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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足迹标准将建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水足迹将变成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话题。今天尤为如此，因为

目前并未完全弄清哪一部分水真正应该计算。在生产和用户使用过程中，哪些水被直

接或间接使用了呢？ 

在 2009年 5月 5 日到 7日，由 bij E-N-G组织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期间，来自各

个学科的水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了“蓝水”、“绿水”和“灰水”涉及的各方面的问

题。其中，“蓝水”指用于农业生产的水，“绿水”指整个水循环过程中的水，“灰

水”则是需要再评估以重复利用的水。 

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议题是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在创建一个水足迹标准，

但会议代表们还不太确定现在制定标准是不是有些为时过早，因为他们希望避免重蹈

碳足迹混乱状况的覆辙——目前碳足迹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并且将与之相关的议题单

一化为“减排，减排”。水足迹应该比碳

足迹的状况要乐观，还因为水足迹会对不

同生产周期和有关的公司产生更大的影

响。 

同时，代表们认为标准的制定还需要

做进一步的比较，也缺乏一些基础的参考

数据。 

此次会议还就水足迹标准涉及的其

他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摘自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592-Water_Footprint_Standards_to_be_ Established. 

html) 

mailto:internews@iwhr.com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592-Water_Footprint_Standards_to_be_%20Established.%20html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592-Water_Footprint_Standards_to_be_%20Established.%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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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提高使用效率及合作标准，应对东北亚未来水资源挑战 

近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名为《处

在水资源威胁下的东北亚》的新报告指出，东

北亚地区的国家需采取紧急措施以更加有效地

使用他们本已紧张的水资源。  

该报告研究了东北亚区域的5个主要流域，

包括中国的长江，黄河，松辽流域以及蒙古国

的鄂尔浑和土拉河流域。 

报告指出，以上提及每一个流域，尤其是在农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缺水，

水资源利用效率低，较为薄弱的流域管理及协作，缺少适宜饮用的水质等多种问题。 

报告中引用了一系列具体的数据：东北亚居住着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但拥有

的水资源仅仅占到世界淡水资源 0.3%；人类所能利用的水，约有 70%丧失在水循环的

过程中-其总量约能装满 1.916亿个奥林匹克标准游泳池；大约 3.35 亿人仍然缺乏充

足的安全饮用水，超过 7.5亿人无法获得良好的卫生设施。  

作为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该报告分别为以上 5个流域计算出了各自的脆弱指数。

这些流域的脆弱性指数从中到高不等，但足以表明需要对这些流域进行紧急干预，以

改善相关区域的水资源状况。  

“该报告是一个清醒的提示，政府需要采取更多的紧急行动保障未来东北亚地区

的水资源。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日益威胁着人们获得淡水供应。这个报告

为今后应对这些挑战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方法。”联合国环境署亚太司司长及代表

Young-Woo Park如是说。 

该报告还说，全球性气候变化已经严重影响了东北亚地区的淡水供应，气候变化

同样对该区域的气温产生影响。过去六十年的分析显示，蒙古国平均气温从零下 3度

到零下 1度呈上升趋势。 

报告提出了四项意见:  

（1）通过改善农业用水方式和引入经济手段调节水价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2）将流域管理权力下放，把当地政府和社区都纳入流域管理中。经过协商的水资

源综分配机制也应使用；  

（3）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管理和污染控制，包括恢复生态流，以减少其中 4个流域

都存在的生态退化； 

（4）建立优先保证最贫困人群获得安全饮用水的管理方式，以满足他们的日常基本

需求。  

(摘自 http://www.unep.org/Documents.Multilingual/Default.asp?DocumentID= 585&ArticleID= 

6165&l=en) 

http://www.unep.org/Documents.Multilingual/Default.asp?DocumentID=%20585&ArticleID=%206165&l=en
http://www.unep.org/Documents.Multilingual/Default.asp?DocumentID=%20585&ArticleID=%206165&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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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异域传真 

美科学家警告全球变暖或加剧 

美国科学家预测，本世纪全球变暖所造成的影响将比6年前预测的结果高出一倍。

科学家呼吁世人尽快采取行动，减缓全球变暖加剧的步伐。  

 影响加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个研究小组预测，到 2100年，地表温度将平均升高 5.2摄

氏度，升幅在 3.5至 7.4摄氏度的可能性高达 90％。而 2003年一项研究预测本世纪

末的地表温度将平均升高 2.4摄氏度。 研究报告发表在 5月 19日的美国气象学会《气

候杂志》上。 

  近期数据显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能性比先前预测的小，因此全球变暖及其造

成的影响将比先前预期的严重。 通过测量深海温度升高值，人们能够预测热量和碳

氧化物从大气中散发并转入深海的速度。研究据此进行测量，结果显示，热量和碳氧

化物转换速率低于先前预测结果。  

 涵盖广泛  

  研究采用麻省理工学院全球综合系统模型，用计算机细致的模拟世界经济活动和

气候变迁，先后进行了 400次模型运算。每次运算中，科学家会根据当下的观察和了

解来选择参数，以确保运算结果正确的可能性均等，因此每次输入的参数均有细微变

化。研究细致考量了人类行为可能发生的变化，包括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及其

导致的能源消耗，人类行为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科学家在一份声明中说，先前由于一些人声称大量煤烟排放以及 20世纪火山爆

发可能导致全球变冷，关于气候变暖的警告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但是煤烟排放和火山

爆发均会加剧全球变暖。 

  全球综合系统模型始建于 20世纪 90年代初。参与撰写研究报告的罗纳德·普林

表示，这一模型于细节处着眼，把经济活动、大气层、海洋和生态系统的变化均纳入

考虑范围，因此，“我们的研究独一无二”。  

 采取措施  

  报告说，研究显示，如果“不迅速采取大规模行动”，这种剧烈的气候变暖本世

纪就会发生，后果可能比先前预测的更为严重。  

  普林警告，如果不采取行动，“后果将比先前预测的危险得多。出台有效行动方

针将更为紧迫。世界不能也不应承受这些（全球变暖带来的）风险”。  

  他说，新测量结果和进一步分析产生诸多变化，将改变目前对全球变暖不采取任

何专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措施的状况。“很不幸，这些变化多数指向同一方向并会逐

渐累积。我们据此预测全球变暖将加剧”。 “成本最低的选择就是现在开始行动，

在未来十年内稳步改变世界能源体系，采用温室气体低排放或无排放工艺”普林说。

(摘自 http://www.ccchina.gov.cn/cn/NewsInfo.asp?NewsId=17516) 

 

http://www.ccchina.gov.cn/cn/NewsInfo.asp?NewsId=1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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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印度尼西亚社区供水项目得到世界银行支持 

今年，世界银行同意支

持印尼苏门答腊岛西部的

12个村庄的社区供水项目。

据雅加达邮报称，这个项目

是在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实施

的“清洁水卫生计划”项目

下进行的，该项目的实施将

使位于苏门答腊岛中部的占

碑省的村庄受益。 

据某村的发言人称，村民们还没有得到有关该项目真正开始确切时间的通知，

只得知将在今年开展。这 12 个村庄之所以被世界银行选中，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

最需要清洁水的。 

清洁水卫生计划还包括对村民进行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重要性的教育，重点是

防止一些致命疾病如腹泻等的扩散。据印尼卫生部有关数据显示，印尼每年死亡的

儿童中约有 20%是由腹泻这种疾病造成的，腹泻也是造成印尼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的

第二大杀手。 

世界银行 2008 年发布的报告表示，印尼每年有 1 亿 2 千万的病例和 5 万的过

早死亡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卫生设施不足所致。一项题为“印尼卫生设施的经济影

响”的研究也对用于改善整个印尼地区较差卫生条件的财务费用进行了评定。“卫

生设施的缺乏给印尼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和经济成本，不仅仅是对个人，对公众

和商业部门也一样，”研究估计，在 2006年，由于较差的卫生条件，国家花费了 63

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3%。 

同时公共工程部长 Djoko 也在敦

促区域当局建立适当的卫生服务设

施。在今日他同区域官员的谈话中，

Djoko 表示，将鼓励集中的污水处理

系统来取代目前低效的分散化粪池，

“集中的卫生设施目前仅占全国污水

处理系统的 2.35%，而 71%的家用卫生

系统往往涉及化粪池。”他还补充，

那些加快实施卫生设施项目的省份将得到中央政府的奖励。 

（选自 Water and Sanitation Weekly，2009，4月 29日，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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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世界之窗 

韩国拟实施修复 4 条主要河流的项目 

2008年第四季度，韩国的经济增长减缓

了 3.4%，失业人数上升到 75.7 万，此后，韩

国制定了一项将长期绿色增长计划与短期经

济刺激相结合的战略。该战略的目的是以环保

技术和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保护环

境的同时发展经济。 

该战略包括许多项目，其中之一就是四大

主要河流修复项目，该项目不仅将解决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且还能创造就业机会，到

2012年可能解决 19.3 万人的就业问题，约带来 110亿美元的经济增长。 

在对该国的防洪、灌溉、水质、水生生物保护和航道维护等进行评估之后发现，

超过 25%的城市受到供水限制、水质不好、鱼类数量减少和河床升高的影响。 

韩国四大主要河流修复项目旨在通过改善水的质量和供水安全来修复河流及相

关区域。拟采取的措施包括扩大和加强堤防、兴建小型和中型大坝、为保证农业用水

修复水库等。此外，该项目还计划修复漫滩，建立自行车道以使其功能多样化。 

韩国国土海洋部也将在四大主要河流修复项目的同时开始进行当地河流的生态

修复工作。该部收到了 156个地方政府有关 416 条河流的修复项目的申请，55条河流

被批准开始实施修复项目。 

在过去的 5 年中，韩国河流的破坏有

38.5%发生在小河流上。干流区域受到大型

水坝的保护，而其他区域则面临着干旱、供

水限制和水资源短缺的威胁。自从重点建设

多功能大坝的国家经济发展计划起草后，韩

国一直没有出台大规模的与水有关的项目。 

 

（选自 Water and Sanitation Weekly，2009，4月 29日，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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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墨西哥将举办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全球论坛 

2009 年 10月 7-9日 

墨西哥政府最近已确认将主办 2009 年 10 月 7～9 日举行的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

率全球论坛。这项活动是墨西哥政府关于促进能源效率以及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

展的承诺的一部分。 

在过去几年里，墨西哥已经推出了鼓励节能消费的新方案，并且实施了一些能使

国家能源结构多样化的政策。该国目前还公布了新的有关发展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

以及小水电和生物燃料能源的计划。 

墨西哥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合作反映了该国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在

这个背景下，墨西哥和工发组织合作实施了一些提高清洁生产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项目。 

近年来，工发组织在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有关能源活动方面做了很多的

努力：2006年，成功组织了主题为“拉丁美洲地区的能源安全：将可再生能源作为一

个可行的替代办法”的伊比利亚美洲部长级会议；2008年，在工发组织的努力下，促

成了可再生能源全球论坛在巴西伊瓜苏的成功举行，该论坛聚集了拥有不同背景的

1500 多名参会者，包括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 55 名发言者。2009 年的可再生能源和能

源效率全球论坛，是工发组织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组织的又一个与能源有关的活

动。 

由于拉加经委会和拉美能

源组织的参与，墨西哥 2009年

全球论坛预计将变成一个促进

商业投资项目以及世界各地开

展技术合作活动的巨大机会。该

论坛也将扩展商业网络，并将可

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的经

验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推广，特别

是那些由墨西哥提出的能源资源和技术。 

(摘自 http://www.unido.org/index.php?id=6519&tx_ttnews[tt_news]=308&tx_ttnews 

http://www.unido.org/index.php?id=6519&tx_ttnews%5btt_news%5d=308&tx_ttnews%20%5bbackPid%5d=6&cHash=ccd216a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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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Pid]=6&cHash=ccd216aa33) 

http://www.unido.org/index.php?id=6519&tx_ttnews%5btt_news%5d=308&tx_ttnews%20%5bbackPid%5d=6&cHash=ccd216aa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