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鉴定书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项目名称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大楼 

项目编号   2018166 

建设地点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 1015 号 

验收单位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2020 年 5 月 27 日 

 

 



 2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大楼 
行业

类别 
教育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湖南省教育厅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批

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长沙市水务局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批复， 

文号第﹝2017﹞6 号 

主体工程设计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批复， 

文号湘建许可﹝2018﹞21 号 

水土保持编制方案编制

单位 
湖南省水邦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8 年 10 月 15 日开工，2019 年 12 月 23 日竣工 

主体工程设计单位或水

土保持设计单位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施工图设

计单位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施工单位 湖南省沙坪建设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监理单位 湖南和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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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2020 年 5 月 27 日 10:00，由基建处长向青松主持，在湖南第一师

范学院基建处会议室召开大学生创新创业大楼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专项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单位和人员有：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向青松，周莲君, 田建芳，黄翰家，陈龙 

湖南省建筑材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段丽梅 

湖南和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颜学仲，黄勋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刘维萍 

湖南省沙坪建设有限公司：张武钢 

省级水土保持专业专家：赵心畅       

湖南水邦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姚人愷 

以上人员组成水土保持设施专项验收小组。 

（一）项目概况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大楼建设项目位于长沙市岳麓

区枫林三路 1015 号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校园北大门西侧，地下一层，地

上 12 层，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建筑高度 48.4m，建筑面积

22094.99 m²，。本项目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开工，2019 年 12 月 23 日

竣工。2020 年 1 月 22 号完成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二）主体工程设计批复及水土保持主要内容 

2017 年 2 月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委托湖南省水邦环境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大楼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2017 年 3 月 20 日，长沙市水务局下

发了《关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大楼建设项目” 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表的许可决定》（第﹝2017﹞6 号）；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委

托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的主体工程初步设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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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9 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关于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大楼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湘建许可﹝2018﹞

21 号）。同意该项目在水土保持措施上：排水采用雨、污分离的排水体

制，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校区污水管网，再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雨水经收集后进入校园雨水管网，设雨水收集回收系统，回用水用作绿

化浇洒及水景补水。  

（三）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及投资完成情况 

项目完成的各类水土保持措施布局与原水土保持方案基本一致，在

落实水土保持方案的过程中，结合各防治区的实际情况对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及植物措施设计进行了局部优化、调整，整体水保措施高于原方案。 

《报告表》许可决定批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大楼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估算总投资 134.62 万元，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

资 523.035 万元，其中绿化造价 327.76 万元（用于水土保持植物 107.57

万元，用于美化植物 220.19 万元）；工程总包单位水土保持措施投入近

195.28 万元（包含雨水收集系统、道路排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和地下

室集水、抽水系统），共计水土保持方面投入 302.85 万元，远远高于水

土保持方案估算的总投资。 

《报告表》批复中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排水沟 497m，表土

剥离 7290 m3，土地整治 0.7h m²；植物措施包括景观绿化工程 0.7h m²；

临时措施包括临时排水沟 1020m，临时时沉砂池 4 个，挡土板 303 块，

临时覆盖 3144 m²，洗车池一座。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排水沟 903m，表土剥离 7850m3，

土地整治 0.75h m²；植物措施包括景观绿化工程 0.75h m²；临时措施包

括临时排水沟 1152m，临时沉砂池 4 个，共设置挡土板 503 块，临时覆

盖 5320 m²。为防止水土流失，对 2000 多平米的部分基坑和挡土墙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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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挂网高压喷浆；在基坑内设置 15 个集水坑（后作为地下室永久集水

池），利用抽水泵将基坑内的集水排出；洗车池一座（含大型沉砂池 1

个）。为节约水资源和能源，本项目采用雨水收集中水利用方式进行雨

水的二次利用，共建设 60 立方的雨水收集池 1 个，并设有溢流孔，现

场有 28 个雨水收集井，同时这 28 个集水井可以起到沉沙池的作用。 

根据批复，本项目水土保持防治目标的六项指标为：扰动土地整治

率 9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 95%，

植被恢复系数 99%，林草覆盖率 27%。 

实际达到六项指标：扰动土地整治率 96.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9%，土壤流失控制比 1.11，拦渣率 98.5%，植被恢复系数 99.5%，

林草覆盖率 31.8%，均达到或超过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要求。 

特别是为减少粉尘污染和工程造价，对该项目多余的挖方量填在学

校东方红校区 15 号学生宿舍西头的低洼地带，未出校园红线范围，要

求施工单位做好裸土覆盖的同时并施洒草籽，做好了绿化工作，并设置

了排水设施防止水土流失。 

本项目积极贯彻落实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目前虽于 2019 年底已竣工，但

由于未进行水土保持验收，该项目未投入使用。 

（四）工程质量及运行情况 

为保证该项目落实批复意见，学校一方面自查自验，二是请内行，

也就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创新创业大楼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

制单位——湖南水邦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不定期的对项目水土保持

进行检查，三是委托该项目的监理单位——湖南和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进行现场管理，严格按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进行施工。上述单位

责任心较强，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施工单位马上进行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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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正因为大家共同努力，工程各项防护措施到位，该项目从开工至

今，未发生一起水土流失的事故，也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同时实现了

水土保持零投诉。由于该项目植被恢复良好，水土保持设施到位并运行

正常，达到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完成的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安全可靠，工

程质量总体合格达到并优于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

条件。2020 年 5 月 24 日，省建筑行业协会组织专家对该项目进行省优

质工程评定检查，给予该项目质量、理念、环境等各方面给予高度评价，

要求该项目积极申报“芙蓉奖”。   

（五）验收结论 

为保证该项目尽快投入使用，根据相关规定，学校组成各参建单位、

水土保持报告书编制单位和一名省级水土保持专家的验收组对该项目

水土保持工程完成情况进行验收。验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实施过程中重

视水土保持工作，认真落实了水土保持工程设计和建设资金，健全了质

量管理体系，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及批复文件要求，完成了水土

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 

（六）后续管护要求 

根据批复意见，学校将在今后要认真做好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

护工作，对绿化区域加强抚育，巩固林草成活率和覆盖度，使其持续发

挥水土保持效益。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护，坚持日常维护管理和重点检

查维护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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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备案登记表 

2、项目地理位置图（能依据图找到项目位置，显示出周边路网名称） 

3、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决定书复印件（须带批复文号） 

4、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含长沙市基本建设项目收费一览表〈有

水土保持补偿费核收金额数量的 1 张〉或缴款通知书、湖南省非税

收一般缴款书） 

5、项目总平面竣工图（盖竣工章） 

6、项目区现状 全景图（包括项目区全貌及影响范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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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备案登记表 

项目

基本 

情况 

项目名称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楼建设项目 
建设性质 新建 

建设单位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建设地点 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三路 1015 号 

征占用地面

积 
2.23 hm2

 
防治责任范

围面积 
4.01 hm2

 

水土保持方

案审批部门 
长沙市水务局 

水土保持方

案审批文号 
【2017】6 号 

水土保持方

案审批时间 
2017 年 3 月 20 日 工期情况 三年 

验收时间 2020 年 5 月 27 日 
补偿费 

缴纳情况 
已缴清 

邮编及 

通讯地址 

邮编 410205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基建处 

联系人 

及电话 
陈龙 18874768053 

公示

情况 

公示网址  

公示日期  

公众意见  

公众意见 

落实情况 
 

报送

材料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份数：3 份 

编制

机构 
名称 湖南省建筑材料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段丽梅 

13723891338 

备注 
编制水土保持方案表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备案需要提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及其附件。 

    

申请人（盖章）： 202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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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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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决定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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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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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竣工总平面图 

 

 

 

 

 



 16 
 

 

附件 6 项目区现状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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