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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竞争愈演愈烈。据世界银
行报告，在未来的30年内，全
球粮食体系需要的水资源将增加
40%-50%；市政和工业用水需
求将增加50-70%，而能源行业
对水资源的需求增长则高
达85%。1

水资源风险的重要性是清晰可见
和极为紧迫的。在许多的地方，
对水的需求已经超过了供应能
力。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未来
的社会和环境的发展和需求将面
临无水可用的境地。
 
而实现一个低碳、稳定、繁荣和
平的世界，水资源则是关键。众
所周知，碳捕获和存储均是水密
集型技术，而生物燃料作物在用
水方面显示出了极大的需求。
对于那些水电占到了全国能源结
构重要比例的国家而言，水资源

的短缺则会带来国家安全风险。

气候变化的影响主要通过水循环
的变化来体现，造成全球不平衡
的结果。严重的自然灾害如旱灾
频发，而这会影响到人口迁徙，
影响到粮食价格，甚至会导致社
会动荡。 

 

前言
企业依赖于水资源。人、城市、
企业共同分享来自于自然的
珍贵馈赠。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主席，奥
兰国际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集团首席执行官，

Sunny Verghese

帝亚吉欧公司首席执行官，
Ivan Menezes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BCSD）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Peter Bakker

水资源是《巴
黎协定》和“
可持续发展目
标”获得成功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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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也正为之付出代价。当经
营活动无水可用之时，企业必
须做出抉择，要么投入巨资，
要么黯然离场。 

水资源风险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
利润。为未来的冲击提前谋划而
变得更具灵活性，这需要企业从
根本上改变评估水资源价值的
方法。 

水应该是公司董事会层面的首
要大事，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
准。更好地管理水资源是企业建
立和发展竞争优势的核心机遇，
同时也有助于取得经营许可和减
少财务损失，从而确保经营的连
续性。

作为决策者，您需要：

• 了解您的企业在直接经营场所
和供应链中受水资源风险影响
或分担该风险的程度；

• 在决策、披露过程中考虑水资
源问题，从而做出明智的投资
决策； 

• 与其他水资源用户和利益攸
关者携手合作，应对共同的
风险，同时紧紧抓住发展的机
遇。

我们鼓励您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
力，通过直面种种最为迫切的可持
续发展方面的挑战，成长为一名可
靠的水资源守护者。

瑞士雀巢公司执行副总裁兼运营总监，
Magdi Batato

百事可乐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Indra K. Nooyi

芬美意集团（Firmenich）首席执行官，
Gilbert Ghostine

威立雅集团首席执行官，
Antoine Fré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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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面临的主要挑战

如果以下的挑战不能够尽快解
决，那么在2030年以前，全球将
面临40%的供水缺口2：

• 局部地区缺水会带来全球性金
融影响。当前，局部地区的淡
水危机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
威胁之一。例如，巴西的一场
旱灾直接影响了欧洲地区的粮
食价格。

• 水资源是一种极为珍贵但被远
低估的资源。在许多的国家，
水资源是低估的，或者享受政
府补贴，并
没有反映出
它的实际成
本和价值。  

• 不能够获得足够的水，环境卫
生成本每年会耗费全球经济
3230亿美元之巨。4 目前，全
球超过20亿的人口不能获得
安全的饮用水，同时超过40
亿的人口不能获得安全的环境
卫生。5  这对生产、健康和性
别平等均造成严重的后果。 

• 不断恶化的水质是导致全球水
资源短缺愈演愈烈的罪魁祸
首，因为这会减少安全水源的
数量。从全球范围来看，80%
的城市废水未经处理就排放
了。工业和农业的排放物使得
水体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当前全球四
分之一的城
市面临水资
源危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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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WRG_Background_Impact_and_Way_Forward.pdf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WRG_Background_Impact_and_Way_Forward.pdf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WRG_Background_Impact_and_Way_Forwar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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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位正在不断下降。全球
最大含水层近三分之二正趋于
耗尽，这让企业和社区处于危
机四伏的状态。7

• 从世界范围来看，农业使用了
70%的可用水资源。如果农业
用水效率得不到提高，那么政
府和企业所做的其它的水资源
管理努力将难以弥补缺失。

• 水资源用户之间是息息相关
的。局部缺水不仅仅对您公司
而言是个威胁，而且同一流域
内的每个人均无法置身事外。
一个企业的行动可以让其他企
业的运营处于危险之中。

对于公共卫生而言，水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
利用科学改善个人卫生
和环境卫生，同时在
2020年之前将我们的
水足迹减少25%。

芬美意集团（Firmenich）
首席执行官， 
Gilbert Gho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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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水资源的商业理由

从世界范围来看，水资源的价值被低估
了。企业通常不会了解水的全部价值，而
且在它们的规划中没有纳入与水资源相
关的风险。

运营/生产成本

水资源影响您
的利润

收入

生产能力

信誉

资本成本

保费

供应链

水资源风险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 
水资源风险通过增加您企业的整体
风险状况，并最终提高企业的资本
成本而导致增长受限。一份2017年
Trucost报告显示，如果必须承担水
资源可获得性和水质受损的全部成
本，那么这相当于公用事业机构以及
食品饮料公司的利润分别平均下跌
44%和116%。9

https://www.trucost.com/trucost-blog/why-companies-and-investors-need-to-value-water-differently/
https://www.trucost.com/trucost-blog/why-companies-and-investors-need-to-value-water-differently/
https://www.trucost.com/trucost-blog/why-companies-and-investors-need-to-value-water-differently/
https://www.trucost.com/trucost-blog/why-companies-and-investors-need-to-value-water-differently/
https://www.trucost.com/trucost-blog/why-companies-and-investors-need-to-value-water-differently/
https://www.trucost.com/trucost-blog/why-companies-and-investors-need-to-value-water-differ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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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至关重要的商业问题，
并且风险巨大。  
随着对水资源竞争的不断加剧，与水
资源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收紧。企业
将承受愈来愈严格的审查，而与水相
关的支出将不断上升。

投资者对水资源正投入越来越多
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正在认识到水资源
的价值，在其投资决策中对水资源竭
力做到更佳的考量。例如，最近发布
的干旱压力测试工具显示，甚至仅仅
暴露在中等程度缺水的干旱场景下，
绝大多数企业会发现它们的信用等级
会下降。11  

气候相关金融披露任务小组
（TCFD）
近期由TCFD提出的，并由一流企业
实施的建议将推动在水资源领域的信
息披露，这是因为投资者对改善与气
候相关财务披露需求的不断增加。作
为建议的一部分，在众多的潜在信息
披露指标、目标和与气候相关的机会
中，水资源被从中选定。12

我们将水资源管理整合
纳入到我们对被投资企
业的投票决策之中。

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首席
企业治理官，
Carine Smith Ihenacho

基金和资产管理公
司ACTIAM致力于
在2030年以前让其
投资在对水资源的
影响变得中性10

https://www.trucost.com/trucost-blog/why-companies-and-investors-need-to-value-water-differently/
https://www.trucost.com/trucost-blog/why-companies-and-investors-need-to-value-water-differently/
https://www.trucost.com/trucost-blog/why-companies-and-investors-need-to-value-water-differently/
https://www.trucost.com/trucost-blog/why-companies-and-investors-need-to-value-water-differently/
https://www.trucost.com/trucost-blog/why-companies-and-investors-need-to-value-water-differently/
https://www.wbcsd.org/Overview/Resources/General/CEO-Guide-to-climate-related-financial-disclosures
https://www.wbcsd.org/Overview/Resources/General/CEO-Guide-to-climate-related-financial-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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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面临着各种因水资源
竞争、污染、法规、和气候
变化带来的自然和非自然
风险。

价格升高

水代表着风险

诉讼风险

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社区冲突

品牌受损

对经营许可带
来的威胁

持续经营和增长
限制

增加监管

经营风险 
由于水资源短缺或洪水导致的经
营中断
• 巴西2015年一场旱灾，

将水的成本推高超过200
万美元，同时由于水电可
获得性的减少，增加电力
成本近600万美元。通用
汽车公司的应对措施则是
不断在节约用水方面做
出努力和采取节能措施
(CDP，2016年）。13

有关水资源方面的商业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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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监管风险
更为严厉的立法或减少配额；对水污
染事件的罚款或惩处
• 从2012年以来，在墨西哥的

家乐氏公司（Kellogg) 生产设
施收到的水费账单上升300%
，着直接影响这些地区的经营
成本。14

声誉风险 
品牌受损；市场份额损失；失去运营
的社会许可
• 在受到当地农民的强烈抵制

后，可口可乐公司被强制放弃
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建造一座
耗资8100万美元新灌装厂的
计划，因为农民们害怕公司会
导致地下水位的下降 。 15

财务风险 
增加资本成本和减少融资选择 
• 摩根士丹利资本指数研究

显示，对于MSCI世界指数
(ACWI）中的金矿开采企业，
因水资源短缺而具有风险的
销售额或储备金的总额达到
了2210亿美元，对于MSCI美
国可投资市场指数
(IMI）中的电力公
司以及MSCI ACWI
指数中的钢铁公
司，这一数字则分
别为接近210亿美
元和170亿美元

    以上。 16

2016年所发
行绿色债券的
14%都与水资
源相关项目的
融资有关。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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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带来获得
竞争优势的诸多机遇。 

例如，为了向循环经济转型，
企业可以实施和提供相关的产品
和解决方案，鼓励水体的循环使
用，以及从废水中回收水资源。 

从变废为宝的角度来看，这是
未曾利用的最佳机遇之一。

竞争性优势

水资源带
来机遇

新产品和服务的销售

增加适应性

提高声誉

成本节约

水是极其珍贵的资源，
只使用一次太奢侈了。
威立雅（Veolia）公司首
席执行官，
Antoine Frérot

有关水资源的商业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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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将危机变为机遇
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该地区的可用水已经
开始下滑，水
价则不断上升，企业需要持续地获得适合的
水源，来不断降低生产成本。

ENGIE和BP企业实施和采取减少用水的项目
和活动。在西澳大利亚政府和水务公司的协
助下，其他的工业用户和当地监管部门也致
力于开辟其他的水源。

本次合作导致奎纳那水回收项目（KWRP）
的诞生。一个公司的废水可以成为另一个企
业的工业用水来源。

由于减少了水和化合物的使用，转而利用循
环水，这节约了大量的成本，在确保未来的
经营同时增加了饮用水的供应。仅仅一个工
厂，就为企业节省了150万美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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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蕴含机遇  
可持续发展目标 
改变水资源估价方法可以帮助世界各国达到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水资源安全是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核心。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以及我们共同达到全球水资源安全
的目标而言，包容性和综合性的水
资源估价是至关重要的。企业能提
供令人鼓舞的范例并成为领导者。
高级别水务工作组号召并期待商界
成为合作、引领和鼓励合理利用水
资源的表率，对水权进行估价。

Henk Ovink 
荷兰王国国际水务特使兼联合国/世界银行高级别水务工作
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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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和不久的将来，对
许多企业而言，水资源
短缺将是切实和重大的
风险。了解和管理水资
源对企业的影响，对于
帝亚吉欧来说绝对要优
先考虑。

帝亚吉欧公司（Diageo）首席执行官，
Ivan Mene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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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水工具箱
您可以按照最适合企业的顺序，采用以下七个步骤来设计和实施您的水资源管理计划。

1

2

在业务部门、国家和全球层面
制定富有意义的、充满进取心
的目标

“七
步法”企业用水工具箱

确保在董事会的监督下将
水资源纳入到企业战略和
规划中 3 对水资源进行恰当的估

值，反映出真实的风险
和机遇

实施创新性的商业
解决方案来达到您
的目标

4

携手解决共同面临
的水资源风险和
机遇

提高认知，充分调动员
工、供应商和消费者参与

通过推动支持企业投资智慧
用水解决方案的政策，来宣
传政策和财务驱动因素 

6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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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正向我们发
出阵阵哀嚎，而
它传递信息的载
体则是水。

Peter Bakker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会
长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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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水工具箱
识别、计量和评估风险

将风险纳入到企业战略

管理风险

确保在董事会的

监督下将水资源

纳入到企业战略

和规划中

1

建立一支跨部门的团队来
了解会带来的影响和依存
关系

将水资源风险纳入
到企业风险管理

在公司内部确立
责任制

使用全球性或当
地的工具来评估
场地

与流域层面利益相
关者协作实施水资
源管理战略

报告风险
在主流报道中披露
与水资源相关的风
险和财务影响

识别确保供水和
改善水质的合作
机会

让投资者参与 
进来

制定与水资源
相关的政策和和
以环境为基础的
目标

对水估价，考虑水
资源的真实成本和
价值
考虑场景分析

雀巢公司正在依照水资源管理标准联盟（Alliance 
for Water Stewardship Standard）的要求对其
优先生产基地的良好实践进行认证。
瑞士雀巢公司执行副总裁兼运营总监，
Magdi Ba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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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之前，在自家
生产厂房提高用水效率
50%，从而减少用水。
在缺水地区回补与最终产
品用水量相当的水量。

通过理论水格（因生产场所
物理风险分值不同而介于每
平方米1—5美元之间）确立
公司综合水压力指数。

在2020年之前，将消费
者使用公司产品相关的用
水量减半（2010年为基
准年）。

水真实成本工具 (True Cost 
of Water tool) 考了直接和
间接成本，以及与水资源风
险相关的财务影响。

帝亚吉欧公司
(Diageo）

雀巢公司

联合利华（Unilever）
法国威立雅水务公司
(Veolia）

奥兰
（Olam)

帝亚吉欧公司
（Diageo)

2 3

在业务部门、国家
和全球层面制定富
有意义的、充满进

取心的目标

对水资源进行恰
当的估值，反映
出真实的风险和

机遇。

在2020年之前，100%
的优先供应链均实行水
资源管理计划，同时奥
兰在高水风险范围的所
有直接营运均参与水管

理计划。

内部水成本工具估算了
工厂用水的全部成本，
展示了投资水资源的商
业理由，这将有助于达
到节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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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素 经营的连续性 员工健康和安全 农业节水缺水环境
下的供水

气候适应性

商业解决
方案

WBCSD 
资源*

水资源监管：
与涉及的利益
相关者携手合
作来提高当地
水域的可持续
性。

获得水、环境
卫生和个人卫生
(WASH)：为您的
直接经营场所，
供应链和当地社区
提供充足条件。

循环水管理：采
用5R方法，即少
用、重复使用、
循环利用、资源
恢复和水系回灌

智能用水农业：“
智能”农业解决方
案可以解决在缺
水、污染和气候
变化愈演愈烈环
境下的生产问题

投资于自然基础
设施：加强自然
向企业需求所提
供的服务，同时
给自然和社会带
来重大的益处

与企业协作共享
水资源（英文）

水估价商业指南
（英文）

WASH在工作场所
的承诺（包括指导
原则、自我评估工
具和案例研究）(多
种语言）

循环水管理商业
指南及其相关案
例研究（英文）

水和农业协同优
化的解决方案：
缓解印度缺水状
况（英文）

企业所用自然基
础设施(NI4Biz)
的平台(包括商业
案例、工具、案
例研究)(英文)

采用创新性商业
解决方案来达到
您的目标和指标

4

*这些资源可在 www.wbcsd.org获得。

https://www.wbcsd.org/Clusters/Water/Resources/Business-Guide-to-Water-Valuation-an-introduction-to-concepts-and-techniques
https://www.wbcsd.org/Clusters/Water/Resources/Business-Guide-to-Water-Valuation-an-introduction-to-concepts-and-techniques
https://www.wbcsd.org/Clusters/Water/WASH-access-to-water-sanitation-and-hygiene/WASH-at-the-workplace-Pledge
https://www.wbcsd.org/Clusters/Water/WASH-access-to-water-sanitation-and-hygiene/WASH-at-the-workplace-Pledge
https://www.wbcsd.org/Clusters/Water/WASH-access-to-water-sanitation-and-hygiene/WASH-at-the-workplace-Pledge
https://www.wbcsd.org/Clusters/Water/WASH-access-to-water-sanitation-and-hygiene/WASH-at-the-workplace-Pledge
https://www.wbcsd.org/Clusters/Water/WASH-access-to-water-sanitation-and-hygiene/WASH-at-the-workplace-Pledge
https://www.wbcsd.org/Clusters/Water/Resources/spotlight-on-reduce-reuse-and-recycle
https://www.wbcsd.org/Clusters/Water/Resources/spotlight-on-reduce-reuse-and-recycle
https://www.wbcsd.org/Clusters/Water/Resources/spotlight-on-reduce-reuse-and-recycle
https://www.wbcsd.org/Clusters/Water/Resources/Co-optimizing-solutions-in-water-and-agriculture
https://www.wbcsd.org/Clusters/Water/Resources/Co-optimizing-solutions-in-water-and-agriculture
https://www.wbcsd.org/Clusters/Water/Resources/Co-optimizing-solutions-in-water-and-agriculture
https://www.wbcsd.org/Clusters/Water/Resources/Co-optimizing-solutions-in-water-and-agriculture
https://www.naturalinfrastructureforbusiness.org/
https://www.naturalinfrastructureforbusiness.org/
https://www.naturalinfrastructureforbusiness.org/
https://www.naturalinfrastructureforbusiness.org/
https://www.naturalinfrastructureforbusiness.org/


有关水资源的CEO指南 - 创建极具适应性的企业     21

27家企业和环境合作伙伴在加州召
开会议，通过不同的解决方案来携
手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例如在“
加州水行动协作计划”（California 
Water Action Collaborative）中
的地下水回补和企业协作行动等。

在印度的零液体排放（ZLD）
政策全面铺开期间，由于需要
大量投资和人力技能支持以实
施该政策，企业正推动设立现
实的实施时间表。

携手解决共同面临
的水资源风险和

机遇

通过推动支持企业
投资智慧用水解决
方案的政策，来宣
传政策和财务驱动

因素

5 7

联合利华公司的“卫宝”（Life-
buoy）洗手项目是世界最大的
个人卫生行为改变计划之一，
目标就是在2020年以前有10亿
名消费者参与。

 提高认知，充分
调动员工、供应商
和消费者的参与

6

http://cawateraction.org/
http://cawateraction.org/
https://www.unilever.com/sustainable-living/improving-health-and-well-being/health-and-hygiene/changing-handwashing-habits-for-better-health/
https://www.unilever.com/sustainable-living/improving-health-and-well-being/health-and-hygiene/changing-handwashing-habits-for-better-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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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中的企业

走向循环用水 

从牛奶中回收水份（在墨西哥的奶粉生
产工厂）用于满足日常经营活动需求。
零水回收技术已经应用于缺水地区。

影响：奶牛场无需使用任何地下水，仅
仅使用从牛奶中重新获得的水就可以

运转。

WASH在农业领域的商业理由 

如果该事项被认定为优先实施，例如在坦桑
尼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喀麦隆和加纳，
则在自有经营场所履行WBCSD WASH有关
的承诺，或者与选定的供应链农户就WASH

相关内容开展合作。

影响：减少水传播性疾病的发生事件，增加
入学率，妇女花费更少的时间搜寻水源。

同样的水，更多的粮食 

以农民滴灌替代漫灌的土地超过2600英亩，
对节水操作提供培训，以及在2016年投资于

新的节水技术。 

影响：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每年节水超过8亿
升（2016年，德勤会计事务所验证），同
时对土豆栽培者和百事集团提供更大的可

靠性。

增加弹性  

采石场地区转化为储水区可以减少
洪水的风险、形成湿地，以及储集
雨水。受到法规要求和社区需求的

驱动。 

影响：对当地社区的洪水防护，增
加生态多样性和供水，以及为当地

社区提供一个休闲娱乐区。

制造过程中的再用水

在一个中国制造基地内实现95%的清洁
用水再利用，回应严格规管要求和当地

水源短缺问题。

影响：每年节省用水超过60,000平方
米。时至今天，这个厂房是公司的水循

环再用全球基准。

综合水资源管理  

首家获得水管理联盟（AWS）认证的农
企业场地，证明公司范围内外均实践可

持续水资源管理。

影响：把不同的水使用者结合成正规的
水使用者协会，从而应对300,000 位

居住在河盆地带人口所面对的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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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投资3020亿
美元来弥补目前
的资金缺口，来
获得饮用水和环
境卫生，包括废

水处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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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大规模系统转变的关
键驱动因素，同时这会纳入到
我们有关食品、土地和水
、重新定义价值、能源与循环
经济、人和城市与交通方面的
项目。 

WBCSD也代表了在全球论坛和
在全球论坛和政策平台上，W-
BCSD代表在水资源方面具有前
瞻性思维的企业的声音。
我们为会员企业提供展现领导
力的机会，推广水资源相关行
动和合作的战略性商业案例。

与我们携手一起获得与水资源
趋势的最新信息和弹指之间的
机遇，与业界同仁一起合作孵
化和实施创新性商业解决方
案，来放大您的声音！

水资源 @ WBC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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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雄心是将知识和实践推广实
施到企业直接面临水危机的其它地
区，同时为推动全球水议程作 
贡献。

印度水资源项目领导
小组

11家公司由首席执行官出面引领
了商业解决方案的开发和执行，
与政府合作一道解决整个印度的
关键性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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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 Traubel 
水务部经理

电子邮箱：traubel@wbcsd.org

Deepa Maggo 
印度水资源项目部经理

电子邮箱：maggo@wbcsd.org

Tatiana Fedotova 
水务部总监

电子邮箱：fedotova@wbcsd.org

Peter White 
首席运营官兼副总裁

电子邮箱：white@wbcsd.org

WBCSD主
要联系人

如果您想要一份本指南所使用的参考资料的完整清单，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mailto:traubel@wbcsd.org
mailto:maggo@wbcsd.org
mailto:fedotova@wbcsd.org
mailto:white@wbc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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