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F 小项目最终项目完工报告
I. 基本信息
组织法定名称:
四川横断山研究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 (以合同中的名称为准):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生态与技术问题独立研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实施的合作伙伴: CEPF、中国荒漠化治理基金会、《华夏地理》杂志社、
项目时间 (以合同中注明的时间为准):夏季： 2006 年 7 月 5 日——2006 年 10 月
冬季： 2007 年 1 月 24 日——2007 年 3 月 15 日
报告日期 (月/年):2007 年 3 月 20 日

II. 开场白

“南水北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建设工程，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有
的，令世人睹目。2002 年 12 月国务院批复了“南水北调”总体规划，工程总目标是
从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和我国北方地区调水 448 亿 m3/年，其中东线 188 亿 m3/
年，中线 130 亿 m3/年，西线 170 亿 m3/年，形成中国“四横三纵”的水网格局，实
现水资源南水调配，东西互济的重新配置。工程总投资 5000 亿人民币（按 1990
年不变价静态投资）。其中，西线工程预算投资 3040 亿元人民币。
进入新世纪以来，“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相继开工，西线工程紧锣密鼓，按
国务院批复精神，可望在 2010 年以前开工建设。
我们注意到，西线工程涉及到的地区是中国西南山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计划
与行动策略所关注的区域。“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将毫无置疑的对该区域生物多样性
带来深刻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尽快对此开展独立研究评估工作。我们在保护国际
（CEPF）的支持下，将于 2006 年 6 月——12 月奔赴青藏高原，对长江源地区和黄
河上游以及西线工程涉及区域进行科学考察探险，通过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来推
动全社会对这里的关注，影响政府的决策，避免不幸后果的发生。
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公民社会的科研成果来参与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的一
次行动，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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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叙述性问题

1． 该项目的最初目的是什么？
我们注意到，西线工程涉及到的地区是中国西南山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计划与行动策略
所关注的区域。“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将毫无置疑的对该区域生物多样性带来深刻影响。因
此，很有必要尽快对此开展独立研究评估工作。我们在保护国际（CEPF）的支持下，将
于 2006 年 6 月——12 月奔赴青藏高原，对长江源地区和黄河上游以及西线工程涉及区域
进行科学考察探险，通过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全社会对这里的关注，影响政府的
决策，避免不幸后果的发生。

2. 在实施过程中，该项目的目标是否有变更？如果有，请具体注明变更原因及变更内
容。
通过 2006 年 7 月——11 月的夏季考察，我们了解到西线工程规划区和调水源区冬季水
文和冰情以及相关地区水资源紧缺的信息，决定在 2007 年 1 月——3 月再开展一次冬季
考察，以便弄清楚冬季水文状况和冰情对西线调水工程的制约和影响。

3.

该项目是如何成功达到所预期的目标的？

①我们详细收集和了解了西线工程规划和前人在这个地区的科研成果，制定了明确的考察
线路和考察范围，尽管很多地方属于科考空白区和人迹罕至的无人区，又适缝雨季，进入
困难，但为了达到考察目的，获得第一手资料我们利用了漂流、汽车、徒步、攀登等方式
到达了每一个计划的目的地。
②由于对相关咨讯有全面的了解，我们设定的每一个考察点和没一条考察线路都是很关键
和重要的，填补了这些地区的科考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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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我们拥有丰富的野外经验和决不回头的顽强精神，并且有克服一切困难的意志。尽管没
有任何后援，但是我们处理了无数次的沼泽陷车、雪山开路、沙漠迷途、沙尘暴暴风雪围
困。冰坡和地质灾害的威胁等等，圆满而安全的返回。
4.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您和您的团队是否经历过任何失望与失败？如果有，请具体注明
并解释如何解决失望和处理失败的。

5.
我们曾经遭遇过无数次的困境和威胁生命的险情，但我们以强有力的指挥判断均化险为
夷，当然还有很好的运气。

6.

请详细描述您或您的组织从该项目中获得的，可与从事类似项目的其他组织分享的任
何积极或消极的经验。

①我们对该区域有过多年的关注和追踪考察，熟悉这个区域的地理人文环境，能和当地居
民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
②我们有丰富的野外探险经验，具备漂流、徒步、驾驶、攀登等方面的优秀素质，非常适
应高海拔地区的野外作业，没有任何高原的生理和心理反映。综合素质极佳。
③考察目的、研究方向非常明确、有理性的科学态度和探索精神。
④组织纪律严密，领导指挥有力，队员各施其职，配合默契，遇事冷静，危局不乱。
⑤项目人员业务素质良好，工作成果显著。
7.

请注明任何与该项目有关的后续活动。

①尽快完成考察科研报告的编写，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建议报告。
②开展必要的演讲和交流
③攥稿写论文
④争取能够出版一些文集
⑤计划进行西线工程和水电开发的单项考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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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请提供任何可使 CEPF 更完整的了解该项目的信息。
①完成考察报告提交报告
②夏季考察和冬季考察的 DV 和图片资料
③<<中国经济报告>>杂志、《华夏地理》杂志、《人与生物圈》、《亚洲周刊》、《山
野》、《户外》、《华盛顿月刊》等媒体的追踪报道。
④GOOGLE 搜索“杨勇 南水北调西线考察”

VII. 其他资金
请提供曾经资助过此项目，从而帮助这个项目最终实现或者帮助确保该项目达到 CEPF 目标的其他
资助人的详细信息。

资助人名称

资助类型*

金额

说明

<<华夏地理>>杂志

现金

7 万人民币

B 部分现金冲抵稿酬

<<人与生物圈>>杂

现金和部分户外装备

1 万人民币

B 两顶帐篷和若干衣服

志
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

卫星电话

B 支付租金 1.3 万元人民币

会
云南省大河流域推广

现金

5 万人民币

B

现金

2 万人民币

B

四川恒鼎实业

现金

5 万人民币

B

攀枝花春幅工贸

现金

2 万人民币

B

湖北稻花香酒业

借用冬季考察汽车一

中心

<<南风窗>>杂志记
者阳敏代转他人

B

辆
山神\极星\奥索卡户

装备

部分户外用品

B

食物

部分食品

B

外
湖北宜昌北山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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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筹

现金

10 万

合计

现金

32 万人民币

C

* 其资助一栏需要按照以下的种类填写：

A．项目共同资金（其他资助人对 CEPF 这个项目的直接费用有贡献）
B. 补充的资金（其他资助人对与此 CEPF 项目有关的项目及其实施组织

有贡献）
C. 受赠人和合作伙伴提供的资金（其他资助人提供给贵组织或者该项目

的合作伙伴，对此 CEPF 项目的成功实施有帮助的）
D. 区域性资金或其他投资组合（其他捐赠者因为 CEPF 的投资或此项目

的成功实施而在同一地区提供的大额投资）

VIII.其他评价和建议

1: 冬季和夏季考察是一次地毯式的考察活动,针对的问题比较广泛,主要是涉及到调
水规划区和调水源区和黄河受水区的生态、地质、水文水系、水资源、冰情、水
电开发等方面，并结合我们前十多年对这些江河的考察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发现
了很多制约西线工程的重大问题，但还缺乏深入的专题研究。另外，在一些科研
成果资源和水文气象等数据资源方面，我们还缺乏共享机会。
2： 通过考察研究，我们发现，当前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地区的各项事业的开发成前
所未有的强劲态势，引发出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的许多紧迫问题。还需我们继续
努力，否则时机错过，将难以逆转。
3：我希望 CEPF 和其他 NGO 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使其更有成
效，推动政府和公众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危局。避免失误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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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计划出版西线考察的文集，希望 CEPF 给予资助。

VIII. 信息分享
CEPF希望增加在CEPF的受赠人、更广泛的保护组织和捐赠人团体之间的经验、教
训和成效的分享。其中的一中方式就是将每个CEPF项目的最终完成报告发布在
CEPF的网站 www.cepf.net 或者在CEPF每个月的通讯和其他交流方式中使用。请确
认您是否同意通过以上方式将您的最终项目完成报告与他人共享：
 同意
如果同意，请填写以下内容：
如需了解关于此项目的更多信息，请联络：
姓名：杨勇
通讯地址：成都市新希望路锦官新城金 A1707

电话：13709006898
传真：028-85567036
电子邮件（ Email）：tibet16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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