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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 2013 年度咨询伙伴会议和地区日活动 

     全球水伙伴2013年度咨询伙伴会议和地区日活动于2013年 8月

26 日～9月 1 日在总部所在地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全球水伙伴中国

委员会派出由秘书长郑如刚任团长共三人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根据会议资料统计，截止 2012 年底，全球水伙伴在全球共组织

建立了 13

个 地 区 委

员会、84 个

国 家 委 员

会、拥有伙

伴 成 员

2820 个，分

布在170多

个国家。今年是全球水伙伴的五年（2009-2013）战略计划实施的最

2013 年度咨询伙伴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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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年,针对战略的实施效果，地区日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对五年

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行回顾。与此同时，讨论下一个六年（2014-2019）

的战略的内容。 

     在地区活动日会议中，代表们听取了过去五年的战略实施的具

体情况，分别从四个战略目标进行了总结，谈到在四个目标执行中，

将所有的活动进行了细化，从整体到局部有序进行。从 2009 年开始，

全球水伙伴一直在寻求可持续性的发展，并将发展重点放在有利于水

利发展并与全球性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到 2011 年，确立了主要的

发展领域，包括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跨界河流以及筹资管理。在此

基础上，在 2013 年形成了水与气候变化的主题发展项目。对于目标

二，开展了通过水安全进行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在全球层面，与联

合国框架公约组织和缔约方大会合作；在地区层面，加强了与世界气

象组织关于洪水管理和干旱管理方面的合作。阿妮娅秘书长指出，从

2014 年开始实施的新六年战略将调整为三大战略目标，为了更好地

实现“建立安全水世界”的最终目标，战略将从“催化政策与实践的

变革”（目标一）与“知识的开发与共享”（目标二）两方面同时实施，

并通过“加强伙伴关系”（目标三）来推进未来的工作。介绍完新战

略第二稿的内容后，与会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分别从战略目标的

细节内容、实施的优先顺序等方面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特别要求应

加入平等以及和水法相关的内容。 



3 
 

     从 2009 年至 2013 年的五年战略实施中资金筹集和运用方面的

情况来看，五年间共筹资 6600 万欧元，其中总部共收到捐资 4300 万

欧元；各地区委员会自筹资金共 1200 万欧元; 收到实物性支持价值

1100 万欧元。全球性捐资来自奥地利、丹麦、欧盟、芬兰、法国、

德国、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其中，捐资

最多的分别是

瑞典、荷兰和英

国；在地区委员

会自筹和实物

性支持方面，地

中海地区委员

会最多。阿妮娅

秘书长特意提

到全球水伙伴

也得到了中国的支持，特别从去年开始收到中国政府的资金支持。她

希望，在今后中国政府可以增加资金的支持，不仅用来帮助全球水伙

伴中国委员会开展活动，也可以帮助到全球水伙伴整体机构的发展。 

     在 9 月 1 日的年度咨询伙伴会议上，阿妮娅秘书长总结了过去

一年 13 个地区所取得的成绩，在谈到中国地区委员会时，她提到中

国委员会举办了高级圆桌会议，围绕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问题进行了

高层对话；此外，在黄河流域成功运用水资源综合管理理念，加强了

对黄河流域的治理，这与黄河水伙伴的贡献和努力是分不开的。从全

2013 年度地区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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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角度来看，全球水伙伴总部与联合国气候变化与合作框架组织共同

在 2012 年 3 月举办了水与气候变化的预备会；在 2012 年 6 月，与联

合国水委员会共同合作，在里约 20 国峰会上完成了对全球水伙伴有

关国家关于水资源综合管理情况的调查报告；2012 年 3 月在法国马

赛举办的世界水论坛上发布了流域综合管理方面的出版物；当年 12

月，在埃及的非洲水周上宣布将于 2013 年正式启动《水与气候项目》

的准备工作；2012 年 8 月 28 日，乌祖拉•舒菲尔•普瑞斯女士被任命

为全球水伙伴的新主席。 

     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地区委员活动日和咨询伙伴会议期间积极参

加讨论，介绍了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面对新的全球性挑战，以国家

的政策和规划为依据，结合水利工作重点运用水资源综合管理理念组

织有关活动，在实施 2009-2013 年的五年战略过程中与本地区情况相

结合的特点，与相关组织和单位开展合作，发挥了跨部门、跨行业中

性平台的优势来开展工作的情况和经验。会议期间，本着广交朋友、

扩大交往的精神，代表团成员主动与总部秘书处的官员和其他地区或

国家水伙伴的代表广泛地接触与交流意见。通过接触和交流，不仅与

各位代表互通信息，交流经验，也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加深了友情，

拓展了合作的领域和范围，达到了积极参与和扩大影响的参会预期目

的。 

筹备《水与气候项目》 

      参加全球伙伴的伙伴咨询会议期间（2013 年 8 月 26 日～9 月 1

日），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代表团与总部相关负责人商谈了关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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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委员会申请参加《水与气候项目》的初步计划。 

 《水与气候项目》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水安全实现适应气候变化。将

筹资 2200 万欧元支持这个项目，项目从 2011 年开始酝酿，2012 年

和 2013 年准备，大部分地区将从 2014 年正式实施，到 2016 年结束。

各地区委员会均可申请，项目涉及全球 60 多个国家。项目的主要内

容包括：制度建设和知识；进一步增加工具箱案例；以及适应气候变

化。在加勒比海、亚洲、美洲和中东欧等各地区实施项目；之后与世

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国家进行合作。全球层面将影响到三个方

面：方针政策（主要是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的气候适应委

员会进行合作）、科学技术（主要是世界气象组织共同实施“全球气

候服务框架”下的粮食与干旱管理项目）、扩大影响（与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

农业发展基金会、联合国培训研究所合作并开展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组织和全球环境基金组织主持的全球援助性项目）。 

    从地区委员会的层面来讲，这个项目将针对各个地区受气候变化

影响所产生的不同问题作出安排，以解决该地区最突出的问题。在中

国地区，计划由福建、河北、湖南和陕西各个省级水伙伴结合本省的

具体问题申请开展这个项目的有关工作。 

    在商谈过程中，总部有关负责人原则上同意中国委员会代表在会

议期间临时提交的项目建议书框架，提出要按有关要求作进一步修改

和补充活动内容。根据项目总体安排，和其他地区一样，中国地区的

项目也将执行三年（2014 年至 2016 年）。根据总部建议，项目被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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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第一年的资金可用于项目的启动和第一阶段的活动；项目建议

书修改稿内容包括项目的背景介绍、项目内各工作包的设计和相应活

动的安排；要求对所有活动做具体阐述，并说明申请经费的用途；项

目建议书中还将包括年度进展时间表和预算，另外还需提交项目成果

的量化指标。各地区项目建议书提交后，总部项目组进行评审。 

 

全球水伙伴和各地区工作动态 

1. 全球水伙伴出版关于城市水资源、跨界河流以及水安全世界的经

济价值的材料 

    2013 年 8 月 30 日，为了更好地在 2013 年世界水周上进行宣传，

全球水伙伴最新出版了三套政策文件，分别围绕“城市水资源综合管

理”、“跨界河流合作”和“水安全的经济价值”三个主题展开。 

   “城市水资源综合管理”提出了城市水资源管理体系的规划、设

计以及管理的手段和方法。同时，

也鼓励城市水管理者将再生水纳

入城市管理体系。“跨界河流合

作”详细阐述了各国/各地区间通

过相互协作共同处理水问题以及

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重要性和

优势。材料中特别介绍了跨界河流合作中存在着的问题，这些问题可

运用相关国际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等内容。“水安全的经济价值”指出

了现今的经济类分析中极少涉及水利投资的内容，但错误的投入可能



7 
 

会导致浪费金钱和毫无效果的后果。因此，材料就水安全投资的意义、

国家水利投资和家庭涉水投资的区别等问题进行了说明。 

2. 全球水伙伴新版工具箱在线平台正式启用 

全球水伙伴工具箱在线数据平台已经使用了 13 年，经过改善，

新版的平台将与全球水伙伴官网相互连接，同时增加了更加人性化的

特性，便于用户更加方便快捷地查找内容。 

水资源综合管理工具箱作为一个免费开放的数据平台一直扮演

着水利电子图书馆的角色，为用户提供背景资料、政策文件、技术材

料以及 200 多个案例分析等多类型的内容。新版本于 2013 年 9 月 2

日正式启用，目前有英语和西班牙语两个语种。 

3.全球水伙伴参加联合国的 2015 年后发展规划的特别活动 

全球水伙伴主席乌祖拉•舒菲尔•普瑞斯女士应邀于 2013 年 9 月

25 日参加了联合国大会在纽约总部举办的特别活动，此次活动首先

回顾了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进程；此外，讨论了 2015 年后的发展规

划。 

在联合国大会第 68 届会议期间的特别活动中就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在 2015 年实现后的机会进行了讨论，乌祖拉•舒菲尔•普瑞斯主

席对于水的后续安排以及全球性定位提出了建议。 

联合国最近发表的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工作进展报告中指出，各

个国家或国家内部在实现目标中所取得的成绩有不少差异，虽然有些

目标已经实现或近在咫尺，但实现的领域并不多。乌祖拉•舒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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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瑞斯主席强调需要一个专门的水方面的目标。她说，一些经济学家

仍然认为，水可以分段分部门管理：这些归农业，那些归卫生，还有

一些纳入生态系统。全球水伙伴认为，当务之急是应制定一个专门的

水方面的目标，以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政治力量以促成可持

续发展的水体系。 

通过本次特别活动，联合国各会员国审核通过了成果报告的内

容，肯定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工作进程，并通过了 2015 年后发展

的新目标。 

全球水伙伴会议信息 

1.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条件下的黄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探索与实践对

话研讨会》将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至 21 日在郑州召开。本次研

讨会由黄河研究会、全球水伙伴中国黄河、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

会主办，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承办。 

2. 《河北省气候变化与防洪减灾及雨洪水资源化研讨会》将于 2013

年 11 月 26 至 27 日在保定市举办。本次研讨会由全球水伙伴中国

河北和河北省老科协水利分会主办。根据河北省旱涝变化规律和

近两年降雨量明显增多以及北部地区发生较大洪水的实际情况，

计划召集相关部门的代表共同探讨气候变化对河北省旱涝灾害的

影响，以做好防洪保安工作的同时调蓄利用好雨洪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