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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灾害专题会—概念文件

联合国水机制 2013年主要成就：凝聚利益相关者塑造一个
新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关于水在未来可持续发展框架的角色中，联合国水机制从国家当局、公民社会、青

年和私营部门中广泛征集了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意见认为主要成就如下：

促进水合作

在实现的众多目标中，2013年国际水合作年和世界水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
联合欧洲经济委员会和联合国经济事务部代表联合国水机制合作组织共同发起的活动已

经成为与各个利益相关者加强对话和合作的一种手段。对于平衡不同的需求和优先顺序

以及公平分享这宝贵的资源来说，水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合作是实现全球水安全的关键。

提升知识储备以支持知情决策

2013年，联合国水机制发布了一系列出版物，包括 2013年联合监测计划更新版，
联合国水机制 13个试点国家简介以及关于水安全和全球水议程的分析简介。联合国水机
通过出版一系列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出版物，关注并报告了世界淡水资源的状态、使

用和管理状况。这些出版物综合展示了水问题全貌，并对具体问题和地理区域进行了单

独的，更为深刻的分析。

奖励最佳实践

在 2013年 3月 22日荷兰海牙世界水日的一项特别仪式上，评出了联合国水机制2013
年“生命之水”的最佳实践奖。奖项颁给了两个杰出的实践：在日本熊本市使用天然系

统改善地下水管理，在摩尔多瓦共和国促进安全引用水和环境卫生事业。

不断壮大的联合国水机制家庭

在 2013年，联合国水机制欢迎联合国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关于安全饮用水和环境卫
生设施的授权，将其作为特殊身份合作伙伴，并与 IIASA, IRC, WaterLex, WCCE 以及
WYPW成为新的合作伙伴，联合国水机制大家庭扩大到 31个联合国成员和 34个合作伙
伴。2014年将同样激动人心，特别是 2015年以后的谈判发展议程和水机制提议的目标，
关于主题为“水和能源”的世界水日，每年度在萨拉戈萨举行的水机制大会，水机制“生

命之水”最佳实践奖，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以及备受期待的关于水和能源的世界水发

展报告的出版，值得期待！摘自：http://www.unwater.org/newsletter/newsletter23.html

 跨国公司需要注意水资源风险数据并为此付出行动；

 在地质工程中加入可削弱温室气体影响的材质 ；

 两种类型的厄尔尼诺现象对亚洲夏季风爆发的影响；

 西班牙 2014年世界水日：水与能源的合作盛会；
 全球水事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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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跨国公司需要注意水资源风险数据并为此付出行动

世界资源学会的一项新研究给 180个国
家和 100个流域做了水资源相关风险等级评
估。这是首个水资源方面的国家级数据，评

估可用水资源供应方面的竞争，年度的和季

节的供应变化，洪水事件和干旱程度。

这些数据绘制了国家级层面的水资源风

险图，为国家政策制定者提供清晰的信息。

但是这项研究对于私营部门还蕴含着深意—特别是股东和投资者，公司运作和公司

供应链条。跨国公司应该注意并采取行动。缺乏与水相关的数据，这对于水资源利

益相关者，从商业到政策到民间团体都是一个问题。水资源相关的压力因素可以在

金融界产生涟漪效应。在 2013年，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对于矿业信用评级公布了一项
水资源相关风险警告，公司花费更多资金以帮助他们应对越来越多的水资源方面的

挑战。

银行、养老基金和其他国际资产经理，有优先权知道国家层面的水问题怎样影

响到他们的证券价值。而且，实际上，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找到了这些信息。比如，

汇丰银行，想要获得 2013年国家级的风险评估。该公司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获得了
国家人均年可获得淡水量的数据。正如报告指出的那样，对于水资源稀缺程度的测

定遗漏了一个关键问题：水资源的位置决定它的可获得性。例如，巴西，拥有世界

上 12%的淡水资源，但是它的工业、农场和居民集中在沿海，不能方便的获得这些
充分的资源。

世界上的公司都面临来自干旱、洪水和水供应变化的经营风险，这些风险能够

影响他们的成本底线。但是大多数企业并不清楚他们哪个运营在水资源短缺的地区。

对于公司，了解国家和流域层面上的水相关风险，以便了解他们的哪个环节面临最

严重的脆弱性。例如，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新研究发现，36个国家面临极高的水资源
紧张。在这些国家里，农业的、家庭的和工业的使用者将 80%的可利用水资源据为
己有。商业、农场和社区从而面临水资源供应风险。公司不仅要对内开发更好的水

管理方式，还要使用国家级数据以延伸出去与公司周围的政府机构和流域管理机构

合作。国家级的评分对披露也有用处。CDP水项目和联合国 CEO水授权管理机构要
求公司分享他们经营的流域的水风险评分等级。这样的披露工具是迈向公司与流域

以及国家级权威机构一道进行有效水管理的有效的一步。水相关风险已经超出了公

司的围墙，因为其中暗含供应链条中的重要信息。任何一个从全球市场提供商品信

息的公司可能并不确切知道原料的来源地。但是，公司能够通过可持续发展联盟的

全球商品地图计划和其他的类似工具来确定原料的来源地（下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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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英中签署“英中海上风电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国务大臣爱德华•戴维与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签署
了《英国贸易投资总署和中国国家能源局关于英中海上风电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这是中国在海上风电领域与他国签署的首份谅解备忘录。

此次加强合作是 2010年“英中能源对话”的成果之一，当时双方同意将海上
风能确定为英中能源合作的重点领域。第二次“英中能源对话”将于 2013年 9月
27日展开。英中两国政府目前正在开展的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包括：支持中国发展
碳交易市场；为中国多个低碳试点城市的建设提供政策、标准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

持；共同开展尖端可再生能源技术研究以及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

化影响方面所做的工作提供支持。该备忘录有望消除两国的技术和市场壁垒，以加

快风电行业的发展，并为业界打开巨大的投资机会。两国同意在政策交流、技术转

让、人员培训方面加强合作，并扩大英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市场准入。

中国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英国和丹麦。中国制定了到

2020年将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增加到 3000万千瓦的目标，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规模
最大的海上风能市场。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中国需要在政策、技术和供应链领域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英国在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如今，海上

风电已成为英国能源供应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且快速成长的部分，目前英国共有超

过 1000台风力涡轮机，总装机容量近 360万千瓦，此外，英国还有全球规模最大
的项目储备。此次备忘录的签署将为中国投资者进军英国海上风电项目提供便利。

到 2020年，这些项目将需要 70亿英镑的资金投入。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国务大臣
爱德华•戴维于去年 9月份来华访问，在重庆和上海访问期间，国务大臣着重关注了
两国在绿色建筑、碳排放交易和气候变化科学方面的双边合作。在此次访问期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也将发布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五次评估报告。

预计该报告将会向全世界呈现科学界的共识，即气候变化的威胁真实存在且近在眼

前，因此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应对其影响。摘自：

https://www.gov.uk/government/world-location-news/
（上接第二版）一个供应链的管理者可能参考国家级水资源风险评分，询问他

们的供应者更加有针对性的水资源相关风险问题。面对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城镇

化，全球水资源风险持续增加。比如，经受水资源缺乏的人数，到 2025年可能是
现在的三倍。公司需要完全理解这些风险——采取措施缓解，从而保证他们长远的

未来。通过接触国家级水资源数据，企业不仅提高他们自身的水管理和经营水平，

还可以建立与流域管理机构和全世界政府部门的深层次合作关系以共同应对水资

源风险问题。摘自：http://www.wri.org

http://www.wri.org


4

第四版 世界之窗

在地质工程中加入可削弱温室气体影响的材质

现有很多人建议为抵消温室气体的升温效

应，可采取将反光性的气溶胶注射到平流层的地

质工程措施中可以减弱太阳辐射达到地面的强

度。通过运用气候模型模拟来检查地质工程措施

在热带颠倒环流的影响。环流的强度与大气的静

态稳定性有关，并对热带降雨有影响。热带环流

预计将受人为全球变暖的影响而减弱。向平流层

加注硫酸盐气溶胶的地质工程措施并不能减轻这种环流的弱化。这是由于对流层对

气溶胶的辐射加热快速做出了反应。当地质工程措施被用做减少太阳辐照总量而建

模时，不会产生此影响，这意味着减少太阳辐射的实验模拟结果不可轻易与平流层

气溶胶地质工程措施作类比，需要谨慎比较。

摘自： 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9/1/014001

两种类型的厄尔尼诺现象对亚洲夏季风爆发的影响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调查了在中太平洋和东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衰减阶段亚洲

夏季季风爆发的特点。在东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中，亚洲季风爆发较晚，但在中太

平洋厄尔尼诺现象中通常正常。与中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相比，东太平洋厄尔尼诺

现象对印度洋和北太平洋西部的气候施加了更大的影响。温暖的海面温度(SST)在南
印度洋北方的春天里开始上升，因此在东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中形成了一个大型的

横跨赤道的 SST梯度，这引起了印度洋风和降水的不对称模式。不对称的降水和环
流模式导致了后期季风的爆发。此外，在东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中，北太平洋西部

的异常反气旋也会导致后期季风的爆发。

摘自：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8/4/044053

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9/1/014001
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8/4/04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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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4年世界水日做准备，联合国代表，重要的专家和全球工业人才聚集到西班
牙萨拉戈萨，讨论合作伙伴关系下的能源和水资源的未来。

2014年 1月 13日，西班牙，萨拉戈萨——联合国的专家、案例研究代表、行业代
表和来自全世界的重要专家于 1月 13日到 16日相聚在西班牙萨拉戈萨，为 2014年世
界水日做准备。世界水日每年于 3月 22日由联合国水机制（UN-Water）举办，今年世
界水日的焦点是水资源和能源的关系。

在人口膨胀和需求增加的环境下，来自众多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

界银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非政府

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私有公司（如，阿苯哥公司，法国电力公司，英国石油公

司）和政府机构（如，美国国务院和欧盟）的 100多位专家讲探讨这两个核心领域的相
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性。这次会议将强调通过合作伙伴关系以应对挑战的重要性。所有的

投稿将被视为为 2014年世界水日做的准备。此事将由来自联合国大学的 Zafar Adeel 介
绍，联合国大学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是今年世界水日的主办方。

水资源和能源面临巨大的挑战，影响到两种能源的供给和需求。预计世界总人口将

从目前的七十亿 到 2050年的九十亿，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生活水平的上
升和气候变化的压力，水资源和能源的压力都很大。世界需要为 14亿没用上电的人提
供足够的电力，为 7.68亿缺水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用水。然而，会议的目的是强调水资
源和能源两者之间重要的关系。能源的产生需要使用大量的水。在 2010年，能源生产
导致世界 15%淡水量的流失。另一方面，需要能源以获得供水渠道和环境卫生。
认识到水资源和能源的相互关系和效益背反，会议意识到解决的方法是团结协作。

合作关系的益处和弊端以及责任和义务的定义、利益分配、对称性、可长期持续性、协

商和灵活性都需要关注。通过合作关系，会议打算处理好水资源和能源公共事业之间的

关系，为工业有效、有益和可持续运行创造机会，让政府和监管部门有机会考虑政策问

题以授权和整合双方的部门。

2014年联合国水资源会议专注于这样的哲学：水资源和能源团结协作，我们也一样。
通过案例研究向能源部门和水资源管理部门的决策者展示，综合方法对于水-能源问题是
可能的，并且可以得到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促进和启用能源部门和水资源部门间新

的合作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为达到这些目标，会议将分析和评估现有的合作关系经验; 为有效合作关系的成功
经验提供一个交流平台; 从现有的经验中总结经验教训；决定为水资源/能源的有效合作
关系确定途径。这为有效利用能源和水资源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途径以应对挑战，还通过

资源的生物循环提高了效率，以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摘自： www.iwawaterwiki.org

第五版 异域传真

西班牙 2014年世界水日：水与能源的合作盛会

http://www.iwawaterwik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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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全球水事快照
德国：水资源综合管理卡尔斯鲁厄 2014年会议收集论文

2014年综合水资源管理国际代表大会的论文收集呼吁已经发出。这次大会将于
2014年 11月 19-20日在德国的卡尔斯鲁厄召开。会议的重点是适宜的实践经验与管
理方法的可持续转移。从 2014年 1月中旬到 3月 31日接收投稿。详情请登录
www.iwrm-karlsruhe.com.

美国：环境保护局声明恢复受损的湿地和河流

美国环境保护局已经声明，美国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商的子公司 Chesapeake
Appalachia，将花费 650万美金以恢复 27个湿地和河流，这些河流和湿地因为未获
授权的物品填埋而遭到破坏的。该公司还必须执行一个综合计划以在西弗吉利亚州天

然气开采地遵守联邦和州的水保护法，在大多数开采地，使用的是水力抽取的方法。

Chesapeake Appalachia还将缴纳 320万美金的民事处罚金，这是违反清洁水法而征收
的最高罚金之一。

日本：东京电力计划用虹吸法抽取地下隧道里受到污染的水

拥有已瘫痪的福岛核反应堆的东京电力公司，已经公布计划将阻塞毁坏的反应堆

建筑物和地下隧道之间的水流，这些通道被怀疑与放射性物质泄漏到核电厂周围的地

下水有关。四月份开始受污染水的抽取工作。来自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和核管理

委员会的专家评估，受到来自该电厂的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水会在今年年初到达美国海

岸。

英国：高效用水研讨会

高效用水研讨会，讨论会和展览将于 2014年 2月 5-6日在英国伯明翰举行。这
次会议基于先前的英国耗水量研讨会而建立，目的在于带来更广阔的视野，探讨分配

水网络对高效用水管理的影响。这次高效用水分配研讨会将看到英国水工业和国际水

协会的一些原创理念，本次研讨会的主席是Mary Ann Dickinson，高效水联盟的 CEO
和国际水协会高效专家团的主席。一个特别的半天研讨会，探讨将新科技和创新处理

方法应用到水分配系统中，以提高操作效率和投资有效性。还有一个召开于二月五日

的半天研讨会将讨论通过创新提高有效利用率。获得更多信心，请登录:
www.watercourseevents.com.

英国：2014世界水科技投资峰会
由于 2013年的第二届世界水科技投资峰会获得重大成功，Rethink Events 宣布

2014年的峰会将于 2014年 3月 10-12日召开于英国伦敦。2014年的世界水科技投资
峰会将召集超过 200个来自国际水工业的资深高管。欲登记，请访问：
worldwater.rethinkevents.com.

葡萄牙：国际水协会 世界水大会&展览会
2014年世界水协会世界水大会&展览会将于 2014年 12月 21-26日召开于葡萄牙

里斯本。超过 5000人将来参加展示和讨论项目，探讨全世界的水资源和废水处理问
题。此次大会将在活泼的里斯本举办。正在寻找地区系统企业化、国家政策激励、平

衡私人的和公共的部门利益、资金可持续和水系统的标准的成功案例的国际领导人都

会被葡萄牙的经验所吸引。详情访问：www.iwa2014lisb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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