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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世界水评估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和主持。世界

水评估计划汇集联合国水计划 31 家成员单位和其他 38 家合作伙伴

的工作成果，编写出版了联合国世界水发展系列报告。

每年一版的世界水发展报告聚焦于战略性的水问题。联合国水

计划的成员单位和合作伙伴以及各领域的专家为报告贡献了针对某

一特定主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2016 年世界水发展报告的主题是“水与就业”，向决策者、水

行业内外的人士展示了水与就业之间的联系对于各个国家——无论

贫富——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可持续性的重要性。

本报告的副标题可以是“没有水，就没有工作”，这体现了在

各经济体中水对于就业的重要意义。的确，绝大多数的工作岗位依

赖于水，而且在缺水的情况下面临的风险会越来越大。本报告还表明，

在与水相关的领域拥有数量充足、受过充分培训的劳动力，对于各

国抓住发展机遇、使利益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同类报告当中，本报告是第一份论述了水与就业多方面联系

的报告。本报告还进一步指出，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和分析，

以更好地理解水、就业和发展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为各国在做出

与完善水管理、就业政策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相关的决策时

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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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随着全球经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受到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

影响,水显得越来越重要。如何可持续开发、利用和管理水资源,尽快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多项目标,
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并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来确保水安全。

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主导编写的世界水发展系列报告及时总结介绍了各国在研究解决水

问题方面的最新成果,受到了各国有关部门、研究机构和关注水问题的热心读者的欢迎。

2016年的报告涉及了一个新的课题,即水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本报告指出,水资源管理和就业这两

者之间关系密切、不可忽视,水对于就业至关重要;同时,也强调了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风险

和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包括要采取激励措施,以帮助减少失业现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报告还介绍了非洲、阿拉伯地区、亚太地区、欧洲和北美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这方面存在

的问题、采取的做法和取得的经验。
中国水资源战略研究会 (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和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国际合作部共同组织相关

人员进行了2016年世界水发展报告的翻译工作,具体参加人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包括:马依琳、朱庆

云、李若曦、吴娟、张潭、张代娣、郑如刚、徐静、徐丽娟、高黎辉、常远、彭竞君、董君、蒋云钟、
蔡晓洁。本书的翻译得到了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水资源战略研究会

(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

2016年10月



原版序一

可持续发展、人类迁徙、冲突和自然灾害,以及全球议程中的其他重大问题都与水相关。而就业是

影响人口流动、民众动乱和环境可持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2016年 《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所属的联合国世界水评估计划组

织协调,与联合国水计划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完成,阐述了水与就业的联系,提供了为世界各国实现包

容、各国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的保障措施。本报告中的一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包括目标6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及目标8 (让所有人都能从事体面的工作);可持续发展目标

是相互关联的。
本报告的研究成果显示,世界上许多工种都依赖水资源。报告表明,用水紧张和体面工作的缺乏将

会加剧安全挑战。报告还指出缺水或水质低劣、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和可能导致人类被迫迁徙的不稳定

性三者之间的关系。
报告要传达的主要信息非常明确:对于体面的工作和可持续发展而言,水是必不可少的。如今,在

关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增加投资,用于保护和恢复包括饮用水在内的水资源和卫生。
对于那些有兴趣与我们携手实现可持续发展大胆设想的人们,我把这一报告推荐给您:让我们共同

创造一个美好未来,使所有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在一个健康和平的地球上。

联合国前秘书长 潘基文



原版序二

无论从经济、环境还是社会角度来看,水与就业都在不同层次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年的世界

水发展报告实现了新突破:它以其他任何报告都未曾达到的程度分析了水与就业之间的普遍联系。
本报告估计,超过10亿个就业岗位,即世界全部劳动力的40%以上,严重依赖水资源。在农业、林

业、内陆渔业、采矿和资源开采、发电和供水及卫生行业,以及包括食品、医药和纺织等在内的制造业

和转化业的多个领域,都有这样的就业岗位存在。另有10亿个就业岗位,占世界全部劳动力的1/3,中

度依赖水资源,这些岗位涉及建筑、娱乐、运输以及木材、造纸、橡胶/塑料和金属等制造业或转化业。
这意味着,全球劳动力近80%的就业机会依赖于获得足够的水和与水相关的服务,包括环境卫生。

因此,在水行业的工作本身 (包括水资源综合管理和生态系统的恢复和整治;建设和管理水基础设施;
以及提供水相关的服务,如供水、污水处理、废物管理和补救行动)能够提供有利的工作环境,进而创

造和维护全球经济大多数其他产业的体面工作。
随着淡水资源的竞争加剧,加之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各国政府在各自资源基础、潜力和优先事项

的基础上,考虑到水的可用性带来的限制,制定和采取相应的就业政策,同时实现人们用水、卫生和体

面工作的权利,这变得日益重要。实现适当的产业平衡,并在不损害水资源和生态系统支持能力的情况

下,尽可能多地创造体面的、高产的工作岗位,对于确保长期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而言至关重要。
在为了解决与水有关的挑战而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有足够数量的水领域

专家和专业人士能在处理这些挑战的过程中起到提供信息和协助的作用。正如本报告所强调的,要想解

决水相关领域目前和持续增长的人力资源缺口,需要决策者立即予以考虑。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新技术、
新工艺和新方法的出现,农业、林业、渔业、能源、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回收利用、建筑和运输业等领

域朝着绿色经济转变本身也在改变着与这些不同工作岗位相关的任务范围和所需的专业知识。
我们每个人,包括世界各国、私营部门、开发银行和民间团体,都有责任参与到全球和地方的工作

中,努力通过水资源可持续管理来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条件,并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饮用水、卫生设

施和体面的就业机会。本报告呼吁制定协调一致的长期综合决策,以解决水和就业的关系。国际社会已

经通过提出水、卫生、体面工作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长期目标来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
我们相信,在最近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本报告的基础上,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将迎接挑战,并在

水 就业关系上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利益,避免不采取行动造成的损失。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 伊琳娜·博科娃



原版序三

水和就业有许多共同点:水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经济极为重要,而体面的工作是促进发展和改善生

活水平的主要动力。
两者都具有改变人们生活的能力。

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如今,我们拥有着前所未有的改变世界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15年中,我们将通过不懈努力,争取消除贫困、加强世界和平,让整个世界迅速转型至一种

可持续、有活力的发展方式,并且不让任何人掉队。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世界范围内促进社会公正,并制定行动方式及配套政策。本报告显示,

全世界几乎一半的劳动力———15亿人———在与水相关的产业工作,同时,几乎所有工作都依赖于水资源

或者水资源的安全输送。
然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往往难以得到认可或享受基本劳动权利的保护。这一情况需要改变。第一

步就是认可这些劳动者,改变他们的处境,对工作进行组织安排。
该报告通过水的存在、水质和水量来显示水如何对劳动者的生活产生影响;并指出,对于水和卫生

进行投资将如何创造有报酬且体面的工作,从而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然而,要使这一切成为现实,我们需要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并使其拥有体面工作。这意味着尊严、

平等、公平的收入和安全的工作条件。我们需要帮助各国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水和卫生服务,提高质量,
加强高效管理,完善保护并扩大合作。

作为联合国水计划的新任主席,我为今年的世界水发展报告感到自豪。水和就业在我们努力改变世

界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支柱作用,我希望本报告能提高我们对此问题的政治理解度。

联合国水计划主席、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 盖·莱德



前言

作为每年发布的系列主题报告的第三部,2016年的 《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关注了以往———特别

是在国际范围内———被边缘化的一个主题:水和就业之间的关系。
我们广泛认可水在支撑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水对于粮食和能源生产而言至关重要,是

各种产业价值链中必需且往往不可替代的资源。因此,这些行业的工作岗位显然依赖于水资源。然而,
水与就业的关系并非仅限于此。事实上,这仅仅是个开始。比起 “就业岗位创造者”,水更大程度上是

“就业岗位促成者”。例如,无论在家庭还是工作场所中,获得安全供水和适当的环境卫生服务都是使劳

动人口保持健康和维持生产力所必不可少的。这些服务的提供依赖于自来水公司各个岗位的工人。同样,
要想保证水能够在各种依赖水的行业里创造就业机会,水资源管理和水资源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和

运行的工作也同样必要。
当我们尝试以详尽的语言来描绘水与就业之间循环关系的本质及相关程度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是一

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在编写本报告时,我们也很快发现,可被用于研究和了解水与就业的关系以及此

关系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的信息非常少,且更加缺乏相关统计数据。幸运的是,工作人员

和合作伙伴的帮助和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种状况,我们成功地编写了一份综合性报告,并希望

它能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提供坚实基础。我们希望,这份报告将激发人们填补这一知识空白的兴趣,并

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水与就业的关系而言,完善的管理和具有前瞻性的政策有望给所有人

带来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2016》的目标读者与前几部一致,主要是国家级决策者、水资源管理人员以

及专业学者和更广泛的发展共同体。我们希望这份报告还能得到以下读者的认可:各国主管就业的部门、
劳工组织、贸易协会和其他重视就业的人士和机构,你们的日常决策和行动常常会与水资源相互影响。

《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2016》是世界水评估计划和牵头机构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劳工组

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亚洲及

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协同努力的结果,这些机构为研究水和就业提供了重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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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各个行业

新增和维持就业都离不开水。 全球一半的劳动人口

都供职于八大高度依赖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领域:
农业、 林业、 渔业、 能源、 资源密集型制造业、 回

收再利用行业、 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
水资源可持续管理、 水利基础设施, 以及获得

安全、 可靠和经济可承受的水与卫生服务可以改善

人们的生活,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创造更多体面的

就业机会, 使更多的人融入社会。 水资源可持续管

理也是实现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推动力。
反过来, 忽视水问题会对经济、 生计和人民造

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可能产生惨重的、 代价极度昂

贵的损失。 对水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进行不可持续

的管理会严重损害经济社会, 使减贫、 创造就业和

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
通过协调政策和投资来处理水 就业纽带关系,

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

任务。

水行业的就业

水领域的工作主要涵盖3个方面: ①水资源管

理, 包括水资源综合管理以及生态系统修复和补

偿; ②修建、 运行和维护水利基础设施; ③提供与

水相关的服务, 包括供水、 卫生和污水处理。
以上工作是农业 (包括渔业和水产业)、 能源

和工业等行业提供大量与水相关工作的基础。 尤其

要指出的是, 投资安全饮水和卫生服务可以促进经

济增长, 带来丰厚利润。 在家庭和工作场所提供安

全、 可靠的饮用水和卫生服务, 同时个人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 是培养一支健康、 受过良好教育和高

产的员工队伍的关键。
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也确保了与水相关行业中的

就业机会, 这些行业包括公共管理部门里的管理机

构、 基础设施投融资、 房地产、 批发和零售行业,
以及建筑业。

水行业工作和辅助工作共同为无数组织、 机

构、 行业和系统的运行、 开展活动和创造就业机会

等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政府通

过对节水、 水处理和供水等投资后产生的就业机会

进行预估, 可以据此制定投资和就业政策, 增加所

有行业的就业岗位, 改善就业环境。

水、经济和就业

若不能为高度依赖水资源的行业保障足够、 可

靠的供水, 将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甚至消失 (即
没有水就没有工作)。 洪水、 干旱和涉水风险不仅

会对受灾地区造成直接影响, 更会对经济和就业造

成负面影响。
除了农业和工业, 其他高度依赖水资源的行业

还包括林业、 内陆渔业和水产业、 矿业和资源开采

业、 供水和卫生服务, 以及大部分类型的发电行

业。 同时, 健康护理、 旅游和生态环境管理等行业

也有与水紧密相关的工作。 本报告分析认为, 超过

14亿份工作或世界上42%的活跃劳动力都高度依

赖水。
报告进一步指出, 12亿份工作或世界上36%

的活跃劳动力一定程度上依赖水。 这些行业开展大

部分活动时不需要大量水资源, 但水仍是价值链中

的关键环节。 这种类型的行业包括建筑、 旅游和交

通运输。
总体来说, 全球劳动力或世界上78%的工作依

赖水资源。

农业 粮食行业

水量不足或不稳定会影响农业 粮食行业的就

业质量和数量。 这会限制农业产量, 使收入稳定性

降低, 令最贫困家庭遭受惨痛损失。 因拥有的财产

和社会福利保障有限, 他们往往无法应对风险。 此

外, 农业保障了人类的生活, 对最贫困人口而言,
还要满足自用需求。 农业生产, 包括渔业和林业,
在生产投入、 机械和农业基础设施、 农产品转换和

送到消费者等环节都会新增就业机会, 形成个体经

营模式。 投资农业往往能提高产量、 改善就业质量,
但也可能会以减少就业为代价。 在这样的情况下,
需要推行适当的政策以减少对失业人员的影响。

能源行业

对能源的需求正在增加,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

家对电力的需求尤为突出。 能源行业的取水量在增

加, 目前已占全世界取水总量的15%, 直接创造了

就业。 能源生产对发展必不可少, 为各行各业直接

或间接地创造了就业。 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使绿

色的、 不依赖水的行业的就业机会得以增加。

工业部门

从全球看, 工业提供了大量的体面工作, 从事

工业的人口占全球劳动力的1/5。 目前, 工业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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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取水量占全球总量的4%; 预计到2050年, 仅

制造业的用水量就将增长400%。 随着工业技术的

进步, 人们对水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以及水资

源的环境压力的相关认知不断增加, 工业领域正采

取措施减少单位工业生产的用水量、 提高工业用水

效率。 目前, 对水质的关注已进一步加强, 尤其是

下游环节。 工业领域还在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的回收

再利用, 改善水质以满足生产需求, 谋求实现更清

洁的生产, 这可能使工业和水处理设备供应商等的

相关工作人员 (受过更多良好培训的员工) 的工资

待遇得到进一步提高。

从全球视角看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全球淡水取水量以年

均1%的速度增长, 主要是满足发展中国家日益增

长的需求。 在大多数高度发达的国家中, 淡水取水

量保持稳定或少量减少。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全

球不断增长的人口对水资源、 粮食 (尤其是肉类)
和能源需求的进一步加大势必使部分行业 (比如城

市污水处理) 的就业机会增加, 而其他行业的就业

机会减少。
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间, 缺水将限制经济增

长, 减少体面就业的机会。 除非如发达国家一样充

分地管理基础设施和储存水资源, 否则世界各国的

水资源可用量将面临巨大差异, 部分国家 (部分地

区) 的 “缺水问题” 将持续下去。 同时, 水资源的

可用量也取决于水质。 较差的水质无法满足多种需

求, 水处理成本可能成为阻碍因素, 使经济用水

缺乏。
可用水资源的减少将使农业、 生态保持、 人

居、 工业和能源生产等行业水的供需矛盾进一步尖

锐, 影响地区水、 能源和粮食安全, 并可能影响地

缘政治安全, 造成不同程度和规模的人口迁徙。 此

外, 水资源的减少对经济活动和就业市场的潜在影

响是现实存在的, 并可能十分严峻。 很多发展中国

家就处在缺水热点地区, 特别是在非洲、 亚洲、 拉

丁美洲和中东地区。
气候变化将使水资源可利用量减少的严峻形势

进一步恶化, 并使极端天气情况发生的频率、 频次

和程度加大。 毫无疑问, 气候变化将使特定行业的

就业机会减少。 通过就业政策主动去适应这种现象

可能会减少损失。 同时, 可在减灾和适应气候变化

等领域增加就业机会。
在流域管理中采取基于生态系统的手段, 包括

对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进行评估, 是量化生态系统

对人类生计和就业带来效益的方式之一。 因此, 新

兴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PES) 可以使低收入人群

获得创业 (就业) 机会, 在开展生态修复、 生态保

护的同时增加收入。

对水投资就是对就业投资

对水投资保障了经济增长、 创造就业和减少不

平等。 反之, 减少对水管理的投资不仅会造成上述

机会的流失, 而且可能阻碍经济和就业的增长。
评估水、 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格外富有挑战

性。 但实践已经表明对水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性, 储水量和经济增长之间也是

如此。
投资基础设施和水服务可以为经济增长带来高

收益, 并直接或间接地新增就业。 对水投资还可以

使生产系统的劳动更加密集或拥有更多劳动力。 尤

其是绿色发展可以通过绿色就业、 劳动密集型的生

产方式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等方式增加就业机会。
协调水利投资和其他领域的投资, 包括农业、

能源和工业等领域, 非常必要, 这有利于实现经济

和就业效益最大化。 在适当的管理框架下, 公共 私

营合作将为水行业带来急需的投资, 包括修建和运

行灌溉、 供水、 配水和水处理等基础设施。 为促进

经济增长、 减贫和实现环境可持续性, 必须要考虑

推行诸如水资源综合管理等有益于减少就业机会的

流失、 促进就业机会增加的相关措施。

区域视角

非洲大陆高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的情况很严

峻, 这促使人口在地区内和向地区外迁徙, 因此满

足对工作的需求将是非洲未来的政策重点。 修建基

本的水和电力基础设施, 是非洲继续保持过去10
年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率的前提。 没有这些基础设

施, 非洲经济将失去发展动力, 失去与水相关的工

作以及依赖水的工作。
过去几年, 随着农业生产力下降、 干旱、 土地

退化和地下水资源的消耗, 农村收入随之减少, 阿

拉伯地区的失业状况进一步恶化。 这些趋势推动农

村人口向城市迁徙, 使得不正规的居住区面积扩

大, 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大。 随着缺水问题在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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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日益普遍出现, 很多行业的就业情况更加受到

水资源的影响。 政府必须权衡水资源可持续性和就

业目标的实现, 而投资于提高用水效率和节水对政

府而言是一件政治上受欢迎的事情。
在亚太地区, 推动经济增长的大多数行业的大

部分生产环节都依赖可靠的水资源供应。 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还需要加大能源供应, 这意味着需要更多

的水。 在该地区, 通过增加农业领域的水供应, 扩

大就业的潜力还很巨大。 当然, 工业和服务业创造

更多与水相关的工作机会的潜力也不小, 特别是通

过提高用水效率、 减少污染和利用废水。
在欧洲和北美, 出现了显著影响水管理和水服

务行业的就业以及相关资质要求的重要发展: 欧盟

和北美是自动化、 遥感和标准化的推广及应用, 泛

欧洲东部则是基础设施投资、 资源紧缺和国家行政

改革。 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在增加就业方面还有

很多潜力尚待开发。 修复、 更新和建设不同类别的

水利基础设施也可以新增就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高度依赖资源,

包括水的开发和利用, 主要是为了满足采矿、 农

业、 生物燃料、 林业、 渔业和旅游业的需要。 这需

要政策制定者对该问题保持关注, 使水对发展和创

造就业的作用最大化, 建立强有力、 透明和有效的

体制和机制来推行水资源综合管理并提供水和卫生

服务。 这样的做法可以保护公众利益, 提高经济效

率, 并为投资水资源和相关公共服务创造稳定和灵

活的环境。

人权、可持续发展和性别

人权、 绿色经济、 可持续发展和性别是政策制

定者应对水与就业纽带关系时需要考虑的众多重要

法律和政策框架之一。
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的权利是实现其他人

权, 包括生存权、 尊严、 获得足够的食物和住房、
健康和福祉权利 (包括获得健康的就业条件和环境

等) 的先决条件, 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获得体面

的工作是国际认可的人权之一。 作为经济、 社会和

文化诸多权利之一, 获得工作的权利在1948年的

《世界人权宣言》 中是这样表述的: “人人有权工

作、 自由选择职业、 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

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UN, 1948)
尽管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上述权利, 但每年因工

作死亡的人数仍达到230万, 其中17%是由因工作

感染的疾病造成的。 造成这些疾病的主要因素, 而

且是可以预防的因素, 包括劣质饮用水、 劣质卫生

条件、 不良的个人卫生习惯和缺乏相关知识。 这些

数据要求各国应进一步开展为所有人提供安全饮用

水和卫生设施的工作, 包括在工作场所。

2015年9月, 国际社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

标。 目标6即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

行可持续管理。 目标8提出要促进持久、 包容和可

持续的经济增长, 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

得体面工作。 对水和工作相关的考虑在其他可持续

发展目标中也得到体现, 主要是与贫困相关的目标

1和与健康相关的目标3, 而它们都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关键。
不同行业的数据显示, 女性就任高层职位可做

出突出贡献, 定性分析也显示女性参与水资源和水

利基础设施的管理可以提高效率、 增加收益。 尽管

如此, 女性仍然在工作中广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
在世界许多地区, 女性大多从事被低估的、 收入低

的工作, 并仍然承担大部分无报酬的护理工作。 有

一系列途径可以提高女性的参与度, 并承担与水相

关的工作, 包括: 实施政策和采取手段促进公平,
改变工作数据中缺乏性别数据的现状, 解决文化隔

阂、 社会观念和性别刻板印象等问题, 扩大获得公

共服务的途径, 并加大对时间节约型和劳动节约型

基础设施的投资。

创新

创新可以持续改善水资源管理, 促进经济发

展, 提供体面工作。 除了提高效率、 效益和性能,
创新还可以增加与水相关的工作数量, 并提高工作

质量。 向绿色经济转型时开展的创新正在改变工作

任务和工作环境, 这些都是新的技术、 工艺和方式

的要求。 在未来, 创新将改变工作的数量和本质,
以及相关技能要求等。 我们需要推行相关政策, 开

展相关研究, 寻找水创新领域新的就业机会, 并确

保员工有能力开展和推广与水相关的创新。

提高用水效率和生产率

用水效率和水生产率都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

展, 并在水行业创造就业机会、 提供体面工作, 缺

水情况下更是如此 (供水不足会阻碍发展)。 新的

资源节约型技术以及进一步加强的竞争力和创新能

力也会使全球就业发生转型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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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搭建政策框架促进、 支持和奖励资源

节约和生产率提高, 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适应性、
安全保障, 并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和增长。 通过提高

效率和生产率, 创新商业化和加强生产全周期的水

资源管理, 可以大幅减少各部门成本。 但是, 在合

适的尺度下正确理解和权衡水、 能源、 粮食、 生态

系统和其他因素, 是实现明智管理和全面实现可持

续目标的关键。

水源多样化的机遇

水资源需求日渐增长的缺水地区和对水激烈争

夺的地区都有对 “非常规水源” 的需求, 诸如低产

井和泉、 雨水、 城市径流、 暴雨洪水和污水再利

用。 通过技术革新、 小规模的水资源密集使用, 如

在小块土地上种植高利润的作物、 运行和维护污水

处理厂等, 新的就业机会将随之产生。
若威胁健康的因素都得到妥善应对, 那么废水

(经过处理后, 水质满足特定的需求) 可以被视为

新的水源, 尤其是在缺水地区。 预计400万~2000
万hm2 土地的灌溉用水是没有得到处理的污水。 废

水处理不仅为农户家庭, 也将为销售农产品的人带

来福祉。 预计随着废水处理规模的扩大, 以及规范

化程度的提高, 相应的就业机会也会增加。
促进水源多样化将首先在研究层面增加就业机

会, 随之在运行、 监管、 维护以及智能系统的微调

方面都将新增就业岗位。 水资源再利用除了在水、
农业、 公共卫生领域带来工作机会外, 还将在研

究、 农业推广、 生产、 市场和生产非农产品方面增

加工作岗位。 这些新的变化不仅对就业人员的技能

提出全新要求, 而且将进一步凸显能力建设和职业

发展的重要性。

满足能力建设需求,促进对话

雇员的技能、 素质和能力对水资源行业、 水资

源的可持续使用, 以及科学和技术创新的适应和发

展至关重要。 尤其是考虑到这些行业的专业技能所

涉及的领域变得更加宽泛, 包括水资源管理、 建设

和管理水利基础设施, 以及提供水相关服务等, 员

工的技能、 素质和能力尤显重要。
员工能力的不足和水行业面临的挑战要求雇主

设计合适的培训方案、 提供创新的学习手段来提高

员工素质, 加强机构能力。 无论是政府部门及其直

属单位, 还是流域机构和其他企事业团体, 包括私

营部门, 这种需求都是现实存在的。 解决以上问题

的方法包括: 创造政策环境, 促进教育部门、 雇主

(公共、 私营和非政府机构)、 商会和员工之间的沟

通与合作; 制定激励措施, 吸引和留住员工; 加强

技术和职业培训; 重视农村人口的能力培养。 雇主

还需要开展新的、 横向的技能培训来满足新的

需求。

监控、评估和报告

地区和流域层面往往缺少水量、 水质和脆弱性

等关于水资源的可靠和客观的信息, 它们是研究不

同经济行业用水和水需求的重要参数。 从全球范围

看, 水观测和监控网络在衰退, 并没有得到适当的

投资。 技术发展和遥感的日益应用有利于缩小差

距, 但也仅仅只是一定程度上而已。
关于就业, 反映现实工作情况的数据非常少,

大部分数据倾向于将核心情况简单化 (这往往是由

目的、 衡量方法和概念框架决定的), 导致了数据

的片面性, 缺少细节, 对复杂问题的分析不全面。
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收集非正规、 兼职和无报酬工

作的数据和信息。 另外一个挑战是研究任一特定工

作对水的依赖程度。
对世界投入 产出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分析, 可

以了解整个经济是如何依赖水资源供应的, 研究当

政府增加或改善水资源供应后可以增加多少就业机

会, 分析水资源供应和相关行业的前后联系, 计算

增加特定行业的投资后产生的乘数效应。

政策响应

无论国家的发展水平如何, 世界各国的水资源

管理和就业之间都存在重要的关系和密不可分的联

系。 水资源可持续管理, 以及人人获得安全、 可靠

的水资源和适当的卫生服务, 将使各行各业的就业

机会得以增加。
制定和实施支持可持续发展和增加就业的涉水

政策的政治意愿非常重要。 然而, 人们往往认识不

到忽视水资源的高风险和严重后果, 这其中经常伴

随惨痛和昂贵的损失。 提高人们尤其是政治家和政

策制定者对水、 基础设施和服务在经济增长和促进

就业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的认识, 有助于体面工作

岗位的增加,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广泛目标。
实现上述社会目标需要水、 能源、 粮食、 环

境、 社会和经济政策协调一致, 并设定共同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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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确保激励措施对所有利益相关者是一致的, 而

且负面影响已经减少。 比如部分行业就业机会减少

时, 应确保失业人员未来可以再获得工作。 在未

来, 政府和合作单位应制定和实施可持续的、 一体

的、 相互支持的水、 就业和经济战略, 以应对本报

告中强调的水与就业纽带关系中的风险和机遇所带

来的挑战。
各国应根据本国资源、 潜力和发展重点, 确定和

制定特定的、 协调一致的战略、 计划和政策, 在不损

害水资源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实现行业平衡, 最

大程度地创造更多体面和高产的工作。 国际社会通过

制定水、 卫生、 体面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
为各国制定发展目标行动框架指明了方向。

为各经济行业分配水资源和提供水事服务将很

大程度上决定国家和地区层面高质量工作的增长潜

能。 将重点放在与环境可持续和创造就业紧密相关

的经济行业将是成功的关键。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

水、 能源、 粮食和环境政策的协调一致, 并持共同

的愿景, 以确保激励手段一致有效地服务于所有利

益相关者。

7摘要 





  水渗透到地球生命的各个方面。 像我们呼吸的

空气一样, 水维系着人类、 动物和植物的生命, 并

为人类的健康、 生计和福祉提供重要服务。 水有助

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水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每

个经济领域创造和维持就业的必备因素: 第一产业

(如农业、 畜牧业、 内陆渔业、 水产养殖、 采矿和

其他自然资源开采业)、 第二产业 (如重工业、 产

品加工、 电力和燃料生产业), 以及服务业 (如旅

游业和娱乐业) (UNDP, 2006; OECD, 2012a)。
其中很多产业价值链的一个或多个阶段需要大量

用水。
全球劳动力中有一半受雇于八大高度依赖水和

自然资源的领域: 农业、 林业、 渔业、 能源、 资源

密集型制造业、 回收再利用业、 建筑业和交通运输

业。 仅渔业、 农业和林业就有超过10亿劳动力,
而农业和林业则包括了一些最易受淡水缺乏威胁的

产业 (ILO, 2013a)。
最广义的可持续性水资源管理, 包括生态系统

保护与修复、 水资源综合管理, 以及基础设施建

设、 运行和维护。 在人们获得安全、 可靠及价格合

理的水和卫生服务的同时, 可持续性水资源管理能

够创造一种有利的环境, 从而创造长期就业机会并

在不同的经济行业中实现发展和增长 (UN-EMG,

2011;ILO, 2013a)。

在向可持续绿色经济转型
的过程中, 水的核心作用得到
充分认可, 这种转型能创造更
多的就业机会, 增加体面工作
的数量, 并实现更大程度的社
会包容。

在家庭和工作场所提供充足的水、 环境卫生和

个人卫生 (WASH) 条件有利于人口和劳动力的健

康和生产, 从而带来经济的强劲发展, 这在发展中

国家的效益成本比高达7∶1 (OECD, 2011a和

2012a) (见第11章)。 与之相反的是, 那些最难获

得水和卫生设施的人难以得到医疗保健和稳定工作

的可能性通常是最大的, 从而造成贫困的恶性循环

(UNEP, 2010和2012a)。 就这一点而言, 城乡居

民之间、 男性与女性之间以及贫富两极人群之间存

在差距 (UNICEF/WHO, 2015)。

  1.1 投资水资源:经济发展和创

造就业之路

  虽然水、 经济发展和就业之间的动态关系错综

复杂, 并高度取决于特定的自然、 文化和经济环境,
但是健全的公共治理, 加上水资源管理、 水基础设

施建设和服务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 能够给所有

经济行业带来或提供就业机会。 其范围包括全职的

体面工作❶和一些相对不稳定的非正式工作———涵

盖多种广泛技能 (ILO, 2013a)。 如果采取适当措

施, 加强对工作环境的管理, 这些非正式工作就可

以成为体面的工作 (ILO,2007a)。 此外, 如果能对

维持或恢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做出贡献, 这些工作

还将支撑经济的绿色转型 (ILO, 2013b; UNEP/

ILO/IOE/ITUC,2008; SIWI/WHO,2005)。 相反,
缺乏良好治理且未能对水资源进行投资则可能导致

经济放缓 (ILO,2012,2014a)。
事实上, 在向可持续绿色经济转型过程中, 水

的核心作用得到充分认可, 这一转型过程能创造更

多就业机会, 增加体面工作的数量, 并更大程度地

实现社会包容 (ILO, 2013a)。
经济和环境方面的高回报不仅与水、 农业和能

源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关, 还与这些部门提供的服务

相联系 (UNEP, 2012b)。 这包括在各用水行业的

就业, 如工业、 能源、 农业、 旅游、 娱乐、 研发

(R&D) 等行业, 直辖市、 部委、 公共研究和管理

组织等各类公共机构以及国际组织的就业 (UN-
Water, 2014)。 “尽管证据有限, 但与相同或类似

行业一些可比较的工作相比, 这些职业往往要求的

资质更高、 工作更安全并且收入更高 ” (ILO,

2013a, 第ⅪⅤ页)。 此外, 生态效益和进入新的、
不断发展的市场, 可以带来更高的利润、 收入和工

资 (ILO, 2013a)。
支撑生产性用水 (如灌溉、 水力发电和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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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用于升级、 更换或停用现有的工

程的投资均可创造就业机会 (UN-Water, 2014)。
农业灌溉用水占全球取水总量的70%。 通过提

高水生产力的潜在效率, 到2030年, 灌溉农业每

年可以节省高达1150亿美元的费用 (以2011年物

价计算)。 此外, 向约1亿贫困农民提供更高效的

水处理技术, 则预计可以创造1000亿~2000亿美

元的直接总净收益 (Dobbs等, 2011)。
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的投资为经济增长

奠定了基础。 这种投资回报率高: 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估计, 每投资1美元, 在不同地区且用不

同的 技 术 情 况 下, 可 获 得 3~34 美 元 的 收 益

(WWAP, 2009)。 根 据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UNEP) 提供的数据, 在非洲, 投资一些小规模

项目来提供安全用水和基础卫生设施, 每年整体经

济利益回报约为284亿美元, 或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左右 (UNEP, 日期不详)。 另一项

研究发现, 在那些改善供水和卫生服务的贫困国

家, 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3.7%, 而那些没有改进

类似服务的国家, 年增长率只有0.1% (WHO,

2001)。 尽管好处明显, 但在世界范围内, 仍然有

许多地区面临类似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问题。
预计未来几十年内, 水和卫生服务及其创造的

相关就业岗位的市场潜力将十分巨大。 仅在孟加拉

国、 贝宁和柬埔寨, 到2025年约有2000万农村人

口应获得自来水供应, 这一数字是当前数量的10
倍, 相应的市场价值为9000万美元/年。 在卫生设

施方面, 对孟加拉国、 印度尼西亚、 秘鲁和坦桑尼

亚的研究显示, 每年卫生设施服务会带来7亿美元

的市场潜力 (Sy等, 2014)。

1.2 昂贵的现状

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水行业管

理不善或投资不足, 会导致经济损失乃至就业岗位

流失。 因忽略水问题而造成的经济、 生计和人口方

面的高风险和严重负面影响经常被忽视, 这往往会

带来灾难性和代价高昂的后果。 对水和其他环境资

产的不可持续管理会损害经济和社会发展, 并且有

可能对全球范围内的减贫、 创造就业机会和发展成

果造成反转 (ILO, 2013a)。
在政府、 企业或家庭预算方面, 不作为的代价

已经有所凸显。 例如, 不作为会导致水污染引发的

医疗支出增加, 渔民或旅游经营者失业救济金增

加, 以及沿海地区财产保险费用上升 (OECD,

2008)。 据估计, 因农业生产率下降, 特别是盐渍

化, 造成灌区土地退化, 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损失

约为110亿~273亿美元/年 (Quadir等, 2014;

Postel, 1999)。 从地区角度来看, 世界银行估计,
水质退化每年给中东和北非国家带来的损失约为其

GDP的0.5%~2.5% (世界银行, 2007a)。

对于经济增长和就业而言,
水的可持续管理不仅是关乎资
源的可用性和资金的问题, 也
关系到良好的政策框架和治理。

社会经济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剧了灾害

对社会的影响, 达到社会难以适应的程度, 同时破

坏生计、 加剧不平等。 用水户之间用水竞争的增加

可能是水资源遭到破坏的一个原因。 未来几十年

内, 全球水需求预计会大大增加, 可用资源的最好

情况也只是维持不变。 这将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直接

压力, 并间接导致社会动荡和生态系统的不健康。
减少水资源浪费并在农业、 能源及工业领域提高生

产率和用水效率将是至关重要的, 这同时会降低企

业的生产成本并降低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联合

国水计划, 2014)。

1992—2014年, “洪水、 干旱和暴雨……受灾

人数高达42亿 (占受灾害影响全部人口的95%),
并造 成 13000 亿 美 元 的 损 失 (占 全 部 损 失 的

63%)” (联合国水计划, 2014, 第9页)。 据估计,

1997—1998年发生在肯尼亚的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

相当于其GDP的11%, 而1998—2000年的干旱造

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其GDP的16% (联合国水计

划, 2014)。 2005年发生在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造

成40000个就业岗位流失, 其中非洲裔美国妇女的

受灾程度最严重; 在孟加拉国, 气旋锡德 (Sidr)
摧毁了几十万个小型企业并对567000个就业岗位

造成不利影响 (ILO, 2013a)。 在许多国家, 旱灾、
洪灾和森林砍伐增加了女童和妇女用于取水的无薪

时间, 减少了她们原本用于教育和赚取收入的时间

(ILO, 2013a; UNDP, 2014)。
另一个越来越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地下水枯竭。

这可能是由于定价机制不准确导致的资源稀缺、 取

水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或者水文状况导致人们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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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 公平地用水。 全球约38%的灌区依赖地下

水 (Siebert等, 2013), 造成过去50年来用于农业

灌溉的地下水开采量增加了10倍。 与此同时, 近

一半世界人口的饮用水来自地下水 (Tushaar等,

2007)。 预计用水需求的增加主要来自制造业、 电

力行业及生活用水, 这会引发水资源的进一步紧

张, 并可能影响到灌溉用水 (OECD, 2012a)。
据估计, 全球取水量中, 有30%由于渗漏损失

掉了 (Kingdom 等, 2006; Danilenko等, 2014)。
鉴于城市化的发展和水需求的上升, 对老化的基础

设施进行维护和升级, 以此提高用水效率并减少渗

漏便显得至关重要。 一旦采取这些措施, 将创造就

业机会, 其中大部分工作需要熟练技工。
在一些与水相关的极端灾害情况下, 水资源管

理和发展战略在降低人类及其财物的受灾和脆弱性

方面可以起到核心作用 (联合国水计划, 2014)。
通过策划、 准备和协调应对来降低与水相关的自然

灾害风险是很划算的, 特别是将结构性和非结构性

洪水管理方法相结合时尤其如此。 综上所述, 依据

基于地区资源工作方案合理制定国家公共就业计

划, 将创造就业、 提高收入、 创造资产和恢复自然

资源基础等多方面的目标相结合, 可以对脆弱的社

区起到很大的倍增效应 (联合国水计划, 2014, 第

30页)。 只有对完整的水循环进行可持续管理才能

获得上述经济效益, 即自然状况下可利用的水资源

发挥各种作用和提供相关服务后, 最终回归到自然

环 境 这 一 过 程 (OECD, 2012a; UN-EMG,

2011)。

1.3 水与就业的关系

水应被视为绿色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OECD,

2012b)。 政府应制定和执行与水相关的政策, 以支

持可持续发展并创造就业机会, 这是至关重要的

(ILO, 2013a)。 要实现这些政策目标, 需要拥有共

同的设想, 尤其是水、 能源、 粮食和环境相关政策

之间, 以确保激励政策能平等地涵盖所有利益相关

方 (OECD, 2012b)。 研究表明, 环境改革造成的

所有负面影响 (例如在某些产业因升级和失业造成

的投资成本增加), 都能通过对环境改革补充配套

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进行弥补。 改革对就业的总

体影响是正面的 (ILO, 2013a)。
水的可持续管理对经济增长和就业而言不仅是

关系资源可用性和资金的问题, 也涉及合理的政策

框架和治理, 包括建立政治、 社会、 经济和行政制

度, 来 开 发、 管 理、 治 理 水 资 源, 提 供 水 服 务

(Rogers和 Hall, 2003; OECD, 2012b)。
水资源及其提供的广泛服务能够支持经济增

长、 减少贫困并增强环境的可持续性 (UNEP,

2012a)。 《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2015》 中指出,
“解决与水有关的挑战, 需要我们改变评估、 管理

和利用水资源的方式。 社会主体在做决策和作出响

应时, 应 将 水 考 虑 进 去, 这 样 才 能 取 得 进 步 ”
(WWAP, 2015, 第97页)。

为了提高水生产率和水管理而进行的改善治

理、 技术创新和能力建设, 需要进行机构改革, 并

针对社区和个人开展能力建设, 包括数量充足的技

术人员和专家 (联合国水计划, 2014)。 缺少合格

的劳动力在大多数国家和产业都已经成为绿色经济

转型的障碍 (ILO, 2011a)。 在水服务行业尤其如

此, 如第4章所述。 加强水治理需要制定教育、 知

识和技能培养相协调的计划, 要对青年和妇女进行

重点关注 (联合国水计划, 2014)。
此外, 还应该强调的一点是, 获得水和卫生设

施是一项基本人权。 因此, 各国有义务逐步提供安

全饮用水和适当的卫生服务, 包括在工作场所。 各

国还有义务保证国民享有用水权时不受歧视且男女

平等。
上述义务的履行可以扫除一些障碍, 使女性能

够有机会上学、 获得相应的教育和培训, 并保留自

己的职位, 这将进一步保障经济体具有熟练技能的

人力资源。 为家庭、 学校和其他培训机构提供清

洁、 安全和容易获取的水, 是一个健康经济体的另

一先决条件 (OECD, 2011a)。 因此, 无论从经济、
环境还是社会角度而言, 对水进行投资都是一个稳

赚不赔的选择。
在依赖水的工作中, 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个体

积极性和持续投资, 并需要可预测的且可靠、 安

全、 高效的水资源管理、 基础设施和服务来支持。
这需要社区本身以及相关代表做出共同的长期政治

承诺及规划。 改善水资源管理、 水和卫生设施服务

以及废水处理是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其他相关社会

经济 效 益 的 先 决 条 件 (UNEP, 2012b; OECD,

2012b)。
支撑充足投资的政策和战略需要广泛调动资

金, 包括: 降低成本以节省开支 (通过提高效率或

选用更廉价的服务), 提高关税、 税收和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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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或公共资源) 调动贷款。 可能有必要创新

监管 方 法 和 标 准, 以 保 证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付 费

(PES) 的实施或确保污染者承担治理污染的费用

(UNEP, 2010; OECD, 2012b)。
水利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资仍然主要来自于公

共部门, 执行水权分配、 价格制定、 系统维护、 提

供服务、 对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投资等重要职能。
虽然政府服务私有化往往会降低成本, 但对这种改

革的相关研究通常不甚完善, 研究结果对其褒贬不

一。 以乌拉圭为例, 一项研究表明, 水服务私有化

对获得卫生服务的影响不大, 而随后进行的国有化

则增加了贫困家庭获得卫生服务的机会, 且改善了

水质 (Borraz等, 2013)。 最佳状态很可能高度取

决于实际情况, 并需要对服务成本、 交易成本和政

策环境 (包括竞争方面) 进行仔细分析 (Bel等,

2008)。
水资源日益匮乏虽然带来了相当大的风险, 但

某些情况下, 这也为私营部门提供了机会, 使其对

创新用水效率进行投资, 从而脱颖而出。 预计在未

来20年, 每年将需要500亿~600亿美元用来提高

水生产率以缩小全球范围内供水和水需求之间的差

距。 私营部门投资可以承担一半的相关费用, 所以

预计3年内就能产生收益 (Boccaletti等, 2009)。
世界银行等一些国际机构正在继续倡导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 (PPP), 但同时强调考虑各国关于

水价的法律框架和监管风险的重要性 (世界银行,

2015)。 2010年, 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PPP情况

的研究强调, 私人运营商可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
而非仅仅被视为融资来源 (世界银行, 2010)。 重

要的是, 研究发现有些PPP项目会大幅裁员, 特

别是在拉丁美洲, 而这往往是由人员冗余造成的;
有些PPP项目则与员工大幅减少无关。 私营部门

的参与转而能最大限度地将技术和专项技能转换为

公用事业部门和用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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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淡水资源现状
WWAP|理查德·康纳 (RichardConnor)
卡伦·弗伦肯 (KarenFrenken) (联合国粮农

组织, FAO) 参与编写

  全球的淡水资源通过蒸发、 降水和径流的连续

循环进行更新, 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水循环, 决定

了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和可用性。
定义和衡量缺水和/或用水紧张有不同方式。

就国家缺水情况而言, 最广为人知的指标是 “年
人均可再生水量”, 其阈值用于区分不同程度的用

水紧张 (Falkenmark和 Widstrand, 1992)。 当一

个地区或国家年人均可再生水量低于1700m3 时,
就被视为一般用水紧张。 当年人均可再生水量低

于1000m3 时, 此地区的人口就面临长期缺水;
若此值低于500m3, 就被定义为极度缺水。 对照

这些阈值, 每个国家的情况表现出明显差异 (见
图2.1)。

  这种粗略测量缺水程度的方式主要基于对定量

水资源下能够生活得还算可以的人口数量的估算

(Falkenmark, 1984; FAO, 2012)。 这种方式虽然

有用, 但它过度简化了某些国家的水资源现状, 忽

略了获得水资源时的本地因素以及在不同地区解决

方案可行性的差别 (FAO, 2012)。
当我们试图更好地掌握供需关系时, 千年发展

目标 (MDG) 的水指标提出, 可以基于农业、 市政

和工业用水占再生水资源总量的比例, 来衡量人类

对水资源造成的压力 (UNSD, 日期不详) (见图

2.2)。 对现有水资源的使用比率越高, 对供给系统

的压力就越大, 且满足日益增长需求的困难也越大。
以国家为单位统计信息的问题在于, 对于一些

较大的国家, 在境内可用水资源进行平均计算会影

响国内差异性的体现; 澳大利亚、 中国和美国就是

很好的例子。 另一个问题是水的跨界性。
图2.3所示的以流域为单位进行的分析表明了

水资源的跨界性质, 也显示了用水紧张程度在较大

国家各个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
不同时期的可用水量同样差异显著。 全球很多

地区经历过数月间可用水量的巨大变化, 这导致了

雨季和旱季间供需的季节性变化。 这种季节性变化

及旱季造成的用水紧张, 可能被年均可用水量所掩

盖。 图2.4显示了基于对全球各大流域按月研究得

到的缺水综合模型的结果, 考虑了供需的季节性变

化及储水的缓冲作用 (Sadoff等, 2015)。
缺水一般由水文变化和人类过度使用造成, 这

可以通过建设储水设施从一定程度上加以缓解。 根

据图2.4, 虽然每月的水短缺风险在南亚和中国北

方地区最为严重, 但季节性缺水的风险明显在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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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都存在。 然而, 由于这种分析是以流域为基础

的, 所以并没有涉及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 如没有

河流流经的北非和阿拉伯半岛 (Sadoff等, 2015)。
水循环主要由气候驱动, 气候变化会使降水量

和蒸发量的变化程度变大, 由此将加剧水资源供需

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 (见2.3节)。
上述指数体现自然原因造成的用水紧张和缺水

情况。 然而, 用水紧张程度不高并不能保证人们能

随时获得水资源和与水有关的服务。 缺水是由多种

原因造成的。 其中可以从3个方面考虑: ①自然型

缺水 (如上文所述); ②经济型缺水, 由于经济或技

术限制导致基础设施不足, 与水资源状态无关;

③体制型缺水, 由于没有合适的体制而无法为用户

提供可靠、 安全和公平的供水 (FAO, 2012)。 图

2.5显示了全球自然型缺水和经济型缺水的分布情况。
总之, 一些流域和国家整年内都能获得相对充

裕的降水 (见图2.1~图2.3)。 然而, 在另外一些

地区, 降雨可能高度集中在特定的雨季, 在持续数

月的旱季降雨量都很低 (见图2.4)。 除非有足够的

人造和自然基础设施来管理和存储雨季的降水, 否

则一些地区的干旱情况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这恰

恰是图2.5中许多被列为 “经济型水短缺” 地区的

情况。 图2.5中的经济型水短缺不仅是由缺乏建设

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造成的, 同时也反映了需要对

人和机构进行能力建设和/或建立法律和监管框架,

以确保水资源管理中善政的实施。 否则, 就会出现

上文描述的第三种水短缺类型———体制型水短缺

(见第12章和第18章)。
可持续性取水并在地表水供水充裕期间进行回

补, 地下水就可以被存储, 在发生旱灾时提供缓冲

(WWAP, 2012)。 然而, 这并不适用于化石地下

水———一种具有几千年历史、 不能自然再生的资

源。 全球很多地区拥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但明确

的证据表明供应量正在减少。 世界上最大的37个

含水层中, 估计有21个属于严重超采, 涉及中国、
印度、 法国和美国 (见图2.6)。 全球范围内, 地下

水开采率每年提高1%~2% (WWAP, 2012)。 地

下水压力最大的地区往往也是地表水压力最严峻的

地区。
水的可用性也与水质息息相关。 质量差的水可

能难以适合不同用途, 且处理成本往往令人望而却

步, 从而加重经济型缺水的负担。 威立雅和国际食

品政策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 (2015, 第3页):
“预计在未来的几十年, 水质恶化将进一步加剧, 这

将增加人类健康、 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面临的风

险。” 工业生产、 采矿、 未经处理的城市径流和污水

会产生各种化学污染物和致病性的污染物, 随着不

可持续的城市和工业发展, 这些污染物可能会进一

步增多。 农业化肥的集中使用带来的营养负荷 (氮、
磷和钾) 预计至2050年会一直增多 (见图2.7),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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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加剧淡水和沿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富营养化。
据估 计, 2050 年 生 活 在 由 于 生 化 需 氧 量

(BOD) 过高造成高度水质量风险环境下的人口数

量约为全球人口的1/5, 而面临氮和磷过高风险的

人口数量将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3 (威立雅和国际

粮食政策研究所, 2015)。 如图2.7所示, 水质风

险预计会在国家和流域层面有所差异。 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排放的污染物预计会大量增多, 主要是

因为这些国家人口较多、 经济增长较快, 特别是一

些非洲国家。 考虑到大部分江河流域的跨界性质,
区域合作将是应对水质挑战的关键。

2.2 不断增长的压力和需求
WWAP|理查德·康纳和马克·帕坎

卡伦·弗伦肯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和凯瑟琳·科斯格罗夫参与编写

  2011—2050年, 世界人口预计将从70亿增至93
亿, 增长率为33% (UNDESA, 2011)。 同期, 粮

食 需 求 将 增 长 60% (Alexandratos和 Bruinsma,

2012)。 此外, 据预测, 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将增

加近1倍, 从2011年的36亿增加到2050年的63亿

(UNDESA,2011)。
人口数量变化和日渐提高的生活水平正在推动

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不断发展, 以满足来自更

多更富裕人口不断升级的需求。 肉类等水密集型产

品的市场需求往往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 从而大

大提升农业的用水需求。 能源行业也属于水密集

型, 预计其水需求也将激增。 此外, 人口增长将会

加大应对某些挑战的难度———为更多人提供水和食

物并创造足够多的体面工作, 而这又取决于经济的

发展 (UNEP, 2011a)。
估计有6.63亿人难以随时从改善的水源❶获得

饮用水, 而缺乏可靠、 优质、 足量的安全用水的人

口数量至少为18亿 (UNICEF/WHO, 2015), 且真

实数字很有可能远远不止这些。 全球超过1/3的人

口 (大约24亿人) 无法使用改善的卫生设施, 其中

10亿人仍然露天排便 (UNICEF/WHO,2015)。

不管未来全球范围内, 或
更重要的, 地区性的缺水情况
如何严重, 水短缺很可能在未
来几十年里限制经济增长和创
造体面工作的机会。

不同产业的用水量 (取水和耗水)❷ 一般根据

估算而非实际测量来确定。 这些估算表明, 1987—

2000年, 全球淡水抽取量的年增长率约为1%
(FAO, 2015a); 现有证据表明, 过去15年增长速

度略有放缓 (0.6%)。 20世纪的增长率估计约为每

年1.9% (Shiklomanov, 1997), 最高增长率为每

年2.5%, 发生在1950—1980年期间。 在世界上许

多高度发达的国家, 淡水抽取量已趋于稳定或略有

下降, 部分原因是提高了水的利用效率、 增加了粮

食等水密集型产品的进口。 因此, 可以推断, 目前

用水量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发展中国家。
农业用水约占全球淡水用量的70%, 在大多数

最不发达国家 (LDC) 的比例超过90% (FAO,

2011a)。 发达国家农业领域的取水量普遍较少, 能

源生产和较大型工业较多, 分别占全球取水量的

15%和5%。 家庭 (饮用水、 卫生设施、 个人卫生、
清洁等)、 机构 (如学校和医院)、 大多数中小型工

业、 市政系统的取水占全球淡水取水量剩余的10%
(WWAP, 2012)❸。

如果不采取措施提高效率, 到2050年, 全球

农业耗水量预计将增长20% (WWAP, 2012)。 生

活和工业用水需求也将增加, 尤其是在处于经济快

速增长的城市和国家。 能源行业的水需求, 特别是

发电的水需求, 也将显著增长 (WWAP, 2014)。
这是因为2010—2035年, 能源需求预计将增长1/3
多, 其中90%发生在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

组织) 国家 (IEA, 20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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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的水源” 的定义: 在该水源地, 人类用水与动物用水及粪便污染相隔离。 然而, 来自 “改善的水源”
的水未必不含细菌或其他污染物, 也不一定安全。

取水指出于任何目的从湖泊、 河流或含水层抽取的水量。 耗水是取水后在运输、 蒸发、 吸收或化学转化过

程中损耗的水量, 或由于人类使用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的水量。
各行业用水详情见 WWAP (2012)。



经合组织2012年全球环境展望的基准情景

(OECD, 2012a)❶ 预测, 2000—2050年, 淡水供

应将面临持续增长的压力, 额外的23亿人 (超过

全球人口的40%) 预计将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
尤其是在北美、 南非、 南亚和中亚。 如图2.8所

示, 预计全球水需求 (淡水取水) 将增长55%, 原

因是来自制造业 (400%)、 热力发电 (140%) 和

家庭 (130%) 不断增长的需求。 另一份报告预测,
“一切照旧” (business-as-usual, BAU) 的情况下,
到2030年, 全球缺水比例将达40% (2030WRG,

2009)。 如本章2.1节所述, 一些国家和流域已经

处于严重缺水状态。
经合组织预测, 未来全球用于灌溉的取水将

会 减 少。 但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FAO) 预 计,

2008—2050年, 灌溉取水将增长5.5% (FAO,

2011a)。 虽然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预测

并非一定是矛盾的———假设提高灌溉效率后, 田

间作物耗水比例也随之提高, 但他们的预测确实

凸显了在定量预测全球用水需求和相关用水紧张

时面临的挑战。

  尽管提高了建模和计算能力, 但鉴于未来生物

物理、 气候、 经济和社会政治条件的不确定性, 很

难对水需求的未来增长和因此带来的水短缺进行定

量预测 (WWAP, 2012)。 对于快速发展的行业尤

为如此, 如工业和能源产业, 以及那些季度或年度

水量变化较大的小国。 Amarasinghe和Smakhtin

(2014) 编写的 《13项水需求预测》 认为, 当前家

庭人均用水量已经超过了21世纪初在BAU情景下

2025年的预测值。
不管未来全球, 或更重要的地区性的缺水情况

如何严重, 水短缺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限制经济增

长和创造体面工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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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
UNESCO-IHP、 WMO和IAHS|沃特·伯伊塔

尔特 (WouterBuytaert)、 阿尼尔·米什拉 (Anil
Mishra)、 西格弗里德·德穆特 (SiegfriedDemuth)
和布兰卡·希门尼斯·西斯内罗斯 (BlancaJi-
ménez-Cisneros) (UNESCO-IHP), 布鲁斯·斯

图尔特 (BruceStewart) 和克劳迪奥·卡波尼

(ClaudioCaponi) (WMO), 克里斯托夫·屈德

内克 (ChristopheCudennec) (IAHS)

  气候变化加剧了可用水资源面临的多种威胁,
并可能增大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 强度和严重

程度。 科学家们一致认为, 气候变化会改变水流流

态、 恶化水质、 改变降水和可用水量的空间和时间

模式 (IPCC, 2014)。 此外,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 (IPCC) 第五次评估指出, 全球气温每升高

1℃, 将有7%左右的人口损失至少20%的可再生

水资源 (Döll等, 2014; Schewe等, 2014)。 这将

使全球面临缺水风险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 尽管这

些变化的地理环境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 目前处于

干旱和半干旱状态的地区预计将最容易遭受旱情加

剧风险的威胁。
干旱的亚热带地区最容易发生可再生地表水和

地下水资源的显著减少。 在当地, 随着人口数量的

增加, 目前处于用水紧张或超采状况下的水文地貌

情况正在变得更加容易受到干旱的攻击, 如沿海平

原、 三角洲、 岛屿或高海拔地区。
可用水减少将加剧用水户之间的竞争, 涉及

农业、 生态系统维护、 居民区、 工业 (包括旅游

业) 和能源生产。 这将影响区域水资源、 能源和

粮食安全, 及潜在的地缘安全。 已被确定为易受

逐年加剧的用水紧张威胁的地区包括地中海地区、
南美洲部分地区、 澳大利亚西部、 中国和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
历史证据表明, 洪水的强度和频率变化是由人

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引起的。 此外, 预计未来洪

涝灾害将加剧, 特别是在南亚、 东南亚和东北亚,
以及非洲的热带地区和南美洲部分地区。 迅速增长

的人口不得不面临更多挑战, 且变得越来越脆弱。
这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经济损失。

气候变化对经济活动和就业市场的潜在影响可

能是严重的。 虽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正在形成独

特的产业, 但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

某些行业就业岗位的损失。 通过就业政策这种主动

方式来适应气候变化能抵消部分损失。 这些机会的

充分利用需要灵活的基础设施方案、 加强劳动力的

流动性, 以及各个层面的能力建设和培训, 特别是

在最不发达国家。
世界上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处于面临与水相关压

力的热点地区, 特别是在非洲、 亚洲和中东地区。
在世界范围内, 不安全的水每年给灌溉行业带来的

损失约为940亿美元, 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损失达

5000亿美元 (Sadoff等, 2015)。 加上环境影响,
这个数字可能高达全球 GDP的1% (Sadoff等,

2015)。 2013年, 全球洪灾损失总额超过500亿美

元, 并且正在上升 (Guha-Sapir等, 2014)。 气候

变化的影响, 预计会通过裁员方式导致全球经济产

业出现大量失业现象, 并可能在2020年造成就业

岗位减少2% (Jochem等, 2009)。

施泰尔严重的洪涝灾害 (奥地利)

照片来源:©LisaS./Shutterstock.com

到目前为止, 最脆弱的经济行业是农业, 这

是全球范围内劳动力数量最大的行业, 仍在推动

着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 气候

变化对小麦、 玉米和水稻等主要农作物的生长条

件的影响, 主要是负面的 (IPCC, 2014)。 尽管

局部可能出现气候变化带来的积极影响, 但许多

新兴经济体的小农户却缺乏灵活地应对这些机会

所必需的能力。 此外, 水资源承受的压力越来越

大, 可能会阻碍为适应气候变化做出的努力, 这

些努力依赖于增加灌溉量或至少维持当前的灌溉

水平。 在这些地区, 未能适应气候变化可能对当

地就业造成严重后果, 并对贸易和人口迁移带来

潜在后续影响。
许多供水系统水量损失严重且效率低下。 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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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 供水系统中的水损失率也可能会高于

30%, 伦敦为25% (ThamesLondon, 2014), 挪

威为32% (StatisticsNorway, 2015)。 城市供水系

统容易发生渗漏和溢出, 而灌溉往往以技术落后、
效率低下的方法为主, 如淹灌和沟灌。 然而, 短期

和中期的适应性活动可以在基础设施产业创造就业

岗位。 因此, 适应性政策应该着眼于调动财政资

源, 加快改善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开发。 防洪方案的

构建和升级是必不可少的, 以保护最弱势的群体以

及防止经济、 社会和文化资产面临危险。 在某些情

况下, 可能有必要考虑进行额外的集水存储, 以应

对强度和频率不断增大的干旱。
从长远来看, 气候变化将影响许多地区的生物

地理学特性和农业生产潜力。 这些变化将不可避免

地发生在其他多种压力并存的情况下, 如土地利用

变化、 环境恶化和经济发展。 适应这些相互依存的

变化需要科学、 工程、 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知识和

技能的并用。 但由于这些变化固有的不确定性, 因

此也有必要采取弹性的、 “无遗憾的” 策略。 这就

需要从硬性的、 基于基础设施的解决方案转变成更

智能的、 适应性强的解决方案, 包括绿色和多用途

的基础设施。
例如, 屋顶绿化、 湿地、 景观特征和智能管理

水闸可以增加缓冲和存储容量, 提高社会效益以及

水资源和风险管理的适应能力。 这些解决方案的设

计和实施将创造就业机会, 并为需要持续和主动操

作的系统提供后续的就业机会。 智能监测和控制系

统将指导此类结构的操作和维护。 这些系统的研

发、 实施和运营也会极大地创造就业机会。 即使在

目前, 据估计, 在英国所有的工作岗位中, 有5%
左右属于 “绿色空间” 行业 (包括公园、 自然保护

区、 植物园/动物园、 景观服务和建筑服务) (Gore
等, 2013)。

有了新颖的基础设施设计, 我们有必要为监

测、 预测、 预警和风险评估及管理而开发、 建立和

运行新系统。 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会加强防范并支持

做出响应, 并能在无法避免影响的情况下进行恢

复。 改进的风险评估策略, 如开发基于天气指数的

农业保险产品 (IFAD/WFP, 2011), 有利于更好

地减轻损失, 优化供应链弹性和循环经济。 特别

是, 《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 (2015—2030)》 呼吁

联合国相关机构加强现有的全球机制并实施新的机

制, 以提高人们的认识, 加深其对与水有关的灾害

风险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的认识, 并提出减轻灾害风

险的策略 (UNISDR, 2015)。 这将改变水资源的

管理方式, 特别是高强度的水旱灾害达到创纪录的

极端情况下。 还需要采取预防性措施, 减轻灾害风

险带来的伤害, 降低灾难袭来时的脆弱性, 增强应

对灾害的社会弹性。

2.4 生态系统健康
UNEP|埃里克·华 (EricHoa) 和

柏盖·拉米扎纳 (BirguyLamizana)

  生态系统的健康依赖于环境流量, 它能确保可

持续和公平地分配并获取水资源及相关生态系统服

务。 水生生态系统中蕴藏着生计和经济机会。 水流

的质量、 数量和时间对于维持水生生态系统的功

能、 过程和恢复能力至关重要。 一个特别的实例是

其服务直接依赖于地下水系统的生态系统。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拉丁美洲、 非洲和亚洲

几乎所有的河流都遭受了不断恶化的水污染。 主要

的原因是向淡水水体 (河流和湖泊) 中排放的未经

处理的废水负荷增大, 以及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

式会加重侵蚀并导致富营养化和泥沙沉积。 这种趋

势由人口增长、 城市化和小规模工业和农业结构的

增长所驱动, 这些经济结构往往管理不善, 并产生

废水。 2010 年, 大 约 6% ~10% 的 拉 美 河 段、

7%~15%的非洲河段以及11%~17%的亚洲河段

受到严重的有机污染 (每月河流生化需氧量浓度大

于8mg/L) (UNEP, 即将出版)。
直接受有机物污染影响的人群包括主要通过淡

水鱼摄取蛋白质的农村贫困人口和以淡水渔业为生

的低收入渔民和工人。 在发展中国家, 内陆捕捞确

实是民生的重要来源, 为2100万渔民提供生计

(FAO, 2014a), 并在捕捞后的处理过程和其他相

关活动中提供3850万个工作岗位 (世界银行,

2012)。 大多数活动发生在小型捕渔业, 其中超过

一半的劳动力是女性。
虽然拉丁美洲、 非洲和亚洲的水质污染严重并

在持续恶化, 但同样也存在着扭转趋势的良机。 这

需要采取行动减轻进一步污染, 恢复退化的生态系

统 (采取植树造林等恢复措施), 并采取综合性的

方法进行废水管理。 这包括传统和非传统的废水处

理方案, 并要考虑到废水再利用 (例如用于灌溉和

水产 养 殖 ) 时 要 遵 循 健 康 保 障 要 求 (WHO,

2006)。 为了了解全球水质面临的挑战的强度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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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为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实施合理的矫正措施, 对

水质开展监测和评估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淡水水体, 水流流态是生态系统服务的一

个重要决定因素。 基流可以维持河流漫滩的地下水

位, 保持土壤湿度, 而大洪水可以给漫滩的含水层

补水。 因此, 至关重要的是, 在水资源管理计划中,
一定量的水或环境需水 (EWR) 要用于维护淡水生

态系统功能并为人们提供服务。 全球范围内, 使淡

水水体维持良好状况的环境需水量约占流域内河流

平均年流量的20%~50% (Boelee,2011)。
在全球范围内, 有将环境流量纳入决策和流域

管理计划的明显趋势。 这已经在国际公约中有所涉

及, 如 《拉姆萨尔公约》 或 《联合国水道公约》
(2014年生效), 以及 《欧盟水框架指令》 等一些区

域框架, 还有一些国家的水政策, 如南非的国家水

法 (Forslund等,2009)。

随着对淡水资源竞争的加
剧以及气候变化影响资源的可
用性, 在满足社会经济基础需
求的同时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及环境的可持续性将越来
越难。

采用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进行流域管理, 包括

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经济评价, 是认识 (和量化)
生态系统服务为生计和就业带来益处的一种方式。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生态系统是可持续增长所面

临挑战的一部分, 应在制定政策和作出决策时加以

考虑, 以确保利益的公平分配, 并有助于扶贫。 在

这方面,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计划带来的新兴市场可

能会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机会, 进行新型创业 (及提

供相关工作岗位), 从而随着恢复/保护措施的实施

实现收入的增加。

2.5 面临的挑战
WWAP|马克·帕坎

凯瑟琳·科斯格罗夫和露西拉·
米内利 (LucillaMinelli) 参与编写

  考虑到水资源在任何地区都是有限的, 如何平

衡用水需求将是未来几十年不可避免的严峻挑战。

随着对淡水资源竞争的加剧以及气候变化影响资源

的可用性, 在满足社会经济基础需求的同时保持生

态系统的完整性及环境的可持续性将越来越难

(UNEP, 2011b)。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一种系统

的方法来应对多层次的治理挑战 (OECD, 2011b)。
其中一个挑战是要确保与水 (和卫生) 有关的

决策与一个国家的人权义务相一致。 正如第5章中

提到的, 各国需要在其可用资源的最大范围内, 逐

步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 充分实现这些权利。 各

国还需要逐步提升安全饮用水和适当的卫生服务,
包括在工作场所, 以预防、 治疗和控制与水相关

的疾病。 此外, 各国必须保证水权的享有不受性

别歧视的影响 (UN, 2003)。 在此背景下, 决策

者必须优先考虑在安全饮用水和卫生方面实现人

权, 保证来自其他用途的用水竞争不会阻碍实现

此权利。
第二个挑战是确保生态系统及其水成分的可持

续性。 为了保证一段时间内持续向人类和经济发展

提供充足的水, 当务之急是地方决策者对供水的生

态系统的需求进行评估, 并根据需要采取行动以保

护、 可持续管理生态系统并在必要时基于现有知识

和数据对生态系统进行恢复 (WWAP, 2012; 拉姆

萨尔公约秘书处,2010)。 关键决策涉及足量的水分

配, 以确保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Forslund等,

2009)。 这些必要的选择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健康和

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社会经济机会, 降低脆

弱水资源的相关风险。 对生态系统进行适当管理还

有助于支持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以及依赖于生态系

统的其他相关恢复能力, 以应对干旱、 极端天气事

件和气候变化等造成的压力 (WWAP, 2012)。 多种

概念、 方法和工具, 如水资源综合管理和生态系统

服务评价, 都可以在这方面提供支持。
如果合理地保护和管理生态系统、 按照国际法

律优先保护人类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及其他

依赖于水的人权可以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性, 那

么, 其他挑战也可以得以应对。 这需要向互相竞争

的社会经济需求 (如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农业、 能

源生产、 工业) 分配剩余的水资源, 同时要与该地

区或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点和战略相协调

(Speed等, 2013)。
鉴于生态系统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水来维持所

有依赖于它的经济活动 (尤其是在增长的情况下),
决策者需要与利益相关者共同对互相竞争的需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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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平衡。 各个经济行业 (和这些行业的所有水用

户) 都将接受水量分配的政策决定, 其活动也应据

此开展。 例如, 在水的可用性方面, 部分地区将倾

斜于某些经济行业 (如能源生产和城市需求), 而

其他地区将支持不同行业 (如农业)。 决定向一个

行业分配更多的水可能对其他行业的绩效甚至是生

存能力产生巨大影响, 并因此在创收和就业方面产

生影响 (SIWI/WHO, 2005)。 综上所述, 在8个

关键行业 (农业、 林业、 渔业、 能源、 资源密集型

制造业、 循环利用、 建筑和运输) 进行绿色经济转

型, 协助其采用更环保和更高效的做法, 将带来显

著的好处 (ILO, 2012; UNEP, 2011c)。
最后, 政策制定者需要面临另一个挑战, 进行

权衡取舍, 以抵消上述水源分配决策可能产生的负

面影响。 这种权衡的实例包括过渡性援助机制、 提

供适当的补偿和进行水调整。 谨记, 价值链参与者

可能会被任何由于水分配的减少而导致的经济下滑

所影响 (Speed等, 2013; OECD, 2012a)。
水权的决策过程也提供了机会, 可以探索如何

最大限度地提高水分配选择方案的益处。 水可以引

导传统经济向更环保的经济类型转变。 通过减少污

染和废弃物, 提高水、 能源和材料的使用效率, 会

在大多数情况下为总体就业情况带来一点积极的改

变 (UNEP/ILO/IOE/ITUC, 2008)。
如果不能应对这些并发的挑战, 我们将会在

许多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 由于缺乏水安全, 公

众健康和恢复能力受到损害, 从而导致生态系统

和生态系统服务退化、 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社

会动荡和人口迁移现象 (见专栏2.1) (OECD,

2008; Lant, 2004)。

专栏2.1 用水紧张、人口迁移和就业

气候变化、水紧张和环境恶化正在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大量人口,并对国际和平、人类安全和福

祉构成重大威胁。缺水、粮食不安全、社会不稳定和潜在暴力冲突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这反过来

又会在世界各地触发并加强人口迁移。亚洲、非洲和中东的许多国家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正在经

历大范围的人口迁移,并因气候变化不良影响和政治动荡而加剧。一些研究估计,到2050年,荒漠

化、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等可能导致1.5亿~2亿人流离失所 (Scheffran等,2012)。然

而,环境的驱动仅是部分原因。治理不善、政治不稳定、经济和文化问题共同造成这种错综复杂的

现象。
水紧张不但会增加人口迁移风险,而且当迁移的人口对接收国的水资源带来额外压力时,水紧

张就变成了人口迁移的一种结果。就业也受到双重影响:高失业率和社会动荡都会造成人口迁移,
这反过来又会使受灾国家缺少重建家园的活跃劳动力。另外,对就业或补贴的不断增长的需求成为

接收国的一个重大挑战,需完善既定政策或立法,以应对这些压力,解决 “环境移民”的需求和

权利❶。
孟加拉国的案例体现了水、人口迁移、就业三者的关系:人们普遍贫困,海平面上升将该国大

部分地区的良田变成了盐碱地,大面积洪涝灾害持续发生,并且日益严重,导致大量人口失去土地。
孟加拉国约61%的人口处于劳动年龄 (15~64岁)。然而,在正规劳动力市场工作的人们往往每周

仅工作几个小时,工资也较低。这一情况导致孟加拉国人受经济驱动进行跨国迁移。即使这些临时

的人口流动❷能为孟加拉国的经济做出积极贡献,但该国的人口迁移流动本身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MPI,2011)。事实上,人口迁移接收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和生态系统的压力会加重,这需要依靠

接收国的弹性政策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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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国际移民组织 (IOM, 2007, 第1~2页) 将 “环境移民” 定义为 “由于环境的突然改变或逐渐改变对生

活或居住条件产生了不利影响, 个人或群体有必要被迫或主动离开自己的惯常居住地, 暂时或永久地来到国内其他

地方或国外居住”。
接收国允许工人在法律规定的限定期限内工作。



  旨在减轻 “缺水有关的压力和人口迁移有害影响的政策响应能带来许多机会,可以加强社区的

抗灾能力并维护应对方案”(Dow等,2005,第25页)。这些政策响应可能包括:促进 “制定和实施

气候适应和减缓战略”的绿色就业机会,改善并获得供水服务,为妇女赋权和教育做出更大努力,
更公平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对土地/水的争夺),对现代化的水资源评估和监测进行投资,提高认识

以减少灾害风险,保护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审查人口迁移和难民方面的现行国际法律和条约,基

于更公平的水资源分配和资源回收方法的城市地区发展,以及其他的针对具体地区和具体情况的做

法。研究和政策应该超越缺水和人口迁移的双向关系,“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到当地居民的生计和社

会结构的复杂性,以此理解和管理水短缺”(Dow等,2005,第26页)。
供稿人:露西拉·米内利 (WWAP)。

82  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2016 水与就业





3.1 术语
WWAP|马克·帕坎和理查德·康纳

ILO|卡洛斯·卡里翁 克雷斯波

(CarlosCarrion-Crespo)

  在本报告中, 当讨论一般性工作和与水相关的

工作时, 有必要对一些词汇进行定义。
工作指个人的一系列任务, 可通过单个企业、

农场、 社区、 家庭或其他生产单位交付劳动, 包括

自我雇佣 [ICLS, 2013, 第12 (b) 段]。 工作可

以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 正式工作在法律和实践

中, 受国家劳动法、 所得税、 社会保障或某些就业

福利 (提前通知解聘、 遣散费, 带薪年假或病假

等) 所约束或保护。 相反, 非正式工作在法律和实

践中, 并不受国家劳动法、 所得税、 社会保障或某

些就业福利的约束或保护 (ILO, 2003a)。
直接工作机会来自对任何给定的经济行业的投

资 (如新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创造的工作岗位)。 当

对一个行业的投资引发在该领域供应商和经销商工

作岗位的增加时, 即创造了间接工作机会 (例如,
化工厂中生产新建成的污水处理厂所需产品的工作

岗位)。 直接和间接工作的雇员会萌生因工作或生

活的花费需求 (刺激消费), 因此将创造一批衍生

工作机会 (ILO, 2013c;IFC, 2013)。 与发展相关

的工作指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等产生的宏观效益创造

的工作岗位, 如增加供水有利于扩大生产, 会促进

经济增长及就业 (IFC, 2013) (见图3.1)。
绿色工作指有助于保持或恢复环境的体面工

作。 传统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以及新兴的能源再生和

节能等绿色行业中均有此类工作 (ILO, 2013b)。
劳动指任何人进行商品生产或为自己/他人提

供服务而进行的任何活动, 不论其形式或合法性

(ICLS, 2013, 第6段)。 劳动可以分为两大类: 有

偿劳动和无偿劳动。 有偿劳动指为其他人劳动, 以

换取报酬或利润。 而无偿劳动是指出于以下目的而

进行的生产劳动: 个人用途、 无偿实习、 志愿者劳

动、 囚犯无薪劳动、 无薪兵役或替代役 (ICLS,

2013, 第28~39段)。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 的定义 (2007b,

第4页), “体面工作代表了人们工作生活中的愿

望。 它涉及的劳动机会具有生产力, 并能提供公平

收入、 安全的工作场所, 为家庭提供社会保障。 体

面工作让个人更好地发展和融入社会、 自由表达其

关切的内容、 组织和参与影响其生活的决策。 这需

要为所有男性和女性提供公平的机会和待遇。”
就业人口被定义为所有处于工作年龄的人, 在较

短的基准期内为薪酬或利润而从事任何进行商品生产

或提供服务的活动。 包括: ①上班中的被雇佣的人员,
即从事某项工作至少1小时; ②由于暂时离岗或工作

安排 (如轮班工作、 弹性工作时间和加班补休) 而未

处于工作状态的被雇佣人员 (ICLS,2013, 第27段)。
当受雇佣人员未能达到国际劳工大会1964年

通过的 《就业政策公约》 中规定的充分就业水平

时, 就出现不充分就业的情况。 根据此公约, 充分

就业能确保: ①让所有有意愿劳动和寻找劳动机会

的人可以劳动; ②该劳动尽可能高效; ③劳动者有

选择就业的自由, 且每个劳动者有机会获得与工作

相关的最适合岗位需要的必要技能, 并能结合已掌

握的其他资格一同运用在该工作中。 不能满足上述

第①项, 就会出现失业状况; 不满足第②或第③
项, 主要会出现不充分就业状况 (ILO, 1964)。

在本报告中提到 “工作” 时, 会涉及以下几个

与水相关的分类。
水行业的就业 (或水行业内的工作) 指在水行

业中的直接就业机会, 主要涵盖3个方面: ①水资

源管理, 包括水资源综合管理和生态系统修复和补

偿; ②建设和管理水利基础设施; ③提供与水有关

的服务, 其中包括供水、 污水处理、 废弃物处理和

污染防治活动 (UNDESA, 2008)。
水依赖型工作是指重度和中度依赖水的经济行

业中的直接工作岗位。 重度依赖水的经济行业的活

动和/或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水来作为主要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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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投入。 如果难以获得充足和可靠的供水, 这些

行业将会出现就业机会减少或消失 (即无水无工

作)。 中度依赖水的经济行业在工作中不需要大量

水资源, 但对这些行业的产业链而言, 水是一个必

要的组成部分。
辅助型水相关工作, 向组织、 机构、 行业或系

统的活动或运行提供与水相关的有利环境和必要支

持。 这包括: 法律专家和政策专家、 工程师、 规划

师、 金融家和水文学家。
最后, 与水有关的工作指基本内容与水有关系

的任何工作。 这些主要包括水行业内的工作及辅助

型水相关工作。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农
业是主要就业行业。 目前, 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60%的就业
机会是农业提供的, 其中1/2
的农业劳动力为女性。

3.2 全球就业趋势
WWAP|理查德·康纳

劳伦斯·辉 (LaurensThuy) 参与编写

  国际劳工组织的就业统计数据表明, 全球活跃

劳动力 (即有偿工作) 从1991年的23亿增长到了

2014年的32亿 (见表3.1), 而同期全球人口由54
亿增长至72亿 (UNDESA, 2001, 2015)。 工业

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增长最多, 同期, 农业部门

(农业、 林业和渔业) 的就业人数略有下降 (见图

3.2)。 男性与女性的就业比率在过去25年中保持

稳定, 女性占全球活跃劳动力的40% (见表3.2)。
农业从业人数从2000年的超过10亿人 (农业

从业人数占活跃劳动力的40%) 下降到2014年的

9.3亿人, 略低于全球活跃劳动力总数的30%。 该

趋势几乎不分性别地出现在所有地区, 并与区域和

全球人口的增长脱钩。 这一趋势中值得注意的例外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这里的男性及女性农业就

业人数有显著上升 (见图3.3)。 全球范围内, 2014
年, 大约5.2亿男性和4.1亿女性从事农业劳动 (占
所有就业女性人数的1/3)。 农业是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的主要就业行业, 目前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就

业人数的60%, 其中女性占该行业劳动力的一半。
近几 年 来, 工 业 领 域 就 业 人 数 急 剧 增 长,

2000—2014年, 从10亿人增至14亿人, 略低于全

球活跃劳动力总数的45%。 以南亚和东亚为首 (见
图3.4), 这一增长出现在发达经济体外的所有地区

(见图3.5)。 男性占全球工业劳动力的70%。

水依赖型工作是指重度和
中度依赖水的经济行业中的直
接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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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14年, 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了50%,
从5.45亿到超过8.35亿, 略高于全球活跃劳动力

总数的25%。 在全球范围内, 女性占服务业劳动力

的一半多 (见图3.2)。 各地区比例不同: 在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及发达经济体 (见图3.5), 妇女占劳动

力总数的近60%; 而在南亚、 中东和北非, 服务业

劳动力中的女性不足30%。
图3.3、 图3.4和图3.5同样说明, 按行业划

分就业情况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欠发达国家 (见图3.3), 农

业是迄今为止主要的就业行业, 就业人数增长也超

过其他行业。 东亚地区几个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

期, 因此, 2001—2014年, 农业的就业人数显著下

降, 工业成为就业的主要领域 (见图3.4)。 经济高

度发达的国家, 1991—2014年的就业人数相对稳

定, 服务业人数有所增加, 农业人数仍停留在相对

边缘状态 (见图3.5)。
正如本章下一节所介绍的, 不同经济行业对水

的依赖性不同。 对于重度依赖水资源的行业, 如农

业, 缺水可能会对创造和保持体面工作造成一系列风

险。 相比之下, 服务业一般对水的依赖较小。 因此,
这些行业的工作岗位不容易被缺水带来的风险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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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水依赖型工作
WWAP|理查德·康纳和马克·帕坎

ILO|卡洛斯·卡里翁 克雷斯波

  水, 从被抽取到返回到环境中, 以及该过程中

发挥的不同用途, 对于直接或间接地创造和支撑各

种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富有成效和体面的工作对可

持续发展可以作出重要贡献。
水行业的就业 (将在第4章中论述) 包括不同

领域的工作, 如水资源管理、 基础设施、 供水和污

水处理工作。 正因如此, 这些工作是各种依赖水的

行业及其创造的工作岗位的基础。
水依赖型工作 (相对于水相关工作) 包括经济

行业中重度或中度依赖水资源的工作。
重度依赖水的行业在活动和/或生产过程中需

要大量水资源作为主要和必要投入。 如果未能获得

充足及可靠的供水的支持, 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将

减少或消失。 水依赖型工作覆盖农业、 林业、 内陆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采矿和资源开采业、 供水和卫

生设施行业、 大多数类型的发电行业, 以及制造业

和转型行业, 如食品、 药品和纺织品行业。 其他重

度依赖水的行业包括医疗保健、 旅游和生态系统管

理。 因此, 据估计, 95%的农业领域的工作岗位、

30%的工业领域的工作岗位以及10%的服务业领域

的工作岗位属于重度水依赖型。 将此标准运用至表

3.1和表3.2中的数据, 结果显示, 13.5亿个工作

岗位 (占全球活跃劳动力的42%) 可能属于重度水

依赖型 (2014年估算值)。

挖掘污泥

照片来源:© MilosMuller/Shutterstock.com

中度依赖水的行业在完成其大部分活动时不需

要大量水资源, 但水仍然是其价值链的某一个 (或
多个) 阶段的必要组成部分。 根据工作所涉及的任

务和所需投入水量的不同, 以及是否确保可以获得

足够可靠的供水, 不同工作和行业的涉水风险有所

不同。 中度依赖水的行业包括建筑、 娱乐、 运输

(不包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水的内河航运) 和制造/
转型行业, 如木材、 纸张、 橡胶/塑料和金属, 以

及几种特定类型的教育工作。 因此, 据估计,5%的

农业领域的工作岗位、 60%的工业领域的工作岗位

和30%的服务业领域的工作岗位属于中度水依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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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标准运用至表3.1和表3.2的数据, 结果显示,
可能有11.5亿个工作岗位 (占全球活跃劳动力的

36%) 属于中度水依赖型 (2014年估算值)。
这意味着, 大体上78%的全球劳动力的工作岗

位都与水有关。
然而, 各个分支产业里的工作对水的依赖程度

不同。 可用水量或为了降低用水量和污染而做的努

力, 将不可避免地对某些工作造成更大的影响。 例

如, 一个制造工厂的生产部门将比行政办公室需要

更多的水。 而另一方面, 由于缺水而削减生产部门

的工作岗位可能会使行政岗位变得多余。
除了上面提到的与水相关的工作, 一些辅助型

水相关工作会促成水依赖型工作的产生。 包括公共

管理部门里的管理机构、 基础设施融资、 房地产、
批发和零售及建筑业的大量岗位。 这样的工作为水

依赖型组织、 机构、 行业或系统提供有利环境和必

要支持。
通过预估在运输、 处理和保护水方面的投资所

产生的潜在就业机会, 政府可以制定能够在整个经

济体系内增加并改善工作岗位的投资方案和就业政

策。 一种方法是使用输入输出 (I O) 分析和社会

核算矩阵 (SAM)❶, 这有助于确定受影响最大的

工作岗位、 投资需求和充足的就业政策, 并确定水

如何作为资源投入到不同子行业中。 这些工具有助

于进一步量化政府增加或改善供水后创造的就业

机会。

3.4 农业 粮食行业的水和就业
FAO|玛丽 奥德·埃旺 (Marie-AudeEven)
艾莉森达·埃斯特鲁奇、 蒂埃里·法松 (Thierry
Facon)、 瓦伦蒂娜·弗兰基 (ValentinaFranchi)、
穆贾德·阿舒里 (MoujahedAchouri)、 奥尔贾伊·云

韦尔 (OlcayÜnver)、 卡伦·弗伦肯、 图里·菲莱

恰 (TuriFileccia)、 德温·巴特利 (DevinBartley)、
萨莉·邦宁 (SallyBunning)、 萨莉·马尔贾尼

扎德 (SaraMarjaniZadeh) 和卡里尼·弗鲁安

(KarineFrouin) (独立顾问) 参与编写奥德

蕾·内沃·德维尔马索 (AudreyNepveuDe
Villemarceau) (IFAD) 参与编写

  由于粮食生产对于不同人群有着多重含义, 因

此农业 粮食部门的工作很难被预估, 且远不止工

作这么简单。 只有20%的农业从业者有固定收入

(世界银行, 2005), 其余为自营者或全家都在农场

工作, 全球大概共有5.7亿个这样的农场。 这些农

场中至少有90%是家庭农场。 在低收入国家, 面积

在2hm2 以内的农场占所有农场的40%, 面积在

5hm2 以内的农场约占70%, 这说明了农场对粮食

安全做出的重大贡献 (FAO, 2014b)。 在农业国

家, 农场收入和农业薪资占农村收入的42%~
75%; 在转型国家和正在进行城市化的国家 (定
义见表3.3), 该比例为27%~48% (世界银行,

2007b)。 然而, 由于粮食生产在支撑生计方面起

着广泛作用, 特别是对最贫困人群的生计, 因此

农业的重要性比起其收入份额而言是相对较高的

(世界银行, 2005),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自我

消耗。
农场的种类有很多, 加上生产系统和包括计酬

类农业工作在内的谋生方式的不同, 使得农业耕作

在工作时长和收入来源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尽相同

(见表3.3) (世界银行, 2007b)。 此外, 农业往往

为劳 动 力 向 其 他 就 业 部 门 转 移 提 供 安 全 保 障

(Davidova和 Thomson, 2013)。 在原材料供应、
机械设备和农村基础设施、 农产品转型和配送到终

端消费者方面, 生产是进一步就业和自营就业的基

础。 它频繁出现在咨询和监管服务、 政策管理、 专

业教育、 集体组织、 农业企业金融、 研究和贸易

中。 在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 烹饪催生

了更多就业机会。 此类与食物有关的活动涉及不同

的部门, 很少一起核算, 但是可以使农业就业在总

就业中的比重提高一半或更多, 特别是在较发达国

家 (世界银行, 2007b), 在一些特定地区甚至可以

提高5倍 (Ferris, 2000)。
农业部门往往与低收入、 贫困、 监管不足的工

作条件、 缺乏社会福利或社会福利很有限以及与童

工有 关 的 问 题 联 系 在 一 起 (FAO, 2014c 和

2015b)。
虽然有时会牺牲就业数量, 但通过提高收入和

确保更体面的工作可以提高就业质量。 因此, 需要

对农业以外的机会给予相同的关注。 对农业 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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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进行投资仍然至关重要, 因为相比其他行业,
农业增长能将最贫穷的30%人口的收入提高2.5倍

(世界银行, 2007b), 并且是整个价值链中其他行

业产生就业岗位的基础。

  表3.3 3种不同类型国家中农村居民按谋生方式进行分类

国 家 年份

以务农为主①

面向市场② 自给型③ 小计

以务工

为主④
脱离农业⑤ 多元化⑥ 总计

每组所占比例/%

以农业为主

的国家⑦

尼日利亚 2004 11 60 71 14 1 14 100

马达加斯加 2001 — — 54 18 2 26 100

加纳 1998 13 41 54 24 3 19 100

马拉维 2004 20 14 34 24 3 39 100

尼泊尔 1996 17 8 25 29 4 42 100

尼加拉瓜 2001 18 4 21 45 0 33 100

转型国家⑧

越南 1998 38 4 41 18 1 39 100

巴基斯坦 2001 29 2 31 34 8 28 100

阿尔巴尼亚 2005 9 10 19 15 10 56 100

印度尼西亚 2000 — — 16 37 12 36 100

危地马拉 2000 4 7 11 47 3 39 100

孟加拉国 2000 4 2 6 40 6 48 100

巴拿马 2003 1 5 6 50 6 37 100

完成城市化

的国家⑨

厄瓜多尔 1998 14 11 25 53 2 19 100

保加利亚 2001 4 1 5 12 37 46 100

 ① 以务农为主的农村居民:农业生产带来的收入占总收入的75%以上。

 ② 以务农为主、面向市场的农村居民:超过50%的农产品在市场销售。

 ③ 以务农为主的自给型农村居民:小于或等于50%的农产品在市场销售。

 ④ 以务工为主的农村居民:总收入中超过75%来自工资或非农自营就业。

 ⑤ 脱离农业的农村居民:总收入中超过75%来自转移性收入或其他非劳动来源。

 ⑥ 多元化家庭:务农、务工、转移性收入都不超过总收入的75%。

 ⑦ 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平均占GDP增长的32%,主要原因是农业占GDP的很大一部分,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农

村地区 (70%)。

 ⑧ 转型国家:农业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7%,但绝大部分 (82%)贫困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

 ⑨ 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农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更少,平均为5%,贫困人口主要生活在城市。即使如此,农村地区仍生活着45%的贫困人口,

农业、食品业和相关的服务业占GDP的1/3。

 资料来源:改编自世界银行 [2007b,表3.2,第76页;引用 Divis等 (2007),© WorldBank。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

10986/5990,CCBY3.0IGO许可协议]。

3.4.1 水、 粮食和就业

本小节首先探讨了水资源对农业 粮食部门就

业状况的影响。 然后重点讨论对水投资如何能有助

于解决就业难题。
所有粮食的生产和利用都依赖于 水 (见图

3.6)。 全球80%的耕地依靠降雨, 其生产的粮食超

过全球粮食总产量的60% (CAWMA, 2007)。 灌

溉农业占世界耕地面积的20%, 其产量约占全球粮

食总产量的40%左右。 灌溉农业用水占世界总用水

量的70%左右, 在一些发展中经济体这一比例更高

(FAO, 2015a和2015c)。 据估计, 有38%的灌溉

土地使用地下水 (Siebert等, 2013)。 畜牧业、 食

品 加 工 和 烹 饪 同 样 重 度 依 赖 水 资 源 (HLPE,

2015)。 最后, 内陆渔业生产完全依靠自然水源和

改良水体 (FAO, 2014a)。
水资源面临着压力, 水资源短缺影响全球约

40%的人口 (CAWMA, 2007), 其根本原因与自

然条件、 经济条件或能力有关 (见2.1节)。
此外, 农业、 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使土地和水

资源日益退化 (FAO, 2015b; HLPE, 2015), 农

业领域内部 (如农作物和畜牧生产) 以及外部 (如
城市扩张) 对土地和水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 不断

增长的粮食需求和气候变化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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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加剧这些挑战。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指出, “在
正常情况下, 到2050年, 全球GDP的45%、 世界

人口的52%、 粮食产量的40%可能由于缺水而面

临风险” (IFPRI, 日期不详)。 联合国粮农组织认

为, 处于突出风险中的特定农业生产系统 (见图

3.7) “被约束到一定程度, 其满足当前和未来需求

的能力遭到严重威胁” (FAO, 2011a)。
缺乏足量和稳定的供水会影响粮食部门的就业

质量和数量, 而且限制了农业生产力, 影响收入的

稳定性, 对那些资产有限且无应对风险安全保障的

最贫困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 (FAO/WWC, 2015)。
这限制了农村居民积累人力资本和资产的能力, 因

此难以可持续地脱离贫穷 (FAO, 2014c; HLPE,

2013)。 例如, 一项针对30年间情况的分析表明,
在印度, 降雨对工资的影响非常明显 (世界银行,

2007b)。 长期干旱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 往往还会

导致人口迁移, 特别是在农业以外的选择很有限的

情况下, 而由于会消耗自然资源, 短期和长期的迁

移还会导致社会冲突的发生 (IOM, 2014)。 此外,
水资源日益短缺往往与种植季节变短有关, 影响了

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 (HLPE, 2013)。 在萨赫勒地

区国家, 80%的农业人口仅在3个月的种植季从事

农业活动 (生产性工作) (CILSS, 日期不详)。 许

多依赖季节性洪水和降雨的内陆渔业也受到径流中

污染物的影响 (FAO, 2010a)。
要想提高农业收入并使其保持稳定, 需要改善

供水且公平地供水 (HLPE, 2015), 以此来加大生

产, 积累资产, 投资生产并获得信贷。 这样的良性

循环有助于脱离贫困, 改善农村的工作环境并创造

付酬劳动的机会 (FAO, 2008), 减少因贫困造成

的人口迁移。
安全和稳定的供水需要对灌溉系统和旱作系统

用水管理产业实践进行长期连续投资。 灌溉系统帮

助农民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 使农业对劳动力的需

求增加了5倍 (FAO, 2003)。 淡水供给的改善是

从加工业、 园艺、 渔业和畜牧生产中获得收入的基

础 (FAO, 2010b)。 对主要旱作系统进行投资可以

获得最多的收益, 采取的相关措施包括建立雨水集

蓄系统、 节约用水和进行补充性的小规模灌溉

(FAO,2011a)。 提高降水利用率和存储率至关重

要, 往往会创造出劳动密集型的就业机会, 并且对

旱作 系 统 和 灌 溉 系 统 都 有 益 处 (IFPRI, 2002;

Rockström等,2007)。
保证粮食生产安全和满足人类消费需要, 以及

933 经济、就业和水 



保护农民及渔民不受水相关疾病和其他有害健康影

响的威胁, 需要充足优质的水。 在饮用水供给不足

的情况下, 灌溉沟渠里的水虽然未充分达到标准,
也往往直接被饮用和用于烹饪, 但会对人类造成直

接 (健康和生产力问题) 和间接 (教育、 保留工作

和就业机会) 的影响。 确定农业用水的质量、 粮食

安全和水与卫生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改善相关部门的

规划和投资, 以便更好地应对挑战 (HLPE,2015)。

3.4.2 水投资和农业 粮食行业的就业

农业投资往往能提高农业生产率, 促进就业质

量, 但会减少就业岗位数量。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
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反而有助于向更加多元化的经

济转型, 降低对农业的依赖。 然而, 这种转型在不

同国 家 和 不 同 情 况 下 发 生 的 速 率 并 不 相 同

(HLPE, 2013; Dorin等, 2013)。 各国根据自身

具体的需求和能力采取不同策略。 在非农就业机会

有限和人口迁移机会减少的情况下, 往往需要格外

注意水投资及其对就业 (数量和质量), 特别是对

年轻人和女性的就业, 造成潜在的影响。
对水投资对就业的质量和数量有着不同的含

义, 因此, 对水投资可以确保未来的转型更适合国

情。 投资可能导致生产系统的劳动力密集程度更

高。 值得注意的是, 绿色发展可以通过绿色岗位

(FAO, 2014d)、 劳 动 力 密 集 程 度 更 高 的 做 法

(UNEP, 2015) 和向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等方式来

增加就业机会。 高价值的生产和包容性的价值链发

展模式可以创造额外的价值和就业机会 (Pfitzer和

Ramya, 2007)。 对农业废弃物进行资源再利用,
也可以减少污染, 改善卫生条件, 创造更多的价值

和就业机会 (Otoo和Drechsel, 2015)。
此外, 需要更多地关注水干预措施的公平性和

社会影响 (FAO, 2008)。 不平等会削弱经济增长,
而如果给穷人更公平的资源获取渠道, 包括土地和

水资源, 则可以更好地促进发展, 并更有效地减少

贫困 (世界银行, 2005)。 向主要小型家庭农户、
渔民和加工者提供支持将产生显著收益 (世界银

行, 2007b; FAO, 2010a和 2014b; Belières等,

2014)。 这些行业可以通过更好地管理劳动力密集

型生产并协助逐渐向农业以外的行业转移劳动力,
来吸纳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 (Losch等, 2012)。
然而, 女性获取自然资源和参与决策的途径比较有

限。 但 是 她 们 约 占 农 业 劳 动 力 的 一 半 (FAO,

2015a), 如果考虑到无酬劳动这个比例会更高; 女

性 还 占 内 陆 渔 业 部 门 劳 动 力 的 50% (FAO,

2014a)。 按性别区分的数据有限, 家庭活动情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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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晰, 因此难以衡量女性的整体参与程度, 目前

处于被低估的状态 (世界银行, 2007b) (见专栏

17.1)。
减少性别不平等有助于加快实施减贫战略

(FAO, 2011b)。 类似的问题涉及青年———农业未

来的关键角色。 因此,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要对土

地和水提出干预措施, 以便满足具体情况和不同类

型粮食生产商的需求, 包括最贫困阶层、 妇女和青

年 (见表3.4) 的需求 (WAW, 2014; Even和

Sourisseau, 2015)。 通常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干预

措施, 会涉及土地和水权、 获得信贷、 拓展、 教

育、 市场和农村基础设施及服务。

  表3.4 亚洲地区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水干预措施

农户类型 典型的水干预措施 水以外典型的干预措施

大型
 灌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管理, 采用可持续的

地下水治理机制, 灾害风险管理
 促进与市场的联系

中型
 渠道水和地下水共同使用, 对有助于提高水生

产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进行投资
 促进与市场的联系

商业性、 小型
 采用可持续的地下水治理机制, 在以社区为基

础的灌溉方案中采用更有效的管理模式

 发展创业技能, 促进与市场的联系, 促进与大型农

业企业的联动, 改善金融服务的获取途径和质量

自给型、 小型
 通过中间形式的水控制方式进行雨水管理, 获

取地下水, 使用小规模技术获取、 存储和分配水

 获得基本服务, 农村基础设施, 收入多元化, 社会

安全保障

多样化
 为生活用水、 家庭花园、 家畜、 “原子化灌溉”
提供多用途的用水服务

 农村基础设施, 非农业活动的培训和支持

女性农民
 授权: 参加用水户协会, 参与决策过程, 发展

适合特定需要的灌溉技术

 提高农业生产的能力和技能, 市场营销, 获得小额

信贷

无土地  考虑到无土地农民的特殊需求来设计供水服务  开展培训以支持非农业活动

 资料来源:FAO (2014d,表4.1,第80页)。

  在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各国需要重点关注水

的高效利用和分配, 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经济、
社会和环境效益, 就业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除

了检查水和粮食状况之外, 需要关注更广泛的地域

环境和正在进行的农村转型, 并考虑农业之内和之

外的就业形势和未来前景, 包括人口年龄组成的未

来变化。 从流域出发能协调各部门用水需求之间的

竞争, 以及随之而来相互关联的就业影响。 例如,
排干湿地将其用于农业生产会减少渔业部门的就业

人数, 农业领域的某些投资可能会对牧民获得自然

资源的习惯方式造成负面影响, 上游发展灌溉可能

会减少下游的可用水量等。 因此, 水投资和水政策

可以成为有关未来农业生产更广泛、 跨部门对话的

一部分, 以满足农民和社会在对农业和粮食体系进

行负责任投资的原则下对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的愿

望 (FAO, 2014e; CFS, 2014)。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灌溉农业占比最低 (灌溉

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5%, 亚洲为40%, 世界平

均水平为稍高于20%), 且只有1/3的灌溉潜能被

挖掘出来, 因此该地区似乎是水和水产养殖方面投

资的重点 (FAO/WWC, 2015)。 该地区普遍贫困,
产量差距很大。 预计到2025年, 将有1.95亿新就

业人口进入该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市场 (世界银行,

2011) (见第6章)。 我们还需要对其他地区给予特

别关注, 包括南亚 (FAO, 2014d) 和非洲北部。

3.5 水和能源部门的工作
UNIDO|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资源效率促进

组和约翰·佩恩 (JohnPayne, 约翰·G·佩恩

事务所有限公司)

  水和能源之间的紧密联系最近备受关注, 并有

据可查 (WWAP, 2014)。 大多数能源生产, 特别

是电力, 要么非常依赖于冷却水, 要么像水力发电

那样生产过程中需要水的参与。 生物质已经成为日

益重要的能量来源, 也非常依赖水资源。 2010年,
能源生产用水量估计占世界用水总量的15%, 其中

90%用于发电。 2010—2035年, 发电量预计约增长

70% (IEA, 2012b)。 然而, 国际能源署 (IEA)
表示, 这一增幅比取水量增幅更大, 在新政策形势

下取水量增长预计约为20%, 主要是因为可再生能

源所占比重的增大。
能源生产部门可以提供直接就业, 生产的电力

使社会在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这些依赖于能源的行

业直接或间接创造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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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能源生产, 特别是
电力生产, 要么非常依赖于冷
却水, 要么像水力发电那样生
产过程中需要水的参与。

国际能源署 (IEA) 预测, 到2040年, 需要

72亿kW的装机容量用于满足需求及取代老化设施

(IEA, 2014a)。 中国目前几乎不间断地在建设发电

厂, 恰好印证了这一观点。 大量工作机会被带动,
涉及工程及承包部门、 所有与其相关的供应商和分

包商以及设备的操作、 维护等工作。
但是, 目前普遍缺乏世界范围内的有关能源和

电力部门就业情况的详细数据, 或者是相关统计数

据被包含在其他组别里。 一项分析 (Rutovitz等,

2015) 比较了国际能源机构当前的政策预测 (IEA,

2014b) 及绿色和平组织为2030年全球低碳能源供

应提出的 “先进能源 [R] 演变情景” (Teske等,

2015) 分别预测的就业情况。 先进能源 [R] 演变

情境假设, 2050年完成去碳化, 通过现有的商业技

术, 从技术和经济上尽可能快地逐步淘汰煤炭、 石

油、 天然气和核能。 该情景假设2030年可再生能

源所占份额为42%, 2040年为72%, 2050年达到

100%, 包括电力、 热力和运输部门。 化石燃料

(主要是石油) 仅用于石油化工、 钢铁生产等非能

源领域。
本报告考虑了电力生产创造的直接就业岗位,

如燃料生产、 制造、 建设和运营及维护。 结果 (见
表3.5) 表明, 国际能源机构的参考情景显示, 到

2030年将减少100万个工作岗位。 与之形成对比的

是, 演变情景预测到2030年将增长1000万个就业

岗位, 其中能源领域比参考情景多近2000万个工

作岗位, 主要区别在于可再生能源行业。

  表3.5 2010—2030年全世界各能源领域就业情况

参考情景* /百万个 先进能源 [R] 演变情境** /百万个

2015年 2020年 2030年 2010年 2020年 2030年

煤炭 9.7 9.7 7.6 9.68 4.78 1.96
天然气、 石油和柴油 3.5 3.5 4.4 3.51 3.91 3.93
核能 0.7 0.7 0.7 0.71 0.51 0.49
可再生能源 14.5 14.5 14.6 14.48 26.28 39.76
总就业岗位 28.4 29.6 27.3 35.5 45.2 46.1

 * IEA (2014b)。

 ** Teske等 (2015)。

 资料来源:改编自Rutovitz等 (2015)。

切尔尼的水电机设备 (俄罗斯)

照片来源:©VladimirSalman/Shutterstock.com

  国际能源署预测, 2012—2040年, 包括水电在

内的可再生能源占总发电量的份额将从21%增加到

33%, 占全球发电量增长额的将近一半 (IEA,

2014c)。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水和工作之间出现了

新的动态关系, 这是因为利用太阳能光伏 (PV)、
风能和地热等能源时, 基本不使用水, 但推动了就

业增长。 如图3.8所示, 预测未来利用风能和太阳

能光伏发电带来的总体 (直接) 就业将有稳定增

长, 且相比利用生物质和常规能源, 风能和太阳能

光伏每兆瓦的发电能力创造的就业岗位更多。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IRENA, 2015) 描绘了

一幅更为乐观的图景。 据估计, 2014年, 全球有

770万人 (直接或间接) 在可再生能源行业工作。
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域的工作人数最多, 为250万;
其次是液体生物燃料领域, 为180万。 所有类型的

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就业人数都有所增加。 各国按可

再生能源行业就业人数从高到低的排序为: 中国、
巴西、 美国、 印度、 德国、 印度尼西亚、 日本、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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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孟加拉国和哥伦比亚。 此外, 该报告预测, 大

型水电领域将产生150万个 (直接) 就业岗位, 小

水电领域将产生20.9万个 (直接和间接) 就业岗

位 (IRENA, 2015)。 农村社区附近的小水电站的

发展为创造就业和改善生计提供了潜在机会 (见专

栏3.1)。

专栏3.1 农村小水电———清洁能源提供

就业机会

  卢旺达为减少贫困和实现更大的经济增长

所付出的努力因缺乏电力而受到阻碍。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 (UNIDO)和卢旺达基础设施

部 (MININFRA)实施了一个项目,通过建设

小型水电站,使农村地区获得可负担的现代能

源,以推动生产过程中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

能源开发。项目选取了四个试点,在设施的建

设、运 行、维 护 和 管 理 的 整 个 过 程 中,

UNIDO促进了当地的技术能力和技能发展。
该项目为2000户家庭、小型企业、家庭作坊、
学校和医疗中心提供当地生产的清洁能源。卢

旺达政府已决定另外建立17个微型和小型水

电站;如果项目在全国各地进行推广,新建的

水电站将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和减

少贫困。
资料来源:转载和改编自UNIDO (2011)。

图3.9显示了基于上述数据的水、 (直接) 工

作和 能 源 (电 力 ) 之 间 的 关 系 (Rutovitz 等,

2015;IEA, 2012b和2014b)。 能源行业的工作岗

位将向可再生能源领域倾斜, 能源生产将稳步增

长, 取水量将增长较缓并将趋于平稳, 这再次反映

了可再生能源对减少用水的帮助。 有趣的是, 耗水

量将比取水量增长得更快, 主要是由于湿式冷却塔

(闭环蒸发) 取代了直流冷却, 以及生物燃料的灌

溉需求 (IEA, 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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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水和工业部门的工作
UNIDO|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资源效率促

进组和约翰·佩恩 (约翰·G·佩恩联合有限

公司)

  工作、 就业经常和工业同时被提及, 这里的工

业包括大型公司和中小型企业 (SME), 包括主要

原材料行业和制造业。 创造直接就业机会有利于业

务的开展和行业的发展, 也与政府解决失业问题的

议程相契合。 此外, 由于需要供应商和服务商的支

撑, 因此工业也能创造间接性的衍生就业 (见专栏

3.2)。

专栏3.2 非洲的节水和增加就业情况

英国南非米勒酿酒公司 (以下称SABMiller)
的目标是,到2020年 “每生产1L啤酒,用水

下降至3L,每升软饮料用水下降至1.8L”。该

公司2008—2013年 对 非 洲 的 运 营 项 目 投 资

17.5亿美元,“以期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改善

基础设施的资金,广泛支持价值链上下游的业

务开展”。
一项独立的学术研究发现,SABMiller在

2008—2013年间的活动对就业产生了如下影响:
·在加纳,公司直接雇佣850名员工,间

接提供17600个就业机会;
·在莫桑比克,至少间接提供73100个就

业机会;
·在乌干达,SABMiller的每个岗位在当

地间接创造了超过200个就业机会;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名直接受雇

的员工需要56个间接就业机会来支撑,共创

造了76.5万个工作岗位。
资料来源:转载和改编自SABMiller (日期不详a、日期不详b和

日期不详c)。

工业, 作为体面就业岗位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

全球共提供了近500万个工作岗位, 占世界劳动力

的1/5 (UNIDO, 2014)。 2014年, 经合组织成员

国共有1.256亿人从事工业 (包括建筑业), 另有

7060万人从事制造业 (OECD, 日期不详)。 在世

界范围内, 一些高度水密集型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巨

大: 2200万人从事食品和饮料生产 (其中40%为

女性), 2000万人从事化工、 医药、 橡胶及轮胎制

造,1800万人从事电子行业 (ILO, 日期不详a)。
总体来看, 工业 (包括能源行业) 用水占全球总取

水量 的 19% (FAO, 2014f)。 根 据 国 际 能 源 署

(2012b) 提 供 的 数 据, 能 源 行 业 用 水 占 总 量 的

15%, 这就意味着大型工业和制造业的用水仅占总

量的4%。 然而, 据预测, 到2050年, 制造业本身

的用水量将增加400% (OECD, 2012c)。

在废水处理厂进行水质控制

照片来源:©Avatar_023/Shutterstock.com

从食品和饮料生产、 开采业等大型用水行业到

中小型企业, 不同产业对水的依赖度有所不同。 如

果考虑到工业或单个设施的总体水足迹 (特别是供

应链), 水的使用量将进一步增加。 如表3.6所示,
缺水可能对一些主要工业部门造成非常严重的影

响。 工业必须有数量可靠、 质量适当的供水, 如果

不能高效管理水, 至少应对其进行充分管理。 2014
年, 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的水项目报告指出,

53%的工业行业的调查对象和26%的供应链上的调

查对象报告了直接运营中的水风险 (CDP, 2014)。

 表3.6 缺水对主要行业的影响

行 业 影  响

食品和饮料生产
 制造过程中断、 商品成本变高、 电

力成本变高、 瓶装水制造原料缺失

制造业  生产过程中断、 液体废物排放问题

半导体制造
 生产过程中断、 净化水成本变高、
产业扩张受限

开采业
 对钻井、 开采、 泥浆运输和废物排

放构成潜在限制

 资料来源:改编自JPMorgan (2008,表2,第12页;基于世界资源研

究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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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工作成为现实之前, 公司必须为其产业

投资选好合适的位置。 在决定进行投资时, 需要考

虑许多因素, 水及其可能的稀缺性就是其中之一

(其他因素包括当地劳动力资源、 原材料、 交通运

输和潜在市场)。 任何一项因素不能令人满意都会

导致重新选址, 结果就是未来就业岗位的流失。 然

而, 目前没有统计数据来更好地了解水和工作之间

的联系和互相影响。

从食品和饮料生产、 开采
业等大型用水行业到中小型企
业, 不同行业对水的依赖度有
所不同。

水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和环境对资源造成的压

力, 已经逐渐被工业企业所认知, 这加速了一系列

措施的出台, 旨在减少用水并提高用水效率 (每立

方米水的附加值) (Grobicki, 2007)。 理论上, 在

工业生产中, 从供给到需求的管理变化中节约下来

的水应让其他部门使用, 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如果保持工业生产水平, 鉴于高科技设备会取代部

分劳动力, 提高用水效率的负面影响是可能会造成

失业。 相反, 在反弹效应下 (Ercin和 Hoekstra,

2012), 提高工业效率后, 使用相同水量可提高产

量, 这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来自瑞典的统

计 (见专栏3.3) 显示了水密集型工业中取水、 附加

值和就业之间的关系, 其中有趣的是, 无论用水量

和经济产出是否挂钩, 就业水平一直保持基本不变。
水质也逐渐成为被关注的对象, 特别是在下

游。 在最坏的情况下, 监管部门可能关闭排放严重

污染污水的工厂, 造成工厂所有人员失业。 在上

游, 进行重复用水和循环用水, 并根据使用目的选

择不同水质的水, 转型清洁生产, 能在行业内部以

及为行业以外的制造处理设备的厂家创造额外和高

薪的工业岗位 (更多训练有素的员工)。
当考虑到体面工作, 如果一个公司或产业拥有

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声誉, 那么就很可能会吸引受过

较好培训、 更为高效的员工。 这些因素会提高生产

力。 更高的利润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 有助于节

水 (节能) 技术的应用。 被视为绿色产业的信誉优

势会使这种好处变大。 体面工作是包容性和可持续

工业发展 (ISID) 的一部分, 这是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 可 持 续 经 济 增 长 和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的 基 石

(UNIDO, 2014)。

专栏3.3 2000—2005年瑞典河流流域水

密集型工业的取水量、附加值、
就业和环境成本的演变

  ·在波的尼亚湾和波罗的海南部的河流

流域,水密集型产业用水量和经济产出明显

脱钩。取水量保持不变,甚至下降,而附加

值显著上升。在 (西、北)博滕省和斯卡格拉

克 卡特加特海峡河流流域,两者的分离程度

较轻。
·相比之下,波罗的海北部的取水量显著

上升 (60%),而附加值只增长了22%,这表

明水密集型产业用水量和经济活动之间保持着

强有力的联系。
·波罗的海南部,处理和预防环境影响方

面的投资增幅最大。
·所有地区的就业人数几乎保持不变。

资料来源:转载和改编自 EEA (2012,图4.9,第45页;基于瑞

典2007年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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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水行业的工作

水行业的工作主要涵盖了3个方面: ①水资源

管理, 包括水资源综合管理以及生态系统修复和补

偿; ②修建和管理水利基础设施; ③提供与水相关

的服务, 包括供水、 污水和废物处理和补偿工作

(UNDESA, 2008)。
水资源管理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它旨在

实现水资源的保护、 可持续使用和更新。 规划制定

者、 管理人员、 专业人士、 专家、 技术人员和运行

人员共同开展上述工作, 他们需要保护生态系统,
河流、 湖泊和湿地, 修建必要的基础设施 (如大坝

和排水管) 储存水资源, 调节流量。
修建和管理基础设施涵盖了提供和维护与水相

关的 (天然和人工) 基础设施, 以管理水资源, 提

供与水相关的服务, 包括管理洪水和干旱。 这些工

作需要规划制定者、 工程师、 环境专家和运行人员

等的共同参与。
提供与水相关服务促成很多行业的就业。 一方面

包括城市供水、 污水管理, 以及卫生设施和个人健康

习惯养成等; 另一方面涉及经济用途, 如能源、 农业

和工业部门。 这些工作涉及法律、 政策、 体制和管理

框架、 技术和投资规划、 运行和维护、 修建设施、 调

动社区参与、 健康促进, 以及监测和评估。
由于必须有足量的水资源来支持经济和非经济

活动, 同时水资源在返回到自然环境中时水质需达

到标准, 因此运行和维护水和污水处理厂的工作至

关重要。 在供水和污水处理行业工作的人占了整个

水行业的80% (UNESCO-UNEVOC, 2012)。 尽

管我们无法得知全球范围内究竟有多少人从事水行

业的 工 作, 但 国 际 水 和 卫 生 设 施 标 准 网 络

(IBNET) 作为一家权威的机构, 其数据库拥有全

球135个国家的4000多家水与卫生设施相关机构

的信息, 显示有623000名专业人员从事水与卫生

相关服务 (Danilenko等,2014)。
水行业的工作为农业、 能源、 工业和燃料等加

工行业提供与水相关工作的基础。 这些行业需要大

量的水资源, 有时对水质还有很高的要求 (如食品

加工和医药生产行业)。

4.2 人力资源需求

因为行业的需求、 能力和有效性的数据很匮

乏, 所以很难准确地描述水行业对人力资源的需

求。 不管怎样, 研究表明水行业的人力资源非常缺

乏 (IWA, 2014a)。 供水和卫生领域的信息要比水

资源管理领域多, 主要原因是为了评估是否实现了

千年发展目标, 饮用水和卫生领域的资料收集得更

多。 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水有更全面的要求, 这也为

调查相关涉水行业的人力资源需求信息提供了契机。
从印度尼西亚到荷兰, 各个国家都面临系统性

的问题, 如员工流失、 经验缺乏、 毕业生进入水行

业工作的兴趣不浓等, 这些影响会一直延续到2020
年甚至以后。 尤其是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 由于工

作人 口 老 龄 化, 水 行 业 人 力 需 求 的 缺 口 更 大

(Wehn和Alaerts, 2013)。 工业行业分析显示, 美

国目前在水设备行业工作的人到2020年将有30%~
50%达到退休年龄 (Snow和 Mutschler, 2012)。

中低收入国家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水与

卫生目标, 即将得不到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

的人口比例减半, 开展了不懈努力, 使得基础设施

建设、 技术革新和机构改革都得到了大量的投资。
然而, 设计、 建设、 运行和维护相关设施所需要的

人力资源建设和投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不足以

支持从全球范围内开展长期的工作 (国际水协会,

2014b)。 同样的, 目前各国修复老化基础设施的需

求不断加大, 但都面临着经济投入和人力资源的缺

口 (美国市长大会, 2008a; WWC/OECD, 201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两年一次的全球卫生和饮用

水分析和评估 (GLAAS), 这些缺口对维持千年发展

目标的成果形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全球卫生和饮

用水分析和评估涉及的67个国家中, 在系统运行和

维护方面, 仅27个国家有足够的人员可以运行和维

护城市供水系统, 只有11个国家有能力运行和维护

农村饮水系统。 其中, 不到20%的国家可以满足农村

卫生工作对技术和专业人员的需求 (WHO,2014)。
我们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 进一步明确缺口的

本质和规模。 另一项在10个国家 (布基纳法索、 加

纳、 老挝、 莫桑比克、 尼日尔、 巴布亚新几内亚、
塞内加尔、 斯里兰卡和坦桑尼亚) 开展的研究表明,
这些国家总共缺乏787200位专业的水与卫生从业人

员来全面提供水与卫生服务 (IWA,2014a)。

水行业的工作为农业、 能
源、 工业和燃料等加工行业提
供与水相关工作的基础。

944 水行业的就业 



出现这些缺口的原因有很多, 包括缺少雇佣和

留住员工的资金 (提供工资和福利), 尤其是在公共

部门; 吸引经验丰富的人员到农村居住和工作有难

度; 课程设计和现实的工作需求之间存在差异; 教

育机构资金缺乏; 承担不起学费; 许多国家缺少持

续的教育机制; 政府政策缺失, 无法提供良好的政

策环境; 形象问题, 尤其是对卫生领域, 大家持有

偏见 (UNESCO-UNEVOC, 2012; IWA, 2014a;

WHO,2014)。 在很多地区, 包括西非, 卫生领域

很难雇佣到员工, 往往因为人们对排泄物有各种禁

忌 (WaterAid, 2009)。
许多发展中国家严重缺乏从事水与卫生领域工

作的人员 (IWA, 2014a), 原因有很多, 包括无意

愿投资、 政府人员编制限制、 定向教育不足、 卫生

领域不具有吸引力, 以及缺乏长期的学习和职业发

展等。
高收入国家在招聘足够的、 符合标准的水与卫

生领域工作人员时面临不同的挑战。 婴儿潮时代出

生的人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水与卫生领域工作,
现在逐渐面临退休。 这意味着该领域的知识、 经验

和专业人才都面临流失的问题。
根据对世界不同发展地区的15个国家的分析,

国际水协会 (2014a) 确定了一系列关键的限制因

素。 其中包括:

• 在水与卫生领域, 缺乏中层技术人员和工

程师是技术领域最大的问题。 运行维护、 监控评估

和社会发展专业等领域的人力资源缺口最大 (世界

卫生组织, 2014)。 后者需求的加大是因为要进一

步加强社区动员和提倡公众参与 (比如非正式的设

施和部门)。

• 人员资质和专业人员人数在农村和城市两大

系统中存在差距, 尤其是农村地区实现管道输水有困

难的国家更是如此。 农村地区更多地依赖非正式的员

工, 使用的是简单的技术或社区管理系统。 城市地区

对员工操作更大型的设备有更高的技术要求。

• 在农村地区, 水与卫生行业的工人缺少报

酬、 福利等形式的激励机制 (IWA, 2014a; WHO,

2014)。 很多国家都缺乏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 规

划、 开发和评估措施。

• 行业需求和教育供给 (学术教育、 职业教育

和培训等) 之间未能很好地衔接也导致在工作技能

上存在缺口。 很多国家在一揽子政策中都大力提倡

足够的技能培训来支持水与污水的管理以更好地应

对水挑战 (UNESCO-UNEVOC, 2012)。 2014年全

球卫生和饮用水分析和评估对94个国家进行调查,
其中仅1/3的国家在农村和城市的卫生、 饮用水和

健康习惯方面有人力资源战略 (WHO, 2014)。 解

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包括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建立

教育部门、 雇主 (公共、 私营、 非政府组织)、 工会

和员工的合作机制, 形成激励机制吸引和挽留员工,
加强技术和职业培训, 重视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发

展 (IWA, 2014a, 2014b; Kimwaga 等, 2013;

UNESCO-UNEVOC,2012)。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注意, 过去绿色工作发

展的经验告诉我们, 当员工专门接受绿色和全新工

作的相关培训后, 他们的就业机会往往非常有限,
除非相关培训也涵盖传统职业的内容 (太平洋研究

院,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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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及卫生设

施是人权
WWAP|马克·帕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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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社会认为, 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是人权, 是人类获得其他权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尤其是获得生存权和尊严、 足够的粮食和住房、 健

康和福祉, 包括健康的工作和环境权利。 然而, 世

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从各方面 (包括充足的水量、
水质、 规律性、 安全性、 可接受性、 可获得性和支

付能力) 都没有得到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权

利 (UNGA, 2010a)。 地区之间、 城乡之间仍然存

在着明显的差距 (UNICEF/WHO, 2015)。
此外, 每年共有近230万人口因与工作相关的原

因死亡 (ILO, 日期不详b)。 国际劳工组织研究表明,

17%的死亡是由通过水传播的疾病造成的, 而造成这

一结果的主要且可以避免的原因包括: 饮用水水质差、
卫生条件差、 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相关的知识

(ILO,2003b)。 预计恶劣的就业环境和不健康的行为

习惯每年使全球GDP减少4% (ILO,2014b)。
这些数据表明, 各国亟须加快步伐, 加大努力,

为所有人提供有保障的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在

工作场所也是如此。 实施2015年后发展框架和可持

续发展目标需要进一步加大、 加快努力的步伐。
联合国前特别报告员艾尔·哈吉·吉塞 (El

HadjiGuissé) 说: “ 《世界人权宣言》 在第二十五条

第 (一) 款可论证地含蓄承认了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权, 该条写明: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

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 包括食物、 衣着、
住房、 医疗……’” (UN, 2004, 第2页)。 2010年

联合国大会决议再次强调 “享有安全和清洁饮用水

和卫生设施的人权来源于适足生活水准的权利, 它

与人们获得最高标准的身体和精神健康、 生命和尊

严的权利紧密相关” (UNGA,2010b, 第4段)❶。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指出: “实现获

得水的权利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足够、 安全、 可接

受、 可获取、 经济上可承受的水资源, 满足个人和

生活需要” (UN, 2003, 第3段)。 委员会进一步

指出, 每个人所获得的水资源应该满足个人和生活

需要, 包括饮水、 个人卫生设施、 烹饪、 个人和家

庭卫生等。 此外, 确认人人获得足够的卫生实施是

实现个人尊严和维护个人隐私的基础, 是确保饮用

水和水资源的水质安全的必要条件 (UN, 第2、 第

12和第37段)❷。

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
设施是国际社会认可的人权,
是人类获得其他权利的不可分
割的部分。

有关指导意见已经形成, 将支持政府的政策制

定者、 国际机构和从事水与卫生的民间团体帮助人

们实现水与卫生的权利 (UNGA, 2005)。

5.2 获得体面工作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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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体面的工作是国际社会认可的人权。 作为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一部分, 获得工作的权利

在1948的 《世界人权宣言》 第二十三条第 (一) 款

中是这样阐述的: “人人有权工作、 自由选择职业、

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为确保体面的工作环境, 《经济、 社会、 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 第七条进一步指出 “人人有权享受

355 水、就业和可持续发展 

❶

❷

获得水的权利在一系列其他国际协议和宣言中都得到了各种体现, 包括人权委员会决议A/HRC/RES/15/9
(UNGA,2010c);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联大2200A (ⅩⅪ) 决议通过,1976年1月3日

生效 (UNGA,1966);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34/180决议通过,1981年9月3
日生效 (UNGA,1979); 《儿童权利公约》, 1989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44/25决议通过, 1990年9月2日生效

(UNGA,1989); 《残疾人权利公约》,2006年12月13日联合国大会61/106决议通过,2008年5月3日生效 (UNGA,2006)。
需要注意的是, 称为 “世界土著人民大会” 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的成果文件, 于2014年9月22

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 宣布人人都拥有获得水和卫生的权利 (UNGA, 2014a)。 大会进一步指出, 要确保实现 “高
等教育, 使土著人民的文化多样性得到认可, 使土著人民通过计划、 政策和各种资源, 参与健康、 住房、 水、 卫生

和其他经济社会项目或活动, 提高福祉” (UNGA, 2014a, 第11段)。



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 (UNGA, 1966), 此外,
人人有权享有同工同酬和合理的报酬, 员工及其家

人有权获得体面的生活, 理应有放松休闲的机会并

且工作时间有合理的限制, 拥有组建和加入工会的

权利, 并且可以获得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❶。
国际劳工组织第122号公约 (ILO, 1964), 即

108个成员国批准的 《就业政策公约》, 旨在推动经

济增长和发展, 提高生活水平, 满足人员需求, 并

解决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问题。 为实现此目标, 公

约要求批准国实行 “一项积极的政策, 其目的在于

促进充分的、 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 (第1条第1
款), 同时, “上述政策应适当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

和水平, 以及就业目标同其他经济和社会目标之间

的相互关系, 其实施办法应合乎各国的条件和实

践” (第1条第3款)。 因此, 政府、 雇主和员工之

间的社会对话❷对制定上述政策至关重要。
根据 《全球就业公约》 (ILO, 2009), 国际劳

工组织的组成部门、 成员国政府和雇员、 雇主有关

组织都同意将充分的、 生产性就业和体面的工作放

在危机应对的核心位置 (第11条)。 因此第14条

规定 “国际劳工标准为支持人们享有工作时的权利

创建了基础, 并有利于创造社会对话的文化”。 此

外, 公约前言强调要 “尊重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

利, 实现性别平等, 并鼓励人们发表言论、 参与活

动和社会对话, 这些对复苏和发展至关重要。 当政

策通过完整和协调一致的方式得以实施时, 将缓解

社会紧张, 减少经济衰退对人们的影响, 刺激总体

需求, 并促进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和更加包容的增

长过程” (第5页)。
需要强调的是, 各种人权是紧密联系、 相互依

存、 不可分割的。 实现某种人权将有利于推动其他

权利的实现, 而剥夺某种人权将会影响其他权利的

获得 (OHCHR, 日期不详 )。 尤其要指出的是,
获得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的先决条件是人们在工

作场所应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不卫生的

饮用水、 糟糕的卫生设施和不健康的个人习惯将会

对雇员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包括失去工作的能力而

无法维持生计、 身体状况变差乃至死亡。 因此实现

这些权利是获得体面工作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UN, 2004)。

2014年联合国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人权特别

报告员的报告中指出了这个重要联系, 即 “侵犯人

们获得水与卫生设施的权利频繁地导致人们的其它

权利被剥夺, 包括生命、 健康、 食品、 住房、 教

育、 工作和健康环境的权利” (UNGA, 2014b, 第

6段) (见专栏5.1)。

专栏5.1 以人权为本的方针

以人权为本的方针是基于国际人权标准,
意在提升和保护获得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

体面工作等人权的人类发展概念框架。被排斥

在外的个人或群体的呼声经常听不见,特别是

妇女、儿童和其他受歧视的人,这种方针可以

强化他们的声音,赋予其合法性。
资料来源:deAlbuquerque和Roaf(2012,第106页)。

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 比如获得安全

饮用水、 卫生设施和工作的权利等, 各国政府应最

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资源, 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稳步

实现这些目标 (UNGA, 1996, 第二条)。
同时, 各国政府有义务逐步提供安全的饮用水

和足够的卫生设施, 来避免、 治疗和控制与水相关

的疾病, 包括在工作场所的疾病。 同样, 各国政府

有责任确保人人都能获得这些权利, 没有歧视, 男

女平等 (UN, 2003, 第2、 第13段)。 获得安全饮

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往往与现有的水权和政府间

协议发生冲突。 那些阻碍人们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

生设施的水权体制与各国政府的责任相违背, 侵犯

了人权。

5.3 在绿色经济中创造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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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新技术、 新工艺和新操作方式的出现, 向更

加绿色的经济转型正在改变各种工作的任务以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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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为实现这些目标, 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第1、 第30、 第87、 第98、 第100、 第111、 第155号公约 (国际

劳工组织, 1919, 1930, 1948, 1949, 1951, 1958和1981), 以及其他与高耗水行业, 包括采矿 (第176号)
(ILO, 1995) 和农业 (第184号) (ILO, 2001) 中的安全和健康相关的公约。

社会对话包括各种形式的信息交流、 磋商和谈判, 旨在实现透明的、 协同合作的政策制定过程。



环境。 水行业的就业潜力将很可能使很多国家的相关

行业加速向 “绿色” 转型发展, 如爱沙尼亚、 法国、
印度、 韩国、 西班牙和美国 (ILO,2011a)。

水规划和水治理是协调很多领域发展的有利工

具, 如农业、 能源、 制造业、 旅游业和土地整治,
并能在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管理日益增长的需求。
因此, 我们制定经济政策时需要把水管理放在水平

轴上重点考虑 (UNW-DPC, 2012; OECD, 2012a)。
本报告第11章进一步从细节上讨论了水工作如何

多方面地影响经济和就业。
政府制定的政策要起核心作用, 因为水行业的

投资和维护成本很大程度都来自公共部门。 比如,
在发展中国家, 基础建设大部分 (75%) 由政府财

政投资, 长期投融资来自国有银行。 此外, 2013
年, 大约96亿美元, 即90%的流域管理和水生态

系统 保护投融资 来 自 公 共 部 门 (WWC/OECD,

2014)。 因此, 毫无意外的是, 受绿色经济发展的

激励, 投资第二多的行业就是水和废物处理, 排在

能源效率之后 (ILO, 2011a)。
在美国, 预计对传统水利基础设施行业每投入

100万美元将产生10~26个就业机会。 此外, 一些

数据显示对可持续水项目投资, 包括城市保护和效

率、 修复和整治以及开发其他水源等行为将产生大

量就业机会, 大概是每投资100万美元将有10~72
个就业机会 (太平洋研究院, 2013)。

实施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需要各种职业通力合

作, 其中不乏新的职业 (见专栏5.2)。 比如说, 太

平洋研究院研究认为有136种职业参与到推动实现

农业、 城市居住和商业规划、 修复和整治、 开发其

他水源和雨水管理等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中 (太平洋

研究院, 2013)。

专栏5.2 水行业的新职业

在澳大利亚,水行业的工程师是一种新的

职业。它需要水文地质学的背景,具备水敏感

性的城市规划、洪泛平原评估、含水层蓄积和

修复的知识和管理技能,熟悉水交易,能做环境

流量管理,应对当下和未来出现的水质挑战和盐

度问题等。此外,污水管理的技能也不可缺少。
西班牙出现的一种新的职业就是负责海水淡

化厂维护和运行的经理,该岗位需管理将海水处

理为可饮用淡水的全流程 (ILO,2011a)。

  实现绿色战略需要尽早确定特定行业中急需的

技能 (ILO, 2011a)。 可持续水战略可以在传统行

业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而且不需要新的技能 (从
卡车司机到律师)。 新兴职业则要求在高中阶段开

展职业资格培训, 包括培训使用和维护技术。 此

外, 可持续水战略还会产生全新的职业, 要求更高

端的 职 业 技 能 (ILO, 2011a; 太 平 洋 研 究 院,

2013)。 这在发展中国家、 新兴国家和工业化国家

都是如此 (ILO, 2011a)。
政策制定者、 教育机构和职业培训学院, 以及

各行业的利益相关者需要统筹考虑这些因素, 不可

将其割裂, 因为他们需要面对的是人们对水资源不

断增加和变化的需求。

5.4 水、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WWAP|马克·帕坎

凯瑟琳·科斯格罗夫参与编写

  2015年9月, 国际社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 其中包括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些

目标建立在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之上, 旨在完成千

年发展目标未竟的事业, 并应对新的挑战。 这些目

标确定了一系列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点, 脱离了千

年发展目标对水的局限认识, 即仅仅是供水和卫生

设施, 以一个全面、 系统且至关重要的水圈的角度

来审视水。 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的是, 可持续发展

目标不仅仅关注发展中国家。
为支持成员国制定2015年后全球发展框架,

由联合国发起的国家、 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商谈从范

围和内容上都非常广泛。 全球有近100万人, 包括

雇主和工会的代表参与了相关进程。 与教育、 健康

护理、 城市和负责任的政府一道, 增加水和卫生领

域的就业机会在联合国为下一项议程开展的 “我的

世界, 2015年全球调查 ” 中被列为是重中之重

(UN, 日期不详)。 创造就业机会在联合国举行的

国家间协商中也几乎被所有国家认为是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 是联合国区域委员会确认的重点之一。
由海 外 发 展 研 究 所 开 展 的 未 来 目 标 跟 踪 项 目

(ODI, 日期不详) 通过对150个提案的分析, 得出

了相似的结论。
可持续发展目标6专门提出了为所有人提供水

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见专栏5.3)。
目标6所含的具体目标范围广, 涵盖了水资源保

护、 水资源综合管理, 以及人人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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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饮用水。 它不再局限于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WASH), 而是涵盖了整个水圈, 包括污水管理和水

质、 水利用和水效率、 水资源管理和水生态系统。

专栏5.3 可持续发展目标6———为所有人

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

可持续管理

  6.1 到2030年,人人普遍和公平获得安

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

6.2 到2030年,人人享有适当和公平的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杜绝露天排便,特别注

意满足妇女、女童和弱势群体在此方面的需求

6.3 到2030年,通过以下方式改善水质:
减少污染,消除倾倒废物现象,把危险化学品和

材料的排放减少到最低限度,将未经处理废水比

例减半,大幅增加全球废物回收和安全再利用

6.4 到2030年,所有行业大幅提高用水

效率,确保可持续取用和供应淡水,以解决缺

水问题,大幅减少缺水人数

6.5 到2030年,在各级进行水资源综合

管理,包括酌情开展跨境合作

6.6 到2020年,保护和恢复与水有关的

生态系统,包括山地、森林、湿地、河流、地

下含水层和湖泊

6.a 到2030年,扩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的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它们开展与

水和卫生有关的活动和方案,包括雨水采集、
海水淡化、提高用水效率、废水处理、水回收

和再利用技术

6.b 支持和加强地方社区参与改进水和

环境卫生管理
资料来源:UNGA (2015)。

水规划和水治理是协调很
多领域发展的有利工具, 如农
业、 能源、 制造业、 旅游业和
土地整治。

水还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息息相关 (见专栏

5.4)。 2015年 《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 指出 “水

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这已是广泛认可的事实。 现

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水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 所有

的社 会、 经 济 活 动 和 生 态 系 统 都 依 赖 水 资 源 ”
(WWAP, 2015, 第9页)。

专栏5.4 与水相关的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1 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目标2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

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目标3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

龄段人群的福祉

目标7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

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目标8 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

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

工作

目标9 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

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

创新

目标10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

平等

目标11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

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居住区

目标11.5 到2030年,大幅减少包括水

灾在内的各种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和受灾人

数,大幅减少上述灾害造成的与全球国内生产

总值有关的直接经济损失,重点保护穷人和处

境脆弱群体

目标12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目标13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

影响

目标15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

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
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目标16 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

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

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资料来源:UNGA (2015)。

特别是, 水与可持续发展目标8, 即 “促进持

久、 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促进充分的生产性

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等的各个方面都紧密

联系 (见专栏5.5)。

65  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2016 水与就业



专栏5.5 可持续发展目标8———促进持

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

获得体面工作

  8.3 推行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支持生

产性活动、体面就业、创业精神、创造力和创

新;鼓励微型和中小型企业通过获取金融服务

等方式实现正规化并成长壮大

8.5 到2030年,所有男女,包括青年和

残疾人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有体面工作,
并做到同工同酬

8.8 保护劳工权利,推动为所有工人,
包括移民工人,特别是女性移民和没有稳定工

作的人创造安全和有保障的工作环境
资料来源:UNGA (2015)。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其他目标也体现了与劳动

力相关的问题。 社会保障是贫困和健康目标中各

项行动的核心 (目标1和目标3), 它与应对性别

不平等等问题的薪酬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也息息相

关。 技术和职业能力是教育目标下的3个子目标

讨论的重点。 其他相关的目标涉及农民工, 健康

和教育领域的员工, 无报酬的护理和家庭工作,
外出打工人员, 价值链中的中小型企业, 适应与

气候相关的灾害, 经济、 社会和环境冲击、 灾害,
歧视和基本自由❶ 。

5.5 跨越性别的鸿沟
WWAP|法苏达·潘加雷 (VasudhaPangare)
莱莎·威特默 (LeshaWitmer)、 理查德·康纳

和马克·帕坎参与编写

  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女性在供水、 水管理和保护

水方面的核心作用。 1977年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举

行的联合国水大会, 以及1992年在爱尔兰都柏林举

行的国际水和环境大会都是如此认为。 《21世纪议

程》 (UNSD, 1992, 第18章, 第18.9.c段) 和

《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 (WSSD, 2002, 第25段)
均着重强调了女性在水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
“生命之水” 国际行动十年 (2005—2015年) 也呼

吁更多的女性参与到与水相关的发展行动中。

印度尼西亚帕朗卡拉亚市Garantung镇消防演习中的女性消防员

照片来源:©国际林业研究中心艾哈迈德·易卜拉欣 (AchmadIbrahim)

我们缺乏在依赖水的行业
中工作的男女员工的性别分类
数据。

各经济行业提供的信息显示, 女性在高层获得

正式职位可以做出突出贡献。 Catalyst (2011) 的

报告指出, 有3名乃至更多女性在董事会中任职的

全球500强企业比董事会中女性数量较少的企业表

现得更加突出。 麦肯锡 (2013) 也指出, 相比董事

会成员全部为男性的企业, 拥有更多女性董事的企

业运行更好。 定性分析显示, 女性参与水资源和水

利基 础 设 施 的 管 理 能 提 高 效 率 和 增 加 收 益

(GWTF, 2006; vanKoppen, 2002)。

5.5.1 寻找性别鸿沟

1995年以来, 男女在就业市场中的差距几乎没

❶ 国际劳工组织 《2014年世界工作报告》 (ILO, 2014a, 第ⅩⅩⅢ页) 也支持设立此目标: “若再就业和体面

工作方面不能取得进展, 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发展。 通过制定政策、 建立机构、 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发展进程

将得到推动。 反之, 若经济建立在简陋且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被克扣的工资, 以及持续增加的工作贫困和不平等基

础上, 经济发展不可能实现可持续性。 除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就业、 权利、 社会保障和对话都是发展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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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缩小。 全球范围内, 2015年, 仅50%的女性在

工作, 而男性的就业比例为77%。 1995年, 两个

数据分别是52%和80% (ILO, 2015b)。 女性在工

作中仍然面临着普遍存在的歧视和不公平。 在世界

上许多地方, 女性往往从事被低估的、 报酬少的工

作, 并承担了几乎所有的无报酬的护理工作。 人们

经常忽视这些无报酬的工作, 这会阻碍女性积极参

与有报酬的工作。 许多女性得不到教育、 培训和再

就业的机会, 在议价和决策制定方面的能力有限

(ILO, 2015b)。 积极的行动以及扶持政策的落实

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多公共服务, 增加对省时、 省

力的基础设施的投资, 有利于进一步加快填补性别

的鸿沟 (联合国妇女署, 2015)。

女性为家庭准备可用的水是一项重要的无报酬

工作, 严重影响了女性从事正式的工作。 女性在获

取水 (和燃料) 上付出了大量时间, 使她们投入到

正式或非正式的、 能改善生计的有偿劳动中的时间

减少。 女性 (和女孩) 从事了绝大部分的无报酬的

取水工作。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约3/4的家庭

需要 从 离 家 远 的 水 源 地 取 水 (UNICEF/WHO,

2012), 而50%~85%的工作由女性家庭成员完成

(ILO/WGF, 日期不详)。 由于是女性去取水, 每

次取水所消耗的时间也更多 (Sorenson等, 2011)。
在南非的贫困农村家庭, 取水和砍柴使女性在有报

酬的 工 作 上 花 费 的 时 间 不 到 25% (Valodia和

Devey, 2005) (见专栏5.6)。

专栏5.6 取水:从事无报酬工作对女性造成的经济和健康影响

远距离取水很显然对取水者的精神和身体健康以及他/她参与家庭、正式和非正式工作有着直接

的负面影响。儿童和成人在取水中都面临持续疼痛和行动问题 (Geere等,2010a,2010b;Lloyd
等,2010),并且取水很可能造成与脊柱肌肉骨骼失调和脊柱压迫相关的疼痛和残疾 (Evans等,

2013)。
此外,取水会造成心理和情感上的压力,影响身体健康,使肌肉骨骼失调造成残疾,影响工作

表现和工作满足感 (Diouf等,2014;Stevenson等,2012;Wutich,2009)。此外,许多女性和儿童

还指出在取水过程中面临身体暴力和性暴力 (Sorenson等,2011)。
在中低收入国家,取水对女性的健康和对其外出工作的影响尤其明显。在这些国家,大部分人

从事对体力要求较高、非正式或监管不力的工作 (Hoy等,2014)。此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不公

平往往体现在获得饮用水方面 (UNICEF/WHO,2014),很多边缘化的群体更大程度上要承受取水

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和健康影响。
来源:ILO/WGF (日期不详)。

  获得卫生设施也是年轻女孩或女性参与生活各

个方面 (包括最重要的教育和就业) 的重要影响因

素 (Adukia, 2014;Pearson和 McPhedran, 2012;
世界银行, 2011; 水援助, 日期不详)。 尽管在发

展中国家这个问题更为普遍, 然而全世界的女性都

需要在工作的地方能获得卫生设施。 通过解决女性

经期如厕问题后, 女性在工作中可以创造巨大的利

益 (见专栏14.1)。 在经期的女孩会因为学校里没

有男女分开的厕所而无法正常上课。 女性地位委员

会在第55次会议上指出, 提供饮用水和独立、 足

够的卫生设施, 是影响女性参与劳动市场的重要制

约因素, 也与性别平等和女性得到基本的生活和尊

严紧密相关。

5.5.2 应对和机会

一系列手段可以促进女性参与依赖水的工作,

或为其发展做贡献。

收集并传播在依赖水的行业中工作的男女员工

的性别分类数据基本情况

我们缺乏在依赖水的行业中工作的男女员工的

性别数据。 在全球、 区域、 国家和地方层面搜集相

关数据不仅可以提供男性、 女性在依赖水的行业工

作的基本情况, 也有利于我们跟踪消除性别鸿沟的

进展情况 (见专栏5.7)。 同时, 有必要更清醒地认

识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差异, 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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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们获得工作机会的差异❶。

专栏5.7 有志者事竟成

乌干达的水发展总司 (Ebila,2006)搜集

了水与卫生委员会的员工性别情况和总司不同

职位男女员工人数等数据。总司发现男性员工

人数远远高于女性员工,于是计划未来5年内

将在水部门工作的女性员工比例提高30%。为

此,总司成立了一个性别工作组,性别、劳工

和社会发展部的官员也是工作组成员。

2013年举办的第19届国际劳工数据大会

通过了新的国际数据标准,将指导各国进一步

完善传统的劳动力市场重点指标,包括劳动力

参与率、就业率和失业率。重要的是,大会还

推出了一个概念框架,用以评估有报酬和无报

酬的各种形式的工作,旨在满足各方日益增长

的对性别相关数据的需求,以便更好地制定经

济和社会政策。对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的评估

和进一步改善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途径将对

女性产生重大影响,并有利于实现性别平等。

通过推动两性平等应对文化障碍、社会规范和

性别角色定型

社会规划、 看法和性别角色定型往往是男性、
女性获取工作的障碍, 使得他/她们在工作的选择

和计划上受到局限。 有时候人们刻板地认为这项工

作应该由男性或女性从事, 这不仅影响求职者, 也

影响了雇主 (比如农业和渔业价值链上的工作往往

被刻板地归于某一类性别从事的工作)。 男孩和女

孩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也会被这种固定思维所引导

和固化。
因此, 再怎么强调性别敏感都不为过, 而且应

始终成为讨论和思考的重点。 我们需要更多、 更好

的这种社会文化规范的相关信息, 以理解当下存在

的求职障碍, 找到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对性别敏感

的进一步研究和认识, 将有利于社会接受男性从事

无报酬的工作, 也将有利于女性得以解放而从事有

报酬的工作。

实施和支持平等机会的政策和手段

若没有积极的手段来消除那些阻碍女性获得平

等就业机会的障碍, 消除就业中的性别鸿沟就不可

能成功。
首先, 政府和雇主应该设计性别敏感的招聘计

划, 制定相关人力资源政策, 并在实践中充分考虑

男女面临的不同现实 (Morton等, 2014)。 其次,
女性应同等地获得生产资料和资源, 包括土地和

水, 因 为 这 对 农 业 等 自 营 经 济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FAO, 日期不详)。 再次, 女性的技术能力有待进

一步提高。 无论是在地方还是社区层面, 很多参与

者都能就这一点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提供帮

助。 这是提高女性求职能力的必要条件 (见专栏

5.8)。

专栏5.8 加纳女性水技能培训

“萨哈全球”培训女性利用当地现成的技

术,对来自村镇水源的污水进行处理,以获得

卫生的饮用水并向社区成员出售干净的水。在

过去的7年,这个组织为加纳北部178位女性

提供了就业机会。女性不仅从耕作中获利,还

能从卖水中获得额外收入,通过大概每周工作

5小时获得额外的1~2美元。对每天的支出大

概为2美元的家庭而言,这笔收入非常重要,
相关收入可用于改善孩子和家庭的生活。 “这
些女性通过技能和专业为社区服务,得到了极

大的解放。她们很自豪地回馈、帮助他人,并

为自己的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
(本文是与 “水、卫生设施和健康习惯的

倡导者”合作的 “水、卫生设施和健康习惯与

千年发展目标:涟漪效应”系列博客文章之

一。讨论的是水、卫生设施和健康习惯对全球

发展的重要性。详见http://www.huffing-
tonpost.com/kate-clopeck/empowering-wo-
men-entrepre_b_7058122.html。)

在通过创新和各种手段实现绿色经济的过程

中, 新的工作机会将会出现, 这将是女性提高就业

955 水、就业和可持续发展 

❶ 从联合国世界水评估计划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 《性别敏感的水监控评估和报告》 可查询数据搜集、
方法、 指导方针以及相关问卷表 (见http: //www.unesco.org/new/en/natural-sciences/environment/water/wwap/

water-and-gender/) (Seager, 2015;Pangare, 2015; 世界水评估计划性别指标工作组, 2015)。

http://www
http://www.unesco.org/new/en/natural-sciences/environment/water/wwap/


率的重要机会。 当需要新技术时, 相关培训和能力

建设方案应充分考虑男性和女性。 必须牢记的是,
因创新或新战略转移等造成的经济变革 (绿色经济

政策) 可能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从性别角度

看, 需要确保女性能从中受益, 而不是被负面效应

所影响 (见专栏5.9)。

专栏5.9 绿色技术可取代女性在农业中的地位

直播稻可降低种植粮食作物的用水量。印度农业研究院 (Foodtank,2014)研究表明,直播稻

彻底使播种期内不再用水,种植阶段的耗水量减少60%。播种往往通过机械设备进行,但在发展中

国家,主要还是人工种植。直播可以将移植过程中需要耗费的人力减少40% (Pathak等,2011)。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显示 (Paris等,2015),若农民使用直播稻,人力消耗将减少50%,导

致原本受雇进行移植工作的贫困女性的收入进一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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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非洲水资源面临的挑战

非洲拥有全球9%的淡水资源和11%的人口

(世界银行, 日期不详a)。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地区面临许多与水相关的问题, 阻碍经济增长并威

胁居民生活。 非洲主要是雨养农业, 灌溉面积不到

耕地总面积的10% (世界银行, 日期不详a)。 年

内或者跨年度的气候特性和水资源特性都会有很大

变化。 气候变化和气候波动的影响非常明显。 水力

发电在目前所有能源装机容量中占比最大, 是电力

的主要来源。 过去十年间, 对水力发电的持续投资

大大提高了发电量。
落后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有限的水资源开发和

管理能力相对于快速增长的人口之间的巨大差距阻碍

了非洲解决与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相关的水挑战。 非

洲是世界上城镇化率提升速度最快的地区 (Rafei和

Tabari,2014), 这一现实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 最重

要的是, 跨界水资源 (河流、 湖泊和地下含水层) 的

多样性使非洲水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显得尤为复杂。 撒

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约75%的地区处于53个国际

河流流域, 横跨多条国境线 (世界银行, 日期不详

a)。 如果能将区域水资源开发中的跨界合作潜力加以

挖掘利用, 这个明显的不足也能转变成机遇。 例如,
针对赞比西河开展的一次跨行业分析表明, 在不进行

任何额外投资的情况下, 沿河合作会使稳定的能源生

产增长23% (世界银行, 日期不详a)。 目前存在一些

机构和法律层面的跨界合作, 例如赞比西河管理局、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 议定书、 沃尔特河管

理局和尼罗河流域委员会。 然而, 对沿岸各国而言,
实现共赢的多边合作、 获得最优的解决方案, 需要付

出更多的努力以进一步加强各国的政治意愿、 增强财

政能力、 建立体制框架。

2014年, 非洲有1230万
人就职于渔业和水产业, 并为
所有非洲国家贡献了240亿美
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占总量
的1.26%。

6.2 水、就业和经济

2005—2015年, 非洲独立后经历了经济发展最

快的10年。 然而, 这种增长既没有包容性也没有

公平性。 据世界银行统计,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地区2014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5%, 较前一

年 (2013年) 的4.2%有所提高, 这归功于持续的

基础设施投资、 农业产量的提高和服务业的活跃

(见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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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非洲人口超过10亿, 预计到2050年

这个 数 字将翻倍 (AfDB/OECD/UNDP, 2015)。
从人口统计结果来看, 非洲会是全球人口增长最快

的地区, 其中各个子地区的增长情况会有所不同。
此外, 人口增长会向年轻人群倾斜, 有就业需求的

人口将会快速增长, 预计到2050年, 20亿总人口

中这部分人群会达到9.10亿 (见图6.2)。 劳动人

口的增长会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约
占90%)。 因此, 非洲大陆国家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就是就业, 这些地区正遇到高失业率和未充分就业

的问题, 后者甚至导致了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以及向

欧洲和其他地区移民。

  在结构性经济转变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为增

长的人口创造就业机会将是非洲面临的主要挑战。
预计在2015年,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有1900
万年轻人即将加入低迷的就业市场进行择业, 非洲

北部地区还有400万年轻人。 到2030年, 撒哈拉

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每年的就业需求将增加到2460
万, 非洲北部地区将增加到430万, 占全球就业需

求增长总量的2/3 (AfDB/OECD/UNDP, 2015)。
年轻人的失业引发了动荡, 尤其在非洲北部, 造成

社会不稳定, 带来治安问题。
在非洲, 有潜力能部分满足当前或预期工作需

求的与水相关的重要行业主要有: 社会服务业、 农

业、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零售业和接待业、 制造

业、 建筑业、 自然资源开发 (包括采矿) 以及能源

生产 (包括水力、 地热以及压裂法开采石油和天然

气)。 所有这些领域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可用水资

源量、 水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 有些行业不负

责任的用水行为会带来短期的就业机会, 但是会给

水资源的可用性造成负面影响, 并危害其他依赖于

水的行业的就业前景。 对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言, 气

候变化、 水资源匮乏和可变性直接影响主要行业的

产出, 从而最终影响整个国家经济。

6.3 依赖水的行业的就业情况

农业是非洲目前最重要的依赖水的行业, 是大

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基石。 雨养和灌溉农业为整个

非洲提供了重要的就业机会。 图6.3显示了非洲各

个行业的就业分布情况。

6.3.1 农业

许多经济体的持续增长使民众生活水平和受教

育程度不断提高,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开始

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以寻求他们心仪的白领工作, 农

业作为非洲许多国家就业的主要来源这一情况正在

逐渐改变。 然而, 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 农

业仍是非洲各国就业的主要来源, 特别是对于非石

油生产国而言。 与非洲城市和乡镇快速城镇化发展

过程中不断增长的失业率日渐矛盾的是: 农村地区

46  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2016 水与就业



的劳动力短缺使粮食产量大量减少, 导致许多非洲

国家对粮食进口的依赖程度上升。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 截至2010

年, 非洲地区49%的就业人口从事农业, 这一数字

从2002年到2010年是逐渐下降的。 巧合的是, 这

期间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则持续增长

(FAO, 2014e)。 尽管出现持续下滑, 麦肯锡全球

研究所 (2012) 分析预测, 到2020年, 农业将创

造800万个稳定的工作机会。 如果非洲的农业发展

是通过在未开垦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性农业

生产, 并从低价值的农产品生产转为劳动力更加密

集、 附加值更高的园艺和生物燃料产品生产来实现

的 (埃塞尔比亚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那么到2020
年, 非洲大陆会新增600万个就业机会 (麦肯锡全

球研究所, 2012)。 然而, 这样的预测并没有考虑

到可能会出现的对现有工作机会的替代和现有工作

的消失。 这一情况需要在慎重的农业投资的背景

下, 从社会、 经济和环境等方面进行仔细评估。

6.3.2 渔业

2014年, 非洲有1230万人就职于渔业和水产业,
为所有非洲国家贡献了24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占总量的1.26%, 提高了粮食安全和营养水平。 该领

域约一半的人是渔民, 其余的为加工人员 (主要为女

性) 或水产养殖人员 (FAO,2014g)。 表6.1和表6.2
显示了渔业和水产业在非洲整体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

比以及渔业各细分行业带来的就业机会。

 表6.1 非洲国内生产总值中渔业和

水产业细分行业所占比例

增加值总量

/亿美元

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例

/%

非洲国家全部国内生产总值 19095.14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总值 240.30 1.26
内陆渔业总值 62.75 0.33
 内陆捕鱼 46.76 0.24
 捕捞后处理 15.90 0.08
 本地许可 0.08 0
个体海洋渔业总值 81.30 0.43
 个体海洋捕鱼 52.46 0.27
 捕捞后处理 28.70 0.15
 本地许可 0.13 0
工业化海洋渔业总值 68.49 0.36
 工业化海洋捕鱼 46.70 0.24
 捕捞后处理 18.78 0.10
 本地许可 3.02 0.02
水产养殖业总值 27.76 0.15

 资料来源:FAO (2014g,表32,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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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2 细分行业的就业情况

就业人数

/万人

分支行业

占比

/%

分支行业内

占比

/%

总体就业 1226.9

内陆渔业就业总数 495.8 40.4

 渔民 337.0 68.0

 加工人员 158.8 32.0

个体海洋渔业就业总数 404.1 32.9

 渔民 187.6 46.4

 加工人员 216.6 53.6

工业化海洋渔业就业总数 235.0 19.2

 渔民 90.1 38.4

 加工人员 144.8 61.6

水产养殖业 92.0 7.5

 资料来源:FAO (2014g,表44,第54页)。

6.3.3 制造业和工业

非洲许多制造行业也依赖于水。 基于麦肯锡全

球研究所 (2012) 的分析并参考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INDSTAT4数据库中的各国样本 (FAO, 日期

不详), 图6.4显示了不同的制造行业在为非洲创

造就业机会中所占份额。 尽管所提及的制造业被视

为水密集型行业, 但其提供工作机会的比例仍低于

农业。

落后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有限的水资源开发和管理能力相
对于快速增长的人口之间的巨大
差距阻碍了非洲解决与能源安全
和粮食安全相关的水挑战。

6.4 预期的未来发展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并维持过去10
年的增长速度, 非洲国家首先要考虑水利、 电力

和交通运输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没有这些作为基

础, 非洲经济过去10年的发展势头将一去不复

返, 并减少水行业内的直接工作机会和其他依赖

于水的行业的工作机会。 专栏6.1是加纳的案例

分析, 该案例被视为非洲经济复苏的最佳案例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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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1 沃尔特河的低水位给加纳经济

增长带来的影响

  2011年,随着石油生产的开始,加纳的经

济增长速度达到14% (GSS,2011)。然而,
加纳2015年 的 经 济 增 长 率 预 期 只 有3.9%
(Okudzeto等,2015),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缺乏快速增长所需要的最基础的水利和能源基

础设施。加纳的经济主要依赖于沃尔特河上的

阿科松博 (Akosombo)水电站的发电。由于

降雨量变小带来的水流减少,2015年该水电站

的发电量只达到设计能力的一半 (《非洲报

告》,2015)。地热发电厂遭到破坏使这种情况

更加恶化。2015年6月实行了用电配给,供电

12小时、断电24小时。虽然这是极端情况,
但是为了维持新兴的非洲各经济体中的生产和

就业,确实有必要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

纳的工会组织和雇主联盟有证据表明,2015年

数以万计的稳定工作机会消失了,投资环境恶

化,迫使加纳不得不再次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宏观经济支持。

6.5 非洲水政策框架及对就业的影响

非洲涉水领域的政策框架包括为了社会经济发

展、 地区一体化和环境保护而制定的一系列关于非

洲大陆水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高层声明、 解决方案以

及行动计划, 包括2025年非洲水愿景及其行动框

架 (UNECA/AU/AfDB, 2000)、 非盟 (AU) 水

与农业特别峰会 ( 《苏尔特宣言》) (AU, 2004)、
《非盟水与卫生沙姆萨伊赫宣言》 (AU, 2008), 以

及最重要的一个——— “2063年愿景———我们想要的

非洲” (AU, 2014)。
各项战略和项目方针的制定为这些政策工具提

供了 基 础, 其 中 包 括 非 洲 发 展 项 目 新 伙 伴

(NEPAD)、 非洲基础设施开发项目 (PIDA) 和为

了社会经济发展及扶贫和脱贫而进行的非洲水资源

综合开发等其他项目。
以非盟的 “2063年愿景” 为例, 文件中提到希

望建立一个基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繁荣的

非洲, 尤其为了社会经济发展、 地区合作和环境,
能对水资源进行公平和可持续地开发与利用, 并对

其他国家发出如下呼吁:
“为年轻人的健康和教育投资, 帮助他们掌握

技术, 给他们创造机会、 提供资本, 为了解决年轻

人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而调整战略, 支持他们成为

非洲复兴的驱动力。 在所有的中小学校、 专科院校

和大学, 通过非盟俱乐部的形式鼓励年轻人之间的

交流和泛非主义运动。 确保加快步伐促进非洲大陆

在入学、 课程、 标准、 项目和学历等方面的和谐发

展, 并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标准以到2025年加强

非洲年轻人才在非洲大陆的流动性。” (AU, 2014,
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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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背景

2010年阿拉伯地区人口约为3.48亿, 其中

约63%处于就业年龄。 其中, 20%为15~24岁的

青年, 43%为25~64岁的成年人。 根据目前的青

年人口增长形势, 预计到2050年, 成年劳动人口

将占全国劳动力的50%, 而那时该地区的人口预

计将 达 到 6.04亿 (UNESCWA, 2013a)。 2012
年, 阿拉伯地区人口估计已经增长到了3.64亿。

10年前, 该地区青年失业率平均为23%, 为世界

最高 (UNESCWA, 2013a)。 农 业 生 产 力 低 下、
旱灾、 土地退化和地下水枯竭导致农村收入降低,
失业趋势在最近几年进一步恶化。 这种现状推动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非正规居住区扩张, 社会

动荡加剧。 以上压力已成为该地区爆发内乱的诱

因。 失业和缺水仍是阻碍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结

构性挑战。

7.2 水行业的就业机会

公共部门是该地区的主要雇主, 主要负责提供

基本服务, 包括供水服务。 例如, 93%以上的科威

特国民在公共部门工作 (UNESCWA, 2013a)。 然

而, 水行业所提供的职位仍然相对有限。 例如, 巴

林的劳动力为977812人 (UNESCWA, 2013a),
其中约3000人 (占0.3%) 在电力和水管理局从事

与水相关的工作❶。 与此类似的是, 约旦400万劳

动力中, 估计约7000人 (占0.2%) 在约旦河谷

管理局工作, 负责通过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支持社会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❷。 埃及水和废水控股公司拥

有超过10万员工, 运营600多座设施 (UNESCO-
UNEVOC, 2012), 规模十分庞大。 这些员工负责

为全埃及提供水务服务, 但在2010年的5540万劳

动力总人口中, 仅占了0.2%。 尽管如此, 埃及还

有成千上万的水资源管理者负责灌溉、 水力发电、
水质、 农业、 渔业、 法规、 研究、 政策和跨界水资

源的谈判, 所以上述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全国范围

内从事水相关工作的劳动力情况。 但是, 需要更多

技术熟练的人力资源。

政府必须在水的可持续利
用和就业目标之间做出艰难的
权衡, 目前投资提高水资源利
用效率和节约保护是比较理想
的途径。

供水和卫生部门的就业潜能增长尤为明显。 世

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供水及卫生联合监

测计划 (JMP) 的数据显示, 在阿拉伯地区, 大约

有5500万人 (占总人口的15%) 没有获得改善的

饮用水,6500万人 (占总人口的18%) 无法获得改

善的卫生设施 (UNESCWA, 2015)。 然而, 阿拉

伯国家不时遭受各种灾难, 例如无法获得安全的饮

用水 (LAS/UNESCWA/ACWUA, 2015)、 依 赖

淡化水、 无收益水 (NRW) 损失过高和废水处理不

足 (UNESCWA, 2013b) 等。 此 外, 2014—2020
年, 全球海水淡化市场估计将以8.1%的年复合增

长率增长 (GWI, 2015), 包括将在中东地区建立

的最大一批工厂。 这些将在工程、 法律、 金融和环

境等部门创造相关的配套水相关工作。

7.3 水依赖型工作机会

由于缺水是阿拉伯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 许多部

门的职位对水很敏感。 该地区近50%的人口生活在农

村, 很大比例上以正式或非正式形式参与农业生产或

相关价值链。 因此, 该地区水资源短缺、 农业生产力

弱以及低至30%~40%的低下的灌溉效率 (AFED,

2011) 影响了农村地区就业机会的创造和保留。
正因为如此, 一些人认为, 未来几十年中, 农

业劳 动 力 将 逐 渐 减 少 (Richards和 Waterbury,

2008; Chaaban, 2010)。 然而, 最近该地区的动荡

显现出了政治要求, 即需要将支持农业就业作为解

决农村和城市二元化问题的手段, 确保社会正义。
事实上, 最近的一份报告呼吁为增加农业就业和提

高生活水平而振兴农业部门, 并指出, 如果追求更

具有可持续性的农业实践, 能创造1000万个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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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AFED, 2011)。 在国家层面上能看到类似的

观点。 阿尔及利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石油经济

体, 该国采取了特别措施, 通过免息贷款、 抵消农

场债务和新政府采购计划促使农业部门在2009年

得到了17%的增长 (UN-Habitat, 2012年)。 尽管

埃及高度依赖进口水源, 但该国还是在上埃及地区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百万费丹 (420000hm2) 土地

复垦项目。 同时, 索马里正在挖掘新的水道, 为牧

民和依赖水的畜牧业提供支持。
我们在旅游部门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趋势, 尽管

稀缺的水资源带来重重压力, 政府仍继续开发新的

设施以增加收入、 提高就业。 因此, 政府必须在水

的可持续性和就业目标之间做出艰难的权衡, 目

前, 投资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节约保护是比较理

想的途径。

  7.4 为体面的工作和健康的劳动

力提供的清洁水源

  在阿拉伯国家, 人们不能获得足够的可靠、 方

便和价格合理的水资源, 这影响了水行业之外的体

面工作的创建和维护。 我们对选定的阿拉伯国家进

行了环境恶化的成本研究, 就与水传播的疾病、 发

病率和儿童死亡率相关的劳动生产力损失进行了评

估。 例如, 2012年, 环境恶化给黎巴嫩上利塔尼河

流域造成的损失估计占全国GDP的0.5%, 其中水

资源退化占总损失的7%, 包括水量、 水传播疾病

和水质 (根据重要性排列) (SWIM-SM, 2014)。
无法获得适当的卫生设施对妇女和年轻女孩的

影响特别大, 妨碍妇女在不提供社会性别敏感设施

(例如区分男女卫生间) 的机构中寻求工作。 在一

些政府部门、 运动场所、 学校和医院中可以看到这

种现象, 进一步削弱了妇女和年轻女性在国家就业

人数中所占的原本就很低的比重 (UNESCWA,

2013a)。 叙利亚冲突的外溢效应, 导致创造新就业

机会 的 压 力 越 来 越 大, 促 使 约 旦 政 府 制 定 了

《2014—2016年国家恢复计划》。 该计划旨在为贫困

和弱势群体 (尤其是妇女和青年) 提供就业机会,
同时还对水和卫生服务进行大量投资, 提高所在社

区的能力, 从而满足对这些服务不断增加的需求

(约旦哈希姆王国, 2014)。

  7.5 为与水相关的更好的工作提

供教育

  越来越多的大学设置了水资源管理和工程专业

的第一和第二学位, 包括着眼于水安全和可持续发

展的课程。 合作办学也授予专业学位, 如德语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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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于2009年开设了水和环境工程专业、 约旦大

学和科隆应用科学大学联合开设水资源综合管理硕

士学位课程、 巴林阿拉伯海湾大学可以颁发专业的

水资源综合管理证书, 而开罗大学从各层面扩充水

利工程相关课程。
同时, 国际水和卫生设施协会发起, 在摩洛哥

的国有摩洛哥自来水公司 (OfficeNationalpour
l’EauPotable, ONEP) 和总部设在约旦的阿拉伯

地区阿拉伯国家水设施协会 (ACWUA) 开设了面

向水运营人员的培训和认证项目。 这些项目针对经

理、 主管、 技术工人和非熟练工人, 旨在提高水行

业从业人员的技能和引入新技术。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涉足与水相关的研究, 互为

有益的补充, 如气候变化、 水 能源 粮食的纽带关

系、 跨界水资源管理以及与海水淡化、 热电联产和

非传统能源相关的研发。 这正在塑造合格的求职者

以及潜在的企业家和雇主, 他们具有水行业的相关

专业知识, 为创建与水相关的体面工作提供了更多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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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拥有43亿人口, 占世界人

口的60% (UNESCAP, 2014a)。 他们创造全球

1/3的GDP, 对 “饥渴” 的经济增长有着持续期待,
需要确保其能获得安全的用水, 以进一步解决收入

不平等、 贫困和失业问题。
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超过17亿人继续在无法

获得改善的卫生设施的环境中生活 (UNICEF, 日期

不详); 超过85%的未经处理的废水构成了 “沉默的

灾难 ” 的 风 险 [第 2届 亚 太 水 论 坛 (APWS),

2013a,2013b], 污染了地表水、 地下水资源和沿海

生态系统 (UNESCAP, 2010)。 随着气候变化不断

加剧 (UNESCAP,2014b), 世界上最近发生的自然

灾害中50%以上出现在亚太地区, 影响着当地的供

水基础设施。 自1970年以来, 已报道有4000多起与

水有关的灾害, 共造成6780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损

失。 在过去的12年中, 区域内供水和卫生服务的覆

盖范围分别增长了0.5%和0.7%, 提高了生产力和

民生经济 (UNESCAP,2014a)。
传统上, 水资源管理和重复利用在该地区内创

造了就业机会。 虽然我们已经在水资源管理部门开

展了一些具体的研究, 但对那些需要大量用水来完

成基本运作和服务的其他部门中依赖水的职位的相

关数据, 仍掌握得不足 (UNDP, 2006)。

60%~90%的水用于农业 (UNESCAP, 2011)。
东南亚地区农业行业的就业率为39%, 南亚和西南

亚地区均为44.5% (ILO, 2014c)。 通过增加水的

获取渠道和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在农业部门创造工作

机会的潜力巨大。 农业领域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也能为其他行业增加就业机会。
工业和服务业也有潜力创造和支持依赖于水的

就业机会, 尤其是通过改善用水效率、 废水使用和

治理污染来实现。

整个地区内大多数推动经
济增长的行业, 在其生产流程
中大部分都要依赖可靠的淡水
供应。

仅在东南亚, 41%的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就业,

21%在服务行业。 在南亚和西南亚, 39%的劳动力

在工业部门工作, 15%在服务行业 (ILO, 2014c)。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水电行业的就业人数所占

比例最大。 中国在小水电和大型水电领域的从业人

员数量 (分别为20.9万人和69万人❶) 约为全球

相应总数的一半 (IRENA, 2015)。 该地区渔业和

水产养殖业从业人数约占世界人口的10%~12%。
自1990年以来,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就业人数增

长迅速, 全球约6000万个就业岗位中约84%分布

在亚洲 (FAO, 2014A)。
该地区创造依赖水的职位的重要响应措施包

括: 通过改善水利基础设施解决水和卫生设施的差

距、 提高用水效率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以及转向

具有短期、 中期和长期价值和效益的水资源综合管

理解决方案。

  8.1 通过改善水利基础设施解决

水和卫生设施的差距

  虽然该地区获得安全水源的情况正在改善, 但仍

存在差异, 特别是在城市地区, 不能获得改善的用水

的人口占97%, 而在农村地区为87% (UNESCAP,

2014a)。 然而, 城市中也存在地区差异。 在孟加拉

国达卡, 近60%的城市贫民窟缺乏有效的排水设

施, 面 临 洪 水 的 威 胁 (UN-Habitat/UNESCAP,

2014)。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通过改进设备、 提高

技术以及制定相应的扶持性政策框架在水行业创

造工作机会和辅助性工作机会, 创建分散式污水

处理系统 (DEWATS) (见专栏8.1) (UNESCAP/

UN-Habitat/AIT,2015), 这在技术、 投资和经营的

选择方面更具有灵活性。
印度尼西亚 (FAO/湿地国际/格赖夫斯瓦尔德

大学, 2012)、 尼泊尔 (UNESCAP, 日期不详) 和

菲律宾 (UNESCAP, 2012) 在努力为农村人口提

供了充足的供水和卫生服务方面面临着重重挑战

(UNESCAP, 2014a)。 最近实施的参与式生态高效

利用水利基础设施的政策和开展的相关活动, 最大

限度地提升与水相关服务的价值, 优化自然资源

778 亚太地区 

❶ 译者注: 此处为英文原版书所使用的数字。 查阅原始文献, 怀疑原书引用时出现了错误。 原始文献

(IRENA, 2015) 中: 小水电行业, 全球为20.9万从业人员, 中国为12.6万; 大型水电行业, 全球约150万从业

人员, 中国约占45.8% (约为69万)。



的使用, 尽量减少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 印度

尼西亚对DEWATS相对较少的投资雇用了更多的

印度尼西亚人参与清洁和恢复环境, 为泥炭地的

环境恢复、 改善农村交通和改善农村居民生活做

出了贡献 (FAO/湿地国际/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

2012)。 柬埔寨、 老挝和越南制定了雨水收集和

DEWATS政策, 恢复退化的河流水质, 循环用水

并使供水水源多样化, 在财务运作和技术运营的

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新的就 业 机 会 (UNESCAP/

UN-Habitat/AIT, 2015)。 在越南, 公众意识的提

高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使厕所覆盖率达到94%
(UNICEF/WHO, 2008)。 菲律宾已经开始采取

生态高效的方式建设水资源基础设施 (见专栏

8.2)。

专栏8.1 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

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 (DEWATS)传播

协会联合会正在与南亚和西南亚地区合作,改

善该地区的水的情况。该组织已创造了相关就

业机会,如部门协调员、卫生培训人员、文档

专家、项目工程师、能力建设项目助理、城市

规划师和高级管理人员,向着在水领域中实现

更好的卫生设施而共同努力 (印度水门户,日

期不详)。

专栏8.2 菲律宾的生态高效的水利基础设施

  2011年以来,菲律宾以构建生态高效的水利

基础设施为理念,开展了小规模的试点项目,采

取了独特的方法,如在宿务的绿色学校建设中采

用可持续性的设计。其目标是设置一套生态高效

的教育课程,着重关注过去与水有关问题中存在

的不足。绿色学校让未来的工人知道:应该如何

在未来的职业中整合有效和可持续的实践,延长

水资源的寿命 (UNESCAP,2012)。

8.2 提高用水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在中国4000座水处理厂中, 满足水源质量国

家标准的不到一半。 政府计划在2011—2015年的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升级约2000座水厂, 并新

建2358座日处理能力总计4000万m3 的自来水厂,
以满足城市化的需求。 该计划为建立水处理设备制

造厂和水处理厂提供了重大的机遇, 可能为水行业

带来更多的工作 (KPMG, 2012)。
该地区的几个国家 (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

亚) 采用了一种循序渐进的做法———绿色就业评估

方法 (ILO, 2013d), 反映包括水行业在内的多个

行业中的绿色就业机会。 到2012年, 这种做法发

现了9960个绿色就业机会, 其中包括马来西亚水

服务行业的情况 (见图8.1)。 其中,1020人受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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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设备和化学品行业,4120人为废水处理从业人

员,4820人在供水领域工作。 通过政策扶持建模,
这种方法显示了涉及绿色就业机会的不同行业的政

策/措施创造工作岗位的潜力, 这些行业的就业增

长率高于使用 “褐色技术” 的行业。 马来西亚的水

管理部门以向污染物最少的运营模式转变为目标。
然而, 目前的污水处理厂在水污染中承担49%的责

任, 而 制 造 业 另 外 承 担 了 45% 的 责 任 (ILO,

2014d)。

  8.3 超越部门转型,揭示短期、
中期和长期的价值和效益

  在规划中采用跨部门、 跨学科的方法, 展望新

的市场机遇,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收入 (Rogers
和Daines, 2014), 该地区正在寻求更适合的技术

解决方案, 从而能够帮助改善水利基础设施, 提高

工业、 农业中的用水效率。 我们在东南亚已经看到

了一些更明智的决策, 他们正在通过水资源综合管

理推动经济增长 (见专栏8.3)。
印度的 《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 》

中的水管理和工资就业计划 (使用参与式农村评

估方法) 在2009年和2010年为5250万个家庭提

供生产性绿色就业岗位。 其中水行业在节水、 集

水、 抗旱和灌溉渠道等方面创造了工作机会 (ILO,

2011b)。  

专栏8.3 越南的 “软”干预

为了应对大城市中日益增长的与城市化相

关的环境污染挑战, 《越南城市污水评论》强

调了针对制定水资源综合管理相关的国家战略

提出关键性的建议 (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世

界银行,2013),包括能力建设、机构和财务

安排的 “软干预措施”。在7个城市进行的现

场实地干预中,310639户的供水得到改善,并

实现了就业。卫生设施的覆盖率高低不等,从

SaDec镇部分地区的56%到 Thang镇的近

90%。越南在安装供水和废水工程系统的过程

中,90%的工程为当地企业创造了机会,包括

生产水泵、管道、处理包、控制系统和设备,
以及运营支持 (WSP,2012)。

  各子区域能否有效管理水资源依赖于国家战略、
地方层面的执行计划 (UNESCWA,2007), 以及公共

就业计划 (ILO,2014c)。 我们还需要通过促进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 进一步探索、 促进和推广更实际的方

案 (UNESCAP, 日期不详)。 这种方案应建立商业案

例, 赋予社区权力, 并创造更多与水有关的工作。 政

府通过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以及设立法律和政策框架,
增加与水有关的就业机会, 支持可持续用水和水管理,
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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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E) 成员国

所在的大部分地区, 包括泛欧洲地区和北美地区,
氮磷循环管理, 包括营养物处理, 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 (WWAP, 2015)。 但是, 在欧盟, 水生态面临

的最广泛的压力来自大坝等水利工程对水体造成的

水形态改变 (EC, 2012)。
东欧和中亚地区的供水和卫生基础设施的恶化

(比如水质差、 未计量的水量比例高等) 需要从投

资和运营等方面加以改善, 这将对就业产生重要影

响❶。 在欧盟和北美地区, 水基础设施体系较为完

善, 但是老化问题较为严重, 因此工程维护维修是

工作重点。

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许多国家面临着改革和发

展灌溉农业 (劳动力密集且用水密集) 的挑战❷。
在欧盟地区,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包括水的利用效

率)、 为绿色增长提供服务的明确目标就是要从当

前的经济危机中可持续地恢复过来, 并应对环境面

临的压力 (EC, 2012)。
目前,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所在地区已经出

现了一些新进展, 并对水管理和水服务领域的就业、
教育、 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表9.1按照子地区划

分列出了一些实例。 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所在

的大部分地区, 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使推广标准化

的、 互相承认的专业认证成为当前的发展趋势。

  表9.1 各子地区水管理、 水服务领域就业发展变化趋势

北美地区 欧  盟 东南欧、 东欧地区 高加索、 中亚地区

 自动化和遥感的应用增

加。 劳动 密 集 型 岗 位 减

少, 专业性强的岗位增加

《欧盟水框架指令》 的实施已

经改变了水资源的评估方式, 提

高了公众咨询、 经济学与水质的

生物参数的地位

 欧盟范围内标准化有助于促进

成员国之间的经验交流和劳动力

流动

 增加对水资源管理和水服务基础设

施的投资

 重大水利基础设施维修的推迟, 导

致公众无法从卫生和环境健康改善中

获得健康收益

 在最近加入欧盟的国家中, 《城市

污水指令》 的实施需要大量投资*

 资源减少导致监控基

础设施的退化和工作人

员的裁撤

 改革国家政策、 提高

使用效率、 科技的现代

化使有限资源的优化产

出成为可能

 * 这一进展的出现得益于欧盟的巨额投资支持,2007—2013年的投资总额达143亿欧元 (EC,2013a)。

 资料来源:UNECE,另见EC (2012)和OECD (2007)。

  东欧、 高加索、 中亚以及
北美部分地区修缮、 更新、 新
建不同类型的水利基础设施的
需求依然巨大。

  9.1 水服务领域及依赖水的经济

行业的就业状况

  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所在地区内, 水服务

部门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提供者。 在欧盟, 仅水务行

业就拥有9000家中小型企业、 60万份直接工作

(EC,2012)。 最近几十年, 供水及废水处理行业的

从业人数日益下降, 但是员工的受教育程度与专业

水平不断上升。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芬兰, 公共

水厂和污水处理厂的员工人数是8500个; 2002年,
这一数字已经降到5000个, 到2011年更是降到了

4000个 (Katko, 2013)。 在东欧和中亚地区, 每

1000个连接点需要9个员工, 远高于世界上表现最

佳水厂的水平 (<0.6) (Danilenko等,2014; 基于

IBNET数据库)。 在美国, 水厂和污水处理厂的就业

前景很不错,2012—2020年从业人数将增长8% (美
国劳工统计局, 日期不详)。 在法国, “绿色” 工作

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和水有关的工作 (见专栏9.1)。
一些国家受到以下问题的严重制约: 熟练技术

工人不愿到农村地区生活工作 (塞尔维亚)、 缺乏

掌握技能的毕业生 (塔吉克斯坦)、 人员开销缺乏

资金来源 (阿塞拜疆)、 缺乏人力资源战略 (立陶

宛) (WHO, 2014)。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与葡

萄牙水服务运营商的合作表明, 努力提高员工的意

识和技能可以改善水厂及污水处理厂的效能,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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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情况的概览, 请参见OECD (2007)。
除了哈萨克斯坦, 中亚国家农业用水占用水总量的比例都在90%左右, 甚至更高 (FAO,2013)。



有助于实现享用饮用水的水权 (见专栏12.3)。

专栏9.1 法国的绿色就业

2010年,法国有14万人绿色就业 (占总

劳动力的0.5%),其中很大一部分工作和水有

关:4/5是污水或固体废物的管理与处理工作

(36%)以 及 水 与 能 源 的 生 产 和 分 配 工 作

(45%)。其余的从事环保和污染治理工作,或

者是环境方面的技术人员或专家。
资料来源:法国生态、可持续发展和能源部 (2010)。

❶ 见UNECE (2009) 和UNECE (2014a和2014b)。

❷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由联合国管理的地区 (UNSC, 1999)。

❸ 就业岗位的实际增加量 (损失量) 取决于每种发电技术中本地制造所占的百分比。 第二产业还将增加间接

就业机会。

  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 灌溉农业的就业人数很

多。 在中亚, 农业占全国就业的比例在26% (哈萨克

斯坦) 到53% (塔吉克斯坦) 之间 (世界银行, 日期

不详)。 农民和农场雇员逐渐老去, 而年轻人更愿意从

事其他行业的工作。 农业工作的低收入更促使了人口

迁出农村地区。 由于俄罗斯经济不景气, 来自中亚的

外籍劳工陆续回国, 给当地就业带来压力。
相比之下, 在欧盟, 产业化、 集约化已经令农

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农业从业人数在1000万左右,
占总就业人数的5%。 同时, 2010年, 欧盟经常性

参与农业活动的人口为2500万人。 这两个数字之

间的差异 (除了统计上的不同) 主要是由于人们将

农业 作 为 一 种 兼 职 或 者 季 节 性 的 工 作 (EC,

2013b)。 现在, 农业越来越追求环境友好, 这也意

味着农业工作者需要新的技能。 因此, 态度不同、
能力也不同的新一代农民需要外界的支持和帮助。

9.2 水资源监测领域的就业

由于现场监控的削减、 科技的发展以及人们对

生物参数指标的重视, 水资源监测领域的就业和能

力要求随之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 苏联解体后监测

力度不断削弱。 在过去几十年里, 一些特定项目的

建设令情况稍有改善, 但是这些项目的长期可持续

性令人担忧 (UNECE, 2011)。
遥感技术在运行监测方面的作用逐渐加大, 这

填补了一些空白。 比如, 美国爱达荷州水利局开发

了一个基于陆地卫星 (LANOSTA) 影像的应用系

统, 用来监测农业中抽取地下水灌溉导致的含水层

枯竭。 尽管需要一些地面实况数据, 计算显示该应

用的花费仅是使用能源消耗系数和现场能源记录方

法成本的1/10, 不足使用流量计方法成本的1/40
(Morse等, 2008)。

关于北美和欧洲的水文监测领域, 有数据显

示, 自2002年起, 相关机构水文专家的平均人数

一直保持不变, 但女性员工的比例有所增加, 员工

受教育程度也有提升 (水信息学, 2012)。

9.3 某些新增就业机会的领域

可再生能源❶ : 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仍有发

展潜力, 尤其是在东南欧、 东欧、 高加索和中亚地

区。 许多可再生能源的来源是间断性的, 这就需要

抽水蓄能系统, 从而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根据热力

和电力市场模型, 能源共同体对阿尔巴尼亚、 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克罗地亚、 黑山、 塞尔维亚

(包括科索沃地区❷ ) 以及马其顿实现2020年欧盟

可再生能源目标的成本及其他影响进行了分析。 除

了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这还将增加1万~2.2
万个全职工作岗位, 主要集中在电力行业。 重要的

是, 随着风力发电和水力发电的发展, 还将出现更

多的就业岗位 (IPA-EnergyandWaterEconomics,

2010)❸ 。
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 扩大、 维修与维护: 在东

欧、 高加索、 中亚及北美部分地区, 尽管投资有所增

加, 水利部门改革也改变了相关服务, 但是各种水利

基础设施维修、 更新和建设的需求仍然很大。 废水处

理产业的投资需求尤其巨大。 如果水与卫生基础设施

领域投资所必需的资源能够得到满足, 将为就业和公

共健康带来好处。 智能测量、 技术与非技术创新、 国

际同业对标以及私营部门的参与将进一步影响水服务

行业的发展。 在水利基础设施的其他领域, 如果有足

够的投资能解决主要河渠之间通航能力差的问题, 那

么内河运输部门将能够开展更多行动, 创造代表经济

增长的建筑类岗位 (UNEC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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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水资源丰富, 但是空间

分布差异极大。 水资源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创造

就业机会方面具有战略性作用。 地区经济高度依赖

自然资源的开发, 特别是采矿业、 农业 (包括生物

燃料)、 林业、 渔业和旅游业。 该地区干旱频发。
严重的干旱导致失业明显增加, 特别是农村地区。
干旱不仅影响农业, 还逐渐地影响城市人口、 水力

发电以及生产过程中使用水的行业 (UNECLAC,

1987)。
一般而言, 与水相关的经济活动的劳动力需求

强劲。 该地区高度依赖水电, 水电占电力生产的

60%以上, 而世界平均水平不到16%, 但该地区依

然存在很大的技术开发潜力 (74%) (IEA,2014b)。
尽管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不大 (13%), 但

其取水量占总量的67% (IEA, 2014b)。 在一些国

家 (如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墨西哥和秘鲁), 灌

溉在农业生产中具有重大作用, 特别是对出口而

言。 它为农业人口以及前后关联产业提供了重大

就业机会。 然而, 总体而言, 雨养农业占粮食生产

(包括生物燃料) 和就业的主要部分。 就业岗位从农

业向服务业转变, 而工业就业保持稳定 (ILO,

2014f)。
大部分国家为外向型经济, 高度依赖国际商品

价格。 从21世纪初开始, 旺盛的初级产品 (矿物、
碳氢化合物和农产品) 国际需求推动了宏观经济发

展, 创造了就业机会。 该地区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增

长, 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迅速, 就业率提高, 正规

部门实际工资上涨, 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增加,
失业减少 (UNECLAC, 2014a)。 中、 高生产率行

业就业岗位快速增加以及劳动正规化进步, 提高了

就业质量。 另外, 还推动了家庭消费增加, 降低了

收入不均。 然而, 由于受不利的外部条件这一主要

因素的影响, 从2011年开始, 经济增长放缓, 劳

动力需求减少。
大部分区域出口的产品及相关的就业, 是水资

源密集型的, 或是因为生产过程中使用水 (特别是

灌溉农业和采矿业、 食品业、 造纸业、 石化和纺织

业)、 依赖水 (如旅游业中的绝大部分, 旅游业在

该地区一些国家中占GDP的30%), 或是将水作为

最终产品的主要组成成分 (如瓶装水行业在一些国

家很重要, 主要是因为供水不足、 供水覆盖范围

小, 特别是因为服务质量差)。 尽管该地区可供水

量占全球总量的1/3, 但是, 该地区用水强度大以

及对自然资源和国际商品价格的依赖, 给经济增长

和创造就业带来了重大挑战, 如:

• 在干旱地区和半湿润地区, 人口密度、 城

市群以及经济活动极大地影响着用水模式, 导致了

人口密集地区或者特殊季节时对短缺水资源的激烈

竞争、 不可持续的用水措施、 不仅由污水而且由农

业和采矿业带来的日益严重的水污染, 以及流域破

坏。 对就业和创造就业的主要威胁是, 这些趋势削

弱了经济发展的环境可持续性。 气候变化也加剧了

水资源面临的压力。 其影响在农业、 可用水量、 森

林和生物多样性、 沿海地区、 旅游业和公共卫生方

面已经显现出来 (UNECLAC, 2014b)。

• 有迹象表明, 经济严重依赖自然资源, 特

别是与低生产率增长相结合, 可能会产生对技能水

平较低的工人的相对较大需求, 降低教育工资溢价,
从而 阻 碍 教 育 事 业 和 技 能 的 发 展 (UNECLAC,

2014c)。

• 大部分国家的水管理机构薄弱, 执行能力

极其有限, 规章和规范很少得到有效执行 (Solanes
和Jouravlev, 2006)。 同时, 随着收入增加、 中产

阶层的出现和民主化, 人们要求更加重视环境保

护、 土著居民社群权利和地方公共利益保护。 相伴

随的是水密集型产品和服务消费的增加。 这些因素

导致社会环境冲突增加, 而大部分冲突和水有关,
这些冲突阻碍了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

会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和自然资源开发项目的发展,
特别是采矿业项目 (Martín和Justo,2015)。

该地区经验表明, 要实现水对发展和创造就业贡

献的最大化, 需要持续关注以下关键要素 (Solanes,

2007; Solanes和Jouravlev, 2006):

• 建立有力、 透明、 有效的体制, 以开展水

资源综合管理, 提供水资源服务和卫生服务, 从而

保护公共利益、 提高经济效率; 为水资源开发及相

关公共事业发展吸引投资提供必要的稳定且灵活的

环境。

• 加大自然资源租金的征收力度, 确保这些

资金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包括教育和培训、 社会保

障、 基础设施以及科学技术。 此外, 需要对开采业

收入的稳定、 储蓄和投资建立制度化的稳定长效机

制, 开展对社会环境及与这些行业发展相关的劳动

冲突进行管理的制度能力建设。

• 确保公众、 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能获得准

确、 客观、 可靠、 及时的供水和用水信息 (包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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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效益的大小及分布)。

• 防止水治理被特殊利益集团控制或操纵。

• 改进水规划, 根据客观标准对水政策、 公

共财政资助项目、 财政补贴和政府保障的经济、 社

会、 劳动和环境影响进行认真评估。

• 保护水资源的生态完整性和可持续性, 包

括对环境流量的保护。

• 保证人类基本需求得到满足, 包括保护获

得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和原住民的权利。
水资源在就业方面发挥的其他重要作用还包括

水服务对卫生、 劳动生产率和水行业就业的贡献。
在卫生方面,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该地区

饮用水供应和卫生服务的现有水平毫不逊色。 继续

坚持将这些服务作为公共政策的重点: 该地区已完

成千年发展目标供水计划, 卫生方面与千年发展目

标的差距也非常小。 目前已经开始着手落实2015

年后发展议程, 包括水和卫生设施人权的实现。 这

意味着继续扩大供水和卫生设施覆盖范围, 特别是

减少农村和城市周边地区的赤字、 改善服务质量

(特别是饮用水水质控制) 和在废水处理方面进行

重大投资。 这些努力, 通过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
减少旷工和旷课、 减轻无偿取水的负担———特别是

对妇女和女孩而言, 增加了可用于工作的时间

(Hantke-Domas和Jouravlev, 2011), 对就业做出了

重要贡献, 包括直接贡献 (水和卫生行业内) 和

间接贡献 (在其他经济活动中)。 这些努力还促进

了社会稳定, 并为灌溉农业 (特别是外向型农

业)、 旅游业、 沿海和内陆渔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 此外, 这些努力还降低了开展新业务的成

本, 有助于保持或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助于打入

出口市场, 在整个经济中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

会 (见专栏10.1)。  

专栏10.1 供水与卫生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影响

  1991年影响该地区的霍乱疫情,与受20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影响的供水、卫生设施和卫生服

务的恶化密切相关。疫情使旅游业、农业、渔业和出口等行业就业遭受严重打击,经济遭受惨重损

失。保护进入外部市场的需求是推动城市污水处理重大投资的因素之一。例如,智利前总统曾说过:
“如果我们继续用污水灌溉,我们的农产品出口 (外部市场)将面临严重问题”。其结果是,在过去

10年中,该地区的污水处理率翻番,从14%增加到28%。特别是在智利,目前所有城市的污水在排

放前都经过处理。许多国家 (如阿根廷和秘鲁)正在供水和卫生设施方面进行重大投资。这些投资

不仅使公共卫生、生活品质和环境保护受益,对经济和就业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污水处理范

围扩大预计可以使更多的土地获得干净的灌溉水;水体变清将推动旅游业发展,使用污水灌溉导致

的出口风险将会降低;海外市场无公害产品质量将得到提升;出口和旅游业相关就业岗位将会增加。
资料来源:Jouravlev(2004和2015)。

  就业决策受到广泛的政治干扰, 仍然是水行业

就业的特征。 出于政治动机的提名和不必要的人员

轮换 (特别是管理人员) 破坏了效率导向、 合格人

才保留和技术标准的应用。 关键是避免政治性任命

和不必要的轮换、 管理利益冲突、 控制腐败并鼓励

专业化。 让工作人员摆脱行政法下行政部门的控

制, 在私法下通过合同雇佣工作人员, 一直是为方

便灵活操作而采取的举措, 特别是在供水部门。 这

一趋势之所以引起关注, 是因为其对责任和效率的

矛盾 激 励 存 在 潜 在 的 负 面 影 响 (Bohoslavsky,

2011)。 成立独立水机构和自治监管机构方面的进

展最令人关注 (Solanes和Jouravlev, 2006)。 然

而, 区域经验表明, 其有效性取决于一般的政治文

化和治理, 而不是法律条文。

尽管该地区可供水量占全
球总量的1/3, 但是, 该地区
经济高用水密度以及对自然资
源和国际商品价格的依赖, 给
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带来了重
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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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所有主要类型的生产, 水都是至关重要的

和普遍的投入。 因此, 要估计水与经济增长和就业

的关系, 是极具挑战性的。 在各个国家中, 与水有

关的投资和国民收入、 水储量和经济增长都表现出

了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Sadoff等, 2015)。 正如第1
章所讨论的那样, 对水投资是经济增长、 就业和减

少不平等的必要有利条件。 不对水管理进行投资不

仅会错失良机, 还可能促成负面影响, 阻碍经济增

长和减少就业, 导致实际上的就业损失。
地方投资不足会产生深远的经济影响。 例如,

泰国2011年洪水影响该国主要工业 (汽车和电子

产品) 并对国民经济以及优质全球供应链产生不利

影响 (Haraguchi和Lall, 2014)。 在巴西圣保罗,

2014—2015年洪水频发以及严重干旱影响了城市发

展并限制了该市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Haddad和Teixeira, 2015)。
无论是从降低风险 (如洪水、 干旱、 疾病) 还

是增长潜力 (例如发展农业、 工业或娱乐) 的角度

看水投资, 都需要采取充分利用需求渐增资源的积

极政策, 才能获得最大回报, 特别是考虑到气候变

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制定这些政策时, 重要的是

要记住, 为人类造福的水投资可能不一定能转化为

国民经济统计数据。 例如, 改善供水可以将家庭花

在取水上的时间转移到更多的生产活动中 (见专栏

5.2), 但是这些收益在非正规经济背景下可能并未

得到测算 (Sadoff等, 2015)。 尽管准确预测项目

之外的成本和收益是复杂的, 但是, 这些估算是最

大限度地提高水投资回报的关键。

对与水相关的服务的基础
设施及其运营投资, 可以在经
济增长及直接和间接创造就业
机会方面获得高回报。

对与水相关的服务的基础设施及其运营投资,
可以在经济增长及直接和间接创造就业机会方面获

得高回报 (见专栏11.1)。 就水投资直接创造就业

而言, 其结果与实际情况高度相关, 但可能会带来

某些显著回报。 一项研究表明, 在拉丁美洲, 向供

水和卫生网络扩展投资10亿美元, 将直接产生10
万个就业岗位 (多于向煤炭能源或农村电气化投资

相同资金后创造的就业岗位 ) (Schwartz等,

2009)。 在秘鲁的另一项研究表明, 改造过灌溉设

施的村庄, 雇佣的农业工人比普通村庄多30%, 贫

困农民获益更大 (IFC, 2013)。

专栏11.1 基础设施项目产生的直接就业

有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水项目,
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就业。例如,印度的 “甘
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MGNREG)计划,为

大约25%的农村家庭提供工作机会,主要集中

在水项目上,如节水和集水、灌溉和防洪、抗

旱 (印度政府,2012)。
另一个例子是韩国的四大江修复工程,直

接投资约860亿美元,在经济危机之后创造了

数千个水管理方面的就业机会 (韩国环境部/
韩国环境研究所,2009)。

  国际金融公司 (IFC) 分析国际劳工组织的数

据后发现,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都有约1%
的劳 动 力 在 水 行 业 工 作 (Estache 和 Garsous,

2012)。 水行业工作岗位有时可能只占总就业机会

的一小部分, 但它们是大量其他工作岗位的先决

条件。
正如第1章指出的那样, 与普及水平较低的类

似国家相比, 安全的水和改善的卫生设施普及水平

较高的贫穷国家, 其年GDP增长要高得多 (SIWI/

WHO, 2005)。 基础设施提高 GDP增长并减少收

入不平等, 而将供水纳入分析对于减少不平等特别

有效 (Calderon和Servén, 2004和2008)。 因此,
有针对性地对水进行投资可能有助于更有效地实现

增长和减贫的目标。
对就业、 经济增长和福利而言, 水投资收益显

著。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现, 地方水和废水行

业创造的每个就业岗位为国民经济创造3.68个间

接就业机会 (美国市长大会, 2008b)。 美国的雨水

管理和水质保护需要投资1884亿美元, 这一投资

可以在经济活动中创造2656亿美元的价值, 创造

近190万个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 (例如, 在提供设

备和机械的制造业中), 增加费用会产生56.8万个

额外 (诱发) 就业机会 (GreenforAll, 2011)。 此

外, 对于传统的水基础设施, 每100万美元投资估

计将产生10~26个直接、 间接和诱发的就业机会

(GreenforAll, 2011; 太平洋研究院, 2013)。
另外, 对于可持续水措施投资: 每1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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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供水投资产生10~15个直接、 间接和诱发就

业机会, 每100万美元雨水管理投资产生5~20个

直接、 间接和诱发就业机会, 每100万美元城市节

水增效投资产生12~22个直接、 间接和诱发就业

机会, 每100万美元恢复和整治投资产生10~72
个直接、 间接和诱发就业机会 (太平洋研究院,

2013)。
从全球卫生角度看, 最大的与水相关的挑战之

一就是不充分的 WASH (水、 环境卫生与个人卫

生), 全球每年与之相关的经济损失达2600亿美

元, 很大程度上与时间损失和生产力损失相关

(WHO, 2012)。 解决这些问题代价不菲, 但是,
供水和卫生设施的投资回报率却是惊人的: 对

WASH投资1美元的回报是3~34美元, 取决于所

在 地 区 和 所 涉 及 的 技 术 (Hutton 和 Haller,

2004)。
对农业投资也有助于缓解失业和减少贫困。 农

业增长可以使三成最贫困人口增加收入, 收入增长

比其他行业高2.5倍以上 (世界银行, 2007), 同

时, 农业增长也是沿价值链其他行业创造就业的基

础。 正如本报告3.2节所指出的那样, 2014年, 农

业部门就业人数大约占全球有效劳动力的30%, 但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占60% (见表3.2)。
一般情况下, 水投资和水政策应该是有关农业前景

的更广泛、 多部门对话的组成部分, 以满足农民和

社会的愿望 (FAO, 2014d), 在 《农业和粮食系统

负责任投资原则》 指导下寻求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

(CFS, 2014)。
对于和水有关的投资, 获得最大回报高度依赖

具体背景, 其恰当性取决于众多经济、 社会和环境

因素及其相对利益和权衡。 公私伙伴关系为投资需

求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尽管结果喜忧参半, 但

是, 公私伙伴关系为水行业急需的投资提供了可

能, 包括灌溉、 供水、 配水和水处理的基础设施建

设和运营。 然而, 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国际捐

助团体的协助, 以促进公私合作并推动相关社会和

环境保护措施的纳入 (Rodriguez等, 2012)。
流域层面上的水资源战略规划与管理, 是可持

续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关键。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

须考虑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和缓解失业或流离失所

的解决方案, 以推动经济增长、 减少贫困和促进环

境可持续性, 实施水资源综合管理可能是这其中的

一种方式。
由于投资选择、 新政策、 技术创新以及商业策

略转变, 转型可能会给特定群体或个人带来负面影

响 (ILO, 2015c)。 例如, 缺乏防止或减轻粮食短

缺和旱灾所需的投资, 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流离失

所, 特别是农业人口。 为避免水资源短缺或过量的

水对该地区产生负面影响, 有时林业部门需要减少

森林砍伐, 从而导致行业裁员。 在其他情况下, 过

度取水会导致资源基础丧失, 破坏一个地区的工业

(如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 并失去相关就业机会。
反过来, 通过强制性限水缓解长期干旱对整个

人口的影响, 也会导致某些经济部门的经济低迷,
员工失业。

因此, 决策者和规划者要认识到这些潜在影

响, 并共同努力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 这是至

关重要的。 还必须制定措施, 协助那些因变化而受

到不利影响的人, 特别是通过再培训抓住水投资产

生的新机遇。
此外, 为了使经济和就业的积极结果最大化,

有必要与农业、 能源和工业等相关部门共同规划水

投资。 例如, 向 《2015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全

球水报告》 提供信息的公司中, 几乎2/3的公司报

告他们面临水风险, 包括水短缺。 相反, 超过70%
的提供报告的公司表示, 水提供了业务、 战略机遇

或市场机遇。 这表明, 涉及水的时候, 企业与政府

和社区有着共同的利益。 这种利益趋同为尤其有利

于地方经济和创造就业的协同水投资提供了机遇

(CD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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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正遭遇越来

越多与水有关的挑战。 许多国家正在将城市视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 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环境

效益被纳入评价指标, 企业在公众压力下以可负担

的价格提供优质服务。 同时, 消费者开始意识到自

身应负的责任。 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价水资源综合管理

等框架体系, 以应对当前面临的复杂形势。 此外, 我

们也需要能力更强大、 沟通更顺畅的机构去处理日益

复杂的情况。 在新技术、 数据集、 分析工具、 大数据

等需要不断发展的同时, 能力建设以及社会学习是适

应不断变化挑战的重要手段 (Indij和Gumbo,2012)。

12.1 不断变化的能力需求

被雇佣从业者的技能、 素质和能力, 是实施高

效水管理的重要因素, 也是实现新科技可持续利

用、 整合、 发展的关键因素 (见第16章)。 拓展某

领域的技能尤为重要, 比如水资源管理、 水利工程

建设管理、 提供与水相关的服务等 (见第4章)。
举例说明, 传统的污水处理以及管网管理技能依然

重要, 包括管理、 化学、 自动化、 会计、 法律、 人

力资源等领域, 但涉及的技能领域在不断扩大, 例

如生物多样性评估、 (食物与能源等的) 纽带关系,
以及建模、 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等。 基于人权

的管理方法、 利益相关方的对话机制已成为重要且

必需的部分。 这些事项在各领域中不断演变, 尤其

基于惯用法律和实践经验而变得愈加复杂。
此外, 为了反映水利的跨领域特性, 有必要拓宽

课程范围, 例如为水利工作者提供能源与农业领域的

课程, 为科研及工程专业学生提供水资源管理课程等。
再者, 也要提升水利领域之外 (例如农业、 能源、 健

康和人身安全、 金融等) 的决策者对于涉水挑战的相

关意识, 认识到这些挑战与各自领域的关系。
除了专业人员的技能、 知识和能力之外, 在很

多国家, 组织机构的相关能力仍很缺乏 (Wehn和

Alaerts, 2013)。 这些能力由多个层面构成: 个人、
组织、 有利的环境及民间团体等。 以上层面的能力

建设是民众、 组织和社会本身的责任 (OECD,

2006), 外部资源在解决能力需求方面也能发挥重

要作用, 应该与时俱进。
能力不足、 涉水挑战加剧, 这些都需要设计足

够的培训课程, 利用创新的授课方式, 加强员工的

技能以及机构的能力。 这适用于政府部门、 流域管

理机构以及私营机构等。

12.2 解决能力提升需求的方法

国际水协会指出, 涉水领域能力提升需求迫

切。 此需求不再是重复做已做过的事, 而是如何通

过创新的方式做到效率更高、 效果更好。
传统上, 员工个人发展的途径一般是实习、 实

操训练、 入职培训、 导师引导传授等。 网上学习发

挥了支持、 补充的作用。 员工个人发展是必需的,
但大部分情况下并不足够。 因此, 能力提升需要更

综合的方法以提升能力的层次。 组织机构的能力提

升目标是整个组织或系统的提升, 可在涉水机构内

或机构间进行。
各国各地以公私合营模式运作的大型水务机构

已发展出一整套方法、 机制, 确保知识经验、 能力

发展的积累, 使一个地方的经验技术可在另一地进

行分享、 移植 (见专栏12.1)。

专栏12.1 私营机构组织培训的方式

在能力提升项目初期,私营机构通常会展

开深度调研,了解培训对象的商业策略、组织

结构、运作流程、组织绩效以及员工、管理者

等要素。调研结果通常会提示该企业需要安排

培训或进行机构改革,以获得必要的绩效提升。
这种改革包括改变企业文化、优化关键流程及

工作规则、改进工作态度、在工作和管理中运

用专业技能以及科学技术等。在与当地监理方

及工会进行广泛的协商和谈判的基础上,深入

的改革通常需要开展为期数年的管理变革项目。
这些变革项目包括了贯穿整个合约期的专

门训练。所有的员工及管理层将接受相应的培

训,例如在职培训、课堂教学以及导师教学

等。大型私营机构采取国际标准及国际惯常做

法,本身具备专家、院校、网络教学等资源,
与当地教育机构也有合作,其目标是通过正式

的培训计划,使员工获得文凭、证书和专业资

格,不断发展员工技能 (AquaFed,2015)。
撰稿:JackMoss(AquaFed)。

水务机构可以通过各种合
作形式开展地方、 国家以及国
际层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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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机构可以通过各种合作形式开展地方、 国

家以及国际层面的合作。 合作形式包括了自发性的

标杆学习、 经验复制以及水务机构的伙伴关系

(WOP) (见专栏12.2)。 此外, 各专业机构组织开

展学习、 知识分享以及网上研讨会等活动。

专栏12.2 水务机构的伙伴关系 (WOP)

WOP是水与卫生部门间非盈利性的同业支持机制。WOP已成为公用事业间越来越常见的机制,
目前记录在案的 WOP已有200多个。基于团结一致的伙伴关系,能力较强的单位员工利用其知识和

经验帮助有需要的其他单位的员工。对比依靠外部专家完成的技术援助计划,WOP代表了能力建设

的新观念:集中提高当地水与卫生从业人员的能力,这些人员几年后仍会一直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

WOP提升水与卫生从业人员的工作能力以及协作方式。WOP的伙伴应用一系列的学习工具来提升

员工技能,解决技术上和管理上的难题。比一次性完结的课堂教育更进一步,WOP利用实际的职业

培训以及持续的非正式导师教育,帮助员工学习并应用新的技能。除了提升能力,在研究案例里,

WOP也提升了员工士气,使工作环境变得更安全,改善了劳资对话。
撰稿:JuliePerkins(GWOPA)。

  在实施机构深度变革时, 有必要构建合作网络,
获得水领域以外其他机构的支持, 包括用水者组织、
工会、 投资者、 国家级核心管理机构等。 这种交流可

以在地方或国家级单位进行, 目的是促进水务改革和

高效水资源管理, 以扩大所有权和加强信息共享的方

式促进就业 (参见Ratnam和Tomoda,2005)。 各部委

间良好的交流和有效的协调 (包括政策协调), 以及雇

主和培训机构更好的沟通, 都对打破 “教育不足—培

训不佳—生产率低下—工资低下” 的恶性循环至关重

要, 并有助于建立起良性循环, 使教育质量更高、 受

众更广, 鼓励创意, 能够创造数量更多而且质量更好

的工作, 提升社会凝聚力 (ILO,2008)
如今, 全世界的水务工作面对全新的跨领域课

题, 包括了水廉政 (见专栏12.3)、 基于人权的处

理方法、 水外交、 水经济、 性别、 科技的应用和规

范等。 各种课题相互交织, 需要应用新的知识, 将

自然科学、 工程学与社会科学整合, 联结各个领

域, 促进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

专栏12.3 能力建设新课题

促进水廉政

《2025年非洲水愿景》把不恰当的治理和体制作为人类对于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核心威胁,号召

对政策、计划以及体制进行根本性改变,采取公开、透明、负责并具有参与性的决策过程。为推广

水廉政,西非地区在实施 “水廉政能力建设项目”时尝试采取了相应措施。共有12个国家参与此项

目,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科特迪瓦、冈比亚、利比里亚、马里、尼日尔、塞拉利昂、
多哥等。参与者将参加5个在此区域举办的地区性研讨会,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政府、商界、议会、
民间组织、媒体、流域机构等)。在每个研讨会结束时,参与者要起草提交一份全国水廉政行动计

划,为国家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提供补充、完善意见。
在加强水领域的治理能力、打击涉水腐败方面,尤其需要更有力的改革。对岗位和职责的认识

不足,导致问责界线不清、程序易受腐败影响。体制分散加大了腐败风险。为有效加强廉政,需要

利用综合的方法,打造透明、负责、有参与性、反腐败的有利环境❶。
Francoise-NicoleNdoume(WIN)根据UNECA/AU/AFDB (2000)和UNDPGWF (2014)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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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水与卫生领域的人权

UNECE与葡萄牙水与废弃物服务监管局 (ERSAR)合作,改善公平获取水与卫生的权利。该

事例表明,对水与卫生管理者进行能力建设,对实现水与卫生领域的人权至关重要。在2013年,

ERSAR基于UNECE-WHO/欧洲水与卫生公约的行动框架,利用评分卡协助对葡萄牙平等获得水与

卫生的情况进行了自评。结果显示需大力提高公众意识及相关技能,帮助实现水与卫生领域的人权。

ERSAR正在研究提出有关建议,供葡萄牙水领域人员行使相关权利时参考。同时,ERSAR也在建

立针对水与废水处理相关社会税收的模型,帮助葡萄牙水与废水处理机构制定最合适的征税政策。
撰稿:AlvaroCarvlho(ERSAR)和ChatalDemilecamps(UNECE)。

  提高民众对水领域工作的认识, 提供有吸引力

的工作条件, 对于防止该领域人才流失非常重要。
公开、 按需变化、 本地化、 灵活的网络可吸引新的

水领域需要的社会资本投入 (见专栏12.4)。 相互

倚重的横向关系愈发重要, 部分由于ICT的兴起。
这些方法可促进各国水务机构进行伙伴 (个人或组

织) 间的知识流动, 包括非政府组织、 私人企业、
工会、 流域机构、 供水企业、 社区和大学等。

专栏12.4 Cap-Net:能力建设网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Cap-Net全球框架十余年的工作经验显示,网络系统为涉水能力建设带来了

重要的增加值。
这一点已经被证明是可行的。这是因为网络系统:①能够建立引入和支持水资源综合管理等复

杂途径所必需的多科学知识基础,②将各机构互相分散的各种优势结合成关键的整体,③最大化地

使用当地技能,④通过沟通和合作分享知识和专业技能,⑤通过协调和利用各成员的能力、技能和

经验扩大能力建设活动的影响。网络系统的决策和操作框架使其有助于使能力建设与资源高效、社

会包容、低碳排放的绿色经济基本原则保持一致。
KeesLeendertse和DamianIndij(Cap-NetUNDP)根据Indij和Gumbo (2012)编写,Indij等 (2013)。

  12.3 水行业内外能力建设的国家

战略

  尽管在开展能力建设方面已做出了许多努力,
但实际上, 在各种政府机构、 公民社会、 私营部

门和知识机构间全面加强知识和能力建设依然很

具挑战性 (Wehn和 Alaerts, 2013)。 根 据2013
年的情况,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教育学院举行

的各种活动❶的主要成果之一便是提出了 “为水

行业能力建设制订国家战略” 的倡议。 国际水协

会涉及非洲15个国家的 《人力资源能力差距报

告》 对此做出了回应 (IWA, 2014a)。
这种全行业的能力建设战略有助于确保维持

水服务和水资源的知识和技能视需要 (即局部

地) 得到加强, 并有助于确保在新系统推广中不

再重蹈以往只注重基础设施的覆辙。 一些国家

(乌干达) 已经开始建立和实施这样的战略 (见
专栏12.5), 而某些国家 (印度尼西亚 ) 仅仅刚

开始研究这样做的必要性。 某些国家 (哥伦比

亚) (至少原则上) 已经将能力建设战略纳入水

资源综合管理国家政策中, 但是落实这些政策、

原则仍然很有挑战性。 概念化和实施这种全行业

的能力建设战略的过程中, 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经

验教训。

除了个人的技能和能力, 不同行业中各种机构

的能力需求也是水行业这种能力建设战略的重点关

注领域之一, 商定程序、 整合资源后协同努力, 对

此将大有裨益 (见专栏12.5)。 水行业这种针对性

很强的能力建设战略构建了一种有用的框架, 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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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一致的办法连贯、 协调地提高与水相关的能力

和技能。 在设计和实施这些战略的过程中, 我们还

可以将其视作推动水行业内部以及水行业以外相关

行为体之间对话的平台。

专栏12.5 乌干达水和环境行业能力建设的国家战略

  为了解决能力建设过程中的不一致、相互交叉、不连贯等问题,在为水和环境行业制订能力建

设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乌干达水利和环境部得到了德国开发合作署 (GIZ)和其他捐助者的支持。在

若干次咨询、头脑风暴、国家层面的观点评估,以及随后开展的区域性、地区性和地方性磋商的基

础上,乌干达于2012年10月制订出国家能力建设战略。水和环境行业更好地了解自身的能力需求,
即发挥能力应对需求的更多有效办法和提高有利环境的积极影响的能力,有助于其更好地实现目标、
履行职责,制订国家战略的主要目的也在于此。相应的体制结构到位后,这一战略正在通过利用稀

缺资源加以落实。首先关注的是城市供水和卫生领域,目前正在集中设计组织层面的能力建设方案

的方法和模版。接下来,这一领域的从业人员将测试这些方法和模版,随后将其推广应用到国家能

力建设战略涉及的其他5个领域:农村供水和卫生、生产用水、水资源管理、环境和自然资源,以

及气候变化 (乌干达政府,2012)。
资料来源:UNESCO-I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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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不同的经济行业而言, 用水效率和水生产

率有着细微的差别。 一般来说, 用水效率指投入的

水与某一系统或某项活动的有用的经济产出/产品

产量的比值 [单位产品用水量 (m3)] (UNEP,

2012a)。 效率提高意味着用更少的水就可以获得等

量或者更多的产品和服务。 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在水

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获得最大效率, 同时可以延伸到

缺少 自 然 资 源、 人 力 资 源 和 资 金 资 源 的 情 况。
(GWP, 2006)。 这一方法涉及4个相互关联的概

念: 技术效率、 生产效率、 产品选择效率和分配效

率 (GWP, 2006)。
水生产率指净收益与生产过程中用水量的比值

[单位水量 (m3) 生产的产品] (GWP,2006)。 提高

水生产率意味着单位水量的收益会提高。 如果产出

以货币计算, 指的就是水的经济生产率 (美元/m3)。
这也被用来将农业用水与营养、 就业、 福利、 环境

联系起来 (CAWMA,2007)。
同时提高用水效率和水生产率有助于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 并在依赖水的行业创造就业和体面工作

的机会, 特别是在水短缺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供水可能是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

从最广泛意义上讲, 生产率反映的是这样一种

目标: 在价值链的每个阶段, 在将资源使用或资源

退化程度降到最低的同时, 生产更多的粮食、 获得

更多的收入、 提供更多的谋生之道和/或获得更高的

生态效益。 但是, 在现实中, 我们通常需要在用水

效率和生态用水之间做出取舍。 如果政策得当, 并

实施水资源综合管理, 这种取舍就会变得不那么重

要。 理解和考虑水、 能源、 粮食、 生态系统以及恰

当范围内其他事项之间的取舍和协同效应, 对于明

智地管理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至关重要。
世界 银 行 近 期 的 一 份 综 述 报 告 (Scheierling等,

2014) 认为, 文献中, 大多数针对农业生产率和效

率的研究, 要么是从实地或者流域层面进行分析,
但重点只落在单一的投入因素 (水) 上; 要么就是

采用了多因素的方法, 但没有从流域层面考虑这些

因素。
据估计, 到2030年, 供水和水需求之间将有

40%的缺口, 提高用水效率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UNEP, 2011d)。 提高效率, 特别是农业用水效

率, 可以使大量的水重新分配到其他行业用于其他

目的, 减少相互竞争的用水户之间的冲突, 有助于

实现其他发展目标。 提高单位水量的生产力, 有助

于增大实现经济多元化和经济增长的机会, 增加就

业, 提高收入和改善营养 (CAWMA,2007)。 不过,
如果考虑净影响的话, 用水效率和就业之间关系的

全球性数据还是缺失的。 这类研究大多着眼于将绿

色经济作为一个整体 (UNEP,2011d,2015)。
资源效率的改进可以提高竞争力、 恢复力和安全

性, 扩大就业机会和增加来源。 政府应构建相应的政

策框架, 实现这种改进, 并对其给予支持和奖励。 这

样做, 可以提高效率、 促进创新的商业化、 改善整个

产品寿命周期的水管理, 从而帮助不同的组织大幅节

省开支。 如果国家政策能够基于现有标准设定清晰的

目标, 制定措施努力实现合理的水定价和补贴改革,
对硬件、 软件、 天然和人工基础设施投资, 实施有助

于提高效率的财政激励———包括为推广合适技术设立

的研发基金, 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那么就能在

合适的范围内采取及时的行动。 这类工作大部分依赖

私营部门的倡议和投资, 只有可预测的、 可靠的、 安

全且有效率的水管理到位后才会出现。 然而, 私营部

门注重短期风险和利润, 利益相关者不断增长的预期,
加上对保护知识产权的担心, 会阻碍资金流向提高资

源效率的项目。 私营部门期待的是, 政府和国际组织

能给出可靠的信号, 为商业运营创建一个稳健、 可预

测、 连贯、 公平且有弹性的框架 (UNEP/ILO/IOE/

ITUC,2008)。 积极参与公共政策进程, 与地方社区

开展积极合作, 有助于缓解价值链上特定背景环境下

的危机 (CEO水使命,2010)。 只有面向共同的水目

标和公众利益, 这些积极行动才有意义。

同时提高用水效率和水生
产率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并在依赖水的行业创造就业和
体面工作的机会, 特别是在水
短缺的情况下。

  13.1 提高农村地区的用水效率和

水生产率

  被广泛接受的一点是, 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可

以通过对就业机会和创收的倍增效应对经济的各个

层面 产 生 次 级 效 益 (CAWMA, 2007; UNEP/

ILO/IOE/ITUC, 2008; UNEP, 2011d)。 农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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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提高可以提升就业质量, 但是, 也会减少该行

业内就业岗位的数量 (见3.4.2小节)。
在农业领域, 大量的研究显示, 对灌溉进行投资

给 经 济 带 来 的 倍 增 效 应 约 在 2.5~4 倍 之 间

(CAWMA, 2007; Bhattarai 等, 2007; Hussain 和

Hanjra,2004; Lipton 等, 2003; Huang等, 2006)。
对水管理和渠道衬砌、 微灌等节水措施进行投资时,
需要有相应的劳动力来生产、 安装和维护必要的设备

(UNEP/ILO/IOE/ITUC,2008)。 这可以为农村地区

的穷人提供就业机会 (CAWMA,2007)。 农业产出的

提高也会从劳动力数量和雇佣时长两方面刺激农业对

劳动力的需求。 例如, 与附近不使用灌溉系统的农田

相比, 孟加拉国的恒河-科巴达克 (GangesKobadak)
灌溉系统每英亩农田每年使用劳动力的时间要多出

100天 (CAWMA,2007)。 提高单位水量产出的价值,
特别能增加就业机会、 创收、 营养和向妇女赋权, 对

减贫而言十分重要 (CAWMA, 2007; FAO, 2011a;

Polak,2003)。 采取农业措施和水管理实践增加高潜

力地区的粮食产量, 制定旨在提高稀缺的水资源的单

位价值的战略, 降低旱灾的脆弱性, 减少水污染和水

分配过程中的损失, 综合使用上述措施可以提高单位

水量产出价值 (CAWMA,2007) (见表13.1)。
但是, 如果制定的政策只是单纯地为了提高本

地的用水效率, 从流域尺度来看, 这可能无意中会

增加供水压力, 引发回弹效应 (WWAP,2015)。 如

果通过提高用水效率节约下来的水被再次投入到提

高生产中去, 就会出现回弹效应。 因此, 虽然生产

过程中可能效率更高了, 但总用水量并没有减少

(WWAP,2015)。 西班牙某些地区在农业现代化过

程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阿拉贡北部高地从传统的

地面灌溉转变为现代化的喷灌系统后, 作物的蒸发

蒸腾量和非有益性蒸发蒸腾 (主要为吹扬和蒸发损

失) 都变大了 (Lecina等, 2010)。 这就体现了用水

效率的提高是某种情况下反而会导致耗水量上升的。
针对非洲的绿色经济研究揭示, 有机农业使用

的能源和人工合成的物质 (化肥、 除草剂、 杀虫

剂) 较少, 劳动密集程度更高, 可以创造更多的就

业岗位。 这种把化学物质换成有机物质的做法, 中

长期来看可以降低对土质的负面影响, 能保持更高

的生产力 (UNEP, 2015) (见图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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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业生产中,将 “每滴水产出更多粮食”的

概念调整为 “每滴水的附加值更高”
单纯地提高单位水量产出的物理价值是不够

的。 旨在提高农业用水价值的相关政策, 不仅要涉

及提高产量、 将低价值作物转变为高价值作物、 将

水从低价值行业转移到高价值行业或降低投入的成

本, 还要优化工作岗位和创造良好环境。 例如, 这

些政策应实现单位水量对生计的支持力度更大 (同
等数量的水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营养和带来

更高的收入), 同时还要提高健康效益和农业生态

服务的价值 (CAWMA, 2007)。
为了确保利益可以覆盖到穷人, 而不仅是被更

强势、 更富有的用水户占据, 针对性的水干预措施

是绝对必要的。 这些干预措施可以使穷人和被边缘

化的人口获得水并对其进行有效管理 (CAWMA,

2007; DeStefano和Llamas, 2013)。
获取水并掌握雨水集蓄或节水灌溉技术等高效

用水技术, 有助于小农户生产水果、 蔬菜等高价值

的作物。 特别是在降雨少或降雨不规律的地区, 加

强水土保持和改善集雨结构可以大幅提高 “雨水的

效率”。 补充灌溉和各个层面的本地化节水灌溉技

术也可以提高生产率。 小额信贷和私人投资对帮助

小农户提高效率、 摆脱贫困有重要意义。

工业一直对提高用水效率
进行投资, 因此在创造就业岗
位方面发挥着相关作用。

要保证政策和目标之间相互一致而不会彼此削

弱, 需要建立跨目标和多层次的有效协调机制。 创

新性的政策和技术对于提高总体的资源生产率和解

决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关联这一挑战而言至关重要

(UNEP,2012a)。

  13.2 提高城市地区的用水效率和

水生产率

  在城市地区提高用水效率可以为解决水和就业

面临的挑战创造机会。 例如, 城市地区可以在太阳

能、 风能、 废水处理和回收利用等水密集程度较低

的行业创造就业岗位。
成功的关键因素包括 (UNEP, 2012c):

• 智能城市物流和空间规划。 成功的城市设

计的基本要素是采用节能、 低碳、 环保的建筑材料

和基础设施, 如干式厕所以及利用太阳能光伏、 风

能和地热能发电, 与此同时还要修复老旧的供水管

网和基础设施。

• 智能设计、 融资、 技术和技能转让和开发。
奖励、 税收、 补贴等价格机制也可以有效地加以利

用, 以刺激采用绿色技术和绿色进程。 利用水表按

体积计量收费是刺激高效用水的有效手段 (UNEP,

2011d)。 但价格手段具有局限性, 不能将其视作解

决问题的终极办法。

• 最大限度地使用淡水。 方法之一是将生产

过程产生的废水再利用, 将其用于另一个对水质要

求较低的过程 (UNEP, 2011d)。 还可以对管道供

水采取替代办法, 如集蓄雨水作为非饮用水。

现代城市废水处理厂

图片来源:®hxdyl/Shutterstock.com

• 提高本地服务供应商的认识并对其开展教

育。 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当地的水和卫生服务

供应商设计合适的工具, 用于开展教育和提高认

识, 在增强政府、 商界和民间团体的能力和组织

网络以支持创新性措施的同时, 支持制度能力

建设。

• 参与式治理过程。 在做规划和执行项目时,
吸纳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治理过程很重要。 在制定水

利基础设施框架时, 通过社会对话的形式, 由工

人、 经营者和原住民共同确定当地需求 (见专栏

13.1)。

• 用水户的用水权以及水分配权。 正式定义

用水权以及将水分配给用水户和环境也是很重要

的。 有数据显示大部分淡水被用于农业, 我们需要

考虑城市和农业之间的用水配置效率, 也就是说,
在某些情况下, 城市可以从农户手中购买用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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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3.1 菲律宾马尼拉水管理区的社会

对话

  在马尼拉水管理区,管理人员、工会和工

人相互合作,成功地减少了原本数量很多的无

收益水,即进入分配系统的水量与用户付费的

水量 之 差,从 而 提 高 了 水 生 产 率 (UNW-
DPAC,2011)。减少无收益水这一成就可以转

化为工人和机构单位互惠互助的一种措施,还

可以产生环境和社会效益。无收益水减少了18
个百分点 (从2007年的66%降低到2011年的

48%),相当于节约并再分配了5.6亿L经过

处理的水 (UN-Water,2011)。社会对话有助

于平息自来水公司私有化过程中潜在的冲突,
继续在管理层和工会之间构建交换意见、解决

纠纷的平台 (UNW-DPAC,2011)。自来水公

司保证继续为工人们提供就业岗位,自2007
年起共雇佣了8.7万人,包括以岷里拉 (译者

注:自来水公司的名称)为主要客户的承包商

和供应商雇佣的工作人员。公司自身有2123
名雇员 (UN-Water,2011),并向工作人员提

供 探 测 渗 漏 点 所 需 的 技 能 和 培 训 (UNW-
DPAC,2011)。目前这种做法正应用于该国最

大的水管理区———宿务市水管理区。
资料来源:UNW-DPAC (2011)、UN-Water(2011)。

13.3 提高工业用水效率

工业一直对提高用水效率进行投资, 因此在创

造就业岗位方面发挥着相关作用, 通过采用生态创

新、 更洁净和更安全的生产方式, 开发具有可持续

性的产品, 将其影响从工厂内扩展到供给链 (见专

栏13.2)。
私营部门在知识、 技术、 技能的传播和提高用

水效率的相关方法的推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雀

巢公司在越南开展的 “农民连接计划” 目前惠及

12000多名种植咖啡树的农民。 该计划向种植咖啡

树的农民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 以帮助其提高生产

率和保障就业 (见专栏13.3)。
新的资源节约型技术以及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

提高, 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就业形势和劳动力情

况。 废水管理和再利用等新市场的建立以及可再生

能源等资源节约型产业链, 可以扩大就业。 这会在

产业链的上下游创造间接就业机会, 还会通过增大

专栏13.2 “少花钱多办事”在商业领域

的证明

  提高用水效率和水生产率,将浪费行为降

到最低,有助于在经营中降低成本———这一点

已得到了验证。帝亚吉欧公司 (DiageoPlc,
英国的一家饮料公司)2014年取水量减少了近

100万m3,据估计,相应地约降低了320万美

元的成本 (CDP,2014)。而且也有助于被边

缘化的社区改善取水条件。某些情况下,现代

化的灌溉方式结合节约用水,能够创造和拓展

为当地提供用水的机会 (FAO,2011a)。灌溉

技术现代化提高了水和农业的生产率,增加了

农户收入,在农业领域创造了就业岗位,降低

了粮食价格,并有助于农业以外的行业提高收

入、扩大就业。但是,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措

施,这种现代化所带来的集约化会给生态系统

造成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CDP (2014)、FAO (2011a)。

需求带来诱发效应 (UNEP, 2012d)。 近期针对8
个非洲国家 (布基纳法索、 埃及、 加纳、 肯尼亚、
毛里求斯、 卢旺达、 塞内加尔和南非) 的研究显

示, 绿色经济政策会成为新的就业机会的重要来

源。 对太阳能、 风能等用水强度低的项目投资, 有

助于扩大就业。 例如, 在塞内加尔, 到2035年这

些能源项目会创造7600~30000个新工作岗位

(UNEP, 2015)。
在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 循环再利用对降低垃圾

填埋的土地需求、 降低商品生产和服务中的水和能源

消耗以及相应的污染排放有重要作用 (见表13.2)。
循环再利用预计将有助于创造体面的就业岗位。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一些国家里, 循环再利用行业的工

作环境通常又脏又危险 (UNEP,2015)。

 表13.2  循环再利用行业就业情况的估测

国  家 工作岗位数量/万个

整个循环

再利用行业

中国 1000

美国 110~130

巴西 50

铝罐回收 巴西 70

电子产品回收 中国 70

 资料来源:UNEP/ILO/IOE/ITUC (2008,表 E-S4,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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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用水效率和生态创新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开发

可以对其他经济领域产生溢出效应。 例如, 更加高

效的城市污水处理和农业用水模式会对能源领域产

生影响 (Hardy等, 2012)。

对德国工业领域的宏观经济分析表明, 即使只

达到现有的材料利用效率潜能的一半水平, 也会带

来GDP增长, 并在新业务领域创造就业 [Stiftung
和Beys, 2005, 转引自UNEP (2011e)]。

专栏13.3 雀巢公司在越南开展的 “农民连接计划”

  对雀巢公司的价值

目前,水资源被认为是越南可持续性咖啡树种植活动中最关键的问题。雀巢公司采购了越南出

产的罗布斯塔 (Robusta)咖啡豆总量的20%左右,用于其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活动。高效的用水实践

有助于确保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和可靠性。
对当地社会的价值

雀巢公司与当地其他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合作,在其农民联盟网络中的1.2万名农民中间开展了

一些最佳实践,以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推广。这些最佳实践可以提高用水效率,通过降低与劳动

力和能源相关的成本来提高农民的收入,还可以提高作物产量。因此,农民对当地可获得的饮用水

的可持续性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
资料来源:雀巢公司 (日期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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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提高普及率的金融机制和体

制机制

  广泛普及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有助于提高

生产效率, 使人们过上有尊严且平等的生活, 创造

生计, 实现体面就业。 这需要建立必要的金融机制

和体制机制, 加强协调、 合作、 团结和问责, 并提

供鼓励投入更多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 最终, 上述

投入将通过个人健康状况得以乐观体现 (见第1
章、 第11章)。

对这些金融和体制机制提供支持的政策框架,
需要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通过

要求各国政府对各自政策框架进行检查和调整, 包

括与水有关的框架 (特别是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

生) 以及人力资源政策和战略。 在水、 环境卫生和

个人卫生领域, 这也有利于在相关政策和战略中体

现和贯彻获得安全饮用水与卫生设施这一基本

人权。
大多数国家缺乏有关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行业人力资源的质量和数量的数据。 尽管掌握的数

据远远不够, 仍可看出该领域人力的匮乏 (见4.2
节)。 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 各国政府无论是独

自还是借助外力, 都应开展必要研究, 强化证据基

础, 之后再对各项新政策进行整合。 根据中低收入

国家提供的有限资料推断, 新的水、 环境卫生和个

人卫生政策应满足以下要求: 支持资金流动, 在向

新建基础设施和服务投资、 向正在运行和维护的设

施投资及其他经常性开支之间取得平衡; 突出强调

可持续卫生服务 (包括城市聚集区分散式污水处理

服务); 确保水和卫生领域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农村

和城郊地区的发展。 至关重要的是, 政策目标和指

标必须是可衡量的。

将人作为发展的核心是实
现可持续和普遍的水、 环境卫
生和个人卫生服务的关键。

对创造就业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和影响需要

整合到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相关政策和策略

中, 并与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政策进行对接。 因此,
应当考虑 “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 妥善处理就

业目标与其他经济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 (ILO,

1964, 第1条)。 一方面, 这将要求我们在各级政

府、 各部门之间分配人力资源, 使其符合我们的需

要。 因此, 我们必须确保, 在权力下放的相关政策

中需要体现地方层面的决策权 (包括问责机制),
来规定投入到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领域人力资

源的规模和构成。 另一方面, 人力资源开发需要以

明确的标准加以规范, 以平衡专业人员、 技术人员

和熟练工人之间的比例, 应对不同技术领域的问

题; 此外还要有合理招聘政策, 将性别平等和非歧

视政策纳入考量。
上述变化要求我们本着基于事实、 平等、 有响

应能力的原则对现有资源进行再分配。 在大多数低

收入国家, 资源非常有限, 一旦进行了再分配, 就

必须追加资金, 投入到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领

域, 增加该领域的人力资源。 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应

当有助于扩大服务覆盖范围, 提高服务水平, 应包

含激励措施, 提高劳动力的稳定性, 保障体面的就

业, 改善部署的灵活性, 提高生产率 (见专栏

14.1)。

专栏14.1 满足工厂女工经期需求

在孟加拉国,工厂里大约80%的工人为年

轻女性。商业社会责任 (BSR)机构开展的一

项研究表明,60%的女工使用工厂地板上放置

的抹布作为月经布。由于这些抹布含有化学成

分,又刚刚经过染色,因此经常引起感染,造

成73%的女工每月平均6天无法工作。女工们

无处购买月经布或卫生巾,也无处进行更换或

处理。在计件付工资的情况下,每月旷工6天

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对商业供应链也造成巨

大压力。据报道,采取相关措施后,缺勤率下

降到了3%,工人和工厂的经济收入都得到大

大提高。其他地方的农场、工厂、家庭和办公

室可借鉴这一经验。一旦女工的经期安全和需

求得到了保障和满足,各国工作和人力资源状

况可获得显著改善。
撰稿:ArchanaPatkar、EmilyDeschaine(WSSCC)。

  联合国水与卫生人权专门报告员编写的手册为

我们提供了指导, 可用来确定该项人权的原则、 框

架, 建立相关的融资和司法系统, 这在人力资源政策、
战略和相关规定中也同样适用 (deAlbuquerque,

2014)。 《世界水协会水与卫生人权手册》 中就水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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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服务设施、 运营商、 监管者, 包括人力资源开发

等方 面 的 问 题 提 供 了 更 加 详 细 的 指 导 性 说 明

(IWA, 即将出版)。 企业人力资源和卫生安全政策

与程序应当与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框架相融合, 确

保其运营有所保障, 确保雇员可获得水、 环境卫生

和个人卫生服务。 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

(WBCSD) 的 《工作场所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承诺书》 是一项可供公司使用的工具, 用以保障自

身运营与国家立法以及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工

作场所最佳做法一致❶。 《世界水协会里斯本饮用

水供应、 卫生设施和废水管理服务公共政策和有效

监管章程》 规定, 监管者应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开展合理的技术和专业培训, 以履行基本职能, 确

保提高饮用水供应、 卫生设施和废水管理服务的自

主程度” (IWA, 2015, 第11页)。
机制体制要提供一个框架, 以合理管理水、 环

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领域的人力资源。 目前, 水与卫

生职责涉及多个不同公共部门以及私营部门, 在一

些中低收入国家, 还涉及非正式部门, 因此, 建立

有效的机制体制十分关键。 相关职责必须清楚明

确, 但不能为部门间单打独斗形成温床。 应当建立

激励机制, 加强部门间协调。 在公共部门之间, 职

业安全状况基本良好, 但不同层级和职位之间

(再) 分配人力资源、 解决相应需求、 应对新出现

的问题以及加强社会薄弱环节的相关机制目前还不

健全。 私营部门往往可以更灵活地调配人员, 可通

过转变收益、 提高覆盖率和服务水平、 为员工创造

就业机会来加强其对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领域

的贡献。

  14.2 坚持 “以人为本”的理念,
加快普及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

  女性一直以来都是家庭中取
水和管理水的主要承担者。

将人作为发展的核心是实现可持续和普遍的

水、 环境卫生、 个人卫生服务的关键。 水、 环境卫

生和个人卫生服务和设施的使用者可就本国水、 环

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领域做法是否可被社会接受、 是

否可承担、 技术上是否可行提出意见。 要确保可持

续性, 就必须有社区公众的参与, 特别是女性, 因

为她 们 在 家 庭 中 是 水 的 主 要 使 用 者 和 管 理 者

(UNICEF/WHO, 2012)。
必须重视使用者/客户的体验, 这是 “以人为

本” 这一理念的核心。 为专业和技术人员提供在职

培训是另外一个重要方面。 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

生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大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投资,
为吸引、 招募和留住最合适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做规划。 还应确保在工作中为员工提供机会和采取

激励措施, 使其不断获取新知识, 培养新技能, 包

括获得在跨领域团队中所需的技术。
人力资源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水、 环境卫

生和个人卫生服务改善的速度和水平。 其中很重要

的决定因素便是对年轻从业者、 技术人员的教育和

培训。 能否使更多训练有素的年轻专业人员进入

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行业工作, 取决于培训课

程是否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对部门需求具有明确针

对性以及是否能够培养跨领域、 跨部门工作技能。
课程规划须满足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领域的具

体需求, 并将其反映在课程目标、 范围和重点当

中。 此外还应考虑不同地域在环境、 社会和新问题

等方面需求的多样化; 应当使课程反映水、 环境卫

生和个人卫生市场的需求, 并能够对这些需求的变

化做出应对; 还应考虑是否具备有资历的教员、 设

备是否完好等, 以便培训顺利开展。
除专业培训外, 还应有目的地加大为水、 环境

卫生和个人卫生领域的工作人员提供技术和职业教

育培训 (TVET) 的力度, 以提高其能力。 水、 环

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部门应率先落实这一点, 考虑到

自身对训练有素的人员的特别需求。
女性一直以来都是家庭中取水和管理水的主要承

担者, 通常也承担着管理和支付水费的职责。 然而,
女性往往无法进入这一领域成为其专业和技术力量:

15个国家的人力资源评估研究发现, 该领域女性员工

所占比例平均仅为17% (IWA,2014a)。 已有许多资

料证明了女性在农村水与卫生设施项目决策方面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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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的积极作用, 更多的证据会通过 “农村水部门女性

专业人员” 项目得以体现 (IWA, 日期不详)。 因此,
在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项目中应当始终考虑并提

供男女平等的机会、 开展相关行动 (见5.5节)。
创造条件来提高社区参与度非常关键, 特别

是对农村和城市周边地区而言。 然而, 不应强行

要求社区参与, 对于单个社区成员自发参与基础

设施建设所产生的机会成本, 应当加以考虑。 例

如, 水资源公共事业中扶贫措施经常会推动基础

设施建设工作。
现在有证据表明, 许多社区有足够的能力采取

措施满足需求。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社区都提出了相

应计划, 采取不同方式提供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

生服务。 比如, 成立中小型企业、 建设自助服务水

站, 或者在社区能够积极参与设施建设的地方, 接

管资 产 维 护 和 管 理 工 作 (见 专 栏 14.2 和 专 栏

14.3)。 此类计划经常在官方机制框架之外发挥作

用, 其提供的岗位可能不能被认为是正式的工作。

专栏14.2 菲律宾志愿者计划

菲律宾地方政府部门有大量工作人员从事水管理、水保护、家庭和社区卫生、环境卫生实施和

与社区动员相关的宣传、信息、交流和推广工作。菲律宾卫生部 (DoH)的省、市级办公室有600
名卫生官员活跃在以农村为主的省份、3000多名活跃在以城市为主的省份中。为数众多的志愿者在

卫生部的支持下参与此工作,包括镇级卫生工作志愿者群体 (约21.2万 名)和卫生督察员。
资料来源:IWA (2013)。

专栏14.3 莫桑比克的小规模私营运营商———FonctionaresPrivadosdoAgua (FPA)

  FPA是小规模私营运营商,对钻孔和小型输水管道网进行投资。他们主要活跃在供水管网尚未

完全覆盖的城市和城郊地区。20多年来,FPA一直坚持努力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特别

是在FPA能够起到关键作用的城市地区。对于已经对相关设备和其他资产进行了初步投资的人来

说,成为FPA员工也是其重要的谋生手段。
资料来源:USAID-SUWASA (日期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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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替代性水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沃特·伯伊

塔尔特、 布兰卡·希门尼斯·西斯纳罗斯、
阿尼尔·米什拉、 西格弗里德·德穆特

  水资源短缺或用水竞争激烈的地区所面临的高

用水需求催生了使用所谓 “非常规水源”❶ 的必要

性, 如低产的井水和泉水、 雨水、 城市路面径流、
暴雨洪水和灰水❷等。

目前出现的许多新技术, 采用了生物和物理化

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如膜技术。 这些新技术有

助于推动替代水源的应用。 这有利于创造就业, 新

的就业岗位不仅来自于技术研发 (因为这意味着可

以小面积集中使用水源培育高收益作物), 还来自

于中水处理厂的运行和维护。 灰水和城市废水的利

用、 各行业内水的循环利用, 正如工业废水的循环

利用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变得愈发普遍。
某些国家市政废水的使用可能占到用水总量的

35% (JimenezCisneros和Asano, 2008a)。 灌溉用

水的回用是最普遍的废水回用措施, 尤其是在中

国、 墨西哥和印度。 使用不经处理的废水会对健康

造成风险。 我们已经掌握一些成本较低的方式消除

病原体, 对水进行再利用, 同时保留营养成分, 这

对低收入地区农民十分有益 (Drechsel等, 2010)。
此外还有使用废水造林、 将城市废水用于城市周边

的园林景观等。
理想状况下, 根据用途的不同, 废水处理的标

准也应有所不同, 而非将水处理的标准默认为满足

环保要求。 有些化合物虽被认为是污染物, 比如

氮、 磷及有机物, 但却能够达到农业施肥或者改善

土壤质量的效果。 例如, 在巴西, 甘蔗的灌溉用水

普遍来源于乙醇蒸馏水, 含有大量无毒有机物质。
在墨西哥, 人们使用墨西哥城未经处理的废水灌溉

大约9万hm2 农田, 使该地区约7万名面临有限就

业窘况的农民受益 (JimenezCisneros和 Asano,

2008a)。 在墨西哥城附近的梅斯基塔河谷 (Mezquital
valley), 有废水灌溉的土地的租金是没有废水灌溉

的2~3倍。

在许多城市, 人们对雨水集蓄、 屋顶绿化等绿

色设施的关注日益凸显。 这一转变直接减少了水的

消耗, 增加并分散了库容, 降低了洪水风险, 通过

使用蒸发冷却法降低了能源消耗, 从而改善了城市

环境。
新的取水和净水技术可促进新水源的应用, 如

雾水截留 (Vince,2010)、 雨水集蓄和脱盐。 还有

一些较少使用的水源, 如季节性河流、 小面积地下

含水层, 也是今后值得探索的领域。
从多样化的水源取水, 供给不同的终端使用

者, 包括内部和外部循环使用, 可进一步提高效率

且更加智能化。 对水资源进行持续监控, 结合天气

预报系统, 可对供水进行更准确的预报。 由此, 我

们可以通过推广临时性低强度用水作业 (如常规发

电而非水力发电) 或者将具有最高经济或社会效益

的用水放在更优先的位置等方式影响水需求。 目前

很多优化自然资源使用的方法, 如收益共享机制和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都将对设立此类优先事项大有

裨益。
新水源的使用将创造很多就业机会, 最开始是

在研究阶段, 因为需要人才来研发新技术和新方

法, 以促进资源有效利用, 刺激各部门经济增长。
一旦这些技术投入使用, 其操作、 监督、 维护以及

智能系统的调整, 均需要人力投入, 从而创造新的

就业岗位。
很明显, 这些新的发展需要工人具备多样化的

技术能力。 水资源和风险管理对数据的需求将会加

大, 并从单纯使用静态设施向使用动态、 实时控制

和基于观测的系统转变。 我们要对员工进行培训,
使其具备所需的能力, 这一点至关重要。

15.2 废水是一种资源
世界水评估计划和国际水协会|基尔斯滕·德·
维特、 罗伯特·博斯、 马克·帕坎、
理查德·康纳

  毋庸置疑, 用过的水也具有价值。 废水中水的

含量为99.5%, 这意味着废水中也含有能源 (如热

能、 有机物) 和营养成分 (如氮、 磷), 所含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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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水源一般是指质量高、 开发成本低的水源。 从历史上看, 地表水 (河流、 湖泊和水库) 以及底层土中

的浅层淡水为常规水源, 海洋、 底层土或者河口中的咸水、 雨水、 灌溉排水、 暴雨洪水以及深层地下水为非常规水

源 (JiménezCisneros,2001)。
灰水是指家庭或办公大楼中产生的未经粪便污染的水 (如洗漱、 厨房洗涤和洗衣用过的水)。



他矿物成分中有些甚至含有稀土 [Meda等, 2012,
引自IWA (2014c)]。 为应对环境、 经济和生态挑

战, 回收废水实现资源再利用, 在研究和应用层面

都获得了极大关注。
目前, 人们开展了大量研究, 探索从废水中提

取资源的新方法, 这一点在 《资源回收纲要》 中体

现得尤为明显 (IWA, 2014c)。 有关废水管理的研

究有些已经投入实践, 包括水的回收、 能源生产

(如沼气)、 提取无机/有机化合物用作肥料、 提取

稀土和高价值材料等。 目前还正在开展研究, 研发

模型, 加大废水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 而这在中低

收入国家中还只有大城市周边地区才存在, 而且停

留在不正规、 小规模企业的层面上。 “卫生设施安

全计划” (SSP) 是一个新制定的框架, 用以规范风

险综合评估和管理, 提升废水管理水平。 这一框架

可用于调查和评估相关风险, 制定应对措施, 优化

废水、 粪便和灰水在农业和水产养殖领域的安全使

用 (Stedman, 2014)。
在许多发达国家, 有很多资源回收的实践案

例, 而且此类案例现在仍在不断地出现。 新加坡在

落实其 “NEWater” 方案方面颇有成效 (PUB, 日

期不详); 加拿大则从城市和工业废水中提取出营

养元素, 并将其转化为缓慢释放、 不污染环境的肥

料 (水世界, 日期不详)。
然而,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回收还未形成规

模。 很多国家, 废水几乎都被直接排放至水体中,
严重危害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 许多新兴经济体,
如中国, 已经意识到了废水处理和再利用的紧迫性

和重要性, 政府也为此投入巨资。 此举创造了很多

就业机会。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低成本、 小规模的

解决方案更为合适。 比如, 利用厌氧消化将污泥转

化为沼气。
有人曾估计, 全球约有400万~600万hm2 土

地 (JiménezCisneros和 Asano, 2008b; Keraita
等,2008), 甚至2000万hm2 (WHO, 2006) 土

地的灌溉用水为未经处理的废水 (Drechsel等,

2010)。 此类做法不仅可以为经营农场的家庭以及

市场上出售产品的人员提供生计, 若加以推广和规

范, 还可在该行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解决将废

水用于农业带来的职业健康问题也需要更多的从事

监管和公共卫生的人员。 水资源再利用除了在水、
农业、 公共卫生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外, 还可在研

究、 农业推广、 市场营销和非粮食作物的生产领域

创造就业机会。
尽管如此, 为加快创新和加快向资源回收的做

法转变, 人们将会考虑采取许多重大措施, 如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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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 改变社会的固有思维 (如
针对直接饮用水的回用)、 确保合理的监管和治理、
加大对创新的投资力度。 这包括在研究和市场需求

之间建立联系, 改变公众观念 (如接受直接饮用水

的再利用), 确保法规适当且监管到位, 解决加快

创新进程带来的高投资需求。 未经处理或部分处理

的农业污水会给公共健康带来危害和风险, 但这一

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前提是通过严厉的法规在整个

产业链中推行风险综合评估和管理的办法, 从污染

源到生产消耗 (WHO,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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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包括科学创新、 技术创新 (创造新产品、 新

服务和新工艺流程) 以及非技术创新 (组织、 资金、
管理和文化层面)。 上述不同形式的创新不断改善水的

管理, 提高其效率和有效性, 同时提高经济效益, 创

造体面的就业。 涉水部门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所提

供的机会尤其具有吸引力。 技术和非技术创新 (即那

些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新发明) 正悄悄改变水资源、 水

服务和水依赖型行业的直接管理。 这些创新不仅具有

提高效率的潜力, 还对水领域和水依赖型行业就业的

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就业岗位的数量和质

量都将改变, 工人的技术和能力构成也面临新的要求。
我们应充分认识这种影响力, 并在政策层面采取合理

措施。 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因为发展中国

家的创新可能经常是强制进行的, 或者是从国外引进

的。 这有可能造成创新与本地现有技术无法对接。 近

来, 政策制定者愈发意识到涉水创新的重要性, 因为

目前的政策和研究议程、 国际性论坛正在不断将水创

新纳入其中 (Wehnand和Montalvo,2015), 有关部门

也正在努力促进相关行动者之间的互动 (见专栏

16.1)。

专栏16.1 加快水创新———案例研究

加拿大安大略

2011年,安大略省政府启动了 “水技术加速工程”(WaterTAP),旨在帮助公司获取所需资源,
成功进入水技术市场,主要手段是通过分享知识、吸引投资、创新融资模式等,促进示范推广、商

业化和创新水解决方案的采用。WaterTAP的定位为非盈利组织,目的是全力支撑安大略省成为全

球水技术中心。该机构促进了安大略省公共和私营水行业机构的商业合作,由100家孵化器、加速

器和相关项目构成。在这一 “知识 动员”过程中,安大略省水研究机构与大学研究人员、政府部

门、城市以及水行业紧密合作。某些特定的水技术群涵盖了沼气的生产,从废水中回收氮,暴雨洪

水管理和处理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强降雨事件,埋藏于地下的管线检查、监测和恢复,以及针对

实时数据进行收集和处理的 “智能”技术。安大略省在获得与水相关的专利方面实力雄厚,在该地

区100家与水有关的研究机构、300家创业公司、700家已成立并开始运营的公司以及750多家水和

污水处理公司中,水行业占有大约2.2万个工作岗位。
欧洲

同欧洲其他创新伙伴关系一样,欧洲水资源创新伙伴关系 (EIPWater)由欧盟委员会为加速水

资源创新而发起,特别关注那些有助于解决社会挑战的创新,旨在提高欧盟的竞争力,帮助欧盟委

员会实现创造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这一首要目标。EIPWater打算为这些 (欧洲内外的)创新创造市

场机遇,通过改进和利用现有解决方案移除障碍,启动并推广合作流程,以便在涉及公共和私营部

门、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的水资源领域促成改变和创新。EIPWater已经于2013年5月启动,执行主

体为涉及多重利益方的志愿行动小组 (2015年有近30个小组注册)和EIPWater网上平台的网络

市场。
非洲城市

VIAWater由荷兰外交部发起,第一阶段从2014年持续到2017年,目的是找到创新解决方案,
为7个非洲国家 (贝宁、加纳、肯尼亚、马里、莫桑比克、卢旺达、南苏丹)面临的城市水问题提

供解决方案。该机构将研究者、创业者、创新型非政府组织以及有前瞻性的政策制定者联系起来。
该机构为小规模创新机构提供资金援助。在供应链启动初期,VIA Water通过其所属的水资源基金

为小规模的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为参与 VIA Water的7个国家的各个潜在合作伙伴提供配对服务。
通过VIAWater的学习社区,该项目分享并丰富了创新过程中所获取的知识。
UtaWehn (UNESCO-IHE)根据 WaterTap (日期不详)撰写,参见EIPWater(日期不详)、Viawater(日期不详)。

  水领域创新具有高度的多样性。 一方面, 新技

术可能有助于改进现有的方法和流程, 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另一方面, 有些技术很可能会从根本上

改变用水方式。 而第二种情况会特别要求在研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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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加大投入。 通常, 这些技术是我们由 “预测 控

制” 模式向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思路转变的一部分

(其特征是自行组织、 具有适应性、 在不同级别具

有异质性等) (Pahl-Wostl等, 2011)。
从供水角度看, 对水处理的生物和物理化学过程

进行改进的空间很大。 现有技术费时、 耗能, 在生产

系统及既有环境内应用难度大。 同样, 水的分配也相

当耗能, 可通过采用摩擦系数低的材料、 智能泵和能

源再利用来降低能耗。 要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就要使

用智能传感网络以及数据处理和控制系统。
从需水角度看, 技术上取得突破才能提高工

业和农业用水的效率和生产率, 才能提高金融和

经济效率, 将对环境的远期影响降到最低。 例如,
我们需要培育新的作物品种, 使其更加抗旱、 节

水, 使用低质量水源 (如咸水) 也可存活。 工业

生产需在水循环和水回用以及低纯度水的使用方

面做出创新。 对于一些应用来讲, 如冷却系统、
可再生能源和运输, 具有全部使用替代水源的可

能性。
对于家庭而言, 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环境工

程学 (该学科也用于应对水问题) 以来, 卫生设施

工程学也被人们所关注。 如今环境和卫生设施工程

学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下不断取得进展, 如为贫民窟

和临时居所提供智能卫生设施、 发生自然和人为灾

难后提供的紧急卫生服务、 以资源为中心的分散式

卫生设施及排泄物管理等。
尽管如此, 新技术仍可能改变整个水分配系统

的管理方式。 智能监测网络, 加上强有力的预测和

优化运算程序, 可能有助于改善水分配, 调节供水

和需水的时空变化。 计算机模型、 模拟工具以及其

他信息、 通信和技术解决方案对预测供水和需水变

化十分必要, 有助于更加主动地管理水的存储和分

配。 最后, 本地技术和知识对于因地制宜制订解决

方案和加深人们的理解 (如通过所谓的 “市民科

学”) 也很有必要 (Buytaert等, 2014)。
事实上, 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创新已出现在

水安全的许多方面 (ADB, 2013)。 例如, 经过改

进的洪水和干旱预测系统, 降低家庭、 工业和城市

用水的智能传感器, 资产管理, 需求管理, 水的回

用, 节能等 (见专栏16.2)。

专栏16.2 信息和通信技术带来的效益

在过去的十年中,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触发了许多水资源创新项目,它们能解决水资源领域

和依赖水资源的其他领域中的一系列广泛问题。例如,在农业领域,将有关作物和土地特性的遥感

信息与高解析度天气预测系统结合,促进了为精确农业服务的数据密集型应用的发展,改善了灌溉

水、肥料和其他农用化学品的使用,使其更具针对性。在发展中地区,日益增多的有效天气数据促

进了基于天气指数的保险商品的发展,有助于农民采用长期来看回报更高的高风险策略。移动电话

技术是迅速接受ICT的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该技术可让农民获取天气预报信息,同时还有市场数

据以及疾病控制等有助于改善农业生产活动的信息,以此保障农民生计。
以下案例展示了在ICT帮助下 “智能”水资源管理的其他方面,能对工作状况产生影响。但

执行这些解决方案要求工作人员具有更高的技能和能力。同时,由于水资源机构的管理效率得到

提高,这些方案就意味着失业,但同时可以增加ICT专业人员或精通ICT的水行业专业人员的工

作机会。
案例:吸收年轻人从事农业

ICT正在把农业生产从体力消耗大、几乎没有回报、消耗劳动力的工作转变为收益丰厚的工

作和体面的收入来源。ICT不仅从整体上改善了农业部门,还改变了使用ICT的年轻人的地位。
针对肯尼亚西部地区三个项目 (埃尔多雷特、卡卡梅加和基苏木)的最新研究表明,那些将农耕

看作最次等收入来源的年轻人现在已经认为农业极有可能是一个回报丰厚的行业。除了能获取最

佳的市场价格信息,ICT还能帮助年轻农民获取有关最新农业活动和农业技术 (包括灌溉)的资

讯,有关害虫和疾病控制的信息,还能与其他农户交流。最早一批将ICT用于农业管理的人获得

了家人和团体成员对其技术知识和收入的肯定,这激励了其他人竞相使用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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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WeSenseIt项目

WeSenseIt项目探讨了居民观测水资源这一概念,让居民和社区成为积极参与者,参与有关水资

源的数据收集、信息评估和洪水风险管理等决策制定环节。居民可以利用手机软件以及能连接至智

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便携设备的物理传感器获取水文数据。也可通过社交媒体从居民的互动中提取

相关数据 (Wehn和Evers,2015)。尽管水资源管理能以这种方式变得更具参与性,但对水资源机

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在其工作流程、步骤和规章中结合建立在ICT基础上的与居民的互动。
资料来源:UtaWehn (UNESCO-IHE),根据IICD (日期不详)撰写;参见 WeSenseIt(日期不详)。

  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对供水和需水的许

多方面提供支撑。 这些进展对与水有关的就业有一

定的影响, 不管是数量上 (即减少某些具有特定技

能的员工的数量) 以及质量上 (如知识、 技能和能

力, 特别是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相关的技能), 从而

有可能改变能力 “差距” 的规模和形式 (见第12
章)。 具体而言, 与水有关的就业因此会很可能直

接集中在具有STEM (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教育背景的人身上, 提高水行业从业人员的入门资

格。 同时, 新的工作机会是在研发过程中创造的,
针对的是广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人员和/或精

通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水行业从业人员, 这些人将受

益于涉水组织中的新就业机会。

创新可能从数量和质量两
方面对水依赖型行业和水行业
的就业产生重要影响。

总之, 源于水行业或对水行业有益的创新可以

破坏或创造就业机会, 尽管并不总是结合在一起,
影响的也是不同能力水平。 需要建立相应的政策机

制, 以利用相关的研究抓住水行业创新中创造工作

岗位的机会, 并确保与水相关的创新在产业和推广

的过程中的能力要求能够得到满足。 这样的政策也

应该解决技术开发和数据源被垄断造成的风险, 这

可能会扩大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参与者之间的知

识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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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面临的挑战

对可获得的水量和水资源的使用进行监测是一

项艰巨的挑战, 因为水资源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易

变性, 所以监测可获取水的水量和水资源状况是一

项艰巨的挑战 (见2.1节)。 由于不同行业衡量需

水和用水的指标不同, 在地区或流域层面, 有关水

资源客观、 可靠的信息, 包括水量、 水质和脆弱

性, 很多时候质量很差或十分缺失。 全球层面来

看, 水资源观测和监测网络每况愈下, 缺乏资金支

持。 此外, 用来评价耗水量较高的行业 (农业、 能

源、 工业和家庭) 所使用的传统统计方法不尽如人

意, 不能达到合理向用户 (包括大型灌溉设施、 热

力发电厂或大型工业设施) 分配当地或者流域内水

资源的目的。 一些地域研究和国家评估很好地呈现

了特定时间、 特定地点的水资源状况和用水情况,
但却无法体现全球不同地区一定时期内水资源各方

面的变化。
监测水资源, 成本可能十分高昂, 往往一遇极

端水事件, 价值不菲的设施就会随洪水付诸东流。
科技进步 (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用来跟踪全球地

下水变化情况的GRACE卫星) 推动产生了一些十

分可喜的进展 (见图2.6)。 然而, 即便遥感已被证

实是很有用的工具, 但它永远无法取代实际观测。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立了专门的水与卫生

目标 (见5.2节), 为水资源循环监测工作的开展

提供了新的动力。 这一专门目标是对千年发展目标

饮水与卫生设施目标的扩展, 涵盖的水资源范围更

加广泛, 包括废水处理和水质、 水的使用和效率、
水资源综合管理、 水生态系统等。 该发展议程还包

括建立有利于水与卫生干预措施的环境, 如国际合

作、 能力建设、 社区参与等。

当前, 私营部门的经济政
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已认识到,
水作为一种资源对国民经济有
巨大影响。

很明显, 各国对监测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进程发挥着关键作用, 许多国家需要加大投入力

度和加强体制能力建设来开展这一工作。 在监测全

球水与卫生目标方面, 联合国系统借鉴了此前监测

千年发展目标的经验, 综合了其他现有的水监测机

制 (包括联合监测方案、 联合国水计划全球卫生和

饮用水分析和评估报告、 全球水资源及农业信息系

统、 GEMS/Water, 以及水资源综合管理报告机

制), 同时成立新的/经过调整的监测和报告机制,
使监测能力得已提升, 可以覆盖全部水与卫生可持

续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还为我们创造了利用新技术、

新思路, 改善传统数据收集的质量、 频率、 规模和

可获得性的机会。 除了对地球的观测外, 我们还通

过移动网络、 遥感数据、 智能仪表和市民科学活动

等获得新的数据流, 这些都得益于收集和处理信息

能力的大大增强。 这一 “数据革命” 的应用体现在

健全的天气监测系统上, 降低农民在气象灾害面前

的脆弱性; 体现在早期预警系统上, 帮助抵御和适

应涉水自然灾害; 体现在河流监测的进步上, 做出

更为明智的放水决策, 确保濒危鱼类可洄游到产卵

区进行繁殖; 体现在灌溉智能仪表上, 改善面积较

大流域内的水资源分配, 特别是在发生干旱等极端

天气事件的时候 (联合国水计划, 2015, 第2页)。
当前, 私营部门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已

认识到, 水作为一种资源对国民经济有巨大影响。
诚然, 长远来看, 水领域的发展对整个经济都有溢

出效应 (WWAP, 2015)。 正如第1章和第11章阐

述的, 几乎所有关于成本 效益比的数据, 如水与

卫生普及率、 节水方法和技术, 都表明水资源领域

的发展确实可以降低可持续发展的成本, 因而对其

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 此类信息十分缺失, 几乎没

有指标去评估对水资源管理进行投资所产生的附加

值, 也无法衡量在不同部门间分配水资源产生的广

泛经济效益。 举例来讲, 我们需要数据来评估水的

生产率, 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以此来监测

使经济增长摆脱对资源消耗依赖的政策目标的落实

情况 (WWAP, 2012)。
在工作岗位与雇佣方面, 几乎没有数据能够反

映目前真实的就业状况。 通常情况下, 最重要的情

况被简单化了 (往往是由于设定的目标、 衡量方法

和概念框架), 造成了所反映情况具有片面性、 细

节不充分以及分析不全面等。
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收集有关非正式、 兼职和/

或无偿工作的数据和信息。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出现的这种就业形势具有相似性, 在穷人和边缘

人群中趋于最大化, 这些人中, 女性所占的比例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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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 尽管3.2节中有关全球和地区的就业统计是

按性别分组的, 但这些数据不包括非正式就业, 在

农业等高度依赖水的行业中, 非正式就业人数高达

数亿人 (见专栏17.1)。
另一项挑战则是确定任何一项职业 “依赖水”

的程度。 正如3.3节所描述的, 确定一个行业的水

依赖程度比确定一项职业的水依赖程度稍容易一

些。 实际上, 依赖水的行业里不是所有工作都依

赖水。

专栏17.1 农业和粮食行业就业措施的问

题和特殊性

  农业和粮食行业的就业规模很难衡量。大

多数情况下,该行业的就业依靠小农场的非正

式自体经营完成,这并不能作为全职就业来

源。产出的重要一部分被家庭自己消耗掉,很

难估算其实物价值。因此,就业情况按照农场

的数据可能被高估,但是按照人口普查的数据

则被低估,因为人口普查考虑的是主要职业或

者收入来源。这个问题在渔业部门更加尖锐,
许多人仅仅是兼职或者季节性捕鱼,而这部分

数据通常不会被纳入农业或渔业统计 (FAO,

2010b)。另一方面,有酬劳的工作常常是非正

式和临时的,人们将其作为补充性活动,在人

口普查中被低估 (世界银行,2007b)。拿酬劳

的工人通常是贫穷的农民,因此数据有重叠趋

势。最后,农业在食物链的不同行业中创造了

许多间接工作,但很少能汇总到一起以便反映

粮食行业的就业状况。另一项关键难题则与按

照性别、年龄、种族和家庭类型的分组就业数

据有关。比如,女性参与农业生产的情况通常

会被低估 (世界银行,2007b),原因是性别分

组数据很有限。尤其在某人想要评估自己获得

水和土地资源的数据时,结果更加糟糕。
资料来源:FAO (2010b)。

  比如, 水资源在农业和电力生产等行业是不可

或缺的投入。 但就这些行业中工作人员所承担的许

多具体工作而言, 水资源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

行政或文职工作。 迄今为止, 还没有对确切职业的

“用水强度” 进行过研究和比较。
本报告第18章就知识增长和推动创新提出了

进一步建议, 以便根据强劲指标做出决策。

17.2 迎来的机遇

输入 输 出 (I-O) 分 析 和 社 会 核 算 矩 阵

(SAM) 明确了不同子行业如何将水资源作为投入

进行使用, 并在政府增加或改善水供应时, 试图量

化因此创造的工作。 这有助于在获取水和卫生资源

以及体面的工作之间建立详细的映射联系, 其强调

的是相互作用的程度和完整范围, 以及反馈效应的

重要性。 这种方法不仅在国家还是地区层面都可为

制定综合的就业政策打造有说服力的案例。 另外,
还可以利用这种映射来展示乘数效应, 这是加强协

调的结果。
分析世界投入 产出数据库 (WIOD) 的数据可

获得以下证据: 整体经济依赖水的程度, 政府增加

或改善水供应时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 评估水供应

和相关行业的向后或向前联系, 计算出在某确切行

业潜在投资的乘数效应。 这些投资具备一些溢出效

应, 因为投资追求的不仅是将水资源作为国家财富

和福祉的组成部分而改善其分布, 而且要提高劳工

生产率、 减少疾病、 降低相关成本。
统计系统正朝着测量新 “工作” 标准、 测量不

同形式的工作和劳工利用不足的指数方向向前发展

(ICLS, 2013)。 统计系统还应该用于建设依赖水的

体面工作的指标。 国家统计系统可以将与水资源相

关的变量和所有可用/潜在资源数据结合起来 (例
如, 定期/临时/特殊模块), 包括人口普查、 劳动

力调查、 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 人口和健康调查

等。 建立统计基线数据能为政府投资提供动力, 促

使政府为发展并维护公共水资源系统做出承诺。 水

资源指标和工作就业指标有共通之处: 两者都需要

适用于定期开展的国家统计数据收集项目, 适用于

可比时间序列的生成和分析 (哪怕不频繁, 如5年

1次)。
正如在第4章和第14章中所讲到的, 目前缺

失有关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的数

据 (IWA, 2014a)。 开展必要的研究 (独立开展或

者借助外力), 填补数据和技术差距将有利于各国

政府加强证据基础, 从而整合各项新的水、 环境卫

生和个人卫生政策。 因此, 这一帮助各国将人力资

源/技术/能力建设战略纳入整体连贯的国家水、 环

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战略的过程可聚焦于需求侧, 明

确部门价值链、 核心岗位、 技能要求和跨岗位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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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报告中所阐述的, (广义的) 水资源管理

和就业之间的关系不容忽视, 两者密不可分, 这在

各国各领域发展中都普遍存在。 水对于各部门、 各

行业创造可持续的直接就业岗位至关重要, 对于创

造间接就业机会也蕴含巨大潜力。

明确和落实与水相关的政
策目标、 支持可持续发展和就
业的政治意愿十分关键。

广义的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涉及明智的决策和完

善的政策, 生态系统管理, 通过设施建设、 运行和

维护, 乃至家庭、 办公室、 工厂和田地, 最终回到

自然环境。 安全可靠的供水和合理的卫生设施服务

为各经济部门创造就业和发展营造了有利环境, 无

论是全职工作还是兼职工作, 无论需要何种职业技

能。 因此, 必须首先进行长期规划和投资, 改善水

资源管理、 水和卫生服务以及废水管理, 才能改善

就业机会, 创造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明确和落实与水相关的政策目标、 支持可持续

发展和就业的政治意愿十分关键。 然而, 人们通常

低估了忽视水问题所引发的风险和影响, 而这往往

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提高包括政界人士和政策制定

者在内所有人群的知识水平, 达成共识, 帮助其理

解水资源、 水利基础设施和服务对经济和就业的重

要作用, 对于促进就业、 服务可持续发展大有

裨益。
在未来几年实现设定的目标需要各国政府及有

关合作伙伴统一思路和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 制定

相互支持、 互补的水、 能源、 粮食、 环境、 社会和

经济政策对于制定可持续、 综合、 相辅相成的水、
就业和经济战略十分关键。 我们所提出的方法可以

帮助应对报告中突出强调的存在于水与就业关系中

的风险。 这样, 各种激励措施才能保持连贯一致,
将相互间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从而确保了在可能

减少就业的部门, 失业者们能够重新得到工作

岗位。
事实上, 为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而管理水资源

不仅事关资源可用性和资金, 还关系到良好、 有效

且高效的治理。 因此, 在战略层面为水与就业增加

资金和其他资源支持可使各国:

• 确保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 建设、 运行和维护水利基础设施;

• 对人员和机构的能力建设做出规划并进行

管理;

• 储备知识, 推动创新。

  18.1 确保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性

  人口增长和由此产生的家庭用水 (饮用水及

卫生用水) 和生产用水 (如能源和粮食) 需求增

长、 城市化、 人口结构及消费模式的变化将对水

资源、 生态系统及相关服务增加额外的压力。 这

进而要求政府和其他方面在战略上投入时间和精

力管理水资源。

为不同经济部门分配水资
源, 提供水服务, 将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国家和地方各级高质
量就业的增长潜力。

投资于可持续性的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是促

进经济发展、 切实扩大依赖水资源部门就业机会的

先决条件, 如农业、 渔业、 林业、 能源、 工业、 旅

游业和卫生行业, 也可间接为其他部门创造就业。
政府机关、 水务运营商、 工人和用水户之间开展对

话交流, 有助于因地制宜制订方案、 计划和指标,
以确保可持续利用和获得水资源。

  18.2 建设、运行和维护水利基础

设施

  充满活力的经济以及由此产生的就业机会,
需要依靠有效的水利基础设施。 针对建设、 运行

和维护水利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并提供配套支持,
对于发展可持续经济、 创造就业机会十分重要。
建设运行水设施, 确保人们获得安全可靠的供水

和卫生服务, 再加上合理的个人卫生措施, 对维

持健康、 受过教育的、 精干的劳动力队伍是至关

重要的。
因此, 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必须认识到, 对水利

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更大规模

的、 更可靠的供水是农业和其他水资源密集型部门

创造就业潜力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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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规划、构建和管理从业者的

能力

  经济活动需要水, 也需要有足够数量的技术熟

练的工人。 正如报告中讨论的, 在一些重要领域,
人力资源缺口正在扩大, 无论数量 (如员工老龄化

造成的劳动力短缺) 或质量 (如技能缺失)。 这就

要求国家制订相关规划, 促进与水有关的就业。
通过实施合理的国家就业政策, 各国可将经济

增长战略与体面 (和绿色) 的就业机会, 以及保持

和改进现有工作岗位联系起来。 国际社会做出的承

诺, 尤其是那些有关可持续性 (即可持续发展目

标) 和水与卫生基本人权、 体面就业的目标, 应引

导就业政策的制定。
因为水是经济活动的推动者, 可以创造更多

更好的就业机会。 因此, 供水及整个用水过程的

有效管理, 包括废水管理, 应当成为国家就业政

策和战略考量的关键因素。 以水为重点的就业战

略还应从流域/含水层出发, 将其作为评估就业前

景和权衡各方关系的一种工具。 此外, 它必须考

虑成本与收益、 风险与机会, 必须认识到水与就

业在政治层面的相互关系: 权衡短期收益 (无论

是经济增长还是创造就业机会) 与长期亏损 (污
染、 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 就业岗位的消失等)。

解决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上短缺的方法包括:
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 在教育部门、 雇主 (公共、
私人和非政府组织) 及员工之间建立合作框架; 制

定激励措施吸引和留住公共部门员工; 强化技术和

职业培训; 关注农村地区人员能力建设。 解决人力

资源缺口问题时, 决策者必须尤其重视青年失业、
劳动力老龄化 (尤其在水和卫生行业) 所引发的各

类问题。 这会导致劳动力萎缩, 使毕业生对水行业

工作不感兴趣。

18.4 增加知识储备,推动创新

为了确保政策目标、 行动计划和对水与就业的

资金投入更具一致性, 政府需要增加知识储备, 做

出明智决策。 为此, 以下信息十分必要:

• 水资源的可用性和状态 (质量和脆弱性)
及其变化 (季节性和年际间, 包括长期气候预测);

• 水需求和水分配框架, 包括不同用水行业

(和主要就业领域) 的需求和实际使用 (和不当使

用) 情况;

• 获得安全供水和有效卫生服务的可靠程度;

• 现有与水相关的基础设施 (融资、 运行、
维护) 的效能 (及缺点) 以及资源管理、 服务交付

(供水和卫生设施) 和废水管理等方面 (当前和未

来) 的额外需求;

• 水行业正式和非正式就业情况;

• 依赖水的相关活动创造就业的潜力;

• 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及其他行业人力

资源状况。
除了对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进行投资外, 为

了充分挖掘资源的潜力———既包括人力资源也包括

水资源, 应对可能出现的负面结果, 国家要做出改

变, 改进创新管理, 投资研发, 从中获益。 例如,
在不同行业、 不同国家共享有限的水资源的情况

下, 创新能够引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推动水

分配策略的设计, 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同时提高所有行业的水生产率。 用水效率和水生产

率方面的创新也有可能降低成本, 促进非常规水源

的使用。 反过来, 更高的生产率是通过减贫、 降低

不稳定就业比例以及发展中国家新兴中产阶级的增

长来改善工作质量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
虽然取得了进展, 但我们还需开展更多的研发

工作, 以达到如下目的:

• 开发、 建立和运行新的计算系统, 以进行

监控、 预测、 预警以及风险评估和管理;

• 开发数据库和信息系统, 进行相关建模;

• 监控: 提高分析能力、 遥感, 扩大生物质

量参数的使用, 提高水安全, 抵御涉水灾害;

• 水与污水服务: 智能计量, 国际基准, 提

高私营部门参与度;

• 绿色、 灵活、 多功能基础设施: 为贫民区

和非正式住宅区提供智能卫生设施, 自然灾害和人

为灾害发生后提供紧急卫生服务, 基于资源的分散

式卫生设施服务和粪便污物管理。

18.5 结论

本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做出长期决策, 应对

影响水与就业纽带关系的种种趋势和相互联系。 国

际社会已经设定了有关水、 卫生设施、 体面就业和

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 由此指明了前行的道路,
也为各国提供了实现发展目标的行动框架。

各国应当根据自身资源禀赋、 发展潜力和重点

任务, 制定并落实有针对性的、 连贯一致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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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引起环境退化、 不影响水资源可持续性的前提

下, 在各行业取得平衡, 让体面就业和生产性就业

尽可能高地创造产出。
在这方面, 将水资源分配给和将水服务提供给

不同经济行业, 并提高用水效率、 水生产率和附加

值, 将在很大程度上从国家和地方层面影响高质量

工作的增长潜力。 重点关注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创

造就业机会相关度最高的经济行业, 将是实现成功

的根本秘诀。
重新审视水资源综合管理等框架, 与这些新出

现的复杂因素产生共鸣, 也将是很重要的。 此外,
需要建立更强有力、 更好、 内部联系更高效的体制

以应对不断提升的复杂程度。
为有效地实现这些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 就要

采取综合的方法, 促进诚信、 透明、 问责、 参与和

打击腐败制度的形成。 建立参与和问责机制, 如社

区监督、 社会或社区审计, 同时强调性别平等, 就

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可以确保与水和就业相关行动

的开展, 以获得可持续的、 共同的利益。

33118 政策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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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和缩略词

2030WRG  2030WaterResourcesGroup  2030水资源组织

AfDB  AfricanDevelopmentBank  非洲开发银行

ADB  AsianDevelopmentBank  亚洲开发银行

AU  AfricanUnion  非洲联盟

BAU  Business-as-usual  一切照旧

BOD  Biochemicaloxygendemand  生化需氧量

CAWMA
 Comprehensiveassessmentofwatermanagement
inagriculture

 农业用水管理综合评估

CDP  Carbondisclosureproject  碳信息披露项目

DEWATS  Decentralizedwastewatertreatmentsystems  分散式废水处理系统

DSR  Direct-seededrice  直播稻

EC  EuropeanCommission  欧盟委员会

EIPWater  EuropeanInnovationPartnershiponWater  欧洲水资源创新伙伴关系

ERSAR  WaterandWasteServicesRegulationAuthority  水与废弃物服务监管局

EU  EuropeanUnion  欧盟

EWR  Environmentalwaterrequirements  环境需水

FAO
 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oftheUnited
Nations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

粮农组织)

FPA  Fonctionaresprivadosdoagua  私营水运营商

GDP  Grossdomestic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GLAAS
 GlobalAnalysisandAssessmentofSanitationand
Drinking-Water

 全球卫生和饮用水分析和评估

GRACE  NASA’sGravityRecoveryandClimateExperiment
 美国宇航局的重力场恢复及气候

实验

ICT  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  信息和通信技术

IEA  InternationalEnergyAgency  国际能源署

IFAD  InternationalFundforAgriculturalDevelopment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PRI  InternationalFoodPolicyResearchInstitute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IPPC  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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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LO  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  国际劳工组织

I-O  Input-output  输入-输出

IOM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forMigration  国际移民组织

IRENA  InternationalRenewableEnergyAgency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IWA  InternationalWaterAssociation  国际水协会

IWMI  InternationalWaterManagementInstitute  国际水管理研究所

IWRM  Integratedwaterresourcemanagement  水资源综合管理

JMP
 WHO/UNICEFJointMonitoring Programmefor
WaterSupplyandSanitation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基金供水

及卫生联合监测计划

LDC  Leastdevelopedcountries  最不发达国家

MDG  MillenniumDevelopmentGoal  千年发展目标

MW  Megawatt  兆瓦 (百万瓦特)

NGO  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

NRW  Non-revenuewater  无收益水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

PES  Paymentforecosystemservices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公私伙伴

关系)

PV  Photovoltaic  光伏

R&D  Researchanddevelopment  研究与开发

SAM  SocialAccountingMatrix  社会核算矩阵

SDG  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  可持续发展目标

SME  Smallandmedium-sizedenterprises  中小型企业

UN  UnitedNations  联合国

UNDESA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of Economic and
SocialAffairs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UNDP  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CA  UnitedNationsEconomicCommissionforAfrica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UNECE  UnitedNationsEconomicCommissionforEurope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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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UNECLAC
 UnitedNationsEconomicCommissionforLatin
AmericaandtheCaribbean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

员会

UNEP  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AP
 UnitedNationsEconomicandSocialCommission
forAsiaandthePacific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

员会

UNESCO
 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
Organization 

 联合 国 教 育、 科 学 及 文 化 组 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WA
 UnitedNationsEconomicandSocialCommission
forWesternAsia

 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UNGA  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联合国大会

UN-Habitat  UnitedNationsHumanSettlementsProgramme  联合国人居署

UNIDO
 UnitedNationsIndustrialDevelopmentOrganiza-
tion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联合国工

发组织)

UNISDR  UnitedNationsOfficeforDisasterRiskReduction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WASH  Water,sanitationandhygiene  水、 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

WaterTAP  WaterTechnologyAccelerationProject  水技术加速工程

WBCSD
 WorldBusinessCouncilforSustainableDevelop-
ment

 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

WFP  UnitedNationsWorldFoodProgramme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HO  WorldHealth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WOP  Wateroperationpartnership  水行动伙伴

WWAP  WorldWaterAssessmentProgramme  世界水评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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