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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可能会遭遇更多的水冲突 

据英国路透社 2009 年 4月 17日消息，纽约智库亚洲协会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在未来若干年，由于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将严重影响人们获得水这一最基本的自然资

源，亚洲地区将因水资源短缺而遭遇更多的冲突。 

这份报告指出，目前，亚洲地区的水问题已十分严重：有 1/5的人口（约 7亿人），

喝不上安全的饮用水，一半地区的人口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根据预测，人口增长、

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全球性气候变化将使这一局面进一步恶化，“保护未来区域水安

全是亚洲面临的下一个挑战”。 

过去，亚洲在水问题上，各国之间的合作多于冲突。未来几十年，人口压力和水

资源短缺将空前加剧，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日益关注，这些都将导致因日渐不稳定的供

水引发的潜在冲突凸显出来。在处理水资源相关问题时，无论是在水质、水量，还是

极端气候事件对水资源的影响方面，水政策都将成为影响亚洲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亚洲养育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比其他大陆都低。而在

未来 10年内，亚洲人口预计还将增加近 5亿。亚洲绝大多数的水问题不是由于水量短

缺引起的，而是由于水资源管理效率低下造成的。因此，可以通过更有效的治理和管

理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该报告向亚洲各国政府提供了 10 项可行性建议，包括开展更

广泛的区域合作等。 

该报告还表示，目前，亚洲应对水冲突迫切需要更多的投资，包括公共的和私人

的投资，以及高效的水资源管理措施和基础性设施建设。 

（摘自 http://www.dailytimes.com.pk/default.asp?page=2009\04\17\story_17-4-2009_pg7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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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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会 5-水融资 

2009年 3月 18 日和 19日与会者通过三个话题来探讨“水融资”这一分会主题，

这三个话题分别是“可持续性融资”，“作为可持续性涉水部门一项工具的价格战略”

和“倾向于贫困人口的调控”。在这三个话题下还分别举行了几个分会，分别是“打

开融资需求”，“如何提高涉水部门的融资能力”，“可承受并可持续的水与卫生服

务”，“关税和其他工具的作用”以及“微观融资”。 

 

其中一个“给涉水服务定价-过程很重要：克服冲突，建立对话”的分会，旨在

寻找一种模式，把建立在收费基础上的全额价格恢复机制转变为涉及多种定价机制

的可持续性价格恢复机制。与会者回应了对各种涉水服务融资来源的需求，提出了

3T 理念，即收费（Tariffs），税收（Taxes）和转移（Transfers）三者结合。但是，

某些与会者认为价格恢复机制在提供服务和可持续性资源利用方面也并非总能取

得更高的效率。 

与会者考虑到了定价选择发展中的脆弱群体。还提到了收费对话中的矛盾，如

在满足大家的高期望值方面，满足服务义务方面以及提高收费来资助绝大多数都是

贫困人口的领域等方面。与会者还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譬如提供可预见的高质

量服务，并对收入趋势进行监控来确定贫困消费者可承受的价格等。 

关于建立透明的参与性过程，与会者建议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能分享权力，减

少信息和能力不对称的活动。除此之外，他们还讨论了农业部门用水的价格恢复机

制，水价标准的尺度，在建立公共-私人合作伙伴关系时隐形的消费。（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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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专题报道 

分会 6-教育、知识和能力建设 

2009 年 3 月 20 日和 21 日与会者参加了“教育、知识和能力建设”主题分会。

通过对五个话题的讨论来探讨这个主题。关于“教育、知识和能力开发战略”这一

话题，强调了如下需求：课程设置中包含进对水的教育，考虑性别敏感性，开展地

方需求评价，把非传统性方式融入交流和能力开发。 

 

关于“水科技：21 世纪合理创新解决方式”这一话题，与会者鼓励开发倡导新

技术。 

关于“利用专业性联系和网络达到千年发展目标”，发言者指出必须填补开发

者和专业网络之间的差距。 

关于“供所有人共享的资料”，与会者提议开发一种综合性全面性的框架来解

决影响资料收集和管理的经济、法律和体制性因素。 

关于“水与文化”，与会者强调教育和教育者的重要性并突出了来自长辈的知

识和经验的重要性。 

与会者还讨论了如下六个问题：“体制性能力开发：平衡平等分配水资源的权

利”；“涉水教育和学校-跨越未来一代的鸿沟”；“水科技-21 世纪合理创新的解

决方案：跳出涉水的框框”；“少有人走的道路？”；“水和历史：了解既往文明

中的水文化并为当前汲取教训”；以及“培育水科学和管理中的社会-文化视角：识

别桥梁和障碍”。在对以上六个问题的讨论中，与会者探讨了如下诸多问题：水资

源合理分配的定义，把传统的知识和水权融入立法，加强调控和执法，开发衡量用

水需求的工具，突出跨学科项目，以社区为基础的行动的重要性，指出有效进行涉

水教育的障碍，涉水教育中包括进对文化的考虑，考虑利用信息交流新方式解决水

与卫生问题，结合新旧知识挖掘新的机会，除了历史上涉水系统取得的工程性成果

之外体制性结构和文化模式的重要性，以及涉水基础设施应当尊重当地人民的权利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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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条件下岩溶地下水脆弱性的时间变异模型》 

Christoph Butscher，Peter Huggenberger 

    对于人类和其他所有生命来说，水是最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水资源数量和质

量的变化会给环境和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据报道，“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

变暖将造成降雨和蒸发模式的改变。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是比较敏感的，许多生态

系统依赖地下水资源。地下水资源是一些珍贵物种的自然栖息地，并且对泉水、河

水和湖泊进行补给，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功能。另外，供水、农业和工业生活用水等

也取决于是否有地下水资源。 

目前的有关气候变化对地下水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计算地下水可利用量、补

给率等数量研究方面。在未来气候变化条件下，计算能满足生活和生产需要的地下

水可利用量就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了，地下水水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

到目前为止，有关气候变化对地下水资源质量的研究还不是很多。 

评估地下水水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地下水脆弱性，即地下水资源系统对污染的

敏感性。评估脆弱性的传统方法以“静态”的概念为基础，即认为地下水系统的脆

弱性不随时间而改变。然而，由于脆弱性取决于地下水补给条件，而补给条件取决

于降雨和蒸发模式，因此地下水的补给受时间因素的影响很大，只有用“动态”的

概念才能评估未来气候变化条件下地下水的脆弱性。 

    岩溶地下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淡水资源，岩溶含水层为全球四分之一人口提供

了水源。在欧洲，很大一部分饮用水源中来自于岩溶含水层，并且在许多地区，岩

溶含水层是唯一可用的淡水来源。由于岩溶地下水对补给地区的水文变化非常敏

感，以及组成岩溶形态的岩石具有多孔性，和地表联系非常紧密，因此，在岩溶地

区通过观察岩溶地下水可以研究气候变化对地下水脆弱性的影响。 

采用数值模型可以对地下水脆弱性进行更好地量化，并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气

候变化是如何影响地下水的。作者最近提出了一个数值模型，它认为岩溶含水层地

下水的脆弱性是对降雨和蒸发条件变化的一个动态响应。该模型可以用来量化地下

水系统脆弱性的时间变异，并且为评估气候变化对岩溶地下水脆弱性提供了一个有

效的工具。 

本文作者在研究中，将数值模型应用于瑞士的一个地区，预测了气候变化对当

地岩溶地下水资源脆弱性的潜在影响，并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为气候变化条件

下的地下水资源管理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摘自 http://pubs.acs.org/doi/full/10.1021/es80161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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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Wallingford 软件公司研制出洪水预报新工具 

英国水协（Water UK）曾在一篇名为“2007 夏季洪水的教训”的报告中强调，

需要更好的洪水预报工具。Wallingford 软件公司于 2008 年最后一季度开始提供

的的 InfoWorks CS,RS 和 FloodWorks等系统就能很好地满足这一需求。 

在 2007 年那场毁灭性洪水袭击了英国许多地区，造成数千用户持续多日用不

上自来水之后，英国水工业贸易体组织了一次调查，同时采取的应急服务有效地避

免了洪水对变电站的袭击，避免了数千用户丧失电力供应的危险。 

此次调查的对象广泛而全面，包括许多供水公司，英国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

部（DEFRA），一系列地方理事会、警察机构、环保部门，用水者协会，英国水务

办公室（Ofwat），保险公司代理人以及其他重要股东。 

调查报告中表示：“供水公司和英国水协（Water UK）应该继续同环保部门合

作，一起研制完备的洪水预报工具，包括预测洪水发生的范围和深度，识别出抗洪

工程，泵站排水能力和应急中心和补给站的选址等关键性抗洪基础设施。” 

Wallingford 软件公司的 InfoWorks RS 销售主任 Tyrone Parkinson 解释道以

上三方的解决方案为公司提供了帮助。“由于 InfoWorks RS 长期以来被国家水工

业领域广泛应用，用户已经在该系统中积累了巨大的数量模型。新的 2D 模块使

InfoWorks CS能够提供足够的地表洪水预测功能。” 

利用 Wallingford 软件公司的洪水模拟和预测方案，将洪水事件模型直接同河

道模型耦合嵌入河道系统模拟方案 InfoWorks RS，共同组成 FloodWorks，这样

FloodWorks就具有了这些子模块的综合能力。这套系统的用户就能够准确判断城市

网络中洪水事件与河道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能力对于综合分析一场暴雨至关

重要。系统的模拟结果还可以在内部网络或网站上展示出来，观看者可以对自己关

心的地点做出自己的预测。Parkinson 先生指出：“应用 InfoWorks CS 和 RS 能很

容易判定出关键基础设施是否处于危急状况，其他不同层面的数据和应用模型都可

以加入其中，以满足具体的应用需求。例如加入激光雷达数据可以提供非常准确的

地面高程。城市抽水排水系统的操作人员也可以应用 InfoWorks CS 的相关功能来

预测大雨对排水系统的影响以，同时应用该系统调整抽水系统的工作方式，从而优

化城市抽水排水系统。 

Parkinson 先生进一步指出：“我们新提供的预测工具可以使英国水工业达到

Water UK报告中设定的目标。综合应用这些模型，将帮助我们应对目前洪水带来的

重大挑战。 

（ 摘 自 http://water.environmental-expert.com/resultEachArticle.aspx?cid=3919 

&codi= 39147&idproducttype=6） 

http://water.environmental-expert.com/resultEachArticle.aspx?cid=3919%20&codi=%2039147&idproducttype=6
http://water.environmental-expert.com/resultEachArticle.aspx?cid=3919%20&codi=%2039147&idproducttyp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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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美国内务部将投资 10 亿美元用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内务部部长 Ken Salazar 近日宣布，根据美国 2009 年复兴和再投资法案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ARRA），内务部将投资 10

亿美元用于美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这将会对美国的就业和恢复经济发展带来巨大

的机会。垦务局根据复兴法案的要求，确定了将要实施的项目，这些项目必须满足

复兴法案的几点要求：1）满足内务部最高需求，2）短期内能够为国内提供最大可

能的劳动力市场；3）建设的公共设施具有保值价值。 

这 10亿美元的项目包括： 

 满足未来供水需求的项目，4.5亿美元； 

 改善和提高基础设施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的项目，1.65亿美元； 

 环境生态修复项目，2.35亿美元； 

 水体保护启动计划，4000万美元； 

 绿色建筑，1400 万美元； 

 犹他州调水工程（将科罗拉多河水调向犹他州中部），5000万美元； 

 西部应急抗旱，4000万美元。 

分布在主要几个州的项目投资为： 

 加州地区（中太平洋地区）2.6亿美元，投资 30余个项目； 

 中部大平原（Great Plains）地区 2.0 亿美元； 

 科罗拉多下游地区 1.01亿美元； 

 西北太平洋地区 9460万美元； 

 科罗拉多上游地区 2830万美元； 

 犹他州调水工程 5000万美元。 

（摘自 http://www.usbr.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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