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
2006年总结

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

2005年12月



一、泥沙中心的要事



(一) 组织纪念钱宁教授学术报告会

2006年12月6日，纪念钱宁教授学术报告会在北京召

开。钱正英院士、索丽生教授、胡四一副部长出席了报告
会，胡四一副部长作了重要讲话。共计140余人出席了报告
会。



(二) ISI秘书处在泥沙中心正式成立
2006年5月26日，国际泥沙项目(ISI)专家指导委员会核心委

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召开标志着ISI秘书处在泥沙中心正

式成立，对扩大泥沙中心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先后主持召开了

项目工作大纲和
课题的专题工作
大纲专家咨询
会。

(三)承担财政部专项 “全球江河泥
沙信息管理数据库建设”
泥沙中心自成立以来

承担资金最大的国家
级项目。



二、中心业务工作



（一）国际方面的工作



1、国际会议

协助筹备第十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
– 目前会议已投稿约400多篇，其中中国专家投稿
约135篇



主办第二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

2006年11月
28-30日，在
广州隆重召
开。来自20
余个国家和
地区以及国
内流域机
构、科研单
位、高等院
校等260多名
专家学者和
代表参加了
研讨会。



南非斯泰伦博什大学

日本东北大学

确定第十一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和第三
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承办方



协办南亚及东南亚地区泥沙管理研讨会

2006年4月24-25日
在泰国亚洲理工学
院举行。该研讨会
是教科文组织IHP-
ISI的活动之一。泥
沙中心作为ISI的秘

书处，也是该研讨
会的协办单位之
一。

泥沙中心委派汤立群教授参加了研讨会, 并
作了报告。



主办第二届中美水科学与工程数学模型进展研讨
会

– 2006年11月25-26日，举办了“第二届中美水科
学与工程数学模型进展研讨会”，来自中国、美

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的著名学者和专
家约80位参加了会议



协办“推移质研究国际合作组织” 及其主办的“国
际推移质监测研讨会” (美国明尼苏达，2007年
11-14日)

– “推移质研究国际合作组织”(Bedloa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BRIC)为美国USGS近两年

积极推进并建立的组织，其目的是为国际推移质研究
和监测的人们提供信息、研究焦点、测量方法的发
展、数据共享等，以便促进合作，避免重复研究。

– “国际推移质监测研讨
会”(International Bedload
Surrogate Monitoring Workshop ) 
为BRIC主办的第一次国际研讨会



参加国际水文计划第17届政府间理事会会议
– 2006年7月3-7日，在UNESCO总部召开，胡春宏教授、刘成
博士参加了会议。

– 介绍了泥沙中心的概况、开展的IHP相关的项目和活动、ISI
秘书处工作的开展等。

– 参加了UNESCO水相关中心(I、II类)会议、IV区(亚太地区)水
相关II类中心会议

1、国际交流



参加第5次国际泥沙项目(ISI)专家指导委员会
会议
– 2006年11月11日，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王兆印教授和刘

成博士参加了会议，介绍了秘书处相关的最新活动，展示初
步完成的ISI信息系统，报告了泥沙中心完成的黄河案例研
究、长江泥沙概算研究内容, 提出2007年的培训计划和编印
案例研究的考虑。



参加国际泥沙项目(ISI)学术讨论会

会间向Szollosi-
Nagy博士汇报了
泥沙中心作为ISI秘
书处开展的工作并
展示了ISI信息系统

。

2006年11月12-15日，

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市召
开。王兆印教授和刘成
博士分别作了学术报告



3．国际培训

举办朝鲜洪水预报
培训班

– 2006年6月13日-
17日，派安波高
级工程师前往朝
鲜，为朝鲜IHP
国家委员会组织
的洪水预报培训
班讲课。 参加培
训班的学员共20
多位



举办泥沙数学模型培训班
– 2006年11月25日，与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国家水

科学与工程计算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泥沙数
学模型培训班，40多名国内水利界的科研骨干
参加了培训班。

协办“全球化时代有效的科技传播”科技记

者研修班
– 协办的“全球化时代有效的科技传播”科技记者
研修班于2006年3月13—16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举行，来自蒙古、朝鲜和中国各地的25名
科学记者参加了培训。王延贵教授应邀做了题
为“水科学领域的重点科学问题及其科学报道”
的专题讲座



4．国际合作项目
承担国际泥沙项目(ISI)项目秘书处工作
– 建立ISI网站、信息系统；

– 准备会议议程和会议纪要；

– 与ISI专家指导委员会密切的联系与沟通；

– 完成了3期ISI新闻简报



承担国际泥沙项目(ISI)研究项目

“黄河口泥沙管
理和湿地保护”

“东江水沙生态
综合管理”(一期)



参与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香港研究资助局联
合资助项目“河流水沙环境生态综合管理研究－以
东江为例”明年初将结题

与美国林务局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签署了课题研
究合作协议书

与国际水利工程与研究协会（IAHR）签署了合作
谅解备忘录

与英国威尔士大学的专家进行了意向性交流



与印度国家水电有限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
忘录
– 2006年11月28日，与印度国家水电有限公司在
广州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



5．世界泥沙研究学会
规范会员收费登记管理和服务，办理了60余名会员的登记收
费、期刊邮寄和40多个国家280名会员的四期电子期刊、简报
和有关通知的发送服务。

编发了电子版简报

开展信息网络宣传和服务

协办推移质测量技术国际研讨会(2007年4月11-14日, 美国明尼
苏达)

组织开展了泥沙领域数学模型调查。

启动了世界泥沙研究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和会员大会的筹备工
作。



6．2006年中心人员往来

派出人员：2006年泥沙中心共派出21人次

分赴九个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参加
学术交流、国际会议、科技合作和培训等, 
主要包括：

– 根据工作重点组织了两个代表团：

• 世界泥沙学会能力建设代表团

• 落实第十一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主办单位代
表团



世界泥沙学会能力建设代表团
– 访问英国和意大利的WASER主席和副主席，交流对学会

活动和计划的意见，对下一步学会在组织建设、学术交
流、开展有关活动方面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促进了学会发
展



落实第十一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主办单
位代表团
– 进一步落实了该大学为十一次河流泥沙讨论会的主办单位，
并与该大学讨论确定了初步的会议方案、组织、财务和交
通、住宿安排等，保证了国际泥沙讨论会的可持续发展



积极参加教科文组织的活动
– 参加了UNESCO-IHP第17届政府间理事会，交流泥沙
中心的活动；

– 承担ISI技术秘书处的工作并积极参与下一周期计划提
案的讨论；

– 此外还参加了ISI项目专家指导委员会工作组会议，汇
报秘书处建立泥沙信息系统等工作，以及教科文组织
的有关的重要学术会议，并应邀赴朝鲜组织洪水预报
培训班

赴香港参与科技合作：与香港大学共同进行“河流
综合管理及河流生态评价方法”的研究，目前项目
已进入编制总报告阶段。



接待人员：2006年接待了来自UNESCO、亚行以及瑞
士、卢旺达、法国、比利时、日本、新西兰等25个国家
和地区的100多名官员、专家和学者来华访问泥沙中

心、讨论合作项目以及参加学术研讨会等活动。

– 接待教科文组织官员

– 接待国际会议代表。



7．外事管理

外事管理工作是泥沙中心日常管理工作的重点之一，
中心还加强了有关方面的工作，如：培训工作人员，
提高对外事工作的全面认识、严格请示汇报、坚持行
前教育、及时提交出国报告以及建立外事档案等。



（二）国内方面的工作



1．国内会议
钱宁泥沙科学技术奖基金委员会工作会议

2006年9月19日在泥

沙中心召开。基金会委
员2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举办“纪念钱
宁教授逝世20周年学术
报告会”、 基金募集、
第八届（2007年）钱宁

奖评奖的筹备工作、钱
宁奖推向国际等工作，
开展了深入地讨论。



中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研讨会曁吴起县生态建设
现场观摩会
– 2006年7月22日至23日在陕西吴起县成功召开了中国水
土保持生态修复研讨会曁吴起县生态建设现场观摩
会。参加会议的有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全国水土保持
及其相关领域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院士、专家、科
研人员90多人。



台湾石门水库泥沙问题学术交流会
– 2006年6月5日至6日，与中国台湾交通大学暨防灾工程研究

中心共同举办，来自台湾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水科院、
泥沙中心等单位的院士、专家学者近20位参加了会议，与

会专家就石门水库泥沙问题进行了讨论与咨询，并提出了
很多好的建议，王延贵教授介绍了北京官厅水库泥沙淤积
与治理的经验，供石门水库泥沙治理借鉴。会后台湾交通
大学的客人还参观了官厅水库。



2．编辑出版

编辑出版发行中国河流泥沙公
报

– 完成了200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

报》的组稿、编辑、审核和出版
发行工作。

• 包括全国七大流域机构所属的11条
河流

• 增加了综述和2001~2005年水沙变

化特征等内容

• 从2006年起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公开出版



完成了国际泥沙研究杂志（英文版）2006
年1-4期的编辑、校对、出版和发行工作，
2006年共收到投稿65篇，全年共刊登论文
29篇，约19.6万字。

创刊出版《泥沙信息参阅》，2006年已编
写发行三期。

编撰了2006年由中国水利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水利年鉴》“台湾省”部分。



3．三峡工程重大泥沙问题研究

组织实施“十·五”期间三峡工程泥沙重大问题的研
究课题的总结工作，并承担“十·五”期间三峡工程

泥沙研究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参与“十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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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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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的日常工作和钱正英办公室的服务工作。参与
组织长江三峡工程泥沙专题会议十多次。



4．国内科学研究
水利部创新项目“流域水沙优化配置与泥沙资源化研究”顺利
通过验收；

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流域水沙资源优化配置（调
控）的理论及在黄河下游的应用” ，项目正在按计划进行当
中；

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河口泥沙需氧量及其影响因
素的研究”，项目正在顺利进行；

承担科技部项目“黄淮海平原引水灌区泥沙灾害治理关键技术
的研究”，项目正在按计划进行当中；

参与科技部组织的十一·五国家支撑项目部分内容；

参与“当代中国的水利”电视纪录片的撰稿。



参与的“黄河水沙过程变异及河道的复杂响
应”荣获大禹一等奖



5．中心（IRTCES）网站
国内外浏览人数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中文网站浏览

数近7.3万，英文网站1万多，学会网站1.4万多。



6．钱宁基金会

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工作：

– 印制了钱宁泥沙科学技术奖手册

– 开展了基金会的宣传及募捐工作

– 着手筹备第八届（2007年）钱宁奖评奖工作

– 钱宁泥沙科学技术奖推向国际的各项准备工作

– 定期与基金会委员联系，通报基金会工作情
况；

– 向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提交考核报告。



7．科研成果（专著与论文）

完成研究报告3份，完成论文26篇，其中已
发表论文23篇。



8．其它
（1）基建
– 按计划对地下书库进行防渗处理及装修，对中心
供水和防火用水箱进行了防腐、防锈处理，对地
下一层水箱的漏水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解决。对
大楼周围地面散水等进行了更新、维修。

（2）招待所
– 进一步规范招待所的各项制度。同时，积极做好
会议接待，接待各种会议数十次。

（3）大楼管理及安全保卫
– 2006年中心继续严格大楼管理的相关制度



三．2006年中心的管理工作



（一）加强中心办公会议制度

（二）督促检查中心全体职工执行各项规
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增强了工作的
严谨性

（三）抓好队伍建设，注重全体职工综合
素质的培养

（四）适应市场经济，加强经济核算，开
源节流



四、2006年中心党支部工作



(一) 党支部认真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和谐社会建设精神，把党的思想建设始终放在首
要地位
– 2006年3月8日组织全体同志到大兴区留民营生态农场
参观

– 党支部组织了题为“谈谈外事问题”的外事培训讲座

– 组织了一次党课。由于琪洋副主任作了题目为：“学习
贯彻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扎实做好泥沙工作，为
推进可持续发展水利做贡献”的报告



– 组织全体党员群众积极向灾区人民和贫困母亲捐款
（1890元）、捐物（9件）

– 延庆野生动物园、古崖居、大城堡等地集体参观活动

– 党支部还积极支持工会工作，组织职工参加部、院工

会组织的爬山、游泳比赛等活动



(二)认真做好组织培养工作

– 12月28日泥沙中心党支部召开发展大会，经过

大会的充分讨论，并举手表决，全体到会党员
一致通过接收张燕菁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并
上报党委审批。



五、2007年工作安排



（一）认真落实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各次全会的精神，实践科学
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实事求
是；理顺关系，规范制度；加强沟通，拓宽渠道，为泥沙中心
在国际学术界不断扩大影响而努力。

（二）加强内部管理，进一步完善人事制度改革的各种具体实
施办法，特别是探讨和解决在经济核算及分配中的一些具体问
题和方法。

（三）完成2007年中心的各项日常工作，研训处的日常工作包
括：中心外事管理、国际会议、国际培训、中国泥沙公报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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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泥沙研究杂志
的编辑出版、世界泥沙学会秘书处的工作等；秘书处的日常工
作包括：中心办公室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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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钱正英办公室的
服务工作、中心的基建工作等。完成各处已承担的各项任务，
根据中心实际情况，进一步开阔思路，拓展市场，争取相关的
项目。



（四）着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 协助俄罗斯大学办好第十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
讨论会。

– 组织召开世界泥沙学会第二届理事会。

– 办好2个国际培训班：①水利部批准的“水利枢
纽工程与生态环境国际培训班”；②教科文组织
委托主办的“水库泥沙淤积的培训班”。

– 开展和完成世界泥沙项目（ISI）和秘书处工

作。

– 承办教科文组织二类中心的交流会。

– 完成“十五”三峡工程泥沙研究论文集的汇编出

版工作。



祝大家：

新年快乐
阖家幸福
万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