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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for Visiting Denmark

（丹麦访问介绍） 

• 在水利部国科司刘志广巡视员带领下，一行7人于
2015年10月21日至27日访问了比利时和丹麦； 

• 访问了欧盟环境总司、比利时国际环境政策协调
委员会、丹麦DHI公司； 

• 参加了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联合指导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第二届中丹水利合作研讨会和中丹可持
续水资源管理联合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 参观了丹麦哥本哈根Enghaveparken公园、
Gladsaxe公园的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以及
Usserod 河流的防洪和生态修复项目。  



1.Introduction of Visiting Denmark

（丹麦访问介绍） 
（1）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公园再设计（ Enghaveparken ） 

• 哥本哈根在2011年曾遭受一次严重的沙尘暴袭击，一天就
造成了70亿克朗的损失。为应对气候变化，避免未来沙尘
暴和洪水，城市于2012年制定计划，对城市水流、河渠水
道系统进行再设计，以便街区排水可以向河口、湖泊、城
市绿地排放。Enghaveparken公园作为其计划的一部分，
由COWI公司制定设计方案，计划沿公园周边建坝，开挖
地下蓄水池，这样不仅可以搜集周边建筑的雨水，存蓄
2.4万立米的水体用作景观，维持生物多样性，而且每年
可以吸引100万参观者。目前方案已初步通过，2015年6
月和9月征求了公众意见，还将召开4次座谈会，预计
2018年开始建设。 



• 哥本哈根Enghaveparken公园中心池塘 



Suburb Park Gladsaxe 

（2）应对气候变化和雨洪水的郊野公园建设 

   哥本哈根雨洪水时有泛滥城市主要河道，且淹没
街区。Gladsaxe公园位于哥本哈根北部郊区，已
经建成一个雨水集蓄利用、滞洪、水景观、体育
运动设施建设等多目标有机结合起来的公园。公
园内主要建设有滞蓄塘（Retention basin）、滞
留塘（Detention basin）、入渗塘（Infiltration 
pond）、草沟（Grassed water way）等非工程
防洪与雨水集流设施，不仅能够缩减洪水，减少
污水溢流排放，减轻污水处理厂负担，而且存蓄
补给地下水，扩大了雨洪水资源利用。 



• Gladsaxe公园卫星影像图 



• Gladsaxe公园的植草垫                         Gladsaxe公园的雨水沟 

   

   

• Gladsaxe公园的滞留塘 



• 体育设施也具有汛期滞蓄水的功能 



Usserrod River  

（3） 应对洪水威胁的河流治理与生态修复： 

• Usserrod 河治理工程段位于哥本哈根北部的
Kokkedal地区，上游是sjalso水库，一直遭受洪

水威胁，两岸居民房屋及东侧铁路受到几次大洪
水的淹没。工程治理在东岸房屋一侧垫土加高，
以防范洪水，河岸边坡从1:2变成1:4的陡坡，且

采取卵石护坡，房屋下游依然是深槽与宽浅的河
漫滩相连，河岸变成非对称式；而河岸西侧宽浅
的河漫滩与小路和田地相连，可留给洪水一定空
间。  



• Usserrod 河 



• 非对称式河岸与卵石护坡（远处为上游方向，右岸为村庄） 

整治后的河道（远处为河道下游方向） 



2、会谈内容（Discuss topic） 

 

（1）关于科研项目合作 

• The Sino-Danish partners suggest 
integrating all the groundwater related 
topics determined by CEWP into one big 
proposal and apply for funding from MWR 
and MOST.（中丹合作伙伴建议把中欧水
资源论坛确定的所有与地下水相关的议题
整合为一个大的研究建议，并向水利部、
科技部申请研究资助）  

 



Integrating Projects （项目整合） 
• Groundwater-based water supply systems（基于地下水的

供水系统） 

• Restoration of depleted groundwater aquifers（地下水含
水层漏斗修复） 

•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groundwater dependent 
ecosystems（依赖地下水的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 

• Mitigation of diffuse pollution from agriculture（农业面源污
染的缓解） 

• Protection and remediation of contaminated soil and 
groundwater（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保护和修复） 

• Mitigation of saltwater intrusion in coastal areas（沿海地
区海水入侵的缓解） 

• Strategy for water rights trading and pricing for improved 
groundwater management（为提高地下管理水平的水权交
易和定价策略） 

• Groundwater monitoring, modelling, data acquisition and 
analysis（地下水监测、建模、数据采集和分析） 

• Other related groundwater issues（其他地下水议题） 



Application 申请 

• TAIEF APPLICATION（EXPERT  MISSION） : Groundwater 
monitoring as a regulatory tool for sustainable groundwater 
management （研讨会名称：地下水监测作为可持续地下水管理
的有效工具） 

Hopefully the expert mission could lead to 
the elaboration of a joint project to be 
submitted to Horizon 2020. 
 

 

– Horizon 2020（申报“地平线2020”项目） 

– 我们希望多个参与者。We hope have cooperation With GEUS, 
Copenhagen University, Aarhus University,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 and other Europe partners，such as Span，
Germany，Netherlands。 



（2）关于水资源管理政策对话 

 Dialogue about water resources 

policy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与水资源处讨论） 

•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ion（管理体制） 

• Water pricing（水价）——especially agriculture 
water pricing and local comprehensive pricing 
including the expenditure of water transfer from 
South to North 

• Licence for agriculture irrigation（农业取水许
可），how to levy water resources tax instead of 
water fee  

• Others 



• Government Management / Water Governance and 

Sector Regulation政府管理/水治理与监管 

– Enhanc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Shandong Province and Denmark on 

approaches and management instruments for 

integrated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加强

山东省和丹麦在地表水和地下水综合管理和监
管的方法与管理工具方面的相互理解) 

 



（3）供水商业合作（Water 

supply business cooperation） 

• Discuss with Shandong Water Development 

Group（与水发公司讨论） 

• Discuss with Jinan Qingyuan Water Group（与清
源公司讨论） 

• To find the opportunity of business by inducing 

Europe advanced technology（发现商机） 

• My suggestion is Denmark Invest to design and 

construct a demonstration project and have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Companies（建议丹
麦设计建设一个示范区，与中国公司合作）。 



（4）Bilateral visiting and tourist 

visit（双边互访） 

 

• Division of STaFC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visiting（科外处负责） 

• The Danish side should better finance the 

young Chinese scientists have short-time 

visiting in th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of Denmark.（希望丹麦能够接收
中方年轻人学习参观）  



（5）Eco-city，Sponge city building

（生态城市、海绵城市建设） 

 
• Discuss with Jinan Bureau of Water 

Resources（与济南水利局讨论） 

– Karst springs protection 

– Potable drinking water supply 

– Water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 Sponge city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