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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ՠ֢ॢаङҒێ

“

ଠڢङԬࣿગޑ澝ҡډङࡊࣿࣿہչҡҶ
ङࡊзࣲୃީҏыঝक़䮬չՕܴՇ
يङҼ୰澞ࣀ৲ͫЊࡊ߄Ҽङ՟य़ொߛ
҅՟З֢؟澝ࣿہ澝ࡺչҸࡇͫࣔӰީ
⽉չҩॿͫהйԮகФИ澞

۩۟શࡊչ࣪ԬࣿொջતմѫљЈএ०ॢаջત
մѫҏ҅՟ؼސп୍םҶࣱொՈ੧Ԉ澞۩ளં୍ٯ؉
ћࢋࣅۃਖ਼եङڏઑչࠪଌ؉ћݕсङܕճ澞
澦ٶՕܴՇيઑ३澧ପଋગؔ▲ЗЋऩ߶չ▲ুӄ
ࡤٺؠՃ⥩⥩ڶङӀѽऩ߶ͫઍજӱࡊչ࣪Ԭࣿொङ
୍ۅ澞֨۩ћؘڐЗՊஶۅङઑ३۩ͫޞշ՝֢எ
॑ѫԈմߛͫЊ՟֢ڄݺ澝ड़߄ୂչࡇ॑ѫՠҁͫӫ
ଭӟ▲Зыыୃਈ߄ࡊङߌߛ澞

䉑ׁݧҮ࣏昳Ї

”

ߪޯמଏҮ࣏昳Ї
ߎޙӹबࠉߎ௺ן
ୀүࣿ昳Јީॢа
ջતմѫٶ
ਙٶङѠП
٭澞
ѕثջતմѫЉՕ۪ङ帖ࣣީ
ઍજӱЗߑߣՕљۨОݐԈࡊз
Џङ߄ԃٗӀ澞ѕڄݺߎޙ؍П
ԄдДࠩߊޝѫઑ澝ઍજӱߎޙछ
ן㼷Јߊࡊثொङҽૠ⼨ٷ
ؔдछݎןՉܛѠ哛ઉП٭ङׂ
ॅ澞
ࢋӤ۞જӱЊࡊ߄Ҽङऒओ۱ଭۨ
ङڧրͫࠉߎүࣿ昳ЈЊܛޞڢѠ
ॢаջતմѫࡊչࢳ؞Ӱ
Ћুش؟П٭ङםஸࡇ֢ӹࣲۈஸ
ԟ䁟Ԩב昳Ј▲⼨ؔдॢаջ
તմѫ֨Зֿङٗҁׂॅ澞
ٶਙן௺ߎࠉͫٶୀү
ࣿܛѠߎޙब澞ѕ֨ٶଫ
Ѝͫцٍٶ澞

ډнԶًࢶ֡ל晽Ї

ਾҺ֢ࣦ澞

ڊоԷٌࣦ֢ם
晽ЈܛѠॢаջ
તմѫٶਙ
ٶП٭澞ѕ֨
ٶखׂͫۨО

ѕࡊثொङࢽەҏ҅ѕыઍજӱ
ؘ࣫ԞٶՇيऩ߶Иङऀࡊչ࣪
Ԭࣿऩ߶ङ୍ۅ澞ѕչ৻ՠ֢
ॢаљ૯ҁөͫએҶЍउୃरӱ
ѕћ֨ҸѨவӹ۴澞ѕӱЍउ՟
֪Њߖࡇ澝ࡊз֝ѽ澝ٗ३٤澝١
澝ୣ੧؟љՃ՟֢ୂչҿѕݺ
ڄؒմѫவͫѮ߄ݮҼࡊொ
ङҒێ澞
Ȕּұ؛ؿઈȕީѕО࣪
Ԭࣿ੧ЗыיсङॳӟۨߧФ
▲澞ͫٶளࡳ՟֢ҫ܅
ӕͫளࡳ՟֢ڄݺࠩҁӟд߄
Ҽ࣪Ԭࣿङ܈મ澞
ЉખѕӹڪѾږ⩽ୃͫהдѽչ
םѨҼࡨͫОॢаջતմѫչ
ࡊொ۸ڐдם澞

哛ઉП٭ङҒێ

“

۩ҁОॢаջતմѫ哛ઉП۩ثͫ٭ћ
ߛٶङٗҁ۟ӱளٯҽࡁޗٷਘ઼澞۩
ћ֨ЗҶࣱਟՖЇ▲फֳ،ㇾѹͫગࡣઆ

Ӑثકךыଭۨڹؠࡣޗङ䡺ՃЉٸङ୍
ࡊםொ澞۩ੱڶ٥߈Ѝउ՟֢ࡕՈॢа
ջતմѫङٗҁͫԆڠԊԃͫગࡣ▲࠵дઆࡊ؍
Ҷࡴࣿث澝ࣿઋչҭࢠࡴԃङࣿہङݼञ澞
ॢаջતմѫङચͫޢՈڱय़يչݷՊީՕ
ਈङ澞٥߈҂ћڱӱࢬԋͫٷ੧ாٗҁ澞

ޯݺ٩֡࣫מ㼥Ї

”

վߧȕޯȕۿׇԎщࢶ㼥Ї

Фקݲȕ৻ڳԧא

ޚտࠆșߎșܞԏ
ъࣦ㼷Ј֨ٶՉ
ՀԆջતմѫͫ
֜Оѕࡂࣿਚԃйݐ
ԈыঝسЕ澝Ԛֿՠ
ҁչИБՃܞѲЍउङࡊࣲз
ԇ澞

ॢаջતմѫ߂
ե▲ѠП٭Хרޑșਬ
ڴԨבђջતմѫ
ۨॹ֨ؼڐմѫ
ٗҁ澞֨߃ٶ
ܛѠП٭Фӹͫ▲װफҁОԀП٭
Њմѫॢа▲הځڶڱ۴֪
ࣲवۼ੧մѫӄٯޙיзԇ澞װ
ҁОӹݺԇࠩͫӀ߄֢எՇيչ
ளࡳзԇސவङߊͫװङ۟
Փԃ߄ԉйҏѪѴҼչՠҁ澞
װЊ՟֢ڄݺङ߄৻ݼحਚੂڱ
ીݺԉ澝ПԄջતմѫѫઑչ
ڱӱثકૅؘךொङ߄ԃܴͫݵ
ػҿީߛਘ֢ڴङܴݵ澞

տࠆъࣦҁОПͫ٭љପ⛻ङધઈ
גםऒշͫҶԃݐԈ࣪Ԭࣿொ
Ճҿॿثչ⽉ङڧր澞
ंйИБقԎЕ㉞ͫъࣦ㼷Ј֨
ٶଃԾП٭৺ԇͫљҎЋࡨ
ИБзԇ澞

ਬڴԨ▲בफࢽ࣪ۿ؛֪ەԬࣿ
ொ澝ࢃஔ߄ҼЗொङॗ㓈ͫ
֨ٷ؆࣪ٺݐԬࣿ澞װଐܴݵ
֢எ࣪ԬࣿٶٶչݐԈ
ٶङ࣪ԬࣿԈ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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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մ
Mahmoud Abu-Zeid

ּՃࡊ࢛չ䍓䆣ୂӹୂ
ͫٶܞѲࡊࣲзѫП٭
ਘͫڐٶЍउࡊࣲзѫ哛ઉП
٭ਘڐٶչһգӫԄы澞
David Boys

Ҷࣱٗѫ৻ՠѫҸһ߆ԇ֢எুৃୂॢ
аͫિુ֪ސչԚֿڄݺҸऀзЏ澝
ґҡչ॑ѫ߆ԇљՃҸһ੧ݺࣲ澞ԣ
લҸһ߆ԇ֢எͧ69/ͨОҏ澝
ুৃչԈմٗثѫ҈ݕङܴݵ澞डषҸ
һ߆ԇ֢எҼй⡭ۋӕөչ૧֢
Ҹ՛ङٗҁ澞
Juanita Castaño

৻ՠ֢࣪ઁӦ০࣪০াԄҸ
ӹПѠ澞֢எਘࣀґ৻ܔनਘࣀґܔ
৻नҼйՕܴՇيொЍउѫ
ઑӹࣔӰுͫ߀ܛѠਘࣀґ৻ܔन
ԚֿПѠ澝ւѰࡁоיсୂԀୂͫٷ
֨৻ՠ֢࣪ЊՇيѫઑ࣪Շѫઑߊ
ܛѠւѰࡁо৻ՠ֢ї੮澞
Margaret Catley-Carlson

ҁОԆܳיםсؒ澝৻ՠ֢ҩॿׂѫ
ҩׂѫԀٴۈз澝Ԇ֢ܳםஎڐՇ০չ
ыՍࣲзѫПߛٷͫ٭ਘиԝ֚Зࡊз
ू९չݺঌմѫИͫ▲װफђз߄Ҽ
ࡺՃ॑ѫՇيङҶࣱۅொչࣲٗ
ҁ澞
Chen Lei

И֢ࡊӯୂୂ澝֢؟அ㿀ܐ㨈ܼܶۈ
ୂԀܼܶۈ澝֢ԇஓԧࡊԘલٗ३ڏગ
մѫۨմ澝֢ԇஓІِٗ३ڏગմ
ѫմ澞߀ܛѠИ֢ޏऍ⪂ضਘ࡞Ԛ
ыࡇڄݺԀПٶ٭չࡊӯ
ୂԀୂ澞
Giorgio Giacomelli

۞םӯ҅ם澞ӹՇيՠҁԀٴۈз澞
۞םӯফୌչՋӯоӹ҅ם澞ܛѠ
ଋ৻ՠ֢Ԁॢа࠴ͫٶ
ܛ߀ͫיѠ৻ՠ֢Б֪Ԛٞԏގ
ַࡇ㦈ࡺչٗ३הБ㦈ࡺٗ३ה
ПѠЋմչ৻ՠ֢֢எ哦࣒ӲઁӦ০
;4*)6ۼ੧ٴۈз澞৻ՠ֢ыߓ
մѫࣔӰܕճմٶ澞ࡊӯ
ݙԉুৃӹП٭澞

Kenzo Hiroki

֦֢ߎޙсପमͧ32/:ͨЈङ֢֦сପ
؆ஓԀஓ澞ߎޙӄ昳ॢаהӹմ澞
֢֦сପमࡊ࢛ઁӦ՛ӹ՛澞Ҷࣱ
ࡊ࢛ՠҁͧ-=6ͨܶحմѫۨմչ
ԀП٭澞আІهЍउࡊ࢛ખִԀॢа
ٶ澞
Omar Kabbaj

ݦւ֢ࣦு澞ளࡳڐՇୣ੧哛ઉ੧
澞ளࡳڐՇୣ੧ӹ੧
ٶ澞ࡣ֢ڐՇ০嗋зѫۨմ澞
Olivia la O’ Castillo

оࡳՃٵןՕܴՇيઆӐͧࠄސ
9*9'6ͨП٭չӫۨڏմ澞ୃםѫਘ
ߛࡊչЈࡊଳ嗋зѫ嗋з澞ߎޙ䇣
ૌ࣪০֢எ࣪ߐ܉Иڶ嗋зѫӹ嗋
з澞оࡳՃٵןՕܴࢃોչࣿф֤
ࠅѫઑӹП٭չિુы澞
Antonio Miranda

ࡊ࢛չԬࣿગٗޑ३٤澞ٞҸऀ
зЏੈӹП٭չિુыͫٞם
ୃѫਘߛࡊչࡊڅੈԣѫӹિુ
ыͫ֨ٷથֿ߄Йئ澞֢எ✼
ઑՀЊৱͫەރךӑҁОҸһୂ
ࣲЋ؟ͺҶࣱࡊੈѪѴҼ৻न
আ▲ܶحմѫۨմ澞
Maria Mutagamba

Хٴଇޓ澝ࣿԈ࣒ࠛչՎ࣒ୂ
ୂ澞ܞԪԚઑѫઑմ澞ࡊ࢛
չ࣪ୂӹୂٶ澞
ࡊ࢛ӹ֢ԇୂٶ澞
ளࡳୂࡊࣲ࢛зѫӹПͫ٭
ٶ澞
Poul Nielson

ࠬࡳ৻नՇيչыଳПУݙԉӹЋ
մٶ澞Н௮Շيՠҁ
ٶչਈ࢛ٶ
ୂ澞Н௮ઑѫઑմٶ澞

Gérard Payen

ѕҁО҈ࡊ߆ԇङؘ૪ৱͫҿ۱حङ
▲܅Ҹ՛ͫמէьךы؍҈ݕҶࢊ
ࡊͫեߛિુࡊ৻֢எड़ыࡊ࢛
ੈ৻ՠѫ澞ѕ֢֨எ॑ѫङٗҁͫޜ
֨ҏࡊࣲ࢛ͫљՃପଋױङҸ
һݺঌљ҈ݕܴݵ澞
Judith Rees

ਚԃйࡈҘՊԗЊ࣪ू९ङѰނ
ࡺ؆ஓࠀҺ䜝ू९۱Ԁ۱ͫ࣪
չࣲ࢛٥݉ݾ澞छࣲ֪؟؆ѫӹ
ѠП٭澞߀ܛѠѰނࡺ؆ஓԀஓ
ٶչїஓ
ٶ澞
Richard (Roy) Torkelson

ݕԟ١֫ીԇܛґҸ՛ٯԇ嗋з澞߿ݦ
২ߥҸ՛ӹ٤ͫ২֢չা
ٖڄݺۼ੧ыմͫ֨ࡊ࢛बҼ
ֿ壝ӫސޏவЙײͫئ২֢չՇ
يИ֢؟ङׂ࣪ڲ澝ࣞչத壝
ৈߣ澞
Yordan Uzunov

ґԆӯоӹ࣪ୂԀୂ
ٶ澞֨ͫٶґԆӯоॠ؆
ஓޯପࣿہ؆ИؘסͫПܴ࣒ࣿܶ
ॐչ࣪છѳ澞ࣿ֨ͫٶ
࣒ۅ߽ךչࣿہू९۱ͫѠࡊࣿہ
ПѠ澞
Koos Wieriks

ਾҺׂॅગޑչ࣪۫ୂऋுͫ֨
֢؟澝૧֢չ֢எࡊݺঌИࡤٺ߄ܨ
澞ґܔੀ咯֢எմѫӹѠॢ
а澝ԭؿچоҸһٗ३ୂङࡊ
࢛ு澝ਾҺࡊ࢛ջતմѫа
ઓ澝Һ࡞ъࣦ֚ыுͫљՃਾҺ
ѻ߭ߥ҅םௗՀ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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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ngel Gurr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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ࡺՠҁЊՇৃুي5+)*ॢа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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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Seung-s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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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咨询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2004年初，当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先生，请
求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先生就如下想法进行思考和落实
：将杰出人士聚在一起，就如何解决地球上最重要的水和
卫生问题出谋划策，提出一些可以实现的建议和明确的行
动计划，并提供给高层领导，激励国际社会采取措施，以
实现饮用水和卫生的千年发展目标。前首相和他的各位继
任主席都接受了这些挑战。
秘书长咨询委员会是一个约有20名成员组成的国际小组，
在成立之后的10年间，总共举行了25次会议。咨询委员会
成员均由秘书长办公室选任，他们都是积累了二、三十年
各种经验的有识之士，这些委员不代表各自的国家和利益
相关团体，随时准备以个人身份作出贡献，利用他们各自
的关系和影响力，帮助将水议程中最需要促进的领域向前
推动。
这肯定也有不利之处：由于没有建立内部更新机制，使我
们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并且选用有不同技能新成员的进程
极其缓慢。更严峻的是，在咨询委员会运行的11年间，没
有编列任何联合国预算，需要不断寻求捐助者的慷慨资助
。此外，将水和秘书长咨询委员会这两个问题列入秘书长
优先事项清单，也是长期挑战的。
为了取得最大的效率和影响，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不编写
有关目前水资源状况的报告，也不执行项目，因为其他机
构已经在进行这些工作。相反，我们将委员会成员作为改
变的主要推动者，并具体提出水资源部门的利益相关方需
要作出的改变。所有咨询委员会成员都没有薪酬，我们的
工作单位允许我们使用私人时间开展此项工作。
尽管我们对许多事都有不同意见，但我们全力寻求共识。
我们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主要在于了解现有各项任务授权，
研究至今已经接受的各种决议和决定，以及设法提出能推
动实现有关水和卫生的千年发展目标的新办法。鉴于此，
委员会决定进行高级别劝说，敦促水务部门采取更快和更
好的行动，消除数百万人的恶劣用水条件困境以及生态系
统的退化。
至今11年过去了，秘书长咨询委员会已经到达了它的旅程
终点。因此，此刻我们应该审视所完成的工作，思考它们
是如何实现的，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而尤其重要的是指
出未完成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全世界的
水问题。主办单位和国际金融机构(非洲开发银
行和伊斯兰开发银行)的支持极其重要和不可或
缺。咨询委员会成员所属机构的支持也十分关键
，使我们能够将时间和精力用于这些会议以及
我们的筹备和后续工作。
秘书长咨询委员会会议
地点
日期
纽约联合国总部........................... 2004年7月
日本东京....................................... 2004年12月
意大利罗马................................... 2005年11月
德国柏林....................................... 2006年2月
墨西哥墨西哥市........................... 2006年3月
法国巴黎....................................... 2006年7月
突尼斯突尼斯市........................... 2006年12月
中国上海....................................... 2007年5月
哥伦比亚卡塔赫纳....................... 2007年11月
日本东京....................................... 2008年5月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2008年11月
保加利亚索非亚.......................... 2009年5月
荷兰阿姆斯特丹.......................... 2009年12月
新加坡........................................... 2010年6月
大韩民国首尔............................... 2010年11月
纽约联合国总部.......................... 2011年6月
德国波恩....................................... 2011年11月
巴拿马巴拿马市........................... 2012年6月
肯尼亚内罗毕............................... 2012年11月
意大利米兰................................... 2013年5月
匈牙利布达佩斯.......................... 2013年10月
新加坡........................................... 2014年6月
日本东京....................................... 2014年10月
大韩民国庆州............................... 2015年4月
纽约联合国总部........................... 2015年11月

有些主办单位和其他捐助者为我们提供了秘书
处、举办了个别会议并支付了费用。我们感谢中
国、丹麦、法国、意大利、瑞士和比尔及梅林达·
盖茨基金会。还需特别提及日本、荷兰和德国政
府，它们多次提供多方面的支助，德国政府还出
资使这份最后报告成为可能。

当然，至今已经完成了许多工作，但有待解决的水资源挑
战仍然很多，而委员会最关心的是有许多工作必须进行。
因此，我们这份报告——我们的第一份报告并且也是唯一
的一份报告——不是渴望自我表扬，而是想要留下我们的
经验教训，或许这有助于他人日后运用。鉴于此，在这最
终时刻，我们一致促使大家采取行动！

我请求你们向我提供最开放、

诚实和独立 的咨询意见。
科菲·安南，2004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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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改变世界水问题的七个关键点

在我们开始工作时，咨询委员会确定了一系列需要给予最迫切关注的变革性改变，而以一致的声音
落实这些改变，就有可能取得最有意义的影响。深信全力落实这些变革任务将能改善人民福祉并在
我们任职期间指导我们的工作和行动。

1. 关注水和环境卫生问题：建立立即采取行动的决心 . . . . . . . . 6
2. 饮用水：更多、受到管理、受到监测和使其安全可靠 . . . . . . 7
3. 将环境卫生纳入主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4. 促使增加和提高资金流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5. 促进更好的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综合
管理项目和水-能源-粮食-环境联系：
国家内部和之间以及跨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6. 要求联合国注意防止污染、废水处理和安全再利用 . . . . . . . 11
7. 推动预防和防止与水有关的灾害造成的死亡和损害 . . . . . . . 12
对未来各咨询小组的建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未竟事业和未来任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显而易见，我们的
成功是因为其他人
愿意采取行动——

当我们指出我们为这些成就作出
一些贡献时，我们认识到，那些
决定要作出改变的人的贡献也必
不可少——

他们采取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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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注水和环境卫生问题：
建立立即采取行动的决心

我们侧重之处

尽管水危机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缺水的环境，并陷
于日益严峻的洪灾和干旱、生态环境退化以及政治紧张加剧的
水稀缺区，但水仍被过低估值和不当管理。对这个问题缺乏关
注的现象随处可见。大多数国家没有对水资源尤其是对废水的
数量和质量进行足够监测，对卫生环境和饮用水的监测也依然
是一项挑战。有很多国家对与水有关的灾情采取应急措施，但
却不将水风险纳入其发展规划。与其他类型的基础设施投入比
较，用于水的资金极其欠缺。我们将废水和毒素排到水中。我
们没有对跨部门和跨区域或跨国界的共享水源基本规则给予足
够重视。无法得到足够的饮用水和卫生环境问题使数十亿人，
特别是最穷困的人陷于绝境。水问题至关重要，但其管理极其
困难，并且时常各自为政或受到忽视。尽管有应对办法、创新
、新想法和成功案例——但为了推广这些，咨询委员会需要说
服主管水部门的最高层决策者。

事实说明 *

根据对社会的影响，企业将水危机评
比为全球最高风险

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

预期2000年至2050年间全球水需求
将增加：55%

2012年经合组织

目前居住在河流水域而其用水量超过
补给量的人数：超过17亿人
2012年格里森等人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将重点放在国家和组织的最高管理层。我们
各位主席承担了主要作用。我们各位成员及其支
撑组织使用了各方关系。我们的目标是设法改变
各式各样的水问题，并特别集中力量于实现饮用
水和环境卫生的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后来为水和
环境卫生达成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构思了专门有关水管理和卫生支助的信息并
向国家和国际的最高主管当局提供这些信息。我
们致力于设立新的区域水机构、策划与金融机构
的会议、发表主旨演说、对国际机构作出改变和
劝说国家领导人。

我们出席并有时共同主办世界各地的会议，从国
家会议到区域审议到全球论坛，不一而足。
在我们所有的宣传活动中，都强调水和环境卫生
在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改善健康和教育及消
除饥饿)中的关键作用，及其与能源和粮食的密
切关系。
当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明确延续原来的千年发展
目标后，咨询委员会全力推动并积极参与国际
努力，以便设定一项专门与水和卫生环境有关
的综合目标，其中还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具体目
标和合适指标。

我们设法将水问题加入到国际会议的议程和展
览。我们推动将环境卫生列入峰会议程及其宣
言。我们敦促各国政府采取国家行动。我们劝说
联合国成员国支持联合国系统有关水的倡议，并
在台前和幕后采取行动，提升联合国水机制组织
的能力。

*

这份出版物中提到的所有事实根据和照片出处均可参阅：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topics/water/unsgab/finalreport/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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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饮用水：
更多、受到管理、受到监测和使其安全可靠

我们侧重之处

我们强调建立更好的饮用水系统需要以下重要先决条件：
• 需要改善公用事业和供水系统的管理能力，提供质量更好的水；
• 表明现实状况，即国家在建立全国信息、监测和报告系统方面需要支
持，而在全球至少需要彻底整顿现有饮用水的监测和报告系统；
• 迫切需要增加供应饮用水给没有饮用水或供应不足的人、将注意力放
在提供未污染的水，以及消除改善的饮用水和安全的饮用水之间的混
淆。
委员会利用它的关系、在国际系统中的影响力以及对国际组织的了解促
使许多行为体作出实质性的改变——我们很荣幸一直是一个受欢迎的合
作伙伴。例如，我们参与了建设性的讨论，并在许多场合就享有安全饮
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问题与特别报告员合作，挑战国际水事部门对新
观念和新想法的质疑。

事实说明

仍然缺乏改善的饮用水源的人数：全
世界人数的十分之一(6.63亿人)。
无法得到改善的饮用水的人数：十分
之八生活在农村地区；在城市和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无法得到饮用水的人数
正在增加。
2015年世卫组织/儿基会联合监测方案

饮用水源遭到粪便污染的人数：至少
18亿人。

2014年贝恩等人)

我们做了什么
早期，我们侧重于敦促联合国对数千个绩效不佳的公共水
事和卫生单位，主要是市政部门，构成的挑战采取行动，
将其作为实现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先决条
件。科菲·安南秘书长随即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并指派联
合国人居署设立全球水运营商伙伴关系联盟（GWOPA）。
GWOPA在发展伙伴的帮助下，帮助设立了几十个事业伙伴
关系，建立了促进各个联盟工作的区域平台。
同样，与世卫组织/儿基会的联合监测方案（JMP）很早就
建立了联系，以便敦促对全球和国家数据库以及分散数据
的监测、基准和整合做出改善。我们在2008年4月公布的
“监测和报告：获得水和卫生设施的进展——秘书长咨询
委员的评估”文件使联合监测方案积极作出反应。它迅速
对秘书长发出呼吁，导致提升了所欲达成的目标，并重新
启动联合监测方案/联合国水机制的卫生设施和饮用水（
GLAAS）全球分析及评估方案的战略咨询小组。秘书长咨
询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前后担任了3年该小组的主席。这项
工作帮助改善了联合监测方案和卫生设施和饮用水全球分
析及评估方案的产出，它也促使各界对水和环境卫生监测
的更加关注，包括来自经合组织。
2012年，联合国宣布获得安全饮用水的千年发展目标已经
达成。秘书长咨询委员会加大了它的宣传力度，指出具体
目标和代用指标(用于“改善的饮用水源”)之间的差距，
代用指标原本用于衡量改善的水源：饮用水源只是得到了
“改善”，这和饮用水真正安全之间还有分别。联合国水
机制组织正式确认，大多数不安全的饮用水都被归类为 “
得到了改善”。在许多方面，已经作出了改正：安全就是
指安全，就是没有污染。不过，在许多其他方面，包括联
合国正式文件，错误仍然存在，因此，全球对安全饮用水
的需求被严重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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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监测的结果是秘书长咨询委员会发挥积极作用，拟
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详细目标和具体目标提案。我们还
帮助联合国水机制拟定了支持2015年后与水有关的具体
目标所需的10项指标。我们敦促联合国水机制通过鼓励联
合监测方案监测新的和提升的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指
标，以及通过建立监测废水和水源所需的新监测机制的方
式，加强2015年后的监测能力。这项工作目前在联合国
水机制全球扩大水资源监测的倡议下进行。

秘书长咨询委员会的观点：
未来的步骤和所需的行动
安全就是安全。为了结束混淆，联合国、各国政府和其他
相关行为主体在指未污染的饮用水时应仅使用“安全饮用
水”一词。
为了使人人都能公平得到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必须
迅速推动扩大饮用水服务。为此目的，各国政府必须快速
加强体制改革、增加供资、消除腐败，并加强水服务部门
的能力。
组织和加强国家和全球对饮用水质量的监测。
世卫组织、儿基会和人居署应作出努力，确保使全球在农
村地区获得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的倒退情况得到更多
报道。

3.

将环境卫生纳入主流

我们侧重之处

由于环境卫生问题是一项禁忌，而且个人卫生问题未被重视，
它们都没有被列入2004年的工作方案。厕所、排泄物和相关
的身体功能都是极度令人感到不快或甚至不便启齿的议题。如
何与政府谈论这些问题？咨询委员会集中力量，设法公开谈论
环境卫生问题。我们运用影响力游说联合国成员国，希望它们
提出前所未有的关于环境卫生的决议。我们推动将环境卫生问
题列入区域峰会议程及其宣言。我们主席与拾荒女性握手。为
了显示个人卫生遭到忽视的情况，他和秘书长在国际摄影机前
洗手。政治领导人和公众人物都一起大声疾呼，喊出心声。我
们支持作为重要促进效应的各种独立倡议，如可持续环境卫生
联盟和世界厕所日。我们对外宣传指出，环境卫生是一个好的
经济投资，它能带来尊严、平等和安全，对身体健康和维持清
洁环境都极其重要。

事实说明

全世界几乎有7亿人没有达到基本环
境卫生的千年发展目标。
全世界几乎有7亿人没有达到基本环
境卫生的千年发展目标。
露天排便的人数：全世界人数八分之
一(9.46亿人)。
2015年世卫组织/儿基会联合监测方案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提出了一个想法，使2008年成为“国际环境卫生年”，
以便应对环境卫生问题的挑战。我们还接触了一些国家，要
求它们提出联合国相关决议。在打出国际年旗号之后，我们
提出了一项“到2015年的环境卫生动员”的机制，呼吁各
国政府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加倍努力。这项工作得到大会
2010年通过的一项决议的支持，其中首次要求停止随地排
便。我们当时的副主席与卢旺达总理在2011年基加利召开
的非洲第三次环境卫生会议一起启动了这项动员活动。所有
这些工作最后为2013年常务副秘书长的“环境卫生行动呼
吁”和同年大会通过的“人人享有环境卫生”决议奠定了基
础。该决议正式将11月19日定为“世界厕所日”。
在2006年突尼斯举行的紧张会议上，非洲各国部长和非洲
开发银行高级官员全力促使非洲领导人需要一起为环境卫
生问题发声。我们与非洲联盟(非盟)和非洲水事部长理事
会密切合作，在2008年通过了开创先例的非盟《沙姆沙伊
赫关于水和环境卫生宣言》。
我们全力支持新出现的推动区域环境卫生问题会议的倡
议，并与相关国际机构和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提倡
者合作制定和推动通过具体的‘新’国家承诺。2007
年，秘书长咨询委员会与亚太水论坛主席一起在日本别
府推动召开了第一届亚太水资源首脑会议。为使拉丁美
洲环境卫生进程拥有部长级的动力，秘书长咨询委员会
2007年的一次会议在波哥大与美洲开发银行和第一届拉
美环境卫生会议前后同时举行，并在2012年筹备第三届
拉美环境卫生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议。委员会作为非洲水
事部长理事会的合作伙伴在各次非洲环境卫生会议特别
是在2008年南非德班举行的第二次非洲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会议(AfricaSan+5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次会议
促成了开创性的“埃塞克维尼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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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显示卫生不良和营养不足密切
相关，我们建议将2015年世界厕所日专门用于讨论这个已
被各方接受的议题。
秘书长咨询委员会已经达成了它加强注意环境卫生问题的
首要目标。现在随地排便是一个大家公开讨论的议题，各
国总统都宣布了人人享有厕所的光明前景，并且还推出了
一个环境卫生木偶。无线电、电视节目和博客论坛都在谈
论厕所和环境卫生议题。

秘书长咨询委员会的观点：
未来的步骤和所需的行动
尽管取得了进展，关于环境卫生的千年发展目标至今没有
达到。我们呼吁全世界：
将重点扩大到家庭以外——在学校、诊所、工作场所、
市场和其他公共场所都需要厕所。
优先将环境卫生作为预防性药物，打破疾病和营养不良的
恶性循环，这对妇女和儿童特别重要。
严肃对待扩大环境卫生链上的新技术和启动另一次环境卫
生革命，将其作为迈向2030年的主要经济和医疗动力。
通过认识到将人类排泄物作为资源使用的潜力，应将环境
卫生问题作为一个商业案例处理。
消除经期卫生管理议题的禁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应将其
作为优先事项加以处理。

4.

促使增加和提高资金流动

我们侧重之处

多个委员会成员与金融部门拥有的强有力联系被用来支撑官方立场和网
络，利用他们作为委员会成员的身份，以便于：更好地了解金融问题、
更好地监测目前资金流动数据以便作出更好的政治决定、对水资源的供
资可能性具有全球新认识、更加了解地方融资的障碍、更好地使用财政
资源。我们致力于消除使资金无法满足水事部门投资需求的障碍。在这
方面，我们认识到市政当局和水务部门需要有更好的借贷和资本市场，
这意味着需要克服各种障碍。

事实说明

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改善的饮用水和
卫生设施的估计经济损失：国内总产
2012年世卫组织
值的1.5%。
世界各国用于公共用水支出的优先程
度不同：从少于国内总产值的0.5%到
超过2% 2009年世界银行和2014年卫生设施和

饮用水全球分析及评估方案

发展中国家无力支付基本运行和管理
费用的供水公司数目：超过三分之一(
共调查了1700家供水公司)。
2014年国际基准制定网

我们做了什么
经常与各个开发银行举行会议，这为劝说银行官员支持与水有关的新
举措提供了良好机会。多个成员国在充资和供资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与区域开发银行签订了若干备忘录，并为一些委员会成员从事各
种政策问题的工作提供支持。我们与养老基金进行了讨论，鼓励它们
对水事作出投资。
在与世界银行行长举行会议后，一起组团到秘鲁(2009年)和肯尼亚
(2012年)进行视察，研究地方水事部门无法便利和便宜地进入地方资
本市场的障碍，并且探索可能的解决办法。通过这次活动，在肯尼亚
设立了一个关于水融资问题的部委间工作小组。这些国家收集的证据
使委员会对水事部门的融资瓶颈问题有了明确了解。
经合组织秘书长荣幸地成为秘书长咨询委员会成员，这使双方都获得
好处。秘书长咨询委员会在2005年强力支持经合组织加大注意与水
有关的挑战，并且还成为经合组织在构思和讨论前十年制定的一些重
要水管理和监测工具时的一分子。例如，我们有力支持经合组织
2009年的开创性文件“为每一个人管理水”，其中强调水融资的模
式，认为不偿还的资金流动始终是收费、税收和转让资金(3Ts)的一
种混合形式。
我们也鼓励卫生设施和饮用水全球分析及评估方案跟踪各国水经济；
它们的第一份详细国别研究报告显示，在水方面的支出远远超过预期
数额。
几年来，我们与各国部长和高级官员在世界各地举行的会议为解释和
呼吁制定国家供资政策和优先次序提供了场所。但令人遗憾的是，我
们与官方发展援助官员多次举行的会议都没有导致他们更加关注平衡
使用其他非官方发展援助发展水事业，以提升官方发展援助效益。若
干双边组织(例如，在法国、荷兰、德国的组织)和一些多边机构(例如
非洲开发银行)在回应秘书长咨询委员会就“影响”而不只是就“投
入”所作的要求应答，开始报告由于它们的融资而获得水和卫生设施
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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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咨询委员会的观点：
未来的步骤和所需的行动
在全球层面，继续强力支持在国家预算内对水和
环境卫生服务以及水资源管理给予更高优先。尊
重和鼓励为当地环境卫生和废水管理增加供资的
政治承诺。
在国家层面，寻求各种财政资源，包括使用费和
公共预算、克服本地货币资本市场融资的障碍和
找到结合收费、税收和转让资金的方法，以确保
所有公用事业提供改善的服务的财务可行性。
更妥善地使用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优惠融资，以
便运用非官方发展援助的资金并为编制项目提供
技术援助。
鼓励通过卫生设施和饮用水全球分析及评估方案
和其他相关财务监测举措更好地了解全国有关水
的支出。
通过彻底估计相关经济费用和效益的方式，推动
实现所有与水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水事部门作出更大努力申请和使用提供给适应(
和减轻)气候变化措施的资金，例如，来自绿色
气候基金的资金。
加强对水事业有关资金筹措进行的应用研究，将
其作为实现2030年水议程的主要投入。

5.

促进更好的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综合管理项目和
水-能源-粮食-环境联系：国家之内和之间以及
跨部门

我们侧重之处

从一开始，委员会若干成员就预备为各种用途加大整合区域、
国家和地方的水资源管理。这项工作称为水资源综合管理或简
称为IWRM。过去十年，日益增多的环境风险、资源退化和短
缺受到了严重关注，它们都对粮食、能源和水安全，以及经济
和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水-能源-粮食-环境联系能辨识到水、能
源和粮食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要求采用涉及跨部门平衡和
综合的管理办法。我们深信通过一项全球法律基础将能更好地
管理全世界250+条共享水道内的事务，因此，我们使用委员会
成员与各主要组织的联系支持它们，使《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公约》获得批准。

事实说明

预期到2035年用于能源生产的淡水需
求将增加20%。

2014年世界水资源评估方案

全世界用于农业的淡水份额：大约
70%。

2014年粮农组织

预期生活在受到严重水压力的河流流
域的人数将会增加：从2000年16亿
人到2050年39亿人（超过世界人口
的40%）。

2012年经合组织

我们做了什么

在2005年，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同意向联合国第十三届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报告它们的水管理计划。这是自2002年在约翰内斯
堡举行2002年地球首脑会议以来，联合国首次讨论水问题的重
要会议。在提出报告数目不多的情况下，委员会与秘书长办公
室合作，与每一成员国进行了接触，敦促它们遵守规定，报告
数目随之显著增加。
为了激励各方支持，委员会成员在发言和会议期间，发布了两
份基于全国水管理的全球水伙伴关系调查，以及水资源综合管
理项目。我们成功地鼓励亚洲开发银行增加对水资源综合管理
项目的资金。我们强调，水资源综合管理项目必须包括水资源
的分配、养护和保护。我们成功地为水资源综合管理项目进行
游说，将其纳入关于水和环境卫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秘书长咨询委员会当时的副主席也是2011年在波恩举行的水、
能源和粮食安全联系会议的副主席，与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承
担了会议的执行工作。同时，秘书长咨询委员会帮助推广了这
个概念及信息：增加政策一致性、快速得到服务、费用少和多
办事、停止浪费和尽量减少损失以及珍惜自然基础设施。根据
这些关系，秘书长咨询委员会支持区域机构就区域优先事项进
行联系对话。例如，2012年11月在肯尼亚内罗毕，非洲联盟
与秘书长咨询委员会共同举办了“水-粮食-能源联系高级别非
洲对话”。这项活动成为非洲大陆随后各项与联系有关的活动
的参考点。
我们的主席在若干双边会议包括与国家元首举行的会议上，推
动了联合国水道公约的批准。主席和当时的副主席参加了在南
非开普敦举行的2008年各国议会联盟大会，亲自与主要议员进
行了互动。副主席发动的向世界各国议员写信的做法帮助增加
了批准的数目。为了推动世界自然基金会促进该公约的工作，
我们在2009年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水论坛上共同主持
了有关这个议题的一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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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咨询委员会的观点：
未来的步骤和所需的行动

在所有级别都将水安全作为优先事项处理并
将水事问题列入所有17个全球可持续发展
目标。必须更加强调水稀缺、水污染和与水
有关的生态系统的恶化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构
成威胁这个事实。
各国政府应采取行动，通过促进和加大工
业、农业和城市水养护措施的方式，改善
用水效率和可持续性，因为这都是解决水
稀缺问题的关键。
最低限度，应遵循农业、工业、城市、水源
和公共卫生及灾害风险的综合管理规定。在
水资源综合管理计划之外，通过改革体制和
加强水资源的监测和报告，作出实质改变。
大规模落实联系办法，以便增进全球一级的
跨部门决策。以更加专门的研究加强科学基
础开始。分享使用这种联系方法并获得成功
的经验教训，而这种成功案例在越来越多的
地区不断出现推动联系的方法，包括将这种
方法结合到政策和确保高级别承诺的从上到
下的方法，以及通过具体项目进行的从下到
上的方法。
维持进一步批准联合国水道公约的势头，以
便得到真正落实。

6.

要求联合国注意防止污染、
废水处理和安全再利用

我们侧重之处

未处理的废水对身体健康、水资源和广大环境都构成威胁。令人关切之
处有水体污染造成的环境负荷日益增加，以及城市居民、工作人员和农
民曝露在未经处理或稀释的废水环境之中。当我们的工作刚开始时，预
防水污染和管理废水都不在国际议程上，通常也没有受到本国政府的关
注。农民和有些非政府组织已经在使用废水再利用的做法，有些政府还
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废水政策，专业人员正积极推动废水管理，国际金融
机构正在作出重大投资。但联合国没有制定优先次序，也没有对政府提
供政策指导。秘书长咨询委员会进行了三方面的重点工作。我们的首要
努力集中于城市废水管理，并着重指出各种与工业和农业污染有关的问
题。其次，我们设法通过废水再循环和安全再利用的方式，提请注意增
加水供应和减少能源消耗的潜力。第三，拥有相关专业知识的委员会成
员与相关机构，在各个论坛讨论制定全球监测标准的重要议题，及与相
关结构合作以提升水废水管理的目标。

事实说明

没有关于废水生成、处理和再利用数
据的国家数目：57个
各国废水平均处理率：高收入国家，
70%；中等收入国家，约33%；低收
入国家，8%。

2013年佐藤等人

2000年至2050年间，全球废水产生
的含氮废液预期增加180%，含磷废
液增加超过150%。

2012年经合组织

我们做了什么
2009年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水论坛取得了首次重要成果，
当时各国部长决定采取措施，展开废水收集、处理和再利用，以及各
地市长在其最后决议中将废水问题列入其中。
这是首次认为废水问题应该被持续跟进的重要会议。三年后，我们成
功地进行了游说，使卫生和废水成为在马赛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水论坛
的主题：废水问题在正式会议和在部长级圆桌会议都受到讨论，并在
论坛宣言中被显著提及。
我们是联合国内游说对废水问题给予更多关注的团体之一，我们促使
联合国水机制成员以更加均衡的方式思考各式各样的水问题，而不仅
仅只是集中讨论饮用水或水的使用问题。联合国水机制逐步处理了这
项问题，它在2009年设立了废水管理工作组，在2010年设定了联合
国关于水质的水专题优先领域。它还决定，2010年世界水日应关注
水质问题，并将其主题设定为“保障清洁水源，创造清洁世界”。同
一年，环境署和人居署公布了“有害的水”的报告。这是全球第一份
有关废水、污染和供水质量相关威胁的联合国研究报告。它为随后联
合国水机制的运行、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后续活动包括全球废水倡议，以及决定将废水问题作为2017年世界
水日的全球主题。
废水问题现在已经开始列入重要的行动政策文件。在秘书长咨询委员
会持续倡导之后，减少污染和废水管理已成为里约+20会议成果文件
的一部分。列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它的一个具体目标，以期通
过减少污染和将未处理的废水减半的作法，达到改善水质的目标。
我们与各区域开发银行，特别与非洲开发银行进行合作，将其可观的
废水管理和再利用投资方案进行分散管理，使小型社区、村庄和非政
府组织能够运用。
委员会成员努力不懈地指出废水监测的意义，并向各个工作小组提
供了有关制定指标、标准和具体目标的实质支助。在里约+20峰会之
后，我们倡导联合国水机制建立一个全球监测机制。这项工作促使
设立了全球扩大水资源监测倡议，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全球废水和水
资源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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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咨询委员会的观点：
未来的步骤和所需的行动
各国必须制定国家废水政策和总计划，包括成本
估计、实施时限和可持续的融资计划，使资本投
资计划与国内外供资来源相互配合。它们还必须
更加注意废水设施的运行和维修。在考虑到所有
可用的技术选项基础上，国家政策必须包括防止
污染和废水安全再利用方案，以及现场和非现场
环境卫生设施。
国际金融机构，以及联合国和具有废水管理能力
的双边组织应加强它们对各国的支持。联合国水
机制成员应将推动废水战略的成功经验提供给各
方。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6.3的各项全球性指
标的选取应根据它们所具有的促进目前国际进展
的能力。联合国会员国必须强有力地支持联合国
水机制设立全球扩大水资源监测倡议。全球扩大
水资源监测倡议应就增加全球知识库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指标和其他各种指标提出报告。
各国必须扩大对城市废水的关注，将工业污染、
农业污源和造成的海洋污染包括在内，并应同意
进行全世界性的河流水域清理行动。
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进一步提供有关废水污染、治
理、再循环和安全再利用的全球实例资料库，使
决策人员更加了解情况。

7.

推动预防和防止与水有关的
灾害造成的死亡和损害

我们侧重之处

从一开始，咨询委员会的行动就在于在各个政府内部提供强有
力的支持，以促进国际灾害防备与减灾协议建议的实施。救灾
机构通过咨询提高了它们的能力。但很少关注跨部委职责的行
动和区域性、国际性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工人，他们时常处于
最高风险之中，然而预防灾难和对其采取应对措施都极度依赖
他们。气候变化、城市化和水资源管理不善几乎增加了每一个
地方的灾害风险，特别是在城市三角洲地区。我们的目标是动
员全世界。所用的战略是提高认识和督促各方支持减少脆弱性
、作好准备、减轻风险、加强复原能力和提高应变能力方面的
举措，包括在灾害期间的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的管理。像亚洲海
啸这种事件使世界各国对与水有关的灾害日益感到关切，这使
相关努力能被更多人知道并吸引更多资金。

事实说明

1992年至2012年间，受到洪灾、干
旱和风暴影响的人数：42亿人(占受到
灾害影响总人数的95%)
1992年至2012年间，与水有关的灾
害造成的经济损失：1.3万亿美元
2012年减灾战略

预期到2050年处于风险的资产经济价
值：45万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超过
340%)

2012年经合组织

我们做了什么
秘书长咨询委员会的灾害工作组在委员会成员韩国前总理
韩升洙博士主持下，转变成为水和灾害高级别专家小组(后
来成为水和灾害高级别专家和领导人小组)。组成成员包括
秘书长咨询委员会、各国政府以及来自全世界贫穷与富裕
国家防灾组织的高级代表。水和灾害高级别专家小组和秘
书长咨询委员会进行密切合作，一起努力将对灾害应对措
施的政治注意力转移到降低灾害风险。
18个月后，专家小组公布了“水和防灾行动计划”，和能
提高这个议题地位的40多项建议。这份报告在伊斯坦布尔
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水论坛上，在我们的荣誉主席和委员会
主席面前提出。
水和灾害高级别专家小组主席与秘书长咨询委员会主席一
起呼吁召开一次联合国水和防灾问题特别会议。这次会议
在2013年3月举行。在秘书长、大会主席、我们的荣誉主
席和主席，及水和灾害高级别专家小组主席领导下，这项
活动得到高级别代表的参与、受到各方的关注并引起对这
项问题的政策注意。
2013年，秘书长任命水和灾害高级别专家小组主席为减少
灾害风险和水问题特使。同年，秘书长咨询委员会决定水
和灾害高级别专家小组应自行运作，成为秘书长咨询委员
会之外的一个实体。
2014年9月，在纽约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期间，委员会派
代表出席了减少与水有关灾害风险的高级别特别会议。水
和灾害高级别专家小组和秘书长咨询委员会还向2014年减
少灾害风险的仙台会议，以及在南韩举行的第七届世界水
论坛作出了投入。这促使高级别对这个问题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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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灾害高级别专家小组和秘书长咨询委员会在减少灾害
风险领域的努力，增加了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美国陆军
工兵团、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保险公司等各个利
益攸关方之间的磋商。联合国水机制公布了“变化世界中
的水资源”，以便着重指出与水有关的各种疾病。受益于
水和灾害高级别专家小组的不懈努力，减少灾害风险目标
现在也已列入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11个目标。

秘书长咨询委员会的观点：
未来的步骤和所需的行动
与水有关的灾害必须作为发展规划的一部分加以处理，其
中包括所需的社会保护。
减少灾害风险的工作应更加强调采取预防性措施、风险投
资以及建立复原能力，包括对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进
行投资。如各国之间进行合作那样，可借助用户友好型的
知识创新门户，在各个层级上加强政府与地方各部门之间
的联系，尤其是市级尺度上的联系。
需要采取国际和区域行动，进一步提高认识和发展能力，
以采取必要的预防性措施以保护数亿生活在脆弱环境中的
人，特别是那些时常处于高风险之中，并需要培训和设备
的工人。。
水和灾害高级别专家小组应与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对未来各咨询小组的建言

成功因素：

经验教训：

我们工作的核心一直是强有力的使命感，认为水事管理以
及水和环境卫生服务需要加以改善，并且认为这能通过对
决策人员施加积极压力得到实现。委员会成员建立了运作
模式，这种模式在早期就得到确立，并在整个十年都得到
遵守，其中有些因素运作特别良好，或许可被将要产生强
有力影响的其他联合国咨询机构采用：

以上是我们目前所获得成功的基础。假如再次重来，我们
会全力争取一些核心预算安排。如果能将延长任用成员的
期限建立在制度之中，我们就可以有更大的代表性；另一
方面，我们也有长期共同合作的好处。

·我们没有编写报告或印发出版物；与此相反，我们编制
了技术文件、进行了内部分析供联合国参考并为联合国决
议提出战略思考的建议。
·我们没有参与方案管理——尽管成员是管理委员会的成
员。
·在可能情况下，我们从现有许多建议或报告选取优先主
题并作出行动建议，而不试图提出我们自己构想的建议。
我们集中力量思考应进行何种工作以便在这些领域采取行
动，以及如何推动采取这种行动。

委员会成员共同认为，使我们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
·有一个主动积极工作的秘书处的支持
·委员会成员与秘书处合作无间
·桥本行动计划一、二和三（HAPs I, II & III）以简洁、平
直的用语明确列出各项建议
·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会成员都地位崇高。
并且，我们知道，耐心会有回报：秘书长咨询委员会的影
响力与日俱增。

·我们将其定义为“你们的行动”，并保证以“我们的行
动”对其作出补充。最初几年，我们使用“桥本行动计划
一”这一模式，并继续以首任主席命名的桥本行动计划进
行工作。
·我们确定合作的行为主体，并在高级别和工作层面与它
们进行接触。
·我们不自我宣传，也不倡导关于水问题的公共舆论——
我们时常请地位崇高的主席和成员发言，敦促各方改善有
关水的信息公开方案。
·成员的贡献不只是文字和想法，他们对采取行动和建立
关系负有主要责任。在此同时，秘书处发挥了不可或缺的
作用，它建立联系、起草和编写文件、出席会议和担任秘
书长咨询委员会的代表。
·鼓励就争论性的议题进行有成效的讨论。主席对争论作
出仲裁，而非不许争论。
·我们使用明白易懂的文字制定建议项目，并侧重于能够
实现的建议。我们避免使用含义不清的‘联合国决议’用
语并且我们的会议也按照相同的方式举行。
·由于没有来自联合国的预算，我们需要积极筹措经费，
并幸运地推动了若干国家主办我们的会议和作出慷慨捐
助。如果没有它们这种支持，我们不可能在全世界举行
这些面对面的重要讨论，这种讨论能促进委员会内的友
情和相互学习。
·借助成员作为政界人士、部长、议会国务秘书、外交官、
高级管理人员和学界人士的长期经验，运用了他们的信誉
和感召力。我们能使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共聚一堂，参与富
有成效的公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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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我们的
成功是因为其他人
愿意采取行动——

当我们指出我们为这些成就作出
一些贡献时，我们认识到，那些
决定要作出改变的人的贡献也必
不可少——

他们采取了行动。

未竟事业和未来任务

我们在第1章至第7章中提供了专题建议，并对未来的咨询委员会如何组成以便取得最大成效提出了看法。当世界迈向新
纪元以及接受新的国际水议程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我们在这两页对各项主要步骤提出各种建议。这一页将提出优
先行动建议，下一页将为全球水架构列出结构性建议。我们的建议以一系列战略对话为依据，因此，这些建议包括了全
球各地利益攸关方的投入。它们的目的是设法加快推动所有行为主体开展2030年水议程的工作。
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千年发展目标号召各国政府调整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支出，以便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可持续
发展目标促成影响更加深远的改变：它们回应复杂和相互连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问题、挑战和风险，包括为贫
穷的人提供服务——并且它们需要所有国家在国内和国外都采取行动。正如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水和环境卫生目标以及其
他几个与水有关的具体目标所反映的，2030年水议程强调但远不止于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的问题。

关于落实2030年水议程的行动的建议
1. 推动全球应对水问题的办法——尽管许多水问题都发生
在地方和区域层面，但气候变化和经济全球化使水问题
具有的全球性质益加明显。全球化的力量，例如，虚拟
水流动、水稀缺加剧、水污染和生态退化、与水有关的
疾病增多以及从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危机产生的公
共卫生威胁的出现及持续存在等问题，在世界许多地区
依然无法解决，它们需要从全球观点更有系统地加以处
理。这需要政治家和气候界人士更加认识水问题，并推
动在国家和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内对水问题采取行动。企
业和国家及地方政府必须将它们日益增加的对水风险的
认识转变为采取行动的全面战略。
2. 更好地利用目前在水事部门的国际法律文书—— 运用联
合国和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水公约》以及使用《拉姆萨
尔公约》作为连接各项多边环境协定和发展与环境之间
的桥梁。将拥有饮用水和环境卫生视为是一项人权，以
此作为管理水服务的指针。
3. 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水和环境卫生问题的危机—— 随著
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需要更好地记录和解决市区内
和附近地区许多与水有关的挑战。作为起步，联合国在全
球一级报告的数据应更准确地反映与水有关的城市趋势。
这样有助于获得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的情况，因为如今出现
的全球城市倒退现象还没有被明确报道。此外，有必要更
好地确立与城市化有关的水的可持续性风险、设法对这种
风险进行了解和采取相关行动，包括减轻日益扩大的城市
地区对城郊和农村环境与水有关的压力。人居署应在其优
先活动以及为召开第三次联合国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问
题会议接受这些挑战。
4. 使私有部门更有力地参与解决日益严重的与水有关的风
险—— 为实现2030年的水愿景，私有部门作为推动伙
伴和作为需要负起责任的关键行为体，它们的有效参与
必不可少。调动私有部门的主要挑战在于地方和国家层
面。创新的办法，例如水管理的概念，都必须进一步得
到制定，同时也应让水的非传统利益攸关方参与。《全
球契约》，特别是其中与水有关的部分——首席执行官
节水授权应支持这项努力。各国政府应考虑利用水足迹
的概念，要求挂牌上市的公司和大型城市对用水量提出
强制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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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国政府必须对日益严重的与水有关的风险采取主动积
极的预防性行动—— 仍然落后的政府必须加快进行体制
改革，从而改善管理和增加问责。它们必须增加供资和
加强能力，特别是在与水有关的统计数据和管理监测方
面。需要考虑采取非常措施，例如在财政部内设立完备
的水事单位，以便加强在国家和地方级别的水供资、要
求提供用于投资的水影响计划，以便帮助推动对废水项
目供资和促进包容性的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用以落
实和确保政府部门以外的单位的跟进和审查。
6. 联合国必须作出调整，以便更好地支持会员国应对与水
有关的风险问题—— 考虑到许多联合国机构都处理水问
题，但却将它们作为次要问题处理，这远远不是联合国
内所需的全方位水文化革命。联合国相关机构需要向水
项目分配(更多)核心经费并需要审查它们的政策。例如，
目前就是世卫组织将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核定为首
要预防措施的时刻。联合国内与水有关的数据管理需要
加以改善并且联合国水机制的作用需要得到加强，以便
消除联合国与水有关的文件中长期存在的数据严重不一
致的情况。应作出努力，与经合组织就其在水的经济、
财政和治理方面的工作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7. 成高级别联盟，以便解决可以采取行动的与水有关的优
先挑战：
- 记录全世界南方和北方20个水稀缺热点并采取行动
- 召开水问题国家元首小组会议，以便在全球推动水复原
力和适应项目
- 记录减少灾害风险和对高风险的城市三角洲地区的复原
力的投资并采取行动
- 促进和扩大使用学校厕所
- 消除对经期卫生管理的禁忌并采取行动
- 提高公众对可持续的地下水管理的认识并采取行动
- 将冲突后和脆弱地区的水管理作为优先事项处理，这有
助于消除造成移徙和逃亡的原因
- 将水和环境卫生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关切事项

为实现更有效的全球水架构提出的结构性建议
目前，综合而宏伟的2030年淡水和环境卫生管理愿景与有
助于实现这项愿景的国际政策结构并不相配。成员国需要
在联合国框架内根据水议题作出更好安排。为使全球水架
构更具有这项作用，我们建议如下：
1. 设立联合国水和环境卫生问题政府间委员会——这个委
员会在联合国成员国进行适当磋商之后，在可持续发展问
题高级别政治论坛进行首次关于水的专题审查之前设立，
使各国能够定期讨论所有关于水和环境卫生的挑战、审查
与水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的进展、指导联合国行动
和就这些事务作出进一步政治决定。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应
与主要利益攸关方的结构性代表组织密切互动。
2. 组成一个联合国关于水和环境卫生问题的科学和实践小
组——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在全球收集关于重大挑战、水
的使用及其相互影响和水的管理的证据，以及推动进行
外部研究，以便消除知识差距。这个由科学家和实践者
组成的全球独立小组定期提供均衡、基于事实、透明和
全面的信息，使成员国和联合国能对水和环境卫生问题
作出正确决定。
3. 加强联合国水机制——联合国水机制作为联合国有关
水和环境卫生行动的协调结构，成为联合国水和环境卫
生问题政府间委员会(见建议1)以及联合国关于水和环
境卫生问题的科学和实践小组(见建议2)的秘书处和支
助实体。
4. 设立受到全面和独立审查的全球监测框架——各国政
府支持联合国水机制所作出的努力，设立所有全球监测
机制，以便审查在与水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的进
展，并确保这些机制定期受到独立审查。
5. 确保存在独立的声音——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在2017年以
前设立的一个适当机制，对与水有关的挑战提出独立咨
询意见，使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从中获得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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