别介绍如下： 

1）根据《水土保持法》涉及的制约性因素分析与评价 

表 3.1-1《水土保持法》的规定 
序

号 
《水土保持法》规定 本工程 评价 

1 
第十八条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地区，应当限制

或者禁止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严格保

护植物、沙壳、结皮、地衣等。 

本工程所在地不属于水土流失严

重区、生态脆弱的区域。 
满足

要求 

2 

第二十四条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当避让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无法避让的，应当提高

防治标准，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

范围，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本项目不在国家级和省级的水土

流失重点防治区内。 
满足

要求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水土保持法》规定的符合性规定对本工程进行评价，

本工程经过本方案补充完善后，工程不存在《水土保持法》规定的水土保持制

约性因素。 

2）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