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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河流域项目（Koshi Basin 
Programme）启动会在尼召开

由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Austral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usAID）资

助，国际山地中心(ICIMOD)主持的“科西河流

域国际合作项目（Koshi Basin Programme– 

Phase I, KBP）”启动会和实施方案研讨会，于

2012年9月3-5日在尼泊尔加德满都成功举行。

来自中国、尼泊尔、印度、孟加拉国、澳大

利亚等国以及多个国际组织的50余名专家和学者

参加了本次会议。应ICIMOD的邀请，由中国科学

院国际合作局董麒博士和茹志涛博士，成都山地

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邓伟研究员、陈宁生研究员和

方一平研究员，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张镱锂研

究员、姚治君研究员和周才平博士等组成的代表

团参加了项目启动会。

ICIMOD总干事David Molden博士主持了开幕

式，项目负责人欧阳华博士、AusAID第一秘书长

R. Russell博士和David Molden博士分别致辞, 

ICIMOD该项目的协调人S. M. Wahid介绍了KBP

及会议的目的。KBP主要致力于多边合作，通过

保障和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流域生态系

统对气候变化的恢复能力以及流域居民减贫的能

力。

别做了“科西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水-农

会上，CSIRO的B. Young教授、eWater的

R. Carr博士、IWMI的L. Bharati博士和WECS的

S. Lacoul先生分别围绕“CSIRO的河流评价与气

候变化下水文预测”、“综合模型和决策支持

系统”和“科西河流域战略计划”做了主题报

告；地理资源所张镱锂研究员和新德里大学的N. 

Ghosh博士、特立布万大学的N. Khanal教授等分

业与食物安全”和“科西河流域与水相关的灾害

的社会与经济影响”等主旨报告。

项目实施研讨会分成流域基础数据、气

候－水－农业、水灾害、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

设、项目管理等6个专业组，分别就KBP的总体目

标、成果产出、行动计划、任务分工以及时间节

点进行了详细研讨与磋商，形成了广泛共识，并

明确了第一年任务与可考核目标，为项目顺利实

施奠定了基础。

该项目第一阶段为2012－2016年，相信随着

KBP的开展，围绕喜马拉雅地区跨境流域多边科

技合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深入研究的成果

将为流域发展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项目背景简介】科西河发源于中国的西藏

自治区喜马拉雅中部，流经中国、尼泊尔和印

度，流域内包括珠峰在内的5座8000米以上的山

峰，是南亚地区极为重要的跨境河流之一。2009

年，中科院国际合作局资助了“气候变化影响

下喜马拉雅地区山地地表过程与区域适应对策前

期研究”项目，该项目由国际山地中心中国委员

会牵头组织，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地理资源所、

寒旱所、成都生物所和ICIMOD、尼泊尔特立布万

大学地理系等协同合作，历经3年多的共同努力

取得了丰富的阶段性成果，并于2012年8月28日

在北京顺利通过验收。在项目执行期间，积极与

国际山地中心等国际组织联合争取国际项目，推

进典型的跨境流域——科西河流域多学科的系统

研究，强化多边科技合作。该项目的成果之一暨

为KBP奠定了前期的研究基础。经多方努力，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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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KBP获得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AusAID）的资

助。

中-巴联合开展巴基斯坦北部考察

区主席白玛赤林在视察青藏高原所拉萨部时的情

况，指出只有靠科学的数据支撑，取得科学上的

话语权，才能从根本上回答并解决好西藏的环境

和灾害防治问题。姚檀栋 院士特别介绍了白春礼

院长深入西藏实地调研的情况，传达了白院长指

示：集中全院力量，结合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

紧密围绕西藏地方党委、政府关心的社会发展问

题，具体是围绕地质灾害防治、生态环境保护和

农牧民增收等亟需解决的重大需求，协同有关部

门集中突破，有力支撑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作为“第三极环境（Third Pole Environment, 

TPE）”国际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院

青藏高原所和巴基斯坦空间与高层大气研究委员

会（SUPARCO）在巴北部地区开展长期的合作研

究。2012年10月，张寅生研究员、邬光剑研究员

率中方有关科研人员，会同由SUPARCO部门负责

人Jilani教授带队的巴方科研人员，对巴基斯坦

北部的Gilgit、Astore和Skardu等地点进行了联

合科学考察。此次考察的主要任务是下载2011年

布设的各种仪器所记录的数据，同时部署新的自

动总雨量计和雪深计等仪器设施。

期间，考察队首先访问了巴基斯坦粮食与

农业部下属的山地农业研究中心（Mountain 

Agricultural Research Center，MARC）在

北部地区建立的农业研究站。该中心负责人

Shafiullah先生在Juglote研究站接待了联合考

察队，介绍了该站的研究工作和运行情况。考察

队随后还访问了MARC建在Astore和Skardu的研究

站。根据计划，考察队在Juglote和Skardu研究

站安装了自动总雨量计。这些仪器将由MARC研究

站的人员进行维护。

联合考察队成功下载了2011年架设在Rama冰

川末端（Astore附近）的自动气象站数据，对

该气象站进行了维护，加装了超声波雪深计和

自动总雨量计，并在冰川下游的Astore河安置

了水位计。此外，考察队还沿Hunza河、Gilgit

河、Astore河以及Indus河上游采集了河水样

品，在Gilgit等地点收集了去年架设的POPs被动

采集仪的样品。

考察结束后，双方队员在Skardu进行了全体

会议。巴方负责人Jilani教授首先简要总结了此

次联合考察的情况，感谢中国专家的来访。他希

望SUPARCO和青藏高原所进一步加强合作，由中

方对巴方科研人员以各种形式给予更多的培训和

指导。张寅生研究员代表青藏所对巴方提供的合

作和后勤安排表示感谢，对巴方队员的积极表现

表示赞赏，希望双方进一步推动“第三极环境

（TPE）”国际合作。当地的农业研究站、野生

动物保护站等机构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设及综合评估”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2年11月28日，为尽快落实白春礼院长和

丁仲礼副院长加强中国科学院与西藏自治区科

技合作的指示，推动西藏区域科技创新集群建

设，“西藏生态环境变化监测系统建设及综合评

估”任务在京召开研讨会。西藏创新集群首席科

学家姚檀栋院士、集群办公室主任资环局冯仁国

副局长与来自青藏高原研究所、成都山地灾害与

环境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南民族大学

的专家一道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充分研讨。

项目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回顾了西藏自治

冯仁国副局长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西藏区域科

技创新集群建设的启动背景、研究意义和关键科

学问题等内容，希望生态任务要集成青藏高原先

 “西藏生态环境变化监测系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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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专项B、十年生态遥感评估、西部行动计划等

现有研究资源，重点围绕生态环境评估和生态系

统监测体系建设，尽快形成实施方案。

言，要求项目组力求从区域的大环境着眼，考察

樟木滑坡的整体稳定性，研究樟木滑坡的局部活

动与突发性事件的关系，找出滑坡活动的内部

动力因素，为中科院支援西藏建设贡献自己的力

量。

成都山地所王小丹研究员和地理资源所张镱

锂研究员分别作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十年

（2000-2010）变化遥感调查评估”和“青藏高

原先导专项-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环境效应

评价与优化建议”专题报告。与会人员围绕任务

建设进行了充分讨论，特别针对西藏生态环境监

测系统（研究站-点）、生态工程的评估、生态

补偿、人类活动的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问

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并提出了中肯建议。

姚檀栋院士感谢与会人员为西藏集群建设生

态环境评估提出的有益建议，认为大家从更广的

层面讨论了西藏生态环境评估和地球系统可持续

性研究问题，即考虑了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又考虑了科学前沿的问题，为开展具体工作提供

了良好思路。我们要切实遵照院领导要求，在现

有项目研究基础上稳步扩展，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做好生态环境系统监测和生态环境评估两方

面的具体研究工作。在生态环境监测方面，结合

现有项目展开，为系统解决生态环境变化的问题

提供数据支撑；在生态环境评估方面，要分层

次、分问题的做好系列评估咨询报告，特别是针

对西藏发展需求迫切的热点问题，要客观公正地

评价西藏生态建设的贡献。

 “西藏樟木滑坡勘查评估与综合
防治方案”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2012年12月11-12日，成都山地所组织地质与

地球物理所、武汉岩土所、青藏高原所等单位就

西藏区域协同创新平台“西藏樟木滑坡勘查评估

与综合防治方案”项目，在成都召开中期交流研

讨会。成都山地所邓伟所长、熊东红处长出席，

会议由成都山地所副所长韦方强研究员主持。

各工作任务组将10月份以来开展的工作进行

了汇报交流和研讨，重点对樟木滑坡勘查、试验

和考察的初步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广泛的研讨，对

樟木滑坡的形成过程、物质构成、工程地质分

区、活动特征、稳定性和诱发因素等形成了初步

认识，并对影响樟木滑坡的崩塌体、泥石流沟和

冰湖溃决洪水等的调查和研究工作进行了研讨，

初步确认了外围灾害因素对樟木滑坡的影响方式

和影响程度。根据对前期工作的总结和形成的初

步认识，初步确定了前端锁固、坡面防护、分级

治理、排水截水、控制侵蚀的滑坡综合治理思

路。会议同时对下一步工作重点和工作进度进行

了讨论，进一步明确了任务和时间节点。

会议研讨结束后，邓伟所长作了总结性发

“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年会在北
海举行

2012年12月20-21日，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

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青藏高原气候系统变化及

其对东亚区域的影响与机制研究”2012年年会在

广西北海召开。此次年会是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重大项目“第三极地球系统中水体的多相态转

换及其影响”、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青藏高

原资料匮乏区综合科学考察”、中国科学院战略

性先导科技专项“青藏高原多圈层相互作用及其

资源环境效应”联合举办，旨在加强与其他研究

项目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拓宽青藏高原地表环

境与过程研究的科学思路，提高青藏高原研究的

基础理论水平，深化对青藏高原地区环境变化与

区域发展关系的认识等。

出席此次项目年会的专家有：中国科学院郑

度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栋

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大气科学

处张朝林处长，中国科学院资环局大气海洋处任

小波处长，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所所长邓伟研究员，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张人禾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副所长王宁练研究员、王介民研究员，中国科学

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康世昌研究员。项目首席科学

家、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长马耀明研

究员与四个课题负责人以及各课题核心骨干、参

加项目的研究生60余人参加了本次年会。

项目首席科学家马耀明研究员在4个项目举

行的联合大会(即青藏高原研究会2012年学术年

会)上对项目的研究工作进展做了全面的介绍。

其中，着重介绍了“青藏高原星－机－地综合立

体观测试验”以及一年来各课题的研究成果。随

后,项目的年会由郑度院士主持。四个课题负责

人分别汇报了各自课题过去一年来的主要研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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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国内外同类研究工作相比的创新性，发表

论文等研究成果及存在的问题等。在认真听取各

课题汇报和首席科学家汇报后，与会专家对各个

课题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点评，并充分肯定

了各课题研究工作取得的进展，同时也对项目年

度计划执行中存在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等提出了具

体建议。专家们着重指出，未来的工作要围绕项

目的研究内容，抓紧时间挖掘分析试验数据，加

强“影响与机制”的研究。在项目首席科学家的

主持下，项目组全体成员根据与会专家们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就项目及课题执行中的有关问题及

下一步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和安排。

合作与交流
孟加拉代表团访问中科院研究所

来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访问尼泊尔、马
来西亚

2012年10月10-16日，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

率团访问尼泊尔和马来西亚。张亚平在尼泊尔期

间会见了尼泊尔科学院院长Surendra Kafle，并

续签了两院合作协议。Kafle回顾了双方自2004

年签署合作协议以来的交流情况，并表示以续签

合作协议为契机，期待与中科院开展深入务实的

合作。张亚平指出，近年来，中科院与尼泊尔相

关大学与研究机构围绕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的编

纂、“第三极环境计划”等开展了合作，希望中

尼两院充分利用续签的MOU，积极加强人员交流，

在全球变化、水资源问题、青藏高原环境研究、

植物保护与开发等共同关注的领域加强交流与合

作。他还鼓励尼泊尔学者积极利用发展中国家科

学院（TWAS）奖学金来中科院工作，并表示中科

院将积极依托TWAS平台与尼泊尔开展合作。

张亚平还拜会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副

主任Madhav Karki和特立布万大学校长Hira 

Maharjan，就推动中科院与上述机构的合作交换

了意见。

出席了国际科学院组织（IAP）执委会会议，

并作为执委会成员参与审议了IAP的2012年工

作、2013年经费预算及全体大会的筹备情况。

国际科学院组织（InterAcademy Panel on 

International Issues）成立于1993年，目前共

有106个成员科学院。其的宗旨是通过各成员科

学院间的合作与交流，研究重要的国际科技问

题，并为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其活

动主要是通过出版IAP简报、举办专题研讨会等

方式进行。IAP的执行机构为执行委员会，由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推选的主席（两主席制）

和11个成员科学院的代表组成（其中发达国家科

学院5个，发展中国家科学院6个），中科院目前

为执委会成员。

10月14-15日，张亚平还赴马来西亚吉隆坡

2012年9月24-28日，孟加拉国吉大港山区事

务部考察团一行六人在部长秘书，国际山地综

合发展中心孟加拉国国家理事特里普拉(Naba 

Bikram Kishore Tripura)的率领下访问了中科院

昆明植物所、成都山地所以及青藏高原所。

特里普拉一行分别与昆明植物所党委书记杨

永平、成都山地所所长邓伟和青藏高原所副所长

马耀明进行了会面和座谈。中方对特里普拉一行

的到访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向其介绍了三个研

究所的科研方向、国际合作、研究生教育及国外

留学生学习等情况。特里普拉介绍了此次来访的

主要目的和孟加拉国吉大港山区的基本情况。双

方就相关领域合作研究，国际青年人才培养，青

年学者短期访问交流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并

达成了共识。通过这次访问和座谈，为今后双方

的科技合作建立了良好的开端，有利于促进双方

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

吉大港山区事务部是成立于1980年的一个孟

加拉国专门部委，旨在针对吉大港这一特殊山

区，行使政府行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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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
气候变化与适应性水管理国际研讨
会在北京召开

2012年9月24日，由中科院水资源研究中心、

国际水资源协会IWRA和中科院地理资源所联合举

行的气候变化与适应性水管理国际研讨会在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召开，本次会

议主要由地理资源所“气候变化和水资源”973

项目资助和组织。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际水

资源协会主席夏军研究员邀请了国际水资源协

Raymond Soo博士，斯里兰卡国际水资源管理研

究所的Aditya Sood博士、国际水资源中心的

Christopher James Gippel博士等7名外国专家参

会，中方专家有地理资源所的康跃虎研究员、黄

河清研究员、于静洁研究员、贾绍凤研究员等，

国家气候中心的高学杰研究员，同时出席会议的

还有来自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等科研单位的专家。

24日上午，由夏军研究员主持会议，地理资

源所副所长周成虎研究员首先致辞，对与会专家

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国家气候中心高学杰研究

员、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夏军研究员、黄河清研究

员、贾绍凤研究员、斯里兰卡国际水资源管理研

究所Aditya Sood博士、国际水资源协会James 

Edward Nickum教授、Tom Raymond Soo、国际水

资源中心Christopher James Gippel博士、武汉

大学David Rheinheimer博士等分别针对气候变

化和极端天气事件对中国水资源适应性管理带来

的挑战、气候变化影响下中国的水资源脆弱性与

适应性对策、中国水资源管理政策中的“三条红

线”、区域水资源适应性管理评估工具、水文循

环与全球粮食贸易相耦合的水文经济模型、以及

地中海地区、加利福尼亚山区的气候变化与适应

性管理等多个议题分别作了精彩的汇报，与会专

家积极讨论交流。

会IWRA秘书长James Edward Nickum教授、Tom 

通过这次会议，对气候变化、适应性管理、

水资源脆弱性、水资源供需管理以及未来水资源

研究的技术方法等国际前沿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

探讨，成果丰硕。

第二届山地环境与发展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成都召开

2012年10月16-18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山

地所承办的第二届山地环境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

会（ICMED）在四川成都成功召开，来自10余个国

家及地区的80多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安

排了5个议题共计4个主题报告、21个会议报告。

此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国家林业局、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及国际地理联合会主办，中国

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中国科学院国际

合作局、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地理学会山地分会

以及四川省地理学会协办。

ICMED组委会副主席，成都山地所所长邓伟

研究员和ICMED科学委员会副主席、来自瑞士的

Mountain Research Initiative （MRI）执行

主席Gregory B Greenwood教授在开幕式上致欢

迎辞。邓伟所长对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国

内科研院所及大学的专家莅临会议表示热情欢迎

和衷心感谢。他在强调山地作为全球淡水、生

物、能矿及文化宝库同时，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

和人类活动影响不断加剧情形下，山地作为敏感

的响应区域，其环境变化和山区发展的关系将愈

加密切，倍受关注。因此，希望通过本次会议的

召开，为山地研究领域科学家提供一个研究、交

流及探讨的重要平台，继续推进和深化山地的研

究。他指出，山地环境与发展的主题内容十分丰

富，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参与，需要更多地分享山

地研究成果，以便指导和服务山区可持续发展。

如果能够定期举办这一主题鲜明的国际学术研讨

会，将会进一步广泛联结各国科学家，形成交流

联盟，推动合作，共同促进山区环境与发展的综

合研究。

会上，美国马里兰大学John Townshend教授

作了“Environment Monitoring using Land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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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dat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的 大 会 主 题 报 告 。 成 都 山 地 所 崔 鹏 研 究

员、Gregory B Greenwood教授以及成都山地所吴

艳宏研究员等分别针对泥石流风险，MRI目前发

展方向以及山区生态系统中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

方面的研究作了大会报告。

会议期间，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

国、瑞士、俄罗斯、波兰、英国、印度、秘鲁、

古巴、匈牙利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围绕“气候变

化下山区环境演化”、“山区环境保护及资源可

持续利用”、“山地灾害机理、减灾技术及风险

响应”、“现代化过程中山区发展”以及“山区

发展政策”五个会议议题作了学术报告与交流，

参会代表会上踊跃发言，会下积极交流，结成友

谊，热烈讨论山地研究领域的问题。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国

际合作局的资助下，本次会议得以顺利召开。会

议承办方——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再次承办举行这

一主题会议，意在重温和固化10年前第一届山地

环境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理念和推动山

地科学发展的主导思想，意在逐步打造一个国际

化认可度不断提高的带有标志意义的国际学术会

议，以期加强展示和扩大我国山地研究的学术影

响力。与会的国内外学者就此形成了一些共识，

达到了会议举办的预期目的。

会后，部分参会代表前往都江堰以及5•12震

中映秀镇，对都江堰水利工程和地震灾区恢复重

建、灾害防治和生态恢复进行了考察。

2012年10月20-21日，“快速城乡转型发展

中国土地利用问题与政策国际研讨
会在京举行

背景下的中国土地利用问题与政策国际研讨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d Use 

Issues and Policy in China under Rapid Rural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在北京召开。会议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资助，由《Land Use Policy》

(Elsevier) 杂志、CNC-IGBP & CNC-IHDP 土地

变化科学工作组、南澳大学乡村健康与社区发

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土地利用工程研

究基地、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

重点实验室、国土资源部退化及未利用土地整治

工程重点实验室、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重点实验

室等单位联合主办。本次会议围绕“快速转型发

展期中国的土地利用问题与政策”主题，从国际

视野、面向国家战略深入研讨中国土地利用问题

与政策的研究方法、理论进展与决策实践。出

席本次会议的代表有120余人，分别来自澳大利

亚、英国、美国、瑞典、德国、尼泊尔、伊朗、

荷兰、中国等9个国家。会议收到论文和摘要115

篇，内容涵盖了本次研讨会原定的所有议题：

（1）中国土地利用问题、战略与政策；（2）中

国土地利用模式的区域差异；（3）中国土地利

用政策改革；（4）中国城乡转型发展及其对土

地利用变化的影响；（5）中国城乡土地综合整

治与配置；（6）中国城市扩张与耕地保护的政

策措施；（7）中国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后果

的政策启示。从中遴选出了49篇论文在会上进行

学术报告与交流。

大会开幕式由组织委员会主席龙花楼研究员

主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刘

毅研究员致开幕词，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傅伯杰

院士致辞，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

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彦随研究员致

欢迎词，Land Use Policy主编Guy Robinson教

授介绍了会议的有关背景，龙花楼研究员介绍了

会议主题、论文收集及学术报告遴选与安排有关

情况。开幕式之后，大会特邀主题报告由鲁奇研

究员与Michael Dunford教授主持，分别是Guy 

Robinson教授作的“全球主要土地利用政策问

题”、Scott Rozelle教授作的“基于计量经济

学的道路与环境退化因果关系分析”、李秀彬研

究员作的“中国农地利用变化趋势分析”、刘彦

随研究员作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土地利用

问题与政策研究”。Scott Rozelle教授、丁成

日教授、Athar Hussain教授、李秀彬研究员、

刘彦随研究员、邓祥征研究员先后主持了分会场

报告，共有45个国内外专家学者作了分会场学术

报告。大会闭幕式由Guy Robinson教授主持，他

充分肯定了本次研讨会取得的成绩，并就如何深

化中国的土地利用问题与政策研究提出了宝贵意

见和建议。

22-23日，大会安排了赴陕西学术交流和专业

考察活动，在国土资源部退化及未利用土地整治

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韩霁昌研究员的部署下，部

分与会代表先后考察了该重点实验室的卤泊滩土

地整治工程、野外观测站与富平实验基地，以及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土地利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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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地（富平）。结合实地考察和参观，在富

平实验基地专门召开了专家座谈会。会议由刘彦

随研究员主持，韩霁昌研究员介绍了近年来开展

土地工程、土地整治方面实验、试验研究和工程

实践情况，国内外专家40余人进一步围绕转型期

中国土地利用、土地工程、土地政策方面的理

论、技术与政策创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

流。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达到了预期目标，为推

进我国城乡转型发展与土地利用研究领域的国际

学术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世界上研究中国土

地利用问题与政策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和

学习的平台，而且也为开展广泛的专业合作研究

提供了良好机遇。本次会议上交流的论文将被应

邀投稿《Land Use Policy》，通过正常评审程

序后被接收的论文将被组成一期题为“Land Use 

Issues and Policy in China under Rapid Rural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的专辑（龙花楼研

究员担任客座主编），由《Land Use Policy》正

式出版。

青藏高原大气边界层研讨会在兰州
召开

由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和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主办，中国科学院寒

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承办的“西

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大气边界层国际研讨会”于

2012年10月26-28日在兰州举办。来自荷兰代尔

夫特技术大学Massimo Menenti教授，荷兰屯特

大学教授Bob Su教授，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

Hirohiko Ishikawa教授和日本鸟取大学Tetsuo 

Kobayashi教授应邀专程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参

加研讨会的还有来自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

与湖泊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国家气候中心和

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等单位的80多位

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会前，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

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吕世华研究

员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长马耀明研

究员分别代表两个主办单位致辞并预祝研讨会取

得圆满成功。

研讨会主要围绕复杂下垫面和高海拔地区大

气边界层结构、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

用、季风区和内陆河流域能量水分循环三个议题

展开讨论。在中国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大气边

界层观测试验、卫星遥感应用和陆面过程研究等

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

与工程研究所王介民研究员作为特邀嘉宾参加

了此次研讨会，并做了题为Limitations of the 

Eddy-Covariance Method in Flux Observations 

的专题学术报告。王介民研究员结合自己50年在

大气物理和陆面过程及全球变化等领域的研究生

涯，回顾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开展的一系列

有关大气边界层野外观测试验，尤其是“黑河

实验”（HEIFE）和青藏高原能量水分循环试验

（GAME-Tibet，CAMP-Tibet）取得的主要成果，

他还鼓励年轻的科研人员应该在做好当前工作的

同时，放眼未来，敢于追赶世界前沿科学研究，

为大气边界层研究做出努力和贡献。

此外，与会代表还就关于加强兄弟研究所和

院校间更深层的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合作研

究，野外试验设计与实施及数据质量控制与共享

等方面做了深入而且广泛的交流，并在多方面达

成了共识。

此次研讨会不仅为国内外从事大气边界层研

究的科研人员提供了自由的交流平台，也为各研

究机构提供了新的合作契机，同时也有力地促进

了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大气边界层和陆面过程研究

的发展。青藏高原所的马耀明研究员、阳坤研究

员、王磊研究员、刘新副研究员、秦军副研究

员、陈莹莹副研究员及相关的博士后和研究生近

20人全程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六个口头报告。

泥炭利用与荒漠化防治研讨会在新
疆召开

2012年11月7-9日，由国家荒漠绿洲生态建设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办的草炭利用与荒漠化防治

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召

开。会议旨在加深新疆生地所同印度尼西亚技术

评价与应用局(BPPT)的了解和交流，为双方在草

炭利用和荒漠化防治及其它相关领域开展务实、

高效的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BPPT生物产业技术中心主任Agus Masduki博

士、Diana Nurani女士和Koesnandar博士、新疆

科技厅、新疆分院、农科院微生物所、新疆生地

所相关科研所人员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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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地所乔建芳博士、徐新文、蒋进研

究员分别介绍了研究所的基本情况、新疆的荒

漠化防治经验和新疆草炭资源利用情况。Agus 

Masduki就BPPT的研究目标、科研任务、机构

组织、人员状况、运作方式、研究领域、国

际合作等做了简要介绍，Diana Nurani女士和

Koesnandar博士分别介绍了印尼热带草炭地的情

况和微生物技术及其在次生适宜地的应用。双方

科技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就相关草炭资源利用技

术应用和示范进行了研讨和交流。同时，印方人

员参观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无灌溉人工林工

程，包括机械防沙技术体系和无灌溉植被恢复技

术体系。

期间，新疆生地所副所长雷加强与Agus 

Masduki代表双方签署了科技合作意向书。双方

在提高草炭地和荒漠地的生产力技术研发、草炭

资源在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利用等方面

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新疆生地所副所长雷加强希望双方以草炭开

发利用研究为契机，带动其他合作领域，不断深

化合作。

“冰冻圈变化、影响和适应”国际
大会在三亚举行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中国科学

院、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部

门、单位的大力支持和联合资助下，由冰冻圈科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办的“冰冻圈变化、影响和

适应”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1月10-12日在

海南省三亚市召开。来自中国、俄罗斯、澳大利

亚、冰岛、意大利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名

专家学者就冰冻圈变化及其相关领域研究展开了

广泛而深入地讨论。

会议特邀秦大河院士、Ian Allison教授、姚

檀栋院士、Atsumu Ohmura教授、Charles Fierz

教授、Olga Solomina教授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就各

自研究领域的成果及进展同与会学者进行交流。

本次会议围绕寒区与旱区气候变化，观测到

的冰冻圈变化（包括遥感观测的冰冻圈变化），

冰冻圈气候与环境记录，冰冻圈与海平面，冰冻

圈与水资源等专题进行了研讨；并就IPCC第一工

作组第五次评估报告工作进展，南极罗斯冰架底

部的冻结，融化及其冰-洋相互作用，第三极地

区冰川变化的空间差异与环流驱动，过去半个世

纪冰冻圈的主要变化、原因及其结果等研究工作

进行了研讨。

环境保护、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和农牧民生产生活

条件改善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讨。

研讨会上气氛活跃、节奏紧凑，通过现场讨

论、提问解答、总结归纳等方式，结合自身优势

特点，对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讨论分析。

通过这次培训,各示范社区进一步拓宽了思

路,树立了以社区牧民为项目实施主体的理念和

做法,提高了社区综合能力,为项目的顺利完成、

社区畜产品开发与农牧民增产增收打好了基础。

 “冰冻圈变化、影响与适应”是目前国际社

会关注的热点环境问题之一。本次会议揭示了中

国和全球冰冻圈发生的深刻变化和由此带来的巨

大的生态环境与水资源的改变。会议汇聚了全球

冰冻圈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不仅促进了中国冰

冻圈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年轻一代与国际同行间

的交流，也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冰冻圈研究领域的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发展研讨会在
成都召开

2012年11月25-29日，由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四川省畜牧食品局和四川省草原科学

研究院在成都组织举办了“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

发展高级研修班”培训研讨会。来自甘肃农业大

学、东北农业大学、西藏农牧科学院、青海省畜

牧兽医科学院、云南迪庆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四川省甘孜州畜科所、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

院的60余位专家学者、社区农牧民代表参加了此

次研讨会。

此次培训研讨会通过案例分析、专家讲座、

参与式培训的方式对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项目社

区能力建设、畜产品开发、项目管理、牧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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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监测与管理国际学术研讨
会在香港召开

2012年12月20-24日，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

态与地理研究所和香港浸会大学联合举办的“生

态系统监测与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召开，

来自中国、美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香港地区的近60

人参加了会议。

新疆生地所陈曦所长和香港浸会大学Albert 

Chan校长分别在开幕式上代表会议主办单位致

辞，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傅伯杰院士和美国

加州大学李百炼教授出席会议并做大会特邀报

告。

与会代表围绕生态系统长期监测的新技术和

方法、基于生态系统监测、模拟和管理的云计

算、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的响应、生态系统过程

与计算模拟、全球变化与区域生态系统响应等内

容进行了交流。

会议专门设立中亚分会，重点讨论中亚生态

系统的管理和研究网络的建设问题，最后与会方

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相关研究所的10个所长达成共

识，签署了“关于联合开展亚洲中部干旱区应对

气候变化的生态系统监测与管理研究备忘录”，

倡导成立“亚洲中部干旱区生态系统监测与管理

国际协会”，计划今后5年联合开展该区域生态

系统的监测与管理研究，提出该区域应对气候变

化的综合评估与研究报告、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

方法与对策，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中国与印度城乡发展国际会议”
在四川大学召开
 由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和美国华盛顿大学

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主办，四川大学南亚

研究所承办的“中印城乡发展”国际学术研讨

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ndia”），

于2012年9月19-21日在四川大学隆重召开。来自

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印度

尼赫鲁大学、印度公共卫生基金会、印度社会科

学研究院、印度社会科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华西

公共卫生学院、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等大学和研

究机构的学者参会，校内师生旁听了会议。

9月20日上午，会议在望江行政楼401会议室

隆重开幕。副校长晏世经教授出席开幕式并发表

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晏世经教授首先代表学校

对参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

中印同时崛起是当前国际格局的突出特征，

中印的发展和比较已曾为世界各国广泛瞩目的重

要话题。中印是全球排名前两位的人口大国，城

市化进程正加速推进，两国千百万城乡人民的生

活将因此而改变。因此，对中印两国城乡发展进

行研讨对两国、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都具

有极为突出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是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

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于1964年成立的。2001

年，经教育部批准，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成为教

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南亚所现设有

4个研究室，3个研究中心，招收并培养博士后，

世界经济、世界史、宗教学等专业的博士研究

生，以及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南亚所是中

国高校系统内专门从事南亚研究时间最长、研究

人员最集中、研究资料丰富、研究成果丰硕的科

研机构，在全国南亚研究学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在国际南亚学界也有一定影响。相信各位中

外来宾的积极参与和深入讨论必将令此次会议取

得圆满成功，必将为深入研究中印城乡发展，促

进中印友好，深化中美学术交流发挥极大的推动

作用。

华盛顿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夏皮罗教授随后发

表了开幕致辞。他表示，华盛顿大学与四川大学

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前景广

阔。希望借此次会议，深化对中印两个新兴大国

的认识，同时也为两校国际研究机构特别是南亚

研究机构进一步开展深入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会议分三个专场，围绕中印比较的宏观背

景、中印城市化与发展规划、中印农村公共卫生

政策、文化交流与中印关系等话题展开了深入探

讨，取得了圆满成功。华盛顿大学代表团在会后

参观了南亚所，听取了对南亚所基本情况的介

绍，并就未来合作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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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
中国地理学会环境变化专业委员会
在第32届IGU大会组织和主持分会
场

由国际地理联合会（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Geographical Union，IGU）主办的第32届国

际地理大会于2012年8月25-30日在德国科隆

(Cologne)举行。国际地理大会每四年举行一

次，此届会议主题为“Down To Earth”，参会

的专家学者逾2500人，中国有100多名地理学者

与学生参加。中国地理学会代表团刘毅、王涛、

陈发虎副理事长出席，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秦

大河院士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团有六人主持分

会，陈发虎、周尚意、张婕、王五一、顾朝林、

蔚东英等主持分会场。

中国地理学会环境变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兰

州大学副校长陈发虎教授发起和组织了“Human-

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and Evolution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and Holocene ”分会

场。8月29至30日，陈发虎教授与俄罗斯科学

院院士Andrei Velichko教授、德国科隆大学

Bernhard Weninger博士、美国匹兹堡大学Loukas 

Barton博士共同主持了该分会场，分会场包括22

个口头报告。会议代表来自美国、德国、中国、

俄罗斯、印度、罗马尼亚等多个国家，报道了世

界不同地区近年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甚至

历史时期、现代社会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响应

的研究进展。报告之后，与会代表在会场针对相

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兰州大学西部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院此次派

出了由陈发虎教授和孟兴民院长带队的11名教师

和研究生参加了此次IGU大会，其中7位教师做了

5个分会口头报告和2个展板。除组织“晚更新

世和全新世环境与人类相互响应”专题分会场

外，研究院千人计划特聘教授贺缠生还作为“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组织并主

持了“干旱区水文过程及流域管理”等四个分会

场，并定于2013年由兰州大学主办IGU旱区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学术会议，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地理

学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的影响。

第三十三届大会将于2016年在北京召开，届

时中国地理学会环境变化专业委员会和兰州大学

将承担部分组织工作，承担西北地理考察。陈发

虎教授在本次会议中当选为新一届环境演化专业

委员会（Environment Evolution Commission）

副主席，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地理学会在国际地理

学会中的影响力。

中国地理学会西南代表处组建会议
在成都召开

中国地理学会西南代表处组建会议于2012年

11月21日在成都山地所成功举行。中国地理学会

崔鹏副理事长、张国友秘书长、余安丽主任、中

科院成都山地所邓伟所长、四川省地理学会韦方

强理事长、周介铭副理事长、熊东红秘书长、重

庆市地理学会杨庆媛秘书长、云南省地理学会何

大明理事长、胡金明秘书长以及贵州地理学会罗

万雄副秘书长、中国地理学会山地分会张宁秘书

长等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张国友研究员主

持。

张国友秘书长首先代表中国地理学会发表讲

话，并就中国地理学会设立“西南代表处”的背

景、目的、必要性、重要意义做了说明。他希

望“西南代表处”的设立能够搭建起有效的学术

交流平台，加强各会员的联系，通过开展各类科

普教育、学术论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推动

地理学科的发展，并且充分发挥区域代表处的作

用，为广大会员提供更好的服务。

邓伟所长对来自中国地理学会及省区地理学

会的领导及参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他强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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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具有明显的区域地理差异性，是地理科学研究

的典型区域，是重要的生物、能源及文化宝库，

对国家地理格局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邓伟所长表

示，山地所作为中国地理学会西南代表处的挂靠

单位，将为西南代表处提供重要保障，并通过广

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积极调动大中院校教师、

学生等参与中国地理学会活动的积极性，使地理

知识在更广泛的领域传播。同时还将加强山地科

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的结合，为满足国家区域发展

需求、提升西南区域地理科学研究整体水平发挥

代表处的积极作用。

崔鹏副理事长希望西南代表处的设立，可以

不断扩大西南地区在全国地理学研究领域的影响

力，并为解决西南山地的地理前沿问题，强化学

会的学术地位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此次会议上，参会的各位代表积极发言，

针对西南代表处组织机构、人员设置畅谈对西南

代表处组建的看法和建议，并对2013年中国地理

学会区域代表会的初步构想以及2014年中国地理

学会全国大会的会议议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国际山地中心第43届理事会会议在
缅甸召开

2012年11月27-30日，应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

心（ICIMOD）邀请，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

委员会秘书长、中科院成都山地所所长邓伟，中

委会副秘书长、成都山地所副所长韦方强，中委

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胡平华及中科院国际合作局

董麒博士赴缅甸参加了国际山地中心第43届理事

会会议。

会议按照既定会议议程进行，讨论了国际山

地中心2012年工作进展和2013-2017年中期发展

计划，各成员理事国就与国际山地中心的合作情

况进行了汇报，并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期间，还

召开了ICIMOD后援团会议、项目咨询委员会会议

以及财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了2012年的财政收支

情况以及2013年财政预算计划。

韦方强代表中国国家理事在理事会会议上

作了国际山地中心中国国家工作报告（China 

Country Report 2012），总结回顾了2012年

ICIMOD在中国的工作进展及取得的成果，对国际

山地中心2012年在中国开展的主要围绕喜马拉雅

地区包括青藏高原和帕米尔地区在三个领域的工

作表示满意，即可持续生计、生态服务和水及灾

害管理。ICIMOD2012年初在成都和北京召开的战

略咨询会议中中方所提出的建议在其行动计划和

发展规划中得到了体现。

为了给中国的年轻科研工作者提供在山区生

计、生态服务、灾害管理研究和在国际组织中工

作经历，并有助于国际山地中心科研能力的提

高，中国科学院与国际山地中心签署了《中国青

年科技工作者在国际山地中心短期工作协议》，

中方提供相关经费，山地中心提供工作条件。邓

伟代表中国科学院与山地中心交换了协议文本。

会议期间，邓伟还与ICIMOD水与灾害部门负

责人Arun Shrestha就KBP（科西河项目）进展情

况交换了意见。

2012年国际山区日宣展活动在成都
举行

2012年12月11日是第十个国际山区日，国际

山地中心中委会秘书处通过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森

林管理司和国际山地中心联系，积极准备相关宣

传资料，在成都开展了山区日宣传和展示活动。

今年国际山区日的主题是“庆祝山区生活”，

着重强调相关方积极参与山地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动员各种资源为改善山地社区生活提供一个

机会。今年的活动还特别关注青年人参与全球可

持续发展进程以及实施“里约+20峰会”的绿色

经济下的城乡发展间的联系。 

活动主办方制作了宣传活动主题展板，免费

赠送了有关国际山地中心在灾害管理、气候变

化、山区发展等方面相关资料，旨在提高公众对

山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认识。

山地居民是世界上最贫困和弱视的群体。他

们时常面临着政治、社会、经济的边缘化，并且

缺少医疗和教育等基本服务。当前的气候变化、

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加剧了他们的困难处境。以

可持续的方式来进行发展对山地尤其重要。为了

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和威胁，需要以整体、参与

性和整合性的方式来解决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问

题。山地可持续发展中的特殊需要和内在联系必

须被包括在内，如水、生物多样性、旅游业和基

础设施。为了实现山地的可持续发展，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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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等中心议题进行了广泛

学技术、（3）国际气候制度的有关科学问题和

所有相关方的参与，以提高对山地生态系统及其

脆弱性和普遍问题的认识及其应对方式。

媒体聚焦

气候变化科学认识及其应对─

香山科学会议第435次学术讨论

会综述

全球气候正经历着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

显著变化，这一变化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气候

变化涉及到环境、科技、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多

个学科，有着领域交叉、科学和实践的复杂性，

因此它使得气候问题转变为了综合性的重大战略

问题，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从哥本哈根到坎

昆再到德班，围绕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和京都议

定书的谈判日益激烈，落实德班一揽子决议的后

续工作仍旧艰巨，2020年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体

制的谈判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对中国的压力也越

来越大。如何在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下，系统地提出中国近期谈判的策略和

应对方案，以及2020年国际气候制度框架的原

则、策略和目标，都是需要认真研判和分析的。

全球变暖背景下，中国极端气候事件趋多趋强，

对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造成了影响，适应气候变化面临着新的挑战。

同时，随着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增

长，能源和环境压力不断增大，“两型社会”建

设需要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而中国经济实力的

快速提升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现状，意味着在未来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中将面临着承担更多的减

排责任。近些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把气候变化领域的科技研

究与开发放到了突出的重要位置。中国科学界有

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研究与

技术创新等基础性工作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形

成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成果。但是，正如任何一门

学科的发展过程，国际科学界内部对某些气候变

化科学认识存在较大的争论，且这种争论贯穿着

气候变化科学领域的发展历程。

为梳理气候变化事实、影响、适应和减缓领

域的最新进展，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

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出发，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

下科学判断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发展提出的新要

求，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为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和外交谈判提供科技支撑，香山科学会议于

2012年9月25～27日在北京召开了以“气候变化

科学认识及其应对”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来自

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管理部门的40多位专

家学者应邀参加了讨论会。与会专家围绕（1）气

候变化科学认识及适应、（2）气候变化减缓科

交流和深入讨论，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会议主席：

杜祥琬研究员，中国工程院

丁一汇研究员，国家气候中心

何建坤教授，清华大学

主题评述报告：

1.气候变化科学认识的最新进展，秦大河

2.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基本问题——应对气候变

化战略的科学性及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杜祥琬

中心议题评述报告：

1.亚洲夏季风的年代际减弱、影响与未来预测，

丁一汇

2.从经济上讲转变发展方式，周大地

3.德班后形势，刘燕华

4.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的目标与政策，何

建坤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国委员会秘书处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九号

电话：86－28－85237507

传真：86－28－85222258

邮编：610041

电子邮箱：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中

国委员会致力于加强与南

亚国家的科技交流，促进

成员机构的科技发展。 cnicim0d@imde.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