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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武鸣校区项目（一期）
行业类别

社会事业类项

目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南宁市行政审批局、南审农批〔2020〕19号、2020年 3月
24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桂发改社会〔2019〕756
号、2019年 8月 28日；桂发改社会〔2019〕848号、2019
年 10月 15日；桂发改社会〔2019〕849号、2019年 10月
12日；桂发改社会〔2019〕850号、2019年 10月 15日；

桂发改社会〔2019〕1077号、2019年 12月 17日；桂发改

社会〔2019〕1078号、2019年 12月 30日；桂发改社会〔2019〕
1079号、2019年 12月 17；桂发改社会〔2019〕1080号、

2019年 12月 17日；桂发改社会〔2019〕1194号、2019年
12月 30日；桂发改社会〔2021〕531号、2021年 7月 7日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9年 7月至 2021年 10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广西桂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广西景鹏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广西景鹏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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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水利厅关于

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桂水水

保〔2017〕14号）以及《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办法>等 3 个管理办法的通

知》（桂水规范〔2020〕4号）等有关规定，玉林市吉营房地产有限

公司于 2022年 7月 25日在武鸣区召开了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武鸣校区项目（一期）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

位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施工单位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监理单位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单位广西桂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广西景鹏科技有

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广西景鹏科技有限公司及 1名特邀专家共

7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一）项目概况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鸣校区项目（一期）位于广西-东

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宁教育园区西片区发展大道与新庆南路交汇处

东南侧（项目地理中心坐标为 E108°8′13″，N23°11′27″），本项目主

要建设内容为图文信息中心 1栋、教学综合楼 4栋、行政办公综合楼

1栋、实验实训综合楼 1栋、艺术楼及会堂 1栋、大学生活动中心 1

栋、学生宿含(西区)7栋及青年教师公寓 1栋、学生第一食堂及教工

食堂各 1栋、后勤综合楼 1栋及风雨操场，以及智能化系统、运动场、

给排水、供配电、大门、国墙、道路、绿化景观、水体、广场等配套

设施，总建筑面积为 288630m2，建筑密度 20.0%，容积率 0.59，绿



地率 40.03%，机动车停车位 1200个（其中地上 625个，地下 575个），

非机动车停车位 1500 个，占地面积为 34.34hm2（包含永久占地

32.84hm2，临时占地 1.50hm2）。本项目土石方总挖方 22.88万 m3，

回填总量为 68.50万 m3，无弃方，借方 45.62万 m3（普通土 45.62万

m3）来源于武鸣区翰林江畔项目一期和二期的弃土。本工程总投资

158044.58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21092.58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为

多地方渠道筹措；工程于 2019 年 7月开工，2021 年 10 月竣工并投

入试运行，总工期为 28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20年 3月 24日，南宁市行政审批局以《关于广西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武鸣校区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南审农批

〔2020〕19号）对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鸣校区项目（一期）

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4.34hm2。本项目不

涉及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2019年 7月 26日，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施工图进行

设计，由南宁葛东规划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对施工图进行了审查；

2019年 8月 28日，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鸣校区（一期）学生宿舍（西区）、青

年教室公寓初步设计的批复》（桂发改社会〔2019〕756号）；2019

年 10月 15日，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西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鸣校区（一期）第三教学综合楼及实验实训

综合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桂发改社会〔2019〕848号）；2019年



10月 12日，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西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鸣校区（一期）行政办公综合楼及第四教学综

合楼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桂发改社会〔2019〕849号）；2019年

10月 15日，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西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鸣校区（一期）第一教学综合楼及第二教学综

合楼初步设计的批复》（桂发改社会〔2019〕850号）；2019年 12

月 17日，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西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鸣校区（一期）图文信息中心初步设计的批复》

（桂发改社会〔2019〕1077号）；2019年 12月 30日，获得了《广

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

鸣校区（一期）大学生活动中心初步设计的批复》（桂发改社会〔2019〕

1078号）；2019年 12月 17日，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鸣校区（一期）艺术楼及

会堂初步设计的批复》（桂发改社会〔2019〕1079号）；2019年 12

月 17日，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西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鸣校区（一期）后勤综合楼及风雨操场初步设计

的批复》（桂发改社会〔2019〕1080号）；2019年 12月 30日，获

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武鸣校区（一期）学生第一食堂及教工食堂初步设计的批复》（桂

发改社会〔2019〕1194号）；2021年 7月 7日，获得了《广西壮族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鸣校区

（一期）室外工程及智能化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桂发改社会〔2021〕

531号），各单体建筑初设批复均包含水土保持内容。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22年 7 月，建设单位委托广西景鹏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本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通过现场调查及查阅有关资料，编制了《广西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鸣校区项目（一期）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监测报告主要结论为：落实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较好地控制和

减少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

案确定的目标值。通过现场核查，得出本项目监测结论：

该工程落实了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较好的控制和减少了施工过程

中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治理度 99.88%、土壤流失控制比 1.41、渣

土防护率 99.23%，方案批复时项目已全面施工，已无表土可剥离，

表土保护率 0%、林草植被恢复率 99.83%、林草覆盖率 52.36%。水

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林草植

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的实现值达到目标值。

项目建设期的水土流失总体已得到较有效治理，其水土流失防治

工作总体可行，建设单位应在项目运行期，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有

关要求，落实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作，保证已建成水保设施发挥长期

效益。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建设单位委托广西景鹏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本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2022 年 7 月，广西景鹏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

成了《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鸣校区项目（一期）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报告》。

（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

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基本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



失防治指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的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建议建设单位加强对项目区域内学生宿舍（西区）东侧，实验实

训综合楼北侧处的地表裸露区域及时进行绿化措施，加强对项目区内

植被的补植和养护，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

效益。



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分 工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 名 备注

组 长 李乃刚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工程师 建设单位

何鑫 广西景鹏科技有限公司 助 工
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刘杰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高 工 监理单位

谭明莹 广西景鹏科技有限公司 助 工 监测单位

吴江 广西桂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水保方案

编制单位

杨春禄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总 工 施工单位

广西水土保持学会 高 工 特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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