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第五届）河湖生态论坛

会议背景：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和根本大计。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恢复河湖自

然本色。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

探索基于自然的河湖健康管理模式，构建水生态文明实现体系，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研究决定

“2021（第五届）河湖生态论坛”定于2021年5月21-23日中国·青岛

召开，河湖生态论坛已成功召开四届，在广大同仁、专家的大力支持

与帮助下，规模在扩大，内容与形式也更加丰富。本次会议由河湖网、

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青岛环境

工程设计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青岛科技大学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等单位牵头举办，全国河湖生态修复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学会生态水



利工程学专委会、广州市新生活环保促进会、中关村绿创环境治理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生态水环境专业委员会等单位协办，将围绕河

湖长制成功经验及推广、绿色河湖构建模式、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应用、

智慧河湖建设、河湖生态修复技术推广、河湖生态修复工程运维、河

湖生态岸线确定技术、河湖生态流量（水位）保障技术、气候变化下

的河湖管控策略、河湖最优水面确定技术、幸福河湖评价体系及应用、

生态河湖建设技术及应用、河湖黑臭水体治理技术、生态保护及水污

染防治新技术、生态边坡与滨水景观设计、人工湿地保护、河道清淤

新技术及污泥处理与资源再利用等新成果展开交流，热烈欢迎广大科

研专家、学者、从业人士到会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我国水生

态建设与发展。

现将会议有关内容通知如下：

附件：1、会议详细内容

2、参会报名表

中国海洋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河湖网 青岛环境工程设计院

北京百乘时代科技

有限公司（代章）

https://www.qcc.com/firm/s050a8dd6824d554918f02faf30eea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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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21 年 5 月 21-23 日（21 日报到）

地点：中国·青岛

二、会议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河湖网

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

青岛科技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青岛环境工程设计院

（二）协办单位：

全国河湖生态修复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广州市新生活环保促进会

中关村绿创环境治理联盟-生态水环境专业委员会

（三）支持单位：

中国水利学会生态水利工程学专委会

三、会议议题与论文及科技成果征集范围

专题一:河湖水环境与水生态修复及黑臭水体治理

智慧河（湖）长制信息化建设；水环境与水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

践；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与评价的问题与新思维；水环境在线监测新

技术与解决方案；水环境综合治理生物修复技术、装备与发展；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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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的河湖水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河湖蓝藻水华暴发及水质突发

性污染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理技术；黑臭水体治理现状研究及发展趋

势；城市黑臭水体成因与防治技术研究；黑臭水体治理与流域尺度管

理的原则与措施；城市水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健康性评估；水环境生态

与生态毒理学；

专题二：生态边坡与滨水景观设计及人工湿地保护

生态边坡治理技术与设计；边坡柔性防护系统与技术应用；景观

设计在城市水治理工程中的应用；景观与水文海绵城市规划调查分析

与设计；国外经典滨水景观设计案例分析；城市水体净化设施、河道

岸线等基础设施规划；湿地及人工湿地保护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技术

探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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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微生物菌剂应用技术；人工湿地的维护管理与防堵塞技术与实

效。

专题三：河湖清淤新技术及污泥资源化再利用

中小河道清淤及淤泥处理技术；河湖清淤疏浚及底泥处理；污泥

处理整体解决方案；河湖淤泥固化脱水及黑臭水体治理工艺与技术；

热水解厌氧污泥新型调理技术的开发及工程应用；污泥堆肥与土地利

用与管理；污泥处理处置工程设计和实践经验探讨；经典案例分析。

专题四：研究生分论坛

积极鼓励各高校及科研机构研究生参与本次论坛，并做相关学术

交流报告。

四、简要日程（拟）
5 月 21 日 9:00-21:00 会议报到

5 月 22 日上午
8:30-8：45 开幕式

8：45-9：00 合影留念



9：00-11：30 特邀报告

11：30-12：00 高端对话

5 月 22 日下午

14:00-18:00
水环境与水生态修复及黑臭水

体治理分论坛

14:00-18:00
生态边坡与滨水景观设计及湿

地保护分论坛

14:00-18:00
河道清淤新技术及污泥资源化再利

用分论坛

14:00-18:00 研究生分论坛

14:00-18:00 科技成果项目推介分论坛

5 月 22 日晚上 19：00-20：30
全国河湖生态修复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成员会议

5 月 23 日上午 8：30-12：00 实地考察/返程

五、拟邀请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侯立安 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祖信 中国工程院院士

董战峰 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

赵进勇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生态环境研究所主任

中国水利学会生态水利工程学专委会秘书长

张列宇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黄胜伟 水利部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吴小明 水利部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副总工

付意成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生态环境研究所博士

中国水利学会生态水利工程学专委会副秘书长

李锋民 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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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刚福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院长

刘秉涛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副院长

陈庆锋 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研究员

匡少平 青岛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王 磊 青岛科技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院长

黄 青 青岛环境工程设计院院长

杜河清 水利部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博士

高毅坚 广州市新生活环保促进会秘书长

周景山 中关村绿创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生态

水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

六、参会人员

全国各地市政、水务、 环保 、规划等主管部门有关领导及处室

负责人,流域机构、河道、水库、湖泊、河长制等管理单位；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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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费用标准

高校及科研机构代表参会费用为1800元/人，企业代表参会费

用2200元/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凭学生证注册，参会费用

为1200元/人。参会费用含会议期间餐费、会议筹办费、专家费、场

地费、资料费等，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与会代表可申请报告，每个报告20分钟。请于2021年5月15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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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申请，同时提交报告摘要和报告人简介。

展位费用：展位规格：3m×3m、价格：10000元/个，每个展位赠送2

个参会名额。展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会刊彩页1000元/页；发放

资料1000元；企业技术推介：8800元（含2人参会，时间为20分钟）。

注册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18日，请提前将参会报名表通过邮箱

发送至：50428304@qq.com。

指定收款账户：

收款单位：北京百乘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 152 369 736

开 户 行：民生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热烈欢迎相关企业参会，展示最新的设备、产品和技术。有意作为赞

助或协办单位请与组委会联系。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惠武

手 机：13311257001

邮 箱：50428304@qq.com



2021（第五届）河湖生态论坛

报名回执表

联系人：李惠武 手 机：13311257001 邮 箱：50428304@qq.com

附件 2

单位名称

参会人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机 QQ/微信 邮箱

联系人

快递地址

预订酒店 单间___间 标间___间 入住时间____ 离店时间_______

参会费标准

高校及科研机构代表1800元/人、全日制研究生及本科生1200元/人；

企业代表2200元/人、会刊彩页1000元/页、发放资料1000元；

展位：10000元/个（含2人参会费）；企业技术推介：8800元（含2人参会）。

参加人数 （ ）人 费用总计：( )元

指定收款账户：

收款单位：北京百乘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 152 369 736

开 户 行：民生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开票单位名称：

开票单位税号：

开票项目： 会议费 口 会务费口

汇款请附言“2021河湖生态论坛+单位或姓名”，并

将汇款凭单扫描件发送至hehudahui@vip.qq.com。

参会单位盖章：

（签字）

2021年 月 日

参会须知

1、我们将在会议前一周发送详细报到通知。

2、企业如有其他需求，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3、确认参加会议后，请于 5月 18 日前将回执表以邮件回复。



科技成果征集表

项目名称

单 位 （项目所有人或单位）

联

系

人

姓名 电话 手机 邮箱

拟转让金额

项目简介
* 本项目详细说明（不少于 500 字）

如果有相关报道或者已经发表的文章，可附链接或附件

技术/产品特色及专

利、专有技术情况

*1. 技术/产品创新性（主要创新点、领先性）

*2. 项目知识产权情况（专利申请和授权情况、专利所有人）

项目所处阶段
* 项目目前所处阶段描述（实验室验证/试用/临床小批量/大批量

/产业化/其他）

行业情况

*1. 本项目所解决的问题或所应用的行业（可多个）

2. 相关行业或细分领域的情况（行业背景、需求状况、现状瓶

颈、发展趋势等）

市场情况
1. 市场情况（目标市场、市场规模等）

2. 市场竞争预测（其他同类产品情况、其他公司情况）

*3.本项目核心竞争优势

项目团队情况
*1.项目负责人介绍

2.团队主要技术成员介绍：主要技术参与人员介绍

合作意向

*以下方式请勾选（可多选）：

 技术转让/许可 □

 合作研发 □

 中试试验 □

 投资 □

 其他 □（请描述）

注：标*部分必须填写

附件 3



项目需求信息征集表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职务

电话

单位地址

单位网址 需求起止时间

单位法人 电话

技术负责人
电话

传真

需求领域

单位概况

单位技术需求分类 □施工 □技术 □材料 □ 装备 □其他

单位技术需求详细描述

主要存在的技术问题、解决

设想、已有科研合作伙伴及

研发状况、目标成果及单

位、预期经济和社会效果等

技术需求项目预算

备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