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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国际泥沙中心在水利部和教科文组织

的领导下，紧密围绕中心的宗旨和任务，以及形

成的“两个国际会议、一个国际培训、三个秘书

处、一奖、一库、两刊、三网”的工作格局，全

体职工团结一致、无私奉献、努力拼搏、勇于开

拓，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

流，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河流泥沙公报》
发布十周年座谈会暨

研讨会成功举行 



《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发布十周年座谈会暨中

国泥沙问题研讨会 

• 2010年12月29日 

• 刘宁副部长、汪洪总工、邓坚局长等参加 

• 匡尚富主任\院长主持 



《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发布十周年座谈会暨中国泥沙问题研讨会 



刘宁副部长报告 

充分肯定《公报》取得的成绩以及《公报》的重要作用 

从十年成果、水土流失治理效果、工程建管作用、泥沙监

测结果四个方面阐述中国河流泥沙基本态势 

从高度重视泥沙工作、加强泥沙监测及预报工作、加强泥

沙科学研究工作、加强水利建设与运行过程中的泥沙管理

工作和加强泥沙管理相关政策制定工作等五个方面提出了

新时期河流泥沙工作的愿景 

指出泥沙问题与水量、水质同等重要，是影响河道的重要

因素。在多沙河流上，要像重视水量、水质问题一样，高

度重视泥沙问题。为泥沙工作者提出工作目标和方向。 

《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发布十周年座谈会暨中国泥沙问题研讨会 



二、国际会议稳步推进 



主办第十一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 

 

2010年9月6至9日，南非施泰伦博什 

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专家学者参加 

中国水利部代表团共20人 

中心4人参加，协助会议组织、主持分会讨论、作学术报告 

• 第十二次会议承办方—日本京

都大学 



协办“土地退化防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第一届世界水土保持协会理事会”  

 

2010年10月12-14日，西安 

世界水土保持协会发起，水利部、科学院和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 

国际泥沙中心等单位协办 

全球36个国家的近300名代表 

• 李锐研究员当选为新一届

WASWAC主席 

• 宁堆虎副主任担任秘书长 



世界水土保持学会秘书处工作会议 

国际泥沙中心， 2010年6月9-10日 

水利部、水科院、中科院、国际泥沙中心、水土保持研究所、中
国水土保持学会等单位的代表，以及世界水土保持协会副主席李
锐研究员和总协调人Samran 

世界水土保持协会(WASWAC)秘书处设在国际泥沙中心 



会议筹备 

第十二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2013，日本) 

 国际泥沙中心、WASER主办 

 日本京都大学承办 

第四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2012，越南) 

 国际泥沙中心主办 

 越南水利大学承办 

第七届河流海岸及河口地貌学学术讨论会
(2011年9月6-8日，北京) 

 IAHR系列会议 

 清华大学、国际泥沙中心联合承办 

 



三、国际交流日益频繁 



参加UNESCO-IHP政府间理事会第19届会议 

法国巴黎，2010年7月5-9日 

国际泥沙中心代表进行了大会发言 

会议期间，参加UNESCO涉水二类中心主任会议 

与UNESCO官员、ISI专家指导委员会主席、新任IHP理事会
主席、其它二类中心主任等广泛交流 



水利部/儿基会2010“气候变化—水与
未来”夏令营活动 

山东威海， 2010年8月20-21日 

水利部国科司、UN儿基会驻华办事处主办 

国际泥沙中心副主任、节水中心主任和“气候变化对地下水
影响监测研究”项目负责人高占义主持了夏令营开营仪式 



组织和参加UNESCO-ISI核心成员会议 

瑞士伯尔尼， 2010年3月4-9日；南非施泰伦博什，9月9日 

报告了国际泥沙中心作为ISI技术秘书处开展的工作 

讨论ISI今后的工作计划 

讨论了ISI案例研究及其综合报告 



参加2010年4月19-24日在菲律宾举行的
亚太地区水知识中心网络“学习周”活
动 

参加2010年10月10-16日在印度尼西亚召
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61届执理会 

参加2010年10月19-21日在加拿大召开第
三届世界粮食安全会议，并作报告 

参加2010年11月9日-11日在美国举行的
中美“农业科技减缓、适应及应对气候
变化研讨会” 

参加2010年11月22-29日在台中市举行的
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讨会 
 



2010年5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
官员、亚太水论坛知识中心专家、
经理及其秘书处顾问R. 
Alikpala先生访问 

2010年4月7日，台湾屏东科技大
学李锦育教授学术交流 

 

2010年9月10日，
UNESCO自然科学助理
总干事卡隆基博士来
访 



外事管理工作 

接待多个国际组织官员和专家的访问9人次 

组织和派出28人次出访8个国家和地区 

完成7项出国团组的前期准备和手续申办等
事务 

 



四、国际合作扎实开展 



承担UNESCO-ISI秘书处工作 

与UNESCO和ISI专家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们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信息交流 

开展ISI主办和协办会议、培训等的组织和协调工作 

建立和维护ISI网络和ISI信息系统，完善为多语种网页，发布新闻120
余则，会议信息20余则，发布相关报告和论文15余篇，发布学术会议、
培训等专题报道3则，编辑和发布ISI简报4期 

协助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草拟ISI案例研究综合报告 



承担UNESCO科研项目“黄河下游泥沙
资源化研究” 

Utilization of Sediment Resource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项目
总结黄河下游泥沙资源化的方法和经验。2011年1月提交报告。 

 

 

  

与印度国家水电公司交流研究项目 

与印度国家水电公司就研

究项目“中印小型水库泥

沙问题”进行了交流和阶

段总结，并按计划继续实

施研究项目 



五、WASER秘书处工作有序 



  组织召开第三届世界泥沙研究学会(WASER)

理事会和会员大会 

组织召开(在南非施泰伦博什)： 

• 第三届WASER理事会 

• 第三届WASER会员大会 

• 宣布经选举产生的新一届理

事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

理事成员名单 

• 颁发WASER荣誉理事证书 

• “国际泥沙研究”期刊优秀

论文奖 



WASER秘书处工作 

完成了WASER第三届理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协助编写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秘书处2010-2013年工作计划
草案，编写完成第二届理事会司库报告 
 

保持与335名中外会员的日常联络和服务工作 
 

完成会费收取、新会员的登记、发证等工作 
 

完成了民政部的学会年度检查工作和水利部布置的学会涉
及小金库、涉企负担等检查工作 
 

保持与IAHR密切合作和联系 

 
 



六、钱宁奖基金会工作
有声有色 



第四届钱宁国际泥沙科学技术奖颁奖 

9月7日，在南非斯泰伦博什举行了第二届钱宁国际奖颁奖仪式 

 

美国的杨志达教授和南非的A. Rooseboom教授获奖 

   



2010年12月17日，国际
泥沙中心 
 

 
 

 
 

钱宁先生事迹座谈会 

 

30余人参加：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院士；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钱宁遗孀龚维瑶先生；水利部；钱
宁基金会委员；中国水科院；国际泥沙中心；清华大学；长委
；黄委；钱宁先生亲属、生前好友和学生等 

 
 

 
 



钱宁奖基金会工作 

修改完善了钱宁国际奖章程，成立钱宁国际奖基金会 
 

开展了第二届钱宁国际奖评奖工作及颁奖 
 

提交年检报告，开展了钱宁奖的宣传及募捐工作。2010年
收到来自国内机构和个人的捐款20万元 
 

 
 



七、科研成果硕果芬芳 



2010年泥沙中心共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水利部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水利部“948”项目等项目10多
项 

完成研究报告4份 

成果验收2项 

出版译著1部 

发表论文28多篇 



继续完善和充实财政部项目“全球江河
泥沙信息管理数据库建设”成果 

进一步完善数据库平台，完 
成WebGIS系统的建立 

完成数据库系统研发报告、 
操作手册等技术报告 

改善数据库运行条件，增补 
数据库资源 

在运行过程中，应对了十余 
次网络木马攻击，提高了系 
统的抗攻击能力 

承担完成“全球江河水沙变化趋势与水利枢纽建设对河流健康的影响” 
六个专题研究 



完成了：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黄河泥沙空间优化配置技术
与模式研究“、专题“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运行后干旱河谷区生态安全
的生态水文调控对策研究”和“水蚀风蚀复合区生态治理模式研究与
示范”课题验收的各项工作 

“水土保持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的调研”，并撰写了调研报告 

协助水土保持司完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水土保持专题讲座 

 

承担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江河水沙资源优化配置与维护
河流健康的调控措施”，并取得重要成果 

面上基金项目“我国北方河流灌区水沙资源优化配置模式的研究”和
创新群体基金项目专题“流域水沙资源配置理论与方法” 

中国工程院浙江沿海项目滩涂与海岛开发课题“浙江省沿海海域泥沙
来源、运动规律及其对滩涂演变的影响”专题 

 



承担了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下游河型
变化机理研究”中“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修建前后下游河型
变化与成因研究”、“珠江河口流域水沙环境变异分析及
咸潮上溯响应”、“引黄灌区水沙调控技术措施研究”和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测算共性技术研究” 

继续实施水利部“948”项目“水库泥沙淤积功能效益影响
评价与指标体系”和“吴起县生态建设综合效益评价”等 

 

新申请获批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测算共性技术研究 

农村水资源报告共性技术研究 

水土流失政策法规研究 

草场太阳能提水灌溉成套技术的推广应用 

 

 



三峡工程重大泥沙问题研究 
 

参与组织实施“十一.五”期间三峡工程泥沙研究项目的协调工作及
成果验收 

参与组织“十二.五”期间三峡工程泥沙研究项目计划的制定 

承担了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下设的三峡泥沙专家组办公室的
日常工作。 



八、出版宣传再创佳绩 



英文《国际泥沙研究》期刊 

期刊影响力日益显现，2010年的影响因子达到0.91 

共收到投稿153篇，同比增加了48.0% 

全年刊用文章37篇，与去年持平 

评选4篇优秀论文，在南非举行的河流泥沙国际泥沙会议上颁奖 

发行764本。国外订户38户（其中包括IAHR的15户），国内订户7户。 

制订与修改期刊管理办法 

SCI全文收录，Elsevier电子
版发布 

2010年SCI影响因子达到0.91 



2009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 

完成了2009年泥沙公报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 

协助举办2009年泥沙公报编审会 

承担完成“河流泥沙公报编制规程”项目 

开展泥沙公报发布10周年庆祝活动 

编撰由中国水利出版社出版的2010
年《中国水利年鉴》台湾省部分 
 
《中国河湖大典》台湾部分的编撰
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 



中心网站维护和更新 
国际泥沙信息网(中\英文)：改版 

世界泥沙学会（英文） 

国际泥沙项目（英文） 

    新编写、编辑、引用发布新闻中文88条，

英文20条；泥沙中心中文网页浏览数由增
到33.8万，英文网站增到49.7万，世界泥
沙学会英文网站增到7.7万 



九、后勤管理不断加强 



招待所 
加强了招待所的各方面的管理工作，试行了从保洁公司派遣
服务员的办法，就目前来看这种用工制度对我们这种小型招
待所还比较适用。 
招待所再次获得“2010年度海淀区住宿业诚信服务企业”荣
誉证书。 

 

大楼管理及安全保卫 
2010年中心进一步加强了大楼安全管理及应急措施，如电梯
管理、大楼防火及安全应急、安全保卫值班要求等，对安全
设施及时检查，对大楼的各种设备保证了维修维护及时、到
位，节假日做好值班，2009年没有出现任何安全问题，保证
了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十、支部工作丰富多彩 



注重党的思想建设，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以泥沙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为工作重点，在坚持科学发展、坚持社会和谐
、坚持服务人民群众、坚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党建思想指导下，围绕
创先争优，结合谈心活动，组织了“中心发展我建言”活动。 

 

组织支部改选，顺利完成换届工作 

2010年8月25日召开了支部改选会议，经全体党员无记名投票，产生了
新一届支委候选人。经院党委审查通过，泥沙中心党支部委员换届工作
顺利完成。 

    2010年泥沙中心党支部工作以开展“创先争

优”活动为主要内容，以实现泥沙中心的可持续发
展为中心思想。在争创意识的激励下，结合院党委
部署的各项活动，泥沙中心党支部积极配合中心领
导，带领全体党员群众圆满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将“争创”落在实处 

按照院党委的统一部署，泥沙中心党支部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创
先争优活动方案，并按照方案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党支部及
党员个人做出创先争优承诺、推荐建立学习型党组织书目，观
看电影“唐山大地震”、参观反腐倡廉展览，学习沈浩、王瑛
以及在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救援过程中涌现出的水利尖兵等先
进人物等 

组织主题党日活动 
组织了“缅怀壮士，继往开来——攀登狼牙山”主题党日活动 

召开党内民主生活会 
 

开展谈心活动，了解群众需求 
 



中心的工作格局 
2个国际会议： 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 
              河口海岸国际学术研讨会 

1个国际培训：每年举办的泥沙相关问题国际培训班 

3个秘书处：世界泥沙研究学会秘书处 
           世界水土保持协会秘书处 

           UNESCO国际泥沙计划秘书处 

1奖：“钱宁泥沙科学技术奖”国际、国内奖 

1库：建立和完善“全球江河泥沙数据库” 

2刊：主编英文期刊《国际泥沙研究》 
     主编《中国河流泥沙公报》 

3网： “国际泥沙信息网(中、英文)” 
      “世界泥沙研究学会(英文)” 

      “国际泥沙计划(英文)” 



 

有待进一步开拓国内外有影响力的项目 

有待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宣传力度 

有待进一步改善中心财政形势 

 

存在问题 



2011年工作计划 



 

做好党支部工作，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研训处的日常工作包括：中心外事管理、国际/国内会
议、国际/国内培训、科研、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的编辑出版、
钱宁基金会的管理工作等 

信息处的日常工作包括：图书管理和登记、中心网站
的管理和维护、国际泥沙研究期刊的编辑出版、世界泥沙
学会及世界水土保持协会秘书处的工作等 

秘书处的日常工作包括：中心办公室的工作、财务预
算及管理、行政后勤、招待所及大楼物业管理、三峡工程
泥沙专家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中心的基建工作等 

 

1.完成中心日常工作 

 

2011年工作计划 



 

密切与UNESCO的联系与沟通，继续做好UNESCO国际泥
沙计划（ISI）秘书处的工作 

加强与UNESCO二类中心间的双边交流与合作 

支持高占义副主任竞选国际灌排委员会主席 

 

2.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与清华大学联合筹办2011年召开的“第七届河流海岸及河口
地貌学学术讨论会” 

协助越南水利大学筹备2012年的“第四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
会” 

协助日本京都大学筹备2013年的“第十二次河流泥沙国际学
术讨论会” 

3.办好国际学术会议 

 



 

计划举办“国际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高级培训班” 

4.开展国际技术培训 

 

 

做好“国际泥沙研究” 期刊编委会的换届工作，规范期刊
程序化运作和管理 

做好2011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的编制发布工作，计划承
办“河流泥沙公报编制规程”贯标培训 

规范WASER运作和管理程序，扩大世界各地区的会员队伍 

做好科研项目及其申请，内挖潜外增容，创效益、增收益 

 

 

6.促进各项相关工作 

 

5.扩大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UNESCO、ISI、WASER、WASWAC和国际学术
会议等国际平台，发挥国内外协调作用，扩大宣传，提升
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