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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院召开党支部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
环境学院 6 名教授连续 3 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
环境学院、地学系教师发文揭示国际贸易中隐含的 PM2.5 污染健康影响
国家环境保护大气复合污染来源与控制重点实验室通过建设期验收
中日重点科技合作项目“再生水安全供水系统与关键技术”启动

一、综合信息
【环境学院召开党支部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
3 月 23 日下午，环境学院党委召开“环境学院党支部书记抓
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院党委书记刘毅，副书记张旭、席劲
瑛，党委委员、各党支部书记、离退休教师党员代表、院党委老领
导、民主党派代表及部分资深教授、所长、学生工作组组长、党建
辅导员（助理）
、团委书记等 43 人参会。会议由张旭主持。
会上，刘毅首先发言，强调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会是“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并阐述了评议会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院内 7 个教工党支部、4 个本
科生党支部和 19 个研究生党支部的书记重点围绕 2016 年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履行抓好党
支部建设的职责等内容，并结合支委会和支部工作的评议情况及党员群众反馈意见，进行述职。每
个汇报结束后，与会代表提问，现场交流充分、热烈。述职会还邀请原环境系首任系主任井文涌，
原系党委书记陆正禹、李振瑜进行总结点评。与会代表现场填写考核测评表。
（文/李英，图/高晓娟）
【环境学院召开安全工作会议】
3 月 20 日，环境学院安全领导小组召开安全工作会议。院长
贺克斌、院党委书记刘毅、副院长刘书明、环境工程系主任王洪涛
和环境规划与管理系主任王灿参会，
院行政办公室安全员李京峰列
席会议。会议由副院长岳东北主持。
会上，刘毅通报了本学期学校安全工作会议精神，对各项安全
工作计划做了进一步说明。
贺克斌要求各级安全负责人保持高度的
安全责任意识，加强落实安全管理方案。岳东北通报了学院近期安全检查情况，以及学院加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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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工作进展。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推进学院各类安全规章制度的执行，在安全管理
工作中引入奖惩措施，分类、分级细化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议题，以及对部分实验室和个人的处理
意见。
（文图/高晓娟、李京峰）
【环境学院工会组织妇女节采摘活动】
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为丰富广大女教工的文化生活，环境学院分工会于 3 月 9 日下午组织女
教工前往京郊草莓种植基地进行采摘草莓活动。初春时节，绿意萌动。来到采摘园，在种植园园工
的指导下，大家一边采草莓一边交流，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着别样的田园乐趣。共有 40 余名女教工
参加了本次工会活动。
（文图/张丹）

二、科学研究
【环境学院 6 名教授连续 3 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
世界著名出版公司爱思唯尔（Elsevier）近日更新发布了 2016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2014、2015 年榜单上的 6 名环境学院教授全部进入新一轮榜单，其中
邓述波、郝吉明、贺克斌、黄霞、余刚（按姓名拼音顺序）入列环境科学组高被引学者名单，李俊
华入列化学工程组榜单。清华大学共 112 名学者上榜，人数位列全国高校榜首。
爱思唯尔旗下的斯高帕斯（Scopus）数据库是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学术论文索引摘要数据库，
提供了海量的与科研活动有关的文献、作者和研究机构数据，使得对中国学者的世界影响力进行科
学的分析和评价成为可能。高被引学者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论文的被引总次数在本学科中
国（大陆地区）所有的研究者中处于顶尖水平。入选高被引科学家名单，意味着该学者在其所研究
领域具有世界级影响力，其科研成果为该领域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文/高晓娟）
【环境学院、地学系教师发文揭示国际贸易中隐含的 PM2.5 污染健康影响】
3 月 30 日，由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以下简称“地学系”
）张强教授课题组、环境学院贺
克斌院士课题组及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林金泰课题组领导的国际研究团队在《自
然》
（Nature）期刊发表题为《全球大气污染输送和国际贸易的跨界健康影响》
（“Transboundary health
impacts of transported global air pollu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的论文，首次定量揭示了全球贸易
活动中隐含的 PM2.5 跨界污染的健康影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与 PM2.5 相关的室外空气污染导致全球每年 300 多万人过早死亡。
PM2.5 污染的产生与各类商品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密切相关。传统上认为
污染物排放主要影响本地区空气质量，只有一部分排放会通过长距离大气输送对下游地区造成影
响。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国际贸易的存在，商品生产过程从最终消费地区转移到生产地区，
与商品生产相关的污染物排放也随之发生转移，从而改变了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时空分布特征，并进
一步对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和人群健康产生影响。
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领导的国际科研团队自 2012 年开始研究消费及贸易相关的空气污染问
题，先后完成了中国贸易相关大气污染物排放、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空气污染及健康影响、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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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气溶胶辐射强迫影响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NAS）、
《自然·地
球科学》
（Nature Geoscience）
、
《环境科学与技术》（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大气化
学与物理》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等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本次在《自然》杂志发表
的研究将全球划分为十三个区域，通过耦合排放清单模型、投入产出模型、大气化学模型和健康效
应模型，首次定量揭示了全球多边贸易引起的 PM2.5 跨界污染及其健康影响。研究发现，与国际贸
易相关的 PM2.5 跨界污染水平要远高于与长距离大气输送相关的跨界污染水平。国际贸易隐含的
PM2.5 跨界污染在 2007 年造成全球约 76 万人过早死亡，约占全球由于 PM2.5 污染造成的过早死亡
人数的 22%。同时，国际贸易使中国、印度、东南亚和东欧等地区的 PM2.5 污染暴露和过早死亡人
数增加，而美国、西欧、日本等地区的过早死亡人数减少，表明污染通过国际贸易从发达地区转移
到了欠发达地区。
研究揭示空气污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已成为一个全球问题。国际贸易引起的污染跨界转移本
质上反映了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应当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淘汰低端落后产能，
在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同时减少本地排放；国际社会应当提倡可持续消费，并通过建立
相关合作机制促进技术转移，从而降低贸易中隐含的污染水平，推动空气污染全球治理。
张强教授、贺克斌院士、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林金泰和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副教授史蒂文·戴
维斯（Steven Davis）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张强教授及其研究组博士后江旭佳和博士生同丹为论文
共同第一作者。该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 计划）项目
的支持。
论文链接：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43/n7647/full/nature21712.html
【国家环境保护大气复合污染来源与控制重点实验室通过建设期验收】
3 月 20 日下午，国家环境保护大气复合污染来源与控制重点
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验收会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召
开。会议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和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共同组织。
验收委员会由来自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北京大学、中科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中国环科院、北京工业大学、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华
南理工大学、环保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及第二炮兵工程设计研究院
的 9 位专家组成，中国工程院院士侯立安担任验收委员会主任。
会上，清华大学科研院院长周羽首先代表实验室依托单位致词。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
境学院院长、重点实验室主任贺克斌汇报了实验室在三年建设期内的一系列工作和取得的成果。验
收委员现场考察了重点实验室运行情况，实验室李俊华教授和蒋靖坤教授介绍了实验室基础设施的
建设和相关研究成果。验收委员会对重点实验室的工作给出了高度评价，一致同意通过验收，同时
也对实验室今后的努力方向提出了建议和期望。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重点实
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郝吉明和台湾大学教授、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蒋本基出席会议。
国家环境保护大气复合污染来源与控制重点实验室是 2013 年 2 月经国家环境保护部批准建立
的部属重点实验室，依托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主管部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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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以国家环境保护需求为目标，主要开展大气复合污染来源与控制领域的前瞻性和应用性研
究。
（文图/曹百灵）
【污水再生利用前沿理论与技术研讨会（2017）暨中日重点科技合作项目启动会在环境学院召开】
3 月 20 日，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与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以下简称 AIST）环境管理技术部联合主办的污水再生利用前沿
理论与技术研讨会（2017）暨中日重点科技合作项目“再生水安全
供水系统与关键技术”项目启动会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召开。来自
中日两国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 50 余人参会。本次研讨会旨在
交流污水再生利用领域的最新进展，研讨中日两国在该领域的科技创新合作。中国科技部国际合作
司亚非处处长姜小平、环境学院副院长刘书明和 AIST 环境管理技术部原部长田尾博明分别致开幕
词。
“再生水安全供水系统与关键技术”项目由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与 AIST 水项目联合支持，
由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天津大学、天津中水公司、贵阳时代沃顿公司等中方
单位，以及 AIST、京都大学、栗田公司等日方单位联合承担。通过中日合作研发，将形成包括城市
污水反渗透（RO）脱盐关键技术和系统稳定运行、再生水输配与用户端风险管理、水质评价与监控
预警在内的再生水安全供水技术体系，并开展应用示范，培养再生水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优势
互补的产学研用联合研发团队，为提高城市供水能力、保障供水安全提供支撑，推动污水再生利用
产业升级。
项目中方负责人、环境学院教授胡洪营介绍了项目背景、意义、研究思路、总体目标和主要研
究内容。胡洪营指出，污水再生利用是缓解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我国解决水环境污染
和水生态破坏问题的重大需求，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再生水安全供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希望通过多学科交叉和中日联合攻关，形成“多维度评价、多元化屏障、全过程控制”的再生水安
全供水系统和技术体系，为提高城市供水能力、保障供水安全提供支撑。AIST 环境管理技术部副部
长尾形敦博士介绍了 AIST 在水安全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日本京都大学田中宏明教授和日本栗田
公司石井一辉博士介绍了再生水农业灌溉利用、反渗透（RO）脱盐处理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随后，与会专家学者做了专题报告，内容涉及新兴污染物监测新方法、新型催化氧化与高效吸
附技术、高效反渗透膜材料、集中式水回用系统等研究进展与后续研究计划。与会代表踊跃提问，
积极发言，会场学术气氛浓厚，再生水安全供水新进展在会上得到了充分交流。（文/陈卓）
【环境学院举办实验室气瓶安全使用培训】
3 月 23 日，环境学院举办实验室气瓶安全使用培训，50 余名实验室安全员和学生参加培训。
培训邀请普莱克斯公司销售总监时彬先生就气瓶安全使用、紧急情况的处理方法等进行培训。讲座
前，环境学院副院长岳东北强调了实验室安全的重要性，要求全体安全员及实验室学生保持高度安
全意识，严格遵守实验室培训、准入及操作相关规定，共同创造安全的学习、科研环境。（文/高晓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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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 Michael A. Celia 访问环境学院并做客清华环境论坛
3 月 16 日上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

Michael A. Celia 做客环境论坛第 94 讲，作了题为《二氧化碳的地
质封存建模以及地下水保护》
（Modeling Geological Storage of CO2
and Groundwater Protection）的学术报告。本次论坛由土壤与地下
水所侯德义副教授主持，40 余名师生听取了报告。
Celia 教授重点介绍了他在二氧化碳地质封存建模以及地下水
保护方面的研究工作。二氧化碳的地质封存技术能够捕捉工业产生的二氧化碳并将其注入地下深层
盐水层中封存。二氧化碳注入后可能会遇到的三个关键问题：二氧化碳超临界流体将如何扩散，注
入后的压力将如何传播以及长期看来二氧化碳封存会有怎样的效果。为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Celia
教授在利用二氧化碳与盐水密度差的基础上建立了研究模型，并以位于加拿大的一个大型油气场地
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例分析。
报告前，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黄霞，院长助理侯德义、孙傅等与 Celia 教授进行了座谈，双方围
绕科研、教学、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交流了清华与普林斯顿的经验，并探讨了可能的合作领域。
（文图/许文迪）


环境学术沙龙第 329 期：重塑可持续健康城市的基础设施
3 月 14 日下午，明尼苏达大学生物产品与生物系统工程系讲座教授 Anu Ramaswami 做客环境

学术沙龙第 329 期，作了题为《重塑可持续健康城市的基础设施》（Reinventing Infrastructure for
Sustainable Healthy Cities）的学术报告。本次沙龙由环境管理与政策教研所石磊副研究员主持，40
余名师生听取了报告。
Ramaswami 教授介绍了其团队在可持续城市建设与发展方面开展的研究。众所周知，城市发展
对全球资源与环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城市地区贡献了全球近 70%的温室气体排放。她重点
介绍了城市发展的五个关键维度，以及城市在向智能化、可持续化和健康化转型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八个原则。
Ramaswami 教授指出，在城市代谢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城市建设与发展有关的活动发生在
城市边界之外，因此在分析可持续化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问题时，必须将城市与外围环境看作一个整
体系统。在评价城市发展效用时，除了量化指标，还应考虑居民福祉，可以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
使居民更大程度地从城市可持续化和智能化中受益。
（文/刘天石）


环境学术沙龙第 330 期：台湾制定健康流域管理规划的生态学方法
3 月 21 日下午，台湾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特聘教授蒋本基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330 期，作了题

为《台湾制定健康流域管理规划的生态学方法》（Ecological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of Healthy
Watershed Management Plan in Taiwan）的学术报告。本次沙龙由给水排水工程教研所张鸿涛副教授
主持，30 余名师生听取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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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本基教授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行动入手，以台湾地区台风、地震和旱灾等极端天气为例，认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法之一在于保护和恢复提供关键土地和水资源服务的生态系统，并由
此提出了包含水、土壤和森林的综合性环境保护和流域监测在内的健康流域管理规划概念。蒋本基
教授从策略和关键绩效指标（水质指标、保育方法、滨水区建设、行政效率和公众参与）两方面介
绍了台湾综合流域管理规划的实施。此外，蒋本基教授从美国环境保护署健康流域项目及其综合评
估出发，针对健康流域管理规划实施过程中水质污染、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集成治理缺乏
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不足等五个问题，提出了应对策略和关键绩效指标。最后，蒋本基教授结合台
湾的三个生态学研究及工程实例（人工湿地构建、河流鱼类研究和绿色基础建设）强调了健康流域
管理规划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台湾在该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
（文/潘俊豪）


环境学术沙龙第 331 期：大气纳米颗粒物测量
3 月 24 日下午，日本金泽大学自然系统学院 Takafumi Seto 教授做客环境学术沙龙 331 期，作

了题为《大气纳米颗粒物测量》(Measurement of Atmospheric Nanoparticles)的报告。本次沙龙由环境
学院大气所蒋靖坤教授主持，30 余名师生听取报告。
Seto 教授着重介绍了纳米颗粒物测量仪器研发及其在新粒子生成事件观测中的应用。新粒子生
成是指大气中的气态前体物均相成核形成纳米颗粒物的过程。新生成的纳米颗粒物会快速长大成为
云凝结核，进而影响成云与降水。观测中使用了扫描电迁移率粒径谱仪获得大气颗粒物的数浓度粒
径分布，还使用了气溶胶化学组成监测仪获得其化学组成与质量浓度。由于新生成的颗粒物通常尺
寸小于 3 纳米， Seto 教授还介绍了高分辨率差分电迁移率分析仪和低压电迁移率分析仪等提高小
颗粒物传输效率的技术，以及微型等离子体荷电器等提高小颗粒物荷电效率的手段。通过上述方法，
可提升小颗粒物的检测效率。为了评估各仪器的检测效率，可使用电喷雾装置产生聚乙二醇等纳米
颗粒物。讲座结束后，Seto 教授与其学生参观了环境学院气溶胶实验室，并与部分师生进行了交流。
Seto 教授目前担任金泽大学自然系统学院院长，同时担任期刊《气溶胶科学与技术》编委会成员和
日本气溶胶科学与技术学会理事会成员。
（文/傅月芸）
三、合作交流
【南京市代表团访问环境学院】
3 月 3 日，南京市建邺区委副书记、新加坡·南京生态科技岛
管委会办公室主任曹曙率团访问环境学院。环境学院党委书记刘
毅，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环境学院教授胡洪营，环境学院副
院长岳东北等与代表团进行了交流座谈。
刘毅对曹曙一行来访表示欢迎，
并介绍了环境学院师资、科研、
院地合作等方面的概况。
曹曙重点介绍了南京市生态科技岛的建设
情况，及南京市政府、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三家拟共建国家水生态中心的合作计划，并希望环境学
院能够在技术、人才等方面提供支持。刘毅表示，环境学院的相关学科方向与南京市生态科技岛的
目标规划高度重合，学院愿意加入科技岛的建设，通过全方位深度合作，积极支持生态科技岛的发
2017/03/01~03/31 | 6 / 8

信息简报

2017 年第 2 期 (总第 100 期)

展。
参加座谈的还有环境学院李广贺教授、王洪涛教授，新加坡·南京生态科技岛管委会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生京宁、副主任李甦，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任洪强及江苏省相关企业代表。（文图/高晓
娟）
【日本鹿儿岛县代表团访问环境学院】
3 月 18 日，日本鹿儿岛县代表团一行五人访问环境学院，环
境学院院长助理孙傅等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鹿儿岛县观光交流局国际交流系系长森协由纪表示，鹿儿岛
与清华大学于 2013 年签署友好交流合作协议以来，已经开展了学
术交流、艺术文化交流、各类互访等多方面的活动，其中环境保
护是双方交流的一个重要领域，希望今后继续加强与环境学院的
交流。孙傅表示，环境学院与外国地方政府开展交流合作的先例并不多，这也意味着双方有着更多
的合作可能性；希望今后与鹿儿岛大学及相关环境企业开展多方面合作。双方还讨论并初步制定了
2017 年交流计划。
环境学院教师王洪涛、金宜英、邱勇，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鹿儿岛县高中教育协会相关人
员参加座谈。
（文图/高晓娟）
【日本金泽大学校长一行访问环境学院、建筑学院】
3 月 25 日，日本金泽大学校长山崎光悦（Koetsu YAMAZAKI）一行五人访问清华大学，建筑
学院院长庄惟敏、党委书记张悦，环境学院副院长吴烨等与来宾在建筑学院会议室进行座谈。
首先，与会三方分别介绍各自学校和学院的基本情况。山崎光悦表示，金泽大学与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和环境学院在学生交换、教师交换以及合作研究等多方面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今后进
一步加强和拓展与建筑学院和环境学院的合作与交流。随后，三方围绕人才联合培养、合作科研等
方面交换意见，并探讨可能合作的新领域。
座谈结束后，山崎光悦一行参观了建筑学院营造学社纪念馆、学生专教、教师及学生作品、低
能耗楼，以及环境学院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控制实验室。
环境学院前副院长左剑恶、院长助理孙傅，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吴唯佳、院长助理兼国际
事务办公室主任王毅，化学系教授李艳梅，金泽大学自然与环境技术研究院教授沈振江和唐宁、国
际事务主管高桑健一（Ken-ichi TAKAKUWA）等相关人员参加座谈。（建筑学院供稿）

通讯链接
【贺克斌院士作客《中国正在说》
：治霾路上，我们一直在努力】
3 月 24 日，贺克斌院士作客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就我国雾霾成因及治霾之路发表演
讲。在 40 分钟左右的演讲中，贺克斌院士称，中国现在面临的污染源体系是全世界最为复杂的污
染源体系，可能最先进的生产体系在中国找得到，最落后的生产工艺也没有被淘汰，在这样一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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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频谱最宽的工业体系中，我们面临的污染源的治理在全世界来讲也是最复杂的。他
还表示，过去三年当中主要还是靠末端治理。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演讲。
【刘建国教授谈我国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形势及展望】
近日，刘建国教授在《中华环境》发表文章，认为我国固体废物环境管理还存在较多薄弱环节，
还需要进一步夯实基础，补齐短板，消除隐患，解决难题，切实服务于环境质量改善这一根本目标
的实现。在我国这样一个城乡差别、地域差别显著的发展中大国，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必须因地制宜，
区别对待，动态改进。阅读全文
【国际班学生海外实习：走进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
专业实习是环境学院全球环境国际班培养计划中的必修环节。国际班不定期推荐学生到联合
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及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政府部门等机构进行专业实习。
近期，国际班学生王元辰和舒彦博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实习，亲身参与 UNIDO 的环
境项目，近距离观察国际合作的开展模式，受益匪浅。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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