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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场政府座谈    4篇政策建议 

顺利结项市民政局购买服
务项目，获得政府部门好
评 

购买服务项目 1个 建言献策 

板 块 一 
2017年工作汇报 

座谈市水务、市建委、青羊区政
府、武侯区政府、郫都区政府、
双流区城管局 

1个 
 联合开展决策咨询类调研
课题1个，获省、市重要领
导批示 

调研课题 

提交成都市两会人大提案
1份，获政府部门反馈 

人大提案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 
建 言 献 策 

1篇 



2017年，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

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合作，以河

研 会 2005年千年水网调研成果为

基础，通过进一步实地调研、座

谈研讨、专家咨询、文本撰写，

完成《关于实施成都市中心城区

河流“复活”工程的建议》报告， 

         呈递给四川省委、成都

市委领导，得到了省委常委范

锐平书记的重要批示和市委常

委谢瑞武同志的重要部署。 

      在递交建议、领导批示之

后，成都市建委、成都市水务

局根据领导部署，制定工作方

案。河研会专家参与了工作方

案的论证会。 

（一）关于实施成都
市中心城区河流“复
活”工程的建议 

一、建言献策 



2017年两会期间，河研会通过与成都市人大代表合作，向

市政府提交关于宜居水岸工程中加强生态修复和水质改善的建

议，得到建委的肯定回复。 

（二）市人大提案 

《关于在成都市中心城

区“宜居水岸”工程项

目中加强河流生态修复

和水质改善的建议》 

河研会从2016年关注成都市重要的宜居水岸工程项目，

在项目一开始征集公众建议时，即动员专家会员参与建议，

并接受成都商报媒体采访，提出专家意见。 



2017年，河研会继续关注和参与城市水环境治理，为政府部门建

言献策。通过持续动员志愿者开展河流巡护，引入学会专家、企业团

体会员的专业分析，河研会多次向政府递交城市黑臭水体的巡护报告，

并提供科学的治理建议。具体形式包括常态与各区政府、河长、治理

部门座谈沟通，政府环保热线拨打、城乡水环境公众参与平台使用等。 

4月，河研会通过青羊区政协委员递交

黑臭水体治理政策建议；7月，与武侯区

开展2次面对面座谈，其中1次区长、分

管副区长出席，与河研会专家团队开展了

深度交流。各政府积极肯定河研会的民间

监督和专家建议工作，其中武侯区政府还

提出希望建立常态沟通机制。 

（三）为水十条黑臭水体整治建言 

一、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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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至12月，河研会副会长田军受

邀为锦江绿道建设提供咨询建议。 

2017年初，河研会专家张承昕、

田军等六位专家被成都市建委确认

为宜居水岸工程咨询专家，持续参

与宜居水岸工程的项目设计与评估。 

2017年7月，河研会首任会长、现任

荣誉会长艾南山教授受聘为成都市委、

市政府城市规划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

专家。该咨询委员会是成都市打造的城

市规划建设领域的高端智库，艾南山教授

作为专家委员，将更好的为成都市可持续

发展建言献策，将河研会的研究、实践成

果更好地贡献给政府决策者。 

（四）提供专家顾问 

为政府开展专业咨询 

2017年工作总结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 

建 言 献 策 一、 



学术交流 

板块二 

2017年工作汇报 

1个 调研课题 
举办大中型学术交流活动 3场 

参与专家人数 100人次 

国内项目交流活动 

开展国内外学术和项目交流活动 

1人次 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4人次 国际项目交流活动 

逾10人次 



（一）第十一届岷江论坛 

二、学术交流 

10月28日，由成都市科学技术学会指导开展，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四川省老科学

技术工作者协会、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办，艾伯特基金会支持的第11届岷江

论坛在成都成功举办。本次论坛聚焦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西控”战略，汇聚

资深专家、知名学者、艺术工作者、民间环保组织、高校社团和热心市民共同探讨“都

江堰灌区保护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9月20日，北京环助律师事务所、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研

究和服务中心联合河研会共同举办了2017年四川法律流动门诊。

活动围绕水环境相关法律展开。 

（二）中法环境月城市水管理交流分享会 

9月21日，中法环境月·成都——城市水管理交流分享会在成都科

技会堂顺利举行。  此次专业学术交流邀请到法国水资源学院主席、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特使、担任过法国环境部部长的布里斯·拉隆德先

生，来自政府、高校、环境NGO、企业的25位专家、学者、环保人

士参加了此次分享会。 

二、学术交流 

（三）四川省环境法律流动门诊 



企会合作 

板 块 三 
2017年工作汇报 

1个 

为洲际酒店集团提供履行

社会责任的机会——IHG

志愿者项目 

企业志愿者服务项目 

为北控水务集团、436文化

创意机构提供专业咨询 

咨询项目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 
企 会 合 作 

2个 

法 律 合 作 技 术 合 作 

与四川鑫淼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继续研讨城市水环境长效
治理。 

与泰和泰律师事务所维

持环境法律相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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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河研会与洲际酒店集团达成合作，基于洲际酒店的水资源

管理计划，为酒店员工、消费者提供志愿服务机会，助力企业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洲际酒店的员工和消费者将实地参与到河研会上游可持续生

态社区发展中，参与河流巡护、村民培训，洲际酒店基金也将拓展支持

上游社区发展的其他可能，通过购买等方式支持地方社区发展。 

与洲际酒店的合作推动了安龙村的 生

态食材在第22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大会亮相。大会于9月11日-16日在成都

召开，其中，9月12日-13日将在成都世纪

城天堂洲际大饭店举办，安龙村生态农户

的生态食材被烹制为特色菜品在此次大会

13日的宴会上亮相。 

（一）IHG志愿者培训项目 

企会合作 三、 



（二）企业战略合作 

         河研会于2016年初与四川鑫淼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达成

战略合作协议（2016至2017年度），共同实施关于黑臭水体整治

的调研课题，探索长效治理机制。 

          河研会保持与泰和泰律师事务所的战略合作关系，泰和泰

的律师为河研会及伙伴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河研会为律所提

供环境公益领域网络资源。 

三、企业合作 
（三）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四川鑫淼环保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2017年，河研会为企业项目提供了2起咨询服务。为北控水务

集团提供关于攀枝花生态修复项目咨询，河研会专家、中科院成

都生物所陈庆恒老师作为主要咨询专家参与项目；为436文化创意

机构提供关于泸沽湖摩梭家园项目咨询，河研会8名专家/工作人

员（张承昕、陈庆恒、朱成、谭作人、南山、田军、叶子军、胡

敏）参与了咨询项目。 



科普活动 

板块四 

2017年工作汇报 

4场  
大型公众活动 

2万人次 直接影响公众 逾30场                     在社区、学校、图书
馆，以及线上，常规科普活动 



（一）推进科普读物《成都河流故事》出版 

（二）第二届成都河流文化节 

（三）2017科技周活动 

（四）世界环境日活动 

（五）网易万卷计划成都河流故事线上科普 

（六）水环境教育中心科普活动 

（七）水环境科普进校园、进社区 

 

四、科普活动 



 推 动 1个 环境公益诉讼 

    重点实施水源地 
                  社区营造 

      水源地保护长期项目，推动社区参与保护 

其他重要业务 

板块五 

2017年工作汇报 

3个 



本年度社区工作共有3个项目，分别来自成都

市民政局、成都市慈善总会和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的支持。 

（一）水源地保护 

       河研会“清源行动”之妇
女发展多方参与共建水保护者
之家项目于2016年6月正式启

动，于2017年3月正式结项，
并获得了民政部门的肯定。 

2017年河研会获得成都

市慈善总会购买项目，继续

开展水源地保护之妇女发展

项目。提升妇女骨干领导力，

推动社区村民参与环保实践。 

五、其他重要业务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主要支持河研会开展社

区护水队自组织培育，

推动当地社区和居民参

与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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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研会于2017年发起了第一起环境公益

诉讼，起诉恶臭超标的四川嘉博文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6月13日，这起特别的环境侵权

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据审判长介

绍，这是新《环保法》2015年1月1日施行

后，四川本土环保组织提起并进入审判程序

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 

环境公益诉讼 

河研会自2014年开展机构

法律能力提升项目，建立了本

土律师、法学专家、NGO行

动者的网络，与泰和泰律师事

务所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五、其他重要业务 

（二） 



      总结核心项目活动经验、

核心业务和品牌产品，开展

对外交流和品牌传播，扩大

影响力。 
品牌建设 

板 块 六 
2017年工作汇报 



六、学会品牌建设 

2017年学会工作总结 

（一）机构概览 

河研会成立于2003年6月5

日，是一个推动河流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的民间公益

环保组织，是一家由民政

部门批准注册的社会团体。 

(二) 内 部 管 理 

常规制度如例会、半年/年度述职报

告，内部协作平台运行良好，行政

档案管理逐步完善，财务管理和披

露要求严格；加强全职员工培养，

组织学会内部协作工作坊，为员工

提供对外交流学习机会。2017年，

共有外出学习10人次。 

学会动员一批年轻专家加入学会，

年底纳入正式会员。 

学会为专家会员提供学术交流活

动参与机会，如岷江论坛；推荐

专家担任代表委员职务2人次，

推荐专家参加政府咨询逾30人次。 

专家库建设 
及会员服务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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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外交流与品牌传播 

河研会接待国际专家、学者团队、大学生志

愿者服务团队到访交流近20次。 

3月，河研会胡敏受邀参加格鲁吉亚河流主

题大会；6月，河研会董泽斌受邀参加二〇

一六年度全球护水者联盟年会；9月，胡敏

受邀参加聚贤社气候变化议题及领导力工作

坊；11月，胡敏受邀参加中日环境法律与政

策国际研讨会，并做报告。 

（四）党建工作 

2017年，学会逐步推进党建工作，理

事会开会1次，讨论党建工作推进事宜；

咨询优秀党建学会爱有戏社区发展中

心，学习党建经验。 

鉴于学会全职员工党员数量不足，下

一步拟联合伙伴机构建立联合党支部，

或在理事会建立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六、学会品牌建设 

2017年学会工作总结 



   2018年，将持续聚焦上游水源地保护和城市水环境公众参与，提

升内部能力，以推进工作的顺利开展： 

   调研课题     
和建言献策 

1、 

联合四川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开展四川省水源地调研课

题，针对水源地保护和水环境治理，通过两会人大、科协渠道，

以及与官方智库如省社科院合作，持续开展政策建议。 

持续开展大型学术交流，开展岷

江论坛和其他学术交流活动。 

学 术 
交 流 

2、 



3、 

持续开展科普教育活动。依托安龙水环境教育中心、临石

村水保护者之家，继续开展公众环境教育；继续组织河流

文化节、成都河流故事传播、科技周等大型公众活动 

4、       科普 
教育活动 

   水源地  
社区项目 

持续开展水源地社区项目。升级与完善水源地面源污染防治系

统，实践农村社区垃圾分类项目，积极拓展与地方政府的合作，

推动水源地社区实践行动 

企业志愿者服务产品 

初步建立企业志愿者服务产品。以洲际酒店志愿者服务

项目为基础，探索学会与企业合作模式，为企业提供志

愿服务机会，推动企业履行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责任。 

5、 



加大学会传播力度，增强学会公信力，持续开

展对外交流，提升河研会品牌。 

7、 提升河研会品牌 

学会行政管理能力提升 

建立和完善员工手册和员工成长计划，提

升团队协作能力和员工技能。 

6、 

还清流于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