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国 河 湖 治 理 资 源 平 台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藻类学分会

长 江 大 学

北 京 生 态 修 复 学 会

中水河湖函［2016］3 号

2016年“全国河湖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高峰论坛”

各有关单位：

江河湖泊是地球的血脉、生命的源泉、文明的摇篮。水十条、海绵城市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政策导向、行业形势及趋向。为牢固树立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践行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治水思路，坚持生产生活生态统筹、水域水量水质并重、预防保护治理齐抓，

大力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河湖水域不萎缩、功能不衰减、生态不恶

化，建设美丽中国，将于 2016 年 4 月 22-24 日在四川成都举办 2016 年“全国

河湖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高峰论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题

喜迎十三五开局新机遇，拓展生态发展新思路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全国河湖治理资源平台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藻类学分会

北京生态修复学会

长江大学

协办单位：《水资源保护》编辑部

四川大学

湖北工业大学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湖泊研究所

联名协办：世界生态高峰理事会，国际生态技术产业联合会

承办单位：北京民邦科技有限公司 水利部珠江河口动力学及伴生过程重点实验室

战略合作伙伴：北京绿景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益江环保有限公司

赞助单位：四川清和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水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三、论坛时间及地点

1、2016 年 4 月 22 日-24 日 中国·四川·成都



2、地点（详见第二轮通知）

3、人数（600 人）

四、论坛组织委员会（排名不分先后）

大会主席：刘永定

联席主席：李百炼 刘德富 许唯临

主任委员：刘兴土 王沛芳 王圣瑞 段昌群 孔海南 夏军 梁军 张毅敏

赵以军 李兆华 高绣纺 胡湛波 万金宝 王志斌 王丽卿 吴振斌 何文祥

吴小明 金元欢 宋立荣 秦伯强 杨国录 彭文启 姚华明

五、会议内容及分会交流议题

一、主题报告（全体会议报告）

1、贯彻实施“水十条”是河湖污染治理的历史责任和重大机遇

2、黑臭水体污染治理与流域尺度管理的原则与措施

3、我国中小湖泊与河流当前的环境状况

4、水环境与水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

5、低影响开发的原则与海绵城市建设

6、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与评价的问题与新思维

7、城市河湖景观塑造与水文化内涵

8、保障水体生态流量改善水环境的原理与途径

二、分会场一：贯彻执行“水十条”的重大意义及创新需求：挑战与机遇

1、贯彻执行“水十条”，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实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国梦保驾护航

我国水污染严重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性遏制
我国区域性、复合型、压缩型水污染日益凸显的特征解析
水体污染是影响我国水安全的最突出因素

2、“水十条”与新修订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及《水污染防治法》的关系

“水十条”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落实路线：将环评、监测、联合防治、总量控制、区域限批、排污许可等环境
保护基本制度落到实处

“三条线”——依法治水的崭新格局：法律规定的环保“高压线”、开发利用
的基线和限期完成的底线

3、贯彻“水十条”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迫切需要

“水十条”“十字诀”解读——关、治、除、禁、调、保、责、节、晒、奖
控制排放、促进转型、节约资源的系统思路
科技创新、市场驱动、严格执法发挥科技引领和市场决定性作用，强化严格执
法



强化管理和保障水环境安全
落实责任和全民参与

4、运用系统思维解决水污染问题

系统工程与系统思维：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和谋划。
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统筹水资源管理、水污染治理和水生态保护
协同管理各类水体，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文化-水经济“五水共治”
系统控源，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
构建全民行动格局，落实政府、企业、公众责任
“水十条”将改革创新贯穿始终，在 238 项具体治理措施中，有 136 项是改进
强化的措施(提高污水处理标准等)，有 90 项是改革创新的措施(对超标企业实

施“红黄牌”管理等)，还有 12 项是研究探索性的措施(研究建立国家环境监

察专员制度等)。

“水十条”将改革创新贯穿始终，在 238 项具体治理措施中，有 136 项是改进
强化的措施(提高污水处理标准等)，有 90 项是改革创新的措施(对超标企业实

施“红黄牌”管理等)，还有 12 项是研究探索性的措施(研究建立国家环境监

察专员制度等)。

坚持问题导向的方针。为确保措施务实管用，“水十条”具体治理措施，均针
对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三个突出问题，其中，65 项是针对水环境质量改

善的措施(解决城市水体黑臭问题等)，有 55 项是修复保护水生态的措施(保护

生态空间等)，有 48 项是防范环境隐患的措施(优化空间布局等)，还有 70 项

综合措施(完善法律法规等)。

5、编织环境管理的“天罗地网”

协同管理地表水与地下水、淡水与海水、大江大河与小沟小汊：陆海统筹，加
强海洋环境保护；地表水及地下水污染协同控制

工程措施与管理措施并举，切实落实治理任务；部门联动，打好治污“组合拳”
强化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到 2020 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强化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到 2020 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污染严
重水体较大幅度减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地下水超采得到严格控

制，地下水污染加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稳中趋好，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水生态环境状况有所好转。

强化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到 2030 年力争全国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水生态系
统功能初步恢复。到本世纪中叶，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

循环；到 2030 年全国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比例总体达到 75%以上，城市建

成区黑臭水体总体得到消除，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 III 类比

例总体为 95%左右

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原则，为确保实现上述
目标，“水十条”提出了 10 条 35 款，共 238 项具体措施解读

三、分会场二：黑臭水体治理和城市河流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

1. 消除城市黑臭水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到 2020 年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重点流域水
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达到 70%以上的措施



到 2020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在 10%以内，地级及以上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高于 93%的措施

到2020年全国地下水质量极差的比例控制在15%左右，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
二类)比例达到 70%左右的措施

2. 城市河流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技术

生活污水处理新工艺
工废水处理新技术新工艺
重金属废水的处理技术与设备
城市水和污水系统管理模式与方法创新
改善城市排水系统
废水资源化、水回用和可持续发展
稳定塘技术及其污染物削减效应
多塘系统技术及其污染物削减效应

3. 河流水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健康性评估

加大黑臭水体治理力度，每半年向社会公布治理情况。
坚持水质目标导向，落实截污优先、治理为本、开源增流、生态恢复、系统治
理等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建成区污水直排等瓶颈问题，制定实施“一河一策”
坚持工程建设与长效管理两手抓，将水环境保护作为城市发展的刚性约束，创
新工程运营维护模式

国家严格考核，开展城市水环境状况排名，地方定期向社会公布城市黑臭水体
清单与治理进程的作用

4. 保障生态流量，促进水质改善

城市河流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技术
生物强化技术：微生物活力与困境
河流水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健康性评估
水资源过度开发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流量、环境流量、生态需水量、生态基流概念的异同与相应的技术
协调好生活、生产、生态环境用水和维护水生态健康需要的特定流量和水文过
程

我国生态流量研究的成果与应用
科学确定生态流量，加强江河湖库水量调度管理

四、分会场三：“海绵城市”建设

1.国际上低影响开发（LID）建设模式的成功经验

2.我国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和低影响开发系统的工程实践经验

3.指导海绵城市建设各层级规划编制过程中低影响开发内容的落实

最大限度地保护城市原有生态系统及河流、湖泊、湿地、坑塘、沟渠等水生态
敏感区和水源涵养林地、草地、湖泊、湿地

推进生态恢复和修复，运用生态的手段对传统粗放式城市建设模式下受到破坏
的水体和其他自然环境并维持一定比例的生态空间

实行低影响开发，合理控制城市开发强度，保留足够的生态用地，控制不透水



面积比例

4.海绵城市与低影响开发建设系统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应用

低影响开发采用的源头削减、中途转输、末端调蓄手段
低影响开发采用的渗、滞、蓄、净、用、排等技术
低影响开发实现城市良性水文循环，提高对径流雨水的渗透、调蓄、净化、利
用和排放能力，维持或恢复城市的“海绵”功能

5.海绵城市规划与设计

海绵城市规划的基本要求、控制目标、技术路线
海绵城市设计的基本要求、设计程序与技术处理（建筑与小区、城市道路、城
市绿地与广场、城市水系）

规划引领、生态优先、安全为重、因地制宜、统筹建设

五、分会场四：湖泊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

1. 湖泊水库的富营养化控制与生态修复

入湖河口的沉积与沉积物、沉积物和间隙水采样技术、沉积物-水界面生物地
球化学过程与效应、底泥污染风险评估和预测、污染底泥长效和应急治理方法、

污染底泥原位和异位修复技术、底泥污染导致或诱发的河(涌)黑臭和湖泛成

因、预警及控制技术、污染淤泥无害化、资源化处置和利用技术

2、湖泊水体重金属和有机毒物污染与防治技术

湖泊水体重金属污染分析监测与治理技术、湖泊水体有机毒物污染分析监测与
治理技术

高效脱氮、除磷技术与应用、污泥处理处置技术与设备、水环境风险及水生态
状况监控与评估技术、水足迹与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水环境模拟与预测、 小

流域面源污染控制、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专题、突发性水

污染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技术、水源地应急监控与污染

处理处置技术、流域监控与预警技术、流域水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技术、水体

沉积物污染与控制技术、湖泊水库的富营养化控制与生态修复、高效脱氮与除

磷技术与应用、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处理技术与设备、污泥处理处置技术与

设备

3、流域面源水污染控制与生态保护

把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三道关：强化源头控制，调整养殖布局；建设治污设施，
促进清洁养殖；加强种养结合，引导综合利用

4、湖库突发性污染与应急处理技术

湖库藻华强度剧增的应急处理技术
湖泛发生机理与控制技术
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处理技术与设备

5、水体生态修复的动力学研究（社会/人文动力、自然动力等）

水环境保护战略决策、水环境管理制度设计、水污染防治投融资政策、水污染
防治的价格与税费政策、排污许可证制度

稳态转换理论与各态遍历定律
水体生态修复新工艺新技术及进展：生物促生技术：解毒剂、酶制剂和土著微



生物促生技术、植物修复（phyto- remediation）与植被构建、生态修复技术：

植物修复技术、生态修复技术：食物网构建技术、浮岛技术与生态工学、生物

膜法：载体附着生物膜生成与污染水净化技术、种群扩增的条件及其阈值、生

态修复技术：基底改造与坡岸修复、河湖师法自然修复技术

土地处理系统和人工湿地的植物选择及其湿生性状研究、人工湿地实效报告、
人工湿地微生物菌剂应用技术、潜流湿地的布水技术、人工湿地中无脊椎或脊

椎动物的作用及其应用技术、潜流湿地的前处理技术、潜流湿地基质与填料的

性状及应用技术、人工表面流、潜流、垂直流和复合湿地的设计原理、人工湿

地的维护管理与防堵塞技术与实效

人工湿地的得失与功能提升

六、分会场五：管理—创新模式，为水环境保护产业发展提供新动力

1. 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以水环境保护倒逼经济结构调整，以环保产业发展腾出环境容量，以水资源节
约拓展生态空间，以水生态保护创造绿色财富及其企业商机

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途径
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为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保驾护航，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格局

健全税收政策引导生产消费行为、理顺价格机制保护好资源环境、建立激励机
制树立行业标杆和实施生态补偿解决跨界污染的政策红利

2. 前瞻谋划，打好融资三大战役

融资三大战役：金融与环保融合、开发经营权益捆绑和环境绩效合同服务的环
境治理推力与市场效应

3. 重拳打击违法行为，抓两头促中间，带动水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坚持问题导向，重拳出击、重典治污，对各项措施稳、准、狠的保障作用
“水十条”提出 6 类主要指标，26 项具体要求，并进一步明确了 38 项措施
的完成时限的意义

“水十条”提出了取缔“十小”企业，整治“十大”行业、治理工业集聚区污
染、“红黄牌”管理超标企业、环境质量不达标区域限批等 238 项强有力的硬

措施的“攻坚”作用

4. 改革创新，构建水污染防治新机制

5. 推进社会共治

七、分会场六：水体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创新成果推介与交流

1. 水体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的新设备、新器械、新材料

2. 水体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

3. 大数据与物联网研究与应用新成果

4. 国外城市水体综合整治案例

英国伦敦泰晤士河 韩国首尔清溪川

德国埃姆舍河 法国巴黎塞纳河

奥地利维也纳多瑙河 新加坡海绵城市建设



八、展览 1、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展区监测 2、预警仪器设备与动态模型展区

3、板报展区

六、参会对象

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水利厅（局）、流域机构，河道、水库、湖泊等管理单位、勘

测设计、规划设计院，水利科学研究、高等院校、国内外仪器生产企业、技术公司、

及从事流域(区域)水环境(湖泊、河流和地下水等)、水源地防治与水质改善、水环

境监测、监控与预警，以及水环境管理研究、治理与工程技术的科研院所、研究机

构的专家学者。水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企业等。

七、参会费用

会务费：企业单位代表 2200 元/人。事业单位代表 1600/人。会务费包含会议期间

餐费、专家、资料、场地费用.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在校学生 600 元/人（不

包含餐费）。

八、论坛组委会联系方式

会务组联系人：杨 国

电 话：010-51945045 手 机：13811433914/18010480306

传 真：010-51945046 邮 箱：528808826@@qq.com

QQ 咨询：528808826

附二：论文征集要求

附三：参会回执表

mailto:15110104001@139.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