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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空气湿度和温度，使农田小气候更适宜各种作物的生长，农作物产量将明
显提高。
农田基础设施齐全，为项目区人民生产和生活带来很大方便；项目区绿
化，净化空气，提高了当地群众的生活质量。
（二） 不利影响
对项目的不利影响主要是在施工期，由于土方开挖，土地平整等会对环
境产生不良影响。施工人员日常生活排出废水、垃圾，砂石料清洗废水对水
质影响产生，施工期机动车辆往来，产生的扬尘、废气、生活燃煤排放的气
体对大气有不良影响；施工时人员集中、卫生条件较差，施工中产生的废
气、扬尘、噪声等影响施工人员健康。此外，施工期由于开挖取土，破坏了
一些植被，加之施工弃土取料，在雨季易造成流失，但由于施工期短，工地
分散弃料较少，故不会造成明显的水土流失。
总体来讲，对环境的有利影响是主要的、长久的，不利影响是次要的、
暂时的。只要科学规划、合理施工，可以消除其不利影响，或将其不利影响
降低到最低程度。

第三节 平原类型区
——
—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项目区为例
一、项目背景
武威市凉州区属石羊河流域行政区划范围之一。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
部，乌稍岭以西，祁连山北麓。境内水资源丰富、光热充足、土地肥沃、地
势平坦，是全省乃至全国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由于过去灌溉制度及土地利用
结构的不合理，致使农业生产粗放式经营，农业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近年
来，通过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新修农田水利骨干工程，灌排配套，使地下
水位明显上升，土壤次生盐浸化有了显著的改观。
武威市凉州区双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是 ２００８ 年甘肃省批准立项项目，
该项目发展潜力大。土地资源开发整理后，其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明
显。项目区内土地全部为国家所有，权属清楚无争议。收回后的白猪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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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原种场、双树中学农场全部将进行安置贫困山区农民，增加土地投入，
提高基本农田质量，发挥项目实施后的土地效益。

二、项目概况
项目区所属发放镇地处城郊 ４ 公里处，全镇共辖 １８ 个行政村，１１１ 个村
民小组，总人口为 ２５６６４ 个，人均耕地面积为 １．２ 亩，２００７ 年完成农业总产
值 １２８７９ 万元，乡镇企业总产值 ５６９５９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４４８９ 元，
全镇已形成了以日光温室为主的蔬菜产业和养牛、养猪为主的畜牧业产业。
项目区交通便利，区位经济条件较好。区内光照充足、热量较丰富、土质
好、土层深，有充足的地下水补给，灌溉便利。项目区地势较平坦，分为白
猪育种场和原种场两片。其中原种场片区局部凹凸不平，四周有零星沙丘分
布。白猪育种场片区总体趋势西北高东南低，有大小不等的沙丘分布。项目
区荒漠化程度加剧，植被退化严重。
该项目的性质为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项目区总面积 ６９５．５６ 公顷，建设规
模为 ６７４．５９ 公顷。项目完成后，可新增耕地面积 １９０．５１ 公顷，新增耕地率
为 ２８．２４％。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４ 部分，分别为土地平整工程、农田道路
工程、农田水利工程及农田林网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为 １８０９ 万元，单位
面积投资 ２．６８ 万元 ／ 公顷。
项目实施也面临着诸多限制因素。项目区长期受干旱、雨涝等气候灾害
的威胁，因缺乏水利工程设施，农田多存在“旱时无水灌，涝时无处排，农
民靠天收”的局面。每年的 ６￣７ 月多发干热风，导致小麦灌浆不足，使籽粒
不饱并提前成熟，致使小麦减产。与此同时，项目区土壤养份不均衡，有机
质含量较低，加之耕地以沙壤为主，暴雨期极易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土
壤的养分急剧减少。再者由于人口压力加剧，土地重用轻养问题长期得不到
有效解决，造成地力衰退，质量下降，农业生态系统失调。此外，项目区道
路缺少规划，利用不合理，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缺乏有效输水、保水、排水
措施，加上生态防护林极不完善，农业生态屏障保护能力低，直接影响着项
目区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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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整理内容
项目区内有沙丘的地方局部凹凸不平，起伏较大。因此土地平整是项目
实施的首要任务。本次平整工程选择了 ３ 种方案，并综合对比其优略后，确
定局部平整方案作为推荐方案。项目区内已有交通，其中原种场片区中间有
一条宽约 ８ 米的乡村道路，白猪育种场片区内有宽度约为 ６ 米的若干条田间
道路。另外区内有零星道路，但路面基本为土质，且平整度较差，需结合本
次规划进行完善。项目已有林地面积 ９．４１ 公顷，但是从石羊河流域总体规划
来分析，农田林网建设仍不健全，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差，属农业生态
系统比较薄弱的区域，因此，本次规划对区内已有灌木林地和其他林地予以
保留，同时建设农田林网工程，加强项目区内生态环境建设，为农业生产环
境提供有利条件。区内的现有耕地均利用机井抽取地下水进行灌溉，区内有
零星衬砌好的土渠，但布局零乱，灌溉水利用系数低，使输送的水量很大一
部分白白损失，到田间的水量已无法保证农作物的需要。本次规划为提高灌
溉水利用系数，节水灌溉，将配套输水支管及斗管，对水利工程进行规划并
对水利设施进行配套。

四、土地整理设计规程
（一） 设计标准
农田平整标准：土地平整遵循原地形基本不变，填挖土方量最小与农田
水利工程相结合的原则。主要以移动项目区内零星分布的低矮沙丘为主，根
据不同地块所涉及沙丘，分别确定平整高程。田块高程设计主要考虑满足灌
溉要求，从灌区自流灌溉出发，在设计田块和田面高程的前提下，设置管道
布置，同时要求土地平整土方量尽可能小。
灌溉标准：项目区灌溉用水为地下水，根据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
范》 （ＧＢ５０２８８－９９） 以及 《甘肃省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灌溉设计
保证率取 ７５％。项目区灌溉水质较好，引用水源 ｐＨ 值为 ７．５，矿化度≤０．８
克 ／ 升，符合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ＧＢ５０８４－９２） 的规定。
田间道路标准：按照管、路、田、林相配套的要求，为便于田间灌溉，
有利于机械化耕作，发挥农田水利工程效益，结合项目区外已有道路状况和
区内地块的布局，沿输水支管平行布置田间道，沿斗管平行布置生产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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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标准如下：
田间道路：路面宽 ５ 米，路面为 ３０ 厘米厚素土夯实，高出地面 ４５ 厘
米，主路面两侧各加 ５０ 厘米宽的土堤路肩，边坡 １∶１；同时铺筑 １５ 厘米厚
砂砾石。生产道路：路面宽 ３ 米，高出地面 ２０ 厘米，均采用原土碾压夯实，
主路面两侧各加 ５０ 厘米宽的土堤路肩，边坡 １∶１。路面纵向坡随地面变化，
可满足道路纵坡 ０．４％～６％要求。侧向设 ２％的排水坡，向两侧排出路面积
水。路面横坡为 １／５００，纵坡≤６％。
农田林网标准：沿开发整理区外围建设防护林带，农田内部规划建设防
护林网。区内沿田间道路双侧双排种植树木，区外围布置防护林，种植树木
以高大耐寒易生长的新疆杨为主，林带为两行，株距为 １．５ 米，行距为 ２ 米。
另外规划在区内未动工沙丘上种植沙棘、梭梭等灌木，防止沙丘的扩散，提
高耕地质量。
（二） 设计规范
农田规格：从适宜机械耕作、田间管网布设、农田防护、田间管理及土
地平整工作量等方面综合考虑，将项目区分为 ５１ 个平整田块，设计高程分
别为 １４８８．４９￣１４９４．０９ 米不等，条田长度依地形布设为 ３５０￣４６０ 米不等，宽
度为 ８０￣１１０ 米不等，田块方向大部分布设为东西向，对于边角不规则地块，
随地形布置。对项目区原有水浇地不再进行平整，只是对水利设施进行配
套。对区内高差小于 ２ 米的沙丘进行平整。
沟渠配置：将管道埋设在冻土层 １．５ 米以下，在管网的低处设置排水阀，
以便在冰冻之前将管内水排空，避免冰冻时使管道破裂，并在排水阀处设排
水井。在输水支管分流处配备一个闸阀井，方便维修管道，输水支管与斗管
的连接均采用三通连接，为方便观测水井工作状况、检修管道每眼机井配设
观测检查井一座。在条田划分小畦田时，规划沿区内布设的斗管处 ５０ 米设
置一出水口接出水栓，出水拴后规划接软管，将水引至小畦田进行灌溉。

五、整理后效益分析
武威市凉州区双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是改善发放镇耕地不足，农业生
产、解决移民问题，保障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措施。通过开发整理项目有效
地增加了耕地面积。经计算，项目区耕地总面积由原来的 ３７７．２９ 公顷增加到
５６７．８ 公顷，新增耕地 １９０．５１ 公顷，新增耕地率达到 ２８．２４％，同时新增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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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养人数为 ２３８１ 人，人均新增耕地面积为 ０．０８ 公顷 ／ 人，极大地提高了
土地利用率。同时，项目区基础设施得以完善，有利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既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确保粮食产量的提高，同时也提高了农业抵抗自然灾
害的能力。
与此同时，项目区农田林网的建设对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提高抵御自
然灾害能力和土地综合生产能力，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项目区的水利设施和交通条件，通过对田、
水、路综合治理，实现了“田块平整化、管道永久化、道路网络化”。有效
治理了水土流失，构成了稳定性强、生产能力高的复合农业生态系统，形成
了经济合理的物质能量流。通过后续农业生产，增施有机肥，实施生物改良
措施，能改善项目区土壤结构性状，促进农田生态良性循环，对维护和改善
项目区内生物多样性，发展多种作物种植起到积极影响。
此外，项目结束后该区将被建设成一个以生产粮食为主的高效农业生产
基地，将白猪育种场片建设成一个以种植葡萄为主的示范基地。综合考虑市
场需求状况、武威市农业生产及生活习惯，以及土地的适宜性，整理后土地
的种植结构为：原种场片种植小麦 ５０％，玉米 ５０％。该项目的回收期为 ６
年，年净增经济效益为 ５２１．８４ 万元。对项目区进行土地适应性评价，结果显
示为较适宜，表明土地整理效果较佳。
该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社会效益显著，生态效益长久，经济效益可观，是
一项成效显著，意义深远的利民工程。
表 11-3
一级类
类别编码

类别名称

01

耕地

原种场片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公顷）

二级类
整理前

整理后

增减

水浇地

92.15

379.26

287.11

013

旱地

180.36

0.00

-180.36

类别编码

类别名称

012

03

林地

033

其他林地

7.21

10.35

3.14

07

住宅用地

072

农村宅基地

8.25

8.25

0.00

09

特殊用地

095

殡葬用地

0.04

0.00

-0.04

10

交通用地

104

农村道路

8.27

9.52

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