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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准备 

欧盟于2009年4月1日发布了关于加强欧盟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行动框架白皮书。

最近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比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

年报告中所述的更快和更为严重。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地域上存在很大差异，这意味着

大多数应对措施将必须因国家和区域而异。欧盟本次发布的行动框架提出了两个阶段

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战略方针，并需由各成员国合作完成。 

 行动框架 在未来 50年，气候变化可能对重要的经济部门如农业、能源、交通、

生态、旅游和卫生等产生深远的影响。白皮书中所述行动框架的第一阶段到 2012 年，

将为 2013年欧盟的全面应对策略做基础准备工作，主要是增加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理解、

确定可能的应对措施以及判断所提的应对方案是否体现在关键的欧盟政策中。坚实的科

学和经济分析是很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基础，同时，在不同区域，信息内容和获得

途径大不相同，所以白皮书强调了建立信息交换机制的必要性从而在气候变化风险、影

响和最佳实践等方面交换信息。 

 适应和减轻灾害，事物的两面性 欧盟已经决

定迅速采取行动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但对于减缓

气候变化来说，仅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是不够的，

而是需要在较短的时期内有一个全面的反应。气候变

化的后果比预计得要严重得多，而且不管采取怎样的

减缓措施都终将发生。欧盟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影响，

必须采取措施增加自然和人类系统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恢复能力。在欧盟，目前适应性

的政策正在被执行，但往往是流行一时，且仅在很少一部分成员国内施行。 

 未来的行动计划 欧盟将建立影响和适应指导小组（IASG）。该小组由欧盟各成

员国的代表组成，目的是通过与民间团体及科学界代表的交流，制定国家和区域的适应

性方案。同时还有技术工作组做支撑，其中一个是关于农业的。到 2011 年，欧盟将建

立用于交换气候变化影响信息的信息交换机制。（摘自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 

Action.do?reference=IP/09/519&format=HTML&aged=0&language=EN） 

mailto:internews@iwhr.com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20Action.do?reference=IP/09/519&format=HTML&aged=0&language=EN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20Action.do?reference=IP/09/519&format=HTML&aged=0&languag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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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第五届世界水论坛专题分会系列（二） 

分会 3-管理和保护水资源及供水设施以满足人类和环境的需求 

2009 年 3 月 20 日至 21 日与会者通过四个话题来探讨“管理和保护水资源及供

水设施以满足人类和环境的需求”这一分会主题。 

 

第一个话题是“流域管理和跨界合作”，一些与会者鼓励从水资源管理到生态系

统管理的转变，强调水资源问题必须用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都能理解的语言去解

决。 

关于“保证足够的水资源和存储设施以满足农业、能源和城市需求”这一话题，

与会者讨论了大型水利设施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正反两方面的关系。一些发言人

突出了大坝和水库的重要性，并特别强调这些工程的效益必须用来平衡它们给环境

和社会带来的影响。其他一些发言人指出大家已经习惯用大坝来解决日益增长的用

水需求问题，将来的方法还应包括：水资源需求管理，废水回用，在生态系统健康

的框架下考虑用水数量和质量的综合性规划方法。与会者还指出改善基础设施发展

及融资框架的必要性。 

关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水与生命的生态系统”这一话题，与会者一致同意

知识和教育是达到自然保护目标的前提条件。 

关于“管理和保护地表水、地下水和雨水”这一话题，与会者强调了加强决策

者和技术者之间联系的必要性。与会者还一致同意如下措施的必要性：全面管理各

种水资源，教育公众的用水行为，保证各阶层的参与以及水资源综合管理的阶段性。 

此外，与会者还讨论了两个问题：能够取得跨界合作和有效的流域管理的运作

工具有哪些？我们能够跨越水资源共享者之间的鸿沟吗，以及如何能做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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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专题报道 

专题分会 4-水治理和管理 

2009 年 3 月 16 日至 19 日与会者参加了“水治理和管理”主题分会。通过对四

个话题的讨论来探讨这个主题，分别是：“实现水与卫生的权利”，“水资源有效管

理的体制规划和调控方法”，“道德标准、透明性和对利益相关者的授权”以及“优

化水资源服务中城市的公私作用”。 

 

此外，与会者还特别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从权利到现实-用良好的政府实践

来实现水与卫生的人权”，来自政府、涉水组织、开发机构和其他部门的与会者讨

论了政府在认识和实现用水人权方面的作用。大家听取了联合国水与卫生独立专家

关于促进水与卫生权利对话的报告。 

与会者还听取了贫民区的人们是如何获得水与卫生方面的报告，特别提到了可

承受的水价。关于水价，与会者在报告中介绍了赞比亚和肯尼亚等国家的经验，并

讨论了关于计算水承载能力指数的建议。与会者还讨论了水私有化、公共宣传工作

和跨界水权的利与弊。作为论坛成果的一项建议，一些与会者认为有必要形成部长

级宣言来反映水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还有其他一部分与会者敦促创建一项补充

性宣言来表达使人们认识到水权是人类最低要求的必要性。 

二是“紧急情况下的水权-选择原则性还是实践性”。与会者考虑了水与卫生权

利的法律框架，介绍了这种权利在紧急情况下如何运用实施，还讨论了国际人道主

义法和人权法在保证紧急情况下，包括武装冲突和灾难中用水权的作用。 

与会者强调了冲突期间对水与卫生基础设施的破坏。一位发言人说关注平等合

理的水资源的获取，而不是限制最低水资源需求，更能保障用于可持续发展的水资

源。与会者还讨论了如下需求：合理解释当设定最低用水需求时食品生产方面的用

水；给“紧急情况”定义，特别是针对那些反复出现或持续存在的紧急情况；把紧

急情况应急和长期发展活动结合起来；提高对部长级宣言中提出的用水权的认识。 

（摘自 http://www.iisd.ca/download/pdf/sd/ymbvol82num23e.pdf）

http://www.iisd.ca/download/pdf/sd/ymbvol82num23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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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佳作有约  

《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地下水管理现状及挑战》 

作者：Aditi Mukherji，Karen G. Villholth，Bharat R. Sharma，Jinxia Wang 

近 50 年来，伴随印度河-恒河流域（巴基斯坦、印度、

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和中国黄河流域农业发展表现出的一个

重要现象是地下水超采。南亚60%灌溉耕地依靠地下水灌溉，

中国北部平原这个数据则达到了 70%，而农业地下水利用仍

在继续。尽管地下水对于农业发展、全球粮食安全和农村生

计的重要性愈显重要，未来地下水利用的限制和约束性日趋

显著，但人们对于此问题的认识仍然有限。这个问题涉及面

广泛，如社会经济、政治经济学、地下水制度、能源和土地

等其他资源的获得、资源控制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的热点问题，尤其是以案例为基

础的综合学科在管理决策中的应用。 

此书强调了以上诸领域信息的不足，并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提供了有关亚洲贫

困地区当代农业地下水利用和管理现状及挑战方面的信息和文档资源。书中从另一

个角度提供了一系列原始数据，这些原始数据是在具有创新性的、学科内交叉合作

的野外调查过程中收集而来的。这本书可以作为在贫困国家工作的水文地质学家、

社会经济学家、农业经济学家和水管理者的必要读物。 

 第一部分: 引言 

1 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地下水在农业、农村生计和农村扶贫中的角色概

述。 

2 更好地管理地下水资源——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综合能力建设项目

经验教训。 

3 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黄河流域水文地质比较与分析。 

4 地下水资源热点和地下水利用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印度 Punjab 为例。 

 第二部分：区域具体案例研究 

5 地下水资源和地下水共享制度的影响：印度 Punjab 的启示。 

6 地下水资源条件、社会经济影响和政策制度选择——以印度比哈尔省（Bihar）

的 Vaishali 地区为例。 

7 地下水资源条件和地下水共享制度：印度国内印度河-恒河流域东部的启示。 

8 孟加拉国恒河平原下游浅水管井对灌溉水供应、获取、作物生产力和农民收

入的影响。 

9 延伸至贫困地区：尼泊尔现行浅水管井政策的效力。 

10 中国北部农业地下水问题——以郑州市区为例。(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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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佳作有约 

（上接第四版） 

11 地下水利用和管理：中国北部农村地区政策和机制选择。 

 第三部分：地下水灌溉专题 

12 地下水灌溉的人类学观点——以印度 Punjab 的 Bist Doab 人种志为例。 

13 印度 Andhra Pradesh 地下水的社会管制和相关的现行管理框架。 

14 利用钻井者的智慧构建印度河-恒河流域地下水电子数据库。 

15 单位体积柴油生产的作物量？印度小土地所有者灌溉的能源挤压。 

16 印度、孟加拉西部的能源-灌溉关系管理。 

17 中国北方平原的地下水交易对灌溉水利用、作物产量和农民收入的影响。  

（摘自 http://www.tandfbuiltenvironment.com/books/Groundwater-Governance-in-the- 

Indo-Gangetic-and-Yellow-River-Basins-isbn9780415465809） 

 

《水的力量》 

水的作用包括应用各种各样的技术、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同时，作为可持

续利用的清洁能源，它在水力发电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本书收集了多篇水力发电方面的经典文章，在发挥水的作用

方面提出了创新性的方法。这些作者包括联合国官员、世界银行

代表，水力发电协会、世界大坝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的优秀代表

等等。这本可以算作一系列引人入胜的信息和观点的高度结合，

它将对理解利益相关者的许多观点提供新的见解，并帮助人们理

解这些观点。 

《电站电气系统》 

本书作者 David M. Clemen 是一名拥有 30 年电站电气工程经验的专家，他为电

气设备与控制系统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指南。该书对水电站电气工程领域探讨的

广度和深度超过许多同类文献。 

挪威国际咨询有限公司（Norconsult International AS）电

力系统高级顾问 Oivind Nicolaysen 说：“本书作为一本参考文

献，其定位不仅在于电气工程不同领域工程师之间的相互交

流，也在于不同职业工程师，比如参与水电站设计的市政和

机械工程领域的工程师之间加深对相关领域内容的理解”，

“David Clemens 把他伟大的设计知识用简单易懂且全面的方

式表达了出来，这本书对水电站设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本

书是水电站设计、测试与调试方面的出色手册。” 

（摘自 http://www.hcipub.com/ssl/cart/books.asp） 

 

http://www.tandfbuiltenvironment.com/books/Groundwater-Governance-in-the-%20Indo-Gangetic-and-Yellow-River-Basins-isbn9780415465809
http://www.tandfbuiltenvironment.com/books/Groundwater-Governance-in-the-%20Indo-Gangetic-and-Yellow-River-Basins-isbn9780415465809
http://www.hcipub.com/ssl/cart/book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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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世界之窗 

最新研究表明北极冰层逐渐变薄 

来自于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

家冰雪数据中心的最新的卫星数据显示，北极

海冰持续不断地逐渐缩小和变薄。据利用卫星

追踪北极海冰覆盖情况的科学家们称，这个冬

季北极海冰的最大面积在历史上是较少的。自

1979 年有卫星监测以来，前六次面积最小的事

件都发生在最近六年里（2004~2009 年）。 

北极海冰相当于全球气候系统的空气调节

器。在自然情况下，冰可以使空气和水团变冷，在海洋环流中起关键性作用，同时

还可以将太阳辐射反射到太空中。最近几年，北极海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 

几年以前，大部分的北极海冰会续存至少一个夏季，而且经常是好几个夏季。

但根据科罗拉多大学Boulder校区，由Charles Fowler领导的科学家团队的研究表明，

这种平衡现在已经发生了转变。那些季节性的冰——即每年融化后再重新冻结的冰

在冬季占北极海冰的比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 40%~50%上升到了现在的

70%。现在，那些可以续存 2 年或更长时间的海冰仅占 10%。而过去是 30%~40%。 

据设立在 Boulder 校区的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研究者们称，2008~2009 年冬季最

大范围的海冰出现在 2 月 28 日，面积是 585 万平方英里，比 1979 年至 2000 年期

间的平均值小了 27.8 万平方英里。北极冰盖在每年冬季生成，一些海冰会自然地被

风推出，而大部分会停留在原地并在夏季融化。那些较厚且时间较长的（续存 1 或

2 个夏季）冰很可能在下一个夏季继续存在。 

海冰的厚度很难直接测量，所以科学家们以前一直是利用海冰的年龄来近似估

计其厚度。但 2008 年，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射推进实验室 Ron Kwok 领导的研

究团队，绘制了第一幅整个北极流域的海冰厚度图。利用两年间 NASA 收集的冰、

云和地面高程卫星数据，该团队估计了北极海冰 2005 和 2006 年的厚度和总量。他

们发现北极海冰冬季的平均总量可以把密歇根湖和苏必利尔湖填满。 

据 Kwok 称，那些时间较长久且较厚的冰正在逐渐减少并被新的冰取代，薄的

冰更容易在夏季融化。他的研究团队发现，季节性的海冰平均有 6 英尺厚，而能续

存至少一个夏季的冰平均约 9 英尺厚，在靠近海岸的地方会更厚。Kwok 目前正在

将研究数据扩展至 2003~2008 年，以研究最近海冰面积的减少是如何发生的。 

（摘自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522-Arctic_Literally_on_ Thin_Ice.html）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522-Arctic_Literally_on_%20Thin_Ic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