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
20072007年工作总结年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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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主要工作

国际交流合作日益活跃国际交流合作日益活跃

科学研究项目稳步推进科学研究项目稳步推进

国内外培训突破性进展国内外培训突破性进展

信息基础平台加快建设信息基础平台加快建设

其他日常工作有序进行其他日常工作有序进行

精神文明建设扎实有效精神文明建设扎实有效



一、国际交流合作日益活跃一、国际交流合作日益活跃

11、举办了两个国际大会、举办了两个国际大会

22、参加了三个国际会议、参加了三个国际会议

33、组织了两次国外考察、组织了两次国外考察

44、五人作国际学术报告、五人作国际学术报告

55、接待、接待1414个国家的来访个国家的来访

66、与、与22个国外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个国外机构签订合作协议



11、组织了两次国际大会、组织了两次国际大会
（（11）第十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第十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7年8月1日至4日，在莫斯科大学成功举办，来自全球30个
国家和地区约300名代表参加了这一盛会。中国代表团64人

庞进武副总工和匡尚富主任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会议

胡春宏副主任率中国专家代表团参加会议



学术交流活动学术交流活动
大会大会1414场主题报告：场主题报告： 李义天教授李义天教授 ““三峡工三峡工
程下游河道演变特点程下游河道演变特点””
77个议题分会场：个议题分会场：237237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并参加交流并参加交流，中国大陆代表，中国大陆代表3232人会议报告人会议报告

技术考察技术考察::
莫斯科河的技术考察莫斯科河的技术考察



闭幕式闭幕式 8月4日下午，闭幕式。主要包括：
世界泥沙研究学会主席沃林教

授：大会技术总结
莫斯科大学阿列克夫斯基教授：

闭幕辞
大会组委会交还会旗，常设秘

书处感谢大会组委会
常设秘书处交接会旗
下届会议承办方致欢迎辞



南非斯泰伦博什大学南非斯泰伦博什大学 日本东北大学日本东北大学

协办协办
推移质测量国际研讨会推移质测量国际研讨会((美国美国, 2007, 2007年年44月月1111--1414日日))

筹备筹备
第第1111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南非，南非，2010)2010)
第三届第三届中美水科学和工程数学模型研讨会中美水科学和工程数学模型研讨会 ((美国，美国，2008)2008)
第三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第三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日本，日本，2009)2009)



（（22）） 世界泥沙研究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会议和世界泥沙研究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会议和
会员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学成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学成功召开

2007年7月31日，第二届理事

会会议在俄罗斯莫斯科市莫
斯科大学召开， 11个国家的
21位代表参加会议。

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副主
任兼秘书长胡春宏和副主任
于琪洋作为现任学会理事和
秘书长出席了会议。



通过了通过了20042004年第一届会议纪要年第一届会议纪要
Des WallingDes Walling先生作了主席报告先生作了主席报告
司库刘孝盈汇报了学会财务状况司库刘孝盈汇报了学会财务状况
Des Walling Des Walling 代表匡尚富主任正式宣布了经世界泥代表匡尚富主任正式宣布了经世界泥
沙学会全体会员投票新当选的沙学会全体会员投票新当选的1717名理事名单名理事名单
讨论通过了章程修改有关内容及成立理事提名委员讨论通过了章程修改有关内容及成立理事提名委员
会事宜；会事宜；
通过了通过了ChihChih Ted YangTed Yang报告的学会第二届期刊优秀论报告的学会第二届期刊优秀论
文奖获得者人选；文奖获得者人选；
通过了戴定忠报告的学会第一届钱宁泥沙科学技术通过了戴定忠报告的学会第一届钱宁泥沙科学技术
国际奖获得者人选国际奖获得者人选
讨论修改和通过了于琪洋报告的学会讨论修改和通过了于琪洋报告的学会20072007--20102010年工年工
作计划作计划
讨论修改和通过了南非讨论修改和通过了南非G.BassonG.Basson理事报告的第理事报告的第1111届届
河流泥沙国际学会讨论会的地点、主办单位和会议河流泥沙国际学会讨论会的地点、主办单位和会议
主题等相关事宜。主题等相关事宜。



20072007年年88月月22日，在莫斯科大学成功地召开了世界泥日，在莫斯科大学成功地召开了世界泥

沙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沙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总结了第一届理事会的工作；

提出第二届理事会的工作计划；



颁发了
学会荣誉会员奖(中国的林秉南教授和德国的E. Plate教
授) ；

第二届学会期刊论文奖；

第一届钱宁国际泥沙科学技术奖(英国Exeter大学Des 
Walling教授和美国国家计算中心王书益教授)



(1) (1) 参加参加UNESCOUNESCO水相关中心主任会及水相关中心主任会及

UNESCOUNESCO--IHEIHE成立五十周年庆典活动成立五十周年庆典活动

国际泥沙中心于琪洋副主任
代表泥沙中心于2007年6月
11-15 日 ， 赴 荷 兰 参 加 了
UNESCO与水有关的一类中

心和二类中心主任会，并参
加了UNESCO-IHE组织的庆
祝建院50周年学术活动和庆
典，列席了UNESCO水相关

部门的工作会议。

22、参加了、参加了UNESCOUNESCO组织三次国际会议组织三次国际会议



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水有关的一类中心和二类
中心主任会及列席部门工作会议的有关情况

主要目的：促进UNESCO与水有关中心的交流与合作，力图
将有关机构形成一个整体，在UNESCO的共同目标和战略框架
下，发挥更大作用

12个已经成立的中心分别就各自中心的情况作了大会介绍

讨论了《联合国教科文有关水的机构和中心的战略（草
案）》，并分组对草案进行了修改。

会议对各中心间如何合作、对中心的评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各中心间如何合作、对中心的评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列席UNESCO与水有关部门工作会议的有关情况

参加UNESCO-IHE庆祝建院50周年学术活动和庆典的有关
情况



(2) (2) 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二类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二类水
中心会议中心会议

2007年9月26-27日，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秘书长兼副主任
胡春宏率团参加了在泰国召开的UNESCO亚太地区二类水中
心会议，来自5个UNESCO地区办事处、 UNESCO亚太地区5
个二类水中心和3个即将成立的二类水中心及其它机构的约30
名主任和代表参加了会议。



讨论了亚太地区二类水中心间合
作研究和交流的机制、内容、形式
和项目等具体问题，在一些关键问
题上取得了共识。

胡春宏秘书长在会上介绍了泥沙
中心的概况和成立23年所取得的
成就、在国际水文计划(IHP)第六
阶段所开展的活动、泥沙中心承担
国际泥沙项目(ISI)秘书处等。

泥沙中心表示将积极参与
相关的研究和培训项目。

会议期间，泥沙中心还与
UNESCO德黑兰办事处、
新德里办事处、国际水灾
害和风险管理中心等机构
在合作交流等方面进行了
探讨。



(3) (3) 参加亚太地区发展知识与经验咨询会议参加亚太地区发展知识与经验咨询会议

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学司司长纳吉先生的邀请，佟玉玲同
志代表泥沙中心参加了2007年10月29日-11月2日在新加坡公
用局水培训中心（PUB-WaterHub）召开的亚太地区发展知
识与经验咨询会议。



33、组织了两次国外交流及考察、组织了两次国外交流及考察

2007年8月1日，10th

ISRS中国政府代表团及泥
沙中心有关人员一行8人，
访问莫斯科大学。

（1）10th ISRS中国政府代表团、专家代表
团考察俄罗斯



2007年8月4日-10
日，10th ISRS中国
专 家 代 表 团 40 多

人，参观考察了俄
罗斯水利工程。

莫斯科河-伏尔加河船闸



圣彼得堡拦海防洪大坝



(2)(2)访问印度水电公司访问印度水电公司

2007年9月20日，胡春宏副主任

兼秘书长率团访问印度国家水
电公司，讨论开展水库泥沙管
理方面的合作研究，达成共识。

印度水电公司总裁兼财务主管S K Garg先生、技术总管S.P. 
Sen先生分别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宾主进行了友好会谈。
公司研发部主任A. K. Sachdeva先生主持了开展合作研究的
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具体内容的讨论。
双方将在本国各选择2座具有泥沙问题的水库开展为期两年的
合作研究，研究成果双方共享。

印度水电公司为印度国有企业，成立于1975年。自成立以
来，该公司设计、承建和营运印度12座水电站，总装机达
4145MW。



考察了恒河最长的支
流 -- 亚穆纳河



20072007年年1111月月66日，国际灾害及风险管理中心日，国际灾害及风险管理中心((日本筑波日本筑波 ))在在
其新落成的礼堂召开了其新落成的礼堂召开了““20072007年洪水报告年洪水报告””学术会议学术会议

泥沙中心主任匡尚富应邀参加会议，并作学术报告泥沙中心主任匡尚富应邀参加会议，并作学术报告““中国洪中国洪
水灾害及对策水灾害及对策””。。

44、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



泥沙中心于琪洋等泥沙中心于琪洋等44人在第十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人在第十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
((俄罗斯，俄罗斯，20072007年年88月月11～～44日日) ) 作学术报告。作学术报告。

史红玲参加史红玲参加““干旱及半干旱地区泥沙专家国际研讨会干旱及半干旱地区泥沙专家国际研讨会”” ((伊伊

朗，朗，20072007年年44月月1515～～1919日日))并作学术报告。并作学术报告。



6月19日上午，UNESCO德黑兰办事
处代表和主任阿布丁·萨利赫
(Abdin Salih)来访。

10月12日，IHP-国际泥沙项目)专家委
员会主席、瑞士水文局局长Manfred 
Spreafico教授应邀来访。

55、、 接待国际友人访问接待国际友人访问
先后接待了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瑞士、阿富汗、朝先后接待了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瑞士、阿富汗、朝

鲜、印度、伊朗、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蒙古、菲律宾、鲜、印度、伊朗、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蒙古、菲律宾、

俄罗斯、苏丹、乌兹别克斯坦等俄罗斯、苏丹、乌兹别克斯坦等1414个国家的个国家的2222名官员、名官员、

专家和学者来访泥沙中心、讨论合作项目以及参加学术专家和学者来访泥沙中心、讨论合作项目以及参加学术

研讨会等活动。研讨会等活动。



66、、 与国外机构加强合作与国外机构加强合作
与美国国家计算中心签订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协议与美国国家计算中心签订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协议

1.1. 继续中美数学模型进展讨论会的双边交流机制。可每两年继续中美数学模型进展讨论会的双边交流机制。可每两年

轮流在美国和中国召开一次研讨会。轮流在美国和中国召开一次研讨会。

2.2. 加强双方在数据库方面的合作，交加强双方在数据库方面的合作，交

流相关信息。进一步加强双方发展流相关信息。进一步加强双方发展

数学模型方面的合作。数学模型方面的合作。

3.3. 加强双方人员交流，特别是青年科加强双方人员交流，特别是青年科

技学者的交流。每年可互派技学者的交流。每年可互派11--22名青名青

年学者在对方中心参与相关的科研年学者在对方中心参与相关的科研

工作和项目，时间工作和项目，时间11--33个月。所需费个月。所需费

用可由双方协商后分担。用可由双方协商后分担。

…………



与与ElsvierElsvier期刊网进行网络电子版合作期刊网进行网络电子版合作

1.1. 泥沙中心与泥沙中心与ElsvierElsvier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2.2. 自自20082008年起，年起， ““国际泥沙研究国际泥沙研究””期刊与期刊与ElsvierElsvier期刊网进期刊网进

行了网络电子版合作行了网络电子版合作

与马来西亚与马来西亚MaraMara大学国家土壤侵蚀研究中大学国家土壤侵蚀研究中
心讨论签署合作备忘录心讨论签署合作备忘录

1.1. 泥沙中心与马来西亚泥沙中心与马来西亚MaraMara大学国家土壤侵蚀研究中心就加大学国家土壤侵蚀研究中心就加
强合作交流和研究等讨论签署合作备忘录相关事宜强合作交流和研究等讨论签署合作备忘录相关事宜



11、承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项目、承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项目

完成完成““东江水沙生态综合管理东江水沙生态综合管理””((二期二期)) ，编写总报告，编写总报告

二、科学研究项目二、科学研究项目稳步推进稳步推进



22、与印度国家水电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与印度国家水电有限公司共同开展““多沙河多沙河

流水库泥沙管理流水库泥沙管理””方面的研究方面的研究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典型水库泥沙淤积现状与特征，典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典型水库泥沙淤积现状与特征，典

型水库库容恢复的主要措施，典型水库异重流排沙的效型水库库容恢复的主要措施，典型水库异重流排沙的效

果，典型水库泥沙管理的应用前景。果，典型水库泥沙管理的应用前景。



33、、起草联合国第三期起草联合国第三期““世界水发展报告世界水发展报告””

在中心老专家协助下，起草联合国第三期在中心老专家协助下，起草联合国第三期““世界水世界水
发展报告发展报告””相关内容相关内容

中国河流水沙变化中国河流水沙变化

中国淤地坝建设及其在环境、经济和社会的作用中国淤地坝建设及其在环境、经济和社会的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江河水沙资源优江河水沙资源优

化配置与维护河流健康的调控措施化配置与维护河流健康的调控措施””获资助获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基金项目““我国北方河流灌区水我国北方河流灌区水

沙资源优化配置模式的研究沙资源优化配置模式的研究””获资助获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流域水沙资源优化配置（调控）流域水沙资源优化配置（调控）

的理论及在黄河下游的应用的理论及在黄河下游的应用’’ 已基本完成，正在准备结题已基本完成，正在准备结题

报告报告

提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提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河口泥沙需氧量及其影响河口泥沙需氧量及其影响

因素的研究因素的研究””结题报告，顺利结题结题报告，顺利结题

3. 3. 国内科研国内科研



财政部项目财政部项目““全球江河泥沙信息管理数据库建设全球江河泥沙信息管理数据库建设””
进展顺利进展顺利

科技部项目科技部项目““黄淮海平原引水灌区泥沙灾害治理关黄淮海平原引水灌区泥沙灾害治理关

键技术的研究键技术的研究”” 正在进行正在进行

参与水利部公益性行业专项项目参与水利部公益性行业专项项目““大型水利枢纽工大型水利枢纽工

程下游河型变化机理研究程下游河型变化机理研究””

参与承担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专题参与承担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专题 ““南水南水

北调西线工程运行后干旱河谷区生态安全的生态水北调西线工程运行后干旱河谷区生态安全的生态水

文调控对策文调控对策””

承担水科院承担水科院20072007--20082008年科研专项项目年科研专项项目““世界典型国世界典型国

家土壤侵蚀与泥沙科技前沿研究家土壤侵蚀与泥沙科技前沿研究””



11、、 主办主办““水库泥沙管理与生态环境国际培训班水库泥沙管理与生态环境国际培训班””
1010月月99日日--1616日在泥沙中心举行日在泥沙中心举行

参加开班式的有：参加开班式的有：UNESCOUNESCO北京代表处、水利部国际合作与北京代表处、水利部国际合作与
科技司、中国教科文全国委员会、泥沙中心和培训班全体科技司、中国教科文全国委员会、泥沙中心和培训班全体
学员。学员。

三、国内外培训突破性进展三、国内外培训突破性进展



来自阿富汗、朝鲜、印度、伊朗、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蒙古、菲律来自阿富汗、朝鲜、印度、伊朗、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蒙古、菲律
宾、俄罗斯、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宾、俄罗斯、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 1212个国家的个国家的2929名学员参加名学员参加
了培训了培训

特邀了特邀了M. M. SpreaficoSpreafico教授、刘恒教授、王兆印教授、郭庆超教授、周教授、刘恒教授、王兆印教授、郭庆超教授、周
志德教授、黄金池教授等授课。志德教授、黄金池教授等授课。

室内教学、课堂讨论为主室内教学、课堂讨论为主

组织学员进行专题交流组织学员进行专题交流

参观水科院有关实验室和北京郊区小流域综合治理示范区参观水科院有关实验室和北京郊区小流域综合治理示范区



22、举办、举办““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高级研讨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高级研讨
班班””
20072007年年1010月月2121日至日至1111月月22日，杭州日，杭州

学员近学员近100100人人 培训内容涉及流域水资源管理、培训内容涉及流域水资源管理、
水利枢纽建设与河床演变、泥沙水利枢纽建设与河床演变、泥沙
模拟技术、流域泥沙管理与库容模拟技术、流域泥沙管理与库容
恢复技术、洪水管理与水库调度恢复技术、洪水管理与水库调度
技术、流域生态环境与生态修复技术、流域生态环境与生态修复
技术等。技术等。

请了中国工程院韩其为院士等请了中国工程院韩其为院士等1313
位国内相关领域的院士、知名专位国内相关领域的院士、知名专
家作专题讲座家作专题讲座

采取课堂授课、学员交流、试验采取课堂授课、学员交流、试验
室参观和技术考察等灵活多样的室参观和技术考察等灵活多样的
培训形式。培训形式。





“全球江河泥沙信息管理数据库建设”正在加紧建设

目的：构建面向社会公众、科学研究的泥沙信息共享平台。目的：构建面向社会公众、科学研究的泥沙信息共享平台。

目标：利用目前先进的技术，构建集全球江河泥沙基础数据、泥目标：利用目前先进的技术，构建集全球江河泥沙基础数据、泥
沙资料、泥沙文献、泥沙数模计算软件等于一体的信息管理数据沙资料、泥沙文献、泥沙数模计算软件等于一体的信息管理数据
库。库。

数据库将成为全球泥沙研究工作共享的基本数据库。数据库将成为全球泥沙研究工作共享的基本数据库。

项目与项目与UNESCOUNESCO--ISIISI相结合，促进国际科学数据的共享，密切国相结合，促进国际科学数据的共享，密切国
际间的科研合作与交流。际间的科研合作与交流。

四、四、信息基础平台加快建设信息基础平台加快建设

研究文献基础数据 重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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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全球江河泥沙信息管理数据库建设全球江河泥沙信息管理数据库建设

由基础数据、研究文献、模拟技术、机构与专家、多媒体等由基础数据、研究文献、模拟技术、机构与专家、多媒体等

组成。组成。

数据库相关专题研究数据库相关专题研究

1) 1) 长江水沙变化趋势与水利工程建设对河流健康影响；长江水沙变化趋势与水利工程建设对河流健康影响；

2) 2) 黄河水沙变化趋势与水利工程建设对河流健康影响；黄河水沙变化趋势与水利工程建设对河流健康影响；

3) 3) 国外典型河流水沙变化趋势的研究；国外典型河流水沙变化趋势的研究；

4) 4) 国外典型水利工程建设对河流健康影响的研究国外典型水利工程建设对河流健康影响的研究; ; 
5) 5) 我国主要河流水沙变化趋势的研究；我国主要河流水沙变化趋势的研究；

6) 6) 黄河口海岸演变的遥感分析黄河口海岸演变的遥感分析



进展情况进展情况

数据库系统初步建成数据库系统初步建成
构建系统构架；构建系统构架；

数据录入：千余河流水沙基础数据；数据录入：千余河流水沙基础数据；55种期刊种期刊60006000篇论文；篇论文；88个国际会议论个国际会议论
文文20002000篇；模型介绍篇；模型介绍3030余；机构余；机构6060余条记录；专家余条记录；专家7070余条记录余条记录…………

数据库系统设备机房初步配备数据库系统设备机房初步配备



数据库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数据库相关研究已经完成
66项专题研究完成专题研究报告。项专题研究完成专题研究报告。

召开专家咨询会，指导系统建设和研究召开专家咨询会，指导系统建设和研究
先后召开了先后召开了““全球江河泥沙信息管理数据库全球江河泥沙信息管理数据库””系统建设专家咨询会和阶段系统建设专家咨询会和阶段

汇报会，汇报会， ““全球江河水沙变化及水利枢纽建设对河流健康的影响全球江河水沙变化及水利枢纽建设对河流健康的影响””专题专题

中间成果专家咨询会和研究成果专家咨询会，为较好地完成项目发挥中间成果专家咨询会和研究成果专家咨询会，为较好地完成项目发挥
了重要作用了重要作用



世界泥沙研究学会世界泥沙研究学会(WASER)(WASER)秘书处；秘书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泥沙泥沙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泥沙泥沙项目(UNESCO(UNESCO--IHPIHP--
ISI)ISI)秘书处；秘书处；

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常设秘书处；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常设秘书处；

河口海岸国际学术研讨会常设秘书处；河口海岸国际学术研讨会常设秘书处；

《《国际泥沙研究国际泥沙研究》》英文国际期刊编辑部；英文国际期刊编辑部；

《《中国河流泥沙公报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编辑部；编辑部；

钱宁泥沙科学技术奖基金会办公室；钱宁泥沙科学技术奖基金会办公室；

三峡工程泥沙研究专家组办公室；三峡工程泥沙研究专家组办公室；

网站、招待所网站、招待所…………

五、其他日常工作有序进行五、其他日常工作有序进行
设在国际泥沙中心的秘书处、编辑部和办公室有：



11、世界泥沙研究学会（、世界泥沙研究学会（WASERWASER）秘书处）秘书处

组织完成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组织完成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组织召开第二届理事会会议和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组织召开第二届理事会会议和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学会章程的修改、协调学会章程的修改、协调

学会的登记、注册，会员管理和服务学会的登记、注册，会员管理和服务

协办美国推移质测量技术研讨会、第八届水科学国际会议和协办美国推移质测量技术研讨会、第八届水科学国际会议和

印度绿色水电大会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印度绿色水电大会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编写出版学会简报编写出版学会简报

完成学会秘书处日常工作完成学会秘书处日常工作



22、、UNESCOUNESCO--IHPIHP--国际泥沙项目国际泥沙项目(ISI)(ISI)秘书处秘书处

与与UNESCOUNESCO及及ISIISI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保持密切联系；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保持密切联系；
完善和维护完善和维护ISIISI网站、网站、ISIISI信息系统，发布新闻和信息信息系统，发布新闻和信息，，发布英文新闻发布英文新闻3030
余篇、会议信息余篇、会议信息1313篇、英文技术报告和文献若干篇、英文技术报告和文献若干；；
发布发布44期期ISIISI新闻简报；新闻简报；
作为作为ISIISI秘书处，协助秘书处，协助ISIISI承办或协办在墨西哥、阿根廷召开的泥沙观测承办或协办在墨西哥、阿根廷召开的泥沙观测
和管理培训研讨会和管理培训研讨会(2007(2007年年33月和月和88月月))、、““可持续流域管理中侵蚀和山洪控可持续流域管理中侵蚀和山洪控
制的因素制的因素””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学术会议((塞尔维亚，塞尔维亚，20072007年年99月月2525--2828日日))、推移质测量国、推移质测量国
际研讨会际研讨会((美国，美国，20072007年年44月月1111--1414日日))等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等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



33、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常设秘书处、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常设秘书处

44、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常设秘书处、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常设秘书处

与与WASERWASER共同选择和决定会议承办方，协助会议共同选择和决定会议承办方，协助会议
的筹备和召开；的筹备和召开；

自自19801980年在中国发起后，已在世界各地召开了年在中国发起后，已在世界各地召开了1010
次：美国、德国、印度、埃及、俄罗斯、中国次：美国、德国、印度、埃及、俄罗斯、中国
((北京、南京、香港、宜昌北京、南京、香港、宜昌););

第第1111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将于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将于20102010年由南年由南
非斯泰伦博什大学举办。非斯泰伦博什大学举办。

选择和决定会议承办方，协助会议的筹备选择和决定会议承办方，协助会议的筹备
和召开；和召开；

第一届第一届(2003(2003年年))和第二届和第二届(2006(2006年年))会议分会议分
别于杭州、广州成功举办；别于杭州、广州成功举办；

第三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将于第三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将于20092009年年
在日本东北大学举办在日本东北大学举办..



55、、《《国际泥沙研究国际泥沙研究》》杂志编辑部杂志编辑部

编辑出版发行英文版编辑出版发行英文版《《国际泥沙研究国际泥沙研究》》杂志杂志

编辑、出版、发行编辑、出版、发行44期杂志，期杂志，20072007年共收到投稿年共收到投稿6565篇，全年篇，全年
共刊登论文共刊登论文32 32 篇篇 ；；

今年与今年与ElsvierElsvier签订协议，从签订协议，从20082008年起与出版期刊的网络电年起与出版期刊的网络电
子版子版



编辑出版发行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编辑出版发行中国河流泥沙公报

完成了完成了20062006年第七期年第七期《《中国河流泥沙公报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的组稿、编辑、的组稿、编辑、
审核和出版发行工作审核和出版发行工作

20072007年年77月月1313日在京主持召开了日在京主持召开了20062006年度年度《《中国河流泥沙中国河流泥沙
公报公报》》编制专家评审会编制专家评审会

66、、 《《中国河流泥沙公报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编辑部编辑部



(1) (1) 组织第八届钱宁泥沙科学技术奖评审组织第八届钱宁泥沙科学技术奖评审

20072007年年77月月1010日，评审会在泥沙中心召开。日，评审会在泥沙中心召开。

选出了奖获奖人选选出了奖获奖人选

通过了两名外籍学者钱宁奖获奖人选通过了两名外籍学者钱宁奖获奖人选

77、钱宁泥沙科学技术奖基金会办公室、钱宁泥沙科学技术奖基金会办公室

(2) (2) 翻译编辑印制了钱宁泥沙科翻译编辑印制了钱宁泥沙科
学技术奖英文手册；学技术奖英文手册；

(3)(3)开展了基金会的宣传及募捐工开展了基金会的宣传及募捐工
作，取得较好的效果，募集资作，取得较好的效果，募集资
金金5656万元；万元；

(4)(4)编写年终报告，定期与基金会编写年终报告，定期与基金会
委员联系，通报基金会工作情委员联系，通报基金会工作情
况。况。



88、三峡工程泥沙研究专家组办公室、三峡工程泥沙研究专家组办公室

承担承担““十五十五””期间三峡工程泥沙研究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期间三峡工程泥沙研究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参与组织参与组织““十一十一..五五””期间三峡工程泥沙研究计划的制定期间三峡工程泥沙研究计划的制定

参与研究项目的协调工作参与研究项目的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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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参与组织长江三峡工程泥沙专题会议参与组织长江三峡工程泥沙专题会议



99、、 网络维护与管理网络维护与管理
国际泥沙信息网国际泥沙信息网((中文中文))

国际泥沙信息网国际泥沙信息网((英文英文))

世界泥沙学会（英文）世界泥沙学会（英文）

国际泥沙项目（英文）国际泥沙项目（英文）



10. 10. 承担承担《《当代中国水利当代中国水利》》拍摄大拍摄大
纲的编写工作纲的编写工作
受水利部办公厅委托，承担了受水利部办公厅委托，承担了《《当代中国水当代中国水
利利》》拍摄大纲的编写工作。圆满完成了大纲拍摄大纲的编写工作。圆满完成了大纲
的编写任务。的编写任务。

1111月月2020日上午，日上午，《《当代中国水利当代中国水利》》协议的签协议的签
字和开机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字和开机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11.11.编撰了编撰了20072007年由中国水利出版社年由中国水利出版社
出版的出版的《《中国水利年鉴中国水利年鉴》》““台湾省台湾省””
部分部分



1212、基建、招待所和大楼管理、基建、招待所和大楼管理

基建：基建：地下书库进行防渗处理及装修；配备了密集地下书库进行防渗处理及装修；配备了密集
书柜等；完成了全球泥沙信息系统机房设备间装书柜等；完成了全球泥沙信息系统机房设备间装
修；修；
招待所：招待所：进行了各种规章制度的检查；以人为本，进行了各种规章制度的检查；以人为本，
重视临时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对已建立的规章制度重视临时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对已建立的规章制度
进行了细致的完善；再次获得海淀区饮食服务行业进行了细致的完善；再次获得海淀区饮食服务行业
协会颁发的协会颁发的““20072007年度海淀区旅店业服务规范先进年度海淀区旅店业服务规范先进
企业企业””奖牌。奖牌。
大楼管理及安全保卫：大楼管理及安全保卫：严格大楼管理的相关制度；严格大楼管理的相关制度；
对安全设施及时检查；各种设备保证维修维护及时、对安全设施及时检查；各种设备保证维修维护及时、
到位；节假日做好值班。到位；节假日做好值班。20072007年没有出现任何安全年没有出现任何安全
问题，保证了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问题，保证了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1313．科研成果．科研成果

完成研究报告完成研究报告22份，发表论文份，发表论文
2222篇篇。。



泥沙中心职工14人，人员少、任务重、要求

高

泥沙中心党支部在院党委的领导下，紧紧

围绕中心工作，认真组织学习，积极开展活

动，加强组织、队伍和作风建设。

全中心同志团结一致，拼搏进取，扎实工

作，保持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六、六、精神文明建设扎实有效精神文明建设扎实有效



组织学习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组织学习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

参观焦庄户地道战遗址参观焦庄户地道战遗址

十三陵水库和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等地集体参观十三陵水库和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等地集体参观

组织全体党员群众积极捐款组织全体党员群众积极捐款

认真做好组织培养和发展工作；认真做好组织培养和发展工作；

积极开展思想教育活动；积极开展思想教育活动；

开好民主生活会。开好民主生活会。



20082008年，国际泥沙中心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年，国际泥沙中心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七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落实部党七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落实部党

组的治水新思路，围绕水科院的发展思路和总体组的治水新思路，围绕水科院的发展思路和总体

目标，坚持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信息交流与目标，坚持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信息交流与

技术合作、科学研究、培训等各方面，开拓进技术合作、科学研究、培训等各方面，开拓进

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和服务范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和服务范

围，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规范化管理，进一步围，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规范化管理，进一步

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水平，为泥沙中心成为国际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水平，为泥沙中心成为国际

一流的研究培训中心而努力奋斗。一流的研究培训中心而努力奋斗。

20082008年工作思路年工作思路



2008年要着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做好全球江河泥沙信息管理数据库建设；

协助美国、日本、南非等筹备好有关会议；

办好 “江河治理与防洪减灾技术高级国际培训班” ；

承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项目和培训项目；

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六次ISI专家指导委员会会议，协
办其他国内外有关会议；

做好有关项目研究工作。启动新承担项目“江河水沙资源优
化配置与维护河流健康的调控措施（部分）、我国北方河流
灌区水沙资源优化配置模式的研究、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下游
河型变化机理研究（部分）”等项目研究工作；

做好有关秘书处、办公室、编辑部等方面的工作；

执行水利部2008年泥沙中心楼的修缮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