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Newsletter of GWP China 

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简讯  
2012 年第 4 期，总第 31 期 

 
参加第五届黄河国际论坛............................................................................................................................. 1 
全球水伙伴（中国黄河）举办黄河水资源综合调度实践与探索研讨会 ....................................... 3 
全球水伙伴（中国陕西）举办第三次伙伴成员大会 ........................................................................... 6 
全球水伙伴（中国河北）举办水资源综合管理与高效利用高层论坛............................................ 9 
全球水伙伴（中国湖南）举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10 
全球水伙伴各地区工作动态 ...................................................................................................................... 12 
全球水伙伴会议信息.................................................................................................................................... 14 

参加第五届黄河国际论坛 

第五届黄河国际论坛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至 28 日在河南省郑州

召开。本届论坛的主

题是“流域可持续发

展及河流用水权保

障”，论坛吸引了来自

61个国家和地区及国

际组织的 1000 余名

代表参加。 

作为此次论坛的协办单位，全球水伙伴总部高级顾问哈立德.穆

塔杜拉先生应邀出席论坛。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常务副主席董哲仁

教授、副主席王浩院士、秘书长郑如刚先生、通讯官员蒋云钟博士也

应邀出席了会议。 

第五届黄河国际论坛会场 



 2

论坛期间，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分别参加了“健康河流与环境

流量”、“水管理与公众参与”、“管理工具与新科技”等分论坛。在“健

康河流与环境流量”分论坛上，董哲仁常务副主席应邀做了题为《中

国河流生态修复进展》的报告并主持会议；在“水管理与公众参与”

分论坛上，董哲仁常务副

主席代表中国委员会在

开幕式上致辞，郑如刚秘

书长在闭幕式上致闭幕

辞，哈立德先生应邀主持

该会议，王浩副主席对世

界自然基金会最新出版

物进行了评述，技术委员会贾仰文教授作了题为《漓江流域的水资源

综合管理》的报告；在“管理工具与新科技”分论坛上通讯官员蒋云

钟博士应邀做了题为《基于物联网理念的流域智能调度技术体系刍

议》的报告。 

    此外，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还申请参加了论坛期间的国际水展

活动，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开展的各项工作和取

得的成果，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自 2003 年创立至今，黄河国际论坛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历届黄

河国际论坛的中心议题以及各相关专题均涵盖了诸多如流域管理、水

利及相关科学家所面临的共性问题。通过五届论坛的成功举办，为大

家提供了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专家、学者籍此探讨相关问题，互相

董哲仁常务副主席在“水管理与公众参与”分论坛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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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无论对管理者还是决策者乃至社会公众

均大有裨益。 

全球水伙伴（中国黄河）举办黄河水资源综合调度实践与探索研讨会 

2012 年 11 月 6 日，“黄河水资源综合调度实践与探索研讨会”

在郑州召开。研讨会由黄河研究会、全球水伙伴（中国黄河）、全球

水伙伴（中国）主办，黄河水利委员会规划计划局、水资源管理与调

度局协办，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承办，并得到了全球水伙伴总

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来自国家机关、地方政府、科研机构、流域

机构、大专院校、社会组织、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及兄弟省区水伙

伴、地方企业、农民代表、妇女代表等 40 多个单位和组织，共计代

表一百余名，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与参与性。 

 

黄河水资源综合调度实践与探索研讨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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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就黄河流域在水资源综合管理和统一调度实践中取得

的成就，特别是近年来在生态调度、调水调沙和解决应急用水等方面

开展综合配置与调度的创新发展，以及管理机制的完善、存在的问题

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主要内容包括黄河流域水资源形势及对

策、黄河水资源综合调度管理的实践与探索，刁口河流路生态补水对

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黄河水资源综合调度与调水调沙，黄河向白洋

淀补水实践效益分析，引黄济津应急输水，引黄灌区水资源优化调配

措施与成效等。会议共发表了 5 个大会报告，17 篇论文交流，共有

11 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通过本次会议的对话研讨，达成了四个方面的共识： 

第一、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黄河流域实行水量

统一调度是合理利用流域水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黄河水资源综合效

益的必然选择。黄河流域属于资源型缺水，且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

供需矛盾尤其突出。自 1972 年出现首次断流后的 28 年间，有 21 年

断流，从 1990 年到 1999 年，年年断流。断流造成了部分地区无水可

供、河道主河槽淤积加重、洪水威胁和防洪难度增加、河口地区生态

环境恶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制约了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加强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和保护，实行全流域水量统一调度，优化配

置有限的水资源成为解决黄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必然选择。 

第二、水资源综合调度，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益实践和探索。

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制度，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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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其目标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满足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

发展，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行流域水资源综合调度，探索日

常用水与应急调水的协调，河道调水调沙与河口生态用水的结合，流

域内用水与流域外调水的配合等，对于协调好生活、生产、生态环境

用水，完善水资源调度方案、应急调度预案和调度计划，加强水资源

配置和调控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的重要体现。 

第三、黄河流域实行的水资源统一调度取得了显著成效。实施黄

河水量统一调度后，实现了黄河连续 13 年不断流，黄河干流连续 7

年未出现小流量预警事件，干流省际断面流量基本达标，调度精度逐

渐提高，输沙及生态用水得到保障,成功应对了中下游冬麦区应急抗

旱及上游春夏连旱，保证了流域及相关地区的供水安全和河道生态、

环境基流，增加了水环境容量，遏制了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促

进了黄河流域及相关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流域水资源综合调度是世界缺水性河流普遍面临的一个难

题，黄河流域实施水资源统一调度之前，国内外尚没有成功的经验可

以借鉴。黄河水资源综合调度工作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虽然取

得了一定成绩，但依然任重而道远。尤其在健全有序的黄河水资源管

理体制、全河统一的水量调度、流域水资源应急调度、黄河上中游重

要取水口监测、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等方面还要做进一步的

研究和探索。 

黄河水资源综合调度应在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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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将水资源综合调度的范围从干流推广到支流，从流域内推广到

流域外的供水区，加强制度建设和薄弱环节建设，推动“黄河法”的

制订，推进古贤、大柳树等重要水沙调控工程的建设，注重科学治水、

依法治水、合理节水，把流域地表水、地下水等可用水资源统一结合

起来考虑，合理分配黄河水资源，加快南水北调西线的论证及实施步

伐，并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调整目标和方向，不断丰富措施和手段，

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程度上推动公众参与。 

全球水伙伴（中国陕西）举办第三次伙伴成员大会 

2012 年 11 月 13 日，陕西省水伙伴协会第三次伙伴成员大会在

西安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回顾自成立以来的工作开展情况，审

议财务工作报告和章程修改草案，选举第二届理事会成员，团结和动

员广大会员在新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全省涉水工作中心任

务，努力推动陕西省水资源综合管理水平。 

陕西省水

利厅厅长王锋

出席会议并致

辞，副厅长管黎

宏出席会议并

宣读了省水利

厅同意换届的

批复，全球水伙

伴中国委员会秘书长郑如刚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第一届理事会理

全球水伙伴（中国陕西）第三次会员大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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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全体会员共计 80 人参加了会议。 

陕西水伙伴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魏成寿代表第一届理事会作了

工作报告。报告全面总结回顾了陕西水伙伴协会自 2004 年成立以来，

在全球水伙伴总部、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农工

委和陕西省水利厅的大力支持下，在各会员单位的积极协助下，紧紧

围绕陕西水情，团结和动员全省广大热心于推动水资源综合管理和水

力发展的工作者，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尊重自然规律、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搭建平等对话平台，邀请社会各界各行业共同

参与，逐步为解决陕西省水资源短缺、洪涝灾害和水污染问题，促进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从 2004

年到 2011 年的八年间共自己组织和参加各种活动近 40 次，其中召开

论坛 6次，研讨会 5 次，现场会 3次，交流会 1 次，座谈会 1次，调

全球水伙伴（中国陕西）第三次会员大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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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活动 3次，编写工具箱案例 2 个，参加全球水伙伴总部、中国委员

会及各省、流域水伙伴活动 18 次。在宣传、推广水资源综合管理理

念上取得了新的进展，所开展的活动得到了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和

省有关部门的肯定与好评，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一是推动了渭河综合治理的步伐。黄委李国英主任在第四届渭河

论坛讲话中指出要加快东庄水库的前期工作，使倍受争议的东庄水库

迈出了建设的步伐； 

二是促进农村学校饮水工程建设列入国家计划。省发改委、水利

厅把生态校园创新工程试点学校列入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投资计划，当

年已投入 274 万元，全省 36.01 万农村学校师生饮水安全问题将得到

解决； 

三是 2008 年 4 月在汉中召开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水土

保持生态补偿机制研讨会”，为同年省政府颁发出台的《陕西省煤炭

石油天然气资源开采水土流失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陕政发

【2008】54 号）起到了积极的借鉴作用。 

四是促进了陕西省“实施水法办法”的顺利出台和贯彻落实。水

伙伴协会发挥会员多部门的优势提前介入陕西省《实施水法办法》的

制定，组织人员参加省水利厅的调研、起草和征求意见活动，与省人

大常委会农工委、省水利厅联合召开了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办法座谈会。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陕西水伙伴协会第二届理

事会理事、执行理事、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聘请第一届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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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成员组成顾问委员会。 

会议期间还组织有关参会代表参观考察了陕西省水利发展成果。 

全球水伙伴（中国河北）举办水资源综合管理与高效利用高层论坛 

为贯彻 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为 2014 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通水后，实现引江引黄外调水

与本省水库水、河网水、雨洪水、再生水、矿井水、微咸水、海水等

多种水资源的科学调度、优化配置、综合管理、高效利用，全球水伙

伴（中国河北）于 2012 年 12 月 22 日至 24 日与河北省老科协水利分

会、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在石家庄市举办了“河北省水资源综合管

理与高效利用高层论坛”。 

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省级水伙伴和省老科协水利分会常务理

事、各市水务局水资办主任及有关科技人员近 100 人参加论坛。论坛

由 全 球

水 伙 伴

（ 中 国

河北）李

志 强 理

事 长 主

持，河北

省 老 科

协 会 长

（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立友致开幕词，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

水资源综合管理与高效利用高层论坛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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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常务副主席董哲仁致贺词，河北省水利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白顺

江致欢迎词；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水利部水资源司原司长高而坤、

中国水科院教授刘树坤分别就水资源配置、水权制度和建设美丽中国

的议题作了学术报告；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原所长田魁祥、河北省

水科院原院长徐振辞做了主题报告；河北省农业专家王世魁、林业专

家曲宪忠、河北省人大农经工委主任李广恩、河北省老科协副会长张

凤林等众多专家、学者和与会人员踊跃发言，谈研究成果和论坛感受，

并积极为水资源综合管理与高效利用建言献策。最后，由李志强理事

长作论坛小结。会后，将编辑印发《河北省水资源综合管理与高效利

用高层论坛材料汇编》，并起草论坛总结和建议，报全球水伙伴中国

委员会和河北省领导及有关部门。 

全球水伙伴（中国湖南）举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全球水伙伴（中国湖南）2012 年年会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在湖南省韶山市召开。 

全

球水伙

伴中国

委员会

秘书长

郑如刚，

湖南水

伙伴理事长、副厅长刘佩亚和湘潭市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谭毓平出席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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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并致辞，湖南水伙伴秘书长唐少华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水伙

伴理事和参会代表共 90 余人，会议由湖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承

办。本次学术研讨会旨在加强不同涉水部门、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水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推动水资源综合

管理。 

参加会议的主要成员单位包括湖南省水利厅科教处、湖南省水利

学会、湖南省水利厅水政总队、湖南省水利厅安监处、湖南省水利厅

水保处、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湖南省水利水电职业技

术学院、湖南省水文局、湖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湖南大学、长

沙理工大学、华菱湘钢、湖南省节约用水办公室等。 

此次研讨会邀请了河海大学教授崔广柏、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

源研究所研究员贾绍凤、郑州大学教授左其亭和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

教授杨树清做了专题学术报告。与会代表在水资源管理制度理论和实

践上达成共识。 

一是加深了对水资源及其研究前景的认识。郑如刚秘书长、刘

佩亚理事长和谭毓平副秘书长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湖南省水

资源管理工作取得的重大进展，进一步认识到水资源管理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清了水资源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和新要求，增强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二是开拓了视野。本次会议特邀四位国内知名教授前来讲学，

这是与往届会议形式最大的不同之处。崔广柏教授做了关于“对新时

期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战略思考”的报告，提出要不断加强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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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探索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新思路。贾绍凤教

授做了“关于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若干思考”方面的报告，

指出水利部门应从水资源保护的角度尽快建设覆盖比较全面的监测

系统。左其亭教授作了题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关键问题及主

要工作内容”的报告，提出了加快开展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理论体

系及相关基础理论研究的建议。杨树清教授做了关于“SPP 治水原则

及在洞庭湖运用的初步研究”的报告，引进了国外先进的 SPP 治水理

念，并论证了 SPP 技术应用于洞庭湖治理的可行性。教授们的学术报

告立意深远、针对性强，引进了国内外先进的水资源管理理念，开拓

了视野，拓宽了思路，对做好湖南省水资源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三是加强了交流。会议材料交流以及会后考察加强了各与会代表

之间的交流，为各位理事及与会代表提供了与教授们面对面交流的平

台，从不同侧面交流了各单位在推进水资源管理工作中的成功经验，

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会议交流讨论中，各方认为主要工作应该紧紧围绕贯彻落实最严

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按照水利改革任务等工作目标，认真履行职责，

努力工作，积极探索。 

   

全球水伙伴各地区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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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加勒比海地区水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计划 

全球水伙伴加勒比海地区委员会和加勒比海水和废水协会于

2012 年 10 月召开了第八届加勒比海水务部长高级会议，来自加勒比

海地区国家的九位部长，包括两名国家副总理出席了会议。超过 12

个加勒比地区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全球水伙伴加勒

比海地区委员会及其合作伙伴如何在加勒比海地区制定关于水质、应

对气候和发展的计划展开。 

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政府首脑此前于 2012 年 3 月通过了为

实现发展适应气候变化的区域框架的实施计划。全球水伙伴加勒比海

地区委员会作为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与水有关的执行机构之一，共同参

与加勒比地区的水、气候和发展计划（WACDEP）的制定。 

2.解决地中海污染研讨会 

《解决地中海污染研讨会》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至 23 日在希腊

雅典举办，会议吸引了来自 22 个地中海国家的 120 多位代表、记者

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会。 

全球水伙伴地中海地区委员会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作为

《展望 2020 能力建设与地中海环境项目》的其中一项活动，会议旨

在促使地中海国家成员国可以更好地解决地中海水污染问题。这也

《阿拉伯之春》主题会议之后，地中海成员国代表首次共同出席的国

际性会议。 

会议总结时，与会代表对于地中海以及区域内的主要问题有了更

加深入的认识，同时也有效推动了地中海地区内的合作。其中一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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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合作就是由全球水伙伴地中海地区委员会参与推进的可持续水资

源综合管理与支持机制（SWIM）的活动。这项活动旨在提高地中海南

部地区的可持续性的水管理政策和有效水管理措施。 

3. 全球水伙伴参加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跨界水域会议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第六次成员国会议于2012年 11月 28日至

30 日在意大利的罗马召开。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众多国际组织参加了

此次盛会，全球水伙伴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这次在罗马举办的会议是《水公约》出台的第二十个年头，会议

讨论了 2013-2015 年新的工作计划，全球水伙伴的代表也为新内容提

出了自己的设想和建议。 

全球水伙伴会议信息 

全球水伙伴制订《2014-2019 五年战略》启动会将于 2013 年 2

月 5 日至 6 日在希腊雅典召开。届时，全球 13 个地区委员会派出的

起草小组成员将全部到会对新的五年战略的内容进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