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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以下简称允楞水库）位于临

沧市耿马县境内，行政区划属忙畔村，工程径流区属澜沧江水系，处于

澜沧江干流的一级支流～小黑江上游段的南碧河的二级支流允楞河上，

地理坐标东经 99°24′57″，北纬 23°34′58″。水库距耿马县城 6km，距昆

明 710km，项目区周边乡村公路发达，对外交通条件较好。

允楞水库工程总库容为 1250 万 m3，灌溉面积 1.39 万亩，按照《水

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252-2000)的规定，水库工程等别

为Ⅲ等，其永久性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3 级，次要建筑物等级为 4 级，临

时性建筑物级别为 5 级。根据《防洪标准》 (GB50201-94)的规定，水库

设计洪水标准为 50 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1000 年一遇。

根据水库现存的病险状况及工程的具体条件，枢纽各建筑物除险加固措施

为：（1）对主坝进行整体防渗处理，以降低坝体浸润线；（2）拆除并重建坝顶防

浪墙并对坝脚排水棱体进行局部翻修处理；（3）对坝体上下游坝面整修并进行护

坡处理；（4）对输水隧洞进行除险加固处理；（5）新建水库管理所；（6）增设观

测设施。

允楞水库由枢纽工程区、弃渣场区、施工临时公路区、施工临时生产生活区、

粘土料场区组成，项目建设区占地面积 116.031hm2，其中项目建设扰动面积为

1.381hm2，库区淹没区 114.650hm2（不扰动，不计入项目建设中的面积）。本项

目建设施工扰动地表面积 1.381hm2，占地主要为建筑用地、荒山荒地、荒草地及

林地。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水土流失容许值

为 500t/km2·a。

本项目于 2011年 10月 1日开工建设，于 2012年 12月 30日完工，建设工期 14个月，

目前水库已蓄水试运行。工程总投资 1727.02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210.59万元。

建设单位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局于 2007年

8月委托临沧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编

制完成了《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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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书》（送审稿），并报临沧市水务局组织专家组进行审查，后经云南省水利水电

工程技术评审中心专家组审查，临沧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根据专家修改意

见进行修改，于 2010年 8月完成了《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报告书》报批稿。2010年 12月云南省水利厅以“云水

保[2010]338号”文对本项目水保方案予以了批复。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文件确定的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16.91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15.861hm2（包括正常蓄水位以下淹没面积

114.65hm2），直接影响区 1.049hm2。

根据云南省水利厅“关于《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

案初步设计报告书》的批复”（云水保[2010]338号），核定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

资概算为 77.76万元，其中主体设计中已计列投资估算为 70.51万元，本方案新

增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7.25万元。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中，工程措施投资 4.20

万元，占新增水土保持投资的 57.93%；植物措施费为 1.28万元，占新增水土保

持投资的 17.66%；施工临时工程费为 0万元；独立费用为 0.62万元，占新增水

土保持投资的 8.55%；基本预备费为 0.18万元，占新增水土保持投资的 2.48%；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为 0.97万元，占新增水土保持投资的 13.38%。

根据过程监理及项目实际情况，结合水保方案及批复意见进行比较本项目实

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16.580hm2，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115.531hm2

（项目建设实际扰动地表面积 1.381hm2，库区淹没区未扰动面积 114.150hm2），

直接影响区面积为 1.049hm2。与《水保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了 0.330hm2。

本工程建设实际对地表的扰动总面积为 1.381hm2，占地类型主要为

建筑用地、荒山荒地、荒草地及林地。项目的建设改变了原有土地使用

功能，使原有地表、涵养水源能力下降，如不采取及时有效的防护措施，

必然会造成水土流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规

定》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在完成主体工程项目的同时，必须完成水

土保持工程，确保工程持续稳定的发挥效益。

为确保水土保持工程有序进行，确保工程建设中水土保持措施的落



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监理报告

5

实，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局委托云南云

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单位）对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

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进行监理。监理单位进驻后，根据《临沧市

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报告书》（报批稿）

及批复文件要求，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并对施工和运行初期过程中

出现的水土保持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使水土保持方案中的工程措

施和植物措施得到顺利实施。

我单位在监理工作过程中，得到了当地政府、建设单位及有关单

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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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主体工程及水土保持设计概况

1.1.1 主体工程概况

允楞水库项目总库容为 1250万 m3，灌溉面积 1.39万亩，按照《水利水电工

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00)的规定，水库工程等别为Ⅲ等，其永久性

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3级，次要建筑物等级为 4级，临时性建筑物级别为 5级。根

据《防洪标准》(GB50201-94)的规定，水库设计洪水标准为 50年一遇，校核洪

水标准为 1000年一遇。

根据允楞水库现存的病险状况及工程的具体条件，枢纽各建筑物除险加固措

施为：（1）对主坝进行整体防渗处理，以降低坝体浸润线；（2）拆除并重建坝顶

防浪墙并对坝脚排水棱体进行局部翻修处理；（3）对坝体上下游坝面整修并进行

护坡处理；（4）对输水隧洞进行除险加固处理；（5）新建水库管理所；（6）增设

观测设施。

允楞水库由枢纽工程区、弃渣场区、施工临时公路区、施工临时生产生活区、

粘土料场区组成，项目建设区占地面积 116.031hm2，其中项目建设扰动面积为

1.381hm2，库区淹没区 114.650hm2（不扰动，不计入项目建设中的面积）。本项

目建设施工扰动地表面积 1.381hm2，占地主要为建筑用地、荒山荒地、荒草地及

林地。工程主要特性详见表 1-1。

表 1-1 工程特性表

序号 名 称 单位 原设计 除险加固后 备注

一 水文

1 流域面积

本区 km2 6.9 6.9
引水 1区（南快河） km2 31.8 31.8

引水 2区（忙帕河） km2 8.3 8.3
2 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本区 万 m3 482 482
引水 1区（南快河） 108m3 0.173 0.173

引水 2区（忙帕河） 万 m3 245 245



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监理报告

7

序号 名 称 单位 原设计 除险加固后 备注

3 代表性流量

正常运用（设计）洪水标准 % 2% 2%
非常运用（校核）洪水标准 % 0.1% 0.1%

施工导流 % 5%
4 洪量

设计洪水量 m3/s 47.9 本区+引区

校核洪水量 m3/s 73.6 本区+引区

5 泥沙

多年平均年输沙量 6644 本区

多年平均年输沙量 33520 引区

二 水库

1 水库水位

校核洪水位 m 1099.10 1099.16

设计洪水位 m 1098.90 1098.95

正常蓄水位 m 1098.60 1098.60

死水位 m 1078.75 1078.75
2 水库库容

总库容(校核洪水位以下库容) 万 m3 1200 1250

正常蓄水位以下库容 万 m3 1172 1172

兴利库容 万 m3 1079 1079

死库容 万 m3 92.70 92.70

三 下泄流量

设计洪水位时最大泄量 m3/s 1.91 2.80

校核洪水位时最大泄量 m3/s 3.90 3.90
四 工程效益指标

1 防洪效益(保护面积) 万亩 12.22 12.22
2 灌溉效益(面积) 万亩 1.39 1.39

3 生产、生活用水 万 m3 1000 1000
4 其他

五 主要建筑物及设备

1 挡水建筑物型式

（1） 地震基本烈度/设防烈度 8/8 8/8

（2） 坝顶高程

主坝 m 1099.80 1099.80

副坝 m 1100.80 1100.80

（3） 坝最大坝高

主坝 m 30 30

副坝 m 2.7 2.7
（4） 坝坝顶长度/坝顶宽度

主坝 m 444/6.0 444/6.0

副坝 m 116.0/6.0 116.0/6.0

2 输水建筑物 条

设计流量 m3/s 1.5 1.5

输水道型式
混凝土无压城

门洞形
混凝土无压城

门洞形

长度 m 384.6 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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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单位 原设计 除险加固后 备注

断面尺寸 m 1.8×2.0 1.4×1.6

衬砌型式 m 混凝土 混凝土

闸门 道 1 1

启闭机 台 1 1

进口底板高程 m 1082.048 1082.048

3 泄水建筑物 条

设计流量 m3/s 2.8 2.8

泄水道型式 河岸式 河岸式

长度 m 190 190

堰顶高程 m 1098.6 1098.6

断面尺寸 m 3×1.5 3×1.5
衬砌型式 m 圬工支砌 圬工支砌

闸门 道 2 2

启闭机 台 2 2

六 施工

土石方开挖 m3 15444.84

土石方回填 m3 9229.84

弃渣 m3 8200

砌石体 m3 2561.76

混凝土 m3 2571.01

塑性混凝土防渗墙 m2 12894.32

钢筋制安 t 61.10
2 主要建筑材料

电 kW.h 44565.15
风 m3 102803.54

水 m3 18523.35

砂 m3 2029.69

石子 m3 2499.53

块石 m3 1346.36

碎石 m3 644.13

砾石 m3 9.60

砂砾料 m3 916.95

柴油 kg 10446.23

汽油 kg 7077.48

水泥 t 1094.20

钢材 t 71.11
3 所需劳动力

总工时 万工时 18.33
平均人数 人 66

高峰数 人 90
4 施工临时房 m2 1400

5 施工动力来源

供电电源 kvA 10

6 对外交通

运距 km 6 至县城

7 施工导流（方法、型式、规模） 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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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单位 原设计 除险加固后 备注

8 施工占地 亩 17.42

9 施工期限

开工时 2011.10.1

完工时间 2012.12.30

总工期 月 14

七 经济指标

1 静态总投资 万元 1727.02

2 总投资 万元 1727.02
建筑工程 万元 1210.59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万元 65

临时工程 万元 85.46
独立费用 万元 254.61

基本预备费 万元 96.94

水土保持静态总投资 万元 7.93

环境保护工程费 万元 6.49

1.1.2 水土保持设计概况

1.1.2.1 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文件确定的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16.91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15.861hm2（包括正常蓄水位以下淹没面积

114.65hm2），直接影响区 1.049hm2，见表 1-2。

表 1-2 批复水保方案中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序号 防治责任范围
面 积(hm2)

占 地 类 型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合计

一 枢纽工程施工区 0.361 0.493 0.854
建筑用地、荒草地、荒山坡、

林地

二 施工临时公路区 0.16 0.32 0.48 荒草地、荒山坡、林地

三 弃渣场区 0.51 0.15 0.66 荒山坡、荒草地、林地

四 施工临时生产生活区 0.14 0.05 0.19 荒草地、荒山坡、林地

五 粘土料场区 0.04 0.036 0.076 荒草地

六
库区(正常蓄水位以下水

面面积)
114.65 114.65 水面

合 计 115.861 1.049 1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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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概况

一、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根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在水土流失预测及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

程分析评价的基础上，针对工程建设施工、生产活动引发水土流失的特点和造成

危害程度，采取有效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把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永

久性防护措施和临时性措施有机结合起来，并把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

措施纳入水土流失防治体系中，合理确定水土保持方案总体布局，以形成完整的、

科学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见框图 1-1。

加强施工期及生产运行期间的

管理措施、清理散落废弃物等

注:  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措施     新增水土保持措施

水

土

流

失

防
治

措

施

体

系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坝顶C20混凝土路面

坝顶C15混凝土路缘石

挡渣墙工程措施

截排水沟工程措施

种树、种草植物措施

全面整地

种树、种草、栽植攀

缘植物等植物措施

全面整地

上游C15预制砼块护坡

下游草皮护坡措施

下游C15混凝土排水沟

道路外缘种植行道树

路面全面整地后植草

全面整地

种草植物措施

枢纽工程区

施工临时公路区

存弃渣场区

粘土料场区

施工临时生产生活区

种树、种草植物措施

图 1-1 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局体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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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土保措施设计情况

（一）工程措施

（1）主体工程设计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并计入水保投资的工程措施

主体工程设计中，已经考虑了坝顶 C20混凝土路面、上游 C15预制混凝土

块护坡措施、C15预制混凝土排水沟、C15混凝土路缘石等措施，投资 54.73万

元，措施工程量及投资概算详见表 1-3。

表 1-3 主体工程设计并计入水保方案投资措施工程量及投资统计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投资(万元) 备注

枢纽工程区

1 坝顶 C20混凝土路面 m2 2377.6 22.14

2 上游 C15预制混凝土块护坡 m3 394.67 21.64

3 C15混凝土排水沟 m3 221.61 10.02

4 C15混凝土路缘石 m3 20.46 0.93

合 计 54.73

（2）水保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根据水保方案及批复文件，方案新增的水土保工程持措施数量为：弃渣场截

排水沟 153m、挡渣墙 115m，工程为土方开挖 160.6m3，M5.0浆砌石 236.67m3，

M7.5浆砌片 72.29m3，M10水泥砂浆抹面 144.59m2，见表 1-4。

表 1-4 《水保方案》设计工程措施量统计表

防治分区

弃渣场区

合 计

截排水沟 挡渣墙

工
程
措
施

土石方开挖/m3 69.3 91.3 160.6

M10.0水泥砂浆抹面/m2 144.59 144.59

M7.5水泥砂浆砌块石/m3 236.67 236.67

M5.0水泥砂浆砌块石/m3 72.29 72.29

（二）植物措施

（1）主体工程设计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并计入水保投资的植物措施

为改善工程区的生态环境，增加绿化景观，主体工程考虑大坝下游坡面绿化

措施，绿化面积 17439.5m2，投资 15.78万元，工程量及投资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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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主体设计植物措施工程量及投资汇总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投资(万元) 备注

枢纽工程区

1 下游草皮护坡 m2 17439.5 15.78

合 计 15.78

（2）水保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根据水保方案及批复文件，方案新增的水土保植物持措施数量为：场地平整

0.67hm2，植树 2981株，其中沙松 2925株，爬山虎 56株；种草面积 1.141hm2。

工程量见表 1-6。

表 1-6 《水保方案》设计植物措施量统计表

防治分区
枢纽

工程区

施工

公路区

施工临时

生产生活区

弃渣场区 粘土

料场区
合 计

截排水沟 挡渣墙

植
物
措
施

植苗造林/株
(株距×行距：2×2m)

1120 1501 144 2765

行道树(株距 2.5m) 160 160

爬山虎/株(株距 1.0m) 56 56

撒播种草/hm2 0.311 0.16 0.12 0.51 0.04 1.141

草籽/kg 15.6 8 6 25.5 2 57.1

全面整地/hm2 0.12 0.51 0.04 0.67

表 1-7 水土保持措施汇总表

序号 防治分区 措施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一、工程措施

2

枢纽工程区

坝顶 C20混凝土路面 m2 2377.6 主体设计

3 上游 C15预制混凝土块护坡 m3 394.67 主体设计

4 C15混凝土排水沟 m3 221.61 主体设计

5 C15混凝土路缘石 m3 20.46 主体设计

9 二、植物措施

10 枢纽工程区 撒草 hm
2

0.15 方案新增

11 临时施工道路区 植树、撒草 hm
2

0.06 方案新增

12 弃渣场 植树、撒草 hm
2

0.11 方案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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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施工平面布置

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为引洪蓄水为主，由枢纽工程区、弃渣

场区、施工临时公路区、施工临时生产生活区、粘土料场区组成，主体工程布局

如下：

允楞水库枢纽建筑物布置相对集中，病害处理部位集中，故施工总布置相对

集中。枢纽工程区包括大坝、输水隧洞、溢洪道及水库管理库房等，总占地面积

0.361hm2。

弃渣场布置于大坝下游左侧，占地面积为 0.22hm2，弃渣场规划占地面积

0.51hm2，规划弃渣量 2.10万 m3。

施工临时公路主要为连接弃渣场、沉浆池及粘土料场间的临时道路，总长度

约 500m，路宽 5m，局部宽 8m，占地面积 0.16hm2。

施工临时生产生活区主要布置于枢纽工程区内，根据工程建设需要实际情况

进行布设，占地面积约 0.14hm2。

粘土料场：布置于水库淹没区内，距离约 200m，粘土料场占地面积 0.50hm2。

工程所需块石及碎石由耿马至四排山公路边石料场采购，运距 22km；砂料

由耿马至四排山公路边南皮河砂料场采购，运距 18km。

1.3 建设各方及监理范围、内容、目标

1.3.1 建设各方

1、建设单位：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局

2、设计单位：

（1）主体工程：临沧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2）水土保持工程：临沧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3、施工单位：云南水利建筑机械化工程公司、保山辛街建筑机械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4、水土保持监理单位：云南云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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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监理范围、内容及目标

一、监理范围

监理范围：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监理范围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设计的范

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项目建设区枢纽工程区、弃渣场区、施工临

时公路区、施工临时生产生活区、粘土料场区 5个分区。

二、监理内容

（1）协助建设单位检查承建单位的资质，通过检查承建方的各种证件和业

绩，了解承建方的技术水平和能力，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完成。

（2）审查承建单位提出的施工设计方案和施工计划，使水土保持措施既能

节省资金，又能达到预期效果。

（3）严格监督施工的全过程。按照有关技术规范标准严把工程质量，尽量

达到在投资预算内全面完成施工任务。

（4）及时与建设单位和承建单位进行沟通，不断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

（5）在监理工作中及时发布监理工程师的书面指令，保证施工进程。

三、监理目标

对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实施质量控制、进度控

制、投资控制，实行项目的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协调有关各方的关系。根据主

体工程的施工安排，按照“三同时”的要求，将投资、工期进行控制，质量按技术

规范和规程要求的标准控制，为实现项目的总体目标服务。

1.4 工程投资、工期及完成工作量

1.4.1 工程投资

根据云南省水利厅“关于《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

案初步设计报告书》的批复”（云水保[2010]338号），核定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

资概算为 77.76万元，其中主体设计中已计列投资估算为 70.51万元，本方案新

增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7.25万元。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中，工程措施投资 4.20

万元，占新增水土保持投资的 57.93%；植物措施费为 1.28万元，占新增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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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投资的 17.66%；施工临时工程费为 0万元；独立费用为 0.62万元，占新增水

土保持投资的 8.55%；基本预备费为 0.18万元，占新增水土保持投资的 2.48%；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为 0.97万元，占新增水土保持投资的 13.38%。

本项目水土保持实际完成投资 93.32万元，其中，工程措施完成投资 67.71

万元，植物措施完成投资 2.00万元，临时措施完成投资 9.86万元，独立费 10

万元，基本预备费 2.69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0.97万元。

1.4.2 施工工期

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于 2011年 10月开工建设，于 2012年

12月主体工程完工投入试运行，施工总工期为 14个月。、

第Ⅰ阶段：2011年 10月至 2011年 12月，此阶段为输水隧洞改造施工及大

坝防渗加工基础处理阶段。

第Ⅱ阶段：2012年 1月至 2012年 11月。此阶段为大坝防渗施工阶段。

第Ⅲ阶段：2012年 11月至 2012年 12月。此阶段为主体工程收尾阶段。

1.4.3 完成工程量

1.4.3.1 工程措施

截至 2012年 12月，本工程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如下：

1、完成主体设计工程措施情况

工程建设过程中完成主体设计的坝顶 C20混凝土路面、上游 C15预制混凝

土块护坡措施、C15预制混凝土排水沟、C15混凝土路缘石等措施，投资 54.73

万元，具体工程量下表 1-8。

表 1-8 主体设计完成工程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投资(万元) 备注

枢纽工程区

1 坝顶 C20混凝土路面 m2 2377.6 22.14

2 上游 C15预制混凝土块护坡 m3 394.67 21.64

3 C15混凝土排水沟 m3 221.61 10.02

4 C15混凝土路缘石 m3 20.46 0.93

合 计 5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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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方案新增工程措施情况

水保方案新增工程措施主要为弃渣场截排水沟及挡渣墙措施，在建设弃渣过

程中未实施相应的工程措施。

3、完成设计外工程措施情况

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除了完成主体设计的工程措施外，结合工程建设实际情况

实施了坝顶排水沟（C15砼浇筑）468.4m，完成工程量为土石方开挖 608.92m3，

C15砼浇筑 271.67m3，具体工程量下表 1-9。

表 1-9 完成设计外工程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序号 分区 名称 位置 长度(m) 土方开挖(m3) C15 砼浇筑（m 3）

一 枢纽工程区 排水沟 坝顶 468.4 608.92 271.67

合 计 468.4 608.92 271.67

1.4.3.2 植物措施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及工程建设结束后，建设单位对枢纽工程区、临时施工道

路区、弃渣场进行了植树、撒草绿化。经统计，截止 2013年 10月，建设单位累

计完成植树、撒草绿化面积 0.32hm2。见表 1-10。

表 1-10 实际完成植物措施量统计表

序号 分区 措施类型 单位 数量

1 枢纽工程区 撒草 hm² 0.16

2 临时施工道路区 植树、撒草 hm2 0.08

3 弃渣场 植树、撒草 hm2 0.08

合计 0.32

1.4.3.3 临时措施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实施了部分临时措施，主要为坝后沉浆池周边木桩砂袋围

堰及坝后临时排水沟。实际实施的临时木桩砂袋围堰（编织袋填土）305.28m3、

临时土质排水沟 3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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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完成工程量汇总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

施，临时措施，完成工程量为 C20路面 2377.6m2，C15混凝土浇筑 908.41m3，

土石方开挖 2477.67m3，土石方回填 1868.75m3，植树撒草 0.32hm2，临时砂袋木

桩围堰 305.28m3，见表 1-11。

表 1-11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统计表

序号 防治分区 措施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一、工程措施

2

枢纽工程区

坝顶 C20混凝土路面 m2 2377.6 主体设计

3 上游 C15预制混凝土块护坡 m3 394.67 主体设计

4 C15混凝土排水沟 m3 221.61 主体设计

5 C15混凝土路缘石 m3 20.46 主体设计

6 坝顶排水沟 C15混凝土浇筑 m 468.4 建设单位新增加

7 土石方开挖 m3 608.92 建设单位新增加

8 C15混凝土浇筑 m3 271.67 建设单位新增加

9 二、植物措施

10 枢纽工程区 撒草 hm2 0.16 方案新增

11 临时施工道路区 植树、撒草 hm2 0.08 方案新增

12 弃渣场 植树、撒草 hm2 0.08 方案新增

13 临时措施

14

枢纽工程区

临时排水

沟 325m
土石方开挖 m3 1868.75 建设单位新增加

15 土石方回填 m3 1868.75 建设单位新增加

16 临时砂袋木桩围堰 m3 305.28 建设单位新增加

工程量汇总

C20混凝 m2 2377.6

C15混凝土 m3 908.41

土石方开挖 m3 2477.67

植树、撒草 hm2 0.32

土石方回填 m3 1868.75

临时砂袋木桩围堰 m3 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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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设计指标

2.1 防治分区

根据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本工程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

接影响区。项目建设区包括枢纽工程区、弃渣场区、施工临时公路区、施工临时

生产生活区、粘土料场区 5个分区。

2.2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

治等级标准》要求及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根据项目区所处地理位置划分，项

目所在耿马县属于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告的重点治理区，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执行二

级标准。结合工程建设范围内的地形地貌、土壤及水土流失特点，制定水土保持

防治目标为：通过布设有针对性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使工程建设和

生产运行过程中新增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防治，原有水土流失得到基本治理，减少

因新增水土流失造成的危害，恢复和保护工程建设区及周边地区的水土保持设

施，改善项目区生态环境，实现水库建设与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如下：

（1）在工程施工区域通过规划设计各种永久性水土保持工程、绿化工程以

及临时水土保持措施，使本工程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5％以上，并使因工程

建设扰动、破坏的土地整治率达到 87%以上；

（2）通过对本工程重点水土流失区的综合治理，以及对其它水土流失区的

普遍治理，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拦渣率达到 90%以上；

（3）通过主体工程的绿化工程的实施，使项目建设区内的林草植被恢复率

达到 97％以上，林草覆盖率达到 22％以上；

（4）水土保持方案达到的土壤流失控制比大于 1.0；

水土保持防治目标的有关量化指标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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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水保方案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一览表

序号 指标名称
标准

规定

按降水

量修正

按侵蚀强

度修正

按地形

修正

采用

标准
修正依据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0.0 0.0 0.0 95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5 +2.0 0.0 0.0 87
项目区降水量为 1400mm，标值提

高 2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0.7 0.0 +0.3 0.0 1.0
项目区土壤侵蚀现状为轻度，表中

目标值提高 0.3

4 拦渣率(%) 95 0.0 0.0 -5.0 90
根据本工程实际情况，表中目标值

降低 5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5 +2.0 0.0 0.0 97
项目区降水量为 1400mm，表中目

标值提高 2

6 林草覆盖率(%) 20 +2.0 0.0 0.0 22
项目区降水量为 1400mm，表中目

标值提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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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监理

3.1 监理依据

3.1.1 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 6月 29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1993年 8月 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年 8月）；

（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7年 8月）；

（5）《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1994年 7月 27

日）；

（6）云南省人大《关于开发建设项目认真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的决议》（2000

年 7月 27日）。

3.1.2 部委规章

（1）《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 国家计委 国家环保

总局 513号，1994年 11月 22日）；

（2）《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规定》（水利部第 16号令，2005

年 7月 8日 24号令修订）。

3.1.3 规范性文件

（1）《国务院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国发〔1993〕5号）；

（2）《关于加强大中型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的通知》（水利部 水

保〔2003〕89号）；

（3）《关于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咨询服务费用计列的指导意见》（保监

〔2005〕22号）；

（4）《关于划分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告》（水利部公告，2006年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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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监理管理工作的通知》（水利部

〔2002〕）。

3.1.4 规范、规定、标准

（1）《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2）《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16453-2008）；

（3）《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GB/T15774-2008）；

（4）《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验收规范》（GB/T15773）；

（5）《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水利部水管[1997]637号）；

（6）《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监理暂行办法》（水利部水建管〔2003〕79号）。

3.1.5 其它文件、资料

（1）《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报

告书》（报批稿）；

（2）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监理合同。

3.2 监理组织机构及人员

我公司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局的委托，承

担了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监理任务。本公司接受委

托后，立即组织成立了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监理部。总监代表、

监理工程师等 5名人员进驻施工现场，实行监理工作。监理单位实行总监理工程

师负责制，即在总监理工程师领导下，监理工程师负责工程的监理工作。本着“三

控制、二管理、一协调”的原则，对工程建设进行有效控制。

由于《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报告书》

（报批稿）中的水土保持工程基本都包含在主体工程设计中，因此监理工作与主

体工程监理协作进行。水土保持工程的工程量，通过对设计资料、施工有关材料

检查、验收、认证后确定。在检查中，对不符合水土保持要求的，督促建设单位

及承建单位予以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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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监理措施和方法

为了保证工程顺利进行，使监理工作有章可循，首先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及工程建设实际情况，制定了《工程监理规划》，在监理规划中，明确

了监理部组织机构，人员分工及职责，制定质量监督制度，落实质量控制责任，

明确监理目标，在质量上、在工期上按合同要求完成。同时本着客观、公正、科

学维护国家利益和建设各方权益的原则，对施工单位提出要求。为了规范监理工

作，制定了《工程监理制度》、《监理工程师职责》、《监理工作制度》等规章制度，

使监理工程师职责明确，有章可循。根据工程建设进度，监理工作以巡视为主，

旁站为辅。为及时掌握各单位工程施工情况，制定了每周例会制和碰头会制，对

一周情况进行总结，对下一周工作作具体安排，避免出现失误。监理过程中，本

着“三控制、二管理、一协调”原则，认真履行监理职责，对工程进行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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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过程监理

4.1 工程质量控制

（1）加强组织管理。监理部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项目监理工程师向

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在监理工程师全面控制，层层把关的同时，督促检查施工单

位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对施工过程中的每一道工序，严格实行“三检制”，检查

“三检制”执行情况是监理工程师的一个基本内容，没有进行“三检”的工序，

单项工程不予验收签字，并不允许进入下一工序。对不按设计规范施工的，按违

规作业处理，发送整改通知，限期整改，严重的采取停工整顿处理。监理人员在

质量上铁面无私，严把质量关。

（2）严把开工及原材料进场关。每个单位工程开工前，监理部对施工单位

的施工方案，包括现场组织机构负责人员，计划使用的机械设备，进度计划，安

全措施及平面布置等，在分项工程开工报告批准后才能施工。对进场材料，严格

控制。主体工程驻地监理，专门建立工地实验室，进行大量常规性试验检测，不

能在工地试验室检测的，部分送到其他权威监测部门检测，消除因材料质量问题

而影响工程质量的隐患。

（3）勤于现场检测，坚持工地巡视和旁站结合。为了保证施工质量，提高

工作效率，监理部会同设计单位、质量监督单位进行联合验收。同时，对施工现

场实行巡回检查，及时发现和处理施工过程中质量问题，将质量事故消灭在萌芽

状态，做到小事就地解决，一般问题当天解决，重大问题七天内解决，避免因问

题拖延而影响施工质量和进度。

（4）在工程质量控制技术上，监理部采取以下措施：

a、首先，监理人员认真研究方案设计中关于质量方案的细节要求，详细考

虑施工方法和施工工序，以求在施工工序上确保工程质量。

b、在水土保持方案工程措施的质量控制方面，首先严格按照工程图纸设计

的尺寸进行放线开挖，例如挡土墙工程,当挖好基坑后，对基坑底进行夯实，在

夯实的基础上进行浆砌石衬砌和混凝土浇筑。浆砌石衬砌石块按先大后小，做足

砂浆，粘结缝按 2～5cm标准严格要求，即不浪费砂浆，又要保证粘结牢靠，砂



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监理报告

24

浆标号严格按配比执行，保证强度要求，并预留试块以备检验。其次对砌面尺寸

和浇筑混凝土的模板尺寸严格按要求尺寸进行，决不允许在砌面施工中有随意砌

筑或大概尺寸概念存在，以保证工程设计图纸的完全贯彻执行。砌面完成后还需

进行实际测量，检验是否完全符合设计尺寸要求，如石块质量、大小、砂子的含

砂量、水泥的标号及出厂合格证明等，将影响工程质量的不利因素消灭在萌芽状

态，以保证工程的内在质量。另外在工程措施的实施中，严格按照有关技术规范

进行施工，比如在排水工程、边沟、截水沟等的施工中，严格按照《水工混凝土

施工规范》的有关技术标准要求执行，从而保证了所建工程的质量完全符合有关

规定要求。对违反技术规范要求的有关施工措施，坚决予以制止，以保证在建工

程质量。

（5）植物措施实施中的质量控制：

a、在回填土造型、整地等平整土地基础上下功夫。即按《水土保持综合治

理技术规范》（GB/T16453.1-16453.6-2008）有关技术标准和《园林栽植土质量标

准》（DBT08-231-98）的有关技术标准要求，底层回填土碾压夯实，达到主体工

程土建设计的标高，按照造型设计平整土地，做到形态美观，线条流畅，表层土

细腻疏松，搅拌均匀后再行压实，对照施工设计进行复核，做到完全符合施工图

纸要求后再进行植物栽植。

b、在植物措施的布设上按乔木、灌木、草坪的顺序施工，即按设计方案的

株、行距、坑大小，挖坑栽植乔木、灌木后再种草坪。乔灌木的树坑大小，深度

挖好后，经检测完全符合设计要求，才进行树木栽植。草坪种植要求密度均匀，

浇水浸润，保证草坪覆盖率达到 100%，成活率达 95%以上，完全符合《园林植

物栽植技术规范》（DBJ08-18-91）的规范要求。

c、严把树木、草籽、种苗进场的质量检验关，每一批树木、草皮、草籽种

苗进场前会同甲方代表、乙方技术人员和供苗方负责人严格检查。对种苗的大小、

高矮、规格进行现场抽查和普查。此次植物措施种植的苗木要求带土球种植，进

场前对泥球的大小都要进行抽查和普查，完全符合设计规格及品种要求后，才能

进入栽植场地，从操作程序上保证了种苗的先天优势，从而保证植物措施的高质

量。

d、加强养护管理工作，保证植物措施的成活率和完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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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种植后保证成活，养护和管理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加强巡视，督促和检

查承建单位做好养护和管理工作。从适地适树的原则出发，根据地理、土壤气候

特点，在植物措施的养护管理上，参照《园林植物养护技术规程》的技术规范要

求，都有专业技术人员完成，做好记录，落实责任。通过以上措施的认真执行，

保证了工程质量的控制。

4.2 工程进度控制

为了有效实施工程进度控制，完善各项制度和措施。

（1）在技术措施方面：建立施工作业计划体系，增加施工作业面，采取高

效的施工技术和方法，缩短工艺过程间和技术间时间。

（2）在经济措施方面：对工期拖延的承包商进行必要的经济处罚，对工期

提前的给予奖励。

（3）在合同措施方面：按照合同要求及时协调有关各方的进度，以确保项

目形象进度的要求。编制项目实施总进度计划，审核施工方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

施工方案，监督施工方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进度组织施工。监理部每月及时向建

设单位报告各项工程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的对比和形象进度情况。

为了确保计划工期，各项目工程开工前，监理部详细审查施工单位的施工组

织设计，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提出修改意见，施工组织设计确定后，严格按施工

组织设计，预防延误工期，并及时掌握施工单位近期施工安排，人员及施工设备

运行情况，与施工单位共同分析施工中出现的问题，督促采取有效措施，调整施

工计划，保证施工进度。

积极为施工单位出主意，想办法，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工期。同时，对于施

工中出现的问题，不拖不靠，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按合同要求，及时进行

工程计量验收。施工过程中发现的设计问题及设计变更，及时反馈给设计代表，

及时确定调整方案，从而有效加快施工进度，保证施工质量。

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实施进度分为三个阶段：

第Ⅰ阶段：2011年 10月至 2011年 12月。此阶段为输水隧洞改造施工及大

坝防渗加工基础处理，主要完成的输水隧洞的改造、施工临时公路修建、弃渣场

场地平整、施工临时生产生活区建设、坝后沉浆池建设及大坝防渗基础处理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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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期间主要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有临时拦挡措施、临时排水措施。

第Ⅱ阶段：2012 年 1月至 2012年 10月。此阶段为大坝防渗施工阶段，主

要完成大坝除险加固施工，此阶段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主要包括大坝坡面防护、

排水、绿化等措施。

第Ⅲ阶段：2012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2 月。此阶段为主体工程收尾

阶段，其水土保持工作主要进行场地收尾及后续绿化等。

4.3 工程投资控制

工程投资的控制包括对预付资金、进度拨款、验收决算等阶段的投资控制，

并进行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采取的主要措施：

（1）组织措施：完善职责分工及有关制度，落实投资控制任务。在工作过

程中，首先经过专业工程师质量验收，签署《工程报验单》，同时在《工程计量

表》上签字认可，把住第一关，然后经计量工程师按合同条款审核计量范围和数

量、单价，确定工程款额，签署计量支付报表，经驻地总监批准后，作为建设单

位工程进度拨款的依据。

（2）技术措施：审核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合理开支施工措施费，按

合同工期组织施工，避免不必要的赶工费。

（3）经济措施，及时进行计划费用与实际开支费用的比较分析。

（4）合同措施：按合同条款支付工程款，防止过早、过量的现金支付，防

止资金挪用，减少对方提出索赔的条件和机会。

4.4 合同管理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在监理权限内，做好合同管理及相关约束文件的管理，

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制订建设工程合同体系及合同管理制度，确定合同管理工作流程，明

确各参建单位的合同关系。

（2）熟悉合同条款内容，领会其精神实质，广泛与各方展开讨论，听取各

方意见，即坚持正确意见，又不一意孤行，避免合同纠纷矛盾的激化，积极协调，

努力按合同约定认真履行合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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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及时分析合同问题并进行跟踪管理，明确合同管理负责人，加强各项

合同内容的监督分工，建立驻地监理工程师及其它部门的协调制度等。

（4）利用工地例会协调处理各种合同争议，检查监督合同实施。

（5）在严格监理，热情服务的前提下，努力做到既不坑害建设单位，又不

损伤承包商的利益。

4.5 信息管理

监理部信息管理工作主要是整理公司文件、各种报表、施工现场原始记录。

将建设单位与上级部门的指示、文件精神及时贯彻到工作中，对于设计变更及时

掌握并通知施工单位，使其做出相应调整，对于施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并反

馈给有关单位，对各种信息分门别类整理，归档妥善保管。健全监理日志、监理

日记及监理会议记录，加强文字、图表等记录，采集整理的同时，充分利用图片

声像手段及计算机处理技术，加强对信息工作的管理。

4.6 组织协调

在组织协调工作中，坚持原则性、科学性、公正性的统一，实事求是，平等

协商，严谨尊重，充分调动有关各方的积极性，认真细致地处理好各种矛盾。

4.7 内业记录、存档

对于验收、检测，要求监理工程师掌握第一手测量数据，做到测量手稿与检

测报告存档，按有关规定对内业资料及时填写，认真建立技术档案，对于施工中

出现的变更、返工、开工、验收等重要环节，均要求以书面形式申报审批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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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质量评定

5.1 项目划分

（1）单位工程：以每座独立的建筑物为一个单位工程。工程规模大时，也

可将一个建筑物中具有独立施工条件的一部分划为一个单位工程。

（2）分部工程：土建工程按设计的主要组成部分划分分部工程，根据《水

利水电基本建设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标准》（SDJ249.2-6-88，以下简称《评定

标准》）划分分部工程。

（3）单元工程：主体工程按照《评定标准》的规定划分。《评定标准》中未

涉及的单元工程可依据设计结构、施工部署或质量考核要求划分的层、块、段确

定单元工程。

5.2 工程质量标准及组织程序

1、评定依据标准：

（1）《水土保持综合质量验收规范》；

（2）《水利水电建设工程质量评定规范》；

（3）《水利水电基本建设工程单元工程质量等级评定标准》；

（4）质量评定：主要检测项目全部符合质量标准，一般检测项目基本符合

质量标准，一般检测项目有 70%及其以上符合质量标准评为合格，有 90%及其

以上符合质量标准评为优良。

2、组织程序

单元工程评定由施工单位在“三检“合格后，填报《工程项目验收申报单》，

并附相应资料，监理工程师接到申报单后组织对工序进行检查认证，填报工程现

场质量检验报验单。对分工序施工的单元工程，实施未经监理工程师的认证和不

合格的，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

监理工程师对施工工序检查时，根据承包人填写的《现场质量检验报告单》，

对每一道工序用目测、手测、机械检测等方法逐项进行全检或抽检，在检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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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质量评定。对于关键部位或主要工序进行旁站检查，中间检查取样和技术

复核，除做好记录外，还采取拍照等手段。

分部工程完成后，承建人根据监理工程师签认的单元工程质量评定结果进行

分部等级汇总，由承建人将分部工程质量等级结果填写在《工程质量初验单》上，

报监理工程师批核，项目总监和建设单位共同确认。

5.3 质量评定

监理人员在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监理过程中，质量控制

措施落实到位，现场管控到位，保证了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质量

评定合格，顺利完成交工检测，实现既定目标。部分分部工程验收质量评定间表

5-1.

表 5-1 工程质量等级评定汇总表

单位工

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单元工程名称

单元工

程质量

评定结

果

分部工

程质量

评定结

果

单位工

程质量

评定结

果

工程项

目质量

评定结

果

枢纽工

程区

上游 C15预制混凝土块护坡

基础开挖 优良

优良 优良 优良坡面砌体 优良

砌筑材料 优良

C15混凝土排水沟

基础开挖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排水沟砌体 合格

砌筑材料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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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过程主要变更

根据水库建设实际，结合水保方案及批复意见，工程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各区

域变更情况如下：

1、占地面积存在变更

根据现场调查，本工程建设完工后实际占地面积 1.381hm2，较水保方案设计

的 1.211hm2增加了 0.17hm2，占地面积存在变更，变更的主要原因为：

（1）弃渣场区：弃渣场区实际占地面积为 0.22hm2，占地面积较水保方案设

计 0.51hm2减少了 0.29hm2，减少的原因是主体工程实际总弃渣量为 8200m3，较

水保方案设计的弃渣量减少了 5982.88m3，相应的弃渣占地面积减少；

（2）粘土料场区：粘土料场区实际占地面积 0.50hm2，占地面积较水保方案

设计的 0.04hm2增加了 0.46hm2，增加原因是主体工程建设中开挖的粘土量较水

保方案增加了 6353m3，开挖扰动面积增加。

综上，主体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占地面积为 1.381hm2，较水保方案设计的

1.211hm2增加了 0.170hm2，工程占地面积存在变更，但增加面积未超出原水保方

案设计的 20%。具体分区实际占地面积情况见表 6-1。

2、工程开竣工时间存在变更

（1）水保方案及批复工期

根据水保方案及批复文件，本工程施工总进度 12个月（第一年 10月~第二

年 9月），第一年 10月上旬主要进行施工准备，第一年 12月至第二年 4月初完

成输水隧洞的改造工程，第一年 11月下旬至第二年 7月底完成主坝的防渗工程。

（2）实际建设工期

根据现场调查结合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得知，工程实际的施工进度与方案设计

有所滞后，施工总进度为 14个月，主体工程于 2011年 10月 1日开工建设，于

2012年 12月 30日完工，与水保方案比较工期延长了 2个月。

综上，本工程实际建设工期较水保方案工期延长了 2个月，工程开竣工工期

存在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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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工程实际占地面积变化对比表

序号 项目建设区 方案设计 实际占地 变化情况 备注

一 枢纽工程施工区 0.361 0.361 永久占地

1 大坝 0.271 0.271 无变化

2 输水隧洞 0.04 0.04 无变化

3 新建水库管理房 0.05 0.05 无变化

二 施工临时公路区 0.16 0.16 无变化

三 弃渣场区 0.51 0.22 -0.29hm2

四 施工临时生产生活区 0.14 0.14 无变化

五 粘土料场区 0.04 0.50 +0.46hm2

合 计 1.211 1.381 +0.17hm2

说明： “-”表示实际和设计有所减小，说明： “+”表示实际和设计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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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程实施情况综述及存在问题

7.1 工程实施情况综述

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于 2011年 10月开工建设，于 2012年

12月主体工程完工，建设总工期 14个月，项目总投资约 1727.02万元，项目区

扰动占地面积为 1.381hm2。

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造成新增水

土流失。但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前期，委托临沧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

了水土保持方案，在施工过程中，组织实施了部分水土保持措施，后期不断完善

相关工程与植被恢复措施，随着雨季植物措施较快生长，能够有效控制运行期水

土流失。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

施，临时措施，完成工程量为 C20路面 2377.6m2，C15 混凝土浇筑 908.41m3，

土石方开挖 2477.67m3，土石方回填 1868.75m3，植树撒草 0.32hm2，临时砂袋木

桩围堰（编织袋填土）305.28m3。

本项目水土保持实际完成投资 93.32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完成投资 67.71

万元，植物措施完成投资 2.00 万元，临时措施完成投资 9.86 万元，独立费 10

万元，基本预备费 2.69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0.97万元。

通过各项措施的实施，使得项目区内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20%，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为 99.08%，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2，拦渣率为 91.23%，林草植被恢复

率为 97%，林草覆盖率为 23.20%，六项指标均达标。见表 7-1。
表 7-1 水土保持防治效果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方案防治目标值 监测结果值 备注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 95 99.20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87 99.08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 1.02 达标

4 拦渣率 % 90 91.23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7 97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 22 23.2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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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存在问题及建议

1、项目区仍处在局部裸露区域，应进一步完善植物措施。

2、已实施的工程措施（排水措施）局部堵塞，需进一步的清理。

3、认真做好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作，明确组织机构、人员和责任，定期检

查，防止水土流失，加强已实施措施的后期管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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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图

附图 1：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地里位置图；

附图 2：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总平面布置图；

附图 3：临沧市耿马县允楞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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