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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2014年亚太地区适应气候变化论坛 

2014年 10月 1日至 3日，“2014年亚太地区适应气候变化论坛”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论坛由马来西亚总理科学顾问办公室主

办，并由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全球环境战略研究院、

亚太区域资源中心、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与全球水伙伴南亚地区委

员会等 29家 APAN成员单位，以及马拉西亚国内 22家政府机构和非政

府组织协办。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副秘书长程晓陶教授应邀代表中

国地区委员会在论坛上做专题报告。 

这次论坛的主体是“为修复性发展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政府、企

业和社会”，旨在为决策者和实践者在政府、企业和社区等各个层面

上提供一个分享知识的平台，深入探讨如何更具战略性和更为有效地



2 

 

应对气候变化下的挑战、设计出适宜的政策和计划以及增强适应气候

变化的能力。 

程晓陶教授在全球水伙伴南亚地区委员会组织的分论坛上做了题

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待气候变化背景下水电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的报告。报告以黄河为例，介绍了水利部与黄河水利委员会为实现区

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综合运用行政、工程、经济、法

制与科技手段等各种具体措施，并不断完善运作机制所取得的成效。

报告的内容和学术建议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 

 

会后，南亚地区委员会表达了希望与中国地区委员会进一步加强

交流与合作的强烈愿望。经协商，双方计划将在 2015年初组织一次小

型研讨会，共同商讨协作的事宜，明确南亚各国与中国共同开展活动

参加亚太地区适应气候变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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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需求，提出交流与培训的主题，最终形成合作项目建议书。 

黄河下游防洪形势及滩区发展适应对策圆桌会议 

为进一步总结黄河下游洪水管理及贯彻落实国家滩区补偿政策

的成果和经

验，探讨分析

黄河下游防

洪形势变化

和洪水管理

的应对措施

以及气候变

化对黄河下

游防洪的不利影响及对策，研讨黄河下游滩区发展模式，促进黄河治

理开发保护与管理工作的不断进步，支撑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2014年 10月 22日-23日由全球水伙伴（中国 黄河）、黄河研究

会、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共同组织的“黄河下游防洪形势及滩区发

展适应对策圆桌会议”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 

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来自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全球水伙伴（中

国黄河）、世界气象组织，法国尼斯综合理工学院、河南省科学院，

黄河流域宁夏、河南等有关省、区防汛主管部门，以及郑州市水务局、

开封黄河滩区群众代表、黄委有关部门和单位、马克菲尔新型支档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企业的代表近 50 人，涉及国际组织、国家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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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地方政府、防汛业务主管单位、科研机构及群众代表等，具有

广泛的代表性。 

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秘书长郑如刚参加会议并致辞，全球水伙

伴（中国 黄河）秘书长尚宏琦致辞并作了会议总结，法国尼斯综合

理工学院菲利普•古赫柏斯校长和世界气象组织水文学委员会副主席

刘志雨参加会议并作了大会报告。 

本次研讨活动中，与会代表到开封黄河欧坦控导工程、黄河滩

区、柳园口闸进行了现场技术考察，围绕气候变化对黄河下游防洪可

能造成的影响、洪水泥沙管理、洪水泥沙资源化、滩区治理及发展模

式、洪水管理国际交流合作经验比较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发表了意见。会议共发表了“河南省黄河滩区发展建设与治理要略”、

“洪水综合管理的应用--案例分析”、“洪水综合管理理论研究”、“黄

河泥沙资源利用的长远效应”、“新型生态水利防护技术（会呼吸的河

岸）”等 5个大会报告，10余名会议代表作了大会交流发言。 

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研讨会达成关于黄河下游防洪及滩区发

展适应对策的一些共识：一是黄河下游防洪取得了半个世纪不决口的

辉煌成就，防洪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抗洪能力大大增强,但是黄河下游

作为黄河防洪的重中之重，仍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洪水威胁依然存

在；二是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滩区发展及其民生问题，但是滩区经济社

会发展仍然滞后，滩区内外差距进一步增大，如何加快滩区经济社会

发展、提高滩区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是社会各方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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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黄河属于多泥沙河流，历史上泥沙大量泥沙淤积在下游河床，导

致下游河床抬升，容易发生洪水，给下游两岸地区人民生命财产造成

了极大损失，如何妥善处理及合理利用黄河泥沙，使其变害为宝成为

黄河治理的关键问题之一；四是国际上有关洪水综合管理的先进经

验，对黄河防洪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研讨会提出了黄河下游防洪及滩区发展适应对策的一些建议：

一是科学有序开展滩区移民搬迁、盘活农村建设用地资源、妥善处理

滩区当前与长远利益关系等是滩区治理的长远大计；二是黄河泥沙利

用前景广阔，要加大黄河泥沙资源利用工作的推进力度，更好地服务

于沿黄经济社会发展；三是有必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进一步交

流洪水综合管理的经验。 

黄河中游水资源需求及能源基地建设调研对话会 

2014年 10月 24日-26日，由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全球水伙

伴（中国黄河）、神

华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和黄河研究会共

同组织的“黄河中

游水资源需求及能

源基地建设调研对

话会”在内蒙古鄂

尔多斯市召开。 
会议代表参观能源基地建设工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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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全球水伙伴（中国黄

河）、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省水利厅、中科院水利部水土保

持研究所、郑州大

学、黄委有关部门

和单位、马克菲尔

新型支档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等单位和

企业代表 30余人，

涉及有关国际组

织、国家大型企业、有关省区水利厅、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等。 

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秘书长郑如刚参加会议并致辞；全球水伙

伴（中国黄河）秘书长尚宏琦致辞并作了会议总结；神华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总裁韩建国参加会议并作了大会报告。 

本次研讨活动中，与会代表围绕黄河中游能源基地建设水资源需

求及生态环境的影响、黄河中游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贯彻落实情况

及取得的成效、黄河中游能源基地建设与水资源管理等议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和交流，发表了意见。会议共发表了“强化保水节水  抓好减

排治污  实现能源基地与黄河中游水资源和谐发展”、“煤矿开采对河

川径流影响研究进展”、“堤岸防护及生态修复技术进展与应用”等 3

个大会报告，近 10 名会议代表作了大会交流发言。会后，与会代表

到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东煤炭集团煤炭开采区，查看了大柳塔煤

会议代表参观能源基地建设工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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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采煤沉陷区河道流量、采煤形成的地面裂缝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应

的治理情况，下井参观了现代化的采煤设备、采煤工艺，到神华煤制

油化工有限公司查看了煤制油工艺流程、污水处理再利用、节水措施

以及科技创新等，并现场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现场调研对话，本次会议达成了黄河中游

能源基地建设水资源需求及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共识：一是黄河中游

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特别是煤炭资源富集区，在我国的能源安全保

障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黄河中游地区又是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

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水资源已成为煤炭基地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

二是煤炭等传统能源仍将在未来占据我国能源消费的主导地位，需要

正确处理好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水资源需求及水污染治

理、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三是通过实地调研对话，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煤炭资源开采、煤制油等能源基地建设过程

中，坚持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的理念，以及资源开发利用与

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 

对话会提出了以下黄河中游能源基地建设水资源需求及生态环

境保护的建议：一是科学有序开展滩区移民搬迁、盘活农村建设用地

资源、妥善处理滩区当前与长远利益关系等是滩区治理的长远大计；

二是黄河泥沙利用前景广阔，要加大黄河泥沙资源利用工作的推进力

度，更好地服务于沿黄经济社会发展；三是有必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

合作，进一步交流洪水综合管理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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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还提出，要进一步完善黄河中游煤炭等能源基地建设发展

规划的水资源综合论证制度，使黄河流域能源基地建设与水资源供应

紧密结合；水权转换是缓解黄河中游能源基地基地发展水资源约束的

有效手段之一，应积极扩大黄河中游能源基地水权转换试点，并加强

跟踪评估和研究；要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对矿区生产生活废污水进

行处理并循环利用，加大废污水处理回用和矿坑排水的综合利用力

度；煤炭开发与能源基地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的保

护工作，建立科学的生态恢复治理与补偿的长效机制，积极探索和实

施煤炭开采与能源基地建设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绿色可持

续发展。 

统筹水、能源和粮食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研讨会 

由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国际水协会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共同

举办的“统筹水、能源和粮食的基

础设施解决方案研讨会”于 2014年

11月 13日至 15日在北京召开。 

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郑如刚

秘书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水项目

主任马克史密斯和国际水协会中国

区代表李涛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致

辞。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还派出

联络官员马依琳、技术委员会副主 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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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刘恒和技术委员会委员蔡典雄出席会议。水利部水资源司副司长石

秋池、刘恒和蔡典雄分别围绕中国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水电在水-能

源-粮食中的作用以及农田与粮食安全这三个方面做了专题报告，得

到了参会代表的好评和热议。 

为期三天的研讨会邀请了来自于国内外的 60 余位专家、学者围

绕五个专题进行交流讨论，包括：（1）针对水-能源-粮食基础设施的

清洁技术；（2）如何利用水-能源-粮食的相关关系推动社会发展和企

业参与；（3） 关于水-能源-粮食方面的投资创新；（4）自然基础设

施和生态系统；（5）政策与制度。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

国家，水、能源和粮食问题对其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在解决水、

能源和粮食问题上的做法和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作用。作

为系列研讨会，这次会议是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国际水协会和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第一次联合办会，旨在通过搭建这一平台来加强中国

与其他国家之间以“统筹水、能源和粮食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为主

题的对话与合作，以便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深入地了解中国在解决

水、能源和粮食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为此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取得

的宝贵经验。 

商讨组织水资源学术沙龙活动 

2014 年 11 月 19 日，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中国水项目部主任

钟丽锦和研究员付晓天访问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秘书处，共同商讨

组织以水资源为主题的系列学术沙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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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双方商议，系列学术沙龙以水资源为主题，围绕这一题目设

计分专题进行研讨，每期将设计不同的题目，邀请相关的专家座谈，

形成技术性建议。第一期学术沙龙计划在 2015 年 2 月召开，主题拟

定为“中国水风险的评估与思考”。 

参加外事联络员培训活动 

2014年 11月 24日至 25日，水利部国科司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

了一年一度的外事联络员培训活动，代表包括水利部财务司、政策法

规司、外资办、长委、黄委、准委、水科院、南科院、省水利厅、全

球水伙伴（中

国）、中国大坝协

会、国际泥沙研

究中心、国际沙

棘中心等机构和

组织的外事联络

员约 50人，全球

水伙伴中国委员

会外事联络员马依琳参加了培训。 

培训活动围绕《因公出国境团组管理规定》和《外事联络员工作

管理手册》的内容进行了培训，对因公出国境申报的内容、时间、要

求、资金来源等事项进行了逐一说明，并通报了近年因公出国境的违

规或违纪现象，采用政策与实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说明和讲解。还

培训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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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事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常见问题、解决方案和成功经验

进行了交流，取得了良好的培训成果。 

通讯官员能力建设座谈会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6 日，全球水伙伴 2014 年通讯官员能力建

设座谈会在南非的比勒陀利亚市召开。来自全球水伙伴 11 个地区的

11 名通讯官员代表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水项目负责人和南非水利

部负责水务和宣传的官员参加了本次座谈会，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

马依琳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围绕联合国水主题宣传活

动展开讨论。2014年到 2015年，全球水伙伴与联合国水项目组联合

开展水主题的宣传活动，以促进各地区和各国家政策制定人将水问题

纳入到本地区或本国的未来发展规划中，提高水问题的地位和作用。

就这一主题，水项目负责人将全球活动的计划和成果向与会代表进行

介绍。大家围绕“如何开展水主题活动”、“如何影响政策制定者”、

“公众参与和媒体宣传的方法”以及“相关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讨

论和总结。第二部分主要是围绕如何完善全球水伙伴地区委员会官方

网站、多范围拓展社交媒体、摄影和影像宣传的作用、电子出版物新

模版的介绍与应用、伙伴成员数据库的应用以及工作报告的撰写方法

等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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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座谈会 

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各国际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全球水伙伴中国

委员会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在北京召开了《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座谈

会》。会议邀请了来自 8个国际组织驻华办公室的 11名代表参加了座

谈会。 

会议由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秘书长郑如刚主持。首先，他介绍

了全球水

伙伴以及

全球水伙

伴中国委

员会在近

年来开展

的主要活

动和未来

的工作规

划，具体包括：全球水伙伴从今年开始实施的六年(2014-2019)新战

略：面向 2020 年的全球水伙伴战略—--建立一个水安全的世界；专

题研究项目：《水、气候与发展项目》；新战略的三个目标：催化政策

和实践的变革、开发和传播知识以及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六个重点领

域：适应气候和水安全、跨界水安全、粮食和水安全、能源和水安全、

城市化和水安全、生态系统和水安全。接着程晓陶副秘书长介绍了全

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 2014年组织的活动情况。 报告后，郑秘书长特

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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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指出: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自 2000年成立以来，一直围绕水资源

综合管理理念在中国的推广和实践开展活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这些成绩离不开各兄弟组织多年来对中国水伙伴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希望以这此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各兄弟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

回顾过去同时共同展望未来。 

各组织代表在自由讨论中也逐一介绍了所在机构未来的工作重

心和水事活动计划。国际水协会北京代表处明年的工作重点将放在减

少污水处理的能耗，通过节能技术来提高污水处理厂的能耗效益；

2015年国际水协会的重要活动包括于 201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亚

太水大会、在约旦召开的发展中国家的水主题大会以及 2016 年在澳

大利亚举办的世界水行业大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未来的

工作重心将放在生态多样性的保护与生态系统的维护。大自然保护协

会将继续发展湿地、长江项目、水基金和水电的工作。在水电项目中，

将筹划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水电中心，同时加强与政府部门和企业的

合作。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主要活动包括 2015 年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

水电协会年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继续推进适应气候变化、生态系

统以及水资源方面的工作。他们计划在 2015 年与全球水伙伴中国委

员会共同举办东江论坛、贵阳生态文明论坛以及韩国世界水论坛的相

关活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 2015 年的水事活动包括：以生态为基

础的灾害降低政策的成果研讨会以及筹备 2016 年的世界自然大会。

世界资源研究所计划将重点工作领域放在水利、能源和气候变化这三

方面。此外，他们将继续执行水与能源的相关研究和城市试点工作，



14 

 

同时开发一些相关的使用工具。世界自然基金会未来的工作领域将涉

及水安全环境流、可持续性农业发展、企业参与式管理以及水政策研

究。2015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重要活动主要是水电协会年会。英

国国际发展部的未来工作重点将从原来的能源等内容转变成重点研

究中国对全球经济贸易的作用以及中国对未来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

影响和作用，加强全球政策对话、高层互访以及对等投资的合作项目

等内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计划将开发一些学生使用的教

育工具并与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继续合作，组织各类涉水活动。 

本次座谈会之后，各组织代表表示将在今后加强多方的合作与沟

通，围绕水方面的专题拓展更多样的活动。世界资源研究所与全球水

伙伴中国委员会继此次座谈会之后将联合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一起举办水资源的学术沙龙活动，为国内外的专家学者、

企业人士、科研人员以及政府官员搭建起对话平台，促进多部门、跨

领域和无国界的沟通，形成相关的政策建议报告，对水资源的发展做

出贡献。 

 

   全球水伙伴和各地区委员会工作动态 

1. 水安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报告即将完成 

全球水伙伴与经合组织(OECD)联合建立的专业工作组于 2014 年

11 月在法国巴黎举办全球对话会对实施的“水安全对经济发展的影

响”的专题研究工作进行评估。工作报告计划在 2015 年 4 月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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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世界水论坛上正式发布。 

工作组在今年 9 月的斯德哥尔摩的世界水周期间公布了初步的

调查结果，指出水安全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此次在巴黎

的会议上，专家们对研究项目中不够清晰的内容进行深入研讨，明确

了下面的调查重点。同时，工作组的所有成员对各自的调查方向和结

果进行了互评，以便统一报告的内容。 

工作组的专家包括：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物理学家和工程师，

体现了成员多元化的背景。因此，最终的报告将从不同的专业角度来

呈现调查结果。 

2. 宣传水利知识的新方法 

全球水伙伴缅甸国家水伙伴制作漫画

图册来宣传水资源综合管理的理念。在这

套漫画中，他们用图画加上缅甸语的对话

来传递水资源综合管理方法的关键信息。 

地球上 90％的水是海水，却仅有

0.4％的水可以饮用。人口增长、城市

化发展、农业和工业规模的扩大都在

增加用水压力。天然水源极其有限，

管理不当将更加剧水资源短缺的问

题。气候多变和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

水资源综合管理主题漫画图一 

水资源综合管理主题漫画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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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因素造成了更多的水资源压力。   

水资源综合管理就是将所有不同的用水方式进行综合管理。其

管理职能范围包括：水分配、污染控制、监管、财务管理、洪水和干

旱管理、信息管理和流域规划等内容。这套漫画涵盖了水资源综合管

理的一些关键用

词，运用通俗易懂

的方式将这些信息

传达给不同的利益

相关者，无论是领

导还是普通民众都

能提高对水资源管

理和水安全的了解和认识。 

 

会议信息 

1. 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与世界资源研究所、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

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筹划《水资源学术沙龙系列活动》。第一次专

题学术沙龙计划于 2015年 2月上旬在北京召开，本次活动的专题

拟定为“中国水风险的评价和思考”，拟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以及

相关部门的代表进行研讨。 

水资源综合管理主题漫画图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