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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灾害专题会—概念文件

生命之水奖—2014年联合国生命之水奖颁发给

印度和新加坡

“生命之水”联合国水资源最佳实践奖

是颁发给那些国家或机构，他们致力于坚持

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管理而且对国际公认

的目标具有良好的实践经验和理解，并致力

于促进实现 2015年与水相关目标做出的国
际承诺。在日本东京联合国大学总部召开的

2014年世界水日的联合国官方典礼上 2014
年关注“水资源和能源”奖项正式颁发。该

奖的种类 1：“最好的水资源管理实务”奖
颁发给致力于研究能源和地下水综合管理政策的印度的一个项目：国际水资

源管理研究所（IWMI）—塔塔水政策项目（ITP）。该奖的种类 2：“最好
的参与、交流、意识提升和教育实践”奖颁发给新加坡的一个致力于大规模

公众参与的再生水计划。

摘自：http://www.un.org/waterforlifedecade/waterforlifeawar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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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将加剧淡水资源危机
值此世界水日之际，2014 年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WWDR）今日在东京发行。

报告认为：为了全力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世界淡水资源将承受巨大的压

力。这一报告批判性地审视了存在于能源和水这两个领域之间缺乏协调和规划的现

状，敦促全方位完善能源和水的管理和规划，以避免能源和水的供应短缺和自然资

源的进一步恶化。

水和能源是两个相互依存的部分

世界上 7亿多人的人无法获得改善了的水，25 亿人无法获取卫生的水，与此同

时 13 亿人无法用电和将近 26 亿人仍在使用固体燃料，主要是生物质，用来做饭。

报告显示，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无法获得足够水的地方与那些人无法获得用电有关，

以及这两个部门之间的联系紧密度有关。

水的收集、运输和处理需要能源，而水也被用于能源生产和化石燃料的提取。

世界上 80%电力发电厂在冷却过程中使用大量的水。从一个领域出发作出的战略选

择会对另一领域带来后果：干旱使能源短缺更加严重，而缺乏电力降低了农民灌溉

农田的能力。另外，定价政策也突出了水和能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水常常被视

为一个“自然”资源，但水价却不能反映其供应的实际成本。因此能源生产商和用

户并不鼓励节约用水。因此，在印度西印度河流域，几十年的廉价能源，以及数百

万私人矿井的挖掘和低效的灌溉技术，导致地下水开采过度。类似的情况也已经在

拉丁美洲、美国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发生，特别是也门和阿曼。

不断增长的需求

总的来说，近 15%的取水用于能源生产。但这个数字仍在增长，到 2035 年，人

口的增长，城市化，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将促使能源用水增加到 20%。到 2035 年对电

力的需求预计将增长到 70%，其中超过一半的增长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

20%的含水层遭到过度开采，水资源的减少已经对全世界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

到 2050 年，23 亿人将生活在严重缺水地区，尤其是非洲北部，亚洲中部和南部。

满足能源需求的挑战取决于水资源的消耗程度。考虑到火电厂和核电厂造成的环境

和社会影响不断加重，各国都在尽力使他们的能源来源多样化，以减少对国外供应

的依赖和减缓价格波动的影响。但是，目前所有的选项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需要大量水的生物燃料的培育，自 2000 年以来就大幅度增加。页岩气的开采在

近年来也有所增加，尤其是在美国。但是这些化石能源只能通过水力压裂来实现，

需要大量的水，对地下水污染带来了风险。目前水电能够满足世界能源需求的 16%，

而且其潜力仍然有待开发。然而，建造大坝会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社会造成负面影

响。其他替代能源也在出现。2000—2010 年间，世界各地的风能和太阳能分别增长

了 27%和 42%。虽然这些技术只需要很少的水，但它们间歇供电，而且必须结合其他

需要大量水支撑的能源。所以，尽管可再生能源有所发展，化石燃料很有可能继续

保持主导地位。国际能源机构预计至少直到 2035，化石燃料将一直占主导地位，其

次是可再生能源。

迎接能源挑战

报告强调协调水和能源的管理政策以迎接未来的挑战。这包括修改水和能源的

定价，确保水和能源能够以更准确反映其实际成本和环境影响的价格销售。考虑到

投资范围需要发展持久的替代基础设施，私人部门在补充公共开支上发挥着重大的

作用。在 2008 年，人们估计，为了能在 2015 年底实现国际达成的（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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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英国电力市场改革助力中国政策制定
作为英中两国能源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英国驻华使馆与外部专家起草了《英

国电力市场改革—差价合同与电价》的总结报告，并报送国家发改委。英国电力市

场改革是为了帮助政府实现有关电力充足供应、减碳以及确保电费支出合理性等方

面的政策目标。虽然英国电力市场一直拥有足够的容量富余来保障安全供应，但是

由于大规模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接入、大量电厂容量的关闭，以及电力市场条件未

能给予投资发电设施所必须的确定性，英国电力市场可能面临容量紧张的局面。此

外，为了在 2020年前实现 15%的可再生能源目标，英国需要确保 30%的电力来自
于可再生能源。但是，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投资低碳发电项目相比于传统电力项

目更具有风险。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电力市场改革计划引入容量市场和差价合同两

大主要机制。

容量市场通过给予可靠容量以经济支付，确保在电力供应紧张的时候市场拥有

充足的容量从而保证电力供应的安全。英国的容量市场对电力供应端和需求端资源

（例如，需求响应和储能）开放。差价合同的设计是为了给予所有的低碳电力（包

括核电、可再生能源以及碳捕捉与储存）最有效的长期支持。在差价合同下，发电

商像往常一样通过电力市场出售电力产出，然后获得电力售价与执行价之间的差别

支付。当电力市场价格高于执行价时，发电商需要返还电力售价与执行价之间的差

别，从而避免对发电商的过度支付。通过在收益方面给予投资者更大的确定性，差

价合同能够降低项目的融资成本以及政策成本。差价合同政策计划从 2014年起开
始实施，并在 2017年前与可再生能源义务并行运行。在机构设置方面，系统操作
机构（英国国家电网）承担了英国电力市场改革执行方的角色，并向政府提供有关

内容量市场和差价合同的分析。摘自：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s-electricity-market-reform-and-contract-
for-difference-system.zh

（上接第二版）千年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将需要每年花费 1030 亿美元在水，卫

生设施和污水处理的改善上。为了完成另一项在 2030 年获取宇宙能源的项目，每

年将需要花费 490 亿美元。允许水和电联合生产的系统可能是未来的关键。这项解

决方案特别是适合于干旱地区。因此，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Fujairah 和在沙特

阿拉伯的 shoaiba 的电厂提供海水淡化和能源生产的双重服务。水资源不断的被循

环利用于生产能源。它含有的有机物用于生产富含甲烷的沼气。在智利， farafana

水厂处理了圣地亚哥 50%的废水，生产了接近 2400 万立方米的沼气。10 万的居民

使用这种天然气替代能源。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燃烧污水处

理后产生的沼气。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发展这项技术。在 maresu（莱索托），300

家庭使用沼气作为做饭燃料。

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WWDR）是来自于联合国水协调机制的 31 个联合国涉

水机构和 36 个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努力的成果。它是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

世界水评估计划（WWAP）通过协作产生的。直到 2012 年，这项报告都是每三年发

布一次，综合评价了世界尺度的水资源状况。从今年开始，该报告将围绕一个主题，

在每年于该报告主题相同的世界水日那天发行。今年世界水日这天的活动在联合国

水资源组织的领导下由联合国大学（日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共同

主办。摘自：http://article.wn.com/view/2014/03/21/

http://app.streamsend.com/c/21008293/2805/7LzvOAv/enZW?redirect_to=https%3A%2F%2Fwww.gov.uk%2Fgovernment%2Fpublications%2Fuks-electricity-market-reform-and-contract-for-difference-syste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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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最新出版的水事刊物

水资源、陆地和生态系统（WLE）CGIAR研究计划. 2014.感性策略.
Colombo Sri Lanka: 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IWMI）.
水资源、陆地和生态系统（WLE）CGIAR研究计划. 21p

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IWMI）2014.湿地和人类. Colombo Sri Lanka:
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IWMI）. 32P

Kuppannan, Palanisami; Ranganathan, C. R.; Nagothu, U. S.; Kakumanu,
Krishna Reddy. 2014. 印度特定流域内气候变化和农业研究.
新德里,印度:Routledge.339p

Hoanh, Chu Thai. 2013.气候变化 ACIAR工程对湄公河三角洲土地利用的
影响：稻作系统（CLUES）的应用.2号技术报告. 堪培拉，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CIAR）.25p

McCornick, Peter; Smakhtin, Vladimir; Bharati, Luna; Johnston, Robyn;
McCartney, Matthew; Sugden, Fraser; Clement, Floriane; McIntyre, Beverly.
2013.变化应对：不确定性气候纪元下的水资源、农业和食品安全.
Colombo, Sri Lanka: 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IWMI）.36p

摘自：http://www.iwmi.cgiar.org/publications/latest/

http://www.iwmi.cgiar.org/publications/latest/


5

第五版 异域传真

全球水事快照Ⅰ
研究表明大多数大坝工程欠缺经济可行性

来自英国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的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因为规划欠佳或者造假，

大多数大坝工程带来的经济危害大于经济利益，在发展中国家，工程猛增的费用可

能削弱本已脆弱的经济。报告称，巴西的贝罗蒙特水坝建成的总花费将达到 274亿
美元，巴基斯坦由于建设塔贝拉大坝，在 1968年到 1984年间国家外债增加了 23%。
商学院的研究者在发表在《能源政策》的一篇文章，研究了建于 1937年到 2007年
间的 245座大坝。他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型水电大坝造价非常昂贵，工期
相当漫长，无法带来“盈利的，经过风险调整的回报”。弗林夫伯格教授说，这些

预测偏差有的是因为过于乐观，有的是蓄意的战略性误传，以获得资金支持。国际

水电协会的执行理事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说，他相信这个结论是错的，
“对于工程开发的预期会存有差异，如今对于大坝工程的知识和理解，都比上个世

纪先进了许多，且都是从上个世纪的工程实例中获取的研究数据。如果说没有一点

进步，那肯定是错误的。”

摘自：www.iwapublishing.com
联合国报告警告从 1980年开始灾害的数量急剧增加

联合国国际减灾署（UNISDR）发布一个报告，概述了中东和北非的自然灾害
情况，警告说全球灾害增加，中东和北非的自然灾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灾害

数量增至三倍。要注意的是“自然灾害，快速的城镇化，水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的

同时出现，给政策和计划带来严峻的挑战”。报告致力于在世界银行和它的国际伙

伴，尤其是联合国国际减灾署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之间制定一个更有战略意义的和

合作性的框架，以帮助中东和北非地区从灾害反应转变到能够积极提前进行风险管

理。

摘自：http://www.iwapublishing.com/template.cfm?name=news1969
报告规划绿色基础设施网络

欧洲环境总署（EEA）发布了一个报告，提议建立“绿色基础设施”规划，以
履行像预防洪水这样的职责。“欧洲绿色基础设施空间分析”报告规划了一个自然

和半自然空间与其他环境因素之间的网络，具备提供包括调节水流、海岸保护和水

净化等生态系统服务的良好能力。这个实验方法可以应用到不同的尺度上，实验显

示，欧洲大约 25%的土地被绿色基础设施所覆盖，凸显出有效保护和恢复的重要性。
报告作者描绘出一些可供环境恢复链接栖息地部分的走廊区域。报告还指出，

分析中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是欧洲环境总署认为此报告为鉴定环境保护和恢复

的优先区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起点。

摘自：http://www.iwapublishing.com/template.cfm?name=news1969
分析发现智能水泵的采用率在上升

弗罗斯特和沙利文的一项新分析发现，对净水和污水工业中优化能源利用、减

少水泵生命周期成本的持续关注，促发智能水泵在欧洲的使用量大幅上升。分析说，

这些水泵虽然有更高的初始成本，但是能够通过减少维护与操作费用，减少总的经

营成本。报告说，该市场在 2013年赚了 1亿 9240万美元，估计 2018年将达到 2
亿 6790万美元。此研究包含容积式和离心式智能水泵。
摘自：http://www.iwapublishing.com/template.cfm?name=news1967

http://iwapublishing.us1.list-manage.com/track/click?u=a578d2ab39eceebc7c8842973&id=b5c1dd2eed&e=257ae9bdb2
http://iwapublishing.us1.list-manage2.com/track/click?u=a578d2ab39eceebc7c8842973&id=e66afdd938&e=257ae9bdb2
http://iwapublishing.us1.list-manage2.com/track/click?u=a578d2ab39eceebc7c8842973&id=e66afdd938&e=257ae9bdb2
http://iwapublishing.us1.list-manage.com/track/click?u=a578d2ab39eceebc7c8842973&id=b57d95db3e&e=257ae9bd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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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全球水事快照Ⅱ

日本：报告强调由灾害引发事故的可能性

学术机构发布了一份标志着日本的地震和海啸三周年纪念的报告，它列出了一些

经验教训。这些教训包括：相关法律和政策应用的程度；主动整合非政府组织灾难应

对策略的好处；地方政府制定应急计划的需要等。该报告补充说，关于福岛反应堆“最

深刻”的一课，是需要注意因自然灾害引发的核、工业和技术事故的可能性。

荷兰：开始关于气候变化下洪水防御升级工作

荷兰正在提升他们的计划以确保堤坝网络能够在未来频繁发生的气候变化情况

下继续保护土地。政府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提出下个世纪战略。

意大利：律师调查罗马的水中高含量的砷

罗马意大利州检察官办公室将开始对该国首都北部地区的高含量砷展开调查。不

同的消费群体将城市行政管理院告上法院，由于他们没有及时向罗马民众通报这一问

题的严重性。去年年底，该市告知居民直到 2014 年 12 月，不要饮用自来水，因为水

中砷含量被发现超过了欧盟 10 微克每升的限制标准。

美国：Wanapum 大坝裂缝的自身修补

华盛顿州的 Wanapum 大坝溢洪道闸墩出现了 65 英尺（19.8 米）长的裂缝，由于

迅速采取行动，将水库水位减少了约 9米，现在据说已经完成自身修补。完整的调查

显示，目前溢洪道稳定，裂缝已经愈合。

美国：加利福尼亚寻求建立紧急水坝以控制三角洲盐碱化

加利福尼亚水资源部门正在萨克拉门托-圣华金三角洲地区的三个水渠上修建临

时水坝以控制干旱的影响：三角洲盐碱化。流入河流三角洲的淡水资源比往常少，这

使旧金山湾开始受到海水入侵。两个由巨大的岩石建成的耗费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水

坝，将减少从萨克拉门托河的淡水流出，从而将水引入下游供水的取水点。在圣华金

河保留的水坝，会减少盐分渗入中央三角洲。

中国：教授警告说火山喷发可能引发干旱

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的一位名誉教授在中国新闻报道中警告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最近的干燥天气可能是最近印度尼西亚火山喷发的结果，这也可能导致华南地区严重

干旱。他说，该地区的水蒸气被引向两座火山的方向，其作用可能影响到华南地区。

中国：委员会绘制长江发展蓝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RDC）一直以来负责绘制长江发展蓝图以探究如何开发

利用长江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这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环境保护将是一个关键

主题，措施还将包括减少污水排放和提高污水处理水平。将对产业转移和流域饮用水

源和湿地的保护措施加强指导。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省、安徽省、湖北省和湖南省在内

的城市将直接受到影响。摘自：www.iwapublish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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