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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 2020 年 “最美科技工作者”的通知 

（摘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 

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各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组，各团体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激发广大科技工作

者的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等六部门联合开展

2020年“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中国力学学会将按照此次活动要求，

遴选上报 2位力学领域“最美科技工作者”。现将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请学会专家、机构大力推荐 

1、每位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可推荐 1 名候选人，获得 2 位或 2 位以上理事推

荐的候选人为有效推荐； 

2、各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组可推荐 1名候选人； 

3、各团体会员单位可推荐 1名候选人。 

二、推荐标准 

重点推荐在抗击疫情、脱贫攻坚、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力学科技工作者。具体如下： 

1、热爱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政治坚定，作风廉洁，遵

纪守法；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科学道德、树立良好学风，淡泊名

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2、人选范围包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突出的医护工作者和科研攻

关人员；长期奋战在基层一线、为脱贫攻坚作出重要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或国家安全重大挑战作出重大贡

献的科技工作者；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用科

技服务民生，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 

3、事迹感人，适合公开宣传，有突出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影响力（不包括

现役军人）。 

三、推荐方式 

请有关专家、机构填写中国力学学会推荐 2020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简表，

发送至 office@cstam.org.cn。 

推荐截止日期：2020年 7月 31日。 

 

附件：中国力学学会推荐 2020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简表 

   

中国力学学会 

2020年 7月 15日 

 

 

 

http://www.cstam.org.cn/static/file/20200715/20200715075321_4.docx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征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 

（摘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 

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科学基金制，加快建设理念先进、制度规范、高效公正

的新时代科学基金治理体系，我委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公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jijintiaoli@nsfc.gov.cn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0年 8月 21日。 

 

附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20年 7月 22日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香港研究资助局青年学者论

坛项目指南 

（摘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与香港研究资助局（以

下简称研资局）为进一步鼓励和支持内地与香港青年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双方

围绕共同感兴趣的学科领域组织和资助两地青年学者论坛。现开始征集 2020 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香港研究资助局青年学者论坛项目（以下简称

“NSFC-RGC青年学者论坛”），具体说明和要求如下： 

一、 项目说明 

（一）资助领域 

本项目资助领域为工程与材料科学、管理科学领域。 

（二）申请代码 

内地申请人应根据主题内容自主选择相应学科的申请代码（申请代码 1须选

择 E或 G下属代码）。 

（三）资助规模 

拟资助的项目数量不超过 2项。 

（四）资助强度 

内地对获批准项目的资助强度为直接费用不超过 20万元/项，本项目无间接

费用。 

（五）资助内容 

本项目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资助在内地举办

会议的交流活动，包括参会人员的往返旅费及食宿等费用。 

（六）申报要求 

http://www.nsfc.gov.cn/Portals/0/fj/fj20200722_01.docx


（1）申请书中的合作起止日期应填写 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12月 31日，

论坛必须在该时间范围内召开，会期不超过 3天。 

（2）项目申请应明确所申请领域的具体主题，所选主题应紧密围绕科技发

展趋势、国家需求与全球挑战中的重大科学问题，突出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内地

与香港科研合作发展。 

二、 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年龄要求为 45周岁及以下，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二）申请人须是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含）以后结题的三年期（含）以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研项目的主持人或主要参与者（主要参与者需经在研项目负

责人同意），合作交流应密切围绕所依托在研基金项目的研究内容。 

（三）申请人应该是申请合作交流项目的实际负责人，限为 1人。 

（四）与香港地区研究者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五）关于申请资格的详细说明请见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三、 限项申请规定 

（一）本项目属于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不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

称）人员申请和正在承担的项目总数限为 2 项”规定的限制。 

（二）作为申请人申请和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的 NSFC-RGC 合作交流项

目，合计限 1项。 

（三）更多关于限项规定的说明，请见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四、 申请注意事项 

（一）在线填写申请书路径 

申请人登陆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isisn.nsfc.gov.cn/），按照

撰写提纲及相关要求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申请

书》（以下简称“申请书”）。具体步骤是： 

（1）选择“项目负责人”用户组登录系统，进入后点击“在线申请”进入

申请界面，点击“新增项目申请”按钮进入项目类别选择界面。 

（2）点击“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左侧+号或者右侧“展开”按钮，

展开下拉菜单。 

（3）点击 “在华召开国际（地区）学术会议（组织间合作协议项目）”右

侧的“填写申请”，进入选择“合作协议”界面，在下拉菜单中选择“NSFC-RGC

项目（内地-香港）”，然后按系统要求输入要依托的基金项目批准号后即进入

具体申请书填写界面。 

（二）申请书填写说明 

（1）项目名称（中文）的填写格式为“NSFC-RGC青年学者论坛：主题”，

项目名称（英文）的填写格式为“NSFC-RGC Forum for Young Scholars: Theme”。

主题（中英文）应为论坛的具体主题名称。 

（2）在“会议日程安排”栏目，应详细列出研讨会的日程安排。 

（3）项目申报时，申请人不需要列出内地与香港双方参会青年学者的详细

信息，但应当明确双方参会青年学者的人数。两地各 15-20名青年学者与会，青

年学者占比须占所有参会人员的 50%以上。 

（4）内地方（香港方）的参会人员应来自内地（香港）3 所以上的高校或

科研院所，且每所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参会人员数量不能超过内地方（香港方）总

参会人数的三分之二。 

（5）项目资金预算表仅限填写序号第 9 项“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三）依托单位注意事项 

依托单位应对本单位申请人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进行

审核；对申请人申报预算的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进行审核，并

在规定时间内将申请材料报送自然科学基金委。 

本项目纳入无纸化申请范围，依托单位完成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的逐项确

认后，应于申请材料提交截止时间前通过 ISIS 科学基金网络系统上传本单位科

研诚信承诺书的电子扫描件（请在 ISIS 科学基金网络系统中下载模板，打印填

写后由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字、依托单位加盖公章），无需提供纸质材料。 

（四）项目申请接收 

（1） ISIS 系统在线申报接收期为 2020 年 7 月 10 日至 2020 年 8 月 26 日

下午 16 时，应在规定的项目申请截止日期前提交本单位电子版申请书及附件材

料。 

（2）项目获批准后，将申请书的纸质签字盖章页装订在《资助项目计划书》

最后，一并提交。签字盖章的信息应与电子申请书严格保持一致。 

注：请申请人严格遵照本项目指南的各项要求填报申请，不符合上述要求的

申请将不予受理，如有疑问，请致电项目联系人询问。 

五、 项目联系人 

联系人：廖丽涓 

电话：010-62327179 

传真：010-62327004 

电子邮件：gat@nsfc.gov.cn 

申请人在线填写申请书过程中如遇技术问题，可联系我委 ISIS 系统技术支

持。电话：010-6231747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2020年 7月 10日 

 

 

 

学术会议 

ASME IMECE 2020 Mechanics of Soft Materials symposium 

A few updates about the ASME IMECE 2020 Mechanics of Soft Materials 

symposium: 

•IMECE 2020 will be fully online with the technical meetings held 

during the week of November 15. IMECE remains the same otherwise. The 

online format will leverage the extra capabilities that come from a 

virtual setting. 

•Authors will still be required to register to present and to be 

included in the final program. Registration will be at a reduced rate 

(exact amount to be announced). 



•Papers will still be published in the proceedings; the one author 

per paper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 will still hold. 

• DEADLINES EXTENSION: The deadline for abstract submission 

(presentation only and posters) is extended to July 31st. Registration 

and other deadlines will also be extended (new dates to come as soon as 

possible). Please consider submitting abstracts to any of the Mechanics 

of Soft Materials symposia (topics 12-1, 12-2 and 12-3). Abstracts can 

be submitted through the ASME IMECE website here. 

•Access to online papers 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will be provided 

to all registered attendees. 

Topic 12-1: Mechanics of Soft Materials 

This topic covers the characterization, prediction,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 of mechanics in soft materials. This topic seeks abstracts 

for individual sessions in:  

§  Active Materials  

§  Functional Soft Composites  

§  Mechano-Chemistry  

§  Mechano-Biology  

§  Gels  

§  Mechanical Characterization  

§  Degradation, Fracture, and Fatigue  

§  Soft Structures, Machines, and Robots  

The symposium brings researchers from a variety of backgrounds 

together in order to exchange and discuss ideas related to theory and 

experimentation of the mechanics of soft materials. When submitting your 

abstract please include a sentence indicating which session you would like 

to take part in.  

Topic 12-2: Functional Soft Composites – Design, Mechanics, and 

Manufacturing 

Functional soft composite materials are recently becoming an emerging 

fiel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innovation. They are 

distinct from traditional materials and composites, due to their 

unprecedented potential of wide range property tuning, large shape 

changing, and self-adaptivity. By integrating soft matrix with functional 

ingredients such as stimuli-responsive particles and mechanophores, soft 

composites could enable multifunctional material and structural systems 

with for applications in soft actuators, soft robotics, flexible 

electronics, metamaterials,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soft composites synergistically integrates design, 

mechanics, and manufacturing. This symposium will represent the emerging 

and recent advances in soft composite materials with a focus on the design 

concept, design method,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and fabrication, as well 

as their nove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engineering 

fields. Specific topics of interest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  Design concept and methodology of soft composites with novel 

properties and functionalities  

§  Constitutive modeling of soft composite material behavior  

§  Advanced manufacturing of soft composites  

§  Multiphysics coupling of soft composit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  Stimuli-responsive soft composit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pic 12-3: 3D Printed Soft Materials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lso known as 3D printing, offers unique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novel properties and mechanics of soft materials. 

This topic calls papers from research efforts related to soft materials 

with novel properties realized or created using 3D printing techniques. 

Specific areas of interest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  Soft metamaterials  

§  with novel properties  

§  Printed active composites  

§  Novel printing technologies with new printable soft materials  

§  Design theory or methodology for soft materials that will be 

realized through 3D printing  

§  Mechanics of 3D printed materials  

§  Applications of printed soft materials  

ASME Technical Committee 

Mechanics of Soft Materials 

Applied Mechanics Division 

 

 

 

招生招聘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mechan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b 

1 postdoctoral position 

rupture of soft materials 

blood clots 

constitutive modeling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We seek a full time post-doctoral fellow to work on the continuum analyses, including 

constitutive modeling and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s, of cracks in hydrogel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John Bassani and Prashant Purohit in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e position will be for two years and will be 

funded through a new NIH-funded project on mechanisms of mechano-chemical rupture of 

blood clots and thrombi that combines experiments, molecular modeling, and 

continuum-based analyses. The goal is to explore and understand the fracture toughness of 

blood clots and thrombi, thus providing a mechanistic basis for life-threatening thrombotic 

embolization. A strong background in mechanics of materials and numerical analyses is 

required. The ideal candidate is also expecte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collaborate with 

experimentalists and specialists in molecular simulations and to have knowledge of 

biomaterials. 

Applicants should send their CV with a list of references and letters (2) of recommendation 

when available to: 

Peter Litt Academic Coordinator, MEAM 

Email: peterlit@seas.upenn.edu Phone: 215-746-1818 

Thank you, 

John Bassani 

Prashant Purohit 

 

 

Ph.D. and postdoc positions in mechanics, materials, and 

flexible electronics 

job 

Two Ph.D. positions and one postdoc position are available in Wang Research lab 

(https://www.wangresearchlab.com)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Ph.D. positions 

Research: Research topics include (1) Mechanics of advanced materials like energy-storage 

materials, smart materials, and material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2) Design and 

fabrication of flexible electronics and architectures; and (3) Soft materials and systems. Our 

research is highly multidisciplinary and lie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mechanics, materials, 

electronics and chemistry.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any of those related areas are 

welcome. 

Qualifications: 



A bachelor's degree in Engineering Mechanics, Materials Scienc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ivil Engineering, or a closely related area 

A M.S. degree with project experience and publications is preferred but not required 

Starte date: Available immediately, open until filled. 

If you are interested, please send a CV and transcripts to Dr. Xueju "Sophie" Wang at 

wangxueju@missouri.edu. GRE requirement can be waived for exceptional candidates. 

 Postdoc position 

Research: Candidates with experiences in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microfabrication, and 

flexible electronics are preferred. 

Start date: Available immediately, open until filled. 

If you are interested, please send a CV to Dr. Xueju "Sophie" Wang at 

wangxueju@missouri.edu. 

 

 

 

学术期刊 

《 计算力学学报》 

2020 年第 4 期 

辛解析奇异元在动荷载作用下 V 型切口问题中的应用 

蔡智宇,姚伟岸, 

无腹筋 RC 悬臂梁抗剪强度及尺寸效应理论研究 

金浏,王涛,杜修力, 

双联行星轮角度偏差对系统均载特性的影响 

黄康,许锋炜,熊杨寿,桑萌,汪涛, 

微型四旋翼飞行器最佳旋翼间距布局研究 

雷瑶,王恒达,叶艺强,黄宇晖, 

基于径向基函数的频响函数模型修正 

殷红,崔攀,彭珍瑞,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å��å¦å�¨æ��/45-4.htm%23《力学学报》
http://www.cjcm.net/jslxxb/ch/index.aspx
http://www.cjcm.net/jslxxb/ch/index.aspx
http://www.cjcm.net/jsl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00401&flag=1
http://www.cjcm.net/jsl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00402&flag=1
http://www.cjcm.net/jsl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00403&flag=1
http://www.cjcm.net/jsl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00404&flag=1
http://www.cjcm.net/jsl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00405&flag=1


网络精华 

专利法修法助推我国专利由多到强 

（摘自光明日报） 

疫情并没有阻挡企业自主创新的热情。今年上半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 68.3

万件,共授权发明专利 21.7万件。截至今年 6月底，我国（不含港澳台）发明专

利有效量 199.6 万件，每万人拥有 14.3 件发明专利。这是 7 月 9 日国家知识产

权局通报的上半年专利统计数据。 

依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好发挥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际

竞争力核心要素的关键性作用，已成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需要。近日，在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二审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就我国专利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展开讨论，求解我国专利多而不强问题。 

迈向专利强国，重在提高专利质量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三种类型专利（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为 219.5万件。 

专利申请量每年超百万且连年增加，专利授权数字亦水涨船高。从 2011 年

起，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专利大国。2019 年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

西斯·高锐评价：“中国知识产权发展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是一段非常了不起

的旅程，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 

头顶世界第一专利大国的光环，但不得不承认，我国并非专利强国。含金量

最高的发明专利占比不高，关键技术和核心领域经常被“卡脖子”。如何提高专

利质量，成了专利法修法中讨论较多的话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明春反映，目前各级地方政府补贴专利申请费门槛

低，鼓励数量导向鲜明，而提高专利质量和成果转换的导向和激励却不明显。“当

然，我们总体上还在‘追赶’中，只有局部有‘并跑’和‘领跑’的情况。”朱

明春建议，在鼓励质量提高和成果转化上多做一些工作。 

“关键产业和核心技术领域专利占有率低、专利维持时间短，这可能会阻碍

我国企业参与竞争、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杜玉波建议在这

次修法中通过进一步完善我国专利授权确权制度的方式来提高专利质量。 

中介代理“野蛮生长”，该“修剪修剪”了 

循着一句“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加上利润之油”的广告语，记者点击进入

一家专利代理机构网站。185 元的发明专利申请费用，网站显示代理费要 5000

元以上。若是单位申请，则是 6560元起。 

打开中国专利电子申请网，电子申请有 9个流程，内容繁琐。申请专利需要

按格式填表，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于是，很多科研人员选择请中介和代理机构

申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乌日图调研发现，围绕专利的申请产生的行政性收费和

代理机构收取的代理费、中介费，存在收费项目多、收费标准高、收费行为不规

范的问题。“现在一些专利申请程序中，代理和中介成了必经环节。这是极不正

常的行为。另外，在专利申请的总费用中，代理费超过申请费，这也是不应该的。”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玲也提到，如今“专门有一些机构和个人一天到

晚围绕教授、专业人士不停地打电话跟踪，要到信息后去包装，拿专利”。此举

在某种程度上扰乱了正常的科研创新秩序。 



对此，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在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中加强对专

利中介机构资质的审查、管理和监督，清理整顿专利代理机构。 

发明≠证书，警惕“为专利而专利” 

2019 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在被抽查的 46.41 万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有

效发明专利中，仅 3.88 万件发生过转让或许可，大部分专利处于闲置状态或者

直接被放弃。 

转化利用率低，是知识产权领域的“难言之隐”。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

2019年国内有效专利许可率为 6.1%。此外，专利持续时间短，放弃率居高不下。 

“现在专利的数目增加很快，尤其是实用新型专利，有不少专利申请以后，

甚至在专利授权以后，专利申请人就直接放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静海

认为，这说明“这些专利本身就没什么用处，这也是我国专利转让率低的原因”。 

审查人花了很大精力，专利权人花费很多费用，结果却是刚授权就放弃了。

为何会如此？李静海坦言：“就像发表文章一样，申请人只追求数量。一些机构

凭专利申请多少，对研究人员进行评价。” 

有的企业将专利申请作为提高上市公司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一个重要筹码；

部分高校或科研机构靠专利申请撑门面；有的个人将专利作为职称评价加分的筹

码，通过专利捞取名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殷方龙也表示：“每年上百万的

申请专利，有的不是为了实际运用而发明，而是为了专利而专利。”针对这些情

况，他建议严格专利审批，把徒有虚名、没有价值的所谓的发明挡在专利之外，

提高专利的实际含金量和实用性。 

“专利不仅是获得了一个证书，放在一个专利知识库里，实际上是要为人类

创造价值、为人类造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世明表示：“我们有很多听起

来、看起来很好甚至独一无二的发明专利，但老是高高在上、落不了地，成了‘纸

上谈兵’。国家和政府要加大力度，强力刺激专利效能转化。” 

法律“加持”，助力专利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一直以来，在科技成果与产业化之间存在着一条被称为“死亡之谷”的鸿沟，

阻碍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科技人员擅长研发的前端工作，而产品开发和产业化生产后续工作也很繁

重，他们却不适合介入；而企业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能，不愿承担科技成果应

用的诸多风险，这就造成了一段科研成果转化的中空地带，在从实验室到市场的

路途上，被埋没在“死亡之谷”中的成果绝非少数。 

为什么大量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很低，而科研人员依旧不愿将科技成果放到中

介机构孵化发展？“因为一旦放手，经过两三个环节，他的知识产权就流失了。”

全国人大代表黄政仁道出个中原委。“在‘死亡之谷’中死亡的科技成果很多，

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发明创造的技术秘密得不到保护。作为专利的拥有者，技术

秘密的‘母亲’舍不得把自己的孩子放出去，只能从头到尾慢慢培育，慢慢产业

化。” 

如何助力专利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专利转化保驾护航？全国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在专利法修法方面纷纷支招—— 

进一步加大对侵犯专利权的赔偿力度。现行法律对侵害专利权、商标权等知

识产权规定的损害赔偿额低，不少企业常常赢了官司输了钱，创新热情和维权热

情都受打击。 



对专利“间接侵权”予以打击，强化对创新主体的保护。目前专利法仅规定

了专利直接侵权，现实中还存在不少针对专利技术方案中的某些重要部分，进行

侵权牟利的“擦边球”行为。 

进一步加强失信行为联合惩戒。2018年 11月，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

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将 6类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严重失信行为纳入联合惩

戒范围。今后应明确具有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人员，在金融活动、

社会保障、认证支持、科研招聘、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等方面受到限制。 

 

 

 

有了三峡工程，为什么今年长江防汛还这么紧张？——长江汛情焦

点问题扫描 

（摘自新华网） 

“长江 2020年第 2号洪水”持续发展，18日 8时，三峡水库入库流量达 6.1

万立方米/秒。这是今年入汛以来抵达三峡的最大洪水，本就紧张的长江防汛形

势更加严峻。 

目前长江汛情到底怎么样？为什么有了三峡工程，今年的长江防汛还这么紧

张？未来长江面临什么样的防汛形势？记者专访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

程师陈桂亚，就长江防汛的焦点问题进行解析。 

目前汛情如何？接下来的水雨情又会怎么样？ 

受强降雨影响，近日长江上游干流及三峡区间来水明显增加，三峡水库入库

流量快速上涨，7 月 17 日 10 时达到 5 万立方米/秒。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

号规定，此次来水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至此“长江 2020 年第 2 号洪水”在长江

上游形成。 

陈桂亚说，“长江 2020 年第 2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成后迅速发展，到 18

日 8 时，其流量已增长到 6.1 万立方米/秒。此次洪水过程“较胖”，截至 18

时，仍然维持在峰值，但即将转退。 

防汛形势持续趋紧。来自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截至 18 日 8 时，长

江流域有 5 站超历史最高水位，18 站超保证水位，73 站超警戒水位。目前，长

江中下游各控制站水位仍普遍超警，超警幅度在 1.06米至 2.18米。南京站潮位

18日 7 时 50分涨至 10.26米，超历史 0.04 米。 

据水文气象预报，长江流域未来仍有强降雨过程。18日至 20日，强降雨区

缓慢东移南压，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洞庭湖水系西北部有大到暴雨；21 日至

24 日，雨带北抬至嘉陵江水系、汉江上游，强度为中到大雨为主。总体看，长

江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 

有了三峡工程，为什么今年长江防汛还这么紧张？ 

针对近日关于三峡工程防洪能力的质疑，陈桂亚说，三峡工程是长江防汛体

系中的骨干工程，地位重要、效益巨大，但三峡工程并不能“包打天下”。 

陈桂亚说，今年长江防汛紧张主要是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降水多导致的。

今年以来，长江流域平均降水量 750毫米，较常年偏多近两成。特别是进入主汛



期以来，长江流域共发生 9次明显降雨过程，基本无间歇，流域降雨量较常年偏

多四成，长江中下游较常年偏多六成，排名 1961年以来第 1位。 

“长江 2020年第 1号洪水”发生发展期间，三峡水库连“踩”5 次“刹车”，

下泄流量从 3.5万立方米/秒降至 1.9万立方米/秒，有效避免了城陵矶站超保证

水位。陈桂亚说，6 月以来，三峡水库等控制性水工程已经为减轻中下游防洪压

力发挥了巨大作用。即使按静态分析，也就是水库水位超过汛限水位的量计算，

截至 18 日 18时三峡水库已拦蓄洪水近 100 亿立方米，相当于 700多个西湖的水

量。 

陈桂亚说，有了三峡工程并不意味着长江中下游防汛就可以高枕无忧。三峡

工程本身有明确的防洪任务，主要是为了将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由堤防本身的

10到 20 年一遇提升到 100年一遇，提高城陵矶附近地区的防洪能力，减少分蓄

洪量。三峡工程拦蓄洪水的能力并不是无限大，其本身防洪库容为 221.5 亿立方

米，而汛期长江上游来水多年平均有 3000 亿立方米，拦蓄洪水的同时，需要择

机下泄腾库。七八月份，三峡水库要留出充足的防洪库容来应对上游可能发生的

更大洪水。 

未来长江面临什么样的防汛形势？需要如何准备？ 

陈桂亚说，长江流域即将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流域降雨仍在继

续，初步预计此轮洪水缓退后，三峡水库又会迎来新一轮来水。 

据介绍，长江委已下发调令将三峡水库的下泄流量由 3.3 万立方米/秒提升

到 3.7 万立方米/秒，控制库水位上涨幅度，以迎战上游可能发生的洪水。长江

中下游干流汉口以上江段、洞庭湖出口附近水位已经开始波动转涨。 

此外，据中长期水文气象预测分析，7月下旬，长江上游、中下游干流附近

降雨仍将偏多。 

陈桂亚说，当务之急，仍是要做好巡堤查险工作。目前，长江中下游堤防经

过长时间的洪水浸泡，一般险情有可能增加，亟须压紧压实责任，全方位动员力

量，进一步充实提高巡堤查险力量，加强重点水库、堤防等巡查防守频次，做到

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保障防洪安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局地洪涝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