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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水务局关于继续实施深圳市水土保

持方案编制单位分类评价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对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的监督和管理，进一步

提高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质量，我局于 2015 年 3 月印发了《深

圳市水务局关于深圳市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分类评价的

通知》（深水保〔2015〕91 号），实施时间为两年。水土保持

方案编制单位分类评价是生产建设单位选择编制单位的重

要依据。对深圳市范围内从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业务的单位

进行分类评价依然必要。通过两年的施行，我局对水土保持

方案编制单位分类评价的办法进行修改完善，现予公布施

行： 

一、适用范围 

凡在深圳市范围内从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并且取

得中国水土保持学会颁发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

制单位水平评价证书》的单位，均适用本办法。 

二、具体类别 

根据工作实际，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具体分为四个类

别进行评价： 

（一）一类单位：评定时段内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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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累计平均分大于或等于 85 分且

单个项目评分均在 60 分以上的单位。 

（二）二类单位：评定时段内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全部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累计平均分大于或等于 70 分但

小于 85分，且单个项目评分均在 60 分以上的单位。 

（三）三类单位：评定时段内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全部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累计平均分大于或等于 60 分但

小于 70分，且单个项目评分均在 60 分以上的单位。 

（四）四类单位：评定时段内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有 1

个以上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或有 1个以上评分小于

60 分的单位。 

三、评分依据 

各编制单位类别评价的依据为评定时段内该单位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的评分结果。 

（一）单个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评分结果包括技术评审

专家评分、技术评审单位评分两部分。其中技术评审专家评

分占评分结果的 70%，技术评审单位评分占评分结果的 30%。

总评分结果为技术评审专家评分、技术评审单位评分加权平

均后记取的平均值，并在评审会上当场公布。如对评分结果

存有异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可于 3个工作日内向深圳

市水务局申请复核。 

（二）评定时段内编制单位的最终评分结果为：记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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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评定时段内，该单位编制并已完成技术评审的所有水土保

持方案总评分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该单位的最终评分结果。

如果编制单位编制复杂项目在评定时段内的比例超过 50%，

总评分结果的平均值乘以 1.1 作为该单位的最终评分结果。 

四、评价形式 

（一）技术评审专家评分形式。 

技术评审单位通过方案评审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对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评审打分，专家应认真填写《深圳市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评分表》（见附件，下

简称《评分表》），记取该方案所有评审专家评分的平均分作

为专家评分结果。 

（二）技术评审单位评分形式。 

我局公开招标确定的技术评审单位对水土保持方案进

行评审打分，并认真填写《评分表》，记取该评分作为技术

评审单位评分结果。 

五、评分标准 

技术评审专家和技术评审单位评分时应以水土保持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程和技术标准为依据，对照《评分表》

各项内容，对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质量、技术合理性、经济

合理性和是否满足防治水土流失、减轻水土流失灾害等方面

给予客观、科学、公正的评定。 

六、时间要求、结果公布及评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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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类别评价实行动态管理，第季度评价 1次，最终

评价结果于下一季度首个月在深圳水务网上予以公布。当季

最终评分结果达到各类别相应条件的，按相应类别标准请予

以调整。 

一个年度内两次列入四类单位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

位，我局将向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书面通告。 

特些通知。 

 

附件：深圳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评分

表 

 

 

深圳市水务局    

2017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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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评分表 

类别 
序

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得

分 

符合

性审

查 

8 分 

1 现场考察 
熟悉用地位置（或现场影像资料清晰），考察点具代表性，水土流失隐

患点介绍清晰；需提供项目主体工程平面图。 
2 分  

2 方案汇报 
①幻灯片条理清楚、图片清晰，汇报重点突出、语言流畅（4 分）； 

②汇报人为具有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项目负责人或主要编写人（2 分）。 
6 分  

项目

分析

评价 

35 分 

3 

项目概况

（项目区

概况） 

①简明扼要，且能清楚反映本项目与水土保持有关的内容（3 分）； 

②涉及生态控制线、水源保护区及水工程管理范围等敏感区域的图件

及文字描述清晰明确（2 分）。 

5 分  

4 
主体工程 

分析评价 

①对主体工程提出水土保持限制性评价，并提出优化主体设计方案的

合理建议或措施（4 分）； 

②对位于受限制区域又无法避让的项目，提高防治标准，优化施工工

艺，减少扰动范围（3 分）； 

③对主体工程施工从减少水土流失、扰动范围、裸露时间及先拦后弃

等方面的分析到位且提出水土保持要求（3 分）。 

10 分  

5 
土石方 

平衡分析 

①表土剥离、保护符合规范要求，利用去向明确（2 分）； 

②主体竖向设计及弃土（渣）利用分析评价合理（2 分）； 

③结合地形地貌、周边环境及施工时序等提出的弃土（渣）利用方案

（如场地内部平衡、调整主体竖向设计、与临近项目调配利用等）

合理可行（4 分）； 

④较大面积的点式工程应避免大挖大填；线型工程综合考虑标段、运

距、施工时序等因素进行土石方平衡分析（2 分）。 

10 分  

6 

水土流失

隐患分析

（预测） 

①对项目现状及施工过程中的水文分析和预测的范围、时段符合实际，

方法可行（2 分）； 

②施工工艺清楚、场地调查全面，准确分析水土流失敏感点、水土流

失易发部位和时段（4 分）； 

③水土流失危害分析评价符合实际，提出的指导性意见合理可行（4

分）。 

10 分  

水土

保持

措施

设计 

57 分 

7 
防治责任 

目标 

①防治责任范围界定准确（项目建设区用地无漏项，涉及其它项目根

据建设时序划分清晰）（1 分）； 

②防治目标符合规范和实际（1 分）。 

2 分  

8 水流调蓄 

①对项目区及周边汇水、汇水出口、坡度变化等分析合理、符合实际

（4 分）； 

②施工期，因地制宜设置简便易行的临时排水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水

流速度，达到控制水土流失的要求（4 分）； 

③施工后期，合理运用生态水土保持措施，增加雨水入渗率，降低下

游防洪压力，如塑造或利用低洼地形增设滞洪设施、减少硬化地表、

增加透水面积、增加绿地下凹率、增加透水性边沟等措施（2 分）。 

10 分  

9 泥沙控制 

①施工期，合理、系统地布设临时覆盖、拦挡、沉砂、洒水降尘等措

施（6 分，每缺 1 项扣 1.5 分）； 

②施工期，项目区汇水排出防治范围区域外（如与市政排水管网接驳、

汇入河道、排洪渠等）之前，出水口处设置的沉砂措施符合深圳实

际，满足充分沉淀泥沙的要求（4 分）；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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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

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得

分 

③永久拦挡、沉砂等措施符合深圳实际，发挥水土保持功能（2 分）。 

10 植物措施 

①施工期，在裸露期超过三个月的区域，合理布设临时绿化措施（2 分）； 

②施工后期，合理选择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植物，形成乔灌草结合、

乔灌优先的立体绿化防护（4 分）； 

③河道、水库库尾等区域选择的植物具有净化水质、改良土壤功能（2

分）； 

④永久绿化植物选择应兼具水土保持及景观效果（2 分）。 

10 分  

11 工程量 主体已列和方案新增措施工程量表清晰，无漏项，不重复。 2 分  

12 水保投资 
估（概）算编制方法可行，费用构成、单价确定符合规定，投资满足

防治需要。 
2 分  

13 
水保工程

进度安排 

①对应主体各单项工程施工时序合理安排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施工进

度，主要的土方工程避开雨季施工（1 分）； 

②明确项目动工前优先实施拦挡、排水、沉砂等水土保持措施（1 分）； 

③工程进度安排横道图内容完整、文字清楚（1 分）。 

3 分  

14 后续服务 
明确项目建设期方案编制单位提供后续技术服务、现场技术指导的内

容、阶段和频次。 
2 分  

15 图纸设计 

①设计附图完整，图纸要素清晰完善（5 分）； 

②图面文字、内容清晰、准确，图纸比例符合要求（5 分）； 

③施工期水土保持措施平面布置和典型措施设计图纸具有较强的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符合实际（4 分）。 

14分  

 16 得分小计  

特别 

加分

项 

17 
报告编制在规范要求基础上有开拓性，对城市生态水土保持内容有创新的可适当加

分。 
2 分  

特别 

扣分

项 

18 跨汛期施工的项目未针对汛期水土流失特点开展水土保持措施设计的扣分。 3 分  

19 
已开工或现场地表裸露等存在水土流失隐患的项目，无应急水土保持措施方案的扣

分。 
3 分  

20 项目选址违反规范强条的，评定为不合格。   

21 弃土去向不明确或没有合法处置承诺函的，评定为不合格。   

22 扣分合计：   

评分 

结果 

23 总分合计： 

方案质量:□优（总分≥85）□良（85＞总分≥70）□合格（70＞总分≥60）□不合格（总分＜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