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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水电圣何塞宣言》概述了可持续水
电部门的基本原则和建议，以便其作为一种清洁、
绿色、现代和负担得起的电力来源在能源转型和
负责任水管理中发挥最佳作用。

为帮助世界实现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下这一目标，国际能源署（IEA）在其
2021 年的《2050 年净零排放》报告中强调，到
2050 年，全球水电产能至少需要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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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在其《《全球能源转型：
可再生能源路线图转变路径》》中也呼吁水电装
机容量到 2050 年增加一倍以上。

我们的共同任务是推进可持续水电在清洁
能源未来中的作用。因此，本宣言旨在通过为该
部门建立共同愿景来夯实可持续水电的基础。本
宣言基于与政府、私营部门、国际金融机构和民
间社会组织的广泛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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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对人类及环境最紧迫的生存威
胁，应被政府与能源和水务部门视为紧急情
况，值得采取紧急行动和国际合作。

世界各地的河流和水系，以及它们所维持的
社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都很容
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全球 7.7 亿人仍然无法获得清洁、可负担且
可靠的电力（国际能源署），近三分之一的
人无法获得安全管理的饮用水（联合国水 
机制）。

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水电在推动能源系统
脱碳、实现净零碳目标和帮助减轻气候变化
的影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水电是增加清洁电力供应和支持其它清洁
能源（如绿色氢气）生产的可靠、可负担的解
决方案。

投资新的可持续水电产能，以及推进现有产
能的现代化和升级，是务实的整体能源政策
制定的一部分，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

通过其提供的灵活性和蓄能服务，水电可以
补充、整合和加速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变可再
生能源的增长，并增强整体系统韧性。

抽水蓄能应该在清洁能源系统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没有其他成熟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能
够在长使用寿命和可靠支持电网能力方面
与之相匹配。

按照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标准做法选址、
规划和实施的水电项目可对当地社区产生
更广泛的非电力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供水、
社会投资、经济增长、生计、灌溉、防洪、抗
旱等。

如果项目得到良好的运营和维护，水电提供
的电力和非电力效益可以比替代能源的惠
益更为长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百年。

展望未来，可持续水电必须定义并展示符合
《水电可持续发展标准》（由多利益攸关方
水电可持续发展理事会管辖）中所载的国际
标准做法。

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运营的水力发电项目可
为实现国家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作
出重大贡献：尤其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6（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7（所有人都能获
得可负担、可靠、可持续的现代能源）、8（可
持续经济增长和就业）、9（具备韧性的基础
设施）和 13（应对气候变化的紧急行动）。

水电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最重要
的是，多重利益相关方对良好可持续发展实
践的理解，以提高其效率、效果以及与其他
能源的互补性和效益，同时减少其负面影响。
其将继续努力实现进一步改进。 

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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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以下基础原则可用于指导可持续水电的规划、设计、实施和运行： 

“可持续水电是一种清洁、绿色、现代且负担得起的气候变化解决
方案。展望未来，唯一可接受的水电就是可持续水电。” 

1   可持续水电可为社区、生计和	
	 气候带来持续效益

 a.  所有类型的河流和水利基础设施
都应为受项目影响社区和更广泛
的环境带来净正效益，值得建设和
继续运行。

 b.  评估非动力型大坝的潜在水电改
造能力。

 c.  对于无法再为社会带来效益的大
坝，如存在无法以成本效益方式缓
解的安全问题，或存在无法有效解
决的不成比例的环境影响，则应就
能否除役展开评估。

2  展望未来，唯一可接受的水电就
是可持续水电

 a.  如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开展
不可持续的水电发展项目。

 b.  水电开发商和运营商应以明确、透
明、可验证的方式展示他们对可持
续水电的承诺。 

 c.  筹备、实施和运营水电应符合《水
电可持续发展标准》定义的国际标
准做法。

 d.  承认可持续性在不断发展变化，
应以持续改进和进一步完善的工
具和系统来指导行业部门内的各
项行动。

 e.  开发者和运营者应避免、尽量减少、
缓解和补偿项目活动对生物多样
性的负面影响。所有行业利益攸关
者都应负责任地管理生物多样性
影响，致力于在项目影响区保持健
康、正常运行且仍具活力的水生和
陆生生态系统。

 f.  不宜在世界遗产地开发新水电项
目。

 g.  在影响保护区以及候选保护区和
保护区之间的走廊时，应通过系统
地应用《水电可持续性工具》或根
据《水电可持续性标准》进行认证，
实施高标准的表现和透明度。

 h.  水电开发者和运营者应与政府、
民间社会组织和社区合作，尊重加
强现有保护区和宣布新保护区的
做法。

3  可持续水电需要利益相关方密切
合作

 a.  尽管所有可持续水电项目都有具
体的场地和自身独特性，但在世界
各地有现成可借鉴的经验和专长。
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开发商、运营商
和利益相关方应认可从当地和国
际经验中学习，并从国际知名组织
和部门机构中寻求知识和联系的
重要性。 

 b.  宜查明所有受项目影响的社区，包
括原住民和弱势群体，并让他们参
与到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中，且相对
于项目前的条件，宜改善受项目影
响的生计和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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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决策者提出的建议
各国政府有机会与能源部门和民间社会合

作，加速能源过渡，并将五个加速器纳入其经济
计划：

1   收集有关需求和机会的信息

 a.  尽可能让有关潜在水电和其他可
再生能源地点的信息为人所知和
公开。 

 b.  在国际社会中交流数据、知识和
评估结果，以确保新的开发和现有
地点的改进具有可持续性。

2  促进水电部门的可持续性

 a.  通过设定支持和纳入可持续水电
开发的目标，提升可再生能源和气
候变化的宏愿。

 b.  建立多重利益相关方对可持续水
电的支持，确保各个项目获得受影
响社区的支持，并鼓励多重利益相
关方对项目交付进行监控和问责。 

 c.  通过提供适当的财政支持，如税
收减免或低息贷款（如需要），支
持可持续的水电开发。

 d.  通过监管框架提供适当的措施，
鼓励可持续水电开发。

 e.  证明任何新水电项目均在按照《水
电可持续发展标准》中的国际标准
做法以可持续的方式建设。

 f.  通过与行业合作来突显并解决一
系列挑战，包括气候、能源、水和
保护等关注事项。

  g.  确保发展中国家发展可持续水电
的多方捐助者信托基金，如世界银
行的水电发展基金，得到良好的支
持和资助。

3   决定可再生能源系统可靠性的责
任主体

 a.  确保支持发展可再生能源系统蓄
能和灵活性的市场机制。

 b.   开发诸如抽水蓄能设施等水电蓄
能，提高蓄能能力和电力系统的灵
活性，以根据《水电可持续发展标准》
融合可变太阳能和风能。

 c.  投资研发项目，以改进可提高发电
效率、环境性能以及与可变可再生
能源和其他蓄能技术集成的技术
和实践。 

 d.   酌情整合混合可再生技术，包括水
电水库上的漂浮式太阳能电池板。 

 c.  单是可持续水力发电不足以满足
全球对于水和能源的需求。在水电
项目规划、开发和现代化方面，行
业、政府和民间社会应建立综合能
源系统，并寻求可再生能源之间的
协同效应。 

 d.  在涉及跨境问题的情况下，所有各
方，包括受影响的政府和相关的多
边机构，都应按照《水电可持续发
展标准》中的国际标准做法开展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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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确保为低碳电力创造公平的竞争
环境，以确保为社会和环境取得最
有效的成果。

4 升级现有的能源和水利基础设施

 a.   推进现有水电站的现代化，以提
高安全性，优化发电并提高效率，
建立气候适应力，并减轻环境影响。

 b.   加强大坝和水库的运行，以实现供
水、泥沙管理、鱼类通道、洪水缓
解以及太阳能和风能并网。

 c.  增加现代化、改造、退役和水电蓄
能开发的资金投入。

 d.   提高对能源灵活性、可靠性和长
期蓄能服务（如多年期附属合同等）
的测量、评估和补偿。 

5  非用即失：所有大坝都必须有益处

 a.  探讨将各种额外服务及裨益与现
有大坝整合的备选方案，如改造无
电力大坝和在水库上增加太阳能
光伏发电装置。

 b.  审议是否应对无法再为社会带来
效益的大坝，如存在无法以成本效
益方式缓解的安全问题，或存在无
法有效解决的不成比例的环境影
响，进行除役处理。

 c.  通过改进符合《水电可持续发展
标准》的环节和监管措施，有效推
进河流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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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承诺
《可持续水电圣何塞宣言》已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在世界水电大会闭幕时发布。

对可持 续水电感 兴 趣的组 织和个人获 邀
在以下 地 址 以《 圣 何 塞 宣 言》的 名义 发表 支
持 声 明 和 个人 承 诺：www.hydropower.org/
declaration。

国际水电协会作为世界水电大会的秘书处，
将承诺与其成员合作，通其工作方案和全球倡言
推进《宣言》所做的建议。

国际水电协会 (IHA) 是一个非盈利组织，与活跃在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成员及合作伙伴网络开展合作。我们的使命是通过建立和分享可再生能
源系统、负责任的淡水管理和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等领域的知识，从而推进可
持续水电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