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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改变之创意大奖 

 
2015 年标志着联合国建成 70 周年,对全世界来讲意义非凡。今年九月各成员国将齐

聚纽约总部共共襄盛举，研究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将积极贡献自身的力量，通过传播变革与创新的

伟大力量，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为人民谋福祉。 
助力新兴企业 
2015 年 4 月 14 日，UNECE 将首次在日内瓦的万国宫举办新兴企业的推广活动。该

活动将展示创新性的企业才干如何助力应对当今的社会和环境挑战。该活动将在 UNECE 
2015 年年会期间（4 月 14-16 日，日内瓦）举办，年会是政府间高端聚会，56 个成员国

的代表将齐聚一堂，谋划欧洲地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如果您有好的想法或创意，请在 2015 年 2 月 28 日之前发送与我们！ 
创意可以涵盖产品、科技、社会创新和崭新的做事方式！ 

 鲁苏莫(Rusumo Falls)瀑布实现区域合作； 
 为避免气候变化世界多数化石能源储藏不能再开发； 
 泛欧洲的干旱风险图：量化干旱指数和干旱影响记录之间的联系； 
 联合国水机制 新资讯； 
 全球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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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鲁苏莫瀑布（Rusumo Falls）实现区域合作 
在尼罗河流域倡议的专家指导下，一个宏大的跨国水电计划可能将满足非洲

迫切的电力需求。 
谈到鲁苏莫瀑布水电项目（RRFP），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该地区就被认定

为水力发电的潜在区域。虽然涉及的三个伙伴国家（布隆迪、卢旺达和坦桑尼亚）

曾有过讨论，进行过一系列的可行性研究，并与不同阶段的发展伙伴进行过谈判，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急需的项目没有得以实施。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缺乏来自伙伴国家的承诺； 
（2）缺乏投资资金； 
（3）内战； 
（4）缺乏协调项目的联合机构。 
而现在，鲁苏莫瀑布水电项目（RRFP）的电厂及相关输电线路将于 2015 年

第一季度动工，并预计在 2018 年 12 月第一台机组投入运行。该项目资金总额 4.7
亿美元，其中 3.4 亿美元由世界银行提供，用以建设发电设施，其余 1.3 亿美元

由非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发展伙伴提供，用以建设相关的输电线路。 
一旦投入使用，该项目将为布隆迪、卢旺达和坦桑尼亚三国的国家电网共计

带来成本相对较低的 80MW 电量，三个国家将分别获得 26.6MW 的电量。增加的

电量将使约 1.2 亿人受益，三个国家电力覆盖率均将有所增加：布隆迪 5.4%，卢

旺达 4%，坦桑尼亚 0.34%。 
径流式开发 
15 米高、40 米宽的鲁苏莫瀑布位于卢旺达和坦桑尼亚边界的卡盖拉（Kagera）

河上。瀑布下游的一系列急流使得接下来的 800 米河流上又出现了 6 米的落差。

卡盖拉河流域为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四国共享，是尼罗河 远的

源水，也是世界面积第二大的淡水湖——维多利亚湖（Victoria） 大的支流。 
鲁苏莫瀑布水电被设计为径流式电站，正常运行水位为海拔 1320m。 
项目设计中包括了发电站到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电网的输电线路建设。

其中包括一条从发电厂到布隆迪基特加（Gitega）变电站的 220KV 单回线路，总

长 161 公里，一条通往卢旺达尚戈（Shango）的双回线路，长 119 公里，以及一

条通往坦桑尼亚尼亚卡纳基(Nyakanazi)的双回线路，长 98.2 公里。 
这些线路将在该地区形成一个“骨干线路系统”，连接起大湖地区，实现与

刚果（金）东部地区和其他东非共同体国家的电力交换，日后还将与南非联合电

力系统进行连接。这将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电力贸易，同时提高区域供电的可靠性。

该项目将有利于区域与政治合作，促进区域一体化。通过共享设施、制定共

同的水与能源政策，该项目还将促进尼罗河赤道湖国家之间的贸易、和平与稳定。

摘自： 
http://www.waterpowermagazine.com/features/featureregional-co-operation-reign

s-at-rusumo-falls-448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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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为避免气候变化世界多数化石能源储藏不能再开发 
新的研究首先鉴定哪些储藏一定不可以被燃烧，以便能将全球气温的提升控制在 2℃

之内，这其中包括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 90%煤炭以及几乎加拿大所有的焦油砂。 
根据首个鉴定哪些现存储量不能被燃烧的分析研究，中东的大量原油，美国、澳大利

亚和中国的煤炭和很多其他化石能源储存必须被留在地下以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 
这项新的研究揭示了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给依赖于化石燃料财富的国家及主要公司带来

的深刻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研究显示，如果要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世界各国公认的

2 摄氏度，那么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已知并可开采的煤、原油和天然气，包括大多数加拿大

焦油砂，所有的北极圈原油和天然气以及更有潜力的页岩气，都不能开采。现今，世界正

朝着灾难性的 5 摄氏度上升前进，达成全球气候协议的截止日期，即 12 月在巴黎召开的联

合国首脑峰会，已经到来。 
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与将温度上升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可以继续开采的化石能源相比，

现今全球可开采的储量是其三倍之多。而在未来，将有超过 10 倍的化石燃料资源可被开采。

但是 新的研究首次揭示了哪些国家的哪些燃料必须被放弃。此研究同时显示，捕捉和埋

藏碳排放的科技虽然一些人奉为继续在电厂中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解决办法，却出乎意料

地对诸如煤、原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不能再利用量影响甚微。 

 
 
 
  
(下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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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上接第三版) 如果世界各国继续坚持其抗御气候变化的誓言，那么分析发现，作为污

染 大的化石能源，煤的前景是 惨淡的。在全球范围内，82%的现今储量需要留在地下。

如美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主要的煤生产国家，为了实现 2℃诺言，超过 90%的煤储量

不能被开采。中国与印度都大量使用煤，并且用量在持续增长；而在这两个国家中，有 66%
的储量是不能再利用的。 

虽然天然气的前景更好，但研究仍然表明，50%的世界储量不能再利用。但这其中有

明显的区域差异，中东和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巨头必须将大量能源留在地下，而美国与欧

洲可以开采其 90%或更多的储量以代替煤作为当地大城市的能源供给。研究表明，通过水

力压裂获取一定的页岩气与 2℃目标并不冲突，但是由于目前美国的页岩气开发占据了市

场主导，那么中国、印度、非洲和中东 80%的页岩气储量就不能再利用。 

原油在不可再利用的化石原料中占有的比例 小，大约三成原油是不能再利用的。但

是中东仍然需要将 2600 万桶原油留在地下，相当于沙特阿拉伯所有的原油储量。对于加拿

大焦油砂的开采，研究结论则非常直接，如果要满足 2℃方案要求，2020 年之后，其产量

将是微不足道的。研究同时也发现，在北极钻孔得到油与天然气的方案都属于气候不友好

的方案。这个研究同时也特别反驳了政府寻求国家化石燃料开采 大化，同时承诺将全球

变暖控制在 2℃之内的做法，比如英国。艾肯斯表示如果政府批准了新的化石燃料生产，

那么应该问问他们，其他哪些地方的资源就不应该被开采了。 

根据柏林墨卡托全球共享与气候变化研究协会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家迈克尔·雅可比

（Michael Jakob）的说法，如果在 12 月份，可以签署一个全球协议以使绝大多数化石能源

得以留在地下，那么补偿损失者便成为问题的关键。他说道：“如果你真心希望保证发展

中国家将煤留在地下，你就必须提供一些别的东西；比如沙特，如果他们没有因为有所失

此而有所得的话，我不认为沙特会将原油留在地下。”他建议可以通过包括 CCS 的绿色科

技以及财政补偿等等。 
摘自： 
http://environmentalresearchweb.org/cws/article/news/59792 
 

泛欧洲的干旱风险图：量化干旱指数和干旱影响记录之间的联系 
欧洲的干旱灾害对跨区域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层面造成诸多影响，这些领域包括农业，

能源生产，公共水源供给和水质。尽管这一自然灾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泛欧洲干旱

影响的观测还没有与 重要的气象驱动进行定量关联，以便在欧洲大陆大尺度绘制干旱风

险图。此项目定量评估了干旱影响发生的可能性；四个欧洲大区域内，将此可能性作为标

准降雨蒸腾指数的函数，并使用逻辑回归方法。得到的模型可以在特定指标等级下对干旱

影响出现的特定因素的可能性进行量化。对于 严重的干旱情况，此图显示了欧洲沿海地

区中的“水质”，西地中海欧洲地区中的“农业及畜牧业”以及欧洲沿海地区的“能源及

工业”这三者被影响的风险 高。仅有（干旱）对“公共水源供给”产生的影响结果得到

了整体低风险估计。这一工作显示，对欧洲北部与东南部的建模与制图需要更多关于影响

情况的数据库。这些图可能变成干旱风险管理的基本组成部分，以便在大尺度上培养对这

一灾害的抵抗力。 
摘自: http://iopscience.iop.org/1748-9326/10/1/01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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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联合国水机制 新资讯 
2015 年联合国水机制萨拉戈萨年度国际会议 
水与可持续发展：从愿景到行动 
针对 2015 年联合国水机制萨拉戈萨年度国际会议以及 2014 年世界水日的筹备，联合国水

机制宣传与沟通十年计划（UNW-DPAC）出版了一系列信息简报，介绍当前与水相关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下不同次主题的实施情况。 
 
水与可持续发展信息简报 
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是人类福祉的基础。只有管理得当时，水资源才可以再生。智能水

管理是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如果得到有效管理，水资源将为增强社会、经济和

环境系统的弹性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以面对快速且不可预测的变化。这则信息简报介绍

了水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改善水质和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实施情况信息简报 
水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资源。地球上的淡水是有限的，其质量长期以来受到威胁。保护

淡水的水质对饮用水供应、粮食生产和娱乐用水至关重要。水质会受感染剂、有毒物质和

辐射的影响。此信息简报介绍了水质的重要性，以及当前关于落实水质和保护生态系统服

务的承诺、挑战和工具。 
 
水、卫生与清洁（WASH）落实情况信息简报 
缺乏安全的水、卫生与清洁是世界上 紧迫的问题之一。与水相关的改进措施对于以可持

续的方式实现发展目标、降低儿童死亡率和改善健康至关重要。2014 年 7 月，联合国开放

工作组（OWG）提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SDG）——确保所有人水与卫生服务的获

得与可持续管理。这则信息简报介绍了当前水、卫生与清洁（WASH）有关落实承诺的进

展、挑战和工具。 
 
水与卫生风险管理落实情况信息简报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学会了与自然灾害风险共处。当今的气候变化意味着我们生活

的世界风险进一步加剧。此外，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也可能产生社会经济

危机。我们可以制定有关方案来管理不断增加的风险，从而帮助自然灾害受冲击 大的贫

困和弱势群体。我们需要新的策略，并提高变化的消化能力。这则信息简报介绍了水资源

风险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当前水和卫生风险管理有关落实承诺的进展、挑战和工具。 
 
水资源管理落实情况信息简报 
淡水是所有发展工作的核心。然而，无论是由于城市化、过度消费、投资不足和能力匮乏、

管理不善和浪费，还是由于农业、能源和粮食生产的需求，淡水处处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

力。人们普遍认为，地球上的淡水足够 70 亿人使用，但水资源分布不均且存在浪费、污染

和不可持续的管理。这则信息简报介绍了当前水资源管理有关落实的承诺、挑战和工具。 
摘自: 
http://www.un.org/waterforlifedecade/water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2015/information_briefs.s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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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全球万花筒 
中国：与哥本哈根签署饮用水保护与管理 MOU 
哥本哈根市长弗兰克•杰森（Frank Jensen）宣布，哥本哈根将与中国首都北京合作，提

供用水科技以保护和管理其饮用水资源。 
市长已经与北京市长王安顺就饮用水管理签署了一份 MOU。 
杰森向新华社记者透露：“清洁的水，特别是饮用水，对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而言是非常

重要的。”他补充道，哥本哈根在缩减供水管网导致的水损失上有很多经验，现在因管网造

成的损失大约为 7%。 
包括丹佛斯（Danfoss）和格兰富（Grundfos）在内的丹麦公司代表都在本次丹麦代表团

中推广自己的技术。北京和哥本哈根自从 2012 年以来成为姐妹城市，已经签署了许多合作

协议。 
哥本哈根同时启动了一个在诺德海文（Nordhavn）区新建住宅中测试用海水冲厕的试验

计划。 
该计划将用于正在兴建并预计于 2016 年竣工的 91 所公寓。本项目中区域供水商 HOFOR

得到了养老基金 PKA 的支持。 
海水的获得将通过在当地进行 18m 钻孔至含盐地下水。该项目将进行两年期评估。 
 
中国：河北批准计划为北京建造海水淡化厂 
河北省已经批准了一个 1 公吨/天的海水淡化厂建设计划，预计于 2019 年完工，届时将

输送淡水进入北京。可行性报告草案已经完成，包括输水入京管道在内的其他研究项目正在

进行。厂址将位于唐山市曹妃甸区的渤海之上。据北控水务集团海水淡化部经理王小水（音

译）称，为了避免环境影响，还将建立一个盐工厂和一个化工厂处理淡化的副产物。 
 
美国与英国：水力压裂活动诱发多处地震 
一项新的研究证实，在俄亥俄州进行的一次水力压裂作业激活了之前未知的断裂带，导

致在三月份产生了 77 次震级 1 至 3 级地震。 
3 月 10 日，俄亥俄自然资源部叫停了普能源（Hilcrop Energy）公司在波兰唐斯顿（Poland 

Township）区附近的作业活动。 
该研究将地震与气井启动的报告相比较，认为地震的发生与气井启动后水力压裂的特定

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吻合。也有新的消息表示，德克萨斯州欧文市本周遭遇 11 此微地震，

目前也考虑或由水力压裂引起。 
美国地质调查局强调，就欧文市发生的一次地震而言，‘有证据表明美国中部与东北部

地震是由人类活动引起，其中包括坝后蓄水，将流质注入地壳，抽取流体或天然气以及采矿

场或采石场移动岩石的行为。’ 
在英国，工党宣布有意禁止在地下水保护区进行水力压裂作业，这些保护区含有可提供

饮用水源的蓄水层。工党还希望扭转之前政府做出的决定，即页岩气公司需要逐一向当地居

民通知周围的水力压裂作业。 
这些建议作为基础设施法的修正案提出，其中包括允许水力压裂公司向民宅的地步注射

“任何物质”。其他修正案包括了气井的独立监测，地下水中甲烷的基准面监测，增强对国

家公园及其他保护区的保护力度等。 
 
摘自： 
http://www.iwapublishing.com/template.cfm?name=news2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