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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2050：可持续世界中的水资源 

在不远未来就能实现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中，水和相关资源的管理将有力地支持繁

荣经济下人类福祉的追求和生态系统的健全。充足并安全的水资源将能满足每一个人的

基本需求。污水处理技术可以产生能源、养料及重新利用的净水，任何形式的水资源都

有充分的利用价值。人类与自然水循环及支持该循环的生态系统和谐相处。水资源发展、

管理和利用以及人类权力的综合利用方法将成为一种常态。 
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和政府治理的失效已经影响到水资源的质量和可获得性，影响

其发挥社会及经济效益的能力。淡水的需求在增加。除非需求与有限供给的平衡得以恢

复，地球将面临一个日益严峻的全球水赤字。人口增长、城市化、食物和能源安全政策，

贸易全球化、饮食需求变化、持续增长消费等宏观经济因素都极大地影响了全球用水需

求。 
到 2050 年，全球水需求预计将提高 55%，这主要是由于制造业、热力发电和城市用

水的持续增长。需求间的相互竞争导致配置决策困难重重，限制了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

关键产业的扩张，特别是食品生产和能源。水资源的过度开采通常由落后的自然资源利

用和管理模式导致，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监管不足，缺乏适宜的

控制手段。地下水供给量正在锐减，估计 20%的地球含水层已被过度开采。城市的一味

扩张，不合理的农业手段，森林采伐和污染排放等因素损害了自然环境提供生态系统服

务的能力，包括地球赖以生存的洁净的水资源。长期的贫困、用水和卫生服务的不均等，

财政支持不足和对水资源现状、使用和管理缺乏认识等造成了水资源管理利用和水资源

本身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受到极大的局限。 
摘自： 
http://www.unesco.org/new/en/natural-sciences/environment/water/wwap/wwdr/2015-wat

er-for-a-sustainabl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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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专题报道 

让恒河重回洁净 
帮助印度最神圣的河流回归健康状态的新努力。国际水管理研究院（IWMI）将支持印

度政府共同努力重建该国最神圣河流——恒河。 
恒河发源于印度喜马拉雅山，汇入孟加拉湾，蜿蜒 2500 公里，养育着印度近 4 亿人口。

印度教徒膜拜其为“母亲恒河”。但是，由于大量未处理的工业及生活污水排入河水，恒河

已经陷入大面积污染中。快速发展的城市，能源以及工业农业用水需求增长也使得河流水量

锐减。这导致水体污染物浓度不断增加，破坏环境，威胁人类健康。 
IWMI 与印度政府机构“国家洁净恒河任务团（NMCG）”签订了一份三年的协议，作

为印政府拯救恒河措施的一部分，为两个机构的共同努力铺平道路。双方将携手改善污染状

况，研究气候变化、洪水等影响整个流域的议题。双方希望协议能成为 IWMI 和 NMCG 长

期相互合作的基础。 
在上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协议签订现场，NMCG 主任拉吉夫•兰詹•米拉什（Rajiv Ranjan 

Mishra）表示，处理恒河危机的合作需求日益增长…研究合作将会帮助提供以实证为基础的

解决方案以及创新方法，以期提高恒河的健康程度。 
在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水、土地与生态系统”的联合研究项目中，IWMI

承担的一个关键领域将被用来确定排入河内的污染物特别是粪便废物量，排放过程及管理的

可行方法。其中将包括研究厕所废物制堆肥过程中储存，运输及工艺环节的经济可行性。 

 
印度很多城市艰难地维持着废水处理系统。在此背景下，IWMI 的科学家们也会研究使

用“绿镜（green filters）”来处理废水的技术。其中的一种做法包括将污水转化为特殊的湿

地，通过自然过滤与吸收的手段消除污染物。另一种方法是在污水排放入河之前，使用大面

积的沙子进行过滤。下一步研究将集中在管理恒河上工业、农业等不同用途的取水。IWMI
团队将评价在不对其他用户及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基础上恒河的最大取水量，已经贯彻实施

的相应政策可能造成的代价。 
IWMI 的亚洲地区主任斯洛巴尼•洛尔（Srabani Roy）认为：“能为印度政府贡献我们

的力量来清理及复原恒河，我们非常兴奋。通过对流域超过 10 年的研究，IWMI 及其在印

度的合作伙伴对于影响这条复杂跨境河流的诸多因素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这些经验的

支撑下，我们希望针对恒河流域的可持续化管理提出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 
IWMI 与 NMCG-印度国家恒和流域管理局的执行机构—签署的协议备忘录确定了以下

合作领域： 
环境流量；资源恢复与再利用；洪水管理；气候变化影响；机构和社区参与；生态系统

服务提升；地表水和含水层管理；水质管理。 
摘自：http://www.iwmi.cgiar.org/2015/02/cleaning-the-g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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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佳作有约  

抵御洪水和山体滑坡—加强区域合作是关键 
2014 年，全球 226 起自然灾害中超过一半发生在亚太地区。尽管过去一年亚太地区未

发生地震或海啸引发的特大灾害，但遭受的灾害中 85%为特大暴雨、跨境洪水和山体滑坡。

自然灾害共导致 6000 多人死亡，而 2013 年的死亡人数为 18744 人。整个地区大约有 7960
万人受灾。 

 
联合国亚太经济和社会委员会（ESCAP）发布的《亚太地区的自然灾害：2014 年回顾》

报告中指出，2014 年自然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依旧居高不下，达 596 亿美元，经济欠发达

地区尤为严重。该报告诊断分析了该地区抗灾能力及相关经验教训。 
报告强调，亚太地区最大的经济损失源自印度的流域型洪水（160 亿美元）和热带气

旋“哈德哈德”（110 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中国的鲁甸地震（60 亿美元），以及日本

的热带风暴“玲玲”和“剑雨”（52 亿美元）。 
亚太地区对跨境洪水和山体滑坡几乎毫无准备，而此类灾害可能因气候变化而大幅增

加。因此，需要增进区域信息交换，加强联合调度，以实现有效的早期预警和人员疏散。

报告就此呼吁亚太地区加强应对跨境灾害的区域合作。 
亚太经社会（ESCAP）的研究结果显示，有效的早期预警机制有助于做好特大风暴的

准备工作，因此显著减少了死亡人数。 
报告称，2014 年亚太地区经历了五次严重干旱，3150 万人受到影响。报告呼吁更加重

视干旱等缓慢发生的灾害，这类灾害得到的关注最低，而影响的都是最贫困的地区。 
报告指出，区域合作对于促进不同国家共享暴雨、洪水等灾害的实时信息以及帮助预

测灾害和传播预警信息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2014 年，在重大灾害的监测和评估方面，创

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包括空间应用、地理空间工具和技术、导航和众包等。从风暴在海

洋起源到其登陆，都有一批气象卫星和雷达以及覆盖整个地区的一系列监测网络连续追踪

监测。 
2015 年 3 月，亚太地区的领导人和决策者在日本仙台制定一个新的全球减灾框架，以

取代 2005 年的《兵库行动框架》。2014 年的经验清楚表明，加强抗灾能力仍然是保障亚

太地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中之重。 
摘自：

http://www.unescap.org/news/enhanced-regional-cooperation-key-building-resilience-flo
ods-and-landsl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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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能力建设与新技术应用洽谈会议 

–2015 年 3 月 26 日至 27 日，

荷兰，代尔夫特 

此会议旨在将能力建设与新

技术使用相结合，进而提高水资

源生产效率与管理。为此，会议

将云集来自不同领域和专业、积

极致力于新技术开发与利用的专

家与用户。由各机构代表组成的

工作组将汇聚 2015 年斯德哥尔

摩世界水周，讨论专家洽谈会的

主题设置、讨论范围，能力建设

与新技术的联合方案以及会议的有关计划安排。 
会议将聚集新技术的供需双方：水资源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技术开发实践者、政策

制定者、农民代表和企业家、研究人员和能力建设专家。两天的会议期间，参与者将讨论

一系列重点问题，并为制定 2016-2019 年能力建设计划奠定基础，该计划将由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水资源可持续管理能力建设网络（Cap-Net）牵头，相关合伙组织与附属网络联合参

与。 
为何及如何将新技术应用于水资源管理与生产？ 
粮食生产、气候变化和水与卫生的安全获得等问题给水资源的高效生产与管理带来日

益严峻的挑战，技术解决方案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数据的采集、访问、集成、解读和使用为人类、环境、政府和企业等各方面均带来裨

益。但是，如果人们负担不起，看不到其优势或者无法理解，那么即便是世界上最好、最

创新的技术也毫无用处。要想确保技术应用的切实成果，就必须保持技术开发与人类能力

建设的持续结合。因此新技术的开发和引进也催生了相应的能力建设项目。此次会议围绕

三个主题： 
1. 技术创新：水资源管理和生产应该开发和应用哪种技术？ 
谁在开发这些技术？哪些是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 
2. 实际需求：各国在满足国家、地方政府以及社会的战略目标方面都有哪些最迫切

的需求？ 
水资源管理机对这些需求的满足程度如何？ 
农民、私营机构、流域部门等用水户的需求有哪些可以通过新技术满足？ 
3. 能力建设需求：提高水资源管理和生产需要哪些能力建设？ 
不同目标群体各需要哪些特殊能力？ 
这个领域有什么知识漏洞？ 
各类知识中心如何将能力建设纳入其培训计划中？ 
摘自：

http://www.cap-net.org/2015/03/02/cap-tec-consultation-meeting-26-to-27-march-2015-delft-the-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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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联合国水机制 
何故浪费？ 

 
根据《联合国水机制废水管理分析简报》，目前，全球废水仅有 20%得到了处理，低收入

国家成为供水不洁和相关疾病的重灾区。该简报鼓励各国政府将中水视为一种宝贵的资源，并

作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优先重点。 
据估计，未来四十年，城市人口将翻一番，而低收入国家只能对 8%的废水进行有效处理。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人居署代表联合国水机制编制了《废水管理分析简

报》，该简报称，目前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相当可怕”，并且警告，若废水得不

到处理，污染将越来越多地威胁到人类健康、经济活动和水安全。这份发布于 2 月 2 日的报告

恰逢其时，因为关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如何扩大水质监测的讨论正在进行。联合国水机制

下的联合国水委员们启动了一项新计划，正考虑如何最好的支持成员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建

立涉水监测系统，且这一系统应该是在技术上可行的、灵活的、适应性强且性价比高。 
该计划于 1 月 29 日至 30 日在日内瓦进行了第一次磋商，各成员国和技术专家对提出的关

于废水、水质和水资源管理的指示框架和分析方法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孟加拉国大使斯哈梅埃

姆阿赫桑（ShameemAhsan）先生对该计划表示欢迎，他强调了“最不发达国家可持续和公平

发展”的重要性。来自瑞士发展合作署的约翰赫利（Johan Gely）对该计划表示了坚定支持，

他说：“到 2050 年 50%以上的全球人口将居住在缺水地区，其影响将以万亿美元计。我们需

要增加在水质监测方面的支出”。 
摘自：http://www.unwater.org/news-events/news-details/en/c/276769/ 

 
世界水日活动在印度举行 

 

今年 3 月 22 日是第 23 个世界水日。联合国将今年世界水日的主题确定为“水与可持续发

展”。许多组织和团体积极筹划了有关会议和活动。联合国水机制的官方活动已于 3 月 20 日

周五在印度新德里（New Delhi）举行。 
世界水日——这是一个欢庆水的节日，是为改变全球遭受涉水问题影响人口的生活而设置

的纪念日，也是一个让我们为未来管理水资源做好准备的纪念日。1993 年，联合国大会指定 3
月 22 日为第一个世界水日。22 年之后，世界各地每年都会在庆祝水日的这天聚焦于不同的水

问题。2015 年在 “水与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下，鼓励我们思考要怎样将水与各个方面相互

关联起来才能创造一个我们想要的未来。联合国水机制每年都会资助世界水日的庆祝活动。一

个世界水日的专门网站将于随后推出，在此期间，六种语言形式的水日徽标已可在此下载。 
摘自：http://www.unwater.org/news-events/news-details/en/c/27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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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全球资讯纵览 
全球：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启动减灾评价 

在联合国 2015 年全球减灾评估报告启动仪式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警告称，

全球不平等的加剧、自然灾害波及面的扩大、城市化的急剧扩张和能源及自然资源的

过度消费或将带来危险且不可预测的全球系统性影响。联合国 2015 年全球减灾评估

报告由联合国减灾办公室（UNISDR）筹备，报告中提及，每年由于灾难造成的经济

损失达到了 2500 亿至 3000 亿美元。潘基文补充道：“人类在玩火。在气候变化的刺

激下，灾害风险极有可能达到一个临界点，如果超过这个临界点，那么后代将没有足

够的能力及资源来消减灾害。” 

会上宣布了第三届联合国减灾会议的安排，此会议于 3 月 14 至 18 日在日本仙台

市召开。报告估算今后 15 年中，全球每年在减灾上的花费为 60 亿美美元，造成约

360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报告认为，60 亿美元只占基础设施建设花费的千分之一，

后者达到 6 万亿美元。 

报告指出，对于很多国家，追加很小的投资就能在减贫，提升健康水平和教育，

保证可持续发展和平等增长诸方面得到显著效果，实现国家与国际目标。报告强调，

政府每年应该单独拿出 3140 亿美元以消减地震，海啸，热带气旋及河流洪水带来的

损失。另外一个关键的发现是，大多数政府都过于看重灾难管理而非处理潜在因素，

诸如贫困，气候变化，生态系统保护的缺失以及糟糕的城市规划。 

报告可从该链接下载 www.preventionweb.net/english/hyogo/gar/2015/en/home 

印度：政府规定了恒河流域管理局的职权范围 

印度联邦政府表示，国家恒河流域管理局将确保到 2020 年，没有市政和工业污

水排入恒河。水资源部长乌玛巴帝（Uma Bharti）告知国会，当局将与该河流经的五

个州当地政府建立三、五、十年的阶段合作。她补充说，污染减排项目的出资将由联

邦和州政府共同承担，比例分别是 70%和 30%。 

埃及：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在大坝事宜上达成初步协议 

埃及官方新闻通讯社消息，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外交部长已就共享尼罗河

水及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Grand Renaissance dam）的运营达成初步协议。在召开的

发布会上，埃及外交部长萨迈赫·舒克丽（Sameh Shoukry）表示，该协议规定了三

个国家间在使用东尼罗河流域及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事宜中的管理合作原则。他补充

道，该协议是三国开展更多合作的开始。协议已经提交至三国首脑，等待审批。 

巴西：圣保罗政府就调水项目发布招标文件 

圣保罗州政府已经发布2.9亿美金工程的招标文件，建造连接南帕莱巴河（Paraíba 
do Sul river）与圣保罗常年缺水的坎特里拉（Cantareira）储水系统。该项目将连接帕

拉河上的雅瓜（Jaguari）坝与坎特里拉水库的阿提贝哈（Atibainha）大坝，输水量平

均在 5000 升/秒和 8500 升/秒之间。工程将设计建造一条 13.5km 长，直径 2 米的管

线以及一条长 6.5 公里的隧道，同时还会建设一个泵站。系统设计可以实现反向输水。 

摘自： www.iwapublish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