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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公约缔约国第15次会议的气候谈判须包含涉水内容 

2009年世界水周参会者一致支持斯德哥尔摩水周 

通过的水、气候变化及其适应性声明 

 

2009年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的参会者一致认为，将于今年12月份在哥本哈根举行

的气候公约缔约国第15次会议的气候谈判必须纳入涉水内容。 

在整个水周的各种会议上，许多组织和政府

官员纷纷阐述了水应当成为气候变化及其适应性

谈判进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在8月21日

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声

明”，而这些原因则成为该“声明”的重点。 

世界水周期间部分参会者的评论如下： 

安德斯·伯恩泰尔（Anders Berntell），斯

德哥尔摩国际水资源研究所执行主任表示：“水是经济、社会以及公共卫生的基本要

素。我们知道，气候变化通过水这一媒介，表现出其最严重的影响。气候谈判若要彰

显其有效性，就必须将水对整个世界以及人类福祉的影响和重要性考虑在内。” 

格尔·博格坎普（Ger Bergkamp），世界水理事会总干事认为：“水对于发展来

说至关重要，而且是感知气候变化的第一媒介。因此，遵循《京都议定书》而制定的

全球协议，必须具有明确的目标和战略，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优先考虑水这一要素。” 

约翰·马修（John Matthews）博士，世界自然基金会淡水适用性的主管说：“特

别是水，它使大多数人感受到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必须使应对气候变化的措

施得到有效实施。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所有经验表明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应对措施最为

有效。” 

汉克·万·斯盖克（Henk van Schaik），水与气候合作项目的国际协调员提到：

“水利部门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除了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

公约缔约国第 15次会议之外，气候及水问题专家还应联手搭建一个框架，改善对社会

需求的支持。” 

mailto:internews@iwhr.com


 2 

第二版                                                                 专题报道 

斯德哥尔摩声明——从世界水周到气候公约缔约国第 15 次会议 

序言 

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加剧了现有的全球性挑战的复杂性。为了确保未来水资源

的供应，达成一项有力且公平的协议至关重要，该协议将对未来全球缓解和适应气

候变化所采取的措施做出承诺。因此，哥本哈根协定的谈判引起了全球水界的广泛

关注。 

水的重要性必须适当并且充分地反映在气候公约

缔约国第15次会议的协议中，以及协议之外的进程中。

为此，近几个月来，人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以确保充

分体现水的重要性，这些工作包括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对

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对话、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第五届

世界水论坛以及气候变化谈判。迫切需要确保国际社会

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好充分准备也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

无论是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还是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

判均表达了如下几个方面的信息： 

 水是感知气候变化影响的关键媒介。有效管理资源，包括通过周密的水资

源综合管理办法，在跨越国界的层次上，对成功的应对措施的规划和实施，

以及对加强社会、国家和地区的应变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应对措施是可持续发展和减少贫困的先决条件。因此，应对措施需要适当

融入更广泛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水与土地和森林的综合管理对于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坚决赞同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土地和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内罗毕声明，

我们还强调，与水相关的应对措施可以而且应当支持全球减灾行动； 

 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应对过程和人类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敦

促加强努力，对保护和恢复自然资源，包括水资源这一任何应对进程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投资； 

 更有效地共享更高质量的信息将会增强共鸣，尤其对于水与气候部门来说，

特别需要加强政策和实践各个层次的信息共享，无论是从全球到地区，还

是从地区到全球； 

 脆弱性评估和风险管理对有效实践应对措施至关重要。了解气候变化的影

响最有可能在何处以及如何通过水循环影响人口和生态系统，将有助于确

定需要进行早期干预的区域或“热点领域”，包括干旱地区、高度依赖地

下水的地区、发展中的岛屿国家、低洼三角洲和脆弱山区；（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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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世界之窗 

亚洲急需进行水利改革 

一项针对亚洲灌溉情况的全新研究向我们提出警示，如果不对农业用水模式进

行大规模的改革和创新，到 2050年，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

面临要进口四分之一以上所需的水稻、小麦和玉米这一政

策风险。 

2009 年 8 月 18 日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 2009 年世界水

周论坛大会上，由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IWMI）介绍的

题为“重振亚洲的灌溉系统：不断满足未来的粮食需求”

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个警示，以及相关的预测和可能的解决

方案。IWMI、FAO 及其研究伙伴通过应用名为 WATERSIM 的

模型得出了这些发现。WATERSIM能够查验食品安全和环境之间的利益关系，尤其在

水资源的供给方面。 

这项研究由 IWMI、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以及合作机构的研究人员在亚洲开发

银行（ADB）的资助下共同展开的。针对亚洲在未来 40 年间将如何解决新增 15 亿

人口的温饱问题，研究报告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一是从其他地区进口大量的粮食；

二是改进和扩大旱作农业；三是着眼于水利灌溉的农田。 

“受 2007 年和 2008 年全球食品危机的影响，粮食价格在未来几年有望继续攀

升并且更加波动，” IWMI的总干事 Colin Chartres说，“亚洲粮食需求可能在 2050

年翻一番。依赖贸易来满足相当一部分的需求，将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沉

重的负担及政治上的不稳定。对亚洲来说，（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二版）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是必不可少的。额外的资金需要分配给

弱势群体和生态系统以支持其开发应对策略，这点至关重要。同时有必要

进行初步的资金筹备来帮助已经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弱势低收入国家，之

后是建立一个良好的融资机制作为目前气候变化谈判的一部分。 

后续行动 

我们敦促全球水和气候部门不仅局限于气候公约缔约方第15次大会，而是放眼

未来，及通过加强可以提高水和应对措施联合行动的全球机制，其中应当包括，且

不仅限于，更好地共享知识和科技，以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应对措施，积极支持能

力建设和融资水平的提高。 

最后，整个水界表示，为了进一步联合应对迫在眉睫的发展挑战，在适当的机

制和体制安排下，承诺加强气候、水和更广泛的各个层次上的体制性合作。 

（ 摘 编 自 http://www.worldwaterweek.org/documents/WWW_PDF/Stockholm 

_Statement_090821.pdf） 

http://www.worldwaterweek.org/documents/WWW_PDF/Stockholm%20_Statement_090821.pdf
http://www.worldwaterweek.org/documents/WWW_PDF/Stockholm%20_Statement_0908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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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上接第三版）最好的解决方案是重振庞大的灌溉系统，其总量占世界总水利灌溉

的农田的 70%。” 

Colin Chartres 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的支持。 

南亚地区改善的潜力尤为巨大，因为该地区一半以上的农田得到灌溉，但是产

量很低。如果亚洲能够提高灌溉农作物的产量，那么它能满足其所增长的 3/4的粮

食需求；而南亚则能满足它所增长的所有粮食需求。 

“另一个方案是将更多的土地转换成旱作农田，” Mukherji 说。“但是能扩张

的程度是极其有限的。” 例如，在南亚，94%适于耕种的土地已经有了产能。在这

种情况下，显著扩张旱作农田将大量损害脆弱的边缘地区，同时付出高额的环境成

本，主要表现在生态多样性的损失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上。 

在报告中，IWMI 和 FAO提出一项全面和创新的战略，用以提高亚洲灌溉农业的

产能。“这将涉及从过时的模式、技术和体制向经济上更具可持续性、以服务为导

向的方案的全面转型。” 粮农组织的高级水利专家 Thierry Facon 说。 这项战略

的关键环节是更新亚洲大型的依赖地表水的灌溉系统。这些系统建造于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目前的状况很差。在基础设施扩张期间，由于粮食价格下降，灌溉的

投资吸引力越来越小。此外，农业生产趋向于蔬菜和水果等高价值作物，引发了对

更加灵活的灌溉模式的需求。 

目前在斯里兰卡展开的一个项目融合了多年的

实践成果，提供了提高灌溉管理的模型。它将最佳

的传统做法与新技术结合起来，创造了在当地被称

为“水箱串联灌溉系统”的体系。 

另外一个重要的做法是有选择地支持，而不是

阻止农民们用廉价的水泵引地下水灌溉的趋势。“政府应积极地支持创新意识，而

不是谴责此类做法。”  

IWMI-FAO 战略中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鼓励私营部门积极地加入到灌溉系统的公

共管理中来。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得到的积极反馈都验证了这条途径的潜在作用。 

“灌溉和水资源部门与对亚洲政治经济至关重要的能源、贸易、劳动力和其他

部门有着直接的联系，” Shah 补充道。“为了应对食品安全和水资源管理的挑战，

我们必须超越灌溉的局限寻求解决方案。”  

（ 摘 自 http://www.iwmi.cgiar.org/SWW2009/PDF/Stockholm_WW_2009_Media_Release_ 

HINESE.pdf） 

 

http://www.iwmi.cgiar.org/SWW2009/PDF/Stockholm_WW_2009_Media_Release_%20HINESE.pdf
http://www.iwmi.cgiar.org/SWW2009/PDF/Stockholm_WW_2009_Media_Release_%20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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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人物专访 

联合国专家谈后 2015 时代 

Jan Vandemoortele 博士，一位将工作生涯都奉献给了联合国的著名经济学家，

他近日表示在后2015时代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应该缓慢推进。目前，各国政

府正在着手制定后2015时代促进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框架，Jan 

Vandemoortele 博士建议制定这些框架的基本思想应是稳步推进。 

在后2015时代促进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具体框架中，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

方，但是一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尽快制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框架，宣称自己

已经做好了准备。Jan Vandemoortele 博士称这几乎是一种类似于淘金热的情形。

为了放慢这种急躁并切实反映各国的进程，他建议应该在2010年千年发展目标首脑

会议上委任一个任期两年、由知名人士组成的联合国小组，并在会后立即开始相关

工作： 

1.审查各国制定框架的结构：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与健康有关的目标达

5个之多，彼此容易混淆。在后2015时代的框架结构中，目标的设定应该更加理性； 

2.审查各国设定的目标中是否有足够的定量目标：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在于能

将这些目标很容易地传达给公众，设定的目标中应该具体的定量化。由知名人士组

成的联合国小组应该严把好这个关，力争不要有太多的泛泛目标，而要设定一些理

性、现实的目标； 

3.对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全球目标加以解释：千年发展目标是全球性的，这些目

标的设定并不是直接适用于各个国家，各国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

该国国情的发展目标。 

4.千年发展目标的基准：千年发展目标的衡量是相对的，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越低，其实现发展目标的难度就越大。这使得那些贫穷国家处于明显的劣势。后2015

时代框架目标的衡量应该综合考虑相对和绝对的统计数据； 

5.新的时间限定：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没有对实现的时间加以明确的限定，这在

实际操作中带来了一些问题，在后2015时代的框架中应该避免这种现象； 

6.对不同的目标分别加以监管：如果只看全球国家平均的情况，由于并没有表

现出最富国家和最穷国家之间的差异，这往往会歪曲实际情况。换句话说，一个国

家看似在进步，但其贫富差距同时却在扩大。这一点对联合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来说，千年发展目标并没有充分反映社会底部的约20/30%的人口的状况。 

（摘编自联合国秘书长水与卫生顾问委员会秘书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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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异域传真 

英国立法规划先行制定“碳预算” 

两百年前，英国的烟囱冒出世界上最多的黑烟，在工业革命中

傲视全球。今天，英国又开始追求“低碳经济”，不仅是第一个为

此立法的国家，还公布了详细的《英国低碳转型》方案。在气候变

化和经济危机双重激励下，英国的低碳经济也已走在了世界前列。 

 立法+规划  

英国在 2008年正式通过《气候变化法案》，成为第一个对碳排

放制定法规的国家。法案提出，英国将在 1990年基础上，到 2050年至少减排二氧

化碳 80%。法案还要求制定 5 年一次的“碳预算”，2009 年 4 月英国政府宣布新的

财政预算时，同时宣布了 2008-2012年的碳预算，将到 2012年减排目标细化到 22%。  

今年 7 月 15 日，英国又公布了详尽的《英国低碳转型》国家战略方案。这份

方案涉及能源、工业、交通和住房等社会经济各个方面。该方案还首次提出如下两

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政府机构，各部门必须建立自己的碳预算，排放超标将受到处

罚；二是农业，支持将各种垃圾用于生物质发电。 

 发展风能不弃火电  

英国四面是海，海上风能资源丰富。英国第一个海上风

力发电站 2000年 12 月获准建设，经过 10年的发展，英国已

成为全球拥有海上风力发电站最多、总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

英国风能协会(BWEA)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称，英国将在海岸沿线增加 4000 台、海

上增加 5000到 7000 台风力发电机，到 2020年，使英国总风力发电量达 330亿瓦。  

据英国风能协会估算，风能现在每年为英国经济做出 25亿英镑贡献，而到 2020

年这个数字可能会增长 10倍。 同时，英国也并不是盲目发展新能源而抛弃化石能

源。如烧煤的火电厂目前占英国发电总量 37%，英国政府并不打算为了“低碳化”

而抛弃它们，而是着手进行“清洁化”改造。  

 补助低收入家庭减少阻力  

虽然发展低碳经济总体来看是既有名又有利的事情，但实际操作中总会遇到各

种各样的阻力。面对相关问题，英国政府准备好了若干补偿方案。  

如《英国低碳转型》方案中提到，对居民区进行节能改造的相关措施会造成家

庭能源支出上升。到 2020 年，这一方案中所有措施的总效果会造成账单比目前上

升 6%，如果再加上以前提出的一些政策，这个涨幅可能达到 8%。  

对此，除了前面住房部分提到的各种经济刺激措施外，英国还表示要专门保护

那些最易受影响的人，如对拿补助金的低收入家庭进行特别的价格安排等。自 2000

年以来，英国已经投入 200亿英镑，帮助那些在能源供应上有困难的家庭。  

（摘自 http://cdm.ccchina.gov.cn/web/NewsInfo.asp?NewsId=3789 ） 

http://cdm.ccchina.gov.cn/web/NewsInfo.asp?NewsId=37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