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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灾害专题会—概念文件 

 

水价：如何给我们最难衡量的资源定价 
未来几十年，水资源短缺将影响越来越多人。

由于制造业、发电和居民生活用水日益增长，预计

到 2050 年，全球用水需求将增长 55%。 

水资源短缺也将在未来给大大小小的企业带

来重大挑战。也许过去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但现

在，各国企业领导者都在考虑水危机可能对企业运

营带来的影响。大约 2500 年前，希腊的哲学家柏

拉图曾说过“只有稀有的才是珍贵的，在所有东西

中，水是最珍贵的，同时也是最便宜的”。在 1779

年，亚当史密斯提出关于价值和效用的著名悖论，

将钻石与水比较，钻石有价却无用，水有用却毫无

价值。但在过去几十年，现实发生了变化。 

目前，我们缺乏必要的措施应对水资源短缺问

题，除了发展现有的措施还应该研发新的方法。在

斯德哥尔摩 Water Front 论坛上，我们研究了两种应对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方法，其一就是

调整水价。为解决增长的水资源需求、提升水的生产力，调高水价成为必要的手段。 

斯德哥尔摩国际水资源研究所（SIWI）的 Jens Berggren 先生现场描述了如何给水资

源这种最难衡量的资源定价，展示了调整水价的复杂性，但这个问题无法回避。无论是

Water Front 或是 SIWI 都将持续关注水价调整问题。 

摘自：http://www.siwi.org/publication/stockholm-water-front-no-4-2013/  

 

 联合国水机制会议提出：水资源和能源部门相互合作保证未来需

求； 

 气候变化：土壤怎样存储 CO2； 

 发达国家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外包”给新兴经济体； 

 世界经济论坛风险报告将水问题放到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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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联合国水机制会议提出：水资源和能源部门相互合作保

证未来需求 

每年的 3 月 22 日是世界水日，今年的主题定为“水和能源”。为准备这项活动，

水和能源领域的 9 个联合国机构、120 余名专家、国际公司代表、政府及非政府组

织于 1 月 13 日-16 日在西班牙萨拉戈萨举行会议，讨论如何解决水和能源领域面对

的挑战、相互关系及联合解决方案等问题，以确保更有效、持续地供应水和能源。 

到 2050 年，水资源需求可能超过每年可用资源的 44%，而能源需求可能增长

50%。全球面临一个真实的挑战：没有能源就没有水，同样没有水就没有能源。我

们在制定能源政策时无法避开发电、电站冷却需用水资源的事实。同时，我们必须

重新考虑水资源相关政策中没有计算抽水、净化、运输、污水处理等过程中所需能

源量的问题。在讨论中，水务公司的代表强调“没有能源，水资源管理寸步难行”。

水很有重量，运输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能源，但这些能源相当昂贵。对一个水务公

司而言，其 30%的运营费用于水资源管理中的能源消耗。很明显，水资源短缺与能

源短缺紧密相连，所以新的社会政策应同时考虑水和能源两方面的问题。 

应对这些挑战需要用整合的方法。与会代表强调：“因为水和能源紧密相连，

节约水就是节约能源，反之亦然”。代表纷纷表示，在此基础上创建可持续发展的

未来，每个人都应发挥作用。将多种新技术用于电站冷却过程，或使用可再生能源，

确保满足水资源管理的需求，都可以减缓水和能源间的矛盾。这些方法的发展和实

施，需要各方的关注，协调水和能源两个领域及其他重要领域的公共政策。虽然现

阶段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未来的路还很长。水和能源部门仍分开工作，但他们有越

来越多的共识，用整合的方法相互合作使水和能源的联结成为现实。 

水和能源部门之间的不对称似乎阻碍了有效、公平伙伴关系的创立。另外，两

个领域专家所用的术语和概念也存在很大区别，使交流和相互理解变得困难。建立

伙伴关系需要时间。“建立伙伴关系是一场马拉松，而非一场短跑”，支持国际“生

命之水”2005-2015 活动的联合国办事处主任 Josefina Maestu 说道，“现今的世界，

合作和伙伴关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能忽略。”与会代表分享和学习了不同的伙

伴关系机制，如法国电力公司（EDF）与欧盟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间签署的协议，

确保工业发展能促进其生产过程（下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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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气候变化：土壤怎样存储 CO2？ 

全球二氧化碳(CO2)排放量继续增加，仅

2012年，就有 357亿吨此种温室气体进入到

大气层中。其中一些被海洋、植物和土壤吸

收。因此，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碳储存库，

阻止二氧化碳的释放。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

有机碳储存在土壤中的方式。从根本上说，

碳只能与特定的土壤结构相结合。这意味着

土壤吸收 CO2 的能力需要重新评估，纳入到

当今的气候模型中。以前的研究已经证实碳

可以与矿物微粒结合。这项最新的研究发表在《自然通讯》上，慕尼黑技术大学 (TUM)

和亥姆霍兹慕尼黑中心（the Helmholtz Zentrum München）的研究人员表明，矿

物的表面和它们的大小同样重要。“碳与只有一毫米的千分之几大小的矿物质结合，

并几乎完全累积在粗糙面和斜面上”，慕尼黑技术大学土壤科学的主席 Ingrid 

Kögel-Knabner教授解释说。 

 

微生物在封存碳方面的作用 

据推测，粗糙的矿物质表面为微生物提供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栖息地。这些表

面转变了碳并辅助碳与矿物质的结合。“我们发现土壤中真正具有高比例含碳量的

热点”，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 Cordula Vogel 讲到，“新的碳会与具有较高碳含量

的表面相结合。”然而，只有 20%的矿物质表面发现了碳热点。人们以前认为碳在

土壤中是均匀分布的。“由于我们的研究，现在我们可以精确指出哪些是对封存 CO2

有利的土壤，”Kögel-Knabner表示，“下一步要把这些发现纳入碳循环模型中。” 

 

质谱仪有助于可视化分子 

团队使用的样本材料是黄土，在世界各地均能发现的肥沃的农业土壤中—这使

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碳储存场。研究人员可以使用 NanoSIMS 质谱仪进行极其精

确的测量，可以查看和比较最微小的土壤结构。 

摘自：https://www.tum.de/en/about-tum/news/press-releases/short/article/31275/

https://www.tum.de/en/about-tum/news/press-releases/short/article/3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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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发达国家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外包”给新兴经济体 

据一项联合国报告草案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正将碳污染越来越多地外包给

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排放量外包指的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制造智能手机等电子

设备、廉价衣物和其它物品，却在美国和欧洲消费。本报获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的最新报告草案，报告称，与过去的三十年相比，21 世纪的头十年内 CO2和

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使全球变暖的速度升高一倍。草案补充道，大部分的燃煤用在

了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工厂，为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生产商品。 

该报告草案称，自 2000年以来，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中的年 CO2排放量已经

翻了一番，达到每年约 140 亿吨，但每年约有 20 亿吨的排放量是生产出口商品所

致。报告发现，其他进行出口贸易的新兴经济体的排放情况与中国类似。报告声称，

“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高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化石燃料燃烧导致 CO2 排放

量越来越多的是用于商品生产和服务出口。”其它出口量较小的中等收入国家，排

放量缓慢上升。然而，对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自 1990 年以来排放量一直保持

不变。现在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比美国和欧洲工业产生更多的碳污染。报告草案

中提到：“全球越来越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由于在一国生产，他国消费而产生。”

中国、印度和巴西的新贵对飞机和私家车出行需求的增加等进一步推动了气候变

化。但是他们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仍低于美国和欧洲—中国和印度在气候谈判中

总是会援引这一差距来转移削减排放量的压力。 

此外，中国和那些新兴经济体排放的碳污染中，有越来越高的比例是为了向美

国和欧洲生产出口商品所致。由于存在排放量的外包，基于国家层面计算全球排放

量的传统方法因此失效。分析师们声称，这种计算方法已不再精确。“如果我们只

是通过国家的存量来了解排放趋势，那就看不到影响的全貌”，世界资源研究所的

温室气体核算专家 Cynthia Cummis 说，“我们需要了解所有买卖的商品和服务的

完整生命周期。” 

对于在一国生产，在他国消费的商品其排放量到底算在哪一国，争论越来越多。

“进口这些商品的消费者对于并非在我国生产的货物也具有责任，”Cummis 说。该

草案旨在向决策者提供总结性报告，共 29 页，于 12 月 17 日发布。报告指出，避

免危险的气候变化机遇严峻，特别是如果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被推迟到 2030 年

以后。该报告说，从工业时代来临开始，温度已经上升了 0.8摄氏度。报告说，除

非有大幅度削减排放量—到2050年排放量达到当前水平的70%—或可再生能源增长

近三倍，政府可能不得不日益依赖从空气中吸入二氧化碳，避免危险的变暖的实验

性技术。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55997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55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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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世界经济论坛风险报告将水问题放到首位 

世界经济论坛 2014 年全球风险报告将水危机列作全球十大最高风险问题的第

三位。 

报告还将极端天气事件定为全球范围内最可能引起系统性冲击的全球风险，仅

次于收入差距。 

就潜在影响最大的全球风险而言，财政危机位列第一，其次是气候变化和水资

源危机。 

报告指出，未来五到十年影响到全球稳定性的四个主要威胁中，一个是应对全

球挑战的进展缓慢，而全球政府机构的持续僵局导致未能充分应对环境与发展变

化。 

报告指出，随着国际金融系统，供应链、卫生、能源，互联网和环境变得更为

复杂并且相互依存，它们的强健程度决定了它们是成为全球稳定的后盾还是加剧系

列冲击的放大器。 

报告指出：“被认为具有高影响力和高可能性的风险主要存在于自然环境和经

济：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更大机率，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失败，水危机，严

重的收入差距，主要经济体的结构性高失业率、就业不足和财政危机。” 

报告指出协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行动是必要的，通过行动，企业，政府和公民

社会能提高处理风险的能力，例如彼此开放交流以建立信任，系统地学习别人的经

验，并设法激励长期的思考等。 

摘自：http://www.iwapublishing.com/template.cfm?name=news1874 

 

（上接第二版）最后，与会代表得出结论，现在还没

有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我们在考虑水和能源关系

时，很大程度上要加入当地情况和地方一级的伙伴关系。

地方背景知识对解决问题至关重要，很可能成为取得成功

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次会议的结论将成为今年世界水日发

布的关键信息的基础。 

 

 

 

摘自：

http://www.un.org/spanish/waterforlifedecade/pdf/16_01_2014_press_release_closing_sp

a.pdf 

 

http://iwapublishing.us1.list-manage.com/track/click?u=a578d2ab39eceebc7c8842973&id=34cd74efcf&e=257ae9bdb2
http://www.un.org/spanish/waterforlifedecade/pdf/16_01_2014_press_release_closing_spa.pdf
http://www.un.org/spanish/waterforlifedecade/pdf/16_01_2014_press_release_closing_sp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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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全球水事快照 

中国：绿色改革得到亚行支持 

亚行行长 Takehiko Nakao 在 1 月上旬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访问期间，

他表达了对我国绿色愿景的期待，并向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保证亚行会对绿色改革给

予大力支持，以全力解决中国的环境和贫穷问题。Nakao 先生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副主任解振华签署了一份有关气候变化的谅解备忘录，并与环保部部长周生贤签署

另一份谅解备忘录，以推动绿化和可持续增长的实行。除了其他援助，未来五年亚行

还将对中国的环境保护给予帮助，包括控制空气、水土壤污染，湿地、河流、森林的

可持续管理，防治土壤流失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美国：研究人员开始分析气候变化对主要流域的影响 

来自华盛顿大学的环境工程师最近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旨在分析气候变化对哥

伦比亚河流域的径流影响。该项目将分析冰川可能变化范围，并预测河流流经的数百

个地方的流量变化，用于指导制定流域内的长期决策。 

 

欧洲：研究显示本世纪末干旱情况将加剧 

欧盟联合委员会的气候模型研究显示，本世纪末干旱将成为欧洲严重的环境问

题。了解详情，请点击：http://www.iwapublishing.com/template.cfm?name=news1863 

 

英国：牛津大学引领干旱和缺水项目的研究 

牛津大学引领一项 200 万英镑（330 万美元）的研究，旨在提出新的想法以减少

干旱和水资源短缺对国内造成的影响。了解详情，请点击：

http://www.iwapublishing.com/template.cfm?name=news1868 

http://www.iwapublishing.com/template.cfm?name=news1863
http://iwapublishing.us1.list-manage1.com/track/click?u=a578d2ab39eceebc7c8842973&id=91ec24335f&e=257ae9bdb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