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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基文呼吁复兴多边主义以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2009年 10月 26 日，潘基文秘书长在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发表讲话指出，

要应对气候变化等多种全球性挑战，需要复兴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团结，而美国在这

方面的参与具有重要作用。 

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曾表示，美国已准备好揭开国际合作

的新篇章，这样的国际合作将建立在充分认可各国权利与义务的基础上。潘基文就此

指出，对新的国际合作的考验近在眼前。 

潘基文说，在六个星期之后，世界各国将聚集在丹麦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气候变

化会议，权利与义务正是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所在。 

潘基文指出，要应对气候变化并非易事，其中涉及到许多复杂问题，国家经济和

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将受到影响，需要在政治上做出折衷并且在资源方面做出承诺。

不过，他强调，成功达成气候变化协议的要素都已经摆在了桌面上。 

潘基文表示，哥本哈根会议不需要解决所有的细节问

题，但各国必须就一些根本问题达成雄心勃勃的框架协议，

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按照自身的能力致力于实现共同的长期

目标。 

潘基文 26日接受了华盛顿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

当天早些时候还会见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夫妇并对他们支

持慈善事业的努力表示赞赏。 

 

（摘自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32726&Cr=climate+change&Cr1=） 

 

潘基文访问西雅图  

mailto:internews@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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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美国煤电碳捕获试验项目初显成效 

美国We Energies 公司及其两个合作方日前在美国环境记者组织年会上表示，

在威斯康星州实施的一个 800万美元的试验项目成功地表明，煤炭发电厂所排放的

二氧化碳能够被捕获并加以封存。 

该试验项目是首个展示冷冻氨碳捕获技术的现实示范工程。该技术是利用冷冻

氨为磁铁，捕获温室气体并将之净化处理，以便输送到地下埋存。 

这个在威斯康星普莱森特草原电厂实施的项目能够捕获至少 90%的温室气体

排放。有关官员表示，开发这一技术的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对下一个测试项目相当乐

观，认为它能够捕获更多二氧化碳。据《密尔沃基哨兵报》报道，自 2008年 9月

开始的这项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发电厂进行的测试仍在持续。 

这项技术是目前电力企业正在测试的几项技术之一。由于美国政府正在酝酿出

台一个到 2050年时削减多达 83%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计划，这些电力企业希望

通过这个计划能够找到继续燃煤发电的出路。“摆在我们行业面前的最大挑战之一

就是要开发具有成本效益的技术，让我们能够捕获全球的发电厂在运营过程中排放

的碳。” We Energies 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盖尔·克莱帕说，“今天，随着我们所报

告的普莱森特草原电厂研究项目的成功，这一解决方案距离现实又迈进了一步。” 

威斯康星试验项目是由 37个公司以及美国电力研究院共同资助的，目的是为

了小规模测试阿尔斯通公司的技术。该项目捕获的二氧化碳远远少于发电厂烟囱排

放的全部二氧化碳量，而且，由于威斯康星地区的地质构造不适宜储存二氧化碳，

这些被捕获的气体又被重新释放到了空气中。不过，普莱森特草原电厂试验项目仍

然“证实了我们需要了解的事项，以便按照计划在 2015年前在新建的及现有的发电

厂商业化推广碳捕获技术，这是实现由美国和全球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提出的（遏制）

气候变化的雄伟目标的一个必要步骤”，阿尔斯通公司美国分公司负责人皮埃尔·高

斯尔说。 

但这项技术仍然存在很多关键问题，包括技术成本有多高，整个系统运转需要

消耗多少能源等。要想让这项技术实用化，相关行业需要克服选址障碍，从核电站

到输电线甚至风电场等诸多能源项目都曾遭

遇过类似障碍。可以想象到当地居民“不要

（埋）在我家后院地下”的反对声。全美范围

内，某些实施碳捕获项目的示范点已经出现

了一些反对团体。俄亥俄州巴特尔研究所就

在该州西部地区居民的反对下而不得不取消

了一个碳捕获项目的计划。 

能源工业已经有将气体存储在地下的操作经验，因此地底埋存温室气体也是有

先例可循的，克莱帕说。对于没有合适地点可以将捕获的二氧化碳进行地下埋存的

威斯康星州来说，开发一个管道网通往类似伊利诺伊那样拥有咸水含水层的州将是

一项挑战。 

(摘自 http://www.we-energies.com/home/carboncapture.htm) 

http://www.we-energies.com/home/carboncaptur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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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异域传真 

 

冰川不断消融对印巴供水构成严重威胁 

 

一项新的研究称，由于冬季气温不断升高，克什米尔地区的喜马拉雅山脉冰川

正以惊人的速度消融，给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供水带来了严重威胁。 

在印度北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夏季首

府斯利那加（Srinagar）举行的国际气候变化

论坛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作为克什米尔地

区最大的冰川，喀拉霍伊（Kolahoi）冰川在

过去 30年中已经融化了 2.59平方公里。 

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连接了亚洲最长的

9条河流，流入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

拉国和缅甸等国。 

克什米尔大学地质学专业副教授沙奇尔·拉姆松（Shakil Ramsoo）表示，“仅仅

一年时间，喀拉霍伊冰川就消融了 0.08平方公里，这个速度太惊人了！” 

    该研究指出，“克什米尔地区其它小的冰川也在萎缩，主要原因是该地区冬季

气温不断上升。” 

    有“东方瑞士”之称的克什米尔降雪量已明显下降。专家指出，不考虑降雪量的

减少，雪没有冻结成晶体这一点就已经加速了其融化。 

剑桥大学的专家多特赫（Dotre）对法新社说，“看看克什米尔地区气候变化的

统计表，就会发现这里冰川消融的速度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快，这将对克什米尔

和巴基斯坦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冰川消融已经影响了河流的水位。”在短短 40年

的时间里，河流水位已经急剧下降了三分之二。 

印度冰川地质学家拉吉夫·乌帕迪罕（Rajeev Upadhay）认为该项研究很重要，

并向美联社表示，“这项研究证实了一个总的趋势：喜马拉雅山约 90%的冰川正在

消融，有些冰川的消融速度十分惊人，高达每年 40米！” 

 

（ 摘 自 http://www.redorbit.com/news/science/1768690/melting_glaciers_threaten_india _and _   

pakistans _water_supply/） 

 

 

 

http://www.redorbit.com/news/science/1768690/melting_glaciers_threaten_india%20_and%20_%20%20%20pakistans%20_water_supply/
http://www.redorbit.com/news/science/1768690/melting_glaciers_threaten_india%20_and%20_%20%20%20pakistans%20_water_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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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退田还海：荷兰修复生态最有效的手段 

（2009 年 10月 28日）荷兰农业部部长格尔达·费尔堡（Gerda Verburg）在一

次特别委员会上建议，将一个世纪以来通过排水获得的部分耕地归还给大自然。该

委员会说，允许洪水淹没农田是修复自然环境的最好方法。 

此次讨论的区域位于荷兰西南地区泽兰省（Zeeland）的赫尔托金·黑德威格

（Hertogin Hedwige）围海低田。该委员会主席爱德·莱博斯（Ed Nijpels）表示，他

很理解这一议题的敏感性。“有句谚语叫‘泽兰人不会把土地让给水’。但是如果我们

想修复自然环境，就必须把土地让给水”。 

泽兰省大部分地区低于海平面，在 1953 年的一次大洪水中有 1835 人丧生。 

2005年，荷兰和比利时达成协议，共同挖深连接斯海尔德河（Scheldt River）

与北海（North Sea）的西须耳德（Westerschelde）河湾，以修复该区域的生态环境，

保护比利时北部安特卫普（Antwerp）毗邻地区免受洪水危害。比利时同意为该项

工程埋单，因为开发西须耳德河湾对安特卫普港口至关重要。然而，国家和地方政

客反对这项计划，于是荷兰政府设立了由莱博斯领导的咨询委员会，以寻求替代方

案。 

委员会仔细比对了 78个方案，但最终仍然坚持最初的方案，因为将赫尔托金·黑

德威格低田还给大海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有协议在先，而

且也是为了“保护自然并执行欧盟有关自然保护的法规”。莱博斯指出，“该区域的退

田还海只是个开始，要真正修复西须耳德河湾的自然环境，还必须将另外 1500至

3000公顷土地还给大自然”。 

赫尔托金·黑德威格低田自 1907年起开始开发。该地区耕地的所有者目前仍然

难以接受此项计划，将农田归还大海。 

 

 

 

 

 

 

 

 

 

 

（摘自  http://www.nrc.nl/international/article2032638.ece/Flooding_ Dutch_polder _is_  

best_way_to_restore_nature） 

 

第五版                                                                  资讯快递 

http://www.nrc.nl/international/article2032638.ece/Flooding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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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卫星解释地下水消失的秘密 

科学家利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数据发现，在过去十年内，印度北部地

下水位一直以高达每年 1英尺的速度下降。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地下水的损失几乎

完全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在 2002-2008年间，哈里亚那邦（Haryana）、 旁遮普

邦（Punjab）、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和 印度首都新德里（Delhi）等地区损失

了超过 1083.7亿 m³的地下水。这些损失的地下水足够对美国最大的人工湖米德湖

（Mead）补给 3次。 

由马里兰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NASA's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的马特•罗德尔（Matt Rodell）领导的水文学家团队发现，印度北部的地下水一直在

被抽取和消耗用于人类活动，如灌溉农田，而且抽水的速度远快于自然过程的地下

水补给速度。这项研究成果于 2009年 10月 20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这一发现是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对卫

星进行重力恢复和气候试验（GRACE）后提供的数

据，这对卫星能够检测到地球重力场和相关质量分

布的变化，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量的变化。由于双

卫星在距离地表 300 英里的轨道上运行，它们相对

位置的变化反映着地球引力的改变。 

地下水量的变化足以影响地球重力的变化，并且变化信号能够被 GRACE 宇宙

飞船测量到。通过衡量其他量的变化，重力变化可以被转换成等量水体的变化。 

地下水是由降雨和其他地表水体自然渗入地球的土壤和岩石并积聚在孔隙和

多孔岩石层、砾石、沙土或粘土内所形成的。地下水位对天气变化的响应速度很慢，

一旦抽取出来用于灌溉或其他方面，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重新补给。 

由印度水利部向研究人员（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提供的数据表明，印

度地下水的使用量已经超出了自然补给量，但局部地区的消耗量仍然未知。罗德尔

及同事分析了印度北部 6年的 GRACE 卫星的月变化数据，得出了地下水量变化的

时间序列。 

研究人员分析了喜马拉雅山附近的土壤湿度、湖泊和水库容量、植被和冰川等

数据和模型，确认地下水位确实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而特别令人担忧的是，降雨

趋势并未出现异常。事实上，降雨量略高于常年，因此不能排除的唯一影响因素就

是人类活动。 

GRACE卫星是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德国航空航天中心于 2002年共同发射

的。位于奥斯汀（Austin）的德克萨斯大学空间研究中心对该卫星的使命负有全责。 

(摘自 http://www.nasa.gov/topics/earth/features/india_water.html) 

第六版                                                                  热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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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提出关于亚洲城市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关键问题 

亚洲城市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领域之一。虽然许多城市意识

到了他们的卫生需求，但只有一小部分有卫生规划，几乎没有一个城市能提供基本

建设、管理及维护费用的详细信息。这是亚洲开发银行在其《2008年亚洲卫生数据》

一书中根据 27个城市的调查所发现的。这 27 个城市包括孟加拉国的 1个，中国的

3 个，印度的 4 个，印尼的一个，老挝的 3 个，尼泊尔的 5 个，菲律宾的 3 个，斯

里兰卡的 2个，越南的 5个。 

该研究发现，大多数提供卫生服务的城市是依赖政府资金来支付基础建设和管

理费用的，收取的卫生费只占总费用的 10%。鉴于不断恶化的水资源分布条件和全

球卫生状况，亚行呼吁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部门）都赶快行动起来。 

该书是从许多调查资料中精选出来的成果，书中公布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措施，

包括制定城市卫生规划、设定卫生目标、建立并加强义务、避免多机构参与制度以

减少不必要的延误，以及建立适当的协调机制等。亚行建议设立卫生信息管理系统

并定时更新，以帮助规划者和决策者做出投资和管理决定。由于投资至关重要，因

此需要考虑除政府之外的基金来源和其它税收机制。 

根据调查，污水（尤其是生活污水）正在逐渐污染参与调查的城市地下水和地

表水源。27 个城市中有 20 个对其地下水质和地表水质进行了监测，其中约有一半

的水污染来自家庭液体污染，有 70%的污水未经处理

直接排入了水体中。有 4 个城市指出他们的河流已经

被严重污染，其它城市的污染程度中等或偏低。另外，

许多城市是相邻的，可以相互合作共同处理卫生和污

水问题。然而，目前仅有 3 个城市与他们相邻的城镇

在污染问题上进行过合作。其它城市则各自独立处理

该问题。 

超过半数的城市不能给出关键的健康统计数据。制度问题也是影响行动和责任

的因素。多个机构对一些卫生问题有责任，而事实上，当地政府才是首要机构。这

些机构必须参照多个国家法律和当地法律开展管理工作。 

在供水方面，加德满都（尼泊尔首都）排在第一位，该城市所有家庭都与中央

供水系统相连。马卡迪（菲律宾）排在第二位，该城市的供水系统覆盖了 100%的

土地面积和 99.7%的人口。15 个城市有中央排水系统，其中仍 11 个城市需要覆盖

70%的人口。在这 11 个城市中，8个城市有污水处理系统。 

在投资方面，科伦坡（斯里兰卡）排第一位，每年人均投资为 27.9 美元，其中

47%为国家投资，53%来源于贷款。第二位是贾巴尔普尔（印度），年人均投资为

22.5美元，其中 50%来源于中央政府，20%为当地政府，30%来自贷款。 

（摘自 http://www.financialexpress.com/news/Drinking-water-sanitation-infrastructure-key- 

problems-in-Asian-cities-says-ADB/531981/） 

http://www.financialexpress.com/news/Drinking-water-sanitation-infrastructure-key-problems-in-Asian-cities-says-ADB/531981/
http://www.financialexpress.com/news/Drinking-water-sanitation-infrastructure-key-problems-in-Asian-cities-says-ADB/53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