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持续发展目标6综合监测指南 – 具体目标和全球指标》 

 

1 

版本：2017年7月14日 

 

关于水和环境卫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6综合监测指南 - 

具体目标和全球指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水循环 

 

本出版物将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期间不断更新，以便纳入新的发展动向和汲取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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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指南 

可持续发展目标6（SDG 6）联合国水机制综合监测倡议支持各国监测水和环境卫生，并编制报告全球进展

情况的数据。这项倡议是联合国各机构之间开展的精简全球监测工作和促进跨部门协作的一个合作项目。  

《可持续发展目标6综合监测指南》是这项工作的一个主要参照点，包含以下组成部分：   

《指南》的组成部分 描述 目标受众 

《可持续发展指南目标6综合监测

指南 – 国家监测系统的良好做

法》  

关于在国家一级实施可持续发展

目标6监测的过程和原则的良好做

法，包括成功因素、体制安排、

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所需资源 

负责设立和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

6监测工作的高级工作人员（例

如可持续发展目标6协调人）；

负责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6指标

的技术人员；政治家和公众（为

了更好地了解整个过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6综合监测指南 

– 具体目标和全球指标》（本文

件） 

介绍可持续发展目标6及其具体目

标，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6内部

以及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

的相互联系；广泛地概述了可持

续发展目标6全球指标、其基本原

理和建议监测方法 

负责设立和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

6监测工作的高级工作人员（例

如可持续发展目标6协调人）；

负责监督可持续发展目标6组成

部分的技术人员；政治家和公众 

可持续发展目标6全球指标逐步监

测方法 

关于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6全球指

标的建议方法的分步指导，包括

关于数据收集和管理的建议  

负责监督可持续发展目标6组成

部分的技术人员 

 

《指南》不应被视为需要遵守的一套规范性规则，而应被视为促进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综合办法。我们

预计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期间不断对《指南》进行修订，以纳入方法和技术的发展动态，以及能够提高监

测成效和效率的机构良好做法。  

  

http://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good-practices-sdg-6-monitoring/
http://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good-practices-sdg-6-monitoring/
http://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good-practices-sdg-6-monitoring/
http://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sdg-6-targets-indicators/
http://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sdg-6-targets-indicators/
http://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integrated-monitoring-guide-sdg-6/
http://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integrated-monitoring-guide-sd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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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表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OSU 俄勒冈州立大学 

GEF 全球环境基金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GEMI 与水和环境卫生有关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具体目标的综合监测 

TBA 跨界含水层 

GLAAS 全球环卫与饮水年度评估 TWAP 跨界水域评估方案 

GRDC 全球径流数据中心 UNECE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IBNET 国际供水与污水处理绩效管理

网络 

UN Environment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IGRAC 国际地下水资源评估中心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

化组织 

ISARM 国际共有含水层资源管理 UN-Habitat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ISIC 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工业

分类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IWRM 水资源综合管理 UNIDO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JMP 水供应、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联合监测方案 

UNSD 联合国统计司 

LEGOS 空间地球物理与海洋学研究实

验室 

WASH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

生 

MDG 千年发展目标 WHO 世界卫生组织 

ODA 官方发展援助 WHOS 世界气象组织水文观测

系统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WMO 世界气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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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议程》中的水和环境卫生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安全的饮水和适当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是人类健康和福祉的基础。除了家用外，食品、能源和工业生产

也需要水，这些用途是高度相互关联的，而且可能相互冲突。这些用途会产生废水，如果管理不善还可能

造成污染。还需要水来确保生态系统的健康，这反过来能改善淡水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增强面对人类诱发

的和环境引起的变化时的总体恢复力。气候变化的影响常见于水的可用性的变化，例如某些地区缺水日益

严重，而其他地区却水灾日益频繁。因此，水是管理与饥荒、疾病流行、移徙、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的不

平等、政治不稳定和自然灾害有关的风险的关键因素。 

交叉和碎片化 

水可有助于在不同部门间实施综合解决办法。然而，水资源一般不同经济部门内由不同政府部门共同开发

和管理，这导致它们之间几乎没有协调，而且缺乏对资源状况的全局认识。这种按部门方法产生的固有问

题是连贯性问题，一个部门的政策和决策可能与另一部门的战略和做法相抵触或重复。此外，水资源天然

局限于水流域，因此从物理和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最适宜的办法是在这个量级管理这些资源。然而，水资

源往往是根据行政单位管理的，这种做法一般跨流域，从而造成进一步的碎片化，当存在跨界流域时情况

尤是如此。 

迈向可持续的水的未来  

为确保为所有人可持续地管理水和环境卫生，必须全面研究水循环，包括所有用途和使用者。各国需要摆

脱水资源的按部门发展和管理，转而采取更综合的办法，公平地平衡不同的需求。这正是可持续发展目标6

寻求实现的目标，即通过拓展千年发展目标（MDG）对饮水和基本环境卫生的重点关注，把水、废水和生态

系统资源包括在内，连同关于与水有关的灾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1.5的具体目标一起，可持续发展环境中

所有与淡水有关的主要方面都被覆盖。把这些方面置于同一个目标下是向着解决部门碎片化，实现协调一

致和可持续管理迈出的第一步，从而确立可持续发展目标6是迈向可持续水未来的重要一步。  

监测将它变成现实 

监测不是目的，而是更加有效和高效执行的手段。优质数据有助于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确定各

种挑战并确定优先事项，查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利用协同作用和管理潜在冲突），并了解良好做法。

数据表明随着时间推移的进展情况，或缺乏进展的情况（因此也有相关要求），以确保政府及其公民间的

问责，提高认识和获得政治支持，这反过来又能刺激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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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6 

从千年发展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目标 

对于水和环境卫生，从千年发展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目标意味着游戏规则的改变，各国需要从对获得经改

善的饮水来源和基本卫生设施的相对狭隘的关注，转向以公平的方式可持续地管理整个水循环的全面关注。

这一转变自然会对监测产生影响——千年发展目标只包括三项关于水和环境卫生的指标，而可持续发展目

标包括11项指标，千年发展目标的指标主要通过住户调查监测，而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监测将不可避免地涉

及来自许多不同部门的国家当局。因此，确实需要加强国家能力和资源，以便进行监测，并为此提供政治

支持。     

《联合国水机制可持续发展目标6综合监测倡议》 

为支持各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6进展监测，联合国水机制借鉴在千年发展目标期间吸取的经验教训，发布了

《综合监测倡议》。可持续发展目标6全球指标的所有托管机构在此倡议下汇集在一起，其中包括世界卫生

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水供应、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联合监测方案，与水和环境卫

生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的综合监测（GEMI）和联合国水机制全球环境卫生和饮用水分析及评估

（GLAAS）。 

综合监测倡议的目标是： 

 制定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6全球指标的方法和工具 

 在国家和全球各级提高对可持续发展目标6监测的认识 

 就监测加强国家技术和制度能力  

 汇编国家数据并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全球进展情况 

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联合努力对于监测的制度方面，尤其是各部门、区域和行政各级的数据收集和分析

的综合，具有重要意义。要了解关于综合监测倡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网站。  

核心原则 

《可持续发展目标6综合监测倡议》的工作，包括方法开发，受以下核心原则指导：  

 借鉴和统一国家监测工作：各国拥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监测和报告，它们是更优质数据的主要受益

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已经建立了监测系统。因此，全球（和区域）监测工作必须借鉴并巩固

现有的工作，并着重加强国家统计系统。它们还必须努力确保一个国家的数据能与另一国的数据比

较，而且能随时间的推移进行比较。这一统一进程以国际商定的定义和标准为基础，并必须在国家

自主权与全球（和区域）可比性之间取得重要平衡。 

 逐步监测的步骤：为了使会员国能根据本国能力和现有资源开展监测工作，需要有灵活的方法，

“逐步监测步骤”的概念是有益的。通过这种方法，各国可以从简单的方法开始，例如使用其他数

据源和模型，或在有限的地点监测有限的参数。随着它们的能力和资源的增加，它们可以逐渐采用

更先进和更准确的监测方法。此外，地球观测、手机应用和地球空间数据搜集等新技术正在迅速提

高收集、存储、分析、报告和共享数据的能力，同时降低所涉及的成本。 

 数据综合：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6将涉及各不同部门和各级政府的广泛利益攸关方。为了启动全面

评估并分析水资源状况和可能的发展道路，监测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整理所有信息，以支持一种

有助于减少机构碎片化的综合管理办法。 

http://www.sdg6monitor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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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使用和分解：监测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为政策制定和决策及规划提供依据。为此目的，数据必

须能够分解，以表明在何处、何时、如何以及对何人进行干预。《2030年议程》强调“不让一个人

掉队”；为了跟踪这方面的进展，数据应按若干社会经济阶层分解。  

本出版物说明了这些原则如何适用于不同的指标。如需了解关于这些核心原则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本《指

南》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国家监测系统的良好做法。 

  
图片来源：Proggie，知识共享署名 图片来源：亚洲开发银行，知识共享署名 

 
 

图片来源：Malik Naumann，知识共享署名 图片来源：北部地区林业局，知识共享署名 

  

http://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good-practices-sdg-6-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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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6.1饮水 

“到2030年，人人公平享有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 

饮用和家庭内的个人卫生用途是水的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旨在为所有人提供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水的具体

目标6.1捕获了这一用途。供“所有”住户使用的水是总用水的一个重要部分（具体目标6.4）。“安全”

的饮水意味着它不含污染物——使水变“安全”所需的处理直接取决于原水的质量（具体目标6.2、6.3和6.

6）。  

具体目标6.1和6.2借鉴了关于饮水和环境卫生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并直接响应安全饮水和环境卫

生的人权。这两个具体目标有助于减少多层面的贫穷，实现普遍享有基本服务（可持续发展目标1和11），

而且是更广泛地改善营养（可持续发展目标2）、保健（可持续发展目标3）、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4）、

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5）和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目标8）的前提条件。  

2015年，全世界有71%的人口使用得到安全管理的饮水服务（即经改善的水源，位于家庭，可在需要时使用，无污

染），另有17%的人口使用基本服务（即来自经改善的水源，从家往返不超过30分钟）。
1
2015年，估计有96个国家

用上了得到安全管理的饮水，占全球人口的35%。资料来源：饮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的进展：2017年更新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线（JMP, 2017） 

 

  
饮水很容易被恶劣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污染。  通过监测饮水服务的使用情况，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可以

了解到谁能在家里获得可靠的优质饮水来源，谁需要这种

水源。住户调查是关于使用饮水服务数据的重要来源。 

 

具体目标6.1的规范解释 

具体目标文本 具体目标文本的规范解释 

到2030年，人人 意味着所有场所和环境，包括家庭、学校、医疗保健设施和工作场所；适合各年龄男

子、妇女、女童和男童，包括残疾人士 

公平 意味着逐步减少和消除人口亚群之间的不平等 

享有 意味着能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可靠地获得满足家庭需要的充足的水 

安全和 安全饮水任何时候都没有病原体和高浓度的有毒化学物质 

负担得起的 意味着为服务支付的费用不会成为阻碍人们满足基本需求的障碍 

                              
1
 在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期间结束时，全世界91%的人使用了“经改善的水源”，它和“基本服务”类似，

但也包括比离家往返30分钟路程更远的水源。资料来源：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15年）     

https://washdata.org/reports
https://washdata.org/reports
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2015_MDG_Report/pdf/MDG%202015%20rev%20(July%2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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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  用于饮用、烹调、食品配制和个人卫生的水 

 

全球指标6.1.1“使用得到安全管理的饮水服务人口比例” 

定义 使用位于房地并在需要时可用，且没有受到粪便和优先化学污染的经改善的饮水来

源（进入住宅、院落或地块的自来水；公共水龙头或竖管；井眼或管井；受保护的

挖井；受保护的泉水；雨水；包装水或送水）的人口。  

 

未达到上述标准的来自经改善水源的饮水被归类为“基本”服务，前提是用于往返

路途上的取水时间不超过30分钟（包括排队）。如果经改善的饮水水源位于较远的

位置，则该服务被归类为“有限”服务。 

分解 此指标可按服务级别分解——无服务、有限服务、基本服务和得到安全管理的服

务。对“人人”享有以及负担能力方面的监测需要对数据进行分解，以便收集可能

存在于社会经济阶层（包括住户和地理位置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 

原理和使用 这一指标借鉴了千年发展目标的指标“使用经改善的饮水源的人口比例”，但也包

括质量方面（它是否没有受到细菌和其他类型的污染？）、可获性（是否位于房

地？）和可用性（在需要时是否可用？）以进一步解决享有饮水的人权的规范性标

准。  

 

例如，通过分析这些不同的方面，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可以决定将其干预重点放在

水处理上，以提高水质，放在扩大配水网络上以改善可及性，或放在恢复现有的配

水网络上，以提高可用性并保证质量。通过在空间上和按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分解

数据，可以确定人口的哪些部分正在掉队。  

补充指标 在某些地区，列入一项取水所用时间的指标可能是有益的，以便进一步分析“基

本”服务的状况。此外，还必须在学校、医疗保健设施和工作场所等机构环境中监

测家庭之外获取水的情况。 

 

指标6.1.1的数据和逐步监测 

扩大的指标6.1.1范围对监测进程有影响。在千年发展目标期间，主要从住户调查中收集数据；根据可持续

发展目标指标，还将从有关机构和公用事业部门收集关于水质和可用性的数据。各国可以利用现有的基本

服务数据开始监测工作，并逐步纳入关于水质和可用性的更多信息，并改进数据分解。 

JMP将每两年发布一次最新情况以及有关报告，例如在干预年份里的学校和卫生设施内的水、环境卫生和个

人卫生设施。  

数据源和汇编 逐步监测的第一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二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三步（示

例） 

国家来源：住户调查和

机构/公用事业记录 

 

全球数据库：WHO/UNICE

F JMP 

 

全球汇编：世卫组织/儿

基会 

住户调查与人口记录相

结合提供关于使用和服

务类型的信息 

 

没有关于水质的信息；

报告至基本服务一级，

但不报告至得到安全管

理的服务一级 

 

按居住地、地区和财富

在住户调查工具中纳入粪

便污染水质检测 

 

来自公用事业和国家当局

的关于饮水服务可用性和

质量的不完整数据 

 

按非正式住区和当地重要

的边缘化群体分解数据 

在公用事业和/或住户

调查工具中纳入粪便污

染和优先化学品（砷和

氟化物）水质检测 

 

机构/公用事业数据的

高时间和空间分辨率 

 

按家庭内部特性分解数

据 

http://www.wssinfo.org/
http://www.wssinf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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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住户数据 

 

从千年发展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目标 – 饮水的例子 

虽然引入了“得到安全管理的饮水服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但这一指标的覆盖面将不可避免地低于

千年发展目标跟踪的“经改善的饮水服务”的覆盖面。以下来自一个国家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在千年发展

目标期间结束时，该国有90%的人口获得了经改善的饮水来源。当考虑到水源需位于房地时，这个数字下降

至68%；当检查有多少人在一天和一周内连续获得水时，数字变为72%；当查看水质时，只有50%的人能获得

安全的饮水。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1.1的百分比将是50%，大大低于最初的90%，突

出了经改善的饮水指标的局限性。然而，这个例子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指标的威力——按三个不同的组成

部分分解清楚地表明需要在哪些方面采取行动以便在在2030年之前确保所有人获得安全的饮水。  

 
指标6.1.1借鉴了千年发展目标关于使用经改善的饮水来源的指标，但也考虑了水源是否位于家中，需要时是否有水，

并且水没有受到细菌和其他类型的污染。 

 

1. 可持续发展目标阶梯 

2. 安全管理的元素 

3. 经改善的饮水水源 

4. 基本饮水 

5. 改善房地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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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需要时可用性 

7. 改善无污染性 

8. 地表水 

9. 未改善 

10. 有限的服务 

11. 基本服务 

12. 得到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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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6.2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到2030年，人人享有充分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消灭露天便溺，特别注意满足妇女、女童和弱

势群体在此方面的需求。” 

在上述具体目标6.2的目标中，“充分”指的是这样一个系统，它通过在家庭附近的安全限制或处理，或者

通过安全运输和非现场处理，在卫生链上安全地把粪便和废水与人类接触分开。  

得到安全管理的卫生链对于保护个人、社区和环境的健康至关重要。渗漏的厕所和未经处理的废水能传播

疾病，为蚊子提供滋生地，并污染可能成为饮水的潜在来源的（具体目标6.1）地下水和地表水（具体目标

6.3和6.6）。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便后和在做饭和吃饭前用肥皂和水洗手对于限制传染病的传播必不可少。  

特别注意妇女和女童的需要（这也是具体目标6.1的一部分）包括在家庭中增加获得饮水和卫生服务的机会。

不必步行数小时取水或照顾生病的家庭成员可以让妇女腾出时间，而不必与其他家庭共用卫生设施能改善

妇女的安全。在公共领域改善对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的获取，包括经期卫生管理，也将能使更多的妇女和

女童上学以及在家庭之外工作。       

在2015年，全世界有39%的人口使用得到安全管理的环卫服务（即不与其他家庭共用的经改善的设施，粪便在这里安

全地就地处理或运走进行异地处理），另有29%的人使用基本服务（即不与其他家庭共用的经改善的设施）。
2
8.92

亿（12%）仍在露天便溺。估计有84个国家享有得到安全管理的环境卫生，占全球人口的48%。对于洗手，可比较的

数据来自70个国家，占全球人口的 30%，这还不足以做出全球估计。资料来源：饮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的

进展：2017年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基线（JMP, 2017） 

 

 

 
恶劣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影响人类健康，损害环境。  对具体目标6.2的监测向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表明了家庭

拥有一个配备洗手设施的私人厕所的重要性。住户调查是

关于卫生服务使用的数据的重要来源。 

 

具体目标6.2的规范解释 

具体目标文本 具体目标文本的规范解释 

到2030年，人人 意味着在需要时能方便地到达和使用的离家很近的设施；适用于所有年龄的男子、妇

                              
2
 在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期间结束时，全世界有68%的人使用“经改善的卫生设施”，这与“基本”服务相

同。资料来源：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15年）    

https://washdata.org/reports
https://washdata.org/reports
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2015_MDG_Report/pdf/MDG%202015%20rev%20(July%2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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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 女、女童和男孩，包括残疾人 

充分 意味着能卫生地将粪便与人类接触分隔开，并就地安全地再利用/处理粪便或安全运输

粪便并在异地进行处理的系统 

和公平的 意味着逐步减少和消除人口亚群之间的不平等 

环境卫生 为安全管理和处理人的尿液和粪便提供设施和服务 

个人卫生 帮助保持健康和预防疾病传播的条件和做法，包括洗手、经期卫生管理和食品卫生 

消灭露天便溺 成人或儿童的粪便包括：存放在灌木、田野、海滩或任何其他空地上的粪便（直接存

放或被一层土覆盖）；直接排放到排水渠、河流、海洋或任何其它水体中的粪便；或

包裹在临时材料中丢弃的粪便 

特别注意满足妇

女、女童的需求 

意味着减少取水的负担，使妇女和女童有尊严地管理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需要。应特

别注意高风险环境中的妇女和女童的需求，如学校和工作场所，以及诸如卫生设施和

拘留中心等高危环境 

弱势群体在此方

面的需求 

意味着注意特殊情况下的饮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WASH）需要，包括难民营、拘

留中心、群众集会和朝圣 

 

全球指标6.2.1“使用得到安全管理的环境卫生设施服务（包括提供肥皂和水的洗手设施）的人口比例” 

定义 这一指标通过两个子指标进行跟踪：使用得到安全管理的环卫服务的人口比例和家

里有基本洗手设施的人口比例。  

 

使用得到安全管理的环卫服务的人口是指在住户一级使用经改善的，不和其他家庭

共享的卫生设施的人口，而且粪便就地处理和处置，或被运往异地进行处理。经改

善的卫生设施包括连通下水道系统、化粪池或坑式厕所的抽水马桶或泼水式厕所，

改良坑式厕所（带有蹲板或通风坑式厕所）和堆肥厕所。  

 

不符合上述标准的经改善的卫生设施被归类为“基本”服务。如果该设施与其他住

户共用，则该服务被归类为“有限”。 

 

洗手设施的存在被用作洗手行为的代理。在房地设有带肥皂和水的洗手设施的住户

将符合“基本”个人卫生设施的标准。洗手设施是用来控制、运输或调节水流以方

便洗手的装置。  

分解 环境卫生可以按服务级别分解——无服务、基本服务和得到安全管理的服务，而个

人卫生指标可按基本、有限和无设施分解。对“人人”使用的监测要求进一步分解

数据，突出社会经济阶层的不平等现象，包括住户和地理位置内部。  

原理和使用 这一指标借鉴了千年发展目标指标“使用经改善的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并纳入

了可及性（在住户一级）和可接受和安全（不与其他家庭共用）方面，以进一步解

决享有饮水的人权的规范性标准。为了确保公共卫生超出家庭的水平，这一指标包

括整个卫生链上的粪便废物安全管理，从限制到处理。  

 

人们普遍认为，用肥皂洗手是提高个人卫生效果的头等大事。 

 

指标6.2.1通过分析这些不同方面，将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的注意力放在投资为健

康、性别和环境成果带来最大影响的领域。通过在空间上和按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

分解数据，可以确定人口的哪些部分正在掉队。 

补充指标 此外，还必须在学校、医疗保健设施和工作场所等机构环境中监测家庭之外获取水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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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6.2.1的数据和逐步监测 

扩大的指标6.2.1范围对监测进程有影响。在千年发展目标期间，主要从住户调查中收集数据；对于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指标，收集、处理和再利用的数据也将从机构、公用事业和其他服务提供者处收集。在许多住

户调查中，个人卫生组成部分被列为标准成分，由实地小组的观察，而不是通过调查答卷人的自我报告记

录。各国可以利用现有的千年发展目标数据开始监测工作，并逐步纳入更多与现场和非现场粪便管理有关

的信息，并改进数据分解。关于6.2.1的数据直接反馈到6.3.1的监测中。 

JMP将每两年发布一次最新情况以及有关报告，例如在干预年份里的学校和卫生设施内的水、环境卫生和个

人卫生设施。 

数据源和汇编 逐步监测的第一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二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三步（示

例） 

国家来源：住户调查、

机构/公用事业记录和持

牌清空服务提供商 

 

全球数据库：WHO/UNICE

F JMP 

 

全球汇编：世卫组织/儿

基会 

住户调查与人口记录相

结合提供关于使用和服

务类型的信息 

 

使用基本卫生服务的总

人口比例估计，但没有

关于粪便废物管理的国

家数据 

 

按居住地、地区和财富

分解住户数据 

在住户调查工具中列入关

于清空坑厕和化粪池的问

题 

 

估算得到服务提供商调查

和非现场处理厂的数据支

持 

 

按非正式住区和当地重要

的边缘化群体分解数据 

来自非现场服务提供商

的详细和高分辨率数据 

 

考虑使用非现场处置和

持照清空服务提供商 

 

按家庭内部特性分解数

据 

 

  

http://www.wssinfo.org/
http://www.wssinf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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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6.3 水质和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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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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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目标6.3规定通过消除、尽量减少和大幅减少进入水体的不同污染流来改善环境水质，这对于保护生态

系统健康（具体目标6.6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4和15）和人类健康（娱乐水域和饮水来源，具体目标6.1）都

是必不可少的。主要污染源包括来自住户、商业机构和工业的废水（点源），以及来自城市和农业用地的

径流（非点源）。  

如果未经处理就排放，住户产生的废水会导致病原体在接受水体中扩散和有害的营养负荷。制造业等经济

活动产生的废水可能含有各种污染物，包括有害物质。消除对废物的所有不当处置（倾倒），并尽量减少

有害物质的产生、使用和排放符合《关于控制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关于在国

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衣药采用审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

德哥尔摩公约》。  

以回收为重点，例如在行业内循环利用水；进行安全再利用，例如在农业中使用废水，是对减少淡水取用

和提高使用效率这一重点的补充（具体目标6.4）。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仅有少量关于废水处理的数据可用，但有些来源估计全球产生的所有废水中约80%没有经过任何

处理就进行了排放。资料来源：2017年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废水：未开发的资源（联合国水机制，2017年） 

 

 
现场卫生设施，如厕所，是废水挑战的一部分。   监测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找出在何处集中使用有限

的资源，例如改善现场设施或建造处理厂。公用事业经常

出于管理和监管目的收集关于废水收集和处理的数据。 

 

初步数据显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所有河流中有三分之一受到严重的病原体污染影响，七分之一受到严重的

有机污染，十分之一具有中到高的含盐度。资料来源：世界水质速览：迈向全球评估（联合国环境署，2016年） 

 

http://www.basel.int/
http://www.pic.int/
http://www.pic.int/
http://chm.pops.int/default.aspx
http://chm.pops.int/default.aspx
http://www.unesco.org/new/en/natural-sciences/environment/water/wwap/wwdr/2017-wastewater-the-untapped-resource/
https://uneplive.unep.org/media/docs/assessments/unep_wwqa_report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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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业废水可能对环境水质带来危害。  有害工业和环境废水的监测使更严格地执行污染法律和排

放许可证成为可能。现场测量套装工具随时可用于监测计

算全球指标所需的核心水质参数。  

 

具体目标6.3的规范解释 

具体目标文本 具体目标文本的规范解释 

到2030年，通过

以下方式改善水

质： 

意味着接收水体要达到足够的质量，以便它们不给环境或人类健康构成风险 

减少污染 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减少源头的污染物，减少点源（例如来自经济活动和住户的废水出

口）和非点源（如城市和农业径流）的污染物排放 

消除倾倒废物现

象 

意味着结束对固体和液体废物的所有不当处理（例如来自管理不善的固体废物的滤

液） 

把危险化学品和

材料的排放减少

至最低限度 

意味着减少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定义和列出的有害物质的产生、使用和

排放 

让未经处理废水

的比例减半  

意味着将住户和所有经济活动（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工业分类 （ISIC））产生的

未经处理的废水比例减半；某些经济活动（包括农业、采矿/石、制造、发电和排污）

由于产生废水很多而特别相关  
（未经处理） 处理意味着使废水符合适用环境标准或其他质量规范的任何过程 

（废水） 拥有者或使用者不再需要的被废弃的水，包括排放到排水沟或下水道进行处理的水，

或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水，以及未经进一步处理而被其他用户再利用的水 

大幅增加全球废

物回收 

意味着在同一机构或行业增加水的现场重复使用 

和安全 意味着水已经过充分处理，与非处理屏障一起保护人类健康，用于预期用途（如2006

年世界卫生组织废水、粪便和灰水安全使用指南中所述） 

再利用 意味着向用户提供废水进行进一步利用（如在农业中使用家庭废水），不包括在同一

机构内对水进行回收利用 

https://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cst.asp?Cl=27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publications/gsuweg4/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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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意味着在全球层面增加回收和安全再利用，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促成有区别的努力，将

努力侧重于缺水地区 

 

全球指标6.3.1 “安全处理废水的比例” 

定义 

 

得到安全处理的住户和经济活动（基于ISIC类别）产生的废水（污水和粪便污泥）

的百分比。这一指标的住户部分作为环境卫生链的一部分受到监测，与指标6.2.1直

接有关。  

分解 数据可按处理技术（初级/中级/高级），在一些国家的表现（住户/不同经济活动）

和接受者（淡水/海洋/土壤）分解。 

原理和使用 从公共卫生、环境和公平角度来看，现场设施的纳入至关重要，因为全世界约有三

分之二的人口使用现场设施。例如，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口使用下水道，那么政策

制定者和决策者可能会通过改善现场设施，而不是建设昂贵的处理厂获得更好的结

果。  

 

监测不同经济活动产生的废水，首先关注有害行业，进一步帮助确定采取行动的要

求在何处最为迫切，还可能会促使更严格地执行污染法和排放许可证。 

 

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安全处理废水的国家具体目标，那么对6.3.1的监测是制定这些目

标的良机。所需的处理水平取决于接受者的类型；尤其对于现场设施，需要考虑到

地下水体的距离。 

补充指标 为了描述具体目标的完整目标，需要关于水的回收（例如在各行业中）和再利用的

额外指标（例如在农业和公用场地中），它们与关于用水效率的指标6.4.1和关于用

水紧张度的指标6.4.2有联系。  

 

能支持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解决水污染的更多信息包括关于经济活动和住户产生和

使用的化学品的数据，固体废物管理和遵守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等公约的

情况（与关于消费和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2有关）。  

 

指标6.3.1的数据和逐步监测 

关于6.3.1住户部分的数据将来自对6.2.1的监测。对于经济活动部分，初步监测步骤是根据经济活动登记

册进行估计，并将重点放在有害行业。随着监测的发展，机构或公用事业能收集越来越准确的数据（例如，

通过使用计量表），它们反过来能提供关于处理合规情况的信息。 

建议的国家数据收集和向全球一级报告的频率：每年。 

数据源和汇编 逐步监测的第一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二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三步（示例） 

国家来源：各职能部委

和机构（例如水、环境

卫生、环境、卫生、公

共服务、规划、住房，

基础设施，生产），公

用事业和现场服务提供

商、负责住户调查和经

济活动登记的国家统计

局 

   

来自住户调查和人口记

录的住户产生的废水总

量估计 

 

来自工业资料库的经济

活动产生的废水总量估

计，侧重于少数经济活

动 

 

接收和处理的污水比例

将关于弃置/运输的问题

纳入住户调查工具 

 

住户估计得到实地调查和

持照清空服务提供商提供

数据的支持 

 

经济活动估计得到机构/

公共事业关于商定量的记

录支持；重点扩大到包括

包括关于处理合规性和重复

使用的信息，以及操作和维

护方面 

 

机构/公用事业数据的高空

间和时间分辨率（计量值） 

 

数据可以完全按处理水平

（初级/中级/高级）、来源

（住户/经济活动）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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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据库：粮农组织

农业与水信息系统、IB

NET、世卫组织/儿基会

的水供应、环境卫生和

个人卫生联合监测方

案、联合国统计司/联

合国环境署非经合组织

/欧统局国家水问题调

查问卷、经合组织/欧

统局经合组织国家调查

问卷和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数据门户网站 

 

全球汇编：粮农组织/

联合国人居署代表联合

国水机制 

估计来自机构/公用事

业记录 

更多经济活动 

 

改善的机构/公用事业数

据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 

 

纳入关于处理水平的信息 

 

者（淡水/海洋/土壤）分解 

 

全球指标6.3.2“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比例” 

定义 

 

一个国家中具有良好环境水质的指定和受监测水体的百分比。总水质的估计基于地

表水体的一套五个核心参数和地下水体的三个核心参数，它说明目前在全世界许多

地区存在重要的水质损害。对于地表水，这些参数是溶解氧、电导率、氮、磷、pH

值；对于地下水，这些参数是电导率、硝酸盐和pH值。 

 

该方法基于对这些水质参数的原地测量和异地分析的比较，并由各国在国家、报告

流域区或水体一级设定目标值，以便对水体质量进行分类。由于抽样、分析和随后

的数据处理等原因，监测数据难免出现错误。80%的合规性临界值将水体质量归类为

“良好”。因此，如果取自水体的值在80%的时间里达到了它们的目标，水体质量就

被归类为“良好”，如果达到目标的时间不到80%，则被归类为“不好”。  

 

对于指标6.3.2的报告，水体分类结果被汇总到报告流域区——报告流域区由一个或

多个流域组成——再汇总到国家一级。 

 

“良好”表示根据核心环境水质参数，环境水质不会损害生态系统功能和人体健

康。 

分解 数据可按报告流域区分解。 

原理和使用 此指标概述了某些类型的污染（包括未在指标6.3.1中记录的扩散源）和减少对环境

水质污染的活动，对于描述淡水系统的环境状况不可或缺。它使评估人类发展对环

境水质的影响，以及从水体中获得未来生态系统服务的潜力（例如饮水生产和生物

多样性）成为可能。  

 

监测6.3.2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确定面临风险的水体，并通过将水质数据与关于

水道正在被如何使用的信息结合起来指导能他们能产生最大影响的干预措施。按水

质参数和取样站对数据进行分解，能跟踪具体污染源并采取行动。  

 

如果一个国家缺乏水质参数的国家具体目标，那么对6.3.2的监测是制定这些目标的

良机。 

补充指标 指标6.3.2支持指标6.6.1中的淡水生态系统在水质方面的评估。  

 

http://www.fao.org/nr/water/aquastat/main/index.stm
http://www.fao.org/nr/water/aquastat/main/index.stm
https://ib-net.org/
https://ib-net.org/
http://www.wssinfo.org/
http://www.wssinfo.org/
http://www.wssinfo.org/
http://www.wssinfo.org/
http://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qindicators.htm
http://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qindicators.htm
http://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qindicators.htm
http://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qindicators.htm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environmental-data-centre-on-natural-resources/data/database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environmental-data-centre-on-natural-resources/data/database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environmental-data-centre-on-natural-resources/data/database
https://stat.unido.org/
https://stat.unid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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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持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解决环境水质的额外信息包括废水排放的数据、农业做

法（例如肥料和杀虫剂的使用，土壤管理和距水体的距离——与关于食物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2有关）和雨水管理（例如收集和处理来自道路和其他不透水表面的径

流）。     

 

指标6.3.2的数据和逐步监测 

环境部或水利部可能收集有关水质的数据，它们可在现有取样站的基础上编制五个核心参数的数据。随着

现有资源和能力的增加，可以增加更多取样站以提高取样频率。在大多数国家能够监测方法中规定的指标

的基础上，指标方法需要地表水体的五个核心参数和地下水体的三个核心参数。如果需要，可以在指标中

添加与特定水体中的特殊问题有关的补充参数。卫星遥感虽然仅限于少数水质参数和较大的河流和湖泊，

但在缺乏传统地面水质监测的地区可支持对指标6.3.2的监测。关于6.3.2的数据直接反馈到6.6.1的监测中。 

拟议的国家数据收集频率：对于地表水体，每个季节至少进行一次水质测量，每年不少于四次；对于地下

水体，每年进行一次水质测量。 

建议国家向全球一级进行报告的频率：每三至四年一次。 

数据源和汇编 逐步监测的第一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二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三步（示例） 

国家来源：各职能部委

和机构（如水利、环

境、自然资源部）、大

学和研究机构、非政府

组织（NGOs）和公民科

学倡议 

 

全球/区域数据库：联

合国环境署全球环境监

测系统数据库、经合组

织湖泊和河流质量和地

球观测 

 

全球汇编：联合国环境

署代表联合国水机制 

对核心水质参数（地表

水体的五个参数，地下

水体的三个参数）的监

测（不需要昂贵或先进

的实验室设施；现场测

量套件随时可用） 

改进的国家数据的空间和

时间分辨率（更多取样站

和更高的取样频率） 

 

根据国家的要求和优先物

质（如砷、重金属、杀虫

剂、新出现的污染物）纳

入更多水质参数 

 

在这一阶段，全球报告进

程将不包括其他参数 

国家数据的高空间和时间分

辨率（更多取样站、更高的

取样频率和地球观测的使

用） 

 

使用更复杂的方法计算指标 

 

纳入更多的水质参数和对总

体生态系统健康的考虑（如

生物体/物种多样性指标的

存在）（与对指标6.6.1的

监测一起进行） 

  

https://www.unep.org/gemswater/
https://www.unep.org/gemswater/
https://www.unep.org/gemswater/
http://stats.oecd.org/viewhtml.aspx?datasetcode=WATER_QUALITY&lang=en
http://stats.oecd.org/viewhtml.aspx?datasetcode=WATER_QUALITY&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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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6.4 水的使用和稀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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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目标6.4解决缺水问题，目的是通过提高社会各阶层的用水效率，确保人口、经济和环境有充足的水可

用。确保环境用水需求——即在任何特定时刻在环境中留出充足的水，以维持其自然过程——对维持生态

系统的健康和复原能力至关重要（与具体目标6.6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5密切相关）。高度用水紧张可能会对

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加剧用水者之间的竞争和潜在冲突，这就要求有效的供应和需求管理政策（与具

体目标6.3和6.5有关）和提高用水效率。 

用水效率随着时间推移的提高意味着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其用水脱钩，例如，通过减少城市配水网的

水损失和生产过程中的用水。在这方面，一些部门，例如农业、工业、能源和城市供水由于用水量大而特

别相关。使用效率组成部分与可持续的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目标2）、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目标8）、

基础设施和工业化（可持续发展目标9）、城市和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目标11）以及消费和生产（可持续

发展目标12）之间有很强的协同作用。  

全世界有充足的淡水资源，而整个社会仅取用了9%。然而，可用的资源在各地区和各国内部的分布很不均衡。2011

年，有41个国家经历了用水紧张，其中有10个国家取用了其可再生能源资源的100%以上。缺水（无论是实际性缺水

还是经济型缺水）目前正在影响着全球40%多的人口。资料来源：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15年） 

 

 

 
社会的所有部门都使用淡水，总体上农业是最大用户。  关于用水效率的全球指标跟踪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多大

程度上依赖于水资源的使用，并能使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用水多的部门和改善用水效率水平低的

部门进行干预。 

 
 

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2015_MDG_Report/pdf/MDG%202015%20rev%20(July%2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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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用水紧张城市用管道从遥远的水源引来淡水以满足人

口和经济的需要。 

在地理参照的支持下，对流域一级的缺水数据进行分解可

以更详细地分析用水紧张及其对经济和人口的影响。对环

境用水要求的监测鼓励在分配现有水资源时考虑生态系统

的健康问题。 

  

具体目标6.4的规范解释 

具体目标文本 具体目标文本的规范解释 

到2030年，所有

行业  

意味着在各经济部门的生产中尽量减少用水，从而减少经济增长对增加水取用的依

赖，包括通过减少水的损失——与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概念密切相关 

大幅提高用水效

率， 

所有经济活动（根据ISIC类别）——某些活动尤其与高用水有关，其中包括农业、采

矿和采石、制造业、电力和水的收集、处理和供应 

确保可持续取用  意味着水的取用不会导致水体的永久枯竭，并考虑环境用水的要求 

和供应淡水， 在地球表面的冰川、湖泊和河流（即地表水）和地下蓄水层（即地下水）出现的水；

关键因素是溶解盐浓度要低 

以解决缺水问

题， 

在考虑了环境需求后，所有用户的总影响对水的供应或质量造成的冲击达到这样的程

度：在现行体制安排下，所有部门的需求都不能得到完全满足。当可用水资源的75%以

上被取用时，会普遍出现实际性缺水；当存在营养不良时，即使已取用的水资源不足2

5%，也会普遍出现经济型缺水。 

大幅减少缺水人

数 

意味着以实际性缺水和经济型缺水为目标以减少它们对人们的影响，例如它们可能导

致环境卫生不佳和营养不良  

 

全球指标6.4.1 “按时间列出的用水效率变化” 

定义 

 

随时间的推移（显示用水效率的趋势），某一给定经济活动（按国际标准工业分解）

每取用一立方米水量的增加值（以美元计价）。这一指标包括所有经济活动的用水，

侧重于农业、工业和服务部门。  

分解 数据可按经济活动分解。 

原理和使用 这一指标说明了具体目标的经济组成部分——“提高所有部门的用水效率”——突出

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水资源的使用。它能使政策制定者和

决策者对用水多的部门和改进用水效率水平低的部门进行干预。  

 

在解释这一指标时，必须考虑到气候和水的可用性方面的区域差异，尤其是农业方

面。该指标有多个用途，可用于报告具体目标2.4、8.4、9.4、12.2和12.3。 

补充指标 为了进一步支持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提高用水效率，关于某些因素的额外信息，例如

在配水系统中损失了多少水，用于农业的每单位水生产了多少粮食（卡路里），或能

源生产中每单位水所产生的能源量（千瓦时）可能是有用的。 

 

还请参阅指标6.3.1，以了解关于水的回收和再利用的补充指标。    

 

指标6.4.1的数据和逐步监测 

关于水取用的数据将来自对6.4.2 的监测（见下文），通常可从国家统计局获得不同部门产生的价值的数

据，这使监测这一指标很合算。  

建议的国家数据收集和向全球一级报告的频率：每年一次至两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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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和汇编 逐步监测的第一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二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三步（示

例） 

国家来源：国家统计

局、各职能部委和机构 

（如水利、农业和环境

部） 

 

全球数据库：粮农组织

农业与水信息系统、联

合国统计司/联合国环境

署非经合组织/欧统局国

家水问题调查问卷、经

合组织/欧统局经合组织

国家调查问卷、粮农组

织粮农统计数据库、世

界银行、联合国统计司

国民账户主要总数估

计、世界能源展望和IBN

ET 

 

全球汇编：粮农组织代

表联合国水机制 

估计基于国家数据。如

果需要，可以从国际数

据库检索数据。农业雨

养生产因数Cr按指标指

南中提供的缺省系数计

算 

国家产生的数据。农业雨

养生产因数Cr按指标指南

中提供的缺省系数计算 

具有高精确度的国家产

生的数据（例如地理参

照和基于计量值）。农

业雨养生产因数Cr根据

国家研究计算 

 

全球指标6.4.2 “用水紧张度：淡水汲取量占可用淡水资源的比例” 

定义 

 

在考虑了环境用水要求（也称为取用强度）后，所有经济活动取用的淡水总量（基于I

SIC类别）和可再生淡水资源总量的比例。这一指标包括所有经济活动取用的水，侧重

于农业、制造业、电力和水的收集、处理和供应。 

 

这一指标借鉴了千年发展目标指标——“使用的总水资源比例”——同时也说明了环

境用水的要求，这对于保护淡水生态系统的基本环境服务是必要的（为指标6.6.1提供

信息）。 

分解 数据可以按地理（流域）、来源（地表水/地下水）和经济活动分解。  

原理和使用 这一指标估计了所有经济活动对国家的可再生淡水资源的压力，直接响应了具体目标

的环境组成部分——“确保淡水的可持续取用和供应”。了解环境用水要求能更好地

理解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取用的水的数量，并在分配可用的水资源时，鼓励考虑生态系

统健康。 

 

在地理参照的支持下，将数据分解到流域一级能够更详细地分析缺水及其对经济和人

口的影响，后者对涵盖具体目标的社会组成部分——“大幅减少缺水人数”必不可

少。有了这些信息，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可以作出更明智的发展决策，例如在哪些地

区扩大哪些部门。 

补充指标 要理解某种程度的用水紧张对环境的影响，必须查看缺水导致的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这部分内容由指标6.6.1覆盖。 

 

能帮助确定用水紧张的额外指标包括关于缺水人数、水供应和人均使用量以及来自非

常规来源 （如雨水收集、海水净化、废水）的用水总数的比例的信息。 

 

http://www.fao.org/nr/water/aquastat/main/index.stm
http://www.fao.org/nr/water/aquastat/main/index.stm
http://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qindicators.htm
http://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qindicators.htm
http://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qindicators.htm
http://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qindicators.htm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environmental-data-centre-on-natural-resources/data/database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environmental-data-centre-on-natural-resources/data/database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environmental-data-centre-on-natural-resources/data/database
http://faostat3.fao.org/download/Q/*/E
http://faostat3.fao.org/download/Q/*/E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2&Topic=3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2&Topic=3
http://data.un.org/Explorer.aspx
http://data.un.org/Explorer.aspx
http://data.un.org/Explorer.aspx
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
https://ib-net.org/
https://ib-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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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6.4.2的数据和逐步监测 

关于水的取用和可利用的总水资源的数据通常由与水、农业和/或环境有关的部委/机构收集。在逐步监测

方面，可以根据国际上可获得的数据或通过建模估计国家总数，然后用国家生成的数据不断完善，例如通

过计量，实现按照流域和部门的分解。国家可以利用千年发展目标指标作为起点，逐步结合越来越准确的

关于环境用水要求的信息（也请参阅下文关于生态系统健康的6.6.1）。关于6.4.2的数据直接反馈到6.4.1

的监测中。 

拟议的国家数据收集和向全球一级报告的频率：每三年一次。 

数据源和汇编 逐步监测的第一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二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三步（示

例） 

国家来源：国家统计

局、各职能部委和机构 

（如水利、农业和环境

部） 

 

全球数据库：粮农组织

农业与水信息系统、联

合国统计司/联合国环境

署非经合组织/欧统局国

家水问题调查问卷、经

合组织/欧统局经合组织

国家调查问卷和世界气

象组织WHOS 

 

全球汇编：粮农组织代

表联合国水机制 

估计基于按不同部门分

解的关于水的可获性和

取用的国际可利用数

据，包括通过建模获得

的可用数据 

估计基于国家产生的数

据。包括环境用水要求的

估计，基于文献中可用的

值 

 

数据可按地区一级分解 

国家数据的高空间和时

间分辨率（地理参考，

计量值） 

 

由现场测量提供支持的

环境用水需求估计（也

请参阅下文6.6.1） 

 

数据可按来源和用途完

全分解 

 

  

http://www.fao.org/nr/water/aquastat/main/index.stm
http://www.fao.org/nr/water/aquastat/main/index.stm
http://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qindicators.htm
http://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qindicators.htm
http://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qindicators.htm
http://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qindicators.htm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environmental-data-centre-on-natural-resources/data/database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environmental-data-centre-on-natural-resources/data/database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environmental-data-centre-on-natural-resources/data/database
http://www.wmo.int/pages/prog/hwrp/chy/whos/index.php
http://www.wmo.int/pages/prog/hwrp/chy/whos/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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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6.5 水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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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许多不同的部门都依赖于水。其结果是，在水资源有限的地方出现了用水冲突。水资源的普遍

分散管理尤其无法解决这些冲突，无法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此，具体目标6.5的目标是在各级执行水

资源综合管理（IWRM）。水资源综合管理促进与水和土地有关的资源的协调开发和管理，以便以公平的方

式实现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具体目标6.5借鉴了产生于联合国环境与

发展会议（1992年）的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2002）。 

此外，水资源天然局限于水流域，因此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最适宜的办法是在这个规模管理这些资源。

然而，流域往往跨行政边界，需要几个行政单位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包括跨界一级。在具体目标6.5中，

“各级”一词反映了这一点；明确提到跨界一级与世界上大多数淡水资源都跨国界这一事实有关，而且跨

国界的协调与合作虽然必要，但可能特别具有挑战性。  

通过将不同部门和地区的利益攸关方汇聚在一起，水资源综合管理提供了一个平衡所有人的饮水和环境卫

生需求（具体目标6.1和6.2）和所有经济部门对水的需求框架，对水、废水和总体生态系统资源进行可持

续管理（具体目标6.3、6.4和6.6）。水资源综合管理也可提高与水有关的灾害（具体目标11.5）和气候变

化（可持续发展目标13）的总体复原能力。水资源综合管理不是目的，而是通过诸如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

及利益攸关方参与（具体目标6.a和6.b）实现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手段。 

在2012年联合国水机制关于里约热内卢+20水资源管理综合办法应用的状态报告中，65%的与会国家报告了在国家一

级执行水资源综合管理的计划，执行已在半数以上的国家取得了进展。约54%的国家报告了参与具体流域越境协议的

执行情况。 

 

 
水资源综合管理平衡社会、经济和环境对水的需求。  6.5.1的监测呼吁采取参与性办法把来自不同部门和地区

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讨论和验证问卷的回答，为监测之外的

协调和协作铺平道路。 

http://www.un.org/esa/sustdev/documents/WSSD_POI_PD/English/WSSD_PlanImpl.pdf
http://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un-water-status-report-application-integrated-approaches-water-resources-management-rio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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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合作的例子有共享水体的国家之间的定期沟通和协调

规划。  

世界上大部分的水资源都是共享的。水资源的开发和管理

影响整个跨界流域，因此需要合作。共同沿岸国之间具体

协定或其他协定是确保长期可持续合作的前提。重要的

是，该方法包含了地下水，吸引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把注

意力投向这种物理上隐蔽的资源。 

 

具体目标6.5的规范解释 

具体目标文本 具体目标文本的规范解释 

到2030年，在各

级进行  

参阅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2002年）发展水资源综合管理和水效率计划的目标 

水资源综合管理 促进水、土地及相关资源协调发展和管理的过程，以便以公平的方式使由此产生的经

济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同时不损害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兼顾水文和技术

方面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维度  

（各级）， 主要指从国家政府到地方政府、流域当局和利益攸关方参与的纵向治理水平 

包括酌情开展跨

境 

指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边界，或位于边界上的地表水或地下水流域（含水层）

——参考《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水公约》（赫尔辛基，1992年）

和《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纽约，1997年） 

合作 习惯国际水法要求各国在管理跨界水域方面进行合作，主要原则载于上述联合国公

约。跨界水合作因此是相关的，没有陆地边界的岛屿国家或没有跨界水域的国家除

外。 

 

全球指标6.5.1 “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执行程度（0-100）” 

定义 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的执行程度，由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四个关键组成部分：有利

的环境、制度和参与、管理手段和融资。它考虑到不同的用户和水的使用，目的是在

各级（包括跨界一级，如适用）促进积极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调查工具是一份

问卷，包含与四个组成部分逐一相关的问题。 

分解 尽管为了全球报告的目的将对每个个别问题的回答汇总成一个国家值，这一指标的优

势在于保持和评估对个别问题的回答。 

原理和使用 该方法借鉴了《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2002年）详细说明的正式联合国水资源综合

http://www.un.org/esa/sustdev/documents/WSSD_POI_PD/English/WSSD_PlanImpl.pdf
http://www.unece.org/env/water/text/text.html
http://legal.un.org/avl/ha/clnuiw/clnuiw.html
http://www.un.org/esa/sustdev/documents/WSSD_POI_PD/English/WSSD_PlanImp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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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状况报告。这一指标支持国家一级的政策制定和决策，使各国能够确定阻碍进展

的障碍和解决办法，直接为指标6.a.1和6.b.1的执行手段提供信息。该指标还通过支

持监测、规划和评价以及相关的能力建设促进与水和环境卫生有关的各具体目标的一

致性。  

 

对6.5.1的监测的另一个优点是，它需要参与性办法把来自不同部门和地区的代表聚集

在一起讨论和验证问卷的回答，为监测之外的协调和协作铺平道路。 

补充指标 水资源综合管理是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的手段。期望高

水平的水资源综合管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6下的具体目标和指标，例如，良好的环境水

质量和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的积极变化程度，取得良好结果。因此，指标6.5.1应在可

持续目标6下的所有其他指标的环境内进行分析。另请参阅指标6.a.1和6.b.1，它们构

成了对6.5.1的直接补充。 

 

指标6.5.1的数据和逐步监测 

通过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并通过有关利益攸关方，如参与水资源管理的国家和地区各职能部委和机构（如

水、环境卫生、环境、气象、水文、地质、食品、农业、灌溉、卫生、公共服务、规划、住房、基础设施、

生产、能源、自然资源、采矿、工业和金融）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如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商界之间的协

商合并问卷答案。我们期待随着监测过程的发展，协商过程将变得越来越有包容性和正式化，结果将被更

多地应用于水资源综合管理规划。  

拟议的国家数据收集和向全球一级报告的频率：每三年一次。 

数据源和汇编 逐步监测的第一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二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三步（示

例） 

国家来源：各职能部委

和机构、非政府组织、

学术界和商界  

全球数据库：水资源综

合管理数据门户网站 

 

全球汇编：联合国环境

署代表联合国水机制 

通过利益攸关方之间的

临时协商合并了调查回

答 

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正式协

商合并了调查回答 

调查回答被用作国家水

资源综合管理的诊断工

具，包括所有相关利益

攸关方 

 

全球指标6.5.2 “制定有水合作业务安排的跨界流域的比例” 

定义 一个国家内拥有水合作业务安排的跨界流域的百分比。该指标在国家一级进行报告，

把由业务安排覆盖的跨界流域面积相加，再用结果除以该国境内所有跨界流域面积。 

 

出于这个指标的目的，地表水的“流域面积”被定义为流域的范围，地下水流域面积

被定义为含水层的范围。  

 

“水合作安排”是沿岸国家间提供跨界水管理合作框架的双边或多边条约、公约、协

定或其他正式安排。  

 

将安排视为“业务”的标准基于水管理实质性合作的关键方面：沿岸国之间存在一个

联合机构，定期的正式沟通 （至少一年一次），联合或协调的管理计划或目标和定期

http://iwrmdataportal.unepdhi.org/index.html
http://iwrmdataportal.unepdhi.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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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数据和信息（至少一年一次）。 

分解 数据可以按地理（流域）、水的类型（地表水/地下水）和经济活动分解。 

原理和使用 世界上大部分的水资源都是共享的。水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影响整个跨界流域，因此需

要合作。通过跟踪跨界地表水和地下水被业务合作安排覆盖的程度进展，此指标直接

响应6.5具体目标的组成部分——“包括酌情开展跨境合作”。指标6.5.2的原理是沿

岸国家之间的具体协定或其他协定是确保长期可持续合作的关键前提。 

 

重要的是，该方法包含了地下水，吸引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把注意力投向这种物理上

隐蔽的资源。 

 

一个跨界流域要计入指标6.5.2，必须满足“业务安排”的全部四个标准（无论该流域

的行动安排已到位，还是各自的区域不算在内）。通过分析每个流域各个独立标准的

进展，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干预措施以改善跨界合作。  

补充指标 - 

 

指标6.5.2的数据和逐步监测 

欧洲经委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负责跨界水域的各部委提供的模板从所有共享此类水域的国家收集数

据。该模板已与会员国在《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水公约）框架内编制的问卷相结合，

使指标（作为百分比报告）得到证明信息的补充，该信息提供了关于水合作的更详细情况。虽然指标6.5.2

的参考点是跨界流域，但该指标在国家一级进行报告。原则上，任何给定的跨界流域的地位对于所有共享

该流域的国家应该相同，这需要这些国家的协调。   

建议的国家数据收集及指标报告的频率：每三年一次。  

数据源和汇编 逐步监测的第一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二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三步（示

例） 

国家来源：各职能部委

和机构（例如水、环

境、自然资源、水文、

地质） 

 

在没有国家数据的情况

下，可参考以下来源： 

教科文组织跨界含水层

管理项目（含水层）、

全球环境基金跨界水域

评估方案（对于地表水

流域）、OSU国际淡水协

定图表集（关于协定和

联合机构） 

 

全球汇编：联合国欧洲

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代表联合国水机

制 

- - - 

 

http://www.unece.org/env/water/text/text.html
http://isarm.org/
http://isarm.org/
http://twap-rivers.org/indicators/
http://twap-rivers.org/indicators/
http://www.transboundarywaters.orst.edu/publications/atlas/index.html
http://www.transboundarywaters.orst.edu/publications/atla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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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6.6 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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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根结底，为社会提供水服务的是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它们对于提高水量很重要，因为它们能够捕获和

储存水、水质，因为它们能分解和/或吸收水污染物，并服务于其他目的，例如提供鱼类和建筑材料。具体

目标6.6旨在阻止这些生态系统的退化和破坏，并协助恢复已经退化的生态系统。该具体目标包括与水有关

的生态系统，如覆盖植被的湿地、河流、湖泊、水库和地下水，以及山区和森林中的生态系统，它们在储

存淡水和保持水质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 

具体目标6.6直接有助于更广泛地改善生态系统健康，包括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14）和陆地生态系统（可

持续发展目标15），它借鉴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在2020年目标年

中体现）、《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湿地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  

科学研究表明，自1900年以来，全世界64%的湿地已经消失；与1700年相比，估计已损失了87%的湿地。资料来源：

湿地：为什么我应该关心？（拉姆萨尔公约情况说明书1） 

 

 
生态系统能补充和净化水资源，因此需要保护，以保障人

类和环境的复原力。  

生态系统监测，包括对生态系统健康的监测，突出了保护

和养护生态系统的必要性，并能使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确

定实际的管理目标。有关生态系统的数据是由各种各样的

利益攸关方，包括关心自己社区的参与公民和空间机构收

集的。 

 

具体目标6.6的规范解释 

具体目标文本 具体目标文本的规范解释 

到2020年， 是指即将在2020年实现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保护和  意味着减少或消除生态系统的损失或退化 

恢复 意味着损失或退化的逆转——通过重建结构特征、物种组成和生态进程来协助恢复已

退化、受损或被毁的生态系统 

与水有关的生态

系统， 

尽管所有生态系统都依赖于水，但某些生态系统（如下所述）在向社会提供与用水有

关的服务方面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   

https://www.cbd.int/sp/targets/
http://www.ramsar.org/
http://www.unccd.int/en/Pages/default.aspx
http://www.unccd.int/en/Pages/default.aspx
http://www.ramsa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library/factsheet1_why_should_i_care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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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山地、 全世界大多数河流的水源都来自山地，超过一半的人口依靠山地供水 

森林、 覆盖着树木或其他木本植物的大片土地占世界陆地面积的30%左右，占总初级生产量的

75%。森林对保护水的数量和质量十分重要 

湿地、 系指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常久或暂时之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或

静止或流动水体者，包括河口和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域（《湿地公约》的定义） 

河流、 水在其中连续性或周期性流动的水道 

地下含水层和 含有充足饱和透水材料的地下区域，为水井和泉水生产大量的水 

湖泊。 被停滞水体占据的地球表面凹陷，包括池塘和泻湖等小而浅的水体；人工水库也包括

在内，但应单独考虑，因为它们含有大量的水 

 

全球指标6.6.1 “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范围随时间的变化” 

定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1）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的空间范围（如沼泽地、沼泽和泥

炭、红树林、沼泽森林，甚至稻田）和内陆开阔水域（河流、洪泛区和河口、湖泊和

水库），（2）生态系统（河流、湖泊和地下水）中的水的数量和（3）生态系统中的

水的质量（与指标 6.3.2 有关）。通过评估随时间的变化，可以合计子组成部分的

值。 

 

“随时间变化”的参考点是自然条件，即在生态系统经历大规模影响之前。如果没有

关于自然条件的信息，可以在对来自邻近的原始遗址、历史数据、模型和专家判断的

数据进行的外推基础上进行估计。 

 

该指标还建议各国在其生态系统监测方案中纳入一个关于生态系统健康的组成部分，

尽管在2017年第一次报告的指标6.6.1计算中没有列入这一内容。生态系统健康通常通

过生物指标衡量，但没有建议任何方法，因为方法的选择是由当地的生态条件决定

的。   

分解 该指标可按子指标、时间、生态系统类型和空间面积分解。  

原理和使用 这一指标突出了生态系统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生态系统健康是指系统随着时间推

移和在外部压力下保持其结构和功能的能力，并包括所有上述子组成部分。因此，监

测6.6.1能够评估人类发展在过去和现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未来从它们获得生态

系统服务的潜力。  

 

拓展生态系统监测，包括对生态系统健康的监测，突出了保护和养护生态系统的必要

性，并能使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确定实际的管理目标。分解良好的数据有助于确定面

临风险的生态系统，并指导数据能产生最大影响的干预措施。  

 

该指标支持对具体目标11.5、11.6、11.7、12.2、13.1、14.2、14.5、15.1、15.3 和

15.5的报告。   

补充指标 为了量化所有压力对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必须在国家监测方案中纳入生态系统健康

部分。关于环境用水需求的信息（来自指标 6.4.2）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制定

生态系统管理的目标。  

 

为了确定具体目标6.6的全部范围，可持续发展目标15下的侧重于山区（15.4.1）和森

林（15.1.1）、土地退化（15.3.1）和生态系统保护（15.1.2和 15.5.1）的额外指标

对指标6.6.1构成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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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6.6.1的数据和逐步监测 

具体指标6.6.1的数据可能由环境部或水利部收集，但也可能由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收集，在地球观测的情

况下可能由空间机构收集。关于质量组成部分的数据将来自对6.3.2的监测。在逐步监测方面，各国可先将

重点放在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上，例如植被覆盖的湿地和开阔水域，测量水的空间范围、数量和质量。随

着时间推移，各国可以扩大范围，覆盖地下水体，并越来越多地对构成空间范围评估一部分的地球观测进

行地面验证和解释。对生态系统健康的监测，如观察无脊椎动物或鱼类种类，也将随着国家能力和资源的

增加随之而来。 

建议的国家数据收集和向全球一级报告的频率：每三至四年一次。 

数据源和汇编 逐步监测的第一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二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三步（示

例） 

国家来源：各职能部委

和机构（例如环境、

水、自然资源）、大学

和研究机构、非政府组

织和公民科学倡议（地

面调查）、空间机构

（地球观测） 

 

全球数据库（选择）： 

拉姆萨尔湿地公约、全

球径流量数据库、IGRAC

全球地下水信息系统、

全球湿地计划项目II、

空间地球物理和海洋学

研究实验室Hydroweb 

 

全球汇编：联合国环境

署代表联合国水机制 

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

（如植被湿地、河流和

开阔水体）的监测 

纳入地下水体 

 

地球观测数据的地面验证

和解释 

 

空间范围的地面评估，包

括湿地类型的分类 

生态系统健康的监测，

例如通过对河流里的底

栖大型无脊椎动物或鱼

的评估   

  

http://ramsar.org/
http://www.bafg.de/GRDC/EN/Home/homepage_node.html
http://www.bafg.de/GRDC/EN/Home/homepage_node.html
http://www.un-igrac.org/global-groundwater-information-system-ggis
http://www.un-igrac.org/global-groundwater-information-system-ggis
http://www.globwetland.org/
http://www.legos.obs-mip.fr/en/soa/hydrologie/hydroweb/
http://www.legos.obs-mip.fr/en/soa/hydrologie/hydro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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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6.a 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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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执行预计产生的效益将大大超过这样做的开支，但仍需筹集数千亿美元来资助这项

工作。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最大，这要求增加国内资金的动员，但也需要大幅度扩大外部支助，以便在发展

国家能力和资源时弥补中期差距。在这方面，具体目标6.a力求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支

持。为了监测这一具体目标的目的，国际合作是指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的外部援助，包括官方发展援助

（ODA）。能力建设包括加强发展中国家在水治理和管理方面的技能、能干和能力。  

创建一个有利的环境是成功执行任何管理层回应的重要的第一步。具体目标6.a通过促进在发展中国家提供

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所有具体目标（6.1-6.6和6.b）的执行。“执行手段”具体目标

6.a和6.b是对关于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具体目标6.5和执行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17）及其19个具体目标的专

门手段的补充，其重点是金融、科技、能力建设、贸易和系统性问题。  

2015年，拨付了86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专门用于水部门（包括供水和环境卫生、农业水资源、防洪和水电），

占当年拨付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5%（资料来源：经合组织）。然而，80%参加2016-2017年GLAAS调查的国家回答说

它们的资金不足（少于所需数额的75%），无法达到国家饮水和环境卫生目标。 

 

 
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6需要人力和财力资源，国际合作对

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对水和环境卫生政府预算的监测将带来透明度，帮助更好

地了解该部门的资金流动情况，这反过来能提高效率，并

进一步刺激内部和外部出资。   

 

具体目标6.a的规范解释 

具体目标文本 具体目标文本的规范解释 

到2030年，扩大

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的国际合作  

意味着来自外部支持机构的以援助形式出现的赠款或贷款 

和能力建设支持 意味着加强人和社区的技能和能力 

http://stats.oecd.org/viewhtml.aspx?datasetcode=CRS1&lang=en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publications/glaas-report-2017/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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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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向与水和环境卫生有关的目标进步的做法、过程和技术。对水和环境卫生的监

测，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观测网络和数据库也很重要 

 

全球指标6.a.1 “作为政府协调开支计划组成部分的与水和环境卫生有关的官方发展援助数额” 

定义  政府协调开支计划中包括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数额和百分比，是否：（1）列入财政或

（2）列入预算。  

 

官方发展援助流属于官方筹资，其主要目标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福利。它

们的性质是减让性的，至少有25%的赠款要素。从传统上看，官方发展援助流包括各级

捐助国政府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捐助，无论是通过双边机构还是多边机构。  

 

政府协调开支计划被定义为国家或地方一级的筹资计划/预算，明确评估现有的财政资

源和为未来需求筹资的战略。 

 

这一指标的低值（接近0%）表明，国际捐助者在不了解国家政府的情况下，正在该国

投资于与水和环境卫生有关的活动和方案。高值（接近100%）将表明捐助者与政府和

国家/地方一级的水和环境卫生政策和计划保持一致。   

分解 这一指标可按水和卫生活动/方案的类型分解（根据经合组织贷方报告制度的目的代

码）。 

原理和使用 必须评估流入一个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有多少被纳入政府协调开支计划中，以便更好

地了解该国对外部支助的依赖程度，以及政府对官方发展援助流的协调程度。通过要

求提供关于水和环境卫生的政府预算的数据，对这一指标的监测将带来透明度，更好

地了解该部门的资金流动情况，这反过来又可以提高效率并进一步刺激内部和外部资

金。   

补充指标 官方发展援助是“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可计量指标，但它并没有记录这方面

所有类型的支持。关于公共和私人资金及支出的更多信息，包括用户费和收款率、采

购程序和财务审计，进一步支持与财务有关的政策制定和决策。与能力建设有关的指

标对于捕获具体目标6.a的完整目标至关重要。参见直接补充6.a.1的指标6.5.1。     

 

指标6.a.1与人人享有环境卫生和饮用水（SWA）的合作行为指标“水卫项目的可持续

筹资”相一致。如果得到各国及其合作伙伴的采纳，SWA合作伙伴确定的四种合作行为

能改善它们的合作方式，以提高为所有人提供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和饮水所需的部门

长期表现。这些合作行为相结合，超越官方发展援助流，更全面地勾勒了发展中国家

所获国际合作和支助的图景，涵盖了可持续发展目标17所界定的执行手段的多个方

面，如政策和体制的连贯性、多利益攸关方合作伙伴关系、数据、监测、问责制和财

务。 

 

指标6.a.1的数据和逐步监测 

经合组织已提供了官方发展援助数据，可以作为报告这一指标的起点。收集关于国家水和环境卫生预算的

资料是一项跨部门工作，涉及若干国家部委和机构。数据收集过程可以与关于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指标6.5.1

的数据收集过程相结合。为了在全球一级进行报告，将通过调查问卷汇编数据，作为联合国水机制全球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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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卫生和饮用水分析及评估更全面报告的一部分。此外，还可通过GLAAS TrackFin倡议获得关于国家和地

方一级资金流的更全面数据。 

建议的国家数据收集和向全球一级报告的频率：每二至三年一次。 

数据源和汇编 逐步监测的第一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二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三步（示

例） 

国家来源：职能部委和

机构（例如水、环境卫

生、环境、卫生、公共

服务、规划、财政），

国家统计局，TrackFin 

全球数据库：据经合组

织贷方报告制度和联合

国水机制全球环境卫生

和饮用水分析及评估 

 

全球汇编：世卫组织/联

合国环境署/经合组织代

表联合国水机制 

关于收到的官方发展援

助数额的资料 

纳入关于政府协调水卫项

目开支计划的信息（通过G

LAAS TrackFin倡议） 

 

扩大关于政府协调开支

计划的信息，把水资源

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6的其他组成部分也包

括进去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glaas/trackfin/en/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CRS1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CRS1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glaas/en/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glaas/en/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glaas/en/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glaas/trackfi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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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目标6.b 利益攸关方参与 

“支持和加强地方社区参与改进水和环境卫生管理。” 

具体目标6.b旨在让当地社区参与水和环境卫生的规划和管理，这对于确保满足当地用户的需求以及当地社

区充分理解发展决策的影响得到至关重要。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对于确保技术和行政解决办法适应

当地情况，并鼓励地方自主权必不可少，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长期的可持续性。具体目标6.b因而支持可持续

发展目标6中所有其他具体目标（6.1-6.6和6.a）的执行，而且利益攸关方参与作为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核心

组成部分，与具体目标6.5直接挂钩。   

2016-2017年的GLAAS调查显示，81%的参与国报告说，平均而言，利益攸关方参与水卫项目规划的程序已在政策或法

律中有明确的定义，但用户参与度高的范围很低——不到四分之一的国家报告了高水平的参与。同样，在水资源综

合管理状况报告（2012年）中，86%的国家答复说它们已有利益攸关方参与的机制，但只有38%的国家能报告执行的

“成熟阶段”。   

 

 
在政策或法律中界定当地社区参与水和环境卫生规划及

管理的程序，这对于确保社区中每个人的需求得到满

足，确保水和环境卫生解决方案的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

要。 

收集利益攸关方参与情况的信息是涉及几个国家部委和

机构的跨部门活动。 

 

具体目标6.b的规范解释 

具体目标文本 具体目标文本的规范解释 

支持和加强 参与意味着一种机制，个人及社区能够通过它对影响他们或可能被他们影响的关于水

和环境卫生规划的决策与指示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地方社区 指生活在共同地点的一群互相影响的人 

参与改进水和环

境卫生管理 

意味着改善水和环境卫生所有方面的管理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publications/glaas-report-2017/en/
http://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un-water-status-report-application-integrated-approaches-water-resources-management-rio20/
http://www.unwater.org/publications/un-water-status-report-application-integrated-approaches-water-resources-management-rio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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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6.b.1“已经制定业务政策和流程以促进当地社区参与水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地方行政单位的

比例” 

定义 国家内部已经制定业务政策和流程以促进当地社区参与水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地方行政

单位的百分比。地方行政单位是指由政府界定的涵盖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非重叠的分

区、市、市镇或其他地方社区一级的单位。地方社区参与水和环境卫生管理的政策和

程序界定了一个机制，使个人和社区能够对关于水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决策和指示作出

有意义的贡献。 

分解 数据可按地区及城市/农村地区分解（对于以此种方式对其地方行政单位分类的国家）

提供关于公平的信息。 

原理和使用 确定地方社区参与政策或法律的程序对于确保满足社区中每个人的需求（包括最弱势

人群的需求）得到满足至关重要。还必须确保水和环境卫生解决方案的长期可持续

性，即在充分了解某项发展决定的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地方自主权的基础上，为特定的

社会和经济环境选择适当的解决方案。这一指标通过评估当地社区的参与程度说明一

个国家的水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可持续性。 

补充指标 参见直接补充6.b.1的指标6.5.1。 

 

指标6.b.1的数据和逐步监测 

收集利益攸关方参与情况的信息是涉及几个国家部委和机构的跨部门活动。数据收集过程可以与关于水资

源综合管理的指标6.5.1的数据收集过程相结合。为了在全球一级进行报告，将通过调查问卷汇编数据，作

为联合国水机制全球环境卫生和饮用水分析及评估更全面报告的一部分。在逐步监测方面，各国可以从定

性估计出发，逐步转向更准确的定量估计和对利益攸关方在地区一级的参与程度的评估。此外，从2018年

开始，经合组织水治理倡议（WGI）将通过水治理指标收集利益攸关方参与的信息。    

建议的国家数据收集和向全球一级报告的频率：每二至三年一次。 

数据源和汇编 逐步监测的第一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二步（示

例） 

逐步监测的第三步（示

例） 

国家来源：职能部委和

机构（例如水、环境卫

生、环境、卫生、公共

服务、规划、财政） 

全球数据库：联合国水

机制全球环境卫生和饮

用水分析及评估、水资

源综合管理数据门户网

站、经合组织水治理倡

议 

 

全球汇编：世卫组织/联

合国环境署/经合组织代

表联合国水机制 

对国家一级利益攸关方

参与程度的定性估计 

对地方行政单位总数的定

量估计和对利益攸关方在

每个单位的参与程度的定

性估计 

利益攸关方参与程度的

定量评估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glaas/en/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glaas/en/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glaas/en/
http://iwrmdataportal.unepdhi.org/index.html
http://iwrmdataportal.unepdhi.org/index.html
http://iwrmdataportal.unepdhi.org/index.html
http://www.oecd.org/cfe/regional-policy/water-governance-initiative.htm
http://www.oecd.org/cfe/regional-policy/water-governance-initiativ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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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6全球指标的协同作用 

如前几章所述，可持续发展目标6全球指标包含多个组成部分，关于每个部分的数据都是计算指标所必需的。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组成部分在多个指

标中是相同的，因此，在数据收集时表示协同作用，因为可以使用一组数据来计算多个指标。例如，关于水的开采的数据用于计算指标6.4.1的用水

效率和指标6.4.2的用水紧张程度。在某些情况下，指标组成部分是相互关联的，例如，通过拥有类似的数据收集过程和（或）涉及相同的利益攸关

方，这就产生了数据收集协同作用的潜力。其中一个例子是指标6.5.1、6.a.1和 6.b.1之间的联系。下文表1中概述了所有指标组成部分及其相互联

系的概述。 

表1。指标组成部分及其相互联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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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讯息 

本出版物简要介绍了关于水和环境卫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6，特别侧重于将用于追踪全球一级进展情况的11

项指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6拓展了千年发展目标对饮水和基本环境卫生的关注，更全面地将水、废水和生态系统资源

的管理包括在内，承认有利环境的重要性。把这些方面置于同一个目标下是向着解决部门碎片化，实现协

调一致和可持续管理迈出的第一步，从而使它成为迈向可持续的水的未来的重要一步。  

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进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手段，优质数据帮助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

者确定各种挑战和机会，为更有效和高效地执行设定优先事项，并通报进展情况，或缺乏进展的情况（以

及相关的要求），以确保问责制并带来政治、公共和私营部门对投资的进一步支助。  

对于水和环境卫生以及监测，从千年发展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目标意味着游戏规则的改变。千年发展目标

只包括三项关于水和环境卫生的指标，而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11项指标，千年发展目标的指标主要通过家

庭调查监测，而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监测将不可避免地涉及来自许多不同部门的国家当局。因此，确实需要

加强国家能力和资源，以便进行监测，并为此提供政治支持。为了启动对水资源状况和可能的发展道路的

全面评估和分析，监测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整理所有信息，以支持一种有助于减少机构碎片化的综合管

理办法。 

《可持续发展目标6联合国水机制综合监测倡议》旨在支持各国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6，侧重于机构能力以

及在各部门、区域和行政各级综合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本出版物中的监测方法是如何以标准化方式监测

可持续发展目标6全球指标的建议，但方法仍应允许一些灵活性，以反映国家的情况和要求。发展逐步监测

的概念是为了能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6监测，监测工作可从相对简单和低成本的水平开始，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能力和资源可用性增加后，可逐步变得更加富有雄心。   

 
图片来源：Michael Coghlan，知识共享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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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联合国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6联合国水机制综合监测倡议》寻求支持各国以综合方式在《2030可持续发展

议程》框架内监测与水和环境卫生有关的问题，并编制国家数据，以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全球进展情况。

这项倡议将联合国各机构汇集在一起，它们获得了为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全球报告编制国家数据的正式授权。  

如需了解关于《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6综合监测倡议》中的水和环境卫生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或联系我们的协调人。 

网站  

www.sdg6monitoring.org  

www.unwater.org  

项目管理 

联合国水机制：William Reidhead william.reidhead@unwater.org   

机构协调人 

联合国环境署（6.3.2、6.5.1、6.6.1的托管人，6.a.1、6.b.1的共同托管人）：Joakim Harlin joakim.h

arlin@unep.org 

联合国人居署（6.3.1的共同托管人）：Graham Alabaster Alabaster.unhabitat@unog.ch 

儿基会（6.1.1、6.2.1的共同托管人）：Tom Slaymaker tslaymaker@unicef.org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6.5.2的共同托管人）：Annukka Lipponen Annukka.Lipponen@unece.org  

粮农组织（6.4.1、6.4.2的托管人）：Jippe Hoogeveen Jippe.Hoogeveen@fao.org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6.5.2的共同托管人）：Alice Aureli a.aureli@unesco.org   

世卫组织（6.1.1、6.2.1、 6.3.1、6.a.1、6.b.1的托管人）：Kate Medlicott medlicottk@who.int 

世界气象组织：Tommaso Abrate tabrate@wm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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