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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世界水论坛开幕 

 第五届世界水论坛于 2009 年 3月 16 日在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隆重开幕，会议为期一周，

将于 3 月 22 日闭幕。本届世界水论坛旨在以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在全球范围内使利

益相关者参与到水政策的制定中来，并开展相

互对话。共有来自各国政府、联合国理事会、

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媒体及其它社

会团体的 28000多名代表参会。 

 本届世界水论坛以“跨越水的鸿沟”为中心主题，强调全球各地区参与水管理、加

强沟通、交流和协调。论坛在中心主题下设立了 6 个子主题，分别是“全球变化和风

险管理”“推进人类发展和千年发展目标”“管理和保护水资源及供水设施以满足人

类和环境的需求”“水治理和管理”“水融资”以及“教育、知识和能力建设”。在

子主题下又设立 24个议题。3月 16日上午，在论坛开幕致辞之后，颁发了土耳其总理

水奖、摩洛哥哈桑二世世界水奖。其中，土耳其总理水奖旨在表彰为国家和国际水问

题做出贡献的媒体代表。摩洛哥哈桑二世世界水奖是为表彰在水资源管理和开发领域

的合作和团结中做出贡献的个人而设立的奖项。当天下午，在论坛的主题会上还发布

了第三个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 

本届水论坛期间，陈雷部长率由中财办、外交部、水利部、农业部、中国气象局

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参加由中国水利部牵头主办的“特

大自然灾害与水利基础设施风险管理”特别分会并做主旨发言，参加中国水利部与土

耳其水利工程总局和墨西哥国家水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灌溉特别分会”并致辞，参加

与国际大坝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保证足够的供水设施以满足农业、能源和城市的需求”

议题分会并做主旨发言；陈雷部长还将出席“亚太日”会议并致辞。由中国水利部组

织的专家团和水利企业代表团，也参加了水论坛各议题分会和水展活动。 

(摘自 http://www.iisd.ca/ymb/water/ worldwater5 /html/ymbvol82num16e.html) 

mailto:internews@iwhr.com
http://www.iisd.ca/ymb/water/%20worldwater5%20/html/ymbvol82num16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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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热点聚焦 
 

第五届世界水论坛开幕辞集锦 

第五届世界水论坛秘书长 Oktay Tabasaran 在欢迎与会人员时强调，本次水论坛

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水资源的高效利用问题。他说水论坛也提供了一个讨论经济发

展、区域水资源管理、风险管理、人类发展和千年发展目标的平台。 

世界水理事会主席 Loïc Fauchon 强

调，尽管确保人类用水是“一条漫长而

艰辛的道路”，但这条道路我们必须走下

去。他呼吁严格与和谐的水资源分配，

并指出了政治意志在这方面的重要性。

Fauchon 还强调了水资源高效管理，对

最贫困人们的保护，以及考虑隐含水

（virtual water）原则的必要性。 

和平与宽容是伊斯坦布尔的理想，伊斯坦布尔的市长 Kadir Topbaş 援引了此格

言来欢迎与会者的到来。他说城市是水资源的主要消费者之一，地方政府有责任保

护自然资源，为子孙后代的水安全做出规划。 

土耳其环境与林业部部长 Veysel Eroğlu 强调，水问题能够影响到和平，只有通

过水资源的公平分配才能实现世界的稳定。他说水资源对于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并

指出了解决非洲及其他地区干旱问题的必要性。Eroğlu 还强调了大型基础设施在土

耳其水安全方面的重要性，指出水论坛的目的不是使水资源市场化，而是“为全人

类提供优质水”。 

墨西哥国家水资源委员会主任 José Luis Luege Tamargo 代表墨西哥总统 Felipe 

Calderón 介绍了在墨西哥召开的第四届世界水论坛上所发起的水资源管理、气候变

化和基础设施工程的情况。 

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重点突出了世界水论坛在方

便决策层和平民阶层之间对话所起的作用，他为水论坛推荐了四个战略行动领域：

强调水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从减灾中吸取经验增强适应能力，依靠财力提高人

类能力和完善体制性能力建设，认识到水资源管理跨界合作的重要性。 

摩洛哥首相 Abbas El Fassi 说，世界水论坛是继 2008 世界粮食安全高层会议之

后，2009 年联合国就 2012 年之后应对气候变化机制谈判之前，发生在世界经济危

机期间的一次盛会。 

日本王储 Naruhito Kotaishi 说，解决紧迫的水问题，加强取得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的主动性都需要世界合作。此外，他还强调了水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水资源

融资举措，部长级对话和旨在促进合作的区域性峰会的重要性，（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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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专题报道

阿拉斯加州北极沿海地区侵蚀加倍 

 阿拉斯加州的海岸——波弗特海 40 英里的海岸线从 2002 年到 2007 年的 5 年间

平均每年侵蚀已经加倍。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主持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波弗特海沿岸的年均侵蚀

率从 19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后期的 20 英尺攀升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21

世纪初期的 28 英尺，在 2002 年到 2007 年间，其平均侵蚀率更是达到了 45 英尺/

年。该项研究论文发表在了最近一期由美国地球物理协会出版的《地球物理学研究

快报》上。 

 该论文的主要作者、USGS 科学

家 Benjamin Jones 警告说，也许论文

中反映的是目前侵蚀加剧的短期进

程，但它也很好地代表了未来北极圈

海岸侵蚀的趋势。“海岸侵蚀是一个

自然过程，在历史上，北极圈在波弗

特海的部分就经历过强烈的侵蚀，所

以这部分海岸发生的改变可能不会

在其它北极圈海岸发生”。 

论文指出，最近这一海岸带的侵蚀率和水土流失变化是北极圈环境改变的结

果，包括海冰范围的减少、夏季海水表面温度的升高、海平面上升、风暴能量的增

加以及相应的波动作用。 

 在另一项关于波弗特海海岸线的研究中，Jones 和合著者们证实了一些已消失的

历史文化点，包括伊苏克—一个世纪之交的贸易点，现在已沉入阿拉斯加海底；科

洛韦克—一个被遗弃的山村，不久将可能完全消失。 

 了解当下的侵蚀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北极气候变化加剧，导致陆地和海洋生

态系统中发生快速和复杂的环境反应，从而将加速北极海岸侵蚀的速度和进程。

Jones 还指出：“目前，海面温度和海平面的上升趋势可能通过促使富冰冻土的海岸

更快地解冻以及削弱由永久冻土主导的海岸线，与弱冰冻土海岸线相比，这些海岸

线侵蚀率正不成比例地增加”。 

 作者还列出了 2007 年侵蚀超过 80 英尺的海岸。有趣的是，2007 年夏季并没有

西向的风暴事件发生，而风暴历来被认为是引起北极区域海岸侵蚀的主要驱动力。

然而，2007 年北极的海冰范围是历史上最小的，海洋温度却是历史上最高的。文章

强调，应该继续开展对海岸侵蚀的监测，以便更好地理解海岸侵蚀率增加的原因。 

（摘自 http://www.sitnews.us/0209news/022309/022309_erosion.html） 

 

http://www.sitnews.us/0209news/022309/022309_eros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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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专题报道 

  三角洲和河口的脆弱性 

 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为期三天的“水与陆地 2009”大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600 多位专家。他们在会上讨论了如何保证世界最大的三角洲地区有一个可持续的

未来。世界上许多三角洲区域是国家主要的经济源动力和粮食生产地。代表们最后

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这一声明将是于 09 年三月份召开的第五届世界水论坛的一

项主题。 

 由于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发展，许

多河流三角洲和河口地区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

峻挑战，因为在不久的将来，预计全世界将有超

过 80%的人口生活和工作在这些区域。全球变暖

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和暴雨问题将使形势更加

恶化。这也是此次会议专家们非常清楚的一个关

注点。 

 三角州的脆弱性 

会议主席 Gaele Rodenhuis称：“会上明确了一点，即三角洲具有特殊的自然特

征——它是河流淡水与海洋咸水相聚，高低潮相互碰撞，海岸线不断变化和泥沙沉

积发生的地方。富饶的粘质土壤、极佳的渔业环境和具有战略位置的交通枢纽使像

尼罗河、黄河和莱茵河的三角洲地区成为他们各自国家的经济和农业中心。”。会议

还得出结论：“无节制的海岸城市化、围垦和港口开发会威胁自然动态变化，导致

很多严重问题，如洪水、侵蚀、河口污染和用于饮用和农业的淡水资源的匮乏”。

在大家都积极献策的同时，与会者们注意到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对三角洲地区的关注

还不够， Rodenhuis说与会者一致同意政府领导必须比现在更加关注三角洲脆弱性

的问题，并强调政府更多参与的必要性。 

 抵制风险和减少危害 

随着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终将来临以及对沿海城市发展的预见，动态自然系

统所承受的压力将急剧增加。而解决的办法就在自然系统参数本身中。这方面的例

子有恢复密西西比河的自然沉积，保护孟加拉国沿海的红树林等。 

 改变的需要 

会议的联合声明发出警告，未来 50年三角洲地区将面临巨大挑战。我们还需要

更全面地评价动态自然系统以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方案。与会专家们强调：“与

自然共存和利用自然进程的思想为沿海工程提供了新的具有前景的方式”。 这一观

点也通过一句口号融入到了会议的最后声明中——“在可能的地方维持自然，在必

要时利用科技”。（摘自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449-Vulnerability_of_Delta 

Regions__ and_Estuaries.html）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449-Vulnerability_of_Delta%20Regions__%20and_Estuaries.html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449-Vulnerability_of_Delta%20Regions__%20and_Estuar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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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新书推荐 

全球水伙伴在第五届全球水论坛上发布的新书 

★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实践：促进发展，加强管

理 

本书的出版给那些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管理和减少

贫困人口的人们及时地提供参考。本书结合相关实际情况，

强调实用可行的方法，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该书为读

者讲述了全球范围内，众研究者和各研究机构在不同的情况

下寻求有效途径改善水资源管理的故事。 

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

Jeffrey Sachs 认为，“此书是学生、学者、可持续发展领域的

实践者们的必读书目”，。 

 

★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手册 

流域利益相关者和政府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关系，要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彼此需要通力合作。为了支持此项工作，全

球水伙伴和流域机构国际网络联合推出了这本手册以改善对淡

水资源的管理。 

本书主要面对能够对水资源相关问题做出决策的流域管理

者和政府官员，此书的内容具有普适性，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湿润地区还是干旱区。 

 

 

★全球水伙伴 2009-2013 年战略规划：把水问题提到发展议程的首要位置 

全球水伙伴 2009-2013年的战略规划是全球水伙伴网络

一年来多次商讨的成果，此战略形成于空前的经济波动时

期，该时期不确定性的增加，对发展构成了威胁，加上世界

面临的新挑战，采取行动的紧迫性也在加剧。该战略为该组

织的今后五年提供了行动框架。 

“这个战略规划……使组织机构更适应未来的发展，保

证全球水伙伴在其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全球水伙伴的监

护人、荷兰王储威廉•亚历山大殿下（Willem- Alexander）如

是说。 

 

★如何管理世界水资源 

良好的水资源管理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反之，水资

源管理不到位会阻碍相关发展。全球水伙伴坚信水资源综合

管理是实现世界水安全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无论对于政策

制定者、决策者、水专家或学者，该文件包内都包含了读者

所需的、帮助他们理解水危机和实施解决方案的相关信息。 

 

（摘自 http://www.gwpforum.org/gwp/library/090203_GWP_Participation_WWF5.pdf） 

http://www.gwpforum.org/gwp/library/090203_GWP_Participation_WWF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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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世界之窗 

亚洲开发银行将帮助公众提高对气候变化的认识 

亚洲开发银行（ADB）已经批准了一项技术援助：通过媒体宣传来提高人们对

气候变化所造成的严重威胁的认识，这种威胁已经影响到该地区数亿民众。 

亚洲开发银行气候变化基金会提供的 450,000 美元以及亚太广播联盟提供的

271,000 美元将全部用来对亚太地区国家广播电台报道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热点问题

的新闻记者进行技术培训，并用来提高这些记者的相关知识水平。 

印度、中国、菲律宾和泰国还将举行四个研讨会，预计参与者能为国家广播电

台提供 100多个关于减轻气候变暖影响、灾难风险管理和清洁能源等问题的短篇电

视新闻专访。其中最好的报道将进行推广，把它们传播到地区和国际网络上。 

亚洲开发银行对外关系部高级主管 Ann Quon 说，“媒体在告知和教育决策者

和公众关于气候方面的风险，并采取措施更有效地应对这些与日俱增的威胁方面能

起关键作用”。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亚洲开发银行和亚太广播联盟将组织卫星电视直播对将在

2009年6月举行的关于气候变化的高层对话以及随后在位于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

总部召开的清洁能源论坛进行相关的报道和采访。他们同样为广播记者举办研讨班

以覆盖到没有机会接触电视的社区，甚至提供资助来制作深层次报道此类问题的纪

录片和更长的影视产品。 

亚太地区已经感受到了与温室气体急剧增加相关的气候变化所产生的不利影

响。即使二氧化碳的排放处于现在的水平，到 2020 年，也能使本区域内作物减产

10%，使海平面抬升，迫使居住在孟加拉国、印度、马尔代夫和太平洋群岛等沿海

地区的数百万居民迁移。另外，到 2020年将有 12亿居民面临淡水短缺的问题，到

2050年本区内将有高达 34%的珊瑚礁消失。 

（摘自 http://www.adb.org/Media/Articles/2009/12807-asian-climates-changes/） 

（上接第二版）以及通过联合国水机制进行监测和能力建设的必要性。 

土耳其共和国总统 Abdullah Gül 说，水资源管理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需要

最高级别的政治关注和优先权衡。他说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水资源的有限性，有必

要调整政策以确保水安全。他还指出第五届

水论坛将在以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呼吁国

际社会跨越水的鸿沟。 

全体会议在由来自里海和地中海东部地

区 23个国家的音乐家组成的Tekfen爱乐乐团

的演奏中落下了帷幕。 ( 摘自 http://www. 

iisd.ca/ymb/water/worldwater5/html/ymbvol82num16e.html) 

http://www.adb.org/Media/Articles/2009/12807-asian-climates-chan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