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中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高峰
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中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高峰论坛将于2016年05月在广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
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积极践行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着力
提高民生水利发展水平，着力构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水安全保障体系。如何更好地解决城市发展过
程中河湖的安全、经济、生态、景观等功能平衡，契合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水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现代水利工
程发展的新机遇。

故由中国水生态论坛组委会办公室联合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
院、中国水利学会水生态专业委员会、安徽省海绵城市建设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主办“2016中国水生态文明
城市建设高峰论坛”将于2016年5月11-14日在广东.广州举行。  

2016中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高峰论坛由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与中国水生态论坛组委会办公
室承办。

时间：5月11-14日时间：5月11-14日
地点：广东·广州地点：广东·广州

一、论坛旨意  一、论坛旨意  
本次会议旨在为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人员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在总结历届成果经验基础上，倡导
产、学、研结合，加快我国河道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解决河湖黑臭问题，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步伐，从而
推动城市在景观河湖/小流域方面的高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二、规模和规格二、规模和规格
拟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住建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环保部环
境规划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广东省水利厅、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珠江水利
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
研究所  
、安徽省海绵城市建设研究中心等相关单位领导和专家，以及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城市水系景观设计、
雨洪管理等领域权威专家，著名企业总裁和各省市水利厅（局）、水科院、水勘测设计院、河道管理局、大专
院校等企事业单位代表。拟到会代表400左右。  

三、会议主要内容  三、会议主要内容  
会议重点邀请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专业规划科研院所介绍在景观河湖及小流域治理、解决河湖黑臭问题、海绵
城市建设方面的管理办法和整体规划方案，聚集规划、设计、设备提供以及投资方面的行业专家、学者、企业
代表、媒体人士共同探讨分析城市在景观河湖/小流域治理与修复方面几个重点环节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
战以及有效的解决方案等，并且就治理和修复的技术方向和路线进行梳理与广泛交流。  

四、组织机构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中国水利学会水生态专业委员会  
安徽省海绵城市建设研究中心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中国水生态论坛组委会办公室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RambollStudioDreiseitl安博戴水道  
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五、特约媒体  五、特约媒体  
中国环境报、人民网、新闻网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景观设计学》期刊、景观中国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论坛议程安排（拟）论坛议程安排（拟）

5月11日（星期三）全天5月11日（星期三）全天

09:00-22:00参会代表注册/签到/领取材料

5月12日（星期四）上午5月12日（星期四）上午

08:30-09：00 第一单位 论坛开幕式及致辞08:30-09：00 第一单位 论坛开幕式及致辞
拟邀请嘉宾： 
刘昌明  中国科学院  院士
王  浩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张建云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  院士
章林伟住建部城建司 副司长
待定  广东省水利厅 
张振全  湖南省水利厅  总工
朱法君  浙江省水利厅 治水办主任
白顺江  河北省水利厅 巡视员
StefanBruckmann Ramboll Studio Dreiseitl 安博戴水道环境工程部总监
李迪华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副院长
刘  霞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陈文龙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常剑波  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  所长

09:00-12：0009:00-12：00
第一部分 ：特邀报告第一部分 ：特邀报告
拟邀嘉宾：
刘昌明  中国科学院  院士
王  浩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张建云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  院士
待定  广东省水利厅  
水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关键科学问题
水生态文明与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城市景观生态学前言
山区中小河流治理



5月12日（星期四）下午5月12日（星期四）下午

13:00-14:00高峰对话 主题生态水务和园林市场的契机和突破？高峰对话 主题生态水务和园林市场的契机和突破？
拟邀嘉宾：
李迪华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副院长
刘  旭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刘  水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待  定  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待  定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待定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00-18:0014:00-18:00
第二部分：主题报告第二部分：主题报告
拟邀嘉宾：
章林伟住建部城建司 副司长
朱法君  浙江省水利厅治水办主任 
杨洪林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处长
刘  霞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陈文龙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沈同生  Aecom中国区景观副总裁
StefanBruckmann Ramboll Studio Dreiseitl 安博戴水道环境工程部总监
海绵城市建设发展思路
城市水生态修复理论与技术实践
宜居城市内的可持续水环境规划
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关键技术研究
现代可持续生态景观规划设计探讨
城市滨水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

5月13日上午5月13日上午

第三部分：生态景观和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专题第三部分：生态景观和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专题

08:30-09:30 大师对话 景观设计前沿08:30-09:30 大师对话 景观设计前沿
拟邀嘉宾：李建伟  EDSA首席设计师
          李宝章  奥雅设计集团 首席设计师
          陈奕仁  泛亚国际 CEO
          闾邱杰  GVL集团设计 总监  
杜  昀  毕路德（BLVD）建筑顾问有限公司 总经理

09:30-12:00 主旨报告09:30-12:00 主旨报告
拟邀嘉宾：
陈进  长江科学院 副院长
马以超  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生态水利院院长
朱闻博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 副院长
孙  峥  Ramboll Studio Dreiseitl 安博戴水道  中国区总经理
刘海龙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 副教授
拟定内容：
城市景观污染水体整治与修复技术
城市景观水体生态治理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滨水景观设计生态理念探讨
水敏性城市创新设计
城市河道景观设计的思考
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技术

5月13日上午5月13日上午

第四部分：山区中小河流治理与河湖疏浚专题论坛第四部分：山区中小河流治理与河湖疏浚专题论坛
拟邀嘉宾：
许唯临  四川大学  副校长



王兆印  清华大学   教授
朱  伟  河海大学  教授
么振东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分院副总工
曾剑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总工
黄本胜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拟定内容：
河道生态治理理念在山区河道治理中的应用
山区河道规划治理问题及对策探讨
河湖健康中的底泥污染及对策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关键技术探讨
河道边坡加固与生态修复技术
河湖疏浚清淤技术与实践

5月13日下午5月13日下午

第五部分： 第四部分：海绵城市建设与城市雨水管理专题论坛第五部分： 第四部分：海绵城市建设与城市雨水管理专题论坛
拟邀嘉宾：
谢映霞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与工程院 副院长
韩  辉 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卫超安徽省海绵城市建设研究中心 主任
赵敏华 上海市水务规划设计院  副总工
张  燎 济邦咨询公司 董事长
拟定内容：
Ppp模式和水利水务投融资创新机制
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技术应用与效果评价
海绵城市与ppp
城市雨水管理与利用系统的生态技术探讨
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新技术、新机遇
水利、水务ppp案例分析
海绵城市建设中新材料应用

5月13日下午5月13日下午

第六部分：城市河湖生态修复与黑臭水体治理专题第六部分：城市河湖生态修复与黑臭水体治理专题
拟邀嘉宾：
待  定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
待定  广州市水务局 
吴  昊  WADI首席设计师
陈俊贤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郑能师  德国汉诺威水有限公司中国办事处  常务副总经理
城市黑臭水体的现状与治理
海绵城市建设与黑臭水体治理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技术的选择
广州市水生态建设案例介绍
生态修复与环境生态工程技术的进展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实施方案

5月14日上午（待定）5月14日上午（待定）

第七部分：参观考察第七部分：参观考察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请嘉宾拟邀请嘉宾

刘昌明  中国科学院  院士



王  浩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张建云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  院士

章林伟住建部城建司 副司长

张振全  湖南省水利厅  总工

朱法君  浙江省水利厅 治水办主任

白顺江  河北省水利厅 巡视员

StefanBruckmann Ramboll Studio Dreiseitl 安博戴水道环境工程部总监

李迪华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副院长

刘  霞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陈文龙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常剑波  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  所长

刘  旭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刘  水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洪林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处长

沈同生  Aecom中国区景观副总裁

李建伟  EDSA首席设计师

李宝章  奥雅设计集团 首席设计师

陈奕仁  泛亚国际 CEO

闾邱杰  GVL集团设计 总监  

杜  昀  毕路德（BLVD）建筑顾问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  进  长江科学院 副院长

马以超  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生态水利院院长

朱闻博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 副院长

孙  峥  Ramboll Studio Dreiseitl 安博戴水道  中国区总经理

刘海龙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 副教授

许唯临  四川大学  副校长

王兆印  清华大学   教授

朱  伟  河海大学  教授

么振东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分院副总工

曾  剑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总工

黄本胜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谢映霞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与工程院 副院长

韩  辉  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卫  超  安徽省海绵城市建设研究中心 主任

赵敏华  上海市水务规划设计院  副总工

张  燎  济邦咨询公司 董事长

吴  昊  WADI首席设计师

陈俊贤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郑能师  德国汉诺威水有限公司中国办事处  常务副总经理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议费用：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1500元/人、企业单位1900元/人（包含注册费、场地费、资料费、餐饮
等费用）。住宿、交通及其他费用自理。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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