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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伙伴（中国黄河）召开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及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对话研讨会 

    2015 年 10 月 15 日，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和全球水伙伴总

部支持下，由

全球水伙伴

（中国黄河）、

全球水伙伴

中国委员会、

黄河研究会

共同主办的

流域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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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调度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话研讨会在郑州召开。 

    本次研讨会旨在总结黄河及黑河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取得的成

就及存在问题，探讨河流健康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节水型社会建

设的辩证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有关国际组织、流域机构、

相关省（区）水资源主管部门、全球水伙伴（中国陕西）、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以及企业和群众代表等共 70 余人参加会议。全球水伙伴高

级网络官员安吉拉女士和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秘书长郑如刚先生

应邀出席会议并致辞。 

    研讨会上，黄河、黑河流域管理机构和宁夏、甘肃等省（区）的

水利专家就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构建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体系框架、

黑河水资源统一调度的实践与探索、建立黑河水资源管理长效机制等

内容进行了研讨，与会专家和代表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

流和讨论。会议组织形式和取得的成果得到与会人员的好评。 

总部官员访问中国委员会秘书处并检查工作 

    2015 年 10 月 9 日至 16 日，全球水伙伴总部高级网络官员安吉

拉女士和财务官员萨尔曼先生访问中国委员会秘书处。 

    郑如刚秘书长汇报了中国委员会 2015 年的主要工作情况，安吉

拉女士对中国委员会已经完成的工作表示满意，建议敦促各省级水伙

伴按照工作计划尽快开展活动，提交工作成果。 

    负责财务工作的蒋云钟博士和吴娟女士共同介绍了全球水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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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委员会的财务运作模式和 2015 年财务支出情况。萨尔曼先生认

为中国委员会的财务管理和运作规范，预算和支出相符，财务审计记

录完整，符合全球水

伙伴总部的财务要

求。 

    最后，安吉拉女

士和萨尔曼先生与

中国委员会秘书处

根据总部的战略要

求和财务预算情况，

共同商讨了中国委员会 2016年的工作计划，形成了计划的基本框架。 

开展跨界河流水资源管理的调研活动 

    为配合 2015 年“水、气候和发展项目”活动计划的执行，搜集

相关案例和数据，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 2015年 11月 4至 5日在漳

河上游冀、豫两省跨界现场开展了跨界河流水资源管理调研工作。目

的是通过调研，了解跨界河流水资源管理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跨界协调方式、管理经验及工作建议等。 

    全球水伙伴（中国河北）、中国出版研究院和中国委员会秘书处

的代表共 8人组成了调研小组。本次调研活动采取座谈和现场考察相

结合的方式，调研小组分别与漳河上游局、河北涉县水利局、河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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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水利局的代表进行座谈，了解漳河水资源管理现状和跨界水事纠纷

的背景、协调方式等。在初步了解相关情况后，在漳河上游局有关领

导和专家的陪同下，调研小组分别前往河北省涉县黄龙口村和河南林

州前裕村进行实地考察，与当年曾亲历水事纠纷的农民们进行面对面

的交谈，了解当年水事纠纷具体情况、解决方案、现状和对未来的期

望。 

    按照调研要求，调研小组在为期两天的调研活动中掌握了相关的

案例、材料和数据，计划将在近期完成相关调研报告，并由中国委员

会提交总部。 

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秘书处第二次工作会议 

    2015年 11月 9日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秘书处组织各省及流域

水伙伴秘书处工作人员召开了工作会议。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郑如

刚秘书长主持工作会议；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秘书处，河北、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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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和湖南以及黄河流域水伙伴秘书处人员均出席了工作会议。 

    会上，郑如刚

秘书长首先对 2015

年的工作进展进行

了总结；各省/流域

水伙伴秘书处代表

对各自的年度工作

进行了回顾。 

    为进一步加强

水资源综合管理理念的推广和夯实明年的预期工作成果，蒋云钟教授

代表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秘书处对 2016 年的工作设想进行了全面

细致的说明，未来的工作将围绕“水生态文明建设”、“水与气候变化”、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主题开展。在讨论中，全球水伙伴（中

国陕西）代表王希峰主任对于未来的活动形式以及全球水伙伴的形象

塑造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全球水伙伴（中国河北）代表李志

强会长就组织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拓展性的建议；全球水伙伴（中国黄

河）代表席会华建议将黄委工作与水伙伴工作相结合以产生更强有力

的影响；全球水伙伴（中国湖南）代表盛东表示湖南的洞庭湖研究符

合水生态方明发展的设计，同时总结湖南的生态梯田的管理经验，编

写成案例给全球水伙伴工具箱注入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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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工作会采用互动的交流形式，鼓励大家发言包括提出工作中

遇到的困难，再共同商议问题的解决方法。同时，就工作开展的情况，

说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种会议形式得到大家的认可，会后，全球

水伙伴（中国陕西）代表王希峰主任专门用诗歌的形式进行了总结：

“今年工作亮点多，未来规划思路清。伙伴活动议前景，畅所欲言谈

建议。统一思想再认识，上下有为树形象。激情动力劲百倍，责任夯

实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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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2015年度全球水伙伴地区日活动 

    全球水伙伴 2015

年度地区活动日于

2015 年 11 月 22 日至

25 日在瑞典斯德哥尔

摩举办，全球水伙伴中

国委员会派代表团出

席了会议。 

    本次地区日活动围绕 2014-2019 年战略计划的执行效果和未来

规划的内容进行交流讨论。 

    全球水伙伴自 1996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进水资源综合管理

的实施和发展。近些年，通过与联合国系统的机构合作，完成了水相

关项目的实施和知识的传播。2016年，全球水伙伴即将迎来其 20周

年庆典。为此，13 个地区委员会的秘书长代表本地区在活动日上对

自己地区委员会过去的工作成绩做了回顾，同时也对未来的发展进行

了展望。 

    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副秘书长程晓陶教授代表中国地区在大

会上对过去 15 年的工作亮点做了简要的概括，同时也提出未来中国

委员会将与各地区委员会通力合作，共同促进全球水资源的可持续性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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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伙伴（中国河北）举办水资源优化配置暨环京津水生态文明建

设座谈会 

     2015年 12月 2日至 3日，由全球水伙伴（中国河北)委员会与

河北省老科协水

利分会联合主办、

市老科协和市水

利局承办的河北

省水资源优化配

置暨环京津水生

态文明建设座谈

会在廊坊举行。 

    全球水伙伴（中国河北）委员会理事长、河北省老科协顾问李志

强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秘书长郑如刚、河

北省水利学会理事长梁建义出席会议并致辞，河北省老科协副会长、

水利分会会长张凤林出席会议并主持讨论。 

    廊坊市老科协会长张国斌出席会议并发表致辞。廊坊市水利局副

局长王璘通过《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打造京津之间水生态涵养区》的

报告，介绍了该市水生态建设的工作成果和未来发展计划。会议还邀

请到河北省内各地市代表到会，围绕京津的水生态的问题和发展规划

等内容交流了经验。 

    会议在交流之后安排代表们参观了廊坊市区永定河郊野公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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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城水系工程。在参观过程中，廊坊市水利局局长王秀富向代表们介

绍了该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情况。 

全球水伙伴（中国湖南）举办节水型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 

     全球水伙伴（中国湖南）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在湖南的洙洲召

开《2015年节水型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郑

如刚秘书长、全球水伙伴（中国湖南）刘思源副理事长、全球水伙伴

（中国湖南）唐少华秘书长及湖南大学、华菱湘钢、湖南科技大学等

单位代表出席会议， 

      会 议 由

全球水伙伴（中

国湖南）李桂元

副秘书长主持。

会议邀请了合

肥工业大学金

菊良教授、衡阳

师范学院刘兰

芳教授、北京建筑大学王建龙副教授和湖南科技大学王艳军副教授四

位专家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金菊良教授和刘兰芳教授在旱灾风险评

估研究及王建龙副教授和王艳军副教授在城市水系管理、互联网 GIS

的水资源利用信息管理建设等研究成果对节水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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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意义。 

    湖南省水电设计院、水文局、水科所及湖南省各市州代表展开对

水资源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主要对目前水资源管理面临的工作问题和

前景进行了讨论，对水资源管理及制度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举办亚洲地区洪水管理南南合作研讨会 

     2015 年 12 月 14 日至 16 日，由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和全球

水伙伴总部共同主办、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承办的《亚洲地区洪水

管理南南合作研讨会》在中国广东佛山召开。来自全球水伙伴总部、

全球水伙伴亚洲四个地区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南亚地区委员会、东

南亚地区委员会，中亚及高加索地区委员会）、水利部、世界气象组

织、亚洲开发银行、世界自然基金会、台风委员会和亚太水论坛以及

支持单位

之一国际

水利工程

协会北京

办事处等

单位的代

表和专家

共 40 多

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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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4日上午，在研讨会开幕式上，来自 18个国家和 15个组

织机构的 40 多名代表齐聚佛山，共同见证了全球水伙伴亚洲四个地

区委员会第一次南南合作活动序幕的拉开。水利部国科司巡视员刘志

广、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代理主席王浩院士、全球水伙伴总部秘书

长鲁道夫∙克莱弗英加先生以及亚洲开发银行水委员会主席张庆丰先

生等分别致辞。 

    开幕式后，由世界气象组织水文学委员会副主席刘志雨教授、世

界气象组织专家艾翰∙萨因和世界自然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李素晓女

士做了主旨报告，16 位专家和代表围绕“洪水预报、预警、监测与

应对”、“城市洪水管理”、“社区参与洪水管理”以及“气候变化背景

下的洪水管理”等议题分别介绍和交流了本国/地区的案例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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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副秘书长程晓陶教授和中山大学陈晓宏

教授代表中国委员会作了专题报告。每个专题报告之后，分四个小组

采用世界咖啡的模式就挑战、机遇和如何合作三个方面进行讨论，讨

论结束后各小组代表在大会上简要介绍讨论情况。 

    在小组讨论中，会议代表普遍认为，洪水频繁发生是亚洲许多国

家面临的共性问题，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取得了防灾减灾的重要成果。但是，也

还面临着很多挑战，比如暴雨洪水、随着人口增加和城市化加快而引

起城市防洪问题、防洪设施和预报预警系统不够完善、资金缺乏等；

同时，在应对挑战和加强洪水管理方面也有不少机遇，建议应多开展

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交流合作，利用国际组织包括金融机构在技术

和资金等方面的优势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它们开展合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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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与会外国代表直观了解中国洪水综合管理的做法和经验，

在水利部国科司的大力支持下以及广东省水利厅与佛山市水务局的

帮助下，会议代表在 12月 15日下午参观了佛山市水务局三防指挥中

心以及北江的西南水闸。通过观摩和交流，代表们对佛山三防工作的

成果以及信息化的先进管理模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2月 16日，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与全球水伙伴总部和全球水

伙伴南亚、东南亚、中亚及高加索等三个地区水伙伴的代表就进一步

推进亚洲地区南南合作的重点领域进行了讨论，初步确定了四方签订

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 

 

全球水伙伴和各地区委员会工作动态 

1. 全球水伙伴参加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专题会议 

    第七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缔约成员国大会于 2015 年 11 月

17日至 21日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为“跨界水

资源与国际河流的保护与利用”。全球水伙伴派出国家委员会代表出

席本次会议。 

    全球水伙伴中东欧委员会联合其他几家机构共同举办了研究跨

界河流问题的专题分会。立陶宛国家委员会的代表专门介绍了促进涅

曼河流域与普列戈利亚河流域的跨界合作的成功案例，该项目使得流

域沿岸各国，包括：加里宁格勒州、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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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受益良多。这也是两个欧盟成员国与两个非欧盟成员国之间第一

次完成的跨界流域的合作项目。 

    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于不同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学术

界等约 350名的专家和代表。 

2. 全球水伙伴召开水与气候变化高层研讨会 

    2015年 12月 2日，全球水伙伴与非洲联盟委员会和非洲水利部

长理事会在法国巴黎召开《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水与气候变化高层研

讨会》。 

    会议由非洲水利部长理事会秘书长塔尔主持，他提出：从 2009

年哥本哈根会议开始，水的问题才被纳入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而本次的巴黎大会给予了水问题足够的重视和地位。全球水伙伴主席

乌苏拉博士和秘书长鲁道夫先生代表全球水伙伴出席此次活动。 

    在讲话中，乌苏拉博士介绍了全球水伙伴的《水、气候与发展》

项目的实施情况。她说，该项目促使各国将水安全和气候适应能力纳

入到国家发展规划中去，通过增加水利投资加强了各国适应气候变化

的能力。同时她也强调：只凭全球水伙伴一家的力量是无法完成这些

成绩，需要我们伙伴单位的合作才能达成今日的成就。目前在非洲地

区，全球水伙伴支持八个国家进行该项目的实施，计划在 2016 年至

2019年与非洲水利部长理事会合作，再增加十个国家给予支持。 

      ----------------- 2015 年 12 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