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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综合说明 

1.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1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前期工作情况 

机场路南延为宁波市“四横五纵”的快速路网中服务南部地区快速射线，

是构建奉化、鄞南片、机场物流园区等沿线各组团与宁波中心城区、组团之

间便捷联系的快速通道，同时也是支撑城市空间拓展、促进沿线土地开发、

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满足交通出行“快捷性”的要求。因此，本项目建设是

必要的。 

2016 年 12 月 29 日，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6]695

号”文批复同意了《机场快速路南延工程项目建议书》。 

2017 年 2 月 15 日，宁波市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了《机场快速路南延南

段（绕城高速-岳林东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 

2017年3月，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

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完成了《机场快

速路南延南段（绕城高速-岳林东路）工程初步设计》（送审稿）。 

2016 年 12 月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委托宁波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

研究院（以下简称“我院”）编制《机场快速路南延南段（绕城高速-岳林东

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我院接受委托任务后，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方案

编制小组，对委托方提供的主体设计资料进行了熟悉、了解，于 2017 年 1

月、2 月多次进行了现场勘察，广泛搜集和整理了项目区相关资料，初步确

定了项目区防治责任范围和拟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在此基础上，于 2017

年 3 月上旬编制完成了《机场快速路南延南段（绕城高速-岳林东路）南段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并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由宁波市水

利局组织的专家组对本方案进行了严格审查，根据审查意见对方案中不足之

处进行了修改，于 2017 年 4 月上旬完成了《机场快速路南延南段（绕城高

速-岳林东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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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项目基本情况 

本工程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线路沿线涉及鄞州区和奉化区。路线总体呈

南北走向，起点北起绕城高速（起点桩号 K4+960），沿现状东环路向南，跨

越东江、县江后，经四明东路、大成东路，止于岳林东路（终点桩号 K19+344），

全长约 14.4km。其中，鄞州段 2.1km，奉化段 12.3km。本工程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道路工程、主线高架桥、匝道桥梁、地面辅道桥梁、河道工程、给排

水工程、道路绿化等附属工程。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127.43hm2，其中永久占地 116.83hm2，临时占地

10.60hm2。工程土石方开挖回填总量为 473.41 万 m3，其中开挖量为 316.12

万 m3，填筑量为 157.29 万 m3，借方 99.79 万 m3，剩余表土 5.02 万 m3，弃

渣量 253.60 万 m3。弃方拟运至舟山市六横小郭巨二期围垦工程填筑利用。 

本工程沿线需拆迁房屋建筑面积 4381m2。拆迁的房屋采取货币补偿，

由相关部门进行拆除和改建等工作。本工程概算总投资 708450 万元，其中

建安费用 578958 万元。根据市发改委关于同意机场快速路南延工程项目建

议书的复函中，本工程的资金来源按照属地原则和共建共享原则，由市、区

两级筹措解决。本工程计划 2017 年 5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12 月完工，预

计施工工期 32 个月。 

1.1.3  项目区概况 

本项目位于宁波市鄞州区和奉化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性气候，地处

低纬度带。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850h，全年无霜期 232d。年平均气温 16.4℃。

年均降水量 1429mm，雨季有 4～6 月的春雨连梅雨和 8～10 月的台风雨和

秋雨，主汛期 5～10 月的降水量占全年的 60%。主要土壤类型为水稻土和潮

土。项目区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现状林草覆盖率约 10％。土壤侵蚀

以水力侵蚀为主，现状土壤侵蚀背景值约为 300t/km2•a，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项目区不属于国家级、省级和市县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

点治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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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防治标准及目标值 

方案设计深度为初步设计阶段。设计水平年为工程完工后的第一年，即

2020 年。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建设类项目二级标准。至设计水平年，各项水土

流失防治目标为：扰动土地整治率 9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0%，土壤流

失控制比 1.2，拦渣率 95%，林草植被恢复系数 97%，林草覆盖率 22%。 

1.3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评价结论 

本工程总体线位走向唯一，根据主设报告，在宁奉城际线转入段存在比

选方案，通过方案比选，确定了推荐方案。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各比选方

案均无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基本同意主体设计推荐选址。 

工程在规划选址选线、立项条件、工程征占地、土石方平衡、施工组织

等方面对水土保持而言均未形成制约，基本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工程在占地性质、占地类型、用地指标、占地数量和占地可恢复性等方

面无水土保持制约因素，基本符合水土保持要求。工程借方全部从合法料场

商购解决，不单独设置取料场，有利于水土保持。工程弃方得到妥善处置，

有利于水土保持。工程采取合理的施工布置、施工工艺和施工组织设计，可

有效避免水土流失。 

主体工程的表土剥离、绿化覆土、景观绿化、泥浆池、地面雨水管、截

水沟、排水边沟、高架雨水管、植草护坡、拱型骨架植草护坡、洗车池等措

施界定为水土保持工程。 

本方案在主体工程设计的基础上，主要补充措施包括：①施工期间的临

时拦挡、排水、沉沙措施等；②施工后期的场地恢复等措施。 

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工程建设无限制性因素，建设是可行的。 

1.4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经过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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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和对工程设计资料分析，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41.40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27.43hm2，直接影响区 13.97hm2。 

1.5  水土流失预测结果 

工程扰动地表面积 127.43hm2，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面积 119.0302hm2，

弃渣量 253.60 万 m3；预测本项目由于施工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为

1834222.53t，新增水土流失量为 1833096.83t。施工期是水土流失产生、防

治和水土保持监测的重点时段。桩基泥浆是水土流失发生、防治和水土保持

监测的重点部位。 

1.6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与措施总体布局 

工程按项目组成分为 3 个防治分区，即道路工程防治区、桥梁工程防治

区和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 

①道路工程防治区防治面积 103.02hm2，包括红线范围内的地面道路占

地及其直接影响区。包括施工前，对占用的耕地和绿化用地表土进行剥离，

剥离的绿化土堆置在临时堆土场内，并采取填土草包围护、防雨布苫盖等防

护措施；施工期间，对路基实施临时排水沉沙措施，在主要路口设置洗车池

对进出施工车辆进行清洗，实施雨水管网、截水沟、排水边沟等排水工程，

对管线工程开挖回填土方部分进行防雨布苫盖；施工后期，实施绿化覆土、

景观绿化等措施。工程措施：主体已有表土剥离 5.32 万 m3，覆土 6.44 万

m3，雨水管 66487m，截水沟 250m，排水边沟 1030m；植物措施：主体已

有侧分带绿化 13.44hm2，植草护坡 7.95hm2，拱型骨架植草护坡 0.08hm2；

临时措施：主体已有洗车池 7 座，方案新增临时排水沟 26000m，沉沙池 55

座，防雨布 20000m2。  

②桥梁工程防治区防治面积 26.53hm2，包括单层高架桥、平行匝道、

一体化双层高架桥、高架车站、天桥和地面辅道桥、桥下河道占地及其直接

影响区面积。施工前对占用的绿化用地剥离绿化土，剥离的绿化土堆置在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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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堆土场内，并采取填土草包围护、防雨布苫盖等防护措施；施工期间，对

桥梁、河道基础施工产生的泥浆布设泥浆池进行中转防护；施工后期，实施

排水工程、绿化覆土、景观绿化等措施。工程措施：主体已有表土剥离 1.31

万 m3，覆土 4.59 万 m3，高架雨水管 6000m；植物措施：主体已有分隔带绿

化 15.31hm2；临时措施：主体已有泥浆池 120 座，方案新增防雨布 2000m2。 

③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防治面积 11.85hm2，包括施工生产生活区、预

制场、临时堆土场及其直接影响区。主体工程未考虑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的

防护措施，本方案补充施工时的临时排水沉沙措施，临时堆土的拦挡、苫盖

措施，以及施工结束后的迹地恢复措施。工程措施：场地平整 10.60hm2；

植物措施：撒播草籽 10.60hm2；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2900m，沉沙池 10

座，临时堆料场 3 座，防雨布 6900m2，填土草包围护 288m3。 

1.7  水土保持监测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采取地面观测和调查巡查相结合的方法。监测期的降

雨量等气象资料，拟通过向当地气象站收集完成。监测时段从施工准备期开

始至设计水平年末结束，即从 2017 年 5 月至 2020 年 12 月。 

地面观测频次：每年的 4 月~10 月每月监测一次，其它月份隔月监测一

次，遇暴雨（R24h≥50mm）需在暴雨过后加测 1 次。 

调查、巡查监测频次：堆土（渣）场的取土（石）、堆土（渣），正在实

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建设等每 10d 监测记录一次；扰动地表面积、水土保持工

程措施拦挡效果等每 1 个月监测记录 1 次；主体工程建设进度、水土流失影

响因子、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生长情况每 3 个月监测记录 1 次。因降雨、大风

或人为原因发生严重水土流失及危害事件的，在事件发生后 1 周内完成监测

并报告有关情况。 

1.8  水土保持投资概算及效益分析 

项目水保工程总投资为 15931.78 万元（主体已列 15462.29 万元，方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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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469.49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8556.92 万元，植物措施 6167.45 万元，临

时措施 105.69 元，独立费用 1006.50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95.2242 万元。 

本工程建设区面积 127.43hm2，扰动土地面积 127.43hm2，造成水土流

失面积 127.43hm2；对各建设区域分别采取相应的水土流失治理措施后水土

保持措施防治面积 47.38hm2。 

方案实施后 6 项防治目标的实现情况为：扰动土地整治率大于 95%，水

土流失总治理度大于 90%，土壤流失控制比大于 1.2，拦渣率大于 95%，林

草植被恢复系数大于 97%，林草覆盖率为 37%。 

工程在施工建设过程中造成的水土流失带来的相关损失远小于工程建

设所取得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水土保持经济损益分析，工

程建设是可行的。 

1.9  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综上所述，方案实施以后，项目建设造成的人为水土流失可以得到有效

治理，各项防治措施指标均达到本方案的预定目标，并具有一定的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工程建设没有重大限制性因素，项目建设

是可行的。 

（二）建议 

1、加强水土保持工程的后续设计，建议下一阶段将水土保持工程进行

专项设计、专项招投标、专项施工； 

2、施工期间加强水土保持监理和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3、进一步优化施工布置设计，在满足工程相关经济技术指标的前提下，

尽量减少扰动地表； 

4、弃渣及时运至指定的弃渣综合利用场地，防止水土流失危害； 

5、施工后期，及时利用剥离的表土，减少绿化土堆置时间和产生的水

土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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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项目名称 机场快速路南延南段（绕城高速-岳林东路）工程 

涉及地市 宁波市 涉及县（市、区） 鄞州区和奉化区 

项目规模 全长约 14.4km 总投资（万元） 708450 土建投资（万元） 578958 

动工时间 2017 年 5 月 完工时间 2019 年 12 月 设计水平年 2020 年 

项目组成 面积（hm2） 挖方量（万 m3） 填方量（万 m3） 借方量（万 m3） 弃方量（万 m3）

道路工程区 91.85 100.88 122.03 91.81 65.64 

桥梁工程区 24.98 215.24 30.76 3.48 187.96 

施工临时设

施区 
10.60 0 4.50 4.50 0 

合计 127.43 316.12 157.29 99.79 253.60 

重点防治区类型 不属于国家级、省级、市县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地貌类型 海积平原区 气候类型 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植被类型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现状林草覆盖率（%） 10 

土壤类型 潮土、水稻土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t/(km2·a)] 300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2) 141.40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2·a)] 500 

项目建设区(hm2) 127.43 扰动地表面积(hm2) 127.43 

直接影响区(hm2) 13.97 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面积(hm2) 119.0302 

建设期水土流失预测总量(t) 1834222.53 新增水土流失量(t) 1833096.83 

新增水土流失主要区域 桩基泥浆 

防治目标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0 

土壤流失控制比 1.2 拦渣率(%)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林草覆盖率(%) 22 

防治措施 

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道路工程区

表土剥离 5.32 万 m3，覆

土 6.44 万 m3，雨水管

66487m，截水沟 250m，

排水边沟 1030m  

侧分带绿化 13.44hm2，植

草护坡 7.95hm2，拱型骨

架植草护坡 0.08hm2  

洗车池 7 座，临时排水沟

26000m，沉沙池 55 座，防雨

布 20000m2 

桥梁工程区

表土剥离 1.31 万 m3，覆

土 4.59 万 m3，高架雨水

管 6000m 
分隔带绿化 15.31hm2 泥浆池 120 座，防雨布 2000m2

施工临时设

施区 场地平整 10.60hm2 撒播草籽 10.60hm2 
临时排水沟 2900m，沉沙池 10
座，临时堆料场 3 座，防雨布

6900m2，填土草包围护 288m3

投资（万元） 8556.92 6167.45 105.69 

水土保持总投资（万元） 15931.78 独立费用（万元） 1006.50 

监理费（万元） 444.90 监测费（万元） 60 补偿费（万元） 95.2242

方案编制单位 宁波市水利水电规划

设计研究院 建设单位 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 *** 法定代表人 *** 

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四明西

路 699 号 地址 *** 

邮编 315192 邮编 *** 

联系人 徐工 联系人 肖工 

传真 0574-28802616 传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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