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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 30 年来，我国公路建设飞速发展，
并促进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
由于公路项目建设线路较长，
动土方量较

大，
随之而来的水土流失问题也十分突出，如果在项目建设中管控不合理，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将会造成严重的水土
流失。本文旨在通过总结作者的水土保持工作经验，
分析作者在公路项目水土保持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提出一些建议，
以供业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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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工作管理混乱袁不能及时全面地落实水土保持方案中
公路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袁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遥 公路的建设袁拉近了各地区之间的距离袁

设计的各项内容袁及各领导单位的水土保持工作检查意见
或建议遥

促进了各地尧各区域的交流袁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遥

2.4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质量差袁可指导性差

然而袁在公路建设中袁也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袁如公路项目

个别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质量差袁水土保持方案

建设破坏了原有的水土保持设施袁部分项目造成了严重的

报告书编制时间仓促尧严重脱离实际尧完全理论化袁对项目

水土流失袁个别弃土弃渣场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袁或者已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实际指导意义不大袁不能有效地指导

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及安全事件遥 以下袁将根据作者的工

水土保持工作遥

作经验袁对公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袁并提出
一些工作建议遥

2.5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编制滞后袁 影响水土保
持工程建设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袁 由于各类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袁部

2.1 参建单位法制观念淡薄袁水土保持野三同时冶制度
落实困难

分项目开工后袁工程主体设计发生的变化尧变更较多袁而水
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的编制却比较滞后遥 此时袁在原水

部分工程参建单位袁水土保持法制观念淡薄袁在工程

土保持方案已不能全面地指导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时袁变

建设中袁野重主体袁轻水保冶袁或者在项目建设中袁水土保持

更报告书编制滞后袁施工单位缺少施工依据袁监理单位监

工程建设是野边治理袁边破坏冶遥 基于存在这类问题袁在项目

理依据不足袁进而影响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进度与建设

建设中袁致使水土保持各项措施落实不全袁水土保持野三同

质量遥

时冶制度落实比较困难遥
2.2 工程合同具体事项约定不清袁 水土保持工作阻力
大

2.6 水土保持防护措施不足袁水土流失严重
项目建设开始后袁破坏了原有的水土保持设施袁而设
计要求的水土流失防护措施却布设不足或未不设袁不能形

一些项目的工程合同对一些具体事项约定不清袁导致

成有效的防护袁致使水土流失严重遥 如路基边坡尧隧道进出

水土保持工作阻力较大袁 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整体难以推

口边坡尧桥梁两侧边坡土质裸露袁但无苫盖和截排水措施袁

进遥 如院

下雨或刮风时袁极易造成土壤流失遥

渊1冤施工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取土场尧弃土弃渣场的防

2.7 沟道淤积严重袁存在安全隐患

治责任袁在工程建设中袁建设单位尧施工单位互相推诿袁取

项目在跨沟建设时袁对所产生的弃土弃渣袁未进行有

土场尧弃土弃渣场的防治责任较难落实袁各项防治措施无

效拦截曰降雨后袁部分弃土弃渣被雨水冲入沟道内袁流失严

法不设遥

重袁致使沟道下游淤积严重袁个别区域流失弃土弃渣较多袁

渊2冤水土保持监理合同中未明确监理范围与权力等袁

存在安全隐患遥

导致在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时袁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有责无

2.8 未剥离表土袁土地资源破坏严重

权袁不能有效行使监理权利袁落实监理义务遥

路基开挖及回填尧取土场尧弃土弃渣场及临建设施等袁

2.3 未建立有效的水土保持管理体系袁 水土保持工作
管理混乱

使用完后袁未进行土地整治尧恢复原貌袁造成水土流失袁土

一些项目在建设中袁未建立水土保持管理机构袁或虽
有却形同虚设袁不能形成有效的管理体系袁致使项目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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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未剥离表土或剥离表土防护不足袁以及部分临建设施
地资源破坏严重遥
2.9 部分弃土弃渣场袁存在水土流失或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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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冤部分弃土弃渣场堆放时袁存在野先弃后拦冶袁或受地
形限制袁拦挡措施不足袁易发生水土流失曰

宜设计各类水土保持措施袁 形成项目的水土保持措施体
系遥 如在进行弃土弃渣场设计时袁应坚持安全可靠尧经济合

渊2冤部分弃土弃渣场堆土堆渣超过设计标准袁或堆存

理的原则袁根据渣场地形地质条件尧弃渣岩土组成等进行

过程中未压实袁 在布设防治措施时所采用防治标准偏低袁

设计袁弃土弃渣场选址应不影响河渊沟冤道行洪安全袁并避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曰

开下游有居民尧公路等重要设施的部位袁确保渣场整体安

渊3冤个别弃土弃渣场选址下游存在居民尧公路等袁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曰
渊4冤个别弃土弃渣场堆土堆渣既高又陡袁不按设计要
求堆放袁存在安全隐患遥

全稳定袁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切实可行遥
渊2冤工程主体发生变化尧变更时袁应及时委托水土保持
有关单位袁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袁并应及时上报
原方案审批机关进行审查尧备案等遥
3.5 优化施工工艺袁减少水土流失

3.1 加强思想教育袁增强法制观念

项目建设时袁优化施工工艺袁或采用新工艺尧新技术袁如采

加强对工程参建人员的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袁普

用人工保土生草膜尧废保型绿化混凝土尧黄麻土工布尧或采

及水土保持有关知识袁增强参建单位单位的水土保持法制

用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尧生物防护尧液压喷播尧乡土

观念袁切实履行水土保持义务袁在项目建设中袁落实水土保

植物利用尧纤维土绿化等袁这类新工艺袁绿化速度快尧防治

持野三同时冶制度遥

效果好袁并可有效减少水土流失遥

3.2 明确工程参建各方职责袁 落实水土保持工程建设
任务

3.6 规范施工过程袁布设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规范施工过程袁积极布设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袁严格按

在工程合同中袁明确水土保持工程具体事项袁落实各

照水土保持法律法及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要求施工袁防止或

自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任务遥 如袁在施工合同中袁明确取土

减少水土流失遥 如院做好各类型区的表土剥离尧堆存防护曰

场尧弃土弃渣场等的责任主体袁由责任主体负责落实水土

弃土弃渣堆放野先拦后弃冶袁堆存过程中按设计要求进行压

保持各项防治措施曰在水土保持监理合同中袁明确监理的

实袁分级堆放袁堆放方量及高度必须严格依设计进行袁并及

工作范围尧职责及权利等袁使监理有责有权袁有效行使监理

时布设截排水及植物措施遥

权利袁落实监理义务遥
3.3 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管理体系袁 加强项目水土保持
工作管理
渊1冤由建设单位组织成立项目水土保持管理机构袁负
责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全面管理与领导袁并制定项目水土
保持工作制度袁健全水土保持管理体系袁规范项目水土保
持工程建设遥
渊2冤各参建单位必须安排专人负责各自水土保持工作袁
落实方案设计的各类内容袁并积极落实建设单位尧水土保
持监理单位等的指示尧建议及意见等遥
渊3冤建设单位组织水土保持设计单位进行技术交底工
作袁并组织召开水土保持监理尧监测单位的进场会袁规范水
土保持工作管理袁并积极落实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
意见等遥
渊4冤建立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检查尧奖惩制度袁建设单位
或建立单位定期或不定期组织进行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检
查袁及时发现项目存在的各类水土保持问题袁并制定解决
方案袁积极落实曰如水土保持工作完成较好袁或完成存在问
题袁进行必要的奖惩袁推进水土保持工作的进展遥
3.4 提高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质量袁 及时编制水
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
渊1冤方案编制前应研读主体工程设计袁并深入实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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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袁了解当地的自然条件尧人文环境尧社会经济等袁因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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