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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 第二届空间技术应用于世界遗产学术报告会成功召开

2015年2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

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HIST）主办的“第二届

空间技术应用于世界遗产学术报告会”在中科院遥

感地球所新技术园区召开。

学术报告会旨在增进HIST国内外理事与HIST

和RADI科研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主任Jon	Hutton、国际古

迹遗址理事会文化遗产专家Douglas	Comer、意

大利国家研究理事会研究员Rosa	Lasaponara，

UNESCO驻华代表处自然科学项目专员Hans	

Thulstrup等国际理事代表，国家文物局科技司副

司长罗静、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城建司左小平处长等

国内理事代表，	HIST主任郭华东院士、常务副主

任兼秘书长洪天华、副主任王心源、王长林、聂跃

平、副秘书长刘洁及众多科研骨干，HIST郑州分中

心代表、哈尔滨分中心代表出席了会议。

郭华东主任为报告会致欢迎辞。他首先欢迎

HIST理事会新成员的到来，坚信他们会为HIST

带来更多的合作机遇。同时提到，HIST通过近

几年的不懈努力，已建立了“吴哥遗产地环境遥

感”、中意文化遗产智能化管理等国际合作项

目，充分体现了空间对地观测技术是世界遗产监

测和管理的重要技术与有效手段。他希望通过报

告会，展示HIST科研工作和各位国际知名专家的

科研成果，为UNESCO世界遗产空间技术研究事

业做出积极贡献。

HIST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洪天华以“空间技

术应用于UNESCO名录遗产的新平台-HIST”为主

题详细介绍了HIST成立背景、组织架构、职能职

责、队伍建设、工作开展及未来发展等情况。之

后，围绕“空间技术应用于世界遗产”这一主题，

王心源、王成、陈富龙、何国金等科研骨干，Jon	

Hutton教授、Rosa	Lasaponara教授、Douglas	

Comer教授、Hans	Thulstrup先生等国外理事代

表，罗静等国内理事代表分别作了学术报告，内容

涵盖光学遥感、微波遥感、卫星遥感、航空遥感、

虚拟现实技术、数据库技术、遥感考古等领域的成

果。会议还就今后如何更好地发挥空间技术在世界

遗产保护和管理中的作用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此次

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既展示了HIST近年来所取得

的成果，又增强了HIST与国内外理事的学术交流，

为HIST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会议现场 HIST国外理事会间参观航空遥感中心



专题聚焦

专题聚焦

● HIST成立哈尔滨分中心

2015年1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

（HIST）哈尔滨分中心（HIST-HB）

成立大会在黑龙江省科学院自然与生

态研究所隆重举行。遥感与数字地球

所所长、HIST主任郭华东院士，黑

龙江省政协副主席赵雨森，黑龙江省

科学院院长郭春景，黑龙江省科学院

原党组书记、院长、黑龙江省政协科

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潘忠等领导出席了成立大

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HIST及其郑州分中心、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北京大学等单位共

计100余人。

成立大会由黑龙江省科学院自然与生态研究所

倪红伟所长主持。HIST常务副主任洪天华宣读了

HIST-HB成立批文，赵雨森副主席、郭华东院士、

郭春景院长等分别致辞，黑龙江省副省长孙尧发来贺

词。郭华东院士在致辞中希望哈尔滨分中心立足东北

地区，面向东北亚，发挥自身优势，利用空间技术，

加强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与保护，共同促进世

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事业发展；郭春景院长强调要以哈

尔滨分中心揭牌与建立为契机，在国际自然与文化遗

产空间技术中心的帮助和支持下，通过科技平台建

设、创新团队建设、重点课题的开展等措施为国际自

然与遗产方面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HIST-HB是HIST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的第二个

分中心，由黑龙江省科学院提出申请，历经2年

半，于2014年10月获HIST批准，依托黑龙江省科

学院自然与生态研究所建设。

HIST主任郭华东与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赵雨森为分中心揭牌 郭华东主任与郭春景院长签署共建分中心协议

成立仪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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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召开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2015年2月4日，HIST在中科院遥感地球所奥

运园区召开了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HIST国

际理事会成员及其代表、正副主任、正副秘书长、

各部部长及HIST科研骨干、分中心代表等参加了会

议。此次会议是HIST理事会于2014年换届以来召开

的第一次会议，旨在审议HIST2014年度工作报告、

2015-2016年双年度工作计划等工作文件，修订理

事会议事规则，探讨今后如何更好地发挥理事会成

员的作用等。

受理事会主席丁仲礼委托，UNESCO代表、

UNESCO驻华代表处科技官员HansThulstrup先生

主持了会议。首先，HIST主任郭华东院士代表丁仲

礼主席对新老理事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指

出，新一届理事均为空间技术应用于世界遗产领域

的国际一流专家，势必会对HIST将来的发展与提高

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他也对已离任的理事们表

示感谢，他们均为HIST的成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HIST常务副主任、秘书长洪天华结合HIST《中

长期战略规划》，从制度建设、国际合作、能力建

设、财务经费等方面与向理事们报告了HIST《2014

年度工作报告》与《2015-2016年双年度工作计

划》。理事们对HIST在2014年所完成的工作表示了

肯定，审议并通过了HIST双年度工作计划。

最后，理事们还审议并修订了理事会议事规

则，在理事职责、主席权力等方面达成了共识；并

对HIST未来发展及理事们的作用进行了充分讨论。

会议进展顺利，和谐圆满。

合作交流

理事会成员及其代表合影 会议现场

● HIST代表参加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

2015年3月12日，HIST常务副主任、秘书长洪

天华等应邀参加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简称“全委会”）2015年工作会议。应邀参加会

议的还有外交部、科技部、文化部、住房与城乡建设

部、国土资源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国

家海洋局和国家档案局等部委及其他UNESCO二类中

心的代表。

全委会秘书长杜越围绕“庆祝UNESCO成



3月14日至18日，联合国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

（WCDRR）在日本仙台召开。来自20余个国家的元

首、187个国家的6500多位代表出席会议。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

HIST主任、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空间

减灾卓越中心（CAS-TWAS	SDIM）主任、灾害风险

综合研究计划（IRDR）中委会主席郭华东院士也应

邀出席会议。

世界减灾大会每十年召开一次。“国际减灾

十年”的纲领性框架《横滨战略及其行动计划》、	

“2005-2015年全球减灾行动框架”《兵库行动框

架》分别源自前两届大会。	本届大会对《兵库行动

框架》执行情况进行了审查，总结了多年来国际社会

在减灾方面积累的经验、存在的差距和挑战，并在此

基础上通过了《仙台减灾框架：2015-2030》。

合作交流

● 郭华东应邀赴斯里兰卡访问

应斯里兰卡高速公路、高等教育和投资促进

部所属亚瑟.克拉克现代技术研究所（ACCIMT）所

长帕纳文纳吉（Sanath	Panawennage）博士的邀

请，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所长、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

（HIST）主任郭华东院士于2015年3月19日前往斯

WCDRR“对地观测与高科技减灾”专题会议

郭华东按斯里兰卡习俗为蜡烛树点灯 郭华东作报告

● HIST主任郭华东参加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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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70周年系列活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

送”和“积极参与网络安全国际规则制定”等三

个主题，介绍了全委会2015年度的工作计划，

希望各相关单位继续支持和配合全委会工作。教

育部副部长、全委会主任郝平也到会讲话，号召

各单位精诚合作，共同推动我国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与会者就上述三个主题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洪天华围绕三个主题，并结

合在教科文组织的工作经验与HIST发展目标，

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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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IMT所长帕纳文纳吉向郭华东赠送纪念品 郭华东向主人赠送斯里兰卡遥感图

● HIST主任郭华东参加第一届泛欧亚科学实验计划（PEEX）科学大会暨第五次PEEX会议

2015年2月10日至13日，第一届泛欧亚科学实

验计划（PEEX）科学大会暨第五次PEEX会议在芬

兰赫尔辛基召开。会议由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主办，

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俄罗斯空间监测研

究所、国际欧亚科学院、陆地生态系统与大气过程

综合研究计划、芬兰气象研究所等12家机构协办。

来自芬兰、俄罗斯、中国、美国等15个国家的170

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PEEX计划核心成员、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

研究所所长、HIST主任郭华东院士率5人代表团出

席此次会议，并作了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环境空

间观测研究”的大会主旨报告。围绕PEEX计划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共性问题，介绍了丝绸之路

经济带环境研究的重要性，通过阐述空间对地观测

技术在生态系统、地表覆盖、冰雪监测、自然与文

化遗产和全球环境变化等研究中的应用方法，从时

空角度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洲国家间的潜在

发展机遇，并提出加强与俄罗斯和欧洲等国家在该

领域的合作，服务于PEEX计划和丝绸之路经济带

发展的思路与设想。

会议期间，Valery	G.	Bondur院长代表国际欧

亚科学院主席团授予郭华东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金

学术动态

里兰卡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作为本年度嘉

宾，在亚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年度纪念

报告会上作了“中国对地观测系统及其应用”报

告，受到斯里兰卡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及其

他公益机构约300名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中国驻

斯里兰卡大使馆政务参赞任发强等也专程前往聆听

报告会。	

报告会是为了纪念在斯里兰卡工作和生活了53

年的英国科幻小说家亚瑟.克拉克而设的，地点设在

由中国政府于1973年无偿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

议中心，每年举行一次，每位演讲者均为国际知名

科学家。郭华东受邀成为2015年度演讲嘉宾。HIST

常务副主任洪天华、“外专千人”N.	Ishwaran陪同

前往。

3月20日，郭华东一行3人与ACCIMT、斯里兰

卡文物局和林业局代表举行了圆桌会议，就进一步

落实双方于2014年6月签署的合作谅解备忘录进行

了充分的交流。



1月19日，遥感地球所召开工程技术委员会扩

大会议，审议通过了遥感卫星地面站和遥感飞机的

2015年度运行工作计划，并对2015年度中科院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维修改造项目申请进行了出所评

审。	

会上，以遥感地球所副所长顾行发为组长的专

家组听取报告后，经质询和讨论，一致认为遥感卫

星地面站2015年度运行计划紧密结合国内外卫星运

行任务、装置维护、利用和开放、交流与合作以及

人才培养等实际需求，计划安排、经费预算合理可

行；遥感飞机2015年度运行计划符合遥感飞机的现

状情况，明确可行，经费预算合理。专家组建议两

大装置在制订2015年度计划时，要统筹考虑未来发

展，提前布局。	

对于“喀什接收站天线加装天线罩”和“遥感

卫星数据处理与深加工系统专项改造”项目，专家

组认为项目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突出，项目的开展将

有效延长天线系统的使用寿命，增强信息产品的生

产能力和遥感数据的网络共享能力，有助于增强遥

感卫星地面站面向全国用户的快速数据与信息服务

能力。	

此次会议的召开有效保证了遥感卫星地面站

和遥感飞机2015年度运行工作计划紧密围绕重大

成果产出目标，为2015年度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RADI动态

● Ishwaran教授参加乔治莱特学会（GWS）会议

2015年3月29日至4月3号，	HIST外专千人专

家Ishwaran教授参加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

举办的以“参与、教育和预期:未来的国家公园和

保护区”为主题的乔治莱特学会（GWS）会议。

会议期间，Ishwaran教授参与了多次专题讨

论，在以“保护区发挥更大社会纽带作用”为专题的

讨论会上，他做了关于物种遗产的报告，重点强调了

大熊猫和亚洲象等标志性物种的广阔的空间需求。

质奖章，以表彰其杰出的科学成就和对PEEX计划

做出的卓越贡献。

PEEX是由芬兰、俄罗斯、中国的多家研究机

构共同倡议发起的一项多学科综合研究计划，旨在

研究泛欧亚地区面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关键科学与

应用问题。

会议现场

06

RADI动态

● 遥感地球所召开工程技术委员会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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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中科院副院长阴和俊一行调研遥感

地球所三亚园区。	

阴和俊一行参观了三亚园区、卫星数据接收系

统，观看了三亚站接收的卫星数据图像，听取了刘

建波副所长关于卫星地面系统建设情况和三亚研究

中心刘勇卫主任关于三亚园区科研与产业化进展情

况的工作汇报，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	

阴和俊充分肯定了三亚站、三亚研究中心

的各项工作，对三亚园区管理、科研等各方面

● CAS-NASA喜马拉雅地区全球变化空间观测研讨会召开

2015年1月20日至23日，CAS-NASA喜马拉

雅地区全球变化空间观测研究双边研讨会在尼泊尔

首都加德满都召开。研讨会由中国科学院（CAS）

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主办，中科院遥

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和NASA地球科学部承办。来

自中科院遥感地球所、青藏高原所、北京大学、成

都理工大学等单位的20余名国内知名学者，与来自

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NASA戈达德飞行中心、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加州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和大

学的20余位国际知名冰川、积雪领域的遥感专家参

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亦得到位于加德满都的国际

山地综合开发中心（ICIMOD）的支持。	

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发表背景下，此次

研讨会旨在围绕喜马拉雅地区冰川变化和相关自然

灾害遥感主题，深入探讨如何利用空间技术开展气

候变化对冰川变化的影响、冰川变化引发的灾害风

险、生态环境变化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影响

等科学问题。	

会议开幕式由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曹京华

和NASA地学部主任Michael	Freilich共同主持，白

春礼院长和NASA局长Charles	Bolden分别对研讨

会的召开发来了贺信。

大会合影

阴和俊副院长参观三亚园区

会议现场

● 副院长阴和俊调研遥感地球所三亚园区



工作及科研人员精神状态表示高度赞赏，认为

三亚站、三亚研究中心在任务争取、提供服务

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工作，而且有很好

的发展理念。阴和俊表示，三亚站、三亚研究

中心发展潜力很大，希望三亚研究中心进一步

加强与地方的紧密合作，立足海南，为地方建

设服务；同时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

“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技术支撑，辐射东南

亚，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座谈会由重大任务局局长王越超主持，参加调

研的还有重大任务局副局长苏荣辉、广州分院院长

秦伟等。

● 探索故宫特色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之路

2014这一年，国人共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故宫博物院也树雄心、立壮志，胸怀

“故宫梦”，立志“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

一个六百年”，在2020年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博物

馆。

正如新华社今年1月发表的《留住历史根脉	传

承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历史文物保护工

作纪实》所言，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饱含深厚

感情，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并身体力行推动保

护和抢救文物工作，多次就文物保护工作做出重要

指示批示。在总书记率先垂范的感召下，在全国第

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启动、文物保护经费投入大幅

递增、重要文物抢救工程取得显著成效、文物执法

力度强化等文物保护工作阔步前进的大形势下，故

宫博物院顺势而为，迎难而上，探索故宫特色的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道路，并承担历史赋予的神圣使

命，发挥故宫在北京、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独

特文化影响力。

世界遗产动态

穿越皇城的似水流年（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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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在伯利兹大堡

礁保护系统方面给予技术支持,这项遗产在2009年

被列入世界濒危遗产行列。

这项目是由世界遗产中心组织，并密切配合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金斯敦办公室和伯利兹政府,旨在

努力协助伯利兹缔约国把正处于保护状态的伯利兹

大堡礁系统从世界濒危遗产名录除名。

技术支持任务将建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海洋项目基础上，通过使用海洋空间技术这种

重要手段来增加海洋护管理效率	。项目经费最终

由是由佛兰德斯的政府提供支持。

（来源：UNESCO网站）

● 设立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日”

● 对伯利兹大堡礁保护系统提供空间技术支持

● 关于蓝毗尼发展的国际科学委员会会议召开

全国人大代表韩建敏说，加强世界遗产保护

刻不容缓，他呼吁国家设立中国“世界自然遗产

日”，加强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自1985年11月22

日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

缔约国行列以来，至今我国已拥有世界自然遗产

10处，从数量上仅次于美国（12处）、澳大利亚

（12处），与俄罗斯（10处）共同排名第三位。世

界自然遗产获得全球的关注和保护，但《世界遗产

名录》并非只进不出。目前，已有2个国家不能有效

保护遗产的价值，使遗产地受到严重威胁和破坏，

使遗产项目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他们分别

是阿曼阿拉伯羚羊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1994年

列入，2007年被除名）和德国德累斯顿的易北河谷

（世界文化遗产，2004年列入，2009年被除名）。

韩建敏呼吁，在每年世界遗产大会召开前后，

择日设立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日”，这将增强大众

对世界自然遗产的认知，有利于扩大遗产宣传影

响，营造良好的遗产保护氛围；有利于加强遗产的

保护和管理，规范遗产范围内的各种人为活动，保

护我们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报）

关于蓝毗尼发展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ISC)2015年1月23日至25日,在佛祖诞生地蓝毗尼

召开。

会议是“加强蓝毗尼的保护和管理,佛祖释迦

牟尼的诞生地(二期)”项目的一部分，由日本政府

支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配合考古部门及蓝毗尼发

展信任部共同实施。

（来源：UNESCO网站）

伯利兹大堡礁

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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