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二期） 

水土保持报告表 

 

 

 

 

 

 

 

 
 

 

建设单位：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安徽淮河水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二期） 

水土保持报告表 

 

 

 

 

 

 

 

 

 

 

 
建设单位：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安徽淮河水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二期）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修改说明 

根据专家意见项目组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修改说明如下： 

1、根据编制说明调整内容完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项目选址(线)水土保持

评价、预测水土流失总量、防治标准等级及目标、水土保持措施、投资估算等

内容。 
修改完善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预测水土流失总量、防治标准等级及目标、

水土保持措施、投资估算等内容，按照修改内容修改报告表附件 1 综合说明相

关内容。 

2、建议编制说明附件的章节编排按 GB50433 B.1 的主要章节要求编写。 
按照标准中的相关章节要求修改完善附件章节编排。 

3、完善防治标准等级执行依据，复核土壤流失控制比等防治目标值，完善

渣土防护率、林草覆盖率等指标修正；在明确本期工程与一期工程依托关系和

施工场地、道路布置等基础上，复核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补充完善防治标准等级执行依据及目标值，复核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4、简化编制依据；复核本期工程施工工期，设计水平年调整为 2021 年；补

充完善项目水土保持评价结论，核实水土流失调查与预测结果，完善水土保持

监测和投资内容，据此完善综合说明。 
根据意见已对编制依据和综合说明进行简化。详见报告 1.2 节。设计水平

年调整为 2021 年。按照修改内容完善综合说明相关内容。 

5、补充一期工程水土保持工作开展情况和工程建设情况介绍及照片；补充

本期项目已实施建设内容介绍及照片，列表说明本期项目与一期工程的依托关

系，完善项目组成及工程布置、施工组织内容，；细化本期工程建设内容介绍；

完善本期工程施工场地和临时堆土场布置情况介绍，并在总平图中标识；复核

表土剥离剥离量、堆放位置和终期利用方向。 
补充一期工程水土保持工作开展情况和工程建设情况介绍及照片，列表说

明本期项目与一期工程的依托关系，见报告 2.2 节。复核表土剥离情况。 

6、完善建设方案及布局水土保持评价，补充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

界定内容。 
修改完善项目选址评价详见报告 3.1 节；补充主体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界定

等内容见报告 3.2 节。 



  

 

7、鉴于本项目已开工，应采取调查方法，对工程扰动地表、损毁植被、造

成水土流失等进行详细调查，据此方案需补充水土流失调查内容及结果，未实

施时段可采用类比法预测水土流失量，核实项目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分析水

土流失危害。 
采取调查方法，对工程扰动地表、损毁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等进行详细调

查，补充水土流失调查内容及结果，明确调查时段，对未实施时段采取类比法

预测水土流失量，详见报告 4.1 节，现状存在的水土流失问题，详见报告 4.2。 

8、补充措施等级和标准；结合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界定内容，针

对工程现场目前存在的水土流失问题，完善各区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和水土流失

防治措施总体布局、体系及框图。 
补充主体实施的工程设计标准，厂区植物措施级别执行 1 级标准，满足水

土保持要求，详见报告 5.2 节。完善各区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和水土流失防治措

施总体布局、体系及框图。 

10、核除水土保持监测费、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复核水土保持

监理费、设计费和基本预备费，据此完善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相关内容。 

重新核算项目水土保持投资估算。 

11、复核设计水平年各防治区水土流失、水土保持措施达标面积、拦挡的

弃土（石、渣）量等，复核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渣土防护率、林草覆盖率等六

项指标达到情况。 

复核水土保持投资及水土流失治理度、表土保护率、林草覆盖率等指标达

到情况。 

12、补充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等支撑性材料。 
 补充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见附件 6。 

13、完善项目总体布置图、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图等附图。 

修改完善报告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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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项目概

况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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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内容 
主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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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建设性质 扩建 
总投资（万

元） 
30300 

土建投资（万

元） 
5631 

占地面积

（hm2） 

永久：0.9408 

临时：0 

动工时间 2018 年 5 月 完工时间 2020 年 12 月 

土石方（万

m3）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方 

0.98 0.98   

取土（石、砂）

场 
本项目不涉及砂石料场。 

弃土（石、渣）

场 

本工程土方自平衡，不设弃土场，不涉及砂、石料弃

场，生产运行期产生灰渣分别在飞灰周转库和炉渣周转库作

临时堆存，全部外卖综合利用（见附件 3），因此本项目不

需建设弃渣场。 

项目区

概况 

涉及重点防治区

情况 

不在国家及安徽省水

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

分范围内 

地貌类型 淮北平原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160 

容许土壤流失

量[t/km2·a]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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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选址

（线）水土保

持评价 

本工程用地为一期工程预留用地，选址（线）不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不涉及河流两岸、湖泊和水库周边的植物保护带，项

目区没有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点、重点试验区及国家

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和 GB 50433 的有关要

求，不存在水土保持制约因素。 

预测水土流失

总量 

本项目后续施工预测可能造成水土流失总量为 3t，其中新增水土流失

量 2.24t。厂区为本工程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施工

期。 

防治责任范围

（hm2） 
厂区：0.9408 

防治标准

等级及目

标 

防治标准等级 北方土石山区一级标准 

水土流失治理量（%） 95 土壤流失控制比 1.25 

渣土防护率（%） 98 表土保护率（%）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林草覆盖率（%） 15 

水土保持

措施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0.13 万 m3，土地整治 0.15hm2；表土回覆 0.13 万 m3。 

植物措施：厂内建筑物周边的裸露空地栽植乔木 100 株，灌木 1500 株，植草

皮 0.15hm2。 

临时措施：表土临时堆场设置密目网苫盖；对基坑开挖土设置彩条布临时覆

盖 300m2。 

水土保持

投资估算

（万元） 

工程措施 20.28 植物措施 15.9 

临时措施 0.1 水土保持补偿费 0.9408（已交）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2.3 

水土保持监理费 2 

设计费 7 

总投资 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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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编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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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综合说明 

1.1 项目基本情况 

为替代固镇经济开发区内分散小锅炉，完善园区基础设施、优化投资环境，

拟在安徽固镇经济开发区内建设配套热电联产项目。 

本项目一期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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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工程正在建设。随着丰原集团“退市进园”

步伐的加快，一期工程满足不了新建项目用汽需求，二期工程必须提前实施，

以保证入园企业项目对蒸汽的需求。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全国人大常委会  1991 年 6 月 29 日

公布，2010 年 12 月 25 日通过修订，2011 年 3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1993 年 8 月 1 日国务院令

第 120 号 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修订）； 

3）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1995 年 11 月 18 日公布，2018 年 3 月 30 日第三次修订）。 

1.2.2  技术规范与标准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住建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GB50433-2018）； 

http://www.88148.com/Info/20150321367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