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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60 亿支/年健康防护（新型手

套）项目（二期 40 亿支/年） 
行业

类别 
加工制造

类项目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部

门、文号及时间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2018 年 11 月，淄水许可

〔2018〕114 号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审批

部门、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审批

部门、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7 年 9 月至 2019 年 12 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山东瀛寰水利服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淄博江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山东梅隆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山东华博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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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蓝帆医疗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 日主持召开了 60 亿支/年健康防护（新

型手套）项目（二期 40 亿支/年）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

议的有：水土保持监理单位代表、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代表、施工

单位代表、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代表、主体设计单位代表、绿

化管护单位代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代表，会议成立

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与会代表察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建设单

位、监理单位、监测单位、设计单位、绿化管护单位、水土保持

方案编制单位、验收报告编制等单位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情况的汇

报，经质询、讨论，形成了 60 亿支/年健康防护（新型手套）项目

（二期 40 亿支/年）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60 亿支/年健康防护（新型手套）项目（二期 40 亿支/年）位

于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红花路以东，红花北路以北，南坞路以

西。该项目占地面积为 132678m2，计容建筑面积 125178m2，容积

率 1.06，建筑密度 40.3%，设计绿地率 15%。主要建设 1#、2#、

3#三个丁腈手套厂房，1 个立体仓库，配套建设消防水泵站、事故

水池、空压站厂房、除盐水站厂房、综合机房、配电室等设施，

停车场设 60 个停车位。项目于 2017 年 9 月开工建设，至 2019 年

12 月竣工，建设总工期为 28 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18 年 11 月，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印发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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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60 亿支/年健康防护（新型手套）项目（二期 40 亿支/年）

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淄水许可〔2018〕114 号）。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情况 

无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采用地面观测、测量、遥感、调查及巡查

等方法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并于 2021 年 4 月完成了《60 亿支/
年健康防护（新型手套）项目（二期 40 亿支/年）水土保持监测总

结报告》。 
监测单位针对本项目建设情况，采取的监测方法可行，采用

的监测资料可靠，工程施工期扰动地表面积控制在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内；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运行正常；迹地恢复、植物措施

已落实，项目区林草植被覆盖率达到规范要求。实施的各项水土

保持措施及时到位并发挥了有效的水土保持作用，工程平均土壤

侵蚀强度为微度，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通过现场核查，收集并查阅

设计、施工、监理和监测等相关资料，在水土保持措施、效果满

足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后，于 2021 年 4 月编制完成《60 亿支

/年健康防护（新型手套）项目（二期 40 亿支/年）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报告》。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

治措施。 
实际完成工程措施为：生产区：雨水排水工程 1250m，表土

剥离 0.54 万 m3，表土回覆 0.38 万 m3，土地整治 7600m2；辅助生

产区：雨水排水工程 1310m，透水砖 800m2，表土剥离 0.48 万

m3，表土回覆 0.64 万 m3，土地整治 128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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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措施为：生产区：乔灌草栽植面积 7600m2；辅助生产

区：乔灌草栽植面积 12800m2。 
临时措施为：生产区：临时洒水 880m3，临时覆盖 35000m2；

辅助生产区：时洒水 750m3，临时覆盖 21000m2，临时洗车台 2
座，临时沉沙池 3 个，临时堆土防护 200m。 

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为 319.15 万元，实际完成水土保持

总投资 308.49 万元。 
60 亿支/年健康防护（新型手套）项目（二期 40 亿支/年）水

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工程质量达到了设计标准。各项水土流失

防治指标达到了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达

99%，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 96%，拦渣率达到 98%，土壤流失控

制比达到 1.7，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林草覆盖率达到 15%。

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功能，满足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

土保持后续工作，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

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措施布局全面可行；完成了水土流失

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目标值；水土保持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的条件，同意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期管护要求： 

加强绿化、排水管护，及时补植确保成活率。做好集雨池、

灌溉措施的修护，确保完好和充分发挥水土保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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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分工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签字 备注 

组长 刘统毅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建设单位 

成员 

王振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建设单位 

隋李涛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长  设计单位 

王仲业 山东瀛寰水利服务有限公司 经理  
方案编制单

位 

郭玉芳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施工单位 

单伟伟 淄博科艺园林有限公司 经理  
绿化管护 

单位 

赵绪家 山东梅隆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工程师  监理单位 

郭霄 淄博江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监测单位 

冯文广 山东华博检测有限公司 经理  
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任建峰 山东水土保持学会 高工  特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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