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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模式（更新）——在能源方面，我们终于踏上了正轨 

莱斯特·布朗 

 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能源时代，结束了一个世纪以来碳排放不断增加的历史。

美国代表团正在为今年 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气候谈判做准备，此举背后是基于

一个令人惊讶的强大事实，即美国在过去两年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减少了 9%，并

承诺将继续大幅度减排。 

 在这些减排举措中做的较突出的是更

严格的汽车节油标准和能源利用效率标

准，并大力开发无碳排放的清洁电力为室

内供暖、制冷和照明供电。而美国的能源

供应行业也加大了对风能、太阳能和地热

能源行业的支持。 

    虽然近年来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的原

因中有一部分是经济萧条和汽油价格上

涨，但还有一部分是缘于能源利用率的提

高及向低碳排放能源的转变，其中包括风

能装机容量的历史性提高。本国碳排放的显著减少应该能够使美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

推动更大的减排措施。 

 对于一个石油和煤的用量在一个多世纪以来都在不断增加的国家来说，从 2007

年开始，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逐渐减少是令人惊讶的。去年，石油用量减少了 5%，

煤减少了 1%，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 3%。能源部的数据表明，今年的前 8个月，

石油用量又减少了 5%，煤用量减少了近 10%。源于化石燃料（包括天然气）燃烧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在过去两年里减少了 9%。 

减少化石燃料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努力在国家各个阶层都在不断进行，包括

国家、州和城市的政府部门及公司、事业单位和大学。此外，许多关注气候变化的美

国人正在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减少能源利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下转第二版） 

mailto:internews@iw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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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虽然煤炭工业每年要花费 4500 万美元来推进“清洁能源”技术，

但这些单位正放弃煤炭。今年 6 月 9 日，负责国民经济规划以禁止新建火电站的塞

拉俱乐部的 Bruce Nilles 宣布取消了从 2001 年开始就建议修建的火电站。 

 拥有 11个修建已久的火电站（平均寿命 47年）和准备投资 10多亿美元控制污

染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正在考虑关闭一些火电站。12 个州内有 22 个火电站将被风

能发电或天然气发电取代。 

 由于经济低迷和利用效率提高，能源供应单位正面临需求的下降。原因不仅是

经济的低迷，还有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这在不同的州之间差异很大。美国落基山

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计算的结果是，如果 40 个利用率较低的州能达

到 10 个利用率高的州的水平，那么国家的用电量将减少 1/3。这也意味着国家 617

个火电站中有 62%可以关闭。 

 在美国一些火电站关闭的同时，风电场却在增加。去年，102 个风电场开始联

网供电，具有 8400 兆瓦的发电能力，相当于 8 个火电站的装机容量。今年上半年

有 49个风电场建成，另有 57个正在修建。更重要的是，有 300,000兆瓦（相当于

300个火电站）的风电工程正在准备连入国家电网。 

 美国太阳能电池的安装每年增加 40%。在新的政府激励措施下，这一潮流还将

在家庭、大型商场和工厂屋顶太阳能安装的

趋势还将继续扩展。此外，在加利福尼亚、

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太阳能发电的发展

也很迅速。一种熔盐储热技术使太阳能发电

站可以在日落后 6小时内继续发电，这也吸

引了更多的投资商。大约有 6,000兆瓦装机

容量的太阳能发电站正在建设中。 

 石油的用量也在减少。其原因很多，其

中包括经济低迷和对于石油供应的担忧以及消费者对未来汽油价格的担心。汽油用

量也将减少，这是由于 5 月份发布的燃料节约标准要求到 2016 年新型汽车的燃料

使用率需提高 42%，小型卡车需提高 25%。今年前 8 个月新型交通工具的销售数据

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趋势。与去年同期相比，单位油耗行驶的公里数有很大提高。 

  尽管这些成就已经非常显著，但随着人们逐渐转向油电混合汽车或全部电力驱

动汽车，燃料利用效率的大幅提高将会带来更大的成就。电力发动机比汽油发动机

的效率高 3倍，而且有可能使用风能发电驱动汽车，相当于过去产生一加仑汽油的

能量，仅需 75 美分。由于降低燃料费的效果越来越明显，向油电混合或完全电动

汽车的转变将比政策制定者们预想的要快得多。 

（摘自 http://www.earth-policy.org/index.php?/plan_b_updates/2009/update82） 

http://www.earth-policy.org/index.php?/plan_b_updates/2009/update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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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专题报道

处于“十字路口”的水资源 

——世界水理事会主席，洛克福勋 

为第五届世界水论坛最终成果报告题记 

“水就是生命”，世界上所有语言都有如是表述。

然而，水正在受到方方面面的威胁：失控的人口激增、

混乱的城市化进程、气候变化和污染等等。这些威胁

是由人类及其缺乏远见的行为造成的，成为水资源遭

受破坏的主要敌人。 

我们因此面临着一项重大挑战：对水的需求不断

增加，同时，我们还必须要保护、重视、储存甚至重

新利用水资源，必须要建立人与自然间和谐的水资源

共享关系。 

水资源共享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政治责任，因为水资

源的未来不仅取决于技术进步，而且和政治承诺有很大关系。 

除了伊斯坦布尔水论坛的 25,000 名参会者，以及过去 3 年期间为水论坛的筹

备工作做出贡献的世界各地的人们之外，许多国家元首、数百位部长、议员和政府

官员的积极参与也使得水利事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表明，国际社会对水的认识

已经从水技术层次提升至政治层面。 

水问题需要得到世界上所有领导人的注意、重视和参与。在即将到来的很长一

段时间内，为满足全球用水需求的增长，他们将设法增加可用水资源量，河流、湖

泊和地下水层将会被进一步开发。 

但是，增加供水的成本是昂贵的，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经济危机和能源成本增

加的实际情况下。人类因增加供水量而侵占了自然用水，使我们身边的大自然陷入

危机。 

我们不能再接受这样的事实：继续投入更多的钱用于水的生产，然后再供我们

浪费和污染。 

我们必须要大声地、清楚地再说一遍，就像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所做的那样，“用

水容易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第五届世界水论坛凝聚了不同的智慧、文化和心灵，使其将各自的精华镌刻在

丰碑之上，推动了思想的传播。它将各国人们联系在一起，营造了宽容团结的水利

大家庭。 

世界水论坛将与土耳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一道，继续推动水利事业的发展。 

（摘自 http://www.worldwaterforum5.org） 

http://www.worldwaterforum5.org/


 4 

第四版                                                         资讯快递 

  水框架指令国际会议——水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世贸中心，法国·里尔，2009 年 9 月 29 日-30 日 

本次会议将探讨自 2000年水框架指令（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WFD）

生效以来所产生的一些至关重要的议题。会议的目的是研究自水框架指令实施以来

出现的挑战，讨论水框架指令操作及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并提供一个分享经验和反

馈实践创新的机会。会议的主题包括： 

 水资源短缺和干旱 

 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 

 洪水影响和灾害管理 

 关键水利基础设施和资产管理 

 地表水管理 

已确定的发言者包括来自匈牙利环境和水问题部的约瑟夫·盖尔，他将主要介

绍匈牙利公众参与水框架指令的情况，另外环境总署水部门的主管彼得·格莫托夫

特将做主旨发言。此次为期两天的会议由法国环境科技协会（ASTEE）和英国水务

与环境特许协会（CIWEM）联合主办，由欧洲水协会（EWA）协办。会议详细内容将

在 CIWEM和 ASTEE网站上发布。（摘自 http://www.ciwem.org/events/lille_wfd_conference.asp） 

第一届东南欧水电能源论坛——寻求东南欧水电可持续发展的方案 

第一届东南欧水电能源论坛将于 2009 年 10 月 15 日-16 日在保加利亚黑海金

沙度假胜地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 

 东南欧国家水电能源的潜力：减轻区域能源短缺的替代方案； 

 该地区水电能源利用战略和政策的选择：实施双边和多边水电能源项目的

可能性，小水电在能源结构中的作用； 

 欧洲国家伙伴关系前景：利用现代技术、专业经验以及与先进国家合作开

发潜在的水电能源； 

 国家政策和管理政策中的地区经验：水电能源生产的可能性和激励措施，

以及由于技术应用而造成的水电站差异性； 

 在东南欧国家水电部门发展中，国家电力公司、电力系统运营商和电力配

送公司的角色和重要性； 

 东南欧国家在水电厂的环境保护、立法和许可证颁发程序方面的政策和做

法； 

 欧洲水电项目的资金和财务构成，应对金融危机的创新性投资替代方式； 

 在小水电厂建设中公私合作的可能性及市政当局的作用。 

 （摘自http://www.hydropower.org/events/ev_171256125637.html）         （下转第五版） 

http://www.ciwem.org/events/lille_wfd_conference.asp
http://www.hydropower.org/events/ev_1712561256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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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热点聚焦 

  土耳其洪水突显应对措施的必要性 

土耳其部分地区近期发生的洪水表明，欲规避城市地区的极端气候事件，特别

是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气候事件，必须把重点放在有利于生态的洪水管理措施上。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指出，洪水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天然灌溉渠道遭到破坏，以

及无计划的开发阻碍了雨水的入海。 

在土耳其的色雷斯地区和伊斯坦布

尔市，9月第二周两天内的降雨量几乎

相当于整月的降雨量，是 9月份历年平

均降水量的 4倍。本次降雨造成了大范

围的洪水灾害，导致 30人死亡，经济损

失达 9000万美元。经土耳其气象学院测

量，这两个区域本次的降水量为 132mm。 

本次的洪水是继 7月骤发性洪水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洪水。据悉，7月份的洪

水造成 Artvin省东北部至少 6人死亡和黑海沿岸 Giresun省 100多所住宅和企业

被淹没。 

“市中心吸纳洪水的绿地和森林的缺乏是造成洪水滞留在市区的另一个原

因”，土耳其 WWF首席执行官菲利兹·德米拉亚克博士说，“在伊斯坦布尔市的外

围，河床萎缩，住宅区和工业区林立，从而影响了自然的防洪机制。当地市政当局

和政府必须解决城市的基础设施问题，并立即筹备气候变化应对方案。” 

WWF发出警告说，在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下，要立即采取生态防洪措施，否则，

与气候相关的问题可能加剧，洪水发生频率可能增加。这些生态措施包括河流三角

洲和森林保护，此外，还必须严格监管沿河床两岸的城市集居区。 

“生态洪水管理措施是最安全、最具效益的解决方案”，德米拉亚克博士说，

“如果未来的损害可以预防，则应对气候变化的程序须立即开启”。 

（摘自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762-Turkish_Floods_Highlight_Need_for_Adaptation.html） 

（上接第四版）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水公约缔约国会议 

第五届缔约国会议将是欧洲经济委员会区域内外跨界水管理发展进程中的里

程碑。自 1996 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关于跨界河流和国际湖泊保护

及利用的水公约生效以来，它为国际河流和湖泊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框

架，并大大改善了泛欧洲地区跨界水资源的管理。 

第五届缔约国会议既是一次回顾公约实施情况进展的大会，又是一次思考和准

备应对即将面临的挑战的大会。（下转第六版）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762-Turkish_Floods_Highlight_Need_for_Adapt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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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世界之窗 

从空中观测地球上的水资源 

最近，越来越多的卫星可以用于从太空观测地

球上的淡水资源供给，为科学家和政府部门提供了

一种新的监测用水情况、水资源使用者及如何更好

地管理水资源的工具,而其中一些结果令人十分担

忧。 

《华盛顿邮报》周一的一篇文章描述了爱达荷

州水利部是如何利用计算机对卫星影像进行分析，

从而绘制出一幅水资源地图的，这些地图有助于测

量在一定区域内水资源的利用状况。最近，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

利用印度的卫星数据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在高速发展的区域，地下水消失

的速度比恢复的速度快很多。 

爱达荷州水资源部门做了一项名为“利用卫星绘制蒸散发地图”的项目，目的

是测量从植被和土壤中蒸发的水量。这一信息可以

帮助查明农业灌溉和其它土地利用方式所消耗的

水量。这些数据正被利用于水资源规划中，以便从

法律上保护水权，管理濒危鱼类的生存环境。爱达

荷州大学和水利部已经开始培训其它西部各州的

水资源管理人员。 

在印度，新的卫星数据表明在急速发展的印度

北部区域其用水速度远远大于地下水的补给能力，

每年地下水位会下降 1 英尺。一份 NASA 的报告

显示：“如果测量的目的不是为了保证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那么在区域内将

有 1.14 亿居民面临农业生产崩溃和饮用水严重短缺的危险，该区域的农业生产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灌溉，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水资源危机”。 

（摘自 http://www.circleofblue.org/waternews/2009/world/keeping-an-eye-on-water-from-space/） 

 

（上接第五版） 

在过去三年里作为工作重点的广泛议题将被讨论，包括公约的批准和实施、跨

界背景下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包括跨界洪水风险管理和水资源管理中的生态系统

服务等），以及跨界水资源评价等。高层会议将重点讨论中亚地区水事合作。 

（摘自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774-Meeting_of_Parties_to_UNECE_Water_Convention.html） 

http://www.circleofblue.org/waternews/2009/world/keeping-an-eye-on-water-from-space/
http://www.circleofblue.org/waternews/2009/world/keeping-an-eye-on-water-from-space/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774-Meeting_of_Parties_to_UNECE_Water_Conventio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