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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放射性水“冰塞”计划失败 

 
日本已废福岛核电厂的经营者承认，制造冰冻的塞子塞住隧道以防止水流进二号反

应堆受污染的努力失败了。 

自六月初，东京电力公司的工程师已经将 400 吨冰块和干冰注入隧道，以把通道的

一段冻成固体。 

隧道原本用来连接电缆到反应堆汽轮机房，将其中的水流冻住或许可以将高放射性

水抽出处理。 

东京电力公司表示会用水泥和其它密封材料试验，以阻止水在隧道中流动，并且安

装一个过滤器以减缓水流速度。 

日本核监管委员会的官员和其他原子能专家对该方案是否有效提出了质疑。 

摘自：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japan/11045921/Fukushima-radioactive-water-ice-pl

ug-plan-fai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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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2030 年或将成为气候变化各国责任分担的分水岭 
谈及气候变化，哪些国家是最大的罪人？谁应该为迄今为止最大的变暖负

责，哪些国家在未来又将导致最大影响？一项针对短暂性温室气体和气溶胶以及

土地利用的变化产生的影响所做的综合研究证实，美国和欧盟应该为迄今发生的

气候变化负最大的责任。然而，发展中国家正在快速赶上——研究预计在 2030
年之前，发展中国家将比发达国家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中国将在本世纪后期成

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 
如果人们希望公平地分担减轻和适应策略的成本的话，厘清谁应该为气候变

化负责很重要。但是计算每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气候变化的贡献量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以前的计算包含温室气体和含硫酸气溶胶的影响，但是始终没有研究

考虑了全波段的短暂性气体和气溶胶、臭氧前体和土地利用的变化。 
现在，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丹尼尔·沃德（Daniel Ward）和娜塔莉·马霍

瓦尔德（Natalie Mahowald）开发出了目前最全面的气候变化责任国排名方法。为

此他们计算了长期和短期温室气体以及气候溶胶全波段光谱的强迫辐射，和土地

利用率变化引起的反照率变化。他们利用一个简单的气候模型计算出从 1850 年

到现在每个国家应该为几成温度变化负责。他们还使用了两个不同的排放情景去

评估到 2100 年每个国家会带来几成温度变化。 
正如所预测的，美国和欧盟是目前全球变暖的最大罪人。但是新的辐射强迫

媒介的加入导致了巨大变化。沃德和马霍瓦尔德的计算揭示，发达国家应该为到

2010 年 58%的气温变化负责，而不是他们先前归结的 52%。 
下表为全球累计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cCO2-eq：以一百年为时间段测量的全球变暖潜力）（den Elzen 等人，2013）；

 ΔTs 代表 1850—2010 年列表中各国和地区的贡献量 

Annex 1 Non-Annex 1 

Region %cCO2-eq %ΔTs Region %cCO2-eq %ΔTs 
美国 18.6 23.1 中国 11.6 9.6 
欧盟 17.1 17.4  印度 4.1 6.0 
俄国 7.2 6.7 印度尼西亚 4.8 3.1 
日本 2.8 3.5 巴西 3.9 3.7 
加拿大 1.9 3.0 其他(亚洲) 7.8 6.7 
其他 4.3 4.1 非洲 7.1 4.7 
— — — 中东 3.0 2.6 
— — — 其他 (非亚洲) 5.9 5.7 
总计 51.9 57.8 总计 48.1 42.2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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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报告警示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影响 
亚洲开发银行一项新的报告警示称，如果继续延续化石燃料密集型的发展道

路，则到本世纪末，气候变化每年将导致南亚经济削减 9%。 
该报告警告称，如果将洪水、干旱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破坏包括在内，则人

类和金融损失可能会更高。报告预测，到 2050 年，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

代夫、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经济的年度 GDP 将平均损失 1.8%，并将在 2100 年上

升到 8.8%。该预测的前提为假定全球气温将上升 4.6ºC。 
报告发现，马尔代夫和尼泊尔所受冲击将最为严重，经济损失将分别达到 12.6%

和 9.9%。地势低洼的孟加拉国经济损失将达到 9%，印度的农业也将承受相当大的

风险。不丹面临的风险包括冰川融化和其他与气候有关的极端事件，将削减其 GDP
的 6%。斯里兰卡将面临着沿海和农业资源的普遍退化，经济损失超过其年度 GDP
的 6%。报告得出结论：如果全球温度上升不超过 2ºC，则到 2100 年南亚经济仅会

下降 2.5%。 
摘自：@Water21magazine 
 
（上接第二版）“在现在的大气中短时气体和气溶胶贡献了三分之一的辐射强

迫，既有正辐射强迫也有负辐射强迫，”沃德表示，“在我们的计算中发现，考虑

了气溶胶的影响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所应负的责任比重升高了，而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应负的责任比重降低。这是由于气溶胶的排放掩盖了一同排

放的温室气体的升温效应，这在目前是主要的气溶胶排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表现更

为明显。” 

所以，沃德和马霍瓦尔德表示，即使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赶上了

发达国家，由于气溶胶的冷却影响的存在，意味着至少还在十五年后发展中国家才

会变为气候变化最大的贡献者。 

“我们预测 2030 年将成为分界点，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将成为最

大的贡献者，”沃德说。它们的研究发表在《环境研究通讯》（ERL）。 

不无论用什么方法组合切分，该研究都表明美国、欧盟、中国和印度将贡献截

至 2100 年全球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的一半的量。“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应该为气候

变化负重要责任，这一说法之前也曾提及，它或将使得一小部分国家凑在一起达成

协议，从而跨越目前的僵局，”沃德说。 

摘自：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5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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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资讯万花筒 

世界水科技北美峰会，加拿大，多伦多，2014 年 11 月 12—14 日 

 
第二届每年一度的世界水科技北美峰会是世界水科技系列大事的第五件，汇

聚了水价值链各个部分的关键利益相关者。该会议由 Rethink Events 和 WaterTAP 

Ontario 举办，为国际水科技圈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交流平台。在为期两天的全

体大会上，代表们将听到有关以下议题的发言：推动改变：全球水资源和环境领

袖如何制定鼓励和激励新科技的应用的管理框架；异想天开？：可盈利、可持续、

能源平衡的和成功的自来水公司；征服水与能源的纽带关系：案例研究展示具有

能源正回报的水项目和具有水资源正回报的能源项目；非常规石油的非常规创

新：趋向于零排放的蒸汽辅助重力泄油操作，为水力压裂的水挑战寻找解决方法；

“是的，请到我的后院来”：分散化废水处理的机会；寻找矿业水管理的最佳实

践：克服矿业中水的使用、处理、循环和处理中的挑战。欲注册，请访问

www.watertechtoronto.rethinkevents.com。在 8 月 31 日之前注册，可以获得八折优

惠。 

 
 
欧洲公共事业周和智能水计划，荷兰，阿姆斯特丹，2014 年 11 月 4—6 日 

 
为期三天的智能公共事业周吸引了逾 350 个方案提供商呈现新颖的项目和解

决办法，并推出崭新的活动计划。该活动计划包含一个案例研究计划，将讨论技

术议题、项目和创新；还包含一个会议计划，召开会议、峰会等聚焦智能城市发

展和大数据挑战。由国际水协会（IWA）发起的智能水追踪计划将进一步加强水

在该系列活动中的受关注程度，日程中关键的话题包括：为水所用的能源，家庭

用水的优化，大数据，智能水表和智能电网。早期优惠注册的截止日期是 9 月 5

日。详情请访问： 

www.european-utility-week.com 或 www.european-utility-week.com/smart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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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联合国水道公约生效 

 

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淡水框架公约，旨在改善水安全，解决冲突，促进跨界

合作。 

2014 年 8 月 18 日，联合国大会批准的第一个全球淡水公约和世界上唯一的全

球跨界合作公约——《联合国水道公约》正式生效。 

联合国秘书长水与卫生顾问委员会主席乌希•埃德（Uschi Eid）女士说： “我

们的顾问委员会一直在推动公约的实施，因为有效的跨界水管理能够促进和平，推

动合作，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本要素。”乌希•埃德女士称：“是时候批准它

了，因为我们即将进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定义的国际合作新纪元，我很欣慰公约

现在生效。” 

目前，全球共有 276 个跨界淡水湖泊与河流流域，其中只有 40%具有跨界协议。

在这些跨界协议中，80%为双边协议，尽管协议水道可能也涉及其他国家。该公约

将针对所有拥有国际河流和跨界水资源的国家制定一套统一的标准，以确保全球跨

界水资源更加切实的管理。这些标准包括定义各国应讨论的共同水域的相关事项，

推进跨界合作过程，并确保政府对本国和本地区负责。 

“我们发现，在没有开展国家间跨界水管理合作的地区，我们无法实现与公约

实施地区相同的保护水平，”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淡水项目主任李立峰说。“对

于自然和野生动物而言，不存在国界，一些生物多样性最为关键的地区都与国际河

流与湖泊密切相关。《联合国水道公约》在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中将

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公约起草和修订的几十年中，国际组织——尤其是那些自然保护组织，提高

了人们对《联合国水道公约》的认识，增进对公约的了解，并推动了公约的实施。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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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京都世界水奖公开招募候选人 
世界水理事会和日本水论坛邀请自发展中国家的草根组织为第四次京都世界水

奖推荐候选人。 

这一尊贵奖项旨在发现和推动全世界涉水的优秀基层活动，可包括涉水项目、宣

传活动及提高参与度的活动等，如供水与卫生、与水相关的疾病、灌溉、排水、水坝、

河湖流域、湿地、地下水、贫困，性别和/或民族平等、能力建设、社区参与、减贫

等。 

甄选过程将重点关注开展过创新性与可推广性草根活动的组织，以起到典型示范

的作用。申请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9 月 30 号。 

水奖将在韩国大邱-庆北第七届世界水论坛期间（2015 年 4 月 12—17 日）颁发

奖金 2000,000 日元（约合 20000 美元）。 

京都世界水奖由京都市在 2003 年第三届世界水论坛期间发起，此后在每三年一

次的世界水论坛期间颁发。 

第四届京都世界水奖由日本水论坛和世界水理事会合作组织。 

下载指南和申请表格，请登录世界水理事会网站：

worldwatercouncil.org/water-prizes/Kyoto  

 

（上接第五版）2014 年 5 月，越南成为第 35 个批准并实施公约的国家，还有其他一

些国家也即将加入。 
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和大型水电工程的兴起，为跨界水域的公平和可持续管理制定

全面而有效的安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公约生效将大大促进全球乃至地方层面所急需的跨界水合作，”邓迪大学水资

源法律、政策与科学中心阿里斯戴尔•里尤•克拉克（Alistair Rieu-Clarke）博士说。 
国际绿十字生命之水与和平计划主任玛丽•劳尔（Marie-Laure）强调了公约的重要性，

称“《联合国水道公约》不仅会加强全球最大和最著名水道的管理，还可以使一个国

家领土内所有的跨界流域从中受益，为我们所知的那些将被进一步开发利用和发展的

水道提供统一的法律保障。” 
“这仅仅是个开始。尽管我们迫切想要开始下一阶段的规划实施，但仍然鼓励更

多其他国家加入《联合国水道公约》，以展示国际社会对公平和联合管理淡水资源的

重要性的支持与认可，”威尔坎布拉（Vercambre）补充说。 
更多关于《联合国水道公约》的信息，请登录：http://wwf.panda.org/unw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