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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迎来组建 60 周年华诞。在水利部党组的高度重视和积

极推动下，中国水科院坚持弘扬学术特色、突出创新引领，成功举办了 60 周年学术活动周。

活动从 10 月 15 日开始到 10 月 19 日结束，共举行了一场大会和十一场分会，紧紧围绕“贯彻落

实新时代新思想，加快现代治水与科技创新”这一主题，分享发展成果、共商发展对策。来自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科技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中国工程院等部委的领导，世界水理事

会等12家水国际组织主席或领导人，水利部机关司局、七大流域机构、水利厅局和省级水科院、

水利水电企业、高校、学术组织等领导和专家代表，亚洲、欧洲、美洲等 34 个国家的水利专

家和友人，港澳台地区、华人华侨专家代表，共计 2300 余人次参加了学术周活动。

中国水科院组建 60 周年学术活动得到了国家领导、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国务院

副总理胡春华对中国水科院组建 60 周年做出了重要批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发表了书

面致辞，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出席了学术活动周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治水主要矛

盾变化、工作新思路、工作新重点以及对水利科技新要求和新期望。海内外 100 余位专家学者

在系列学术会上做了主旨报告，其中院士作报告有 22 人次。来自水领域 12 大国际组织领导人

召开的圆桌会议，发布了《水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一带一路”世界青年论坛研讨水的青年

责任和时代使命等。学术活动周期间，中国水科院还进行了 60 年创新成果展览、表彰了 60 名

先进个人和 60 项优秀成果，呈现了职工文艺汇演等。

中国水科院组建 60 周学术活动周成效显著、影响深远，激励水科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奋力开启新时代建设世界一流科研院的新征程！《水科之声》对中国水科院 60 周年系列活动

进行了整理编辑，推出本专刊。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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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科院组建 60 周年学术活动周概览

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庆祝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组建 60 周年，在此，我谨向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 60 周年华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全体职工、向全国水利水电科技工

作者表示亲切的问候！向所有关心和支持中国水利水电科技事业发展的海内外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

谢！

中华民族因水而生。从古至今，源远流长的治水实践证明，只有不断调整治水思路、转变治水观念，

才能成就治水辉煌。在新中国水利事业发展进程中，水利水电科技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也凝

聚了几代水科人的智慧和汗水。

我今年 95 岁了，见证了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水科院的发展。60 年来，中国水科

院始终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潜心钻研、致力创新、攻坚克难，主持

完成了一大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科技问题，承担了国内几乎所有重大水利水电工

程关键技术难题的研究咨询任务，培养了一大批顶尖水利水电科技专家。可以说，中国水科院是水利工

作的宝贵财富，为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快速发展、为水利水电科技进步、为中国水利走向世界都作出了巨

大贡献。在此，我再次向水科院全体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作为我国水利水电科技创新的排头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希望中国水科院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科学严谨、开拓创新的优良传统，牢记使

命、勇攀高峰！希望中国水科院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十六字治水方针，

增强水利水电科技创新能力，继续走好水利水电科技自主创新之路！希望中国水科院立足国情、面向世界，

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继续推进水利水电科技国际进步，早日成为世界一流水利水电科

研院！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

在现代治水与科技创新高端论坛上的书面致辞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同期举办：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组建 60周年科技创新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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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首先，我代表水利部，向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组建 60 周年表示热烈的

祝贺！向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全体干部职工，以及全国广大水利科技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向所

有关心支持中国水利水电科技事业发展的老领导、老专家、老同志以及国内外各界人士和来宾致以诚挚

的问候！

党和国家对水利科技创新高度重视。胡春华副总理就中国水科院组建 60 周年专门作出批示，肯定

了我院 60 年来的发展成绩，并对我国水利水电科技事业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我

们要认真学习领会，着力抓好贯彻落实。

下面，就贯彻落实胡春华副总理的批示我讲三点意见。

一、科技创新为水利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引擎和关键动力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为新时代水利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
——在现代治水与科技创新高端论坛上的讲话

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 鄂竟平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兴水利、除水患，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利工作，

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水利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保障防洪安全看，全国建成江河堤防

30 万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7 倍多，各类水库数量从新中国成立前的 1200 多座增加到 9.8 万多座。

大江大河干流已基本形成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等组成的防洪减灾工程体系，可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实

际发生的最大洪水，沿江沿河重要城市防洪标准已经达到 100 ～ 200 年一遇，江河洪涝灾害防御能力显

著提升，这一点，从洪涝灾害死亡人数这最有代表性的指标就可以充分显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年均

洪涝灾害死亡人数近 8600 人，七十年代近 5000 人，九十年代近 4000 人，到本世纪人数持续减少，本

世纪初前十年，年均洪涝灾害死亡人数降为 1500 人，2010 年至今，年均死亡人数又降为 900 人，今年

的洪涝灾害死亡人数最少，181 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洪涝灾害死亡人数最少的一年。以上这组数

据就可以充分说明我国洪涝灾害防御能力，确实是今非昔比。从保障供水安全看，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

工程建成通水，“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逐步形成，一大批引蓄提调工程和重点水源

工程建成并发挥效益，全国年供水能力已经达 7000 亿立方米，基本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用水需求。城

市日供水综合生产能力已经达到 3 亿立方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已基本解决，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经达

80%。从保障粮食安全看，累计建成大中型灌区 7700 多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2000 多万处，全国农田

灌溉面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2.4 亿亩扩大到目前的 10.17 亿亩，居世界首位。在占全国耕地面积 50%

的灌溉面积上，生产了占全国总量 75% 的粮食和 90% 以上的经济作物，实现了农产品供给从长期短缺

到基本平衡的历史性转变。据中国水科院研究成果显示，目前我国防洪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均已升级到

较安全水平，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已达到国际中等水平，在发展中国家相对靠前。

我们所取得的这些成就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和保障。长期以来，水利科技工作紧密结合国情水情，聚

焦水利发展需求，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在泥沙研究、坝工技术、水资源配置、水文预报等诸多领域取得

重大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水利科技进步对水利发展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 53.5%。这其中，中国水

科院作为水利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和主力军，60 年来，在一代又一代水利水电科技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和不

懈努力下，不断发展壮大，结出累累硕果，为推动水利科技进步、促进现代水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比如在重大科技攻关方面，中国水科院始终坚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服务水利水电事业，瞄准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水利水电科技问题，承担了几乎所有国家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的研究咨询

任务，参与了三峡、小浪底等水库设计和溪洛渡、向家坝、葛洲坝等大型水电站建设，解决了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建设防渗等关键技术难题，开展了国家智能水网建设、水旱灾害风险管理、流域水循环演变机理、

水资源高效利用等重大科学研究，在高效节水灌溉、农村饮水安全、雨水集蓄利用、自动化监控等方面

研发了一大批先进实用技术，承担并完成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等一系列重大科研任务，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获得了 700 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进步

奖励。

在科研平台建设方面，中国水科院坚持建设国际一流综合性水利水电科研机构的奋斗目标，逐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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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门类齐全、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学科专业，构筑了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龙头的研发平台体系，初

步建立了“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管理运行机制，科研条件不断改善，科研竞争力明显提高。

还有，在科技人才培养方面，中国水科院始终坚持人才强院战略，注重科研人才队伍建设，为水利

水电行业输送了大量科技人才和学术骨干，先后有 8 名专家当选为两院院士，在水资源、河流泥沙、水

土保持、工程抗震、结构材料、岩土工程等学科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大批中青年科技英才脱颖而出，

许多学者已成为国内外同行中的知名专家。在水利水电科技创新实践中，一代代中国水科院人胸怀报效

祖国、服务人民、献身水利的远大志向，潜心钻研，勇攀高峰，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创新、求实、敬业、

奉献的科研精神。

此外，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中国水科院紧跟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积极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

大力开展水利国际科技合作和技术交流，水利科技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一些国外先进理念和技

术成果被引进吸收和转化运用。此外中国水科院是国家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的总部，与国际众多国际涉

水组织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有力助推了中国水利走向世界舞台。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同志们，朋友们，中国水科院 60 年来与祖国风雨同舟、与水利相伴而行，

取得的成就令人鼓舞，付出的努力值得铭记，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为中国水利水电科技发展史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章，必将永远载入史册

二、习近平总书记治水重要论述为水利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水利改革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水利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保障水安全作出重要论述，精辟阐述了“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系统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水利改革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明确提出了十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和重大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水

利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方法，明确了工作重点，是做好新时代水利工作的强大思想武

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必须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在水利系统尽快生动实践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推进新时代水利改革发展，必须深刻认识我国治水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

变化。从历史上看，我国的水问题主要是同水旱灾害作斗争，是非常态问题。当前，水旱灾害问题仍然

存在，但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成为常态问题，并且呈越来越

严重的趋势。我们要认识到，水旱灾害主要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因此历史上治水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

的矛盾。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因此当前治水的主要矛盾已经发

生深刻变化，必须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为主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为主。

我们还要充分认识到，推进新时代水利改革发展，必须加快转变我国的治水思路。概括起来，就是

要把握一个前提，处理好三个关系。一个前提，就是牢牢把握节约用水这一前提。要深刻领会“节水优

先”的重大意义和内涵要求，把节约用水作为解决我国三大水问题的首要选项，把充分的节水作为水资

源开发、利用、保护、配置、调度的前提。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真正落实

以水定需的要求；二是处理好水与生态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统筹考虑治水和治山、治林、治田、治湖、

以及治草；三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治水问题上政府既不能缺位，更不能手软，同时要通过价

格杠杆等经济手段，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到，推进新时代水利改革发展，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治水工作重点。从改变

自然、征服自然为主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为主，意味着我国治水的工作重点也要随之

转变，具体讲，治水的工作重点要转变为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

关于水利工程补短板，总的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大规模水利建设，水利工程体系基本形成，

但部分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不足，一些河流堤防防洪标准较低，一些区域资源性、工程性缺水问题还比

较突出，农村饮水安全还不巩固，这些都是水利建设中的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前几天主持召开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就明确提出要实施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完善防洪抗旱工程体系。国务院把水利

工程作为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的重点领域，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等作

出安排部署。水利部门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江经济带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等国家重大战略，加快实施江河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中小河流治理、山洪灾害防治、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河湖水系综合整治等工程，这些都是水利工程

方面的短板，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

关于水利行业强监管，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生态规律认识不够，发展中没

有充分考虑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的问题长

期累积、日益突出。有的缺水地区用水浪费现象严重，有的地方无序开发水资源，导致河道断流、湖泊

干涸、湿地萎缩，河湖生态功能明显下降，有的地方长期超采地下水，有的地方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

的现象十分严重，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人的角度出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要

根据不同流域、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节水优先、以水定需、生态水量等方面提

出可量化、可操作的指标、清单，建立一套完善的标准、规范和制度体系，为人的行为划定“红线”。

要针对河湖管理中的突出问题，聚焦管好“盛水的盆”和“盆里的水”，以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为抓手，

开展“清四乱”等河湖专项整治行动，实现河湖面貌根本改善。要建立全国统一分级的监管体系，运用

现代化的监管手段，通过强有力的监管发现问题，通过严格的问责推动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

三、希望中国水科院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水利科技创新的历史重任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也对科技创新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从国际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方兴未艾，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和

人民生活福祉。从国内看，我国正在加快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水利改革发展正处在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

解决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等新老水问题，推进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迫切需要水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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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从水利科技发展看，目前，我国水利科技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领先、并行、落后

三种状态并存，一些领域还存在明显短板，必须加快水利科技创新步伐，扩大领先领域，超越并行领域，

突破短板制约。

科技创新是水利事业发展的引擎和动力。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广大水利科技工

作者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以解决水利重大问题为目标，以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培养壮大优

秀科技人才为基础，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动力，推动水利科技创新再上新的台阶，为水利改革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希望各科研院所，一要坚持长远目标与阶段任务相衔接，牢牢把握水利科技创新的前进方向，按照

近中远和轻重缓急的原则，进一步明确未来一个时期水利科技创新的目标任务、紧紧抓住水利改革发展

的“硬骨头”，力争尽快实现重大突破。二要坚持战略研究与基础研究相结合，把水利科技创新与落实

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打好“三大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推动乡村振兴等紧密结合起来，

加强事关国家重大战略的水安全保障研究，夯实规程规范、技术标准、计量监测等基础工作。三要坚持

科研攻关与成果应用相统一，依托水利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加大先进适用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力度，加

强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和技术服务，把科技成果写在江河湖泊上、应用到水利现代化建设之中。

作为我国水利科技进步、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聚焦

建设世界一流水利水电科研院所这一目标，按照“突出重点学科、巩固优势学科、发展新兴学科、加强

交叉学科”的学科发展思路，努力打造水利重大战略研究基地、水利水电技术研发基地、高素质创新人

才培养基地、国际水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基地。当前希望水科院突出以下六方面的研究：

第一，紧紧围绕节水优先，更加重视水资源节约保护的研究。节水是治水管水的核心，必须贯穿于

水利工作的全过程。要深入开展节水标准的研究，要区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产品，建立健全节

水定额指标体系；这一点在当前十分重要。要深入开展节水产品技术、工艺装备研究，研发一批关键核

心技术和管用实用的节水技术，要深入开展节水计量监测研究，实现节水过程的动态监控和科学评估，

特别是在农业灌溉下。与此同时，还要把节水与治污结合起来，深入开展河湖纳污能力、水体净化和水

质保护研究，保护好珍贵的水资源。

第二，紧紧围绕空间均衡，更加重视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

局不相匹配，正确处理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促进区域发展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在相当长时

期内依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要深入研究水资源禀赋与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科

学计算和评估流域区域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外流域调水的科学性，也就是空间均衡。突破重大水资

源配置关键技术制约，完善水资源时空配置格局。

第三，紧紧围绕系统治理，更加重视多学科技术融合研究。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的理念，统筹治水各个要素，组织跨领域、跨部门、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深入研究水系演变规律、河

湖生态需水及健康评价方法、地下水超采治理，以及生态友好型水工程建设技术与工艺材料等重大课题，

促进多目标、多功能、多层次治水管水技术的系统集成与综合应用，大幅提升水治理能力与水平。

第四，紧紧围绕“两手发力”，更加重视治水体制机制研究。治水不仅要遵循自然规律，也要把握

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仅要深化自然科学研究，也要强化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水量分配、红线管理、

政策法规，也要研究水权水价水市场等动力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面重要作用，形成

治水管水的强大合力。

第五，紧紧围绕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更加重视工程安全保障技术研究。要紧密结合实施防汛抗

旱水利提升工程等九大重点工程，在重视水利水电建设技术研发的同时，更加重视工程安全保障技术研

究，要集中优势科研力量，研发适用于工程施工和运行全过程的标准、技术、产品、材料与智能系统，

实现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更加安全、更加智能、更加绿色。

第六，紧紧围绕“一带一路”，更加重视参与全球治水研究。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水利科技创新奠

定了新的起点，“一带一路”建设为水利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我们要全方位加强水利国际科技

创新合作，积极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理念、技术成果和管理模式，为我所用。同时不断推动中国

水利水电技术、建设、运维等“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水利水电创新网络和创新治理体系，为应对人

类共同面临的水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最后，祝现代治水与科技创新高端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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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水理事会主席本内迪托·布拉加在现代治水

与科技创新高端论坛上的致辞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尊敬的领导、来宾、朋友们：

首先，请允许我在此，对中国政府给予此次论坛的支持表示感谢！同时也祝贺世界水理事会会员单

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组建 60 周年之际组织这次学术活动周。

作为世界水理事会的主席，能与志同道合的水利友人相聚于此，我感到十分高兴。

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资源。

任意一个人，即便是政府高级官员和政治家，问问他水资源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答案都只

有一个：至关重要。然而，全球范围内，仍有 8.44 亿人口的基本水需求无法得到满足，21 亿人口缺乏

安全饮用水。

全球最大的 20 座城市中，有 14 个正面临缺水与干旱的困境。仍有高达 40 亿人口每年至少有一个

月面临严重的缺水压力，其中一半来自印度和中国。随着人口继续增长，这些数字还会大幅上升。

新形势下，如果沿用旧办法，将难以保障全球水安全。不创新，就无法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正是我们今天聚首于此的原因。

这个世界急需创新、弹性、高效的行动来保障水安全，需要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协同合作。

世界水理事会与中国政府多年来建立起的友谊与合作关系，深入持久，成果丰硕，堪称典范。今年

水理事会与中国水利部共同出版了《全球水安全：经验教训与深远影响》，全方位展示了来自 10 个国

家多位专家学者在水安全领域的观点及创新做法，旨在通过个体的智慧回应全球水挑战。

孔子有云：“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转变为可持续发展模式自然需要来自政

府的政治意愿，也需要从我们做起，通过像今天这样的论坛活动，以及不断深化的合作。

引导决策者，兑现我们曾经许下的承诺，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今天的致辞，我想强调的一点是，

为了人类的福祉，我们急需进行跨部门和跨国经验交流。为了沟通高层决策者，为了影响全球议事日程，

为了全人类的用水安全，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区域现状，持续推广创新经验。

全世界范围内已出现众多切实可行的方案。只有将这些成果加以推广扩大，才有可能为水问题的

解决做出贡献，进而提升管理水平，保护水资源。

今天，如此众多受人敬重的水与资源专家齐聚此地，能够亲临见证，我们备感荣幸。在座的各位

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我坚信，你们的知识、经验与才能将带来重要的见解，能够帮助我们加强

水领域的共同责任。

因为水，事关团结与分享。

正因如此，我特别期待今天的研讨。

谢谢大家！

Excellency,

Distinguished guests,

Dear friends, 

I would like to start by expressing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sponsoring this event and congratulate our member, the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for organizing the Academic Week and, in particular, 

this Forum on the occasion of its 60th anniversary.

As President of the World Water Council,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be among committed friends 

of the water cause. 

Water is an irreplaceable resource.

If you ask any person on this planet, including high leve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politician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water for our daily life, the answer will be unanimous: it is vital.

However, 844 million people still lack basic water services and 2.1 billion lack safely managed 

drinking water. 

Fourteen of the world’s 20 megacities are now experiencing water scarcity or drought 

conditions. As many as four billion people already live in regions that experience severe water 

stress for at least one month of the year. Nearly half of those people live in India and China. With 

populations rising, these figures will escalate dramatically.

In the current context, business-as-usual will not achieve global water security. If we don’t 

innovate, we will not be able to make progres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is is why we are here today.

The world is in urgent need of innovative, resilient and efficient measures to address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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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科院院长匡尚富在现代治水与

科技创新高端论坛上的致辞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尊敬的鄂竟平部长、陆桂华副部长、汪恕诚老部长、张基尧老主任、陆佑楣院士

尊敬的世界水理事会主席 Benedito Braga 先生，国际灌排委员会主席 Felix Reinders 先生，国际洪水管

理大会主席 Slobodan Simonovic 先生，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今天，是中国水科院组建 60 周年的日子，我们欢聚一堂，举办现代治水与科技创新高端论坛，总

结治水经验，探讨科技创新。在此，我谨代表中国水科院领导班子和全体职工向百忙中出席会议的各位

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与会的国际组织领导人、国际友人以及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

向长期关心、支持、帮助我院发展的各部委、各司局、流域机构、水利厅局、科研设计院校、水利水电企业、

学术团体、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向全院广大离退休老前辈和全体职工致以崇高的敬

意和亲切的问候！

2018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

间节点，总结回顾中国水科院 60 年发展历程，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时代意义。中国水科院 60 年砥砺奋进，

60 年执着求索，始终与社会的历史变迁同呼吸，与国家和民族大业同发展、共命运。奏响了一曲曲奋斗

security, and requires the participation of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in partnership.

An example of a strong and fruitful partnership is represented by the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between the World Water Council and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which have recently launched the 

book “Global Water Security: Lessons Learnt and Long-Term Implications.” This book showcases 

the diversity of perspectives and alternatives around water security in te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hence, represents an innovative approach, aiming at answering to the global water challenges 

through individual responses.

According to Confucius, “When it is obvious that the goals cannot be reached, don›t adjust the 

goals, adjust the action steps.”

The transition to a mo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surely requires political will from 

governments, but it also starts with us, here, today through events like this, as well as through 

enhanced collaboration among us.  

It is our role to guide policy-makers, addressing the needs of our communities. I would like to 

focus today my message on the absolute necessity of sharing experiences across sectors and nations 

for the common good. 

In order to connect to high-level decision-makers and influence the global agenda for a water-

secure world, we must keep track of regional realities and keep promoting innovative experiences. 

We will only contribute to solving water issues by multiplying and scaling up the many concrete 

solution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around the world to better manage and protect our resources. 

We are privileged to witness the attendance of so many distinguished water experts and 

resource persons, here today. You are all leaders in your own fields, and I am fully confident that your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will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 on strengthening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around water. 

Because water is a matter of unity and sharing.

This is why I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s today.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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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歌，谱写了一篇篇水利科技创新华章！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一甲子时序轮替，中国水科院走过了一条艰辛、曲折、不断胜利的道路，

在坎坷中艰难成长，在改革中焕发生机，在机遇中蓬勃腾飞，始终以奋进者的姿态镌刻在水利水电科技

发展史的坐标系中。

1933 年，在现代水利奠基人李仪祉的提议下，我国第一个现代水利科研机构水工试验所在天津成立。

1935 年，中央水工试验所在南京成立。溯源追流，这两家机构都是中国水科院的前身，先辈们在那战

火纷飞的年代里，在几经搬迁更名的艰难过程中，坚持科研、开创事业。

1958 年，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将性质相同、研究领域相近的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水利

部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电力工业部水电科学研究院三家机构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水利电力部水

利科学研究院。在第一任院长张子林先生的带领下，开启了服务新中国水利水电建设的壮阔航程。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被迫解散近十年的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得

以恢复重建。在张光斗院长带领下，中国水科院边筹建、边整顿、边科研，只用了一年时间便基本完成

重建，科研事业快速恢复了正常。

1994 年，在梁瑞驹院长的倡导和推动下，经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更名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简称中国水科院，其后的十余年间，中国水科院紧紧围绕国家需求、借鉴海内外先进经验，优

化布局、健全体系，科研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2005 年，中国水科院顺应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提出了“瞄准一个目标、抓住二个重点、提高三种能力、

建成四大基地、搞好五个建设、达到六个一流”的总体发展思路，正式开始了建设世界一流科研院的新

征程。

山以险峻成其巍峨，海以奔涌成其壮阔。2013 年 9 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视察我，高度评

价中国水科院是“水利科技领域的国家队，有优良的科研传统和丰厚的历史底蕴，有先进的科研装备和

优秀的专家队伍，规模大、学科全、基础条件好、综合实力强，在推进我国水利科技进步中具有特殊重

要的地位”。

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60 年来，一代代水科人攻坚克难、改革创新、勇毅向前，为推动我国

水利水电科技进步、保障水利水电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书写了水利科技的发展之路。

这是一条人才强院之路。国以才立，业以才兴。中国水科院始终秉持人才强院的理念，以爱才之心、

识才之智、容才之量，海纳百川，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著名专家和学科带头人，打造了一支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新、特别能奉献的科研团队。在这支团队里，先后产生了杨振怀、

娄溥礼、矫勇等三位共和国的部长、副部长和王伟中等地方党政负责人、晏志勇等世界 500 强企业家，

先后拥有 12 位院士，包括 6 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别是：张光斗、林秉南、黄文熙、汪闻韶、钱宁、

陈祖煜，6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分别是：朱伯芳、陈厚群、陈志恺、韩其为、王浩、胡春宏，培养了大

批学科带头人、工程技术专家和国际复合型人才。全院现有在职职工 1367 人，硕士以上学历 866 人、

其中博士 505 人，副高级以上职称 823 人，其中教授级高工 323 人。是科技部“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这是一条自主创新之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60 年来，中国水科院一直顺应不同时期国家需求，

坚持“突出重点学科、巩固优势学科、发展新兴学科、加强交叉学科”的学科发展思路。全院研究领域

从组建之初的 8 个专业，发展到今天覆盖水利水电 18 个学科、93 个专业方向，形成了水利水电特色鲜

明、专业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建有与学科发展配套的实验室体系，包括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 个部

级重点实验室、36 个专业实验室；研发平台体系包括 4 个国家级研究中心和 9 个部级研究中心。支撑全

院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绩。100 项成果荣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励、640 余项成果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励，

主编或参编国家及行业标准 470 项，获得国家专利 900 余项。学科优势日益凸显，其中泥沙、水资源、

坝工技术等从理论到实践，已进入国际领先或先进行列。

60 年筚路蓝缕。张光斗院士创建了国内的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他的专著《水工建筑物》一书，

成为国内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的主要教材。黄文熙院士作为我国土力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所创立的

振动三轴仪试验方法已为国内外广泛使用，成为常规的土动力试验方法。钱宁院士建立了非均匀沙输沙

理论体系，他的《泥沙运动力学》专著，成为泥沙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林秉南院士领衔自主研发了宽

尾墩、窄缝挑坎新型消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国内外水利水电工程。汪闻韶院士主持研制了国内第一台振

动三轴仪，率先研究土的液化特性、土石坝抗震安全评价方法等，奠定了土动力学基础。朱伯芳院士创

建了混凝土温度应力和温度控制理论方法体系，建立了拱坝优化设计方法，不断开创了混凝土坝全过程

仿真分析与智能温控技术等。陈厚群院士长期研究建立了工程结构抗震的动力作用机理、分析方法与设

计标准，编制了我国第一本《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等。韩其为院士创建了非均匀不平衡输沙理论

体系，成为泥沙学科理论基石之一，长期研究三峡工程泥沙问题和长江中下游江湖关系等。陈志恺院士

主持完成了暴雨洪水频率计算方法、中国水资源初步评价等重要基础研究工作，填补了我国水资源基础

工作空白。陈祖煜院士研究建立了理论更为严密的边坡稳定分析方法，开发的边坡稳定分析系列程序，

已广泛推广应用于工程实践。王浩院士建立了面向经济与生态的水资源配置理论与方法，创建了“自然 -

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流域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等。胡春宏院士长期从事泥沙运动力学、河床演变与

河道整治等领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建立了黄河水沙调控与泥沙优化配置理论与技术等 .

60 年使命在肩。中国水科院紧紧围绕国家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主持完成了一大批国家级重大

科研项目，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科技问题；承担了国内几乎所有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关键技术难题的研究与

咨询。祖国大江南北、水利水电事业主要阵地、洪涝地震等应急抢险救灾最前线，处处留下了水科人的

足迹与创举。

在服务宏观决策方面。积极参与历次水资源综合规划，防洪、抗旱规划、农业节水灌溉发展规划、

农村饮水安全保障规划等，参与编制节水型社会建设方案、生态文明试点城市建设方案、实施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河湖长制实施方案等，为国家和行业科学决策与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服务与支持。

在服务治水实践方面。从水资源调查评价、优化配置到高效利用与有效保护，从江河治理到生态文

明建设，从低产田改造到大型灌区节水增粮减排，从洪旱灾害预警预报到风险管理与应急抢险救灾，从

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的规划论证、设计、施工到运行管理全过程……，水科人把论文写在祖国的

大地上，支撑治水兴水实践。

在服务国计民生方面。研发了洪水风险分析与决策系统、山洪灾害预警预报系统、旱情遥感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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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预警预报系统、工程安全智能温控系统、水电站自动化监控系统等，开发农村节水灌溉系列产品，

农村水消毒、高氟水处理等技术与设备。这些实用技术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例如，山洪灾害预警

预报与调查评估系统，支撑我国 2000 多个县级行政区初步建立了山洪灾害防御体系，为保障山区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是一条对放开放之路。包容并蓄，远见卓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水科院以世界的眼光、

开放的思维，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战略，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全方位加强国内外交流

合作。积极参与世界水事活动，连续组织中国水利专家团参加世界水论坛，牵头组织协调世界水论坛和

亚洲国际水周主题或议题，承办世界水理事会和亚洲水理事会董事会、主办和承办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大坝、

灌排、水利学与环境、洪水、泥沙、水电等领域的国际会议。是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和 9 个大型国际

学术组织或会议机制总部及中国委员会秘书处的挂靠单位，与国外近 40 余家科研机构、知名大学、国

际组织和企业签订了固定的科技合作机制。积极引进国外智力资源，特聘外籍专家 Christopher George

先生喜获中国政府友谊奖。有 10 余位专家在国际组织内担任荣誉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重要职务，

极大提升了国际涉水事务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先后承担了 UNESCO、UNDP、欧共体、世行、亚行、

UNEP 等国际科研项目，参与了一批亚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水利水电工程科研、咨询和建设任务。承

担了“一带一路”国家的涉及水资源管理、防洪减灾、水环境保护、自动化监控和机电设备，以及政府

应急支撑等领域的合作项目。有力提升了中国水利水电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这更是一条精神传承之路。创新求实，敬业奉献。就是水科人薪火相传的精神和初心。正是这样一

种传承，水科人一路走来：面对建设年代的艰难局面，激情燃烧，无私奉献；面对十年动荡，信念执着，

从未放弃；面对改革重建的千钧重担，不畏艰险，勇敢担当；直到今天，精神不变，初心不改，是矢志

不渝的执着，是永不止步的进取，是严谨务实的钻研，是无私坚守的勇毅，指引我们攀登无限风光的科

技险峰。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60 年来，在这条锐意创新、自强不息的发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的坚

强领导，每一步都承载着领导人的亲切关怀！

1956 年，毛主席在接见全国农业科学技术会议代表时，与我院第一任院长张子林亲切握手。1994 年，

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莅临我院，对水利水电科技工作做出重要指示。1985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

向我院专家韩其为院士了解三峡泥沙模型计算研究情况。2002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视察龙羊峡

时，亲自操作我院自主研发的 H9000 计算机监控系统。2013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视察我院，为

水利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2018 年 4 月，习总书记在考察三峡工程时，就在由我院中水科技公司研发的

三峡电站中控室 H9000 屏幕前听取汇报。当时总书记提出了“真正的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的新号令。就在前不久，钱正英副主席对我院提出新的希望，“立足国情，面向世界”。待会，鄂竞平

部长还要对水利科技和我院未来的发展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60 年来，这条路上，每一步都离不开部党组、各司局的关心和厚爱！每一步都离不开兄弟单位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每一步都离不开国际水利水电同行的友好合作！每一步都离不开老一辈水科人的无悔奉

献和默默付出！每一步都离不开全体职工的辛勤汗水和奋斗坚守！

在此，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谢意！

60 年太长，再多的感谢也表达不尽我们的感恩之心和感激之情。60 年又太短，我们将把所有的关

怀和厚爱化作前行的不竭动力，奔向新时代的远大征程！

时间，还将接续中国水科院的光明未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伟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新的时代方位，标注新的历史起点。2018 年金秋，中国水科院再出发。“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

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意味着赓续不断、再接再励，意味着创新当前、奋

斗其中。

再出发，要实干，兴国兴邦。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站在更高起

点谋划和推进水利水电科技发展。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积极践行“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努力搞清楚“五个什么”、切实找准解决新老

水问题的关键环节，锐意进取、勇攀高峰，谱写科技兴水新篇章。

再出发，要会干，行稳致远。要以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进

一步加强学科、人才、条件平台建设；进一步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发和高新技术利用，提

出更多具有自主核心技术的科技利器，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

再出发，要快干，只争朝夕。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三步战略，朝着实现我

院提出的的三个阶段发展目标而不懈努力，即到 2020 年，进入世界一流科研院的行列，到 2035 年，

进入世界一流科研院的前列，到 2050 年，成为引领世界水利水电科技的排头兵。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忆往昔，沧海巨变，唯有奋斗者才能劈波斩浪，永立潮头。看今朝，风鹏正举，躬逢伟大时代，

我们无比自信自豪，面对伟大事业，我们备感责任重大。让我们凝心聚力再出发，奋力创造出无愧于

历史、无愧于新时代的科技兴水新业绩，为早日进入世界一流科研院行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学术周系列活动水科之声 2120

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鄂竟平作重要讲话

学术活动 1：
现代治水与科技创新高端论坛

10 月 18 日上午，中国水科院值此组建 60 周年之际，以现代治水与科技创新为主题，

举办学术活动周全体大会和高端论坛。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鄂竟平出席大会并作重

要讲话，水利部副部长陆桂华出席大会并宣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书面致辞。院

长匡尚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晏志勇，世界水理事会主席本内迪托·布

拉加在会上致辞，中国水科院院党委书记曾大林主持大会。

大会会场

水利部副部长陆桂华宣读钱正英书面致辞

水利部原部长汪恕诚，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张基尧，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

公司原总经理陆佑楣，水利部原副部长索丽生，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宁远，中纪委驻水利部纪检组

原组长、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理事长董力，全国政协常委、水利部原副部长、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胡四一，全

国政协常委、水利部原副部长、中国水资源战略研究会理事长蔡其华，全国人大常委、水利部原副部长、中国

大坝工程学会理事长矫勇，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长张野，中国工程院

院士朱伯芳、陈厚群、韩其为、王景全、谢礼立、崔俊芝、陈政清、郑健龙、王浩、陈湘生、张建云、缪昌文、

张建民、邓铭江、胡春宏、钟登华、李建成，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等有关部委领导，水利部有关司局、流域机构、直属单位、地方水利厅局等水利系统领导和专

家代表，清华大学、河海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三峡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南昌大学等 10 余所高校领导和专家代表，国家电网、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国电投、三峡集团、

中国电建、中国能建、国家能源集团、中咨公司等 10 余家水电企业领导，农科院、气科院、中国水利学会、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水资源战略研究会、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等近 20 家科研单位和学术组织专家代表以及相关

新闻媒体代表，世界水理事会、国际灌排委员会、国际水电协会、国际洪水管理大会、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

会、国际大坝委员会、全球水伙伴、国际水资源协会、国际小水电中心、世界泥沙研究学会、国际沙棘中心等

10 余个国际学术组织，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水利专家代表等嘉宾近 500 人出席大会。

中国水科院院长匡尚富致辞 中国水科院党委书记曾大林主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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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水理事会主席

本内迪托·布拉加致辞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晏志勇致辞

中国水科院副院长

杨晓东主持颁奖环节
中国水科院副院长

胡春宏主持主旨报告

中国水科院副院长

汪小刚宣读终身荣誉奖、杰出院友奖名单
中国水科院副院长

彭静宣读国际合作突出贡献奖、优秀成果奖等名单

会上，宣读了荣获中国水科院组建 60 周年的终身荣誉奖、杰出院友奖、国际合作突出贡献奖、巾

帼建功奖、杰出青年奖共 60 位获奖者名单和 60 项优秀创新成果。副院长杨晓东主持颁奖环节，副院长

汪小刚、彭静分别宣读了中国水科院终身荣誉奖、杰出院友奖、国际合作突出贡献奖、巾帼建功奖、杰

出青年奖、优秀成果奖名单，并进行了颁奖仪式。

中国水科院副院长胡春宏主持主旨报告。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校长钟登华，国际灌溉排水委

员会（ICID）主席菲利克斯·瑞恩德尔斯（Felix Reinders），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名

誉所长王浩三位专家分别做了《智慧大坝》《Water-Food-Energy Triology（水 - 粮食 - 能源的纽带关

系）》《“自然 - 社会”二元水循环、模型与调控》为题的主旨报告。

为荣获中国水科院终身荣誉奖、杰出院友奖、巾帼建功奖、杰出青年奖和项优秀成果奖的获奖代表颁奖

为荣获中国水科院国际合作突出贡献奖的 12 位获奖者颁奖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校长钟登华作

主旨报告：智慧大坝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ICID）主席菲利克斯·瑞

恩德尔斯作主旨报告：Water-Food-Energy Triology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名誉所长王浩

作主旨报告：“自然 - 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模型与调控

大会会场

10 月 18 日下午，举行现代治水与科技创

新论坛，海内外专家围绕四大议题进行深入的交

流研讨。

中国水科院副院长彭静教授主持议题 1：

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新进展

国际水电协会执行总裁理查德·泰勒先生主

持议题 2：循自然之力，护绿水青山

全球水伙伴执行秘书兼总裁莫妮卡·维贝尔·法赫
女士主持议题 3：现代信息技术与智慧水利

香港科技大学前副校长李行伟教授主持议题 4：

水 - 粮食 - 能源纽带关系

学术周系列活动 25水科之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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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水理事会主席本内迪托·布拉加先生做主旨报告 中国水科院专家王雨春教授做主旨报告

法国尼斯综合李工大学校长、亚洲水理事会副主席

菲利普·顾博维尔教授做主旨报告

国际灌排委员会前主席钱德拉·马卓默特做

专家发言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塞西莉亚·托塔哈达教授做专家发言

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副主席、悉尼科技大学詹姆斯·鲍尔教授做专家发言

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前主席

玉井信行教授做专家发言

韩国建设技术研究院前院长禹孝燮

做专家发言

国际水资源协会执行长卡伦·克兰奇做专家发言

学术周系列活动 27



学术周系列活动水科之声 2928

韩国水资源公社副社长朴宰永先生做专家发言

全球水伙伴技术委员会主席
杰罗米·普利斯克里先生做专家发言

世界泥沙研究学会主席、清华大学

王兆印教授做专家发言

美国地球物理协会主席埃里克·戴维森先生做专家发言

国际大坝委员会前主席路易斯·贝尔加教授做专家发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科院

陈厚群院士做专家发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科院

陈祖煜院士做专家发言

中国水科院专家贾仰文教授做专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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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坝委员会荣誉主席、中国大坝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中国水科院教高贾金生主持大会开幕式

中国工程院三局巡视员安耀辉致辞 国际大坝委员会秘书长米歇尔·迪维沃致辞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礼立作主旨报告：

韧性城市 - 从结构抗震到城市抗震

中国水科院院长匡尚富致辞

学术活动 2：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土木工程新技术
暨流域水循环调控工程安全
与防灾减灾国际研讨会

10 月 18 日至 19 日，中国水科院举行“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土木工程新技术暨流域

水循环调控工程安全与防灾减灾国际研讨会”，大会围绕水资源高效利用与保护、水

电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开发与联调、流域水循环调控与灾害防治等相关议题进行

讨论，特邀国内外知名专家作学术报告，来自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余名专家、学者

参加会议。

学术周系列活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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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作主旨报告：

生态海绵流域建设理论与方法

国际大坝委员会荣誉主席路易斯·比尔加作主旨报告：

储水设施在全球水与能源变化中的作用”

美国工程院院士丹尼尔·洛克斯作主旨报告：

从受灾年份得到的大坝安全经验教训”

中国工程院院士邓铭江作主旨报告：

干旱区现代绿洲农业灌溉技术体系

国际大坝委员会副主席米歇尔·利诺作主旨报告：

大坝工程与建设创新

中国水科院原副院长刘之平主持主旨报告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阿西特·比斯瓦斯作主旨报告：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新技术：现状和未来前景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樊启祥作主旨报告：

水电工程水泥灌浆智能控制系统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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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党委书记唐洪武作主旨报告：

基于水动力重构的淮河综合治理思考与实践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生水作主旨报告：

统一预测高土石坝加载变形和流变的本构模型与应用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院副总经理张宗亮作主旨报告：

高土石坝工程技术创新与发展

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作主旨报告：

大型堆石坝内部变形观测管道机器人系统

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

王建华主持主旨报告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贾金生作主旨报告：

关于大坝安全的思考与新坝型进展”

清华大学教授金峰作主旨报告：大堆石混凝土

到水下自护混凝土的发展 

国际水资源开发杂志（IJWRD）主编塞西莉亚·托塔哈达

作主旨报告：水资源全盘政策：新加坡案例

河海大学教授顾冲时作主旨报告：

重大水工程安全保障理论和技术

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公司库坝管理中心江德军作主旨报告：

工程变形监测远程智能监控系统研究与应用



水科之声36 学术周系列活动 37

学术活动 3：
水国际组织领导人圆桌会议

10 月 17 日，中国水科院承办了水国际组织领导人圆桌会议。会议围绕创新科技
助力水管理决策、国际组织促成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对话沟通、推动国际交流合作与能
力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发布了《水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水利部副部长田学斌
出席会议并在闭幕式上致辞，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司长刘志广出席会议，中国水
科院院长匡尚富出席会议并主持闭幕式，世界水理事会主席本内迪托·布拉加（Benedito 
Braga）主持圆桌讨论。来自世界水理事会、全球水伙伴、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
国际灌排委员会、国际大坝委员会、国际洪水管理大会、国际水电协会、国际水资源协会、
世界泥沙研究学会、世界水土保持学会等 12 余家重要涉水国际组织及机构的主要领导
人和近 60 名中外代表出席会议。

水利部副部长田学斌致辞

世界水理事会主席本内迪托·布拉加主持圆桌讨论

中国水科院院长匡尚富主持闭幕式

水利部副部长田学斌出席会议并与国际组织负责人合影



水科之声38 学术周系列活动 39

会议发布《水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

全球水伙伴秘书长兼总裁莫妮卡·韦贝尔 - 法赫做主旨发言：

国际组织桥接利益相关方、促成各方对话沟通

国际水电协会执行总裁里查德·泰勒做主旨发言：

国际组织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加强能力建设

水国际组织主要负责人

国际灌排委员会主席菲利克斯·瑞恩德尔斯做主旨发言：

创新科研助力水管理决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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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4：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 2018 学术年会
暨第十届中日韩坝工学术交流会

2018 年 10 月 15 日 -16 日，作为中国水科院组建 60 周年学术活动之一，中国大

坝工程学会 2018 学术年会暨第十届中日韩坝工学术交流会在郑州召开。会议的主题为

“以绿色和高质量的建设管理推动大坝安全和河流健康”。水利部副部长陆桂华、中

国大坝工程学会理事长矫勇、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岳中明、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梦飞、

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副司长张扬民、生态环境部环评司副司长刘薇、日本大坝

委员会主席 JojiYanagawa，韩国大坝委员会副主席 Bong-jae Kim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国水科院院长匡尚富主持大会主旨报告，中国水科院教高、国际大坝委员会荣誉主席、

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贾金生主持会议开幕式。

水利部副部长陆桂华致辞

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岳中明致辞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理事长矫勇致辞

天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登华作主旨报告：

高碾压混凝土坝建设智能监控理论与技术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张建云作主旨报告：

变化环境下的水库大坝安全问题分析

学术周系列活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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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坝委员会主席 Joji Yanagawa 致辞

韩国大坝委员会副主席 Bong-jae Kim 致辞 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副司长张扬民致辞 生态环境部环评司副司长刘薇致辞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大坝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匡尚富主持大会主旨报告

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苏茂林作主旨报告：黄河水沙调控技术与水库调度实践

郑州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复明

作主旨报告：基础设施水灾害防治技术

创新与‘工程医院’平台建设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樊启祥作主旨报告：

水电工程智能建造管理创新与实践

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梦飞致辞

43学术周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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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党委书记、

主任张利新作主旨报告：

小浪底水利枢纽生态作用 

日本公共设施研究院水利工程研究所主任

Noriaki Hakoishi 作主旨报告：日本的水库泥沙管理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总工、全国工程勘测设计大师张宗

亮作主旨报告：高土石坝工程技术创新与发展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总工王仁坤作主旨报告：我国特

高拱坝的特点与安全控制关键技术”

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 Kyung Taek Yum 作主旨报告：

开放海堤以促进生态友好和可持续发展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金良作主旨报告：

黄河下游生态治理修复和超疏水混凝土关键技术

中国水科院水电中心主任张国新作主旨报告：

复杂工程力学高性能应用软件系统研制研制研究

中国电建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宗敦峰作主旨报告：

超深与复杂地质条件混凝土防渗关键技术 

水科之声44



学术活动 5:
第十一届“非洲水库大坝与水电可持续发展”
圆桌会议

10 月 16 日，作为中国水科院组建 60 周年学术活动之一，由中国大坝工程学会主

办、中国水科院等单位承办的第十一届“非洲水库大坝与水电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

在河南郑州召开，国际大坝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电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周建

平先生及国际大坝委员会荣誉主席、西班牙皇家科学院院士 Luis Berga 先生分别在开

幕上致辞。来自中国、西班牙、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肯尼亚、

赞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尼日利亚和苏丹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共 50 余专家学

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非洲国家水库大坝建设和水电开发现状、未来规划和需求进行了交流，邀

请到 18 位专家作报告，促进了中国和非洲国家在水利水电领域的交流合作。

国际大坝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电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周建平先生致辞

国际大坝委员会荣誉主席、西班牙皇家科学院院士 Luis Berga 先生致辞

会议交流现场

参会专家在三门峡水利枢纽调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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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6：
第 6 届海峡两岸水利青年工程交流营

10 月 15 日，中国水科院和台湾中兴工程顾问社联合举办“第 6 届海峡两岸

水利青年工程交流营”。交流营以“传承水利 放飞梦想”为主题，为期 9 天。

中国水科院副院长彭静在开班式致辞，中兴工程顾问社代表高宪彰先生回顾了与

中国水科院合作交流的历史，水利部台湾事务办公室处长郝钊出席会议并发言。

中兴工程顾问社代表高宪彰发言 水利部台湾事务办公室处长郝钊发言

交流营活动期间，安排了专题讲座、工程参访、文化参访等活动，与台湾水利青年进行了深入的专业技术交流。

两岸水利青年代表共同展示交流营营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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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7：
水系统调度的国际研讨会

10 月 17 日，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 (IAHR) 水系统调度工作组和中国大坝工程

学会流域水循环与调度专业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水系统调度国际研讨会暨中国

大坝工程学会流域水循环与调度专委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

副主席 James Ball、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秘书长、中国水科院副院长彭静、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浩、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水系统调度工作组主席雷晓辉致开幕式欢

迎辞。来自国内外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相关专家、学者围绕水系统调

度领域的最新科研进展、新兴技术和研究方向进行了深度交流。

本次会议由中国水科院、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中国分会、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

控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水利学会调水专业委员会承办，由国内 27 家单位协办。

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副主席 James Ball 致开幕欢迎辞

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秘书长、中国水科院副院长

彭静致开幕欢迎辞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致开幕欢迎辞

美国康奈尔大学 Daniel Loucks 院士做主旨报告 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水系统调度工作组主席

雷晓辉致开幕欢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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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斯旺西大学 Ian Cluckie 院士

做主旨报告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Jinyue Yan 院士

做主旨报告

新加坡国立大学 Asit Biswas 院士

做主旨报告

香港科技大学 Joseph Hun-wei LEE

教授做主旨报告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

Edith Zagona 教授做主旨报告

邓铭江院士做主旨报告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Geoffrey Austin 院士介绍城市洪水预报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 Noack Markus 教授

介绍水库泥沙在实验室与野外的稳定性

美国斯坦福大学 Rafael Schmit

助教介绍通过水坝组合策略提高

水电效果、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Zoran Kapelan

教授介绍城市城市水系统管理的信息

化手段

Dinesh Kumar 教授从 2040 年情景下介绍印度的水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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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8：
第二十二届海峡两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讨会

10 月 19 日至 20 日，中国水科院和台湾大学主办“第二十二届海峡两岸水利

科技交流研讨会”，大会围绕“水资源管理与高效利用”、“水土保持、水生态

与水环境”、“水工程安全与防灾减灾”、“水利信息技术”等议题，设置 3 个

主题报告，9 个分会场，72 场报告进行交流。水利部总规划师汪安南、中国水科

院副院长杨晓东、台湾大学水工试验所主任张仓荣教授、美华水利协会会长蔡宗

成教授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致辞。来自海峡两岸和美华水利协会的近 200 名代表

出席会议。

水利部总规划师汪安南致辞

中国水科院副院长杨晓东致辞 台湾大学水工试验所主任张仓荣教授致辞

美华水利协会会长蔡宗成致辞 中华水资源管理学会理事江明郎做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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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9：
“一带一路”水发展与青年使命国际研讨会

10 月 19 日，中国水科院与全球水伙伴和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

“一带一路”水发展与青年使命国际研讨会，会议主题为“年轻丝路，青春有为”。

中国水科院副院长汪小刚致欢迎辞，全球水伙伴秘书长莫妮卡致辞，水利部水资源管

理司副司长石秋池做会议总结。水利部原副部长、中国水资源战略研究会理事长蔡其

华会见了参加会议代表。来自中国水科院、全球水伙伴总部及 10 个地区委员会、水利

部水资源管理司、清华大学、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水利部水情教育中心、世界资源

研究所、云南社会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 14 个国家的近 50 名代表出席会议。

研讨会从青年的视角反映“一带一路”的实施将给沿线国家的水、生态等自然环境

以及固有社会经济模式带来的变化，并就国家政府、科研院所、企事业和社会团体如

何给予青年学者帮助和支持进行了探讨。

蔡其华理事长会见与会代表

全球水伙伴秘书长莫妮卡致辞

研讨会现场

考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参观北京节水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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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10：现代水电国际论坛

10 月 19 日，中国水科院与国际水电协会、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联合举办现代水电国际论坛。大会围绕“管理可持续性、数

字化与气候变化”主题，分享了世界各地在可持续性、数字化和气候变化方面开展的

成功举措和案例，讨论了决策者可用于提高水电项目绩效的经验、知识和工具等。

中国水科院纪委书记夏连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志禹、水电水

利规划设计总院院长郑声安、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吴义航、国际水电

协会执行总裁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来自中国水科院、国际水电协会、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中国

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雅砻江流域水

电开发公司、大自然保护协会等 30 多家单位的近 80 名中外代表出席会议。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志禹

开幕致辞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院长郑声安开幕致辞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吴义航

开幕致辞

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怀亮做主题报告：水电站施工数字化方向

国际水电协会执行总裁理查德·泰勒开幕致辞

中国水科院纪委书记夏连强开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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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路振刚做主题报告：

高寒区碾压混凝土坝智慧建造关键技术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云华做主题

报告：雅砻江流域数字化管理实践与智能化探索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环境保护部主任薛联芳做案

例研究报告：流域综合监测平台的开发与应用

国际水电协会发展部主任葛莱格·特拉兹介绍

论坛主题

国际水电协会运营部主任凯特·斯蒂尔做案例

研究报告：构建水电可持续性国际框架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水电与新能源部

副主任徐树铨做案例研究报告

国家水电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隋欣做案例研究报告：

中国可持续水电评价导则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信息中心应用处副处长

朱强做案例研究报告：数字化方面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管理部主任

陈江做案例研究报告：澜沧江水电开发建设与

信息化技术的研发应用 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主任钟勇做案例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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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11：洪水管理国际论坛

10 月 19 日，中国水科院承办的洪水管理国际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为

“变化环境下洪水风险综合管理”。水利部原总规划师张志彤教高出席论坛并做

主旨报告，中国水科院原副院长刘之平教高致欢迎辞，国际洪水管理大会主席

斯洛博丹 . 西蒙诺维奇（Slobodan Simonovic）教授等做主旨报告，中国水科院

程晓陶教高和丹麦环境与食品部环境保护署高级顾问露易丝·格兰戴尔（Louise 

Grondahl）女士共同主持。

论坛围绕“新时代洪水风险综合管理”、“流域洪水防洪调度”、“中小河

流洪水预报预警”、“中小河流洪水预报预警”、“山洪灾害监测预警”、“气

候变化与城市雨洪管理”、“防洪减灾公众参与”等议题进行交流。来自国内外

防洪减灾领域的 100 余名专家学者代表参加了论坛。

专家讨论

水利部原总规划师张志彤做主旨报告 中国水科院原副院长刘之平致辞

国际洪水管理大会主席斯洛博丹·西蒙诺维奇做主旨报告 美国罗格斯大学郭祺忠教授做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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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山梨大学荣誉教授、国际水灾害与风险管理中心

前主任竹内邦良做主旨报告

中国水科院减灾中心总工、教高孙东亚做主旨报告

长江水利委员会防办陈炯宏教高做主旨报告 亚洲水理事会副主席菲利普·顾博维尔教授

做主旨报告

媒体报道 6565

媒体报道
中国水科院组建六十周年学术活动周的系列活动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专题报道。据统计，新华

社、央视财经、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日报、中国科学报、中国水利报、

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等近 20 家媒体对系列学术活动进行了报道，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水科院的影响力。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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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网

新华网

科学网

人民网

中国新闻网

中国改革报

水利部网站

中国财经报网



主持人闪亮登场

原创京剧：水科华章

男生无伴奏小合唱：康定情歌

组建 60 周年职工文艺汇演
10月 18日，在现代治水与科技创新高端论坛之后，中国水科院隆重举行了职工文艺汇演。

来自全院各单位的近 100 名职工，以讴歌中国水科院 60 年的辉煌历程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畅

想为主题，用歌曲、舞蹈、朗诵等多种形式，抒发水科人真切的家国情怀、优良的精神传承、深

厚的文化底蕴、坚毅的使命担当。文艺节目表演采取中英文同步，充满活力、昂扬向上，展示了

水科人多才多艺、多元化的风采与风貌。尤其是中外民歌串唱节目，有幸邀请到了出席会议的

10余位国际友人一同登台演唱“友谊地久天长”，用歌声传递友谊、表达心声。

最后，在原创歌曲《砥砺奋进水科人》歌舞声中结束了整台节目的精彩演出。祝福中国水

科院组建 60周年华诞，祝愿中国水科院明天更加美好。

水科之声68 6969职工文艺汇演



舞蹈：创新路上

歌舞：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歌舞：薪火相传展未来

歌舞：科技喜讯传边寨

原创京剧：水科华章

男生无伴奏小合唱：康定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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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歌曲：砥砺奋进水科人 

合影 

中外民歌串唱：茉莉花

中外民歌串唱：友谊地久天长

朗诵：新青年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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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动材料、掠影
结合组建 60 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中国水科院对 60 年来的优秀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汇编

了《优秀成果汇编》、《甲子撷英》、《学科进展分析与进展》。同时，将发展历史梳理成《前

进中的六十年》纪念册。《水利学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中国防汛抗旱》

杂志推出了纪念专刊。 

《优秀成果汇编》

《甲子撷英》

《学科进展分析与进展》

《前进中的六十年》

《水利学报》纪念专刊

《中国防汛抗旱》纪念专刊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

纪念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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