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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会员单位、各位理事监事： 

现将学会 2021 年 7 月～12 月工作汇报如下： 

一、 学会党组织引领监事会工作 

7 月 30 日，学会监事会在学会党支部的带领下召开了广东省

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第一届七次监事会议，党支部组织支部成员和

监事会成员出席了会议。共同商讨了学会秘书处和监事会本年度

的工作，一起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简史》（8-9 章）和习近平《论

中国共产党历史》（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最后，一起参观参观了“中

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开展了一次以 “党史教育”为主题的党日

活动，学习革命先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从三大历史和百年党

史中汲取精神滋养和前进力量。 

二、召开“学会秘书处工作会议” 

9 月 29 日，召开了学会秘书处工作会议，学会秘书长及秘书

处全体工作人员出席会议。会议就秘书处的工作和疫情中学会学

术活动如何开展、专委会的管理以及筹备八届八次理事会等问题

进行了商讨。 

三、协办“第五届亚洲电力电工暨智能电网展览会” 

9 月 23～25 日，学会协办了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指

导，南方电网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博优 会展服务有限公

司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亚洲电力电工暨智能电网展览会”。展会

总展览面积达 30000 平方米，共吸引 300 余家行业企业参展。疫

情影响下，本届展会不是历届中规模最大、参展商数量最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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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却不乏一些新颖活泼的形式和内容：高端电力电工、电线电

缆论坛，给业内人士提供了与专家学者面对面接触请教的机会；

融入 VR 等新技术的数字化科技展品，让观展人员体验身临其境之

感；就为行业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实践，提供了绝佳的展示机会。

一系列关于清洁高效、生态环保的展品，被搬上舞台；开展云台

直播，让无法到场的人也能刷手机“云观展”…… 

四、协办“水电站智慧运营”专题研讨活动 

10 月 19～22 日,水电站运行及自动化专委会协助中电联在成

都举办了以“水电站智慧运营”为主题的技术研讨活动，来自 16

家会员单位的 30 名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活动。研讨专题分为

“水电发展形势、前景分析与产业政策解读”、“水电站信息化、

数字化系统设计与平台建设”、“水电站智能化技术应用”和“水

电站智慧运营”等 4 个专题。本次的研讨效果良好，通过交流，

达到了加强理论、掌握技能、提高业务水平的目的。 

五、举办“学会第八届八次理事会暨红色教育活动” 

10 月 22 日，学会第八届八次理事会暨红色教育活动在河源举

行。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学会 2021 年中工作总结及第四季度

主要工作任务”的工作汇报；《关于第八届理事会和专委会部分成

员变更的议案》和《关于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申报事项的报告》；

按照章程要求进行了秘书长（法定代表人）改选投票。会议还邀

请专家作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及基本经验》专题讲座。会后，

组织代表参观了河源革命烈士陵园和河源市革命历史纪念馆，并

在现场聆听了“牢记初心使命 推进自我革命”微党课。会议圆满

完成各项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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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召开“学会党支部党员代表大会” 

10 月 22 日，学会党支部成员和学会党员及秘书处工作人员在

河源凯里亚德酒店会议室召开了学会党支部党员代表大会。会议

投票选举产生了学会党支部书记、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监事长吕军同志参加了会议。 

七、主办“水电厂水库、水文资料整编及气象知识”技术培训 

10 月 27～29 日，学会水能利用专委会在清远主办了以“水电

厂水库、水文资料整编及气象知识”为主题的技术培训活动。来

自 18 家会员单位从事水电水文、水调专业的一线技术人员共 49

人参加了培训和交流。培训围绕水电站水库，水文情况的实时记

录和汇总及生产安全运行对气象知识的需求，就“水电厂水库汇

编资料修及注意事项”、“水文资料整编规范”及“气象知识”

等 3 个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培训与交流。 

八、主办“2021 年度水工及水电站建筑专委会学术交流活动” 

11 月 11～12 日，水工及水电站建筑专委会在广东省西江干流

治理工程（肇庆段）举办了 2021 年度专委会学术交流活动，近 30

人参加了活动。活动就省重点工程西江干流治理工程的设计和施

工管理等关键技术作现场考察与研讨。 

九、主办“推动碳达峰-促进光伏发电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研

讨会 

11 月 19 日，光伏发电及可再生能源专委会在广州举办“推动

碳达峰-促进光伏发电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研讨会”。会议就“广东

省光伏发电与可再生能源创新机制及平台建设”、“发展工商业

分布式光伏项目创新合作模式”、“工商业分布式光伏最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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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设计方案”和“绿色金融与发展新能源项目的协同发展”等

专题进行研讨。 

十、联合举办“2021 高职学生（电力类）职业技能训练活动” 

11 月 3 日～12 月 10 日，联合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在

从化举办了“2021高职学生（电力类）职业技能训练活动”。本次

训练分“智能控制编程”和“电路安装”两个专业，经过海选最

终 85 名同学进入了理论培训，后经过“笔试”考核，62 人参加实

操训练，历时 27天的训练，最后进行了考核，并根据考核情况选

拔出七位优秀学员，为参加全省、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提

供种子选手。 

十一、举办“钢筋混凝土衬砌水道 10Mpa 高压灌浆”施工技

术交流活动 

11 月 22 日，学会水电建设管理及施工专委会在阳江抽水蓄能

电站举办了以“钢筋混凝土衬砌水道 10Mpa 高压灌浆施工技术”

为主题的交流活动，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逾 20 人参加了活动。与会

专家就阳蓄电站钢筋混凝土衬砌水道 10Mpa 高压灌浆施工方案、

施工工艺设计要求、原型灌浆试验成果以及浆液升温过快解决措

施以及就高压下平洞 14条透水断层构造灌浆布控方式等进行了深

入的讨论和交流。 

十二、举办“贯流式专委会第十六次年会暨技术交流活动” 

11 月 25 日，考虑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贯流式水电站专委会第十六次年会暨技术交流活动以视频会

议方式在网上举办，相关委员、代表及专业技术人员近 110 人在

线参加了活动。会议审议通过了专委会 2021 年工作报告、委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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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变更申请等事项，投票选举变更了专委会秘书长。技术交流邀

请了黑龙江哈电多能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仁化县锦江电力开

发总公司和粤海飞来峡水力发电有限公司的三位专家在会上分别

就“柴家峡水电站 4 号机水轮机转轮室振动裂纹分析及处理”、“水

轮发电机组油压装置技术改造”和“飞来峡水利枢纽计算机监控

系统的智能化改造”等技术专题进行了交流。 

十三、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召开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12 月 16 日，“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 以线上形式顺利召开。来自全国水电和新能源领域各条战线

的 253 名会员代表参会。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张野理事长所做

题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建设中国特色一流科技社团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表彰了学

会第八届理事会的 20 家学会先进集体和 39 名优秀学会工作者。

我学会夏红梅同志、伍展阳同志和郑耀华同志均获得“优秀学会

工作者”光荣称号。大会还套开了“ 第九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九届理事会领导

机构和监事长。 

十四、举办“水工及水电站建筑专业委员会学术交流和考察

活动” 

12 月 24～25 日，学会水工及水电站建筑专委会在珠江三角洲

水资源配置工程广州南沙再次举办了 2021年度专委会学术交流和

考察活动。本次活动由专委会主任单位主办，共 20 多人参加了活

动。与会人员不仅考察了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高新沙泵站、工

作井、水库大坝（土工膜）、预应力试验场，设计单位设代处负责

人还对考察部分的关键技术作了详细介绍。最后，在施工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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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室与会人员就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关键技术等再次进行了深

入的研讨交流，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十五、完成的其他工作  

1. 完成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关于报送 2021 年度工作总结 

和 2022 年工作计划要求； 

2. 完成学会各项年审工作； 

3. 完成学会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工作； 

4. 完成学会公章损坏更换后在公安局和登记管理部门的备

案； 

5. 完成会员单位会费收缴工作。 

6. 完成《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志》里我“学会志”部分的编

纂工作。 

7. 《广东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清洁能源发电科学技术奖》在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备案成功。 

（欢迎扫此二维码关注学会公众号） 

 

学会全年工作按计划全部完成。在此，我们对所有关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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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学会工作的全体会员单位、理事和监事表示衷心感谢！新年伊

始，祝愿全体会员单位万事如意！祝各位理事监事新年快乐！工

作顺利！阖家幸福！ 

 

 

 

 

广东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秘书处 

二〇二二年一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