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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2019 年，为了支持安徽黄山新安江生态
保护和绿色发展项目（以下简称新安江项
目）的实施，CDIA 向安徽省黄山市政府
提供了技术援助，援助内容包括开展四项
项目准备研究。亚洲开发银行已批准向新
安江项目提供 1 亿美元贷款，其合作伙伴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也将提供 5000 万欧元
贷款。

黄山市位于安徽省南部、长江以南约 100
公里处，辖屯溪、黄山、徽州 3 个区和
歙、休宁、黟、祁门 4 个县，土地总面积
9800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40 万（城镇
人口 72 万，农村人口 68 万）。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黄山和美丽的古村落西
递和宏村每年吸引着 7000 多万游客到该
地区旅游。然而，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增长，

安徽和浙江省新安江地图

加上经济发展、城市化和集约化农业的发
展，整个新安江流域的环境压力倍增，江
河水质受到破坏。因此，黄山市迫切需要
加强水资源管理和可持续绿色发展，维持
和改善新安江上游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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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总结了 CDIA 在黄山新安江项目的设
计和实施中引入的创新理念、方法和技
术。其中包括：

一、城市初期雨水径流污染管理

为城市雨水污染控制提供节省空间且具
有成本效益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包括提
出对滞留池的设计调整和社区综合开发
理念。

二、环境健康和安全管理

为工业园区开发基于网络的环境健康与
安全管理平台，提高环境安全监督和应
急反应能力，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三、信息通信技术应用

为一系列环境监测系统制定具有成
本效益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战略，并
将其整合到智慧城市数据管理平台
中，更好地实现维护和运营。

四、气候变化的适应和缓解

试行ARCCE（评估、审查、交流、合作、
参与）的参与式方法，制定气候变
化适应和缓解等措施并将其纳入项
目设计。

希望项目准备研究积累的实际经验
能被黄山市政府在全国推广，并为
亚太地区其它城市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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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初期雨水径流污染管理
初期雨水是降雨的初期径流，在城区这部
分雨水通常含有沉积物、油脂和有毒化学
品等污染物，会危害水体中的鱼类和野生
动物种群、损害植被、污染水源并危害滨
水景观休闲区的安全。

近年来，初期雨水污染在中国成为日益严
重的问题，这是由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
快速城市化和大量建筑物与基础设施的建
设让不透水铺装覆盖了自然地表，雨水难
以下渗，导致雨水径流增加，不仅造成了
城市内涝和水土流失，同时增加雨水带来
的污染。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的合流制排水系统陆
续被分流制排水系统所取代，这虽然减少
了城市污水溢流进入河道的风险，却也意
味着雨水将直接排入河流，如果不对雨水
径流进行处理，就会增加初期雨水污染的
风险。

@照片来源：昵图网 @照片来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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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1: 歙县古关组团的雨水排水管网

图 02: 紫阳公园的雨水排放口和开阔空间

图 03: 树阵广场公园的雨水系统排放口

发现

黄山市也面临这些问题的影响。黄山市的
经济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的快速增长，使
得作为下游地区几百万人主要饮用水源的
新安江流域的环境和生态压力加剧。 

根据中国政府发布的《海绵城市低影响
开发指南》的精神指导，黄山市于 2019
年出台了地方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
在这一背景下开展了关于初期雨水污染
管理的项目准备研究。考虑到现有城区
改造或安装雨水处理设施的空间往往有
限，研究重点包括如何为老城区的雨水
污染控制提供切实可行、经济有效且节
约空间的解决方案。

创新

CDIA 建议了一系列可适用于黄山城区雨
水管理的源头控制措施，此外还提供了
不同控制措施的工具箱，供当地工程团
队使用。

然而，由于黄山市区属于历史城区，改造空间非常有限，能有效从源头控制雨水污染的方
案选择不多。因此，CDIA 提出实施一个试点项目，在黄山歙县城区建设雨水末端处理设施，
论证其控制初期雨水污染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项目研究选择了滞留池 / 湿地系统这一方式。试点项目选址为黄山歙县古关组团的紫阳公
园和树阵广场公园，两处均为典型的小流域集水区。专家组为此试点项目建立了城市雨水
管理模型，确认了该地区初期冲刷效应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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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管理模型模拟计算结果显示，古关组
团的初期冲刷效应非常明显。在不同重现
期的降雨条件下，20％的初期雨水径流可
带走 44.5 至 83.9％的总悬浮固体；50％
的初期雨水径流可带走 86.4 至 96.7％的
总悬浮固体。

CDIA 相应提出对滞留池进行设计改进，
着重收集和处理初期雨水污染物，防止其
流入新安江。其重点是在降雨初期收集污
染严重的雨水，而在降雨后期让较干净的
雨水直接溢出到河道中。

图 04: 滞留池系统的概念性平面图和剖面图

图 05: 树阵广场公园在不同降雨条件下无量纲 M(V) 曲线

图 06: 装有侧向溢流堰的改进型滞留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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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案不仅可以大大减少修建滞留池所
需的空间和资金，还可以使城市更为灵活
地选择滞留池的位置。调整后的滞留池设
计能够更灵活地与社区发展相结合，比如
开发亲水主题的滨河公园。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工业园区形式具有其独
特性，这主要表现为许多城市通常建有大
中型工业园区，对几十个生产企业组成的
工业区进行综合管理，以便为企业提供更
好的服务。然而，中国大部分工业园区的
环境健康和安全管理往往很不完善。

由于新安江是黄山及下游城市居民的主要
饮用水源，黄山市迫切需要加强对临江
工业设施的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黄山市
有徽州区和歙县两个省级重点化工工业园
区，主要生产环氧树脂和染色材料，两个
园区距离新安江支流丰乐河 1-2 公里。根
据新安江项目的要求，这两个园区必须安
装先进的监测系统，用于环境与安全管理
以及应急响应。

要实现长期可持续的雨水污染控制，需要
有进一步的管理规范。根据对国际最佳实
践的审查和分析，CDIA 建议制定更全面
的法规，如考虑采取雨水排放许可证管理
办法，并制定相应的综合雨水管理方案。

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

图 08: 徽州区工业园、歙县工业园和周围环境卫星图

徽州区工业园

歙县工业园

图 07: 成都活水公园：雨水管理结合城市公园的示例

图 09: 徽州区工业园场景 图 10: 歙县工业园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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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实地考察发现工业园区未能充分考虑如何
从源头上防范环境危害或安全事故的发
生，也没有将信息技术纳入到环境健康与
安全事务的日常管理中，导致相关主体之
间沟通不畅，影响了环境健康与安全的管
理。企业无法随时获取政府数据，也不能
方便地上传自己的文件或监测数据，而监
管部门和监测部门只能掌握园区日常环境
问题的部分信息，无法实时获取紧急情况
发生的信息。

创新

为了弥补系统性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的缺
失，进一步减少工业园区中的环境与安全
风险，CDIA 建议引入一套园区综合性环
境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加大信息管理系
统的使用力度。

此外，工作团队还提议开发一个基于网络
的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平台，取名为
“智慧化环境健康安全管理系统”，这一

系统能够实现政府、工业园区和生产企业之间的实时联动，有助于预防环境或安全事故的
发生，也是国内工业园区与生产企业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共享，联合进行环境健
康与安全合规管理和应急响应的首次尝试。

智慧化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软件还可以被企业用作为内部审计工具和培训平台。因此，
它也是一个能力建设工具，让各企业能够在资源和专业知识有限的情况下实施国家和国际
最佳管理实践，有效大幅改善两个工业园区的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

将智慧化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整合到黄山的智慧城市云平台，能使工业园区、企业与
政府监管部门（包括地方政府应急控制中心）实现无缝信息衔接，从而有效防止“信息孤
岛”的发生。在无需额外投资的情况下，让产业园区和企业能够直接获取在线数据，并将
数据和文件上传至官方监管机构的平台。

@照片来源：Pexels

环境

健康 安全

E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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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在黄山每个园区分别独立建设智慧化
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而言，开发两个
园区共享的管理系统可以令费用减半。

在对工业园区内企业和公用事业单位的技
术和安全要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CDIA
还编制了《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手册》，
以指导环境健康与安全综合管理项目在工
业园区和企业内的实行。

CDIA 还为聘请环境健康安全管理专家和
信息通讯技术专家开发系统编制了技术要
求任务大纲。其中主要包括环境健康与安
全管理程序设计、在线环境健康与安全管
理平台设计、适用于企业和工业园的客户 /
用户相关应用开发，以及应用软件试用、
调试与用户培训。

《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手册》和技术要求
任务大纲将指导智慧化环境健康与安全管
理系统的开发和在两个工业园区的试验应
用。《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手册》能让这
一方法易于被黄山和中国其它地区的工业
园区或生产设施复制。因此，它有助于建
立一套能根据实际情况定制的管理方法，
帮助可能缺乏资源、专业知识或能力的类
似工业园区和企业改善其环境健康和安全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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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技术应用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信息通信
技术越来越多地融入政府管理系统。然而，
虽然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了长足进
步，但在环境问题管理上，尚未能够最有
效地去利用这些技术。

发现

黄山目前正在研发的智慧城市平台基于物
联网、云计算、泛在移动网络、大数据系
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旨在提高管理的智
能化、自动化水平。

然而，将孤立的信息转化为集成系统仍然
是一项重要任务。黄山新安江项目的信息
技术系统设计方案最初是与智慧城市平台
分开设计的，CDIA 认为，将它们整合进
入智慧城市平台并利用平台基础作为这些
系统的构件，应是一项重要的优先任务。

创新

CDIA 与项目管理办公室和亚行合作，对
项目设计重新进行了调整，推动项目相关
的环境信息系统成为黄山智慧城市计划的

一个组成部分，而原本互相独立的四个信
息技术系统将被连接和整合（图 11 展示
了黄山智慧城市平台概念）。这种方法代
表了一种思维模式的转变，即从传统上相
互分隔的以合规为导向的问题解决方式转
变为以合作为导向的共享服务提供方式。
其具体包括：

• 黄山数据局将牵头为两个工业园区的
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开发共同的
管理功能，建立一个新的智慧化环境
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各工业园区仍
可开发规模较小的管理系统，以满足
各自的具体需求。

• 通过依托黄山智慧城市平台，获得更
高层次的应用框架、链接数据源、共
享数据分析结果，本项目的信息通信
技术部分将降低重点环境领域的信息
孤岛风险，有助于提高环境监测和应
对能力。

• 提取共有项目功能，并使其成为更高
层次的项目开发的一部分，从而最大
限度地减少重复建设，使项目的信息

技术部分节约超过 60% 净成本（见
表 01）。

• 项目的通讯信息技术部分可被视为 
“可拓展工程 ”，因其可以扩展到其
它领域和功能（例如，智慧化环境健
康与安全管理系统可扩展到具有类似
管理需求的其他工业园区）。

大数据平台和智慧子系统之间的数据传输

智慧应用层系统之间的数据传输

智慧应用层系统和相关组织之间的数据传输

图例：

图 11: 黄山市智慧城市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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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子项目名称 可研 * 中的成本估
算 节省的成本 增加的成本 新成本估算 净成本节约

（1） 黄山市智慧水利系统 49.90 30.25 19.65 30.25

（2） 祁门县生态环境智慧监管系统 18.40 13.14 5.26 13.14

（3） 徽州经济园区安全环保智能化监管系统 45.20 28.60 16.60 28.60

（4） 歙县经济园区安全环保智能化监管系统 46.18 36.18 10.00 36.18

（5） 黄山管理信息系统顶层设计支持 2.50 2.50 -2.50

（6） 黄山工业园区环境健康安全管理系统 4.80 4.80 -4.80

总和 159.68 108.17 7.30 58.81 100.87

如表 01 所示，修改后的设计中增加了两个新的子项目（表 01 中的（5）和（6）），旨在实现更高层次和共享的设计原则，但是与原设
计中的项目预计成本相比，信息技术系统子项的总体成本却大大降低。

基础设施开发项目层面的气候变化评估与
许多方面相互关联，非常复杂。界定各种
气候变化影响的界限，评估项目应如何应
对这些影响，并非易事。这是一个全方位
的过程，需要与政府、相关项目实施单位
和工程团队合作，一起寻求机会将一些提
高项目气候变化应对能力的措施纳入设计
方案。气候变化的评估包括分析历史气候
数据、辐射力、极端天气和由此产生的影
响。这些研究结果应与各方分享沟通，将
其纳入工程设计过程，探索最适合本项目
的气候变化措施。正是这种伙伴关系和共
识的建立，才能让项目中的气候应对倡议
得以顺利实施，并找到最合适的适应和缓
解措施。

2017 年，黄山市被列入第三批国家低碳
城市试点名单。在准备实施亚行支持的新
安江项目的过程中，黄山市政府项目办与
CDIA 合作评估了该市的气候变化脆弱性，
目的是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项目设计思
路，同时减少黄山城市发展的碳足迹。

修改后的结构不仅可以实现性价比更高的设计，还可以共享数据分析结果，并在不同数据源和部门之间创建实时连接，这对于有效监管
和应对环境紧急情况至关重要。

* 可行性研究报告
** 成本价格的估算取自 2019 年 7 月 12 日的招标采购计划，未来或有更改。
*** 项目采用的汇率为 人民币：美元 = 6.899:1。

表 01: 信息技术系统的成本比较

（单位：百万人民币）

气候变化的适应和缓解
发现

CDIA 的研究发现，从历史气候数据和模型来看，从 2010 年至 2015 年，黄山年平均气温
比 20 世纪 60 年代高 0.69℃，比（相对寒冷的）80 年代高 1.05℃。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可的模型预测表明，在基准情景下，黄山市 2020-2100 年
间年平均气温将快速上升，预计 2090 年达到峰值，比 1960-2015 年的年平均气温高 1.16℃。
同时，与 1960 年代相比，2010 年代年均总降水量增加了 43.3%，预计 2020-2100 年间
年均总降水量还将以每年最多 140 毫米的数值增加。

1960年至2015年黄山的年平均温度

1960

1960s

1970

1970sTmean

1980

1980s

1990

1990s

2000

2000s

2010

2010~2015

18

17.5

17

16.5

16

15.5

摄
氏
度

图 12: 黄山历史代际平均温度（1960 年至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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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http://thinkhazard.org/ 

风险 危害等级

城市洪水（洪水水位 0.5 m） 高

极端高温 高

缺水（人均水资源量小于 500m3） 中等

野外火灾（FWI 30） 中等

飓风危害 低

滑坡危害 低

地震危害 非常低

河流洪水（洪水水位 0.5 m） 非常低

沿海危害 非常低

气候变化 环境影响

高低温差的增大
植被退化

更高的土壤温度

集中强降雨 / 长时间无降雨 洪水、风暴、干旱

黄山市平均温度预测

2020 2030 2040 2050 2060 2070 2080 2090 2100

17.40

17.60

17.80

17.20

17.00

16.80

16.60

16.40

RCP2.6 RCP4.5 RCP6.0 RCP8.5

摄
氏
度

图 13: 不同 RCP 下 2020 年至 2100 年黄山的年平均气温预测

历史气象分析和气象模式表明，2020 年
至 2100 年，黄山可能面临高风险的城市
洪水和极端高温，以及中风险的缺水和野
火。暴风雨、多变的降雨（交替的干旱潮
湿条件）和更高的温度会导致地面沉降的
差异或水土流失，从而损坏道路、管道和
其它公用设施。气候变暖不仅会造成干旱，
也会对生态环境形成干扰，比如可能导致
松材线虫病北移，将这种致命的虫害传播
到黄山更多的松林中。这些都将对当地农
业和经济发展造成损害。

表 02: 黄山市气候脆弱性和风险概述

表 03: 黄山潜在的气候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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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对基础设施的潜在危害

土壤承载能力 管线、人孔、集水坑的错位，道路倒塌，公用事业结构，结构基础变薄等

严重的洪水冲刷 路堤损害，地下室淹没，电力线路受损，洪水处理过程 / 降低处理效率

管道的过量流入 / 渗漏 管道泄漏和错位，人孔回流 / 溢流

水土流失 土壤冲刷，泥石流，泥沙淤积，景观 / 农耕用地破坏

干旱 灌溉水缺失，植物死亡，对景观 / 农业造成危害

热岛效应 地表吸收的大部分太阳辐射被转换为显热而不是潜热。这种现象是由于用防水的硬质表面（例如，混凝土管道
铺设，硬质道路或混凝土河岸护墙）代替了潮湿的土壤和植物，从而导致了表面湿度的下降。

表 04: 气候变化对基础设施的潜在影响

创新

CDIA 在气候变化评估进程中创新性地运用了综合干预流程，形成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多方面措施，这些措施强调多学科多角度的参
与。关键创新在于保护拟开发项目免受极端天气的损害，提出一整套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这些措施可以运用到项目中，增强黄
山中长期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 图 14）。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适应措施 气候变化缓解措施

海绵城市
人工湿地建设
减少硬质地面，增加绿化
改良结构材料
森林健康监测和疾病防治
信息管理系统

低碳工艺
碳生物固定
黄山松材线虫病防治
湿地和污水处理中的甲烷排放控制

项目设计

极端天气
降雨增加
极热天气
热岛效应
洪水
干旱

全球变暖
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辐射强度
CO2 累积
生态系统压力
物种转换
农业生产

图 14: 黄山项目的气候适应和缓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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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气候变化措施的综合干预

理解气候变化的多样性和可
能产生的相应影响

审查工程内容和背景，增加
气候变化适应的关键元素

强调气候变化危机的应对和
缓解

明确需要的资源和资金支持

评估气候
变化场景

利益相关方
参与

与工程顾问
合作

与政策制定者和当
地专家进行沟通

审查项目
开发计划

CDIA 建议黄山市运用以下三个方面的创
新做法，积极探索气候变化应对的实践经
验：（1）鼓励从业人员、工程师和决策
者的思维模式转变，充分了解和具象认识
即将发生的气候变化影响的风险；（2）
有效管理，包括通过综合干预过程来与利
益相关者紧密合作，在项目和其它行动上
采用或嵌入气候变化应对措施；（3）应

综合干预流程是寻求利益相关者合作以适应
气候变化的有用工具。过程的主要目标是：

• 统一对气候变化多样性和潜在影响的
理解；

• 审查工程内容和背景，并增强气候变
化适应力的关键要素；

• 强 调 气 候 变 化 危 机 的 适 应 和 缓 解
措施 ；

• 证明相关资源和资金使用的合理性。

图 15: 气候变化的综合干预流程

用创新的技术和 / 或管理措施来减少气候
变化脆弱性。

CDIA 强调了一种多学科的办法，在项目
准备过程中尽可能更多邀请各利益相关方
（包括市政府、项目工程团队和其它有关
方面）的参与。这种在项目规划和设计中
进行气候变化评估、沟通和反馈的综合干
预进程可概括为“ARCCE”（图 15）。

@照片来源：摄图网

Assess 评估气候变化情景

Review 审查项目开发计划

Communicate 与政策制定者和当地专家
进行沟通

Collaborate 与工程顾问合作

Engage 利益相关方参与

希望本报告提出的措施能够为中小城市的
具体气候行动树立良好的榜样，尤其是在
以下方面：

• 如何进行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评估和
管理；

• 如何形成减缓和适应措施的建议；

• 采用气候战略，以低碳路线优化项目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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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启发

信息通信技术应用 信息系统成功的关键是与其上级、下级和平级组织安排之间的纵向和横向联系的能力。因此，可连接性应从一开
始就成为总体设计的核心。

确保可连接性不仅是项目开发者的责任，也是决策者、政策执行者和日常操作者的责任。人们必须走出狭小孤岛，
才能发挥出项目的真正效益。需要做很多工作来促进不同用户的需求、业务目标、不同工作风格和工作流程之间
的相互理解。

可延伸性和可扩展性是至关重要的。不断变化的趋势可能会影响到部署后的设计，例如对更丰富的用户界面和媒
体展示的需求、不断增加的网络带宽和可用性、与日俱增的移动设备使用、硬件性能的改善和远程操作。设计应
该为变化而生，而不是为一成不变而生。

管理系统应以无缝插入并整合到智慧城市平台为目标，让其成为一个能满足各种需求的多元化政府行政功能平台。

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 气候变化评估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涉及与市政府、工程团队和其他相关方的合作，共同探索提高项目气候
变化应对表现的措施融入项目设计的机会。

在城市层面的项目中，必须向各利益相关方传达气候变化危机的紧迫性，其目的是让他们产生责任感，立即采取
适应和减缓措施。

根据该项目的经验，提出了在项目规划和设计中进行气候变化评估、交流和反馈的综合干预进程，即 ARCCE。

开发指定一系列工程设计概要，这是设计团队理解和启动项目的重要一步，可加强工程设计中的抗灾能力，并对
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建设提出合理的气候适应方案。

将具有最佳低碳效果的绿色设施 / 技术纳入项目是一种具有较高成本效益的方式。例如海绵设施、绿色景观覆盖、
湿地恢复、人行道透水铺装以及森林健康监测和保护，都是打造绿色可吸收城市表面的简单做法。低碳路线是一
种减缓气候变化的工程规划方法。本项目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利用生物过程（例如生态农业、林业或土壤保护）
进行碳固定，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对资源和资金的合理性论证很重要。本项目对气候变化措施的成本进行了财务分析。在以后的项目设计中，可以
将成本收益和财务分析应用于备选方案的分析。

领域 启发

初期雨水污染管理 本研究重点探讨了黄山初期雨水污染的影响。在黄山和中国大多数城市中，分流制排水系统正逐渐替代合流制排
水系统，因此需要对分流制系统中的雨水污染进行处理。

项目中经过改进的滞留池系统适合具有明显初期冲刷效应的中小城市的需求，为雨水污染治理提供了一个切实可
行、成本效益较高的解决方案，对于那些因受空间有限、改造成本高、部门协调困难、缺乏维护能力等因素制约，
难以实施源头控制措施的城镇而言，这是比较理想的方案。

调整后的滞留池设计可以与湿地设计相结合，将雨水控制的要求和城市社区对绿色空间的需求结合起来。可以通
过开发以水为主题的河滨公园，与社区发展相结合，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休闲环境，同时结合环境教
育展示。

建议制定更全面的法规，如考虑采取雨水排放许可证管理办法，并制定各地方综合雨水管理方案。

基于网络的环境健康与
安全管理

开发基于网络的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即“智慧化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是国内工业园区及其生产
企业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共享，为实现环境健康与安全合规和应急响应联合管理的首次尝试。

智慧化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将为省市政府部门的需求和工业园区及各生产企业的管理需求之间提供实时联动。

建立这一系统将有助于影响企业环境安全管理的行为，并将极大促进两个工业园区的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水平的
提高。

相比在黄山每个园区分别独立建设智慧化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而言，开发两个园区共享的管理系统，使两个
工业园区共享信息通信技术解决方案，也可以令成本减半。

将智慧化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整合到黄山的智慧城市平台，可实现政府管理部门、工业园区和企业之间的无
缝信息衔接。

黄山采用的智慧化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将有助于建立起一套为其量身定做的管理方法，也为中国其它地区的
类似工业园区提升其环境健康和安全管理提供借鉴思路。

示范性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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