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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概述

一、工作概述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是由全国水土保持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依法登记的全

国性、学术性、科普性的非营利性社会法人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水土保

持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我国水土保持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

学会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全国学会，接受民政部社团登记管理机关

监督管理，受国家水利、林业、农业主管部门业务指导。学会秘书处设在北京

林业大学。

2021年底，学会个人会员12223人，单位会员809家；下设16个专业委员

会；学会主办学术期刊《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扎实推动学会各项工作协

调发展，在学会建设、学术交流、科学普及、科技奖励与人才举荐、社会服务、会

员服务等各方面都开展了大量工作，团结引领广大会员和水土保持科技工作

者致力于科技创新，组织开展创新争先行动，促进水土保持科技繁荣发展，促

进水土保持科学普及和推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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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

工作委员会

组织与宣传工作委员会
咨询与评价工作委员会
继续教育工作委员会
科普工作委员会
学术交流、期刊与科技
奖励工作委员会
国际合作工作委员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

专业委员会

组织宣传部
财务部
学术交流部
水平评价中心
继续教育部
科普工作部
期刊编辑部
国际合作部
学会办公室
奖励工作办公室

秘书处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林草生态修复工程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预防监督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小流域综合治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黄河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崩岗防治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水土保持植物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水土保持规划设计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泥石流滑坡防治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水土保持监测与信息化专业
委员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工程绿化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风蚀防治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技协作工作委员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城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专业
委员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土壤侵蚀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技产业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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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二、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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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导机构

1.理事会负责人

理 事 长 陆桂华

副理事长 蒲朝勇 黄正秋 吴 斌 崔 鹏 刘国彬 王玉杰

2.理事会负责人分工

理 事 长 陆桂华 负责学会全局工作

副理事长 蒲朝勇 协助理事长工作，同时负责咨询与评价工作

副理事长 黄正秋 负责继续教育工作

副理事长 吴 斌 负责组织、宣传、青年工作

副理事长 崔 鹏 负责国际合作工作

副理事长 刘国彬 负责学术交流、期刊与科技奖励工作

副理事长 王玉杰 负责学会秘书处日常工作

秘 书 长 王玉杰(兼)

常务副秘书长 丁立建

副 秘 书 长 张续军 杜 森 张长印 周 桔 覃庆锋 弓 成

侯小龙

现任理事会——第五届理事会

组织架构

3.秘书长、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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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会党委、秘书处党支部、分支机构党的工作小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书记关于治水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党的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的重要论述。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学会党委以“党领

导下新中国水土保持建设”为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活动。

1.强化理论武装

2.完善党委政治把关机制

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和组织保障作用。召开党委会议，前

置审议学会“三重一大”事项。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学会刊物、网

站、公众号及会议、论坛等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和管理。

党建工作

三、党建工作

3.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逐步推进由学会理事会、秘书处、分支机构组成的学会党建工作三层组织

架构，指导科技产业工作委员会成立党的工作小组。以建设坚强战斗堡垒为

目标，突出政治功能，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加强秘书处党支部建设。

4.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推进办文办会办事规范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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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5.开展“众心向党、自立自强”主题实践活动

6.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动员组织会员和广大水土保持科技工作者坚持志智双扶，通过教师支援、驻点扶贫

等方式，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5月21日，学会党委、秘书处党支部、

分支机构党的工作小组和省级学会50余

名党员赴遵义会议会址开展“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主题实践活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力营造共庆百年华诞、

共创历史伟业的浓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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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交流

指导分支机构围绕国家水土保持中心

工作和水土保持领域前沿问题，举办主题鲜

明的高水平专业性学术研讨会。指导省级

学会举办富有区域特色、服务地方发展的高

水平区域性学术研讨会。

2.指导分支机构和省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

主要工作

四、主要工作

5月 29日，学会在北京举办科技产业工

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科技产业交流会，从事

水土保持科技产业相关工作的高校、科研机

构、企事业单位和水土保持从业者代表近20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举办了水土保持企业

产品、设备展览，开展了科技产业技术交流，

设置3个分会场特邀39名专家、代表，就智慧

水土保持、水土保持与水生态、矿山生态修复

技术、边坡生态修复新产品新技术等11个专

题作专题报告，开展了广泛的研讨和交流。

1.举办科技产业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科技产业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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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工程绿化专业委员会在北京举办第八届全国生态修复研究生论坛。

指导分支机构和省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

主要工作

7月31日，土壤侵蚀专业委员会、风蚀防治专业委员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联合

举办“2021年草地水土保持与黄河流域生态修复研讨会”。

指导分支机构和省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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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分支机构和省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

指导分支机构和省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

8月，城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专业委员会在水利云讲堂网络平台联合主办四

期“2021全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专家论坛”。

10月22—25日，林草生态修复工程专业委员会在山东临沂举办“2021生态修

复与水土保持高峰论坛暨生态保护修复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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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分支机构和省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

指导分支机构和省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

11月 5日，水土保持植物专业委员会在北京联合举办“2021年高效水土保持

植物学术交流视频会议”。

12月11日，科技协作工作委员会在线上举办2021年年会暨学术交流会。

主要工作

9



主要工作

7月7—8日，学会联合举办海峡两岸水

土保持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主题是“水土保持

与幸福家园”，来自海峡两岸水土保持领域的

50余家管理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地

方水土保持学会的近180名专家和代表参加

研讨会。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召

开。研讨会开设主会场和“水土保持与幸福

家园”、“水土保持与长汀实践”两个分会场，

主会场特邀5名专家作主旨报告，分会场组织

27名专家学者围绕水土保持科技创新、水土

保持高质量发展、水土保持与长汀实践等议

题作专题报告，并展开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3.举办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活动

（二）科技奖励

按照《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奖

励办法》，共评选出第十三届中国水土保持

学会科学技术奖 15项，其中一等奖 4项、二

等奖5项、三等奖6项；第三届中国水土保持

学会优秀设计奖 34项，其中一等奖 6项、二

等奖9项、三等奖19项。

评选学会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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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

（三）举荐人才

按照《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届

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申报工作

通知》要求，推荐的北京林业大学吴旭东、中

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杨林山

获得第六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专

项资助。组织水土保持青年科技工作者参

加中国科协主办的“自立自强 青春向党”

青年演讲大赛，学会推荐的中国科学院水利

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刘威获得大

赛三等奖。

托举水土保持青年科技人才

评选学会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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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学普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修订

实施十周年之际，开展知识竞赛活动，收到

答卷40816份，全国各地均有参加，深入宣传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提高民

众遵法守法意识。

1.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宣贯活动

推进《水土保持读本（中学版）》

的制作与出版工作。推广学会主编

的《水土保持读本（小学版）》，广泛应

用于全国各地的水土保持科普教育

活动中。

2.编印和推广科普读物

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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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会科普教育基地管理，依托现有的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评选第五批全国水土保持科普教育基地。

3.评选第五批全国水土保持科普教育基地

4.举办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

5月12日，学会联合山东水土保持学会

在山东济南举办2021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科

普宣传活动，活动主题是“防范化解灾害风

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活动设立了2处会

场，影响受众2000余人。组织科学传播专家

团队和科普教育基地依托各自的科普资源

优势，通过线上线下等形式，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科普活动，科普受众达到100万余人次。

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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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

以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和设计技

术、水土保持工程的设计和综合管理技

能为主要内容，举办第一届全国大学生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与修复创新

设计大赛，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促进水土保持创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5.举办第一届全国大学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与修复创新设计大赛

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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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服务

2021年，修订《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编制单位水平评价管理办法》《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水平评价管理办

法》，规范和优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

术服务单位水平评价程序，加强事中事后

监督管理。完成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编制单位和监测单位水平评价证书变更

工作。

（六）人才培养

召开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研讨会，优化各

类培训班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举办“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技术人员”、“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人员”、“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技术

人员”、“水土保持规划设计”等培训班6期，

培训学员3300余人次。

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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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学会接受黄河水利委员会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委托，对“黄土高原

坡沟系统植被减蚀机制及其空间优化配

置关键技术”进行了科技成果评价。

（七）科技成果评价

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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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学会继续大力发展会员，新增个人会员1453人、单位会员99家，个

人会员达到12223人，单位会员达到809家。

1.大力发展会员

五、会员服务

2021年，扩大学会工作对会员的覆盖面，学会为单位会员提供优先或优惠参

加学会举办的学术交流、培训等活动，为单位会员订阅《中国水土保持》杂志，切

实加强与会员的实际联系，不断增强会员的荣誉感、自豪感和归属感。

2.为单位会员服务

六、学术期刊

进一步落实编委责任制，遴选优质稿

源，提高“水保黄河”专栏的发文比例，高质

量完成《中国水土保持科学》组稿出版。

2021年1至6期共发表文章105篇，其中水

保黄河专栏9篇、基础研究38篇，应用研究

35篇，开发研究 4篇，工程技术 2篇、学术

论坛9篇，研究综述8篇。

1.高质量完成期刊组稿出版工作

会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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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期刊学术影响力

2021年，期刊推荐的论文《东北和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保护工程生

态效益分析》被评为第六届中国科协优秀科技论文农林集群三等奖。

完善分支机构动态调整机制，成立科技产

业工作委员会，搭建产学研交流平台，促进水

土保持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加强分支机构

管理，分支机构负责人向理事长办公会述职，

指导小流域综合治理、泥石流滑坡防治、城市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专业委员会按时换届。

1.推进分支机构改革

七、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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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议和理事长办公会，审议学会重大

事项和重要事宜，保障学会改革发展的顺利进行。

2.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推进分支机构改革

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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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省级水土保持学会的业务指导；召开全国水土保持学会2021年秘书长

会议，传达有关文件精神，交流部署相关工作。

4.加强对省级学会的业务指导

召开学术交流、期刊与科技奖励工作委

员会、组织宣传工作委员会、科普工作委员

会、咨询与评价工作委员会会议，研讨各专项

工作思路，审议相关工作事项。

3.落实各工作委员会工作职责

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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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秘书处工作人员参加中国科协举办的各类培训，提升秘书处工作人员业务能力，

建立切实可行的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工作绩效激励机制，提升秘书处的服务保障能力。

5.加强秘书处能力建设

围绕中国科协和学会改革重点工作，

梳理已有制度，修订《中国水土保持学会

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中国水土保持学

会科学技术奖实施细则》《中国水土保持

学会青年科技奖实施细则》《中国水土保

持学会优秀设计奖实施细则》。

6.深化内部管理制度建设

学会网站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定期

编写《工作简报》，报送主管部门和理事

会，印发各工作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和省

级学会。按照中国科协要求，公开发布

学会2020年年报。

7.强化信息公开

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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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民政部年检和中国科协

项目申报、综合统计调查、财务决

算等工作。学会获批中国科协

2021年学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项

目——科技奖励示范学会建设专

项，获得专项资助。

9.获批中国科协学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学会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相

关宏观信息资源和行业动态，完善会员、

科技奖励、水平评价和培训系统。《中国水

土保持科学》继续与中国知网合作，推出

整期“优先出版”，期刊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及时更新和推送当期目录和精选论文。

8.建设网上“科技工作者之家”

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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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学会总收入892.88万元

其中：会费收入183.30万元，业务等收入709.58万元。

八、财务报告

2021年学会总支出481.06万元

其中：业务成本支出407.58万元，管理费用支出73.48万元。

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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