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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IHA 水电报告

国际水电协会（IHA）作为非营利组织，与其遍布全球的会员及合作伙伴共同
致力于推进水电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水电协会（IHA）的使命是厘清水电在可再生能源系统、负责任的淡水管
理及气候变化解决方案中所起的作用，构筑并分享这些知识。IHA倡导通过利益相
关者对话机制实现水电行业的持续改进。

国际水电协会（IHA）欢迎所有支持其使命的组织和个人加入其会员。与IHA
密切合作的组织包括：公共和私人公司、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金融机构、社团
和学术组织。

IHA

访问国际水电协会网站: 
www.hydropower.org

在twitter上关注国际水电协会: 
www.twitter.com/iha_org

观看我们的照片: 
www.flickr.com/hydropower

观看我们的视频: 
www.youtube.com/ihavideos

查找更多《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的信息: 
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

保持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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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概览

欢迎各位听取2013年IHA水电报告。该报告

基于此前的活动报告整理而成；其中扩充的一个

章节对全球水电发展进行了概述。

这一年，IHA与其成员单位及合作伙伴们在

诸多工作中密切合作，该报告将试图对这些活

动进行总结。协会内的成员们在各类委员会和工

作组中日益活跃。董事会与IHA总部、国家和地

区办事处紧密合作。很多IHA的合作伙伴热心参

与，在构筑和分享知识方面取得进展。或许，能

够展示“团结力量大”的最好的例子是众多合作

伙伴对于2013年IHA世界大会的献计献策。我们

非常期待5月份这一标志性的事件，并鸣谢所有相

关的组织机构。

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不断壮大，越

来越多的组织机构承诺使用《水电可持续性评估

规范》。这也显示出作为一项涉及多方利益相关

者的行动，使用《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的价

值所在。尤其要感谢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伙伴，因

为他们的努力，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工作得以开

展。此外，我们还要恭喜第一批获得认证的评估

师，我们期待着官方的规范评估取得进展。

纵观世界，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和投资者正

在进入水电领域，其活动范围扩展到了国门之

外。2012年，新增水电装机容量30GW，其中包

括2GW的抽水蓄能。IHA可以通过其水电数据库

追踪到这些信息。该水电数据库正在逐步成为一

个全面的水电数据参考来源，这将有助于监控水

电的投资、部署和相关市场。设立该数据库的工

作是IHA水电发展部门的主要任务，非常感谢其

数据和知识管理工作小组所做的贡献。数据库的

建设管理工作将依然是我们未来努力的重点。同

时，应媒体的相关请求，国际水电协会与各类国

际组织的合作进一步加强。

IHA将继续努力工作，以适应不断壮大的

水电业的要求。人们强烈渴望获得有关水电领

域的良好实践的相关信息，也期望IHA能够继

续发展。

国际水电协会是一个网络。我们的力量植根

于与成员和合作伙伴之间深入而广泛的合作。每

一个水电人的贡献激励着我们推动水电的可持续

发展。带着对过去工作成绩的肯定和对未来工作

的热情，我们翘首以待新的一年。

Refaat Abdel-Malek 博士
IHA 总裁

Richard M. Taylor

IHA 执行长

Introduction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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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Overview
全球概览

2012年，世界各个地区的水电投资数额都很

庞大。IHA估算去年新增水电装机容量27-30GW，

其中包括2-3GW的抽水蓄能。

这一发展态势常常伴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支持

政策；例如，美国和日本就是如此。此外，新兴

的区域性碳交易方案也鼓励低碳能源投资，如澳

大利亚、中国或哥伦比亚。

2012年也是水文极端事件多发的一年，包括

巴西伊泰普水电站和中国的三峡工程的创纪录发

电量，以及大旱灾的发生。这些极端事件常常发

生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或不同省份。

趋势1：水电有利于区域间协作和互联

不断增长的水资源和能源安全供应的需求促

进了水电的区域发展。水电运营商之间有了越来

越多的跨部门和跨边界合作，

以实现水资源的跨界管理和电

力系统的跨界发展。

各国电力互联的全球化趋

势进一步促进了水资源管理方

面的成功合作。大多数大陆致

力于在各国间建设输送线路，

实现联合供电。例如，中美洲

国家输电联网系統（SIEPAC）

、非洲的联合供电，以及拓展

欧洲电力系统的努力。长距离

输电随着世界最长的输送线路

的铺设也成为了可能，即巴西马德拉河的600kv输

电线路，它将于2013年完工。

趋势2：水电投资的新成员

随着水电投资者们对新区域的探索，水电项

目的投资越来越全球化。这一发展的例子包括韩

国在尼泊尔、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投资，以及中

国和印度在非洲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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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投资趋势将新的海外直接投资带入到

此前没有条件发展基础设施的地区。私人投资

常常使小型项目在短时间内得以完工。如2012

年由中国出资的赤道几内亚120MW的吉布劳 

（Djib loho）项目落成典礼。这一项目在4年

内完工，目前满足了该国90%的电力需求。反

之，由多个国际贷款人和机构投资的项目则往

往会延误。

为鼓励更多的海外投资，规划的新开工的项

目需要有一个本地可靠的电力承销商，以减少电

力销售的风险。强劲的电力购买协议，以及区域

性电力联网都有助于应对该挑战。

然而，这一新的私人投资会为区域性策略发

展带来挑战。规划机构和管理者的能力建设以及

实施有利于基础设施发展的环境和社会政策将会

越来越重要。

趋势3：水电技术的新发展

水电蓬勃发展同时也刺激了研究的进步，

实现了技术改进。除了涡轮设计、材料和水库

的常规改进，2012年所取得的其他最新进展包

括越来越多潮汐发电的研究和实施，采用了越

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组合，抽水蓄能和鱼类友

好型的基建等。

在可获取的情形下，潮汐和海洋水电以重大

技术的面貌出现。据IHA估算，目前世界各地潮

汐和海洋水电的装机容量达516MW。规划中的潜

在项目至少达3GW，在较长时期内还有更多的项

目正在筹划。这一资源的获取和专业设备还在研

发当中，很多企业正在和研究机构合作改进该项

技术。2012年值得关注的项目包括法国对其已成

功运行45年的240MW的朗斯潮汐电站项目的更新

改造，以及目前世界最大潮汐项目韩国254MW的

始西化电站的正式完工。

巨额投资依然继续涌入抽水蓄能技术，尤其

是变速泵。人们期望这一技术能够成为可再生资

源如风能和太阳能等间歇性能源的备用技术。

水电项目中鱼类通道的必要性常常引发人们

对于水电工程环境问题的担忧，甚至可能会导致

工程和设施的巨额成本。研究者们正在寻找解决

方案，在实现水资源和电力供应前提下兼顾生态

系统的健康。例如，美国电力研究所（EPRI）目

前正在研究对过坝鱼类造成最小伤害的鱼类友好

型水轮机的开发，同时也在搜集更多关于鱼类在

通过鱼道和鱼梯时的行为信息以及这些措施的有

效性信息。

国家 截止到2012年
装机容量 (GW)

管线输送能力 
(GW)

全球 516.7 ~3000.0

南韩（潮汐能） 254.0 2,200.0

法国 （潮汐能） 240.0 0

加拿大 （潮汐能） 20.0 0

英国 （海洋能） 1.2 498.0

俄罗斯 （潮汐能） 1.7 12.0

美国 （海洋能） 0.2 2.5

西班牙 （海洋能） 0.3 0

中国 （潮汐能） 3.2 50.0

印度 （潮汐能） 0 250.0

   全球已建及规划的潮汐及海洋能装机容量(IHA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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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and Central America
北美洲和中美洲

北美洲和中美洲依旧有许多潜在的水电资源
还没被开发，同时也有许多老旧的设备需要更新
和升级。另外，要促进该地区水电的发展，还需
要加大在输电设施方面的投入。

目前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三大水电生产国，装
机容量超过75GW，且其水电潜力是现有装机容
量的两倍多。

解决规章制度方面的问题可以促进水电的发
展。为了使各类项目的审核过程更加简化，加拿
大政府于2012年6月颁布了《预算实施法案》（Bill 
C-38）。虽然这一法案也旨在加强环境保护，但加
拿大的环保组织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预
算实施法案》中的有一些举措是恰当的，但其他一
些政策或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举例来说，还需
要制定和《渔业法案》有关的法规。除非法案中所
有的措施都被实施了，否则很难判断这项法案是否
有利于改善水电开发的审批程序。

2012年有三项新的工程被提上议程：200MW
的乌斯卡蒂姆（Wuskwatim）水电站、225MW的希
普肖（Shipshaw）水电站的升级改造以及768MW
的魁北克詹姆士湾-1-A（Eastmain-1-A）水电站。

正在筹备中或已在建设项目包括：824MW的马斯
克拉特担姆瀑布（Muskrat Falls）工程、640MW的
罗曼-2号（Romaine-2）工程、695MW的Keeyask工
程、550MW的麦卡-5&6号（Mica-5&6）扩建工程, 
和270MW的罗曼-1号（Romaine-1）工程。这些工

程预计在2013年到2017年间完工。另外，值得关注
的引水工程是正在建设中的位于安大略湖底的尼亚
加拉管道。这条管道可以把尼亚加拉瀑布下的水输
送到1,997MW的Sir Adam Beck水电站。

加拿大也在通过升级改造现有的水电站来提高
发电能力。比如说，在安大略省马泰格密河下游的
（Lower Mattagami）发电站在不建新大坝的情况下
将通过升级改造为该地区增加440MW的发电量。

在北美洲和中美洲的其它地方，水电开发也
很活跃。比方说位于墨西哥750MW的拉耶什卡
（La·Yesca）工程和位于哥斯达黎加305.5MW的 
Reventazón工程。哥斯达黎加还对5项工程进行了
可行性研究，这5个工程包括200MW的Savegre水
电站和127MW的Ayil水电站。多米尼加共和国最
近也表示要修复升级老旧的设备，包括113MW
的塔维拉（Tavera）水电站和98MW的Jiguey水电
站。巴拿马也要通过新建30个水电站来将本国的
发电能力提高到720MW。在巴拿马，水电发展所
遇到的挑战包括落后的传输系统和公众对特定工
程的接受度不统一。

北美洲和中美洲国家的水电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IHA水电数据库）

国家 装机 
(GW)

2012增长
 (GW)

美国 99.9* 0.2

加拿大 77* 0.7

墨西哥 12 0.8

哥斯达黎加 1.6 0

巴拿马 1.4 0.3

其他 5.1 0.1

总计 197 2
*包括抽水蓄能电站

詹姆士湾-1-A（Eastmain-1-A）水电站，
2012年6月28号正式揭牌。  
图片：魁北克省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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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整合以及廉价、稳定的电力

对中美洲的发展至关重要。中美洲电

力互联系统（SIEPAC）是一个由哥斯

达黎加、萨瓦多尔、危地马拉、洪都

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六国共同构

建而成的互联项目。

这个系统是以上六个国家1996年

签订的《中美洲电力市场协议》的

基本组成部分。《中美洲电力市场

协议》同意建立一个区域电力市场 

(MER)，区域内不同国家法律有冲突

时，要为该区域内的电力贸易让步。

中美洲电力互联系统（SIEPAC）

将会在巴拿马到危地马拉之间的15

个变电站进行230千伏的双向电力传

输。电力传输的方向由区域电力市场

（MER）内部的需求和定价决定。

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电网的联合，SIEPAC期望能缓解能源紧缺，降低运营成本，并加强大型项

目的市场准入。同时，SIEPAC也希望能与拥有更大市场的近邻如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取得互联。最

后，建立一个大型的电力市场还能鼓励对丰富的可再生资源的投资，并减少对化石燃料（汽油和柴

油）的进口依赖。

Source: IAGS

已完工

在建

已运行

建设完成

在建

Sandino

Río Lindo
Panaluya

Aguacapa

Guate Norte

Sandino
Ahuachapán Nej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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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acaliente

Ticuantepe

Caňas

Cajón

Parrita

Palmar North
Río Claro

Veladero

Guatemala

Honduras

El Salvador

Nicaragua

Panamá

Costa Rica

中美洲之间的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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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需要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全部能源消

耗中所占的比例，还要管理老旧的电力和传输设

施。尽管目前美国对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还没

有设立国家标准，但是许多州已经制定了自己

的可再生组合标准（PRS），这些标准要求电力

供应商提供由可再生资源转换而来的一定比例

的清洁电力，并制定了许多税收奖励和补贴政

策。2012年3月，美国的29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以

及波多黎哥都制定了可再生组合标准。每个州都

设定了自己的目标，并明确了将要使用的科技。

虽然水电被公认是一种可再生资源，但是每个州

对于水电属于可再生能源技术看法不一。在包含

水电的可再生组合标准（PRS）中，水电依然受

到规模、位置或时间等方面的限制。不过，最近

的趋势是以更包容的方式看待水电。

2013年1月通过的《水电监管效率法案》，规

范了小型和径流式水电站的审批程序，被认为可

以促进这类水电站的发展。同一时间，《美国纳

税者救助法案》也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税抵免时

间（PTC）延长了一年。

对美国最大的两家水电运营机构美国陆军工

程兵团和美国垦务局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现有设

备老化导致的电力减产。2012年，它们旗下水电

设施的服役年龄中位数分别是47年和51年。虽然

融资方案正在审查中，但设备更新还是很困难，

因为作为国家机构，它们提供的电力定价都很

低。2012年，518MW的加里森（Garrison）水电

站、199MW的福尔瑟姆（Folsom）大坝、428MW

的汉格瑞豪斯（Hungry·Horse）水电站、402MW

的德挝莎（Dworshak）水电站、1,077MW的邦

德威尔（Bonneville）水电站、2,078MW的胡佛

（Hoover）大坝、980MW的麦克乃瑞（McNary）

水电站、2,457MW的赤约斯（Chief·Joseph）水电

站，以及810MW的罗哥瑞乃（Lower·Granite）水电

站，都进行了修复和升级。设备升级也是进一步缓

解水电对环境影响的好机会，比如Holtwood水电站

在升级时就增加了洄游鱼类溯河产卵的通道。

在美国，对大坝阻碍鱼类的担忧引发了拆坝

运动。这是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反复权衡的结

果。一个例子是人们提出拆除华盛顿州的蛇河下

游的四个水闸。目前，这些设施的装机容量高达

3GW，年均发电7800亿瓦时。它们同时还对运河

的航运有很好的支持作用。

美国

去年Holtwood水电站新安装的水轮机
使其发电量从107MW上升到232MW。  
图片来源：P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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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America
南美

南美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很不平衡，有些
国家可再生能源开发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有些
国家的仍然主要依靠化石燃料。一些南美国家正
在进行资源潜力评估和政策改革。2012年，巴拉
圭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对本国的水电潜力进
行评估，以确定在何处修建水电工程。阿根廷已
经指定完成其“2030规划”，包括大力发展水电
和核能，将天然气发电的比例由52%减少到30%。

智利2012-2030年的国家能源战略预计将水电在市
场中的比重由34%提高到48%，智力还计划逐步发
展其它可再生能源，其中包括并不包含在48%份额
里的一些离网项目。

阿根廷正在对圣克鲁兹河上的两个水电工程
进行招标，这两个工程的装机容量共有1,740MW。

智利正在计划修建531MW的Alto·Maipo水电站和
2,750MW的艾森水电站。委内瑞拉计划修复装机
10,300MW的西蒙玻利瓦尔(Simon·Bolivar)项目，同
时，装机2,330MW的(10×233MW) Manuel·Piar水电
站也正在修建中，预计2014年完工。玻利维亚正
在对600MW的罗斯塔斯（Rositas）水电站的可行
性进行考察。秘鲁目前的水力发电量占总发电量
的65%，在建的查格亚（Chaglla）水电站装机容量

406MW，计划2016年投产发电。除此之外，秘鲁
还签订了修建510MW的Cerro·del·Aguila和98MW的
圣特雷萨(Santa·Teresa)水电站的合同。

国家 装机 
(GW)

2012增长
 (GW)

巴西 84.2 1.8

委内瑞拉 15.7 0

哥伦比亚 11.6 0.1

巴拉圭 8.8 0

阿根廷 7.7* 0

其他 16 0

总计 144 1.9
南美国家水电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IHA水电数据库）
*包括抽水蓄能电站

南美洲计划修建和正在修建的水电工程

巴西

~23GW

哥伦比亚

~4GW

委内瑞拉

~3GW

秘鲁

~1GW

其它

~1GW

厄瓜多尔

~3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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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来 十 年，巴 西 的 电 力 消 耗 将 会 以 年 均
4.5%的速度从2011年的443TWh增加到2021年的
736TWh。2021年，巴西的工业会消耗本国大约
一半的电力。为了满足工业发展和维护国家能源
安全，巴西政府积极推动新水电站的建设。尽管
现在水电占巴西总电量的80%，但是未被开发的
水电仍然具有较大潜力。

2012年，值得关注的巴西的重点工程是托坎
廷斯（Tocantins）河上装机容量1,087MW的埃斯
特雷图（Estreito）水电站。亚马逊地区三个在
建的大工程包括贝卢蒙蒂（Belo·Monte）水电站
（11,233MW），圣安东尼奥（Santo·Antonio）
水电站（3,150MW）和吉拉乌（Jirau）水电站
（3,750MW）。圣安东尼奥水电站在2012年部分
投入运营，吉拉乌水电站在2013年3月1日开始发
电，贝卢蒙蒂水电站将会在2014年投产运行。其
它在建工程包括：特里斯皮里斯（Teles·Pires）水
电站（1,820MW）、加里波第（Garibaldi）水电
站（192MW）、Simplício水电站（334MW）、雷
拉戈麦斯（Ferreira·Gomes）水电站（252MW）

和Colíder水电站（300MW）。预计将在2013
年到2 0 1 5年期间上马的水电项目包括：在特
里斯皮里斯河上的圣曼努埃尔（São·Manoel）
水电站（746MW）和锡诺普（Sinop）水电站
（400MW）以及位于塔帕若斯河（Tapajós）流域
的五个工程。

2012年9月，巴西宣布了更新水电生产和
传输设施的相关优惠条款，目的是为了降低电

价，以此增加本国的工业竞争力。这关系到
22,000MW的水电产量和85,000公里的传输线
路，涉及保罗阿方索（Paulo·Afonso）水电站
（4,280MW）、伊贺苏尔塔瑞（Ilha·Solteira）水
电站（4,251MW）和Jupiá水电站（1,551MW）。

虽然这项政策会减少电力生产商的收入，但巴西
政府会提供补偿，不让他们的资产贬值。

2012年，气候变化对巴西水电既有积极的影
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一些地区的水电站因干旱
而电力不足，使人们意识到能源储备工程的重要
性；而伊泰普则生产了史上最多的水电。这得益
于巴西南部在十二月份的异常多雨，以及流域的
优化配置。

巴西

SOUTH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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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泰普发电量  

3,750MW的Jirau水力发电工程。图片：法国燃气苏伊士能源集团，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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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拥有113GW的水电开发潜能，仅次
于巴西位居南美第二。在其它可再生资源领域也
有广阔的前景：包括21GW的风能以及丰富的太
阳能和地热能。

哥伦比亚电力总装机容量大约在14GW左右，

其中9GW是水电。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水电占到
全国发电量的80%，到了2010年却降到了68%，

其份额被化石燃料挤占。目前有3个水电工程超
过了1,000MW（包括圣卡洛斯水电站、瓜维奥水
电站和奇沃尔水电站），有12个水电工程超过了
200MW（包括瓜塔佩水电站、贝塔尼亚水电站和
瓜达卢普水电站）。在建的两大项目是2,400MW
的伊图安哥（Ituango）水电站和820MW的索加
莫索（Sogamoso）工程。伊图安哥水电站预计在
2018年正式投产，一旦投产发电，它将成为哥伦

比亚最大的水电站，为该国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
的基础。

2006-2050年的“国家能源规划”和2003-2020
年的“综合能源战略”中清楚的阐明了哥伦比亚的
能源政策。在2021年增加的4GW电力中，有3GW
是水电。最近研究显示，当旱季和黄昏的时候（也
是哥伦比亚电力最紧张的时候），风电可以弥补水
电缺口。哥伦比亚政府正在考虑在一些流域开展风
电和水电的联合运行，并且建立能够存储水电的智
能电网，作为风电和其它可再生资源的补充。

区域互联也是哥伦比亚重点发展的领域。从
2003年起，哥伦比亚就一直向邻国厄瓜多尔提供
额外的电力，其它潜在的买家包括委内瑞拉和中
美洲电力市场。

哥伦比亚

左边：迪尔马 罗瑟夫，巴西总统。杰拉德 梅斯特拉莱，法国燃气苏伊士能源集团主席
和首席执行官和其他要人，右边：1,087MW的艾斯图雷特水电站开幕典礼。

图片：比利时动力集团 



12
国际水电协会
全球概览

Europe
欧洲

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设立了一个宏伟的目

标：在2020年前20%的电力由可再生资源提供。这

一目标促使欧盟大规模的投资各类可再生能源。

水电目前在欧盟所有的可再生电力中约占60%。尽

管水力资源的利用在这个区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

发展，但是依然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新的科技

如海洋潮汐项目和抽水蓄能涡轮也被运用起来。

在英国和爱尔兰，人们在努力发展潮汐能。

爱尔兰在英属北爱尔兰安特里姆的北岸有100MW

的项目。英国皇家财产局2012年宣布在波浪能发

电项目上将投资多达3200万美元，这笔钱将会

被用来建立两个装机容量都在3MW左右的示范

工程。位于彭特兰峡湾地区装机400MW的Inner 

Sound潮汐项目也在建设中，预计2014年启用。英

国正关注塞文河口的潮汐发电项目，因为它能保

证英国5%的电力供应。 

格陵兰岛正致力于用冰川融水水电站来代替

原本的柴油电站。最新的项目是Ilussat镇22.5MW

的电站。这个项目建在地下200米处，不需要人

工操作。该项目是继2007年9MW的Qorlortorsuaq

项目和2010年15MW的Sisimut项目之后第三个同

类型的项目。因为这三个项目和其它的一些项目

的建立，现在水力发电占了格陵兰岛目前总电量

的70%。

为法国Paimpol-Bréhat潮汐场准备的潮汐涡轮已经就绪
照片：开放水电

该区域也在研发有关离岸水电的新科技

潮汐能和
海洋能

试验点

生产点

国家 装机 
(GW)

2012增长
 (GW)

挪威 30.3* —

法国 25.4* —

意大利 19.5* —

西班牙 16.1* —

瑞典 16* 0.2

其他 119.7* 0.3

总计 227 0.5
欧洲国家水电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IHA水电数据库）
*包括抽水蓄能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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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欧洲各国的鼓励性政策，可再生电力在
总发电量中所占的比例正在上升。其它的可再生
能源不够稳定，有时过量，有时又不足，需要调
节。目前，唯一成规模的能源存储技术就是水
电，包括常规蓄能和抽水蓄能电站（PSP）。目
前，欧洲有大约50GW的抽水蓄能电站。同时，

这一地区对新建抽水蓄能电站的投资也不断增
加。2012年4月，奥地利、德国和瑞士就签署了一
份关于联合开发抽水蓄能电站的声明。

整个欧洲大陆都在进行对抽水蓄能电站的建
设。2012年，仅德国的图林根（Thuringia）州就
选定了13个抽水蓄能电站的站址，合计装机容量
约为5.1GW。在瑞士，6个预计总装机容量为4GW
的抽水蓄能电站也规划或建设中，比如，900MW
的Nant·de·Drance.·Austria电站。奥地利正在建造
430MW的Reißeck水电站，并计划建造300MW的
Pfaffenboden抽水蓄能电站。波兰正在对156MW
的Zydowo抽水蓄能电站进行升级。葡萄牙正在
建造746MW的Venda·Nova三号水电站，259MW
的Foz·Tua水电站和207MW的Salamonde二号水电
站。而整个欧洲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是位于

欧洲其它新的大型水电工程包括希腊的162MW的Messorocha水电站和154MW的Ilarionas水电站，以及瑞
士的150MW的Innertkirchen水电站。阿尔巴尼亚计划在2013年修复和升级14座大坝并建造发电量为280MW的
Devoll水电站。2012年，阿尔巴尼亚就建成了由亚希达一号和二号水电站组成的装机容量为48MW的亚希达水
电站。这是hydromatrix技术第一次应用在一个大规模水电工程上。这项技术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没有用
一个大的水轮机，而是用了好几个小的涡轮。如此一来，亚希达水电站就可以建在低水位的地方，并增加回收
能源的效率。

抽水蓄能

乌克兰的某个装机容量为1,944MW的项目.

有些欧洲国家尝试运用一种新的设备技术，这种技
术叫做变速涡轮技术。这种设备将会大大提高电网供电
的数量和质量。2012年法国首先将485MW的Le·Cheylas
抽水蓄能电站设备升级为变速涡轮，预计升级后，这个
电站将额外生产70MWh的电量。欧洲其它的抽水蓄能电
站也可能会采用类似的设备，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备用电
量，为其它可再生能源入网提供保障，还可以控制电网
的电压并调节频率。

展示瓦尔德埃凯（Waldeck）抽水蓄能电站的航拍图片，德国
照片: Rolf Sturm/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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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
非洲

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不同地区间联合所形
成的国家电网是发展的跳板，也是水电服务转向市
场化和产业化的跳板，所以水电服务在经济发展中
总是被优先考虑和发展。非洲多数国家都有丰富的
未开发的可再生能源。一些偏远的地区依旧依靠离
网的柴油发电机或燃烧生物质能源发电，许多非洲
国家的国家电网依靠进口的化石燃料发电。虽然各
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大都面临相似
的挑战：能力建设、透明度和电网整合。

目前，水电及其它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是
被许多非洲国家放在第一位的事情。赞比亚位于卡
里巴湖北岸2x360MW的工程已经建造完成，最先
开始工作的是伊泰济泰济（Itezhi-Tezhi）水电站。

乌干达在2012年也建造完成了250MW的布贾盖利
（Bujagali）水电站，这也是这个国家史上最大的私
人投资工程。随着该水电站的建成，乌干达的发电
量首次超过了本国用电量，工业的发展也不会被停
电所干扰，而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尽管以后用电需
求还会不断增长，甚至有一天会超过布贾盖利水电
站的发电量，但它依然是乌干达的一个里程碑。

同时，在2012年，南非也与独立电力供应商
签订了一些协议，这些协议是南非新设立的“可
再生能源采购计划”(REIPP)的一部分。第一份协
议决定在2014年前建造28个可再生能源项目，使
南非国家电网装机容量增加1,415MW。水电项目
的开发者们都可以对“可再生能源采购计划”里
的项目进行投标。

埃塞俄比亚一直坚持大型水电工程的建设，

如复兴（Grand·Renaissance）大坝和吉尔戈尔吉
比三号(Gilgel·Gibe·III)水电站。其它工程包括齐
莫哥耶达一号、二号（Chemoga-Yeda·I·&·II）水
电站，Helele·&·Werabesa以及格拿里达瓦三号
（Genale Dawa III）水电站。总发电量为1,870MW
的吉尔戈尔吉比三号（Gilbel·Gibe·III）水电站即
将完工，在2012年下半年就要开始蓄水。它将在
2013年中的时候开始投入运行，届时，它将是非
洲最大的运行中的水电站。6,000MW的复兴大坝
也在修建中，它所产生的电力不仅要满足国内的
需求，还要出口到邻国。此外，复兴大坝可以储
存青尼罗河的季节性洪水，以改善供水，减少洪
水对大坝下游地区的影响。

2012年10月，赤道几内亚开始在维乐（Wele）
河上建造120MW的Djibloho水电站。该水电站可以提
供220MW的电力，满足大陆地区90%的需求。

刚果民主共和国（DRC）有着非洲最丰富的、

但未被开发的水电资源，原本预期要开发100GW
的电力，目前却只开发了2.4GW。虽然还没有开始
动工，但是4,300MW的因加三号（Inga·3）水电站
的建造计划在2012年年末被再次确认了。2012年8
月，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南非签署了修建装机容量为
40,000MW的大因加（Grand·Inga）水电站的条约。

这份条约已经考虑到了修建大规模通往邻国的输电
线路。

国家 装机 
(GW)

2012增长
 (GW)

埃及 3 —

刚果民主共和国 2 —

南非 2* —

莫桑比克 2 —

埃塞俄比亚 2 —

其他 15* 0.4

总计 27 0.4
非洲国家水电装机容量

（资源：IHA水电数据库）
*包括抽水蓄能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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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至少23GW未开发水电资源的喀麦隆，

其潜力在非洲居于第二位，仅次于刚果民主共和
国。目前装机容量大约是800MW，仅占其潜力的
3%。其三个运营中的主要项目是埃代阿（Edea）
水电站（264MW）、松鲁鲁（Songloulou）水电站
（398MW）和拉格都（Lagdo）水电站（72MW）。

数十年来，消除贫困一直被列为优先发展的
事项而优先于对能源部门的投资和发展。不过在最
近几年，政策制定者们已经重新审视了可靠的能
源服务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为了
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电力需要，现在有三个新的
水电站项目正在建设当中，它们是隆潘卡尔（Lom 
Pangar）项目、曼维莱（Memve’ele）项目和莫坎
（Mekin）项目。

规划装机容量为56MW的隆潘卡尔（Lom 
Pangar）项目位于埃代阿（Edea）水电站和松鲁鲁
（Songloulou）水电站的上游。作为一个减少水量
季节变化的、具有调节功能的大坝，它将增加下游
水电项目的全年发电量，并满足该地区的用水服务
需求。该项目将为农村电气化保留30MW的电量。

按照规划，它将于2016年投入满负荷运行。

喀麦隆最近还对其太阳能和风能潜力进行了调
查，并发现该国北部有很高的太阳能潜力，而在西
部则有丰富的风能资源。在2012年，喀麦隆与中国
合作，利用太阳能发电让1000个村庄用上了电。该
国目前正在准备一项可再生能源政策，以吸引合作
伙伴来开发现有的潜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可
能会对水电在未来的运行产生影响。

东部非洲联合电力系统（Eastern·African 
Power·Pool）是总部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
亚贝巴（Addis·Ababa）的一个区域性机构。它的
任务是联合和优化东部非洲的电力使用，推广使
用价格低廉的、可靠的电力。虽然东部非洲拥有
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但其目前正以电力
供应短缺、低通电率、人口众多和区域广阔而著
称。自从2005年成立以来，东部非洲联合电力系
统协调该地区的电力跨境交易和电网互联。目前
东部非洲联合电力系统的成员中有9个国家和13
个公用事业部门。

在过去的十年间，该地区对电力设施和输电线路进行了大量投
资。这些发展都是各国所寻求的，但却由东部非洲联合电力系统促
成。最近，在2011年和2012年，埃塞俄比亚成为电力出口国，通过
230千伏的电网线路向吉布提和苏丹供电。肯尼亚自从1950年代就开
始通过一条132千伏的电缆从乌干达进口电力，现在正计划通过将现
有电缆提高到220千伏，并在2014年经由一条400千伏的电缆与坦桑尼
亚相联来提高电力进口量。目前，埃塞俄比亚到肯尼亚和厄立特里
亚，以及坦桑尼亚到乌干达和乌干达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的电
网互联正在规划当中，有望在未来几年联网输电。

东部非洲联合电力系统还涉足了技术援助、能力建设、总体规划的设计以及可行性、环境和电网
研究等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常与国际赞助商和投资者相配合。该地区也在规划建设从坦桑尼亚到赞
比亚的输电线路，从而将东部非洲联合电力系统与南部非洲联合电力系统相连接。

东部非洲联合电力系统

喀麦隆

水电站

EAPP 地区

SAPP 地区

已建电网

CAPP 地区

WAPP 地区

COMELEC 

规划电网

Libya Egypt 

Sudan 

South
Sudan 

Ethiopia 

Kenya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Tanzania

Burundi

Rwanda

Uganda

非洲联合电力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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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and Central Asia (Asia1)
西亚和中亚（亚洲1区）

西亚和中亚的能源发展被看作
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进
行地区间合作的需要很强劲。该地
区仍有大量的水电潜能，但大多数
的水电开发潜能却需要对水资源进
行跨境管理。

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正在吸引
投资以建设装机容量为1,900MW的卡
姆巴拉塔（Kambarata）1号工程，与
此同时，塔吉克斯坦则在计划装机容
量为3,600MW的罗贡（Rogun）等项
目。这些项目都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
吉克斯坦的上游，因此就有跨境的用水需求，比
如在下游国家农业最需用水的时候要放水，同时生
产足够的电力以满足上游国家冬季的电力需求。

2012年，布丹第一个水电建设公司——布丹能
源和基础设施有限公司（BEIL）注册成立。BEIL
旨在开发该国的自然资源，加速在建项目的进度以
增加国内电力供应。该国还计划建设装机容量将近
3,500MW的新水电项目，以向印度出口电力。

在巴基斯坦，缓解该国的能源短缺已成为
该国的首要大事。在2012年，该国推动了包括
达苏（Dasu）水电站（4,320MW）和古勒姆坦吉
（Kurram·Tangi）水电站（83MW）在内的工程设计、

可行性分析和环境影响研究。该国也正在Golden Gol河
上开发一个装机容量在106MW左右的水电项目。

在2012年，尼泊尔发布了《项目开发协定》，

它将成为理顺装机容量超过500MW的水电项目审
批流程的模版。它即刻被应用到了四个项目中，

它们是：阿伦（Arun）III项目（900MW）、塔玛
科什（Tamakoshi）III项目（650MW）、上格尔纳
利（Upper·Karnali）项目（900MW）和上马相迪
（Upper·Marsyangdi）项目（600MW）。该国还
对重新启动开发装机为750MW的西塞提水电项目
（West·Seti）进行了调查研究。

斯里兰卡的水电开发也正在进行中。该国在
2012年开始了装机为150MW的Upper·Kotwale项目
和装机为134MW的Uma·Oya项目，并正在考虑将
近200个规划中的微水电站的开发。这些项目分布
广泛，可作为社区发展规划促进农村发展。

俄罗斯

哈萨克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伊朗 阿富汗

中国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卡姆巴拉塔1号大坝

罗贡大坝

0ml 200

0km 200

中亚的水资源（资料来源：斯特拉福）

国家 装机 
(GW)

2012增长
 (GW)

俄罗斯联邦 47.6* 2.9

印度 43.2* 0.6

土耳其 19.6 0.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9.5* 0.8

巴基斯坦 6.6 0.1

其他 28.5 0.2

总计 155 5.3
西亚中亚国家的水电装机容量排名

（资料来源：IHA水电数据库）
*包括抽水蓄能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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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目前的电力供
应中有16%来自水电。运
营中的或在建的装机容量
超过1000MW的项目有15
个，而装机容量稍低一些
的水电站则超过100座。很
多年代久远的水电项目现
在正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
和安全改造，其中包括装
机为10000MW的伏尔加-卡
马河（Volga-Kama）梯级
水电站和装机2341MW的
茲果勒（Zhigulevskaya）
项 目。在 拥 有 俄 罗 斯 最
大装机容量（6400MW）的斯萨彦 ·舒申斯克
（Sayano-Shushenskaya）水电站发生事故三年以
后，十台中的六台水轮机已经恢复完全运转。该
水电站预计在2014年可以整体修复完工。

在新建水电项目中，最大的在建工程是装机容
量为2000MW的博古尚斯卡娅（Boguchanskaya）水
电站。从2013年1月起，六台333MW水轮机中的四
台开始运转，全部工程将在2014年完工。该项目还
包括一家纤维工厂和一家炼铝厂的建设。其它将在
2013-2014年完成的水电项目包括装机容量达840MW
的Zagorskaya2 PSP项目、位于高加索地区的装机容量
为100MW的Gotsatlinskaya项目和位于西伯利亚的装机
容量为570MW的Ust-Srednekanskaya项目。

小水电的开发主要分布在北高加索地区，

这里条件最适宜且小项目具备增加电力供应可
靠性的潜力。俄罗斯水电投资计划为很多这样
的项目提供了资助，其中包括Barsuchkovky项目
（4.8MW）、Sengileevsky项目（10MW）、Stavropol
项目（1.9MW）和Egorlykskaya项目（3.5MW），它
们都将在2012-2016年期间开工建设。

俄罗斯也正在开发其远东地区，该地区人迹
罕至却拥有丰富的矿物资源。在2012年，俄罗斯政
府为西伯利亚地区的四个水电站建设划拨了17亿美
元。总体而言，俄罗斯计划在远东地区增加装机
10GW，其中大部分是水电装机容量。在2013年，下
布列亚（Lower·Bureya）项目开始建设。其旨在吸引
能源密集型行业，同时向中国出口电力。

俄罗斯

俄罗斯Cheboksarskaya水电站（照片来源：I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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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印度面临了其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安
全挑战。7月，一次重大的停电事故影响了6亿人
的生活，这几乎占到了该国人口的一半。这次事
故归因于电力需求超过电力供给而导致的电网毁
坏。开发水电潜能同时增加印度北部和邻国的电
网互联有助于解决其电力供应问题。

印 度 目 前 的 水 电 装 机 容 量 为 3 9 G W。在
第12个五年计划（2012-2017年）中，印度预
计增加水电开发25 -30GW。虽然这个目标最
近 被 调 整 为 1 0 G W，但 是 目 前 印 度 的 很 多 项
目已经开始建设，其中包括：B a g l i h a r 项目
（450MW）、Lakhwad项目（300MW）、Rattle
项目（850MW）、Shongtong-Karcham项目
（450MW）、Tawang1号项目（600MW）、 
Tawang2项目（800MW），以及在布鲁利亚区规
划的装机为1000MW的抽水蓄能项目。该国还完
成了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建设一个装机容量为
9750MW的项目的可行性前期研究，并与邻国布
丹合作建设装机容量为600MW的Kholongchu项目

和装机容量为570MW的Wangchu项目。这两个项
目将坐落在布丹，但会将电力出口到印度。

印度各邦政府也正在投资建设一些区域性项
目。西部的普纳市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小
型水电站的建设地点，并快速追踪它们的建设进
度。北部的查谟和喀什米尔想要在未来的十年间
增加8000MW的装机容量。类似地，西北部的阿
萨姆邦正计划建设将近149个较小的水电项目。

除了建设新的电力项目外，印度还扩展了国内
以及与邻国间的输电系统，目的是为该地区提供稳
定的电力，并利用邻国的水电和天然气资源。

印度已经成为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下核
证减排量(CERs)的重要来源国。在2012年，装机
容量为1000MW的Karcham·Wangtoo项目在CDM获
得注册，装机容量为192MW的Alain·Duhangan水
电站也开始第一次产生CERs。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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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Asia and Oceania (Asia 2)

东亚和大洋洲（亚洲2区）

在整个东亚地区，有两个因素正影响着能源政
策：亚洲对煤炭的严重依赖和2011年3月福岛核电站
事故后亚洲国家不愿增加它们的核电装机容量。因
此很多国家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2012年6月，日本
引入了一个可再生能源回购机制，其中包括水电项
目。它保证在未来20年中按照0.32-0.45美元/度的价格
支付给装机容量不超过30MW的新建水电项目。

此外，随着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多的使用，亚
洲国家目前也在关注如何为风能和太阳能等间歇
性能源提供支持以及电网稳定性问题。抽水蓄能
项目（PSP）的建设正日益增多。比如，中国目前
正计划在湖北省建设装机容量为3,600MW的PSP项
目，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PSP项目。类似地，

印度尼西亚也正在建设装机容量为1040MW的Upper 
Cisokan 抽水蓄能项目。

湄公河流域的国家——柬埔寨、中国、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缅甸、泰国和越南——正积极进行
水电开发。在过去7年中，该地区对水电进行了大
量投资，并将至少持续到2020年（见表格）。湄公

河开发面临的挑战包括国家间的战略互联和跨境水
资源管理。这些问题目前正通过区域研讨会和内部
机构（比如湄公河委员会）进行解决。

在 东 南 亚，印 度 尼 西 亚 也 正 推 动 装 机 为
500MW的Batang·Toru项目、装机容量450MW的
Kamara项目和装机容量450MW的Kerinci项目。菲律
宾正探索在农村地区建设40个小型和微型水电站的
可能性，其中一些已经在2012年开始进行建设。斐
济则开始建设装机容量40MW的Nadarivatu项目。

亚洲的水电开发正日益聚焦在大坝安全上，

因为该地区的地震活动已经使一些项目受到损坏
和不堪一击。在2012年，遭遇不幸的包括装机为
120MW的柬埔寨Stung·Atay项目和装机190MW的
越南Song·Tranh·2号项目。

在越南，装机为1200MW的Lai·Chau项目以及
其它装机在80-320MW的项目最近也已开始进行建
设。在该国北部和南部建设一些大型抽水蓄能电站
的规划也正在谋划当中。

国家 装机 
(GW)

2012增长
 (GW)

中国 248.9* 15.5

日本 46* 0.5

越南 13 2.3

澳大利亚 8.5* —

新西兰 5.5 —

其他 33.1* 0.8

总计 355 19.1
东亚和大洋洲国家的水电装机容量排名

（资料来源：IHA水电数据库）
*包括抽水蓄能电站

国家 2005年的水电
装机容量(MW)

2012年的水电
装机容量(MW) 预计装机增长量 2012年完成的部分水电项目 在建的部分水电项目 

越南 4,150 ~12,000 到2020年17,000MW Son La项目(2,400MW) Lai Chau项目(1,200MW)
A Luoi项目(172MW)

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 680 ~3,000 在建或提议建设的

大于10,000MW 

Nam Ngum 5项目(120MW)
Theun Hinboun项目(280MW of 500MW)

Xekaman 3项目(250MW)
Xayaburi项目(1,285MW)

柬埔寨 13 ~200 在建700MW
规划或在建2,100MW Kirirom III项目(18MW) Lower Sesan 2项目(400MW)

缅甸 480 ~2,600 在建或规划的
大于 40,000MW Kyee ON Kyee Wa项目(74MW) Chipwi项目(200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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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捞越州政府正继续进行水电开发，来落
实它的沙捞越可再生能源走廊（SCORE）计
划。SCORE是马来西亚正在建设的五个区域性发
展走廊之一，它们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可靠、清洁
的电力，并促进经济发展。SCORE还将帮助该地
区吸引能源密集型行业。

目前，沙捞越的电力系统很大程度上依赖煤气
和煤炭。为进一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该岛计
划到2020年使水电在其日益增加的电力消费中占80%
的份额。装机为944MW的沐若（Murum）项目正在建
设当中，在2013年开始蓄水。

沙捞越政府在1979年的一份调查中认定该州有
51个可进行水力发电的地点，总装机容量为20GW。

有9处地点目前被沙捞越能源公司鉴定为有“有很大
希望”能进行水电开发（见下面地图）。

在2012年，装机容量为944MW的沐若（Murum）

项目仍在继续建设，同时，装机容量2400MW的巴贡
（Bakun）项目也开始动工。

在马来西亚的其它地区，马来西亚国家电
力公司（TNB）继续进行装机容量212MW的
Hulu·Terengganu项目和装机容量372MW的Ulu·Jelai
项目的建设，它们预计将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完
成。Ulu·Jelai项目已于2012年10月在联合国清洁发展
机制(CDM)下进行了注册。

马来西亚

沐若（Murum）项目施工现场（发电厂房）巴贡（Bakun）水电站项目（溢洪道）

1. Lawas

2. Trusan

3. Limbang 1

4. Limbang 2

5. Baram 1

6. Baram 2

7. Belaga

8. Pelagus

9. Baleh

已运行

在建

电力传输
(已建及规划)

Sites currently under consideration

古晋

沙巴岛
(马莱西亚)

婆罗洲
(印尼)

民都鲁

沙捞越

亚庇

Malaysia

500 Km

Sarawak

Batang Ai Dam
(60 MW)

Bakun Dam
(2400 MW) Murum Dam

(944 MW)

1

2

3 4

6
5

8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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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努力扩展其发电能力来支持它的快速

增长。为了将化石能源电站的温室气体排放降到最

低，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预计

将增加284GW的装机容量，其中包括41GW的抽水

蓄能。

在这个五年期间，中国预计着手建设超过60个

水电项目。如果这个预测变成现实，中国将能开发

其71%的可用的水电潜能，其中有100%来自中国

中部和东部地区，有大约54%是中国西部的水电开

发。（上面）表格中显示的2011年和2012年水电装

机容量、发电量和投资的增加，说明这些宏伟的目

标正在变为现实。

在2012年7月，中国完成了世界上最大水力发

电机组的安装。向家坝水电站坐落在长江的一条

支流上，当2014年这个装机为6400MW的项目完工

后，将有8台800MW的水轮机同时运转。

同样在2012年7月，当最后32台涡轮机安

装完成、结束将近20年的建设后，总装机容量

22500MW的三峡水电站全面建成投产。在2012

年，三峡的发电量预计占到中国总水力发电量的

14%。其它在建的主要工程包括装机容量13860MW

的溪洛渡水电站、6400MW的向家坝水电站和

5850MW的糯扎渡水电站项目。

中 国 在 新 能 源 领 域 的 投 资 也 处 于 领 先 地

位。2011年，该国的新能源投资520亿美元，占全

球新能源总投资的五分之一。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

年有20%的能源需求由可再生能源来满足。受这

一政策激励，2012年中国将其上网的风电装机容

量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增加到了68GW和

6.2GW，至此，风力发电总量首次超过核能。中

国2020年的目标是安装风力发电200GW、太阳能

50GW和生物质能30GW。

中国

中国 2012 2011

装机容量 (GW) +15.5 +12.5

发电量 (TWh) 864.1 662

投资 (十亿美元) 20 15

机组数 发电量（10亿度/年）

26

80.8122008

26

79.4702009

26

84.370
2010

30

78.2902011

32

98.100
2012

ASIA 2: CHINA

中国三峡装机机组和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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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

去年，《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下简

称“《规范》”）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对水电项目

开发的各个阶段进行评估。主要的水电组织继续

以可持续合作伙伴的模式继续为《规范》的推广

提供帮助。此外，针对《规范》的监管和管理框

架也已制定完成。在这些框架内，编写各种培训

材料，其中包括针对民间团体和行业的能力建设

培训；帮助公司为评估做准备以及将《规范》融

入到商业系统中所需的材料，以及对官方认可的

评估员进行培训的材料。

《规范》的网站（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

也在继续发展。除了提供与《规范》有关的信息

外，该网站还提供与可持续评估主题和评估细节有

关的信息。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它还将包含根据规

范使用条款授权发表的关于评估的官方评估报告，

以供相关人员进一步了解和学习。

针对规范评估师的认证体系已经建立，第一

批评估师现在已经完成认证。这些评估师通过培

训、咨询和评估的方式向那些有意使用该规范的

公司提供专业知识，并且是唯一被规范管理委员

会认可的有资格从事该项工作的个人。

来自监管框架内部和外部的非行业伙伴持续

增加，来自政府、民间团体和金融部门的参与者

越来越多的认识到，该《规范》在指导水电项目

决策和利益相关者沟通中发挥重要作用。

冰岛Landsvirkjun’s Hvammur水电项目的水
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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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合作伙伴指的是与IHA结成合作伙

伴关系的，以促进《规范》的理解和应用的那些

主要水电公司。这些伙伴接受关于该《规范》

的培训，它们旗下的水电项目在运用《规范》进

行评估时，并不局限于项目层面，而是将该《规

范》融入到企业的业务系统中。目前有15家企业

成为IHA的可持续合作伙伴，参与该《规范》的

实施，而且这个数目预计在今年将有进一步增

长。可持续伙伴在支持该《规范》的应用方面处

于行业领先地位。

可持续合作伙伴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是一个用来评估

水电工程可持续性、促进水电可持续性表现持续

改进的框架。这是一套全球通用的方法，能应用

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项目，不论其类型或规模，

或者其它相关用途是否有所不同。

该《规范》包含与项目开发阶段（前期阶段、

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运营阶段）相对应的四个工

具。每个工具包含至多23个与该阶段最相关的可持

续性评估主题，涵盖了可持续性的所有方面——环

境、社会、技

术、金融和制

度。针对项目准备、实施、运营阶段的规范评估报

告将包括对每个课题的1-5分的评分。评分是该规

范的一个基本特征，它提供了一种简易的方式把项

目的优势、劣势和机会联系在一起。它能为运营者

或开发者呈现其最应集中努力的地方，它也能通过

满足放款人的要求而为融资的可行性提供支持。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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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实施

该《规范》的实施由三个体系作

为支撑：可持续伙伴关系、欧盟资助

的Hydro4LIFE项目和一个由挪威发展

合作署（Norad）资助的项目。

挪威发展合作署资助的项目旨在

强化水电可持续性的知识基础，增强

对该《规范》的意识和建设能力。

此外，在本报告写作的时候，

有8个运用该《规范》进行的评估正在澳大利亚、

欧洲、北美、南美和亚洲开展，另外还有10个评估

计划将在2013年完成，正在讨论之中的评估项目数

量也在不断增加。

我们从可持续合作伙伴那里获得了它们对该

《规范》的体验反馈。就像德国意昂能源解释的

那样，这些公司发现该《规范》的应用为项目和

企业层面带来了好处：

“在对瓦尔星湖电厂项目成功进行评估后，

意昂能源得出结论，认为这项研究的结果能转化

成实实在在的收益，因为它们能让我们深入观

察：外部利益相关者沟通、卓越运营和持续改进

的主动性、更高的雇员生产效率和优秀的项目管

理以及与投资优先顺序相关的企业决策。” 

此外，从（沙捞越能源有限公司的）Steven 

Bartholomeusz的解释中我们还能看到，将该《规

范》融入到业务系统，能确保在不同的部门间能

一直考虑到可持续性问题：

“我们已将该《规范》当作一个指导工具进

行使用，来为我们将可持续理念植入我们的业务

中提供支持。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2012年用这

个《规范》重塑了沙捞越能源项目模型。现在，

我们的项目设计和项目执行团队正用这个新的路

线图指导他们的项目，同时加上来自企业社会责

任部门的支持，以确保在沙捞越设计和建设水电

项目的时候认真考虑可持续性问题。”

《规范》的管理

通过该规范使用时的条款和条件，以及一个

管理水电可持续性评估的理事会，我们建立了针

《规范》实施的里程碑事件(2011-2012)

2011 2012 2013

2011年8月: 第一次可
持续合作伙伴培训

2011年10月: 
第一届规范管理
委员会会议

2011年10月: 塔斯马尼亚
Trevallyn试点评估(第一次进

行运营阶段的评估)

2012年6月: 《规范》
被OECD发布的《常用
方法》认可并采用

2012年8月: 针对认证评估员的
第一次认证课程在伦敦开设 

2012年11月: GIZ提供资金以促
进《规范》管理分会的发展及里

约研讨会的召开

至今已开展了8次评估

2012年12月: Norad项目实施 

2012年12月: 发布
《规范》的新网址；
规范被翻译成5种文字

2012年4月: 
第一次进行

实施阶段的评估 

2012年2月: 
在老挝举办

非政府组织培训

2011年5月: 
协商通过《规范》的章

程及使用条款
2011年6月: 官方
《规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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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规范》质量控制和全球管理的安排。理事

会目前的架构详细阐释了制定《规范》时曾用到

的全球化、多利益相关方的方法。

理事会由一系列分会组成，它们分别代表一

部分利益相关方。一旦分会在将来的几个月中成

立，它们将选举出主席和轮值主席，这些人将共

同组成一个决策管理委员会。分会和委员会的决

策将采取一致同意才能通过的原则。在分会筹建

过程中，一个主要由原论坛成员组成的过渡管理

委员会将在初期负责指导《规范》的管理。上图

展示了理事会的架构形式。

理事会架构内部还设立了一个管理部门负责

该《规范》的实施。这个管理部门负责评估员的

一般培训和认证系统的管理，规范内容的翻译，

维持规范应用和结果的一致性，开发诸如标准报

告格式和评估数据库之类的工具，并向管理委员

会报告它在这些领域的工作。这个管理部门现在

位于IHA的总部。

质量体系

随着《规范》的应用全面铺开，管理委员会

强调了确保《规范》能一致实施、符合适当的标

准并在任何所应用的地方产生统一结果的重要

性。这种方法的基石是对那些有资格使用《规

范》的评估员的认证。认证要求包括完成由规范

理事会授权的一个内容丰富的培训项目、接受它

的行为规范，评估员要受到执照的约束。评估员

还需要具备相关水电领域的工作经验，并且在获

得执照之前必须在一个获得认证的评估员手下参

与过至少两个规范评估。

遵循ISO19011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EMS）

审查的指导，认证评估员的培训课程提供了对该

《规范》方法的详细认识以及最佳的实践机会。

那些有抱负的评估员还需要获得一门审计课程的

认证，该课程严格遵循EMS或社会审计这样的相

管理实体
(IHA)

金融机构

水电
供应商和
咨询机构

环境类
非政府
组织

发展中
国家政府

水电
开发商

社会类
非政府
组织

管理委员会

水
电
可
持
续
评
估
委
员
会

组
成

发达国家
政府机构



26
国际水电协会
工作领域

关领域的ISO19011的原则。第一次《规范》认证

评估员课程于2012年8月在伦敦举行，对五位评

估员进行了认证，作为第一批五位评估员之一的

Bernt Rydgren 博士（ÅF Consult公司的）说道：

“这个《规范》对水电部门的可持续性管理

具有重要价值。它是在一种多利益相关方的环境

中开发的该部门独有的工具，能够对单个水电项

目进行更有效更具针对性的评估。我认为，理解

《规范》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它并不对项目做

出‘及格或不及格’的判断。迄今为止我得到的

最重要的《规范》实施经验是，即使是在那些规

模大且复杂的项目中，规范评估也能在一个相对

有限的时间里达到很深的层次和详尽的细节。”

更多的课程将在2013年举办。

只有获得认证的评估员才能接受管理委员会

和理事会的委托对公司进行规范评估，其中包括

咨询服务和评估两部分。考虑到《规范》的知识

基础是由这些评估员构建的，所以对那些真正想

要有效运用《规范》的公司来说，雇用获得认证

的个人是非常必要的。

下一步行动

今天，IHA和《规范》管理委员会将与金融

机构、开发银行、政府和监管者等利益相关方进

行合作，让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使用《规范》带来

的额外好处。《规范》实施将继续通过可持续伙

伴Hydro4LIFE和Norad项目进行，更多的评估员

将获得认证，以扩充专业人员的队伍，并确保《

规范》的统一应用。

IHA将会举办更多针对水电开发者、运营

者、政府和民间团体的介绍该规范的区域性研讨

会。IHA推动可持续性水电的“世界水电大会”于

2013年5月21-24日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举行，《规

范》是众多关注可持续性的议题的重要议题之一。

在大会之前，管理理事会的年会上将选举分会的

理事会代表。选出的代表将出席IHA世界水电大

会。

IHA副总裁Roland Münch博士
在《水电可持续评估规范》培训会上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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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4LIFE是一个由欧
洲共同体资助的项目，它向
欧盟内部的水电公司和其它
利益相关方提供《规范》研
讨会和评估，包括意昂能源集团、法国电力(EDF)、
苏格兰南方能源公司（SSE）、安德里茨水电设备
集团（Andritz）、阿尔斯通（Alstom）和福伊特
（Voith）。参加研讨会的还有出口信贷代理机构
（比如奥地利监督银行、法国Coface信用保险集团和
Euler·Hermes信用保险集团）、投资银行（比如法国
兴业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咨询公司和监管
者的代表。这项工作的成果之一就是该《规范》在
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2012年6月发布的
《常用方法》中得到了认可。这个项目还使得IHA
能在很多重要的研讨会上展示这个规范，比如2012
年11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第17届国际水电研讨会。

2012年12月，IHA

收到了来自挪威发展合

作署（Norad）的资助，

用以支持一项旨在促进

该《规范》在发展中国家使用的项目。这个项目从

2012年12月份起持续到2016年12月，它将会展示在

决策初期将可持续性标准考虑在内所产生的价值，

还将在所选定的发展中国家培养监管者、区域组织

和民间团体的能力。

Hydro4LIFE项目 NORAD项目

在冰岛（左）和罗马尼亚（右）举行的水电可持续评估规范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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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HA水电数据库

9887个
水电站

NGOs

信贷 投资

政府

媒体
研究所

公众

IRENA
REN21

水电
部门

142个
国家

850 GW
容量

+120 GW
抽水蓄能

监管者

1250个业主

设备提供商

Hydropower Development
水电开发

目前的水电开发工作计划是由IHA董事会于

2011年末制定的。今年，项目主管特雷西·雷恩加

入团队中，领导这个项目，并为确定的活动制定

工作计划。在对计划的前期任务进行回顾和评估

后，成立了5个工作组，用以指导水电开发工作

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这些工作组包括：气候变化

组、区域和可再生系统组、风险和金融组、统计

和知识管理组及水能关系组。

统计和知识管理

2012年，IHA在水电数据库建设方面取得重

要进展。到2013年3月，IHA已经收录了144个国

家的超过1100家企业的信息，它们拥有或运营装

机容量967GW（包括120GW抽水蓄能电站）的近

10000座水电站。这个成果是通过IHA的会员、非

会员和合作组织的共同努力而取得

的。这些信息则是通过案头研

究和对会员、监管者和整个行

业所做的所有者/运营者调查

核实所收集到的。

来自英国的 IHA总部团队与来自澳大利亚

Entura公司团队的合作，加上欧洲和亚洲的承包

商支持，使IHA水电数据库的发展成为可能。IHA

已经建立一个强大的数据库来储存这些数据，

并向那些直接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的人提供接

入权限。就像该报告前面描述的那样，IHA预计

截至2012年，世界上水电的装机容量会增加到

985GW，此外还有抽水蓄能130GW。2012年预计

的水力发电量为3400TWh。

在2013年，IHA将继续收集和整理各个电站的装

机及发电量数据。IHA将强化与所有者/运营者及监

管者的关系，以建立一个更加丰富的数据集。

IHA内部使用这些数据，并向IHA会员提供

最新的部门分析。数据的外部使用包括应用到诸

如REN21年度全球现状报告（GSR）这

样的部门报告中，以及那些发表在像

《世界水电评论》、《纽约时报》

和《金融时报》这样的专业和主流

媒体的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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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发展机制
IHA继续监测和报告清洁发展机制（CDM）

的更新内容。到2013年3月5日，在CDM下的8013
个可再生能源项目中，有2899个（36%）是水电
项目，它们的潜在综合装机容量是138GW。

如 果 数 据 库 中 现 有 的 项 目 都 能 得 到 承
认，他们将几乎占到可再生能源项目总额度
（826802000）的50%（392569745）

2012年新发展CDM的国家是阿尔巴尼亚、

柬埔寨、格鲁吉亚、肯尼亚、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马其顿和尼加拉瓜。

2012年4月，装机1000MW的印度Karcham 
Wangtoo项目在CDM进行了注册，成为了迄今
为止该阶段最大的项目。处于审核阶段的最大
的项目是巴西装机容量3750MW的Jirau项目。不
过，区域之间的差距仍十分巨大，亚太地区占
据了大多数CDM项目，而非洲只占10%。为了
帮助那些比例过低的地区参与CDM，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在2012-2013年间
在非洲（多哥和乌干达）建立了两个区域合作
中心。

欧盟排放交易制度
2012年末，欧盟就碳排放体系（ETS）征

求民意，该体系是全球CDM额度的最大买家。

欧洲碳交易市场上该领域的利益相关方和专家
受邀对提议的结构改革进行评价。IHA在2013年
2月对这次咨询提交了一份简短回复。

绿色气候基金
2012年10月在韩国仁川市松岛，韩国被选

为绿色气候基金会（GCF）的主办方。GCF现在
正积极招募会员拓展运营，IHA将争取与GCF管
理层进行联系，提供与水电相关的接触点。

风险和金融

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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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Risoe中心 
2013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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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 特别工作组对政策对话的贡献

在2011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举行了一场CDM政策对话，盘点在CDM实施中得到

的经验，并为在未来如何构建这个机制提出建议。IHA的会员组成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从水

电部门的角度准备了一个提议。提议中的主要建议包括：

1. 可再生能源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清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 应从系统层面判断可再生能源的收益和成本。 

3. CDM的形式和程序要得到理顺，不同规模CDM项目之间的差别要消除。 

4. CDM必须间接地向一个全球补偿机制的方向发展，然后再直接连接现有的和新兴的碳交

易市场。 

5. 必须根据合理的经济学原理和NAMA政策的识别简化额外的评估。 

6. 必须根据合理的、基于科学的标准解决围绕水电可持续性的争论。它应该告知与项目额

外性和合格性有关的任何讨论。

7. 证明环境完整性和满足良好可持续实践的任务应在不打击积极性的情况下传递信心。 

如果能改革CDM的监管来消除风险，并且建立针对融资和风险管理的完善机制，那么私

人部门就已准备好担起它的责任，资助和发展一个利于环境的、有效的可再生能源模型。

CDM政策对话的最终报告已于2012年9月出版，可以从www.cdmpolicydialogue.org 网站上

进行下载。

CDM注册的目前最大的水电项目，装机1000MW的印度Karcham Wangtoo项目 
（照片来源：JP Power Ven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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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水框架指令（WFD）要求欧盟（EU）所

有成员国制定流域基本管理计划，使得他们的河

流到2015年实现“良好生态状态”（GES）或“

良好生态潜能”（GEP）。WFD的实施依靠每个

成员国，并且在每个国家各有不同。这些显示出

来的不同已经影响到欧盟范围内的水电运营。为

了厘清WFD对水电运营产生的影响，并告知政策

制定者，IHA在2012年对欧洲的运营者们进行了

调查。在2012年9月，IHA还组织了一个关于水电

和欧盟水政策的研讨会。下列主要观点已经传达

给欧盟委员会环境专员：

1. 加强与水电部门的互动对实现欧盟的水和能

源政策目标来说将是十分重要的。

2. 可持续性的三个支柱已经包含在WFD当中，

在指令的实施过程中，社会和经济方面应得

到与环境方面相同的关注。 

3. 水体的指定和分类在执行过程中应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如果提议采取生态强化措施，那

么在被推荐之前，这些措施要进行成本收益

分析。

更广泛一点说，水力发电的影响一直是一

个重要话题。在2012年举行的第6届世界水论坛

上，EDF接受一项计划，构筑一个能源对水资源

影响的评估框架。这项计划的成果预计将在2015

年第7届世界水论坛上展示。在2012年，法国电

力与世界水理事会（WWC）和世界能源理事会

（WEC）共同组织了该项计划的开展，并吸纳一

些专家和组织为这项工作服务。IHA是这个计划的

指导委员会成员，加入了可再生能源工作小组，

并参加了2013年1月在巴黎举办的第一次研讨会。 

水资源与能源的关系

IHA欧盟水政策研讨会和水电研讨会
2012年9月，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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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IHA淡

水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状态研究项目发布了一款初

级风险评估工具（测试版），用来让科学家和行

业团体进行评估和测试。这个工具的目的是协助

项目开发者利用简单的特定地点的参数来预估该

地点的潜在温室气体排放量，从而避免在没有问

题的地点进行长期测量的计划。风险评估工具是

该项目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并将在未来的两年间

进行进一步优化，从而融入净排放的概念和水库

的多目标利用。IHA欢迎针对该工具的建议和评

论，大家可以在IHA的网站上看到它们。

2012年，IHA还在网站www.hydropower.org/

iha/development/ghg上面发布了一组与水库温室气

体排放相关的常见问题解答。

IHA要感谢下面这些项目赞助商，它们已确

定额外两年-直到2015年的赞助协议：Statkraft、 

SN·Power和水电装备协会。IHA还要感谢对项目

作出贡献的专家和同行审查团队，以及其他为项

目工作提供支持和作出贡献的人。

要特别感谢Joel·Goldenfum博士，他在2012年

9月前一直担任温室气体项目的项目经理，这也是

他从巴西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借调到IHA工作

四年的一部分。

COP18会议

IHA总部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第18轮气候谈判。会议期间，IHA阐述

了IHA的立场、参加国际可再生能源联盟（REN 

Alliance）的新闻发布会以及名为“面向100%可再

生能源：案例学习及来自地区和城市的实例”的

周边会议。IHA的陈述强调了冰岛水电和地热整

合的例子。大会同意，REN·Alliance将在COP19会

议上组织一个类似的周边会议。IHA还参加了一

系列与气候相关的周边会议，并从水电的角度追

踪会议成果。

气候变化

温室气体项目

IHA的项目主管Tracy Lane出席COP18的国际
可再生能源联盟（REN Alliance）周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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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系统之间的互联正日益增加，其中

包括区域电力联合系统和围绕能源和水资源的跨

境合作。一个有效的可再生能源整合还要求更多

技术合作及跨界合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水电参与者们正日益受到

区域政策和指令的影响。IHA率先在全世界建立

这方面的知识，并与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一起

了解和促进区域合作领域的最佳实践。这其中包

括推广有关可再生能源系统的知识。

IHA最新设立的区域系统工作组就是指导

IHA在该领域工作的相关部门。这个工作组还负

责IHA正在进行的与可再生能源联盟及国际可再

生能源机构（IRENA)的合作，并检视两者之间

的互补性。它还负责与IHA与国际可再生能源机

构（IRENA）的合作。这项工作的成果将整合到

IHA的工作大纲中。

2012年，在古晋（马来西亚）和里约热内卢

（巴西）组织的区域合作活动使这项工作取得了

很大进展。IHA还参加了阿布扎比可持续周和阿

布扎比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期间IHA促成了一

场回顾水电在现代能源系统中演变的会议，并参

加了一个会议，探讨水电作为一种储能技术所起

作用，着重强调水电通过储水对可再生能源系统

日益增加的贡献。

具体到可再生能源系统，IHA继续积极与其

他可再生能源组织合作。比如，REN·Alliance的会

员单位承诺在未来的几年中互相参与对方组织的

活动，其中就包括2012年的世界风能大会。2013

年，IHA将在6月份参加世界风能协会大会，并

在11月份参加国际太阳能学会大会。类似地，在

2013年IHA大会上将有一个“可再生能源系统”

会议。作为REN·Alliance的一员，IHA还将在2013

年11月参加COP19气候大会（波兰，华沙）。

在2012年12月多哈的COP18会议上成功亮相之

后，REN·Alliance将推动“面向100%可再生能

源”这个主题向前发展。

IHA还通过在2013年1月正式加入REN21指导

委员会增强与REN21的关系，并将继续努力，实

现与IRENA的正式合作。

区域与可再生能源系统

IHA政策分析员Kristin Schumann在COP18会议上阐述IHA立场 IHA董事会成员Roy Adair在世界未来能源论坛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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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
宣传

与会员和水电利益相关方分享知识是IHA的一

项主要活动。进行宣传的方式有：定期在线宣传、

纸质报告、面对面的会议、参加（IHA或其它合作

伙伴组织的）活动以及通过媒体直接互动。

在过去的一年，IHA已经建立了它的宣传团

队，并设立一个设计和宣传专员。

积极对外宣传

IHA特别强调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延伸。IHA

与在南美洲、中美洲和中国的会员组织了一些会

议，并将大量出版物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和葡

萄牙语。

IHA在墨西哥、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举行了

与包括监管者、开发者和运营者在内的水电利益

相关方会议。IHA还与国家能源巨头进行了一些

个别会谈（见示意图），并组织了一些区域论

坛，讨论当地发展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方法。

媒体参与

去年开展的、旨在促会协会公关活动、制定

应对媒体质询计划和流程的工作，在今年取得了

成效，成功吸引了来自可再生能源部门内外大量

媒体机构的关注。

宣传团队定期追踪日常的新闻和媒体，以便

向IHA总部和协会会员提供有关最新发展和最重

要内容的新闻简报。

IHA与大量出版物和新闻机构进行过对话，

并接受了它们的报道，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金

融时报》、彭博社、欧洲电台、《世界水电评

论》（HRW）以及诸如《世界未来能源峰会杂

志》和《RioPlus》的专业刊物。

与IHA保持联系

我们邀请会员通过Transmission与我们保持

联系，每周向会员单位更新总部的各项工作和活

动，其中包括水电领域的重要新闻。

会员们还可以通过由IHA会员的沟通专家组

成的沟通网络参与沟通。这个网络有助于制作协

会的消息和材料。

在互联网上，hydropower.org仍是阐释协会使

命的主要方式。这个网站在过去一年获得了很大

发展，进一步突出了我们工作的不同领域，并提

供了一个可集中下载IHA出版物的空间。

显示IHA在过去12个月活动

和到达范围的示意图

IHA活动及会议

有关可持续性的相关活动

IHA参与的国际及区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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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A还出现在不同的社交媒体网站上。我

们在Flickr网站上传了IHA组织或参加活动的照

片、IHA项目的照片和其它与水电相关的影像。

照片有知识共享许可，记者和其他人可以得到一

些经核准可免费使用的照片。

协会使用的其他社交媒体还包括Twitter，我

们用它来告知关注者最近的更新和进展。YouTube

则用来分享访谈和其他视频。SlideShare网站上可

以看到IHA活动中的演讲。

IHA的可持续团队还对《水电可持续性评估

规范》的Hydro4LIFE网站进行持续改进，从而能

更容易地查找与《规范》包括其

形成过程、管理和经费相关的信

息。网站还提供一个与可持续性

相关的综合信息区。

定期出版物：
 Ò 《IHA新闻通讯》
 Ò 《IHA电邮新闻通讯》
 Ò 《IHA当前会议杂志》
 Ò 《IHA水电报告》

链接：
 Ò www.hydropower.org

 Ò 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

 Ò www.ihacongress.org

照片:   www.flickr.com/photos/hydropower

视频:   www.youtube.com/user/ihavideos

演讲:   www.slideshare.net/hydropower 

Twitter账号:  @iha_org 

IHA活动及会议

有关可持续性的相关活动

IHA参与的国际及区域活动



36
国际水电协会
活动

Regional Forums
区域论坛

继续2011年从非洲开始的工作，IHA在去年组

织了两场区域论坛，与来自亚太和拉丁美洲地区

的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一起讨论水电发展。

第一次会议是2012年5月在沙捞越古晋举行

的，会议得到了沙捞越能源有限公司的支持。第二

次活动是IHA与泛美开发银行、德国国际合作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GIZ）和Odebrecht·Energia公司合作

组织的，于2012年11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

亚太商界领袖

区域水电商业论坛（2012年5月10号）吸引了

来自澳大利亚、柬埔寨、中国、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的120名与会者。

论坛包括讨论沙捞越-特别是沙捞越可再生能

源走廊的最新发展，以及水电在推动区域整合中

的作用。还对比了该地区水电开发的其它经验，

并对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特别的关注，比如对合

适的监管框架的，以及水电开发关键领域的能力

建设。

论坛还特别关注可持续计划和来自民间团

体的贡献。与会者描述了现有的社会和环境计

划，IHA则展示了它的可持续伙伴计划。

2012年5月，亚洲区域水电商业论坛的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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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决策者们 

水电和可持续发展区域领袖论坛（2012年11

月13日）聚集了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开

发者、运营者、金融机构、政府和民间团体代

表。出席的国家有：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

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圭亚那、洪都拉斯、巴拉

圭和秘鲁。

这次论坛强调了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

行水电可持续开发的经验，并探索了一系列创新

性解决方案。

论坛讨论的主要问题有：

 y 传输和跨境互联；

 y 水资源的多种应用和水电项目的可接受程度；

 y 融资，包括环境和社会投资；

 y 系统规划和项目层面的环境问题；

 y 与当地社区的沟通和来自当地社区的支持； 

 y 使用可持续性基准工具确定水电项目的优势和

证据的正确性。

发言者包括来自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

济委员会、拉丁美洲能源组织（OLADE）、世界

水资源理事会、拉丁美洲开发银行（CAF）和巴

西Cuniã传统族群研究中心（CPPT）的代表。

与会者普遍认可该地区兴起的对可持续水电

开发的共识，并同意继续对话和进行能力建设。

IHA大会中的区域问题

我们将邀请来自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多边和私

人金融机构、规划机构、政府、民间团体和商业

组织的代表，在即将到来的IHA大会上继续就区

域发展进行对话。

水电和区域发展研讨会将把在区域会议中得

到的知识进行串联。

它将确认在三种计划中的主要成功要素：

1. 在有能源资源的地方进行能源密集型的活动；

2. 联接电力网络，确保更高的安全性和效率；

3. 在同一河流流域对水资源和能源进行战略

规划。

这个研讨会将在2013年5月20日举行，紧接着

就是在马来西亚古晋举行的IHA世界大会。

2012年11月，拉丁美洲区域水电商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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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A World Congress
IHA世界水电大会

从2007年开始，两年一度的关于推动水电可

持续发展的IHA世界水电大会就提供了一个展示

和讨论解决能源、水资源和气候挑战现实方案的

国际论坛。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支持、塑造

行为方式并制定未来战略。

在赞助商和合作伙伴的帮助下以及下列主办

国政府的紧密合作下，IHA才得以成功组织历届

世界水电大会：土耳其（2007年）、冰岛（2009

年），巴西（2011年）、马来西亚沙捞越（2013

年）。在2013年，大会还得到了主办公司-沙捞越

能源公司的支持。

IHA世界水电大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

多样性：大会聚集了广泛的参与者，使它成为水

电界决策者的顶级盛会。2011年，来自超过75个

国家的与会者参加了在巴西伊瓜苏举行的大会，

他们分别代表政府、行业、研究机构、民间团

体、金融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

IHA世界大会还是互动的和富含信息量的：

大会组织全体人员或小规模人员参加讨论会，并

旨在提供一个与会者之间进行现场讨论和经验交

换的平台。

什么是现代水电？

在3天的日程中，通过决策者和实地专家们提

供的第一手资料，大会涵盖了现代水电开发从政

策到实践的所有领域。

2013年，与会者要讨论的问题包括：水电在

能源、水源和气候政策中角色的演变；怎样在国

家和区域层面更好地进行规划以确保能源部门不

与水资源管理进行竞争；怎样激发水电的积极性

来帮助适应气候变化等等。

随着水电在世界各地史无前例的发展，大会

还将关注国家间和区域间的差异，对比机遇，并

确定投资的风险和障碍。

大会涵盖的主题充分的反映了IHA的工作宗

旨。大会审视协会的工作成果，并听取外部观点。

区域发展

虽然大会本质上是国际化的，但讨论的重点

是举办国或地区的经验。2013年，大会第一次在

亚洲举行，这里对能源的迫切需求为水电规划和

开发带来了的特别动力。

2007: 土耳其 安塔利亚 2009: 冰岛 雷克雅未克 2011:  巴西 伊瓜苏 2013: 马来西亚 古晋



39
国际水电协会

活动

作为之前会议的延续，并以沙捞越的经验

作为背景，2013年IHA世界大会特别关注区域发

展，以及水电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中包

括针对推动地区崛起的大量能源密集活动的能源

供应。在大会之前将举行一个关于区域发展的研

讨会，为稍后的焦点会议提供讨论要素。

将可持续融入商业实践

作为协会的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大会是交

流水电可持续问题的国际参考。

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标

准衔接这样的棘手问题，大会还就项目影响社区

的实践经验进行了交流。

大会为与会者提供一个了解《水电可

持续性评估规范》的机会。《规范》管理

理事会在古晋召开，并举办可持续伙伴的

特别聚会。与会者受邀讨论《规范》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水电的方向

大会是协会介绍活动和收集反馈的特别场

合。它同时也是水电部门获取外界指导的途径。

从第一次会议开始，与大会相伴的还有全体

会员会议和IHA咨询理事会会议。

咨询理事会聚集了涉及水电开发的70位组织

首脑和高级管理人员，其中包括来自金融、政府

和民间团体的代表。会议记录将指导协会未来两

年的工作，并在大会上进行讨论。

2012古晋国际能源周宣告IHA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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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A Board
IHA董事会

第58次董事会会议

俄罗斯伏尔加勒，

2012年6月

IHA每年在世界各地

进行三次会议

Refaat Abdel-Malek博士
IHA主席

国际水电协会

Richard M. Taylor, F.E.I.先生
执行长

国际水电协会

Ken R.F. Adams先生
IHA副主席

高级副总裁
曼尼托巴水电供应公司

Roger Gill, BE. MAICD先生
IHA副主席

常务董事和首要顾问
Hydro Focus Pty有限公司

Gil Maranhão Neto先生
IHA副主席

商业开发主管
苏伊士集团巴西公司、Tractebel 
能源股份公司

Terry Moss博士
IHA副主席

总经理
ESKOM 控股有限公司

Roland Münch博士
IHA副主席

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Voith Hydro Holding 股份有限公司

第59次董事会会议

中国北京，

2012年10月

第60次董事会会议

英国温莎，

201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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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 Adair 先生
首席执行官

塔斯马尼亚岛水电公司

Dogan Altinbilek博士、教授
2013年2月从董事会退休

Jean-François Astolfi
高级执行副总裁
法国电力公司

Colin Clark先生
合伙人&首席技术官

Brookfield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Dominik Godde博士、教授
水电部门主管 
德国意昂集团

Rasim Khaziakhmetov先生
技术政策主管

俄罗斯水电集团

林初学先生
副总经理

中国三峡集团

Mário Lúcio Ozelame先生
执行技术主管助理

伊泰普电站

 Israel Phiri先生
私人电力投资促进办公室，经理 
赞比亚土地、能源及水发展部

Marie-Anne Sauvé女士
高级战略计划顾问
魁北克水电公司

Karin Seelos女士
副主席 

挪威国家电力公司

Wolfgang Semper先生
高级副总裁

安德里茨水电公司

Torstein Dale Sjøtveit先生
首席执行官

沙捞越州能源有限公司

A. B. L. Srivastava先生
主席和常务理事

2012年6月从董事会退休

Elsbeth Sande Tronstad女士
执行副总裁

SN 电力投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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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A Central Office
IHA总部办公室

IHA总部办公室包括执行长办公室以及五个部门：运行和会员部、财务部、联络部、水电发展部

和可持续性部。总部办公室的员工工作与IHA董事会、委员会、工作组以及网络密切相连，同时也与

国家办事处（中国）和区域办事处（南美）密切合作。总部办公室的工作由下列人员开展，并向执行

董事进行汇报。

运营和会员部
Kate Steel女士 
运营主管，ks@hydropower.org

Lucy Hazell女士 
支持人员，lh@hydropower.org

财务部
Stelios Vassileou先生 
财务主管，sv@hydropower.org

Lorna Charles女士 
助理会计，lc@hydropower.org

联络部
Gregory Tracz先生 
联络经理，gt@hydropower.org

Sharon Bruton女士 
设计和联络员，sb@hydropower.org 

Mat Simpson先生 
联络员，ms@hydropower.org

水电发展部
Tracy Lane女士 
项目主管，tl@hydropower.org

Kristin Schumann女士 
政策分析师，krs@hydropower.org

Simon Smith先生 
市场分析师，ss@hydropower.org

职务空缺，气候专家，待定

可持续研究部
Cameron Ironside先生 
项目主管，ci@hydropower.org

Douglas Smith先生 
可持续问题研究专家，ds@hydropower.org

Aida Khalil女士 
可持续问题研究专家，sh@hydropower.org

Simon Howard先生 
可持续问题研究专家，sh@hydropower.org

Michelle Tompson女士 
可持续部门协调员，mt@hydropow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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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and National Offices
区域和国家办事处

IHA目前在中国设有一个国家办事处，并设有一个区域办事处覆盖南美地区，总部位于巴西。通

过两年成功的试运行期，两个办事处在2012年8月均续签了协议。

每一个办事处均设有1名全职人员作为与相关组织联系的联络人。此外，他们参与相关的工作组

并且为会员招募、水电信息汇编、材料翻译、会议组织等工作提供帮助，

IHA感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和伊泰普水电站，在他们的资助和合作下，两个办事处才得以

顺利运行。

IHA南美办事处 

IHA南美办事处协助在里约召开了区域会

员间会议。此外，Krauskopf·Neto先生担任了

IHA许多南美会员的联络员，并且协助翻译了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Krauskopf Neto先生 
IHA南美区域办事处

IHA中国办事处 

IHA中国办事处协助召开了与潜在的中

国合作伙伴及赞助商之间的会议，并参与了

相关材料及IHA世界水电大会的翻译。中国

办事处还成功承办第59次IHA董事会会。

黄真理先生，主任  
姜莉萍女士，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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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hip Report
会员报告

IHA是为会员利益而存在的，它的目标是拥有来自全球

水电部门的会员代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协会通过它的总

部、中国办公室、北美区域办公室和董事会来与全世界的组

织进行联系。

IHA董事会认可现有会员贡献的活动，并决定进一步招

募新会员。IHA已经成立了一个会员工作组，与总部的运营

和会员部进行合作，增加会员的多样性。

IHA世界大会是向非会员组织展示会员福利的重要

机会，所以很多组织都受邀参加在马来西亚古晋举行的

IHA2013世界大会。

我们欢迎下列新加入IHA的组织：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

司、东方电机有限公司、Light·Energia·SA公司、Schluchseewerk 

Aktiengesellschaft、 Verkis·Consulting·Engineers和ACHC。

去年，总部的主要成员访问了在中国的组织，还参加了

一个南美会员的会议。IHA的主席和执行长都参加了这两次

访问。IHA还访问了其它重要的水电区域，IHA的大家庭也

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获得成长。

IHA总部专注服务于会员的需要，并与它们一起推动工

作的开展。不同级别的会员都会受邀参加IHA的活动。

如果你认为你的组织可能是我们的潜在会员，请联系我们

的总部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www.hydropower.org/join，或向我们

发送电子邮件，我们的邮箱地址是membership@hydropower.org。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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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赞助商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  www.iwhr.com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CPI）    中国  eng.cpicorp.com.cn
中国三峡集团（CTG）     中国  www.ctgpc.com
法国电力公司水电工程中心     法国  www.edf.fr
水电设施协会（HEA）     -  www.thehea.org
伊泰普水电站      巴西  www.itaipu.gov.br
JSC俄罗斯水电集团     俄罗斯  www.rushydro.ru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      中国  www.sinohydro.com
挪威国家电力公司Statkraft     挪威  www.statkraft.com

企业赞助商 

Cemig电力公司      巴西  www.cemig.com.br
圣保罗能源公司      巴西  www.cesp.com.br
巴西圣弗朗西斯水电集团公司    巴西  www.chesf.gov.br
Camargo Correa建设贸易公司    巴西  www.camargocorrea.com.br
安德拉德·古铁雷斯建筑公司     巴西  www.agnet.com.br
欧德布莱克特公司      巴西  www.odebrecht.com
巴拉那州能源公司      巴西  www.copel.com
德国意昂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德国  www.eon-kraftwerke.com
葡萄牙电力公司-能源生产和管理公司    葡萄牙  www.edp.pt
巴西国有基础设施公司     巴西  www.eletrobras.com
Eletrosul电力公司      巴西  www.eletrosul.gov.br
Entidad Binacional Yacyreta     阿根廷  www.eby.org.ar
阿尔斯通（私有）有限公司     南非  www.eskom.co.za
俄罗斯能源公司      俄罗斯联邦 www.eurosib.ru
FURNAS电力公司      巴西  www.furnas.com.br
苏伊士集团Tractebel能源公司    巴西  www.tractebelenergia.com.br
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     中国  www.hnlcj.cn 
塔斯马尼亚岛水电公司     澳大利亚  www.hydro.com.au
魁北克水电公司      加拿大  www.hydroquebec.com
哥伦比亚国有电力公司     哥伦比亚  www.isagen.com.co
冰岛国家电力公司      冰岛  www.landsvirkjun.com
曼尼托巴水电公司      加拿大  www.hydro.mb.ca
印度国家水电公司      印度  www.nhpc.nic.in
力拓铝业公司      加拿大  www.energie.alcan.com
SN电力投资公司      挪威  www.snpo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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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企业会员 
AES欧亚大陆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土耳其  www.ictasenerji.com.tr
博勒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加拿大  www.brookfieldpower.com
长江水利委员会（CWRC）     中国  www.cjwsjy.com.cn
CPFL电力公司      巴西  www.cpfl.com.br
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中国  www.dongfang.com.cn
E-CO水电有限公司      挪威  www.e-co.no
麦德林公共企业      哥伦比亚  www.epm.com.co
恩德萨电力公司      智利  www.endesa.cl
苏伊士集团（法国）     法国  www.gdfsuez.com
Hatch公司      加拿大  www.hatch.ca
艾森水电公司      智利  www.hidroaysen.cl
卡布拉巴萨水电站      莫桑比克  www.hcb.co.mz
湖北清江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  qol.qdc.com.cn
凯米河电站      芬兰  www.kemijoki.fi
Light电力公司      巴西  www.light.com.br 
美华集团       美国  www.mwhglobal.com
太平洋水电公司      智利  www.pacifichydro.com
莱茵集团Innogy股份有限公司    德国  www.rwe.com
罗马尼亚国有水电公司     罗马尼亚  www.hidroelectrica.ro
沙捞越州能源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  www.sarawakenergy.com
Schluchseewerk Aktiengesellschaft    德国 
SNC-兰万灵      加拿大  www.snclavalin.com
Snow水电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  www.snowyhydro.com.au
蒂罗尔州水电公司      奥地利  www.tiwag.at
Verkis工程咨询公司     加纳  www.verkis.com
沃尔特河管理局      加纳  www.vra.com
赞比亚电力有限公司     赞比亚  www.zesco.co.zm
   

二级企业会员

所有乌克兰水电协会     乌克兰  www.ukrhydroenergo.org
AXYS科技公司      加拿大  www.axystechnologies.com
Bhote Koshi能源有限公司     尼泊尔  www.bhotekoshi.com.np
Carpi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士  www.carpitech.com
Cennergi Pty有限公司     南非  www.cennergi.com
CKD布兰斯科工程有限公司     捷克共和国 www.cbeng.cz
Dolsar工程有限公司     土耳其  www.dolsar.com.tr
DSD Noell有限公司     德国  www.dsd-noell.com
Enerjisa发电公司      土耳其  www.enerjisa.com.tr
G.O. Carlson制造有限公司     美国  www.gocarlson.com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www.cshnac.com
河海大学       中国  www.hhu.edu.cn
俄罗斯水电公司      俄罗斯  www.hydropower.ru
巴西Acende研究所     巴西  www.acendebrasil.com.br
克罗地亚KONCAR公司-KET     克罗地亚  www.koncar-ket.hr
Lahmeyer国际有限公司     德国  www.lahmeyer.de
Lunsemfwa水电有限公司     赞比亚 
Mighty River能源公司     新西兰  www.mightyriver.co.nz
NuPlanet能源（私有）有限公司    南非  www.nuplanet.co.za
PennWell公司      美国  www.pennwell.com
贝利能源有限公司（之前为电瓦特公司）   瑞士  www.poyry.ch
区域电力有限公司      加拿大  www.regionalpower.com
卢布尔雅那电站      斯洛文尼亚 www.sel.si
德国Stellba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德国  www.stellba.de
瑞士Stucky有限公司     瑞士  www.stucky.ch
波兰水电公司-TEW     波兰  www.tew.pl
TRACTEBEL工程公司/COYNE BELLIER   法国  www.coyne-et-bellier.fr
乌克兰水电有限公司     乌克兰  www.uhp.kharkov.ua
伊洛瓦底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缅甸  www.uach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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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管理

IHA管理委员会每年大约举行三次会议，以确

保协会能根据章程和细则运营。

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包括：Te r r y · M o s s博士

（主席）、Ken·Adams先生、Roland·Münch博

士、Gil·Maranhão·Neto先生和Roger·Gill先生。 

此外，委员会还定期审查董事会指导文件，并

提出修改建议。董事会指导文件规定了协会管理人

员和机构的角色和责任、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委

员会、工作小组、国家和区域办公室的职责范围。

它还概括了董事会和其它会议的举办程序以及董事

会/管理层的接口问题。

主席、执行董事和高层管理团队可以受邀作为

观察员参加管理委员会会议。

在本报告涵盖的这段时期内，与协会法律地位

有关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虽然仍需进一步进行

法律审查，以确保任何转变都能充分满足即将到来

的董事会选举过程（见下文）的要求，但是现在设

想的是在2013/14会员年度期间应提议一个新的架

构，该架构与协会目前非法人团体的状态相比，能

够为会员提供更多的保护。

随着现在的董事会和IHA的主席将在2013年10月结束任期，董事会选举已经开始，首先需要进行提

名，这样才能任命一个新的董事会。任命将在2013年10月开始生效，为期2年。

同样在2013年10月，IHA还要从新董事会成员中任命新的主席和副主席。

协会的法律地位

董事会选举

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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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A账目

为了向支撑IHA使命、价值观和战略目标的董事会财务政策、目标和预算提供建议，新成立的

IHA财务委员会将每季度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委员会将根据IHA的目标审查它的财务状况，并就主要

的财务担保和交易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委员会还将监控对组织进行的外部审计，并向董事会报告外部

审计的结果。

财务委员会的成员包括：Roy Adair先生（主席）、Terry Moss博士和Colin Clark先生。

最新经过独立审计的IHA财务报表涵盖了截至2012年9月30日的近18个月，这是由于对之前的一次

会计参考日期进行了调整，这样一来重要大会的现金流就能算入单个会计年度（否则就会被分开算入

两个会计年度）。接下来，将根据9月30日结束日期准备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在这18个月内，IHA确认会费收入为1254158欧元，其中与2012/13年度的会员有关的是631608欧

元，与2011/12年度的会员有关的是622550欧元。收入还来自2011年的大会（688749欧元）和2013年大

会初步赞助收入（经会计调整后是140756欧元）。其它资金来源包括温室气体相关的研究资金171283

欧元、Hydro4LIFE项目和欧盟对《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规范”）》的资助269941欧元以及RoW

规范资金235070欧元（所有数据均已经会计调整）。

IHA总部（会员和2011/13大会）在截至2012年9月30日的近18个月内总共获得盈余为347388欧元。

将主要的项目（温室气体和可持续相关的工作）考虑在内，近18个月IHA总盈余为318509欧元。

截至2012年9月30日近18个月的财务结果

财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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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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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A经审核的账目(千镑) 审计结果

截至

2012年9月30日
共18个月

收入
会员 1,254

2011年大会 689

2013年大会 141

其它活动 9

温室气体研究 171

气候变化& 水政策 70

欧盟以外的可持续领域 191

Hydro4LIFE 270

总计 2,795

支出
会员 39

运营 652

2011年大会 425

2013年大会 141

其它活动 112

温室气体研究 171

气候变化& 水政策 257

欧盟以外的可持续领域 409

Hydro4LIFE 270

总计 2,476

盈余/(赤字） 319



 Currents  / October 2012  / www.hydropower.org

1

电话: +44 208 652 5290 | 传真: +44 208 643 5600 | 邮箱: congress@hydropower.org | 网站: www.ihacongress.org

NORWEGIAN MINISTRY
OF PETROLEUM AND ENERGY

sponsors and partners:

Ibu Pejabat
Aras 6, Blok F, Kompleks Kerajaan Bukit Perdana,
Jalan Dato’ Onn, 50480 Kuala Lumpur, MALAYSIA

Pejabat Tapak
Projek Tapak Hidroelektrik Bakun,
Bakun, Belaga, Sarawak.
P.O.Box 2936, Pejabat Pos Bintulu, 97012,
Bintulu, Sarawak, MALAYSIA

¨

. comBusiness
AS IA  PACIF IC’S  SUSTAINABLE BUS INESS  COMMUNITY

      IHA世界水电大会

推进水电
可持续发展

水电界决策者的全球顶级盛会

Advancing
Sustainable
Hydropower

敬请关注: 

2015
年在中国举办的世界水电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