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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可持续性评价论坛 

水电可持续性评价论坛是国际水电协会（International 

Hydropower Association, IHA）组织、国际上与水电开发相关的

政府、建设、咨询和非政府组织参加的论坛活动，通过 2008-2009

年的讨论、咨询、试行等活动，建立在国际上广泛接受和认可

的水电可持续性评价规范。 

1 论坛背景 

IHA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非政府组织，

近年来积极倡导从经济、环境和社会的视角对水电

工程进行全面审视，并且致力于制定具有广泛适用

性的指南文件，用以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和应用，从

而推动世界水电开发的可持续发展。IHA分别于

2004年和 2006年提出了《水电可持续性指南》

（Hydropower Sustainability Guidelines，以下简称

《指南》）及《水电可持续性评价规范》（Hydropower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Protocol，以下简称《规范》）。《指南》主要确定了水电可

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的基本原则和内

容，《规范》提出了一种对水电工程规划、建

设和运行阶段的可持续性进行定量化评估的方

法，是对《指南》的技术支持。 

2008年开始，IHA组织国际范围内各领域

的专家，参加为期 2年的水电可持续性评价论

坛(Hydropower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Forum)，以提高水电可持续发展规范的适用性

和接受程度。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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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2 论坛的基本原则 

IHA认为，水电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在使世界各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

力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现水电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全面考虑经济、

环境和社会因素，实现这些因素

之间的综合平衡。 

IHA拟定《规范》的宗旨是

为水电开发者和运营者解决具有

挑战性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

提供支持，评估规范把水电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进行了具体的描

述，提出了在项目规划、建设和

运行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

容和方法，并且综合考虑了经济、

环境和社会三个方面的要求，形

成了一种定量化、可操作性较强

的评估标准。 

3 论坛的活动 

水电可持续性评价论坛共计划召开 8次会议，从 2008年 3月到 2009年 6月，

已经举行了 7次会议，邀请各方代表对《规范》进行研讨，论坛代表主要来自世界

银行、政府水电管理和技术部门、水电行业咨询公司、投资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机

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禹雪中博士和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周世春作为中国

代表，全程参加了论坛活动。 

4 主要内容 

经过论坛成员的讨论和工作，修订后的《规范》最新版本将包括以下 6个部分：

背景材料、概况介绍、基本特征、四大评估科目、术语、附件。 

四大评估科目（Section）分别为：（1）战略评估（Strategic Assessments），

适用于项目规划阶段的评估；（2）项目准备（Project Preparation），适用于工程设

计阶段的评估；（3）项目实施（Project Implementation），适用于工程施工阶段的

评估；（4）项目运行（Project Operation），适用于工程运行期的评估。这部分是

《规范》的核心内容，体现了对水电工程整个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性进行评价和管理

的原则。 

评价采用 1~5分的评分体系，分值越高，表现越好。 

相关链接：www.hydropower.org/sustainable_hydropower/hsaf.html 

2008年 10月宜昌会议期间考察 

水布垭水电站移民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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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Caucus and 5th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World Water Council 

水核心小组会议和世界水理事会第五次全体会员大会 

世界水理事会（World Water Council）第 5次全体会员大会于 2009年 10月 14-16

日在法国南部地中海城市马赛举行。世界水理事会各地会员代表将齐聚一堂，共同

审阅第 5届水论坛的产出文件，并决定水理事会未来的战略方向。自第五届世界水

论坛起，世界水理事会已开始就其 2009-2012年度发展战略进行广泛咨询，并将持

续到本次全体大会。  

会议期间，参会代表还将选举出 2009-2012年度董事会成员。所有活跃成员组

织都可以指定一名代表和另外一名备选代表参与竞选。  

在全体大会召开前夕，世界水理事会还将举行“水核心小组会议”（The Water 

Caucus），为各国成员和合作伙伴提供一个平台，以探讨领导层如何改变社会，共

渡当前的危机。来自 80多个国家超过 400个组织的领导受邀出席此次会议，共同

为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和人类安全提供水资源保障。 

（摘自：http://www.worldwatercouncil.org/index.php?id=2503） 

 

Clean Water Production Congress 

清洁水生产大会 

清洁水生产大会将于 2009年 11月在鹿特丹举行，本次研讨会上将学习讨论这

一议题：利用聚光太阳能技术在地球南部进行淡水生产。 

将要提出的问题不计其数，包括成本多少？浓盐水问题怎么处理？采用何种途

径进行淡化，直接加热、通过太阳能进行逆向

渗透、还是采用膜蒸馏（Memstill）技术？ 

用传统的方法进行海水淡化成本太高，现

在可以通过利用太阳能来解决用电这一问题，

聚光太阳能是方案之一。尽管还有很多问题需

要解决，还有很多疑问无法回答，但可能性是

存在的。此为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所在：着眼于

现实，为解决干旱地区的淡水生产问题提供经

济有效的可行性方案。 

（摘自：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 

news/id797-Clean_Water_Production_Congr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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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ario enacts feed-in tariff program for hydropower 

安大略省公布电价补贴计划 

加拿大安大略省日前正式公布“电价补贴”（feed-in tariff）计划，积极推广包

括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 

作为安大略省《绿色能源法案》（Green Energy Act）

的一部分，该计划将以高于市场的固定价格购入绿色电

力。安大略电力局负责管理本项新计划。 

根据新的电价补贴计划，装机容量低于 10MW的水

电站在 40年内的收购价格为每千瓦时 0.131加元，而

10-50MW的电力在同一时期内的收购价格为 0.122加元。 

气候变化应对组织“环境卫士”（Environmental 

Defence）主任麦克·雷顿（Mike Layton）表示，该计划

将推动安大略北部水电的发展。 

雷顿认为此举将有助于北部地区居民摆脱对柴油的

依赖。 

该计划已带动两座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破土动工。加拿大水电开发公司

（Canadian Hydro Developers）日前披露，将收购五大湖区靠近安大略省边界的一座

水上风电场，而安大略省政府也表示正在与三星建筑与贸易公司（Samsung C&T 

Corp）洽谈另一座风电项目。 

地球日国际（Earth Day International）创始人丹尼斯·海斯（Denis Hayes）认

为：“安大略开始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征程，在北美是一次开拓性的创举。我们希望

更多政府能够效法，包括美国的联邦和

州政府。” 

（摘自：http://www.hydroworld.com/ 

index/display/article-display/4491198361

/s-articles/s-hrhrw/s-News-2/s-2009/s-09/

s-ontario-enacts_feed-in.html） 

 

详细补贴计划请参见安大略电力局网

站：http://fit.powerauthority.on.ca 

安大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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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Water Council presented its outcomes of the 5th World Water Forum 

世界水理事会发布第五届世界水论坛成果文件 

在今年的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会上，世界水理事会与第五届世界水论坛秘书处

共同组织了一次边会（side event），分享第 5届世界水论坛的主要产出成果和达成

的重要共识。 

在本次世界水周会上，世界水理事会正式发布了第 5届世界水论坛的成果文件，

这些文件包括：《处于十字路口的水资源：第 5届世界水论坛上的对话与讨论》、

《全球水框架》以及《总结报告》。 

《处于十字路口的水资源：第5届世界水论坛上的对话与讨论》 

在世界水理事会对第 5届世界水论坛的官方总结中，包括

了在伊斯坦布尔所讨论的主要议题及做出的重要决策，从应对

气候变化到能源食品短缺，从新千年发展目标到用水权，不仅

提出了科学的解决方法，还将社会和政治因素也考虑在内。该

总结报告图文并茂，旨在让所有人更好地了解我们今天所面临

的水挑战和即将采取的解决措施。 

《全球水框架》—伊斯坦布尔 2009 

作为《对话与讨论》的姐妹文件，《全球水框架》涵括了

第 5届世界水论坛的所有官方文件和成果文件，包括国家首脑

宣言、部长级会议成果、国会议员与地区当局声明，还包括第

5届世界水论坛的议题分会与地区分会的产出文件、儿童和青

年宣言等。全球水框架作为快捷参考指南，不仅涵盖了论坛标

志性的共同行动纲领，而且成为采取下一步积极举措的出发

点。 

《总结报告》 

《总结报告》包括第 5届世界水论坛的所有议题分会和论

坛活动总览，可以从第 5届世界水论坛的官方网站下载该报告。 

在世界水周的最后一场全体大会上，与会者不约而同地表

示，水问题应该作为气候变化与适应协商进程中的一部分，将

在今年 12月份哥本哈根会议上进行讨论。 

“水是发展的关键，是感知气候变化的第一媒介。因此，全球协议在遵守《京

都议定书》的同时，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决策，在应对气候变化中优先考虑水问题”，

世界水理事会的总干事格尔·博格坎普（Ger Bergkamp）如是说。 

（摘自：http://www.waterblog.suez-environnement.com/en/2009/10/09/the-world-water- 

council-presented-its-outcomes-of-the-5th-world-water-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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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mentation Hurdle to Water Management Reform 

管理分散——水资源管理改革的瓶颈 

（2009年 9月 30日）要想改善水资源管理系统、政策及结构的效率，不仅要

克服当前各自为政的管理方式，也许，更需要克服水资源管理的沉疴痼疾。在新西

兰罗托鲁阿当日召开的“水利新西兰”年会上，政治历史学家、评论员迈克尔·巴

赛特（Michael Bassett）博士说，陈旧的地方政府结构未能很好地服务于水资源管

理。 

他说：“水资源是一种越来越珍惜的产品。尽管上世纪 80年代，地方政府也进

行了改革，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水资源机制，但事实是毫无成效。” 

目前共有 73个地方单位、12个地区管理局和 11个政府部门参与到了新西兰水

利机制、政策和结构的管理当中。鉴此，迈克尔·巴赛特博士在大会上敦促参会代

表继续推动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系统。 

他说：“历史已经证明，地方政府内部及其管理的分散已经并不新鲜，所以我

们需要采取更加彻底的方法来实现改变。”“例如，1912年的时候，在这个仅有 100

万人口的国家，竟然有多达 457个地方政府，全国还分成了 7个水利区域。当时的

自由党政府试图调整地方政府，但最终失败了。” 

1100余位代表、参展者和发言人汇聚罗托鲁阿参加了为期 4天的会议，广泛探

讨与水资源有效管理相关的问题。“水利新西兰”的总裁莫雷·吉布称水资源是“我

们最宝贵的财产”。 

吉布先生说，人们往往把水看成是看不见的资源，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它重要的

经济价值。他说：“关于水资源的辩论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显然，对于一个国

家，水资源及其未来的使用和管理将对我们的繁荣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摘自：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783-Fragmentation_Hurdle_To_ 

Water_Management_Reform.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