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1

水电可持续性

评估规范
2010年11月

国际水电
协会出版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2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3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Ⅰ

致 谢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是多方不懈努力的成果。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论坛成员花费了长达两年半

的时间，进行深入调查、分析、会议研讨、宣传、试用、回顾、交换观点、洽谈以及为分歧观点寻找解

决办法。许多相关社团也积极跟随论坛进程，传达论坛成员的观点。论坛的成立得益于挪威、冰岛、德

国等国政府的大量资金捐助，后续资金则来自国际水电协会、大自然保护协会、世界银行和世界自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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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s of the Protocol: Policy Guidance 

The words used  in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of the Protocol have been carefully chosen and refined over a 
number of years to allow accurate scoring of a project’s sustainability. English accordingly serves 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Protocol  and  the  English  version will  be  used  for  all  assessments,  and  guide  any  decision 
making around the Protocol. Furthermore, all Protocol assessment reports are written in English.   

All translations, while recognised as Official, are regarded as open for improvement and comment. In the event 
of a conflict  in understanding, or doubts or concerns about the translation of any particular term, phrase or 
concept,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of the Protocol will be controlling. 

 Any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conflicts, doubts or concerns on any translation should be conveyed to the 
Governance Committee  through  the  IHA Management Entity  to allow a resolution of  the best  translation.  It 
should  also  be  understood  that  no  translation  is  final;  additional  issues  concerning  any  translation  will 
inevitably  emerg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Protocol  use  and  application  to  particular  situations  and  the 
Governance Committee will need to further review and revise the translation as necessary in the future. This 
condition shall be stated in the inside cover of all written copies of each published translation, along with the 
date of the current Governance Committee translation approval. 

As comments are received, they will be addressed periodically through use of independent expert translators 
and hydropower experts, including those drawn from the Chambers. 

A process for translation and review, similar to that for Protocol translation, will be adopted for translation and 
review  of  reports  on  official  assessments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with  translations  of  the 
Protocol.   

This document should be read with Protocol Translation Guidance, found here:  

http://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Governance/Translation.aspx 

 





和翻译说明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的中文翻译得到国际水电协会的授权。2010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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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处的专业人员组成翻译组进行评估规范的翻译，翻译过程中征求了部分专家

的意见，2011 年 8 月完成翻译工作。此后，国际水电协会委托厦门精益达翻译

服务有限公司公司对翻译文稿进行了复核并且提出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翻

译组进行了仔细的比较和分析，接受了部分建议，同时还修正了一些其他新发现

的问题，最终形成本翻译文本。 

翻译组人员：禹雪中、姜莉萍、赵蓉、冯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程

雪源(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张诚(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  。 

在翻译过程中，以下单位和人员对翻译文稿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厦门精益达

翻译服务有限公司、林初学、贾金生、陈洪斌、廖文根、杨骏、陈俊、周世春、

郭乔羽、施国庆、吴於松、Marianne Cornell。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中文翻译组 

2012年 12 月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The mandarin translation of the Hydropower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Protocol is authorized by 

International Hydropower Association(IHA). A translations group was organized by technical staffs 

from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China  Three  Gorges 

Corporation and WWF China in November 2011. Some experts were consult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lation. The group  finished  the  translation  in August 2011. The MTS‐Master Translation 

Services was invited by IHA to review the translation document and proposed some advisement. 

The translation group studied the advisement very carefully and accepted part of the suggestion. 

Meanwhile  some newly  found problems of  the  translation were amended  in  this process. The 

group finished the revision of the original translation in December 2012. 



 

Members  of  the  translation  group  include:  Xuezhong  Yu,  Liping  Jiang,  Rong  Zhao  and  Shi 

Feng(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Xueyuan Cheng(China Three 

Gorges Corporation);Cheng Zhang(WWF China). 

 

The  following  institution  and persons  also provide  suggestions  to  the  translation: MTS‐Master 

Translation Services, Chuxue Lin, Jinsheng Jia, Hongbin Chen, Wengen Liao, Jun Yang, Jun Chen, 

Shichun Zhou, Qiaoyu Guo, Guoqing Shi, Ysong Wu, Marianne Cornell. 

 

Mandarin translation group of the Hydropower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Protocol 

Dec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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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形成
该文件是四个独立评估工具的背景文件。五个文件共同构成《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以下简称

《规范》）。

《规范》是对国际水电协会《可持续性评估规范（2006年版）》的修改、更新和扩充。该《规范》

的出台正值低碳经济、能源安全和改善水资源管理等强烈要求导致人们对水电开发兴趣开始复苏之际。

这种兴趣的增加，使得在地方、国家和区域水平上，出现了针对新建和已建水电项目的各种迥然不同的

评估方法。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论坛
国际水电协会通过与各界伙伴密切合作，于2008年3月创立了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论坛（简称“论

坛”）。该论坛宗旨是，在国际水电协会《可持续性评估规范（2006年版）》基础上，开发出更好的可

持续性评估工具，衡量和指导水电行业发展，提高水电项目可持续性评估方法的一致性。该论坛成员由

众多行业组织机构的代表组成，他们在与水电开发和运行相关的可持续性议题上持不同的观点和政策。

论坛的14名成员中，包括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代表，商业银行和开发银行的代表，社会和环

境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及水电行业的代表。

截止到2010年10月，该论坛已运行两年。自2008年3月在华盛顿特区成立以来，论坛分别于以下时

间和地点召开了大会：2008年7月（美国），2008年9月（赞比亚），2008年10月（中国），2008年12月

（巴西），2009年3月（土耳其），2009年6月（冰岛），2010年2月（法国）和2010年5月（老挝）。

同时，论坛还举行了6次网络会议，以便在正式会议期间加强重要问题的探讨。论坛成员系统地讨论了

水电可持续性的重要议题，接受了专家意见和建议，评估了重要的参照标准和国际水电协会《可持续

性评估规范（2006年版）》的应用经验，制定了改进草案，进行了两次全球咨询活动，开展了2009年8

月规范草案版本的全球试用计划，并在对草案进行回顾性审查时从相关组织处获得了有益的信息反馈和

建议。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论坛的知识库将这些信息反馈均输入了论坛进展，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www.

hydrosustainability.org。

该《规范》已被国际水电协会（简称IHA）董事会推荐采用，同时也得到以下网址所列组织的认可：

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在采用和认可本《规范》方面，这些组织一致认为该《规范》将会为推动

水电行业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他们将会积极宣传该《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规范将得到不

断的评估和改进，因为《规范》的应用经验将有助于将来对《规范》结构、内容和使用指南方面的回顾

和完善。

未达成共识的问题
该论坛的运行原则是透明、诚意和共识。在论坛议程中，所有论坛成员都听取和尊重彼此在诸多评

估主题上的不同观点，并尽最大努力相互妥协，以更妥善的立场达成共识。《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2010年版）》高度凝炼了这些论坛成员组织的多样性观点，将水电可持续性的相关议题均纳入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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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中。

论坛成员指出，《规范》诸多方面的措辞还需在未来论坛议程中给予密切关注。这些地方被记录为

“需进一步分析和讨论的地方”，以此告知相关行政、管理与咨询委员会，并用于日后《规范》的回顾

和审查工作。

多数情况下，某些评估主题的特定表述反映的是协商过程中大多数人的意见，而非对定稿文本的一

致支持。《规范》中，“未达成共识的问题”这一特定表述用来表示个别论坛成员与大多数人意见相

左，除了标上“需进一步分析和讨论的地方”外还强烈要求标上“未达成共识的问题”，以维护他们所

代表的支持者的公信力。论坛建议，在将来的《规范》改进议程中，应优先考虑以上地方，并要考虑关

键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以及从实际应用中获得的相关评估主题的经验。

这些“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在名为《项目准备》和《项目实施》两个评估工具文件中的“项目影响

社区和生计”、“移民安置”和“土著居民”评估主题下。未达成共识的相关观点的详细信息，可在这

些评估工具文件的上述评估主题页找到。

关于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论坛更加全面的背景信息、《规范》形成过程以及成员组织对《规范》定稿

意见的详细信息，均可在以下网站获取：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

《规范》的目的及目标使用者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是水电开发和运行的可持续性评估框架。通过评估项目在重要可持续性

评估主题方面的表现，该《规范》可为项目生成一份可持续性分析报告。

为反映水电开发的不同阶段，《规范》由四个相互独立且单独使用的部分构成。通过对基本预期和

高级预期的评估，《前期阶段》工具可用来进行风险评估和详细规划前的对话。其它三个文件，即《项

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则基于基本良好实践和经证实的最佳实践制订了一系列的评

分等级。每个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表现的等级划分，也为推进规范结构化的、持续性的改进提供了机会。

评估中，每个评估主题的评分均需要客观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应是真实的、可再现的、客观的且

能被证实的。若被嵌入业务系统和业务流程中，《规范》则能发挥最大效果。评估结果可用于决策支

持、确定未来工作重点和/或帮助进行外部对话。

我们期望该《规范》能得到广泛运应用。为确保最大程度上获取信息和观点，《规范》的应用应采

取合作方式进行。水电项目的开发和评估需要扮演不同角色、承担不同责任的多方参与。应该认识到，

水电项目的开发和运行均会涉及公共实体、私营公司或者公私兼有的合伙公司，各方责任会随项目生命

周期的不同阶段发生改变。

我们期望，在项目生命周期某一特定阶段负有主要责任的组织，能在采用《规范》各项评估工具进

行的评估中发挥核心作用，即使该组织可能并不对所有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负有主要责任。《规范》评估

中应讨论不同评估主题所涉及组织的作用和责任，并在评估报告中予以说明。

国际水电协会和支持该《规范》的组织欢迎您为改进《规范》的新版本提供信息反馈和建议，欲提

供信息反馈，请联系国际水电协会中央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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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形成
该文件是四个独立评估工具的背景文件。五个文件共同构成《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以下简称

《规范》）。

《规范》是对国际水电协会《可持续性评估规范（2006年版）》的修改、更新和扩充。该《规范》

的出台正值低碳经济、能源安全和改善水资源管理等强烈要求导致人们对水电开发兴趣开始复苏之际。

这种兴趣的增加，使得在地方、国家和区域水平上，出现了针对新建和已建水电项目的各种迥然不同的

评估方法。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论坛
国际水电协会通过与各界伙伴密切合作，于2008年3月创立了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论坛（简称“论

坛”）。该论坛宗旨是，在国际水电协会《可持续性评估规范（2006年版）》基础上，开发出更好的可

持续性评估工具，衡量和指导水电行业发展，提高水电项目可持续性评估方法的一致性。该论坛成员由

众多行业组织机构的代表组成，他们在与水电开发和运行相关的可持续性议题上持不同的观点和政策。

论坛的14名成员中，包括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代表，商业银行和开发银行的代表，社会和环

境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及水电行业的代表。

截止到2010年10月，该论坛已运行两年。自2008年3月在华盛顿特区成立以来，论坛分别于以下时

间和地点召开了大会：2008年7月（美国），2008年9月（赞比亚），2008年10月（中国），2008年12月

（巴西），2009年3月（土耳其），2009年6月（冰岛），2010年2月（法国）和2010年5月（老挝）。

同时，论坛还举行了6次网络会议，以便在正式会议期间加强重要问题的探讨。论坛成员系统地讨论了

水电可持续性的重要议题，接受了专家意见和建议，评估了重要的参照标准和国际水电协会《可持续

性评估规范（2006年版）》的应用经验，制定了改进草案，进行了两次全球咨询活动，开展了2009年8

月规范草案版本的全球试用计划，并在对草案进行回顾性审查时从相关组织处获得了有益的信息反馈和

建议。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论坛的知识库将这些信息反馈均输入了论坛进展，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www.

hydrosustainability.org。

该《规范》已被国际水电协会（简称IHA）董事会推荐采用，同时也得到以下网址所列组织的认可：

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在采用和认可本《规范》方面，这些组织一致认为该《规范》将会为推动

水电行业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他们将会积极宣传该《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规范将得到不

断的评估和改进，因为《规范》的应用经验将有助于将来对《规范》结构、内容和使用指南方面的回顾

和完善。

未达成共识的问题
该论坛的运行原则是透明、诚意和共识。在论坛议程中，所有论坛成员都听取和尊重彼此在诸多评

估主题上的不同观点，并尽最大努力相互妥协，以更妥善的立场达成共识。《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2010年版）》高度凝炼了这些论坛成员组织的多样性观点，将水电可持续性的相关议题均纳入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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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中。

论坛成员指出，《规范》诸多方面的措辞还需在未来论坛议程中给予密切关注。这些地方被记录为

“需进一步分析和讨论的地方”，以此告知相关行政、管理与咨询委员会，并用于日后《规范》的回顾

和审查工作。

多数情况下，某些评估主题的特定表述反映的是协商过程中大多数人的意见，而非对定稿文本的一

致支持。《规范》中，“未达成共识的问题”这一特定表述用来表示个别论坛成员与大多数人意见相

左，除了标上“需进一步分析和讨论的地方”外还强烈要求标上“未达成共识的问题”，以维护他们所

代表的支持者的公信力。论坛建议，在将来的《规范》改进议程中，应优先考虑以上地方，并要考虑关

键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以及从实际应用中获得的相关评估主题的经验。

这些“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在名为《项目准备》和《项目实施》两个评估工具文件中的“项目影响

社区和生计”、“移民安置”和“土著居民”评估主题下。未达成共识的相关观点的详细信息，可在这

些评估工具文件的上述评估主题页找到。

关于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论坛更加全面的背景信息、《规范》形成过程以及成员组织对《规范》定稿

意见的详细信息，均可在以下网站获取：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

《规范》的目的及目标使用者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是水电开发和运行的可持续性评估框架。通过评估项目在重要可持续性

评估主题方面的表现，该《规范》可为项目生成一份可持续性分析报告。

为反映水电开发的不同阶段，《规范》由四个相互独立且单独使用的部分构成。通过对基本预期和

高级预期的评估，《前期阶段》工具可用来进行风险评估和详细规划前的对话。其它三个文件，即《项

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则基于基本良好实践和经证实的最佳实践制订了一系列的评

分等级。每个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表现的等级划分，也为推进规范结构化的、持续性的改进提供了机会。

评估中，每个评估主题的评分均需要客观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应是真实的、可再现的、客观的且

能被证实的。若被嵌入业务系统和业务流程中，《规范》则能发挥最大效果。评估结果可用于决策支

持、确定未来工作重点和/或帮助进行外部对话。

我们期望该《规范》能得到广泛运应用。为确保最大程度上获取信息和观点，《规范》的应用应采

取合作方式进行。水电项目的开发和评估需要扮演不同角色、承担不同责任的多方参与。应该认识到，

水电项目的开发和运行均会涉及公共实体、私营公司或者公私兼有的合伙公司，各方责任会随项目生命

周期的不同阶段发生改变。

我们期望，在项目生命周期某一特定阶段负有主要责任的组织，能在采用《规范》各项评估工具进

行的评估中发挥核心作用，即使该组织可能并不对所有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负有主要责任。《规范》评估

中应讨论不同评估主题所涉及组织的作用和责任，并在评估报告中予以说明。

国际水电协会和支持该《规范》的组织欢迎您为改进《规范》的新版本提供信息反馈和建议，欲提

供信息反馈，请联系国际水电协会中央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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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管理
我们将对《规范》的使用进行管理，以保证其完整性，确保培训人员及评估人员具有相关资质，为

培训材料、评估工作及其结果提供质量控制、一致性和可比性，并能获得收入以维持《规范》的未来发

展及相关活动。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理事会负责本《规范》的管理工作。《规范》的章程、使用条款和条件于2011年6

月通过。在《规范》的章程中，对理事会的产生方式和决策机制进行了相关规定。这些关键文件可在网

站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上获取。

理事会由一个管理委员会，一个管理机构和7个议事机构构成。这7个议事机构分别代表不同利益相

关者群体，例如“水电运营商”或“环境组织”，每个议事机构均选举出主席和副主席，共同构成管理

委员会。理事会的使命是确保在《规范》的内容和应用方面获得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信赖。理事会

欢迎并鼓励水电开发领域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其中提供意见和建议。

《规范》的使用条款对“官方评估”的定义为：

·由独立的经认证的评估员进行；

·项目业主以书面支持的方式，证明其对评估的了解和参与；

·遵循由水电可持续性评估理事会发布的有关官方评估的其它方针和指南；

《规范》评估报告不得对评估项目做出“经证明是可持续的”等相关的证明性表述，也不得就项目

在某一项可持续性方面“通过”或“未通过”做出类似的宣称。发布不符合官方评估要求的《规范》评

估报告，且有意暗示其为官方评估，会构成对《规范》的非授权使用，将以违反“使用条款”论处。

在遵守使用条款前提下，所有使用者均能免费从国际水电协会(IHA)的网站www.hydropower.org处获

得该《规范》。当被用于非正式目的时，例如，提供讨论材料、指导业务系统和流程，该《规范》可以

自由使用，无需获得许可。该《规范》，包括前期草案，均由国际水电协会通过国际知识产权法进行保

护，包括版权。

《规范》的制定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减少贫困、尊重人权、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具有长期的经济活

力、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以及负责任的环境管理。

·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之间进行协同和权衡。这种平衡的取得和维持需要采取

透明和问责的方式，并充分利用知识延展、多视角和创新。

·社会责任、透明和问责是可持续性的核心原则。

·按照可持续性理念开发和管理的水电项目，能够为国家、区域和地方带来福利，并将为社区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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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可持续性的水电项目?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的根本原则以及应用《规范》得到的评估结果共同为水电项目可持续性

问题的思考提供了重要框架。

对水电项目可持续性的评估，需要将不同部门（例如：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工业、

银行）就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因素融会为有关水电项目可持续性的统一观点。《规范》采用的结构性框

架抓住了这些重要因素，搭建了生成项目可持续性分析报告的平台。

《规范》是针对3分设计的，描述的是基本良好实践，大体与国际水电协会2004年的《可持续性指

南》一致。遗漏或有异议之处，在将来对国际水电协会指南进行回顾审查时会予以考虑。

不同组织对可持续项目应具有何种表现水平可能持有不同看法，《规范》并未对可接受的表现水平

做出具体规定。所有采用和支持该《规范》的国家和组织，都尊重不同机构对水电项目可接受的表现水

平持有自己政策和立场的需要。所有对该《规范》表示支持的组织都意识到，采用《规范》进行评估能

极大地帮助认识并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在生成可持续性分析报告的过程中，《规范》还能就什么是可

持续项目提供决策支持，但项目决策权由各个国家、机构和组织来实施。

《规范》的结构
该《规范》由五个文件组成——本背景文件和另外四个用于项目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评估工具，

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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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规范》的评估工具及重要决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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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管理
我们将对《规范》的使用进行管理，以保证其完整性，确保培训人员及评估人员具有相关资质，为

培训材料、评估工作及其结果提供质量控制、一致性和可比性，并能获得收入以维持《规范》的未来发

展及相关活动。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理事会负责本《规范》的管理工作。《规范》的章程、使用条款和条件于2011年6

月通过。在《规范》的章程中，对理事会的产生方式和决策机制进行了相关规定。这些关键文件可在网

站www.hydrosustainability.org上获取。

理事会由一个管理委员会，一个管理机构和7个议事机构构成。这7个议事机构分别代表不同利益相

关者群体，例如“水电运营商”或“环境组织”，每个议事机构均选举出主席和副主席，共同构成管理

委员会。理事会的使命是确保在《规范》的内容和应用方面获得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信赖。理事会

欢迎并鼓励水电开发领域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其中提供意见和建议。

《规范》的使用条款对“官方评估”的定义为：

·由独立的经认证的评估员进行；

·项目业主以书面支持的方式，证明其对评估的了解和参与；

·遵循由水电可持续性评估理事会发布的有关官方评估的其它方针和指南；

《规范》评估报告不得对评估项目做出“经证明是可持续的”等相关的证明性表述，也不得就项目

在某一项可持续性方面“通过”或“未通过”做出类似的宣称。发布不符合官方评估要求的《规范》评

估报告，且有意暗示其为官方评估，会构成对《规范》的非授权使用，将以违反“使用条款”论处。

在遵守使用条款前提下，所有使用者均能免费从国际水电协会(IHA)的网站www.hydropower.org处获

得该《规范》。当被用于非正式目的时，例如，提供讨论材料、指导业务系统和流程，该《规范》可以

自由使用，无需获得许可。该《规范》，包括前期草案，均由国际水电协会通过国际知识产权法进行保

护，包括版权。

《规范》的制定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减少贫困、尊重人权、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具有长期的经济活

力、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以及负责任的环境管理。

·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之间进行协同和权衡。这种平衡的取得和维持需要采取

透明和问责的方式，并充分利用知识延展、多视角和创新。

·社会责任、透明和问责是可持续性的核心原则。

·按照可持续性理念开发和管理的水电项目，能够为国家、区域和地方带来福利，并将为社区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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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评估工具
《规范》的四个评估工具——《前期阶段》、《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被

设计为相互独立的工具，适用于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采用某一评估工具进行评估，并不需要其前

面阶段已开展评估。这些工具被设计适用于项目生命周期的重要决策点（如图1所示），当其被反复应用

以指导措施持续改进时最为有效。在项目某一阶段实施评估的结果，能帮助确定该阶段需进一步采取的

措施，或者为该阶段结束时将要做出的重要决策提供支持。

《前期阶段》评估工具是一种初步筛选工具，用来评估水电项目提案产生的战略环境。该工具能够

识别项目前期阶段的风险和发展机会，以便确认项目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管理层对推进进一步具体工作的

意见。《前期阶段》评估工具也可用于其它更为宽泛的目的，例如，识别改善水电投资可持续性环境的

机会。《前期阶段》评估工具与另外三个评估工具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一种评估指南而非评分规范。因

为在这个阶段尚未形成一个轮廓清晰的项目，也没有项目可持续性评分所需的坚实的信息基础。另一个

不同之处在于，对潜在项目的前期考察经常具有保密性质，尤其是当开发者还未决定是否开展更加详细

的研究，或者当能源市场处于自由竞争的激烈环境时，保密性质就更加显著。只要未公布项目的开发意

向，就可用《前期阶段》评估工具鼓励进行更好的前期分析并发现知识缺口。一旦开展了详细的技术、

环境、社会和财务的可行性研究，就可在严格的管理程序下使用《项目准备》评估工具了。

《项目准备》评估工具用来评估处于准备阶段的某一水电项目，此时，对项目全方位的考察、规划

和设计已经展开。在项目准备阶段，通常需遵守国家有关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ESIA）的管理规定，同

时要遵守国家有关项目管理程序的规定。紧随项目准备阶段之后，是决策过程的一个关键决策点，即签

订施工合同。在该决策点进行及时的评估可以得知项目准备阶段的所有要求是否都已经得到满足，管理

规划是否到位，做出的承诺是否适当且具有约束力。《项目准备》评估工具可在做出项目实施决策前使

用，并为其提供信息支持。项目实施的决策受国家行政管理程序的约束，需要获得基于环境和社会影响

评价（ESIA）以及其它专项管理要求的施工许可和营业执照。在该决策点之后，施工活动开始执行，且

环境管理与社会管理规划的相关要素一并开始实施。

《项目实施》评估工具用来评估处于实施阶段的水电项目，此时，施工、移民安置、环境管理和其

它管理规划开始实施，有关承诺也开始兑现。电站的投入使用使项目开始盈利，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

对于一个多机组电站，当其它机组还在安装时，某些机组（即水轮机）已经投入使用以便满足该项目的

财务承诺。在决定投入使用任何机组前所做的评估，主要是评估是否兑现了所有承诺，并告知项目投产

的条件和时间安排。

《项目运行》《项目运行》评估工具用来评估处于运行阶段的水电项目，评估结果能够表明水电

工程是否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运行，有关监测、合规性和持续改进的积极措施是否已到位。水电项目

的这一阶段需在国家政府授权的运行条件下进行，该授权条件通常被称为营业执照。

评估活动可在项目生命周期的前期或后期决策点介入。评估活动可能是前瞻性的（例如，应开展哪

些工作），也可能是回顾性的（回顾已完成工作的质量）。按照设计，《规范》可重复使用。在项目生

命周期前期阶段开展的评估可以指导后续活动，使其在后期阶段评估中取得更好的评估结果。项目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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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不同阶段之间可能有部分重叠（例如，项目准备阶段时的施工活动，或者施工期间水轮机已投入使

用）。如某项目正处于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期，则视评估目的确定选取何种评估工具。

水电项目一般寿命很长，许多运行设施已服役一个多世纪。《前期阶段》评估工具可为设备或输电

网重新优化、设备寿命延期或退役等决策提供指导，即指导需要考虑哪些重要因素。当涉及项目主体工

程改扩建时，可采用《项目准备》评估工具进行评估。如果是重新申请许可证或小规模翻新改造，宜采

用《项目运行》评估工具进行评估。

《规范》的评估主题
《规范》的每种评估工具都包含一系列评估主题，这些评估主题对于在项目生命周期相应决策点形

成可持续性整体看法意义重大。综合考虑评估主题，可以提出水电项目生命周期某阶段总体可持续性评

估时必须考虑的一系列问题。

图2给出了《规范》评估主题涵盖的主要方面。应当认识到，单个评估主题并不总是能被清晰地划

分为某一方面。例如，在多数情况下，水质被视为一种环境指数，但低劣的水质也可能产生严重社会影

响。某些评估主题则涉及多个层面而发挥综合功能，如项目综合管理。

图2  《规范》的评估主题涵盖的方面

图2  《规范》的评估主题涵盖的方面
表1给出了各个评估工具的评估主题清单。可以看到，所有评估主题对应图2中的各个方面，包括那

些综合性质的评估主题，例如，管理、选址和设计。不是每个评估主题都与项目相关，因此，在《项目

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评估工具文件的扉页上，均有一个“评估主题相关性指南”，帮

助确定与项目相关的评估主题。例如，如果没有移民安置，则无需对“移民安置”主题进行评估。

综合方面

环境方面 社会方面 技术方面 经济/财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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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项目前期阶段的风险和发展机会，以便确认项目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管理层对推进进一步具体工作的

意见。《前期阶段》评估工具也可用于其它更为宽泛的目的，例如，识别改善水电投资可持续性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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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这个阶段尚未形成一个轮廓清晰的项目，也没有项目可持续性评分所需的坚实的信息基础。另一个

不同之处在于，对潜在项目的前期考察经常具有保密性质，尤其是当开发者还未决定是否开展更加详细

的研究，或者当能源市场处于自由竞争的激烈环境时，保密性质就更加显著。只要未公布项目的开发意

向，就可用《前期阶段》评估工具鼓励进行更好的前期分析并发现知识缺口。一旦开展了详细的技术、

环境、社会和财务的可行性研究，就可在严格的管理程序下使用《项目准备》评估工具了。

《项目准备》评估工具用来评估处于准备阶段的某一水电项目，此时，对项目全方位的考察、规划

和设计已经展开。在项目准备阶段，通常需遵守国家有关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ESIA）的管理规定，同

时要遵守国家有关项目管理程序的规定。紧随项目准备阶段之后，是决策过程的一个关键决策点，即签

订施工合同。在该决策点进行及时的评估可以得知项目准备阶段的所有要求是否都已经得到满足，管理

规划是否到位，做出的承诺是否适当且具有约束力。《项目准备》评估工具可在做出项目实施决策前使

用，并为其提供信息支持。项目实施的决策受国家行政管理程序的约束，需要获得基于环境和社会影响

评价（ESIA）以及其它专项管理要求的施工许可和营业执照。在该决策点之后，施工活动开始执行，且

环境管理与社会管理规划的相关要素一并开始实施。

《项目实施》评估工具用来评估处于实施阶段的水电项目，此时，施工、移民安置、环境管理和其

它管理规划开始实施，有关承诺也开始兑现。电站的投入使用使项目开始盈利，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

对于一个多机组电站，当其它机组还在安装时，某些机组（即水轮机）已经投入使用以便满足该项目的

财务承诺。在决定投入使用任何机组前所做的评估，主要是评估是否兑现了所有承诺，并告知项目投产

的条件和时间安排。

《项目运行》《项目运行》评估工具用来评估处于运行阶段的水电项目，评估结果能够表明水电

工程是否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运行，有关监测、合规性和持续改进的积极措施是否已到位。水电项目

的这一阶段需在国家政府授权的运行条件下进行，该授权条件通常被称为营业执照。

评估活动可在项目生命周期的前期或后期决策点介入。评估活动可能是前瞻性的（例如，应开展哪

些工作），也可能是回顾性的（回顾已完成工作的质量）。按照设计，《规范》可重复使用。在项目生

命周期前期阶段开展的评估可以指导后续活动，使其在后期阶段评估中取得更好的评估结果。项目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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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不同阶段之间可能有部分重叠（例如，项目准备阶段时的施工活动，或者施工期间水轮机已投入使

用）。如某项目正处于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期，则视评估目的确定选取何种评估工具。

水电项目一般寿命很长，许多运行设施已服役一个多世纪。《前期阶段》评估工具可为设备或输电

网重新优化、设备寿命延期或退役等决策提供指导，即指导需要考虑哪些重要因素。当涉及项目主体工

程改扩建时，可采用《项目准备》评估工具进行评估。如果是重新申请许可证或小规模翻新改造，宜采

用《项目运行》评估工具进行评估。

《规范》的评估主题
《规范》的每种评估工具都包含一系列评估主题，这些评估主题对于在项目生命周期相应决策点形

成可持续性整体看法意义重大。综合考虑评估主题，可以提出水电项目生命周期某阶段总体可持续性评

估时必须考虑的一系列问题。

图2给出了《规范》评估主题涵盖的主要方面。应当认识到，单个评估主题并不总是能被清晰地划

分为某一方面。例如，在多数情况下，水质被视为一种环境指数，但低劣的水质也可能产生严重社会影

响。某些评估主题则涉及多个层面而发挥综合功能，如项目综合管理。

图2  《规范》的评估主题涵盖的方面

图2  《规范》的评估主题涵盖的方面
表1给出了各个评估工具的评估主题清单。可以看到，所有评估主题对应图2中的各个方面，包括那

些综合性质的评估主题，例如，管理、选址和设计。不是每个评估主题都与项目相关，因此，在《项目

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评估工具文件的扉页上，均有一个“评估主题相关性指南”，帮

助确定与项目相关的评估主题。例如，如果没有移民安置，则无需对“移民安置”主题进行评估。

综合方面

环境方面 社会方面 技术方面 经济/财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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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主题页的结构
每一个评估主题均包含如下信息，这些信息可在评估主题页上获得：

·该评估主题的评估内容和目的。该部分界定了该评估主题的范围。评估目的则提供信息，帮助读

者和使用者理解该评估主题对项目整体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及通常需完成的任务；评估目的与具体的评分

等级无关。

·1、2、3、4和5分的评分说明用来指导如何评分。这些说明的制定，基于那些最适宜用于项目生命

周期某个特定阶段的标准。由于《前期阶段》评估工具只是指南，因此没有评分说明。

·评估指南——对评估主题的评估内容、评估目的及评分说明中提到的词语、主题或概念进行定

义、解释和举例，帮助评估员评分。该部分还提供潜在的采访对象和证据示例，以指导评估过程的设

计、准备和实施。该部分的举例仅仅只是示例，用来帮助理解，不应视为绝对要求，也不应被认为都必

须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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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O-16 泥沙冲刷和淤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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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5 机构能力

ES-6 技术问题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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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9 经济和财务方面的
问题和风险

P-1 沟通与协商

P-2 管理机制

P-3 需求论证和战略符合
性
P-4 选址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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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前期阶段 P-项目准备 I-项目实施 O-项目运行

表1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各个部分的评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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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标准
每个评估主题的评分说明都列有六个方面的评价指标——“评价”、“管理”、“利益相关者参

与”、“利益相关者支持”、“ 一致性/合规性”及“成果”。这些指标既能用于对保证项目或运行的

可持续性的过程进行评估，也能用于评估项目或运行在特定可持续性评估主题的表现。

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及《项目运行》评估工具采用的评分方法如表2所述。该表列出了6个

评价指标在5个不同得分水平上的特征。《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及《项目运行》评估工具中的评

分说明，采用表2所列方法作为指导。不过表2并不是评分基础，充足的信息通常应在评估主题页中获

得。但是，在评估过程中，当主题页的评分说明或评估指南的信息不足时，评估员可参照此表评分。评

估过程中，如果对“评价”、“管理”、“利益相关者参与方法”是否满足基本良好实践存有疑问，表

2将会有所帮助。

术语表
整个《规范》中的常见术语均在术语表中进行了定义。术语表位于每个评估工具及《背景》文件的

末尾。该术语表一般提供评估主题页中未出现的定义，尽管与评估主题页可能存在部分重叠（如果定义

具有普遍意义）。例如，若某一术语的定义对特定评估主题很重要，则它可能出现在评估主题页（如，

“土著居民”这一定义会出现在“土著居民”评估主题页的评估指南条目下），但也会出现在术语表

中。

HSAF知识库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论坛”(HSAF)在制定《规范》的过程中建立了HSAF在线知识库，以存储论坛考

虑到的信息。该网址可通过链接http://www.hydropower.org/sustainable_hydropower/HSAF.htm访问。HSAF知

识库是个资源库，存储着《规范》评估主题和跨领域问题的深度信息，供感兴趣者查询。该知识库建立

了诸多标准，可为《规范》中不同评估主题和事项的解决提供重要的参照点。这些重要参照点包括“世

界水坝委员会2000年度报告”（the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2000 report,）、“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大坝及

开发项目”（the UNEP Dams & Development Project）、“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the IFC Performance 

Standards）、世界银行及其它多边保护政策、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ISO standards）、以及数个联合国宣言

和协定。该知识库还将为《规范》其它支撑材料的编制提供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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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和结果展示
《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评估工具可为所评估的项目制定一份可持续性分析报

告。对每个评估主题而言，评分说明描述了该项目在可持续性重要问题方面应该具备的条件。我们认识

到，不同的组织会对不同的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负有主要责任。由于国家不同和项目生命周期阶段不同，

责任的差别可能很大，因此，《规范》的评分说明未对组织责任作详细规定。希望具体的评估报告中应

标明各方组织的责任。

评分等级
《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评估工具中，每个评估主题的得分从1分到5分不等。3

分和5分的说明为其它分数的划分提供了重要而明确的标尺。

3分描述的是某一可持续性评估主题的基本良好实践。设计3分说明的想法是：所有背景下的项目都

应朝这个做法看齐，即使在资源最少或容量最小的地区，或者规模及复杂性较小的项目。请注意，《规

范》并未强调3分是必须达到的标准；得分的期望值由做出决策的组织或基于规范评估形成观点的组织

决定。

5分描述的是某一可持续性问题在大多数国家背景下已被证实的最佳实践。设计5分说明的想法是：

这些目标不易达到。然而，在多个国家背景下，这些目标被证明也是可以达到的，并且不仅限于那些可

支配最多资源的规模最大的项目。但所有评估主题均得5分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实际的决策中，往往需

要在公司/项目目标、资源（时间、资金、人力）的配置以及实际的付出之间权衡。

评估主题页内，3分说明是完整而充分的，5分说明给出的则是3分说明之外的附加要求。因此，5分

说明应与3分说明结合起来阅读。

其它评分等级的说明，则以基本良好实践和被证实的最佳实践为参照点给出标准：

1分——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2分——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4分——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

的要求，仍存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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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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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过程中，如果对“评价”、“管理”、“利益相关者参与方法”是否满足基本良好实践存有疑问，表

2将会有所帮助。

术语表
整个《规范》中的常见术语均在术语表中进行了定义。术语表位于每个评估工具及《背景》文件的

末尾。该术语表一般提供评估主题页中未出现的定义，尽管与评估主题页可能存在部分重叠（如果定义

具有普遍意义）。例如，若某一术语的定义对特定评估主题很重要，则它可能出现在评估主题页（如，

“土著居民”这一定义会出现在“土著居民”评估主题页的评估指南条目下），但也会出现在术语表

中。

HSAF知识库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论坛”(HSAF)在制定《规范》的过程中建立了HSAF在线知识库，以存储论坛考

虑到的信息。该网址可通过链接http://www.hydropower.org/sustainable_hydropower/HSAF.htm访问。HSAF知

识库是个资源库，存储着《规范》评估主题和跨领域问题的深度信息，供感兴趣者查询。该知识库建立

了诸多标准，可为《规范》中不同评估主题和事项的解决提供重要的参照点。这些重要参照点包括“世

界水坝委员会2000年度报告”（the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2000 report,）、“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大坝及

开发项目”（the UNEP Dams & Development Project）、“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the IFC Performance 

Standards）、世界银行及其它多边保护政策、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ISO standards）、以及数个联合国宣言

和协定。该知识库还将为《规范》其它支撑材料的编制提供宝贵资料。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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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和结果展示
《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评估工具可为所评估的项目制定一份可持续性分析报

告。对每个评估主题而言，评分说明描述了该项目在可持续性重要问题方面应该具备的条件。我们认识

到，不同的组织会对不同的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负有主要责任。由于国家不同和项目生命周期阶段不同，

责任的差别可能很大，因此，《规范》的评分说明未对组织责任作详细规定。希望具体的评估报告中应

标明各方组织的责任。

评分等级
《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评估工具中，每个评估主题的得分从1分到5分不等。3

分和5分的说明为其它分数的划分提供了重要而明确的标尺。

3分描述的是某一可持续性评估主题的基本良好实践。设计3分说明的想法是：所有背景下的项目都

应朝这个做法看齐，即使在资源最少或容量最小的地区，或者规模及复杂性较小的项目。请注意，《规

范》并未强调3分是必须达到的标准；得分的期望值由做出决策的组织或基于规范评估形成观点的组织

决定。

5分描述的是某一可持续性问题在大多数国家背景下已被证实的最佳实践。设计5分说明的想法是：

这些目标不易达到。然而，在多个国家背景下，这些目标被证明也是可以达到的，并且不仅限于那些可

支配最多资源的规模最大的项目。但所有评估主题均得5分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实际的决策中，往往需

要在公司/项目目标、资源（时间、资金、人力）的配置以及实际的付出之间权衡。

评估主题页内，3分说明是完整而充分的，5分说明给出的则是3分说明之外的附加要求。因此，5分

说明应与3分说明结合起来阅读。

其它评分等级的说明，则以基本良好实践和被证实的最佳实践为参照点给出标准：

1分——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2分——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4分——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

的要求，仍存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背
  景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

的要求，仍存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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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本表概括了《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中每个评价指标在不同得分水平上的特征。

5

4

3

2

1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

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倾向于采取

相对广泛、外部的或区域的观点或视角；强调机

会；并能深入分析相关可持续性问题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可能呈现某

些较广泛的外部或区域问题；机会；可持续性问题

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

基线条件识别，包括相关问题、合理的地理覆盖范

围和数据搜集分析方法；相关组织作用与责任识

别，及法律、政策和其它要求；专业知识和地方知

识的恰当运用；合理的预算和时间跨度。

在3分等级中，评价包含的是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因

素，但倾向于采取以项目为中心的观点或视角，相对

于机会而言，更着重强调影响与风险。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一处显

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多处显

著差距。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或机会表现出良好的预测和反应；管理高层能够

对监测数据、调查情况及出现的问题做出及时、快速而有效

的决策；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承诺是公开、正式且具有法

律强制性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

承诺是公开且正式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计划的制定

与实施：汇总相关的评估和监测结果；以政策为后盾；描述

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问题所要采取的解决措施；建立目标与

目的；分配角色、责任和问责；运用适合于评估主题的专业

知识；按照实施要求分配资金，并考虑意外事件；拟定监

测、评审和报告的过程；按要求定期回顾与改进。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

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能全面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部分情况下，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

关者可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在沟通过程中识别出

的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信息，采取及时、

易获取的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能较好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就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是可

持续性评估主题的有关信息，自愿进行信息

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

的）：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利益

相关者参与以合理的方式和频率在恰当的时间

与地点进行，且往往是双向的；受影响的利益

相关者的自由参与；对特殊利益相关者的关

注，包括性别、少数民族、文化敏感性、受教

育程度以及那些可能需要特别援助的人群；利

益相关者的问题得以识别、承认和反馈的机

制；重要可持续性评估主题的信息公开（在部

分情况下，可以是被要求的）。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几乎所有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未提出反

对意见。

部分情况下，关于当前评估主

题的管理措施，与利益相关者

群体已经达成正式协议或签订

了同意书。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大多数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

支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

中只有少部分人提出反对意

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普遍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中

没有多数反对的情况。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部分支

持，部分人持反对意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或

实施措施得到少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或者利

益相关者群体中大多数人提出

反对意见。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

的基础上，较之项目建

设前的状况有明显的改

善；有助于处理项目影

响范围之外的问题；能

力建设成绩突出。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

础上，对不利影响进行了

有证据的、完全的补偿；

采取一些积极的改进措

施；或者具有与项目能力

建设有关的证据。

有证据表明，在适合于

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

段的前提下，采取了避

免、减缓和最小化不利

影响的措施；公平公正

的补偿；履行义务；或

有效实施计划。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一处显著差

距，如，基线条件有所

下降。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多处显著差

距。例如，基线条件有

所下降，需延迟或难以

处理不利影响。

没有不合规或不

一致。

非 常 少 的 细 微

的 不 合 规 或 不

一 致 ， 且 易 于

弥补。

没有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一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多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得分 评价 管理 利益相关者参与 利益相关者支持 结果 一致性/
   合规性

背
  

景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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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本表概括了《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中每个评价指标在不同得分水平上的特征。

5

4

3

2

1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

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倾向于采取

相对广泛、外部的或区域的观点或视角；强调机

会；并能深入分析相关可持续性问题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可能呈现某

些较广泛的外部或区域问题；机会；可持续性问题

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

基线条件识别，包括相关问题、合理的地理覆盖范

围和数据搜集分析方法；相关组织作用与责任识

别，及法律、政策和其它要求；专业知识和地方知

识的恰当运用；合理的预算和时间跨度。

在3分等级中，评价包含的是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因

素，但倾向于采取以项目为中心的观点或视角，相对

于机会而言，更着重强调影响与风险。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一处显

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多处显

著差距。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或机会表现出良好的预测和反应；管理高层能够

对监测数据、调查情况及出现的问题做出及时、快速而有效

的决策；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承诺是公开、正式且具有法

律强制性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

承诺是公开且正式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计划的制定

与实施：汇总相关的评估和监测结果；以政策为后盾；描述

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问题所要采取的解决措施；建立目标与

目的；分配角色、责任和问责；运用适合于评估主题的专业

知识；按照实施要求分配资金，并考虑意外事件；拟定监

测、评审和报告的过程；按要求定期回顾与改进。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

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能全面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部分情况下，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

关者可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在沟通过程中识别出

的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信息，采取及时、

易获取的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能较好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就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是可

持续性评估主题的有关信息，自愿进行信息

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

的）：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利益

相关者参与以合理的方式和频率在恰当的时间

与地点进行，且往往是双向的；受影响的利益

相关者的自由参与；对特殊利益相关者的关

注，包括性别、少数民族、文化敏感性、受教

育程度以及那些可能需要特别援助的人群；利

益相关者的问题得以识别、承认和反馈的机

制；重要可持续性评估主题的信息公开（在部

分情况下，可以是被要求的）。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几乎所有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未提出反

对意见。

部分情况下，关于当前评估主

题的管理措施，与利益相关者

群体已经达成正式协议或签订

了同意书。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大多数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

支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

中只有少部分人提出反对意

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普遍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中

没有多数反对的情况。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部分支

持，部分人持反对意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或

实施措施得到少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或者利

益相关者群体中大多数人提出

反对意见。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

的基础上，较之项目建

设前的状况有明显的改

善；有助于处理项目影

响范围之外的问题；能

力建设成绩突出。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

础上，对不利影响进行了

有证据的、完全的补偿；

采取一些积极的改进措

施；或者具有与项目能力

建设有关的证据。

有证据表明，在适合于

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

段的前提下，采取了避

免、减缓和最小化不利

影响的措施；公平公正

的补偿；履行义务；或

有效实施计划。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一处显著差

距，如，基线条件有所

下降。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多处显著差

距。例如，基线条件有

所下降，需延迟或难以

处理不利影响。

没有不合规或不

一致。

非 常 少 的 细 微

的 不 合 规 或 不

一 致 ， 且 易 于

弥补。

没有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一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多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得分 评价 管理 利益相关者参与 利益相关者支持 结果 一致性/
   合规性

背
  

景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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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本表概括了《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中每个评价指标在不同得分水平上的特征。

5

4

3

2

1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

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倾向于采取

相对广泛、外部的或区域的观点或视角；强调机

会；并能深入分析相关可持续性问题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可能呈现某

些较广泛的外部或区域问题；机会；可持续性问题

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

基线条件识别，包括相关问题、合理的地理覆盖范

围和数据搜集分析方法；相关组织作用与责任识

别，及法律、政策和其它要求；专业知识和地方知

识的恰当运用；合理的预算和时间跨度。

在3分等级中，评价包含的是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因

素，但倾向于采取以项目为中心的观点或视角，相对

于机会而言，更着重强调影响与风险。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一处显

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多处显

著差距。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或机会表现出良好的预测和反应；管理高层能够

对监测数据、调查情况及出现的问题做出及时、快速而有效

的决策；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承诺是公开、正式且具有法

律强制性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

承诺是公开且正式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计划的制定

与实施：汇总相关的评估和监测结果；以政策为后盾；描述

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问题所要采取的解决措施；建立目标与

目的；分配角色、责任和问责；运用适合于评估主题的专业

知识；按照实施要求分配资金，并考虑意外事件；拟定监

测、评审和报告的过程；按要求定期回顾与改进。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

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能全面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部分情况下，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

关者可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在沟通过程中识别出

的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信息，采取及时、

易获取的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能较好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就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是可

持续性评估主题的有关信息，自愿进行信息

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

的）：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利益

相关者参与以合理的方式和频率在恰当的时间

与地点进行，且往往是双向的；受影响的利益

相关者的自由参与；对特殊利益相关者的关

注，包括性别、少数民族、文化敏感性、受教

育程度以及那些可能需要特别援助的人群；利

益相关者的问题得以识别、承认和反馈的机

制；重要可持续性评估主题的信息公开（在部

分情况下，可以是被要求的）。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几乎所有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未提出反

对意见。

部分情况下，关于当前评估主

题的管理措施，与利益相关者

群体已经达成正式协议或签订

了同意书。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大多数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

支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

中只有少部分人提出反对意

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普遍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中

没有多数反对的情况。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部分支

持，部分人持反对意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或

实施措施得到少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或者利

益相关者群体中大多数人提出

反对意见。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

的基础上，较之项目建

设前的状况有明显的改

善；有助于处理项目影

响范围之外的问题；能

力建设成绩突出。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

础上，对不利影响进行了

有证据的、完全的补偿；

采取一些积极的改进措

施；或者具有与项目能力

建设有关的证据。

有证据表明，在适合于

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

段的前提下，采取了避

免、减缓和最小化不利

影响的措施；公平公正

的补偿；履行义务；或

有效实施计划。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一处显著差

距，如，基线条件有所

下降。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多处显著差

距。例如，基线条件有

所下降，需延迟或难以

处理不利影响。

没有不合规或不

一致。

非 常 少 的 细 微

的 不 合 规 或 不

一 致 ， 且 易 于

弥补。

没有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一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多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得分 评价 管理 利益相关者参与 利益相关者支持 结果 一致性/
   合规性

背
  

景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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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本表概括了《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中每个评价指标在不同得分水平上的特征。

5

4

3

2

1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

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倾向于采取

相对广泛、外部的或区域的观点或视角；强调机

会；并能深入分析相关可持续性问题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可能呈现某

些较广泛的外部或区域问题；机会；可持续性问题

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

基线条件识别，包括相关问题、合理的地理覆盖范

围和数据搜集分析方法；相关组织作用与责任识

别，及法律、政策和其它要求；专业知识和地方知

识的恰当运用；合理的预算和时间跨度。

在3分等级中，评价包含的是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因

素，但倾向于采取以项目为中心的观点或视角，相对

于机会而言，更着重强调影响与风险。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一处显

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多处显

著差距。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或机会表现出良好的预测和反应；管理高层能够

对监测数据、调查情况及出现的问题做出及时、快速而有效

的决策；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承诺是公开、正式且具有法

律强制性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

承诺是公开且正式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计划的制定

与实施：汇总相关的评估和监测结果；以政策为后盾；描述

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问题所要采取的解决措施；建立目标与

目的；分配角色、责任和问责；运用适合于评估主题的专业

知识；按照实施要求分配资金，并考虑意外事件；拟定监

测、评审和报告的过程；按要求定期回顾与改进。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

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能全面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部分情况下，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

关者可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在沟通过程中识别出

的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信息，采取及时、

易获取的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能较好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就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是可

持续性评估主题的有关信息，自愿进行信息

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

的）：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利益

相关者参与以合理的方式和频率在恰当的时间

与地点进行，且往往是双向的；受影响的利益

相关者的自由参与；对特殊利益相关者的关

注，包括性别、少数民族、文化敏感性、受教

育程度以及那些可能需要特别援助的人群；利

益相关者的问题得以识别、承认和反馈的机

制；重要可持续性评估主题的信息公开（在部

分情况下，可以是被要求的）。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几乎所有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未提出反

对意见。

部分情况下，关于当前评估主

题的管理措施，与利益相关者

群体已经达成正式协议或签订

了同意书。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大多数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

支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

中只有少部分人提出反对意

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普遍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中

没有多数反对的情况。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部分支

持，部分人持反对意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或

实施措施得到少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或者利

益相关者群体中大多数人提出

反对意见。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

的基础上，较之项目建

设前的状况有明显的改

善；有助于处理项目影

响范围之外的问题；能

力建设成绩突出。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

础上，对不利影响进行了

有证据的、完全的补偿；

采取一些积极的改进措

施；或者具有与项目能力

建设有关的证据。

有证据表明，在适合于

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

段的前提下，采取了避

免、减缓和最小化不利

影响的措施；公平公正

的补偿；履行义务；或

有效实施计划。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一处显著差

距，如，基线条件有所

下降。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多处显著差

距。例如，基线条件有

所下降，需延迟或难以

处理不利影响。

没有不合规或不

一致。

非 常 少 的 细 微

的 不 合 规 或 不

一 致 ， 且 易 于

弥补。

没有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一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多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得分 评价 管理 利益相关者参与 利益相关者支持 结果 一致性/
   合规性

背
  

景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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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方法
对《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评价工具中的各项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规范》设

计了易于评分的方法。评分步骤如下：

1) 评估员评估该项目是否满足3分说明中每一项评价指标的评分说明。

2) 相对于3分说明而言，若存在一处显著差距（某项标准全部或部分未达到），则该评估主题赋2

分。

3) 相对于3分说明而言，若有超过一处以上的显著差距，则该评估主题赋1分。 

4) 若满足3分说明中所有指标的评分说明，则评估员评估该项目是否满足5分说明中每一项评价指

标。

5) 相对5分说明而言，若有一处显著差距，则该评估主题赋4分。

6) 相对5分说明而言，若有一处以上显著差距，则该评估主题赋3分。

7) 若满足5分说明中所有指标的评分说明，则该评估主题赋5分。

“显著”是指，效果或后果严重或者相对较大。如果差距细微，则不影响评分。换言之，若项目相

对于3分说明中规定的要求存在细微差距，仍然给3分。任何差距的显著性由评估员通过调查其效果显著

程度或后果严重程度而测出。

每个评估主题均设有评估指南，以帮助评估员理解评分说明中不同术语或词组的意义。这些指南并

非列出了绝对要符合的要求清单，而主要用于示例。每个评估工具文件也列有“术语表”，并且包含了

贯穿整个《规范》的诸多常用术语。每个评估工具文件也列出了标题为“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的

表格；若评估员仅根据评估主题页的信息难以评分时，可参考此表，会有所帮助。

如想通过评估获得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可为评估主题页内的每个评价指标进行评分。

背
  

景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17

客观证据
在采用《规范》进行评估的过程中，每个可持续性评估主题的评分均由评估员在审核客观证据后给

出。采用《规范》进行的“评估”，需要界定被认可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评估员在为评分实施采访

或审核相关证据。

客观证据是指因相关文件和采访对象而引起评估员注意的证据。评估员用该证据来核实《规范》的

某项评估主题是否达到评分要求以及达到要求的程度。

客观证据可以是定性或定量信息、记录或事实陈述，口头或书面均可。证据应是可获得的或可再现

的，不受情绪或偏见影响，并且以观察、测量、文件记载、测试或其它方式获得的事实为依据。评估员

的个人观察可作为客观证据，这使得现场考察成为评估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采访对象指的是，评估员在采用《规范》进行评估的过程中正式会见的人员，以及为某一个评估主

题提供评分信息的人员。许多采访对象会是项目某一生命周期阶段承担主要责任的组织或合伙人的代

表。这些采访对象在下文被称为“项目代表”。其它采访对象可能来自一些重要的政府机关或特殊的利

益相关者群体，这些群体对某一个或某些可持续性评估主题具有特殊责任、知识或者见解。

评估过程往往是在规定时间和后勤条件限制下的抽样过程。评估员需要依据所提供的证据进行评

分。被任命的项目首席代表，对确保提供公正的评分证据负首要责任；这包括安排与关键利益相关者但

非项目代表的采访。评估员应深刻认识到评估必须可信。评估员需提前与项目首席代表合作，就品丰富

目的、如何利用评估、哪些相关文件要提前准备、以及如何最佳组织评估过程，以尽可能在规定时间和

后勤条件限制下保证可信度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书面证据作为客观证据的形式之一，是明显可获得和可再现的，因此，在评估过程中可作为一种非

常有效的证据提供形式。某些情况下，机密文件可能会提供给评估员，例如，财务数据，此种情况需在

评估报告中予以注明。若某项评估主题缺乏书面证据，个人观察和/或采访可作为证据来源。采访应是

有选择性的，并且采访对象在某项或某些可持续性评估主题方面，应具有清晰的责任、知识和见解（反

过来说，对这些在某项或某些可持续性评估主题方面具有清晰责任、知识和见解的人员，不应被排除在

外）。采访不应被理解为项目可持续性的民意测验，而应被设计为“三角形”口头证据，即从其它更多

来源获得印证。

评估员可选择开展独立调查，来识别可能出现的一些与项目相关的问题（例如，媒体或网络检

索）。这需要提前向项目首席代表说明，且项目代表有机会对评估员通过这些方式识别的任何问题进行

处理并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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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方法
对《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评价工具中的各项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规范》设

计了易于评分的方法。评分步骤如下：

1) 评估员评估该项目是否满足3分说明中每一项评价指标的评分说明。

2) 相对于3分说明而言，若存在一处显著差距（某项标准全部或部分未达到），则该评估主题赋2

分。

3) 相对于3分说明而言，若有超过一处以上的显著差距，则该评估主题赋1分。 

4) 若满足3分说明中所有指标的评分说明，则评估员评估该项目是否满足5分说明中每一项评价指

标。

5) 相对5分说明而言，若有一处显著差距，则该评估主题赋4分。

6) 相对5分说明而言，若有一处以上显著差距，则该评估主题赋3分。

7) 若满足5分说明中所有指标的评分说明，则该评估主题赋5分。

“显著”是指，效果或后果严重或者相对较大。如果差距细微，则不影响评分。换言之，若项目相

对于3分说明中规定的要求存在细微差距，仍然给3分。任何差距的显著性由评估员通过调查其效果显著

程度或后果严重程度而测出。

每个评估主题均设有评估指南，以帮助评估员理解评分说明中不同术语或词组的意义。这些指南并

非列出了绝对要符合的要求清单，而主要用于示例。每个评估工具文件也列有“术语表”，并且包含了

贯穿整个《规范》的诸多常用术语。每个评估工具文件也列出了标题为“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的

表格；若评估员仅根据评估主题页的信息难以评分时，可参考此表，会有所帮助。

如想通过评估获得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可为评估主题页内的每个评价指标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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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证据
在采用《规范》进行评估的过程中，每个可持续性评估主题的评分均由评估员在审核客观证据后给

出。采用《规范》进行的“评估”，需要界定被认可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评估员在为评分实施采访

或审核相关证据。

客观证据是指因相关文件和采访对象而引起评估员注意的证据。评估员用该证据来核实《规范》的

某项评估主题是否达到评分要求以及达到要求的程度。

客观证据可以是定性或定量信息、记录或事实陈述，口头或书面均可。证据应是可获得的或可再现

的，不受情绪或偏见影响，并且以观察、测量、文件记载、测试或其它方式获得的事实为依据。评估员

的个人观察可作为客观证据，这使得现场考察成为评估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采访对象指的是，评估员在采用《规范》进行评估的过程中正式会见的人员，以及为某一个评估主

题提供评分信息的人员。许多采访对象会是项目某一生命周期阶段承担主要责任的组织或合伙人的代

表。这些采访对象在下文被称为“项目代表”。其它采访对象可能来自一些重要的政府机关或特殊的利

益相关者群体，这些群体对某一个或某些可持续性评估主题具有特殊责任、知识或者见解。

评估过程往往是在规定时间和后勤条件限制下的抽样过程。评估员需要依据所提供的证据进行评

分。被任命的项目首席代表，对确保提供公正的评分证据负首要责任；这包括安排与关键利益相关者但

非项目代表的采访。评估员应深刻认识到评估必须可信。评估员需提前与项目首席代表合作，就品丰富

目的、如何利用评估、哪些相关文件要提前准备、以及如何最佳组织评估过程，以尽可能在规定时间和

后勤条件限制下保证可信度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书面证据作为客观证据的形式之一，是明显可获得和可再现的，因此，在评估过程中可作为一种非

常有效的证据提供形式。某些情况下，机密文件可能会提供给评估员，例如，财务数据，此种情况需在

评估报告中予以注明。若某项评估主题缺乏书面证据，个人观察和/或采访可作为证据来源。采访应是

有选择性的，并且采访对象在某项或某些可持续性评估主题方面，应具有清晰的责任、知识和见解（反

过来说，对这些在某项或某些可持续性评估主题方面具有清晰责任、知识和见解的人员，不应被排除在

外）。采访不应被理解为项目可持续性的民意测验，而应被设计为“三角形”口头证据，即从其它更多

来源获得印证。

评估员可选择开展独立调查，来识别可能出现的一些与项目相关的问题（例如，媒体或网络检

索）。这需要提前向项目首席代表说明，且项目代表有机会对评估员通过这些方式识别的任何问题进行

处理并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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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为“不相关”
《规范》是一个全球通用的评估工具，对诸多差异必须予以考虑，例如，项目规模和复杂性、公有

或私企项目、干流或支流选址、多单元还是单一单元设计、单一用途还是多用途目的、水库调节式还是

径流式设计。另外，特殊背景下的水电项目，某些问题可能不相关，例如，不存在移民安置问题或文化

遗产问题。

为涵盖可能遇到的大量差异，评估员在有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评定某项评估主题为“不相

关”。每个评估工具文件前面均有一个“评估主题关联性指南”以支持上述评定。而且，在《项目准

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评估工具文件的前页中，均可见与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评价与管理相

关的评估主题--对“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文件或相关“管理规划”的评审，应能提供可靠的证据，以

帮助确定随后的评估主题是否不相关。部分评估主题也有评估指南注意事项，以帮助评估员确定其是否

“不相关”。

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某项评估主题的某个组成部分不相关的情况。根据项目所处阶段和具体国情

来看，某一项评价指标可能不相关。这种情况下，评估员可依据该评估主题的相关内容评分，但应在评

估报告中清楚说明不相关的内容及其判断依据。

评定为“不评分”
评估员可以从已获得证据支持的最低分数开始评分。眼见为实，仅仅口头保证证据存在是不够的。

如缺乏任何采访和客观证据，评估员可给该评估主题评定为“不评分”。如果因某个重要的采访计划最

终未实现，而导致无法评估某项评估主题，则评定为“不评分”是可以的。如果评估员开始某项评估主

题的评估，但无法核实支持评分的客观证据，则应评定其为“不评分”。

如果事先一致认为评估只是局部的，并非涵盖所有评估主题，则把某些特定评估主题评定为“不评

分”也是合理的。由于《规范》的评估目标是生成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报告，所以，任何评估主题评定

为“不评分”的评估结果，均是一次不完整的评估。内含任何“不评分”评估主题的可持续性分析报

告，不能代表该项目的可持续性表现。

分数与遵守法律法规的关系
水电项目的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均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首要的是，某个项目应该符合法律

规定或得到政府特许或许可。《规范》则提供了一个补充工具，即在自愿基础上本着持续改进的精神，

依照国际背景下的可持续性标准，识别改进机会。

所有项目均应符合相关法规要求，这也是良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要求可能比《规范》的3分

标准更严格，也可能更不严格。由于本《规范》是全球适用的评估工具，因此，不对某个国家制定的要

求进行评判。实际上，有些情况，地方法律可能制定了补偿措施，因此，从法律上而言，开发者不应凌

驾于法律之上或逍遥法外。

符合法规要求并不等同达到了本《规范》某一评分等级，如果法规要求触及到评估的实质性问题，

则评估员应将其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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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规要求和本《规范》评分说明之间因某项问题出现矛盾时，评估员除按《规范》规定评分外，

还应说明项目是否满足特定指标的法规要求，并说明法规要求与本《规范》规定的关系。据此，决策者

可针对这些信息给出他们自己的意见。

结果展示
基于《规范》开展的评估，可形成一个评估报告，其典型结构和内容与图3一致。在回顾应用经验及

进一步了解使用机构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将来还会设计出一套正式的报告模板和结果展示形式。

如果评估报告有特别要求，还应包括项目优势、劣势和机遇方面的分析以及项目建议。

评估的重点并不在于为项目提供一个总体分数或判定为通过或不通过，而是为项目提供一份可持续

性分析报告，同时提供信息以帮助系统分析和理解优势、劣势及改进途径。

汇总表和图表中展示的是各项评估主题的依次评分，而未给出综合评分。如果有“不相关”或“不

评分”的评估主题，报告、汇总表和图表均可显示。简单的条形图、柱状图或网状图可用于绘制汇总

图。但对评分进行平均、求和或者计算百分比都不可取，因为这样会掩盖某些领域的低分表现而降低

《规范》评估的可信度，从而影响项目可持续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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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为“不相关”
《规范》是一个全球通用的评估工具，对诸多差异必须予以考虑，例如，项目规模和复杂性、公有

或私企项目、干流或支流选址、多单元还是单一单元设计、单一用途还是多用途目的、水库调节式还是

径流式设计。另外，特殊背景下的水电项目，某些问题可能不相关，例如，不存在移民安置问题或文化

遗产问题。

为涵盖可能遇到的大量差异，评估员在有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评定某项评估主题为“不相

关”。每个评估工具文件前面均有一个“评估主题关联性指南”以支持上述评定。而且，在《项目准

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评估工具文件的前页中，均可见与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评价与管理相

关的评估主题--对“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文件或相关“管理规划”的评审，应能提供可靠的证据，以

帮助确定随后的评估主题是否不相关。部分评估主题也有评估指南注意事项，以帮助评估员确定其是否

“不相关”。

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某项评估主题的某个组成部分不相关的情况。根据项目所处阶段和具体国情

来看，某一项评价指标可能不相关。这种情况下，评估员可依据该评估主题的相关内容评分，但应在评

估报告中清楚说明不相关的内容及其判断依据。

评定为“不评分”
评估员可以从已获得证据支持的最低分数开始评分。眼见为实，仅仅口头保证证据存在是不够的。

如缺乏任何采访和客观证据，评估员可给该评估主题评定为“不评分”。如果因某个重要的采访计划最

终未实现，而导致无法评估某项评估主题，则评定为“不评分”是可以的。如果评估员开始某项评估主

题的评估，但无法核实支持评分的客观证据，则应评定其为“不评分”。

如果事先一致认为评估只是局部的，并非涵盖所有评估主题，则把某些特定评估主题评定为“不评

分”也是合理的。由于《规范》的评估目标是生成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报告，所以，任何评估主题评定

为“不评分”的评估结果，均是一次不完整的评估。内含任何“不评分”评估主题的可持续性分析报

告，不能代表该项目的可持续性表现。

分数与遵守法律法规的关系
水电项目的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均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首要的是，某个项目应该符合法律

规定或得到政府特许或许可。《规范》则提供了一个补充工具，即在自愿基础上本着持续改进的精神，

依照国际背景下的可持续性标准，识别改进机会。

所有项目均应符合相关法规要求，这也是良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要求可能比《规范》的3分

标准更严格，也可能更不严格。由于本《规范》是全球适用的评估工具，因此，不对某个国家制定的要

求进行评判。实际上，有些情况，地方法律可能制定了补偿措施，因此，从法律上而言，开发者不应凌

驾于法律之上或逍遥法外。

符合法规要求并不等同达到了本《规范》某一评分等级，如果法规要求触及到评估的实质性问题，

则评估员应将其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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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规要求和本《规范》评分说明之间因某项问题出现矛盾时，评估员除按《规范》规定评分外，

还应说明项目是否满足特定指标的法规要求，并说明法规要求与本《规范》规定的关系。据此，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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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展示
基于《规范》开展的评估，可形成一个评估报告，其典型结构和内容与图3一致。在回顾应用经验及

进一步了解使用机构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将来还会设计出一套正式的报告模板和结果展示形式。

如果评估报告有特别要求，还应包括项目优势、劣势和机遇方面的分析以及项目建议。

评估的重点并不在于为项目提供一个总体分数或判定为通过或不通过，而是为项目提供一份可持续

性分析报告，同时提供信息以帮助系统分析和理解优势、劣势及改进途径。

汇总表和图表中展示的是各项评估主题的依次评分，而未给出综合评分。如果有“不相关”或“不

评分”的评估主题，报告、汇总表和图表均可显示。简单的条形图、柱状图或网状图可用于绘制汇总

图。但对评分进行平均、求和或者计算百分比都不可取，因为这样会掩盖某些领域的低分表现而降低

《规范》评估的可信度，从而影响项目可持续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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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并实施《规范》评估
根据国际水电协会(IHA)《可持续性评估规范(2006年版)》的应用经验以及《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

范草案（2009年版）》的试行经验，以下内容将为准备并采用《规范》进行评估涉及的典型情况提供指

导。在回顾以往应用经验及进一步理解使用机构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将来还会制定更为正式的指导步

骤。

评估工作在水电项目现场进行，通常在项目指挥办公室进行。参与《规范》评估的人员及其时间的

分配，会依据项目复杂性、关键问题及评估结果的用途等情况而有所不同。一般认为，一到两名评估员

对应一项评估活动是合适的。如果两名评估员具有不同的经历和专业知识，能为评估过程提供不同的见

解，则两名评估员更具优势。对于特别复杂的评估，需成立评估小组以便采访能并行开展。评估员可以

是项目内部或外部人员，这取决于独立操作的需求度。必须要求的是，评估员要有可靠的可持续性评估

和/或审计经验。如果要求评估任务有高度透明度或合作关系，项目外部人员（例如，来自非政府组织、

民间社团、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双边捐助方或政府的代表，只要这些人员不属于项目采访对象），可

监督或合作开展评估活动。

评估之前需进行细致的准备，要按一个月来安排多名项目代表的活动，尽管随着使用者对《规范》

越来越熟悉，准备工作会相应减少。在某一生命周期阶段，对项目负主要责任的组织或合伙人应指定一

名项目首席代表，作为主要协调人，安排评估活动。任何时候，只要评估小组需要，该项目首席代表应

该到场，以便了解信息缺口和评估员的需求，及如何最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评估员到达评估现场之前，该项目首席代表应该确保：

·明晰评估目的、评估过程预期（时间、深度、广度、采访对象范围等）和成果（结果如何展示、

诠释深度、提出的意见等）；

·识别可为某些评估主题提供支持信息的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士，并提前对这些人员作简短介绍；

·参与人员对相关的《规范》评估工具进行仔细研究；

·识别相关的客观证据，这些客观证据将被带至采访现场以支持每个评估主题的评分；

·为评估员提供背景阅读材料； 

·准备日程表和采访安排表，并与评估员协商达成一致；

·准备项目概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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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对项目、评估目的及结果的简要说明，包括汇总表和评估结果图及重要的说明性

或解释性评论，以适合的形式向公司执行委员会和董事会呈递。

第一部分：关于项目和评估

o 项目名称、地点、业主或主要负责组织

o 评估日期

o 评估员姓名、职务、组织名称、证件

o 评估中的全部监督者或参与人——姓名、职务、组织、证件

o 项目首席代表的姓名

o 项目背景信息，包括项目目的、规模、主要布局、设计特征和所处生命周期阶段

o 采用《规范》进行评估的目的，以及在评估范围、过程及预期成果（包括机密性级别）

等方面达成的一致意见。

o 免责声明和保密协定（如有） (这可能与引用的证据有关，例如，财务数据)

o 评估日程安排表

第二部分：《规范》评估成果

o 成果摘要，包括评估结果图表及任何重要的说明性或解释性内容

o 对于每个评估主题：

© ·关于该评估主题的项目内容的若干段落描述，包括主要组织的责任

© ·采访对象

© ·按种类（视觉的、书面的、口头的）区分的客观证据，并有适当的评述

© ·评分及其原因

© ·评定为“不相关”或“不评分”的评估主题的解释说明

© ·任何重要的注意事项（例如，法规要求、信息缺口等）

第三部分 附件

o 已阅书面证据的登记薄（建议编号或设密）

o 采访对象的登记薄

图3 《规范》评估报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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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过程中，项目首席代表应确保做好以下几方面：

·评估过程中项目首席代表一直在场；

·如果需要，应提供翻译；

·确保有关员工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出席会议和采访；

·安排现场参观，包括所有与评分要求相关的地点；安排与受项目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会谈，安排

客观证据的查阅；

·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以供检查；

·提供房间，以便召开启动和结束会议、进行采访及查看文件资料。

每一个评估主题页面都列出了潜在的采访对象及相关证据的示例。这些将随评估背景的变化而变

化。对不同评估主题，采访对象也会不同,可能包括相关的项目代表、政府部门代表、社区代表及对当前

评估主题负有特定责任、具备洞察力和知识的专家们。如果主要决策取决于《规范》评估成果，且评估

过程的透明度和可信度至关重要, 那么，涉及不同利益相关者视角的采访计划将有助于提高调查结果的

可信度。

评估过程中须认真做好记录，包括全部的参观场所、采访对象（称谓、姓名、职务、组织机构、相

关的评估主题）以及查阅的所有证据（资料名称、日期、存储地点、相关的评估主题)。

作为一个初步指南, 采用《规范》进行评估至少要安排五个工作日，包括从评估员到达至离开，尽

管对于具体项目可能因规模和评估目的不同时间会或长或短。当需要给外部决策者提供支持时，应该开

展全面深入的可持续评估；而为了内部自我评估，确定项目风险和改进机会，以便指导项目管理方向

时，可开展相对粗略的评估。如上所述, 有关准备和实施《规范》评估的步骤，将来我们将进一步制定

更为正式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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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评估过程应包含如下方面:

·第一天——启动会议, 通常由评估员介绍评估过程，由项目代表和其他人员(如政府机构)介绍项

目。紧随其后的是项目参观, 应包括项目关键地区，在行程时间、后勤条件可行情况下，尽可能包括下

游受影响区和移民安置区。

·中间阶段——评估员针对《规范》的所有相关评估主题进行访谈。采访对象可包括项目代表以及

与《规范》的不同评估要求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如，政府、专家、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及项目影响社

区)。评估员也要花时间审查证据，特别是报告及文件形式的证据。天数取决于项目规模及其复杂程度、

评估的正式程度、采访的广度和深度及行程时间。

·最后一天——评估员和项目代表之间的结束会议，会议内容应包括对关键评估结果、信息缺口、

项目优势、劣势和机遇的结论性陈述和/或讨论。

部分评估主题可能需要在评估过程中进行两次考察。例如,《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及《项目

运行》评估工具的评估主题顺序中，“管理机制”评估主题均排列第二，且对于开发商、业主或运营商

在规划、建设和运行阶段的政策和实践评估至关重要。在《规范》评估过程中，对“管理机制”评估主

题进行早期评价，使我们可对现有制度有总体印象；随后对该评估主题的重新考察，可对现有制度进行

更详细地评估。通常情况下，在公司总部举行的会议，可以从现场观察到的实践出发，对相关高层政策

进行提问并查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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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评估工具的评估主题顺序中，“管理机制”评估主题均排列第二，且对于开发商、业主或运营商

在规划、建设和运行阶段的政策和实践评估至关重要。在《规范》评估过程中，对“管理机制”评估主

题进行早期评价，使我们可对现有制度有总体印象；随后对该评估主题的重新考察，可对现有制度进行

更详细地评估。通常情况下，在公司总部举行的会议，可以从现场观察到的实践出发，对相关高层政策

进行提问并查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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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受高度关注的问题及跨领域问题

《规范》中还存在较多受高度关注的问题和跨领域问题，但无法明显归类于某项评估主题或评价指

标。下文中的字母代码，代表的是不同的《规范》评估工具(ES-前期阶段，P-项目准备，I-项目实施，

O-项目运行)，其后数字代表的是该评估工具中的评估主题序号。

气候变化是渗透《规范》评估工具诸多方面的议题之一。由于其多维性, 它未被视为一个单一的评

估主题, 但在许多评估主题中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及。气候变化为我们考虑十年前的水电项目提供了一个

不同的框架。评估主题“必要性论证” (ES-1) 和“必要性论证及战略符合性”(P-3)，解决对气候变化

具有较强驱动力的水资源和能源需求, 例如，需要选择低碳能源，需要减缓气候变化引起的供水变化。

“政策与规划”(ES-3)和“必要性论证及战略符合性”(P-3)包括了与气候相关的政策和计划的考虑。

“方案评估”(ES-2)与“选址和设计”(P-4)包括了潜在温室气体排放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的考虑。“财

务生存能力”(P-9)包括融资选择，其中有碳融资。“水文资源”(P-7, O-4) 包括水文趋势认识和可能

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水文资源长期可利用性，还包括对项目预测和适应水文变化的能力的考虑。“水库规

划”(P-22)包括了清除库区植被的参考, 但它未必会出于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而被采纳。此2010年

版的《规范》，未对水库温室气体排放评估作明确要求，因为至今仍没有确定的方法；预计将来有确定

的评估方法后，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评估会被纳入《规范》中。

人权是渗透《规范》评估工具诸多方面的又一议题。关于公司该如何建立人权政策和业务管理流

程、如何进行与项目和运行相关的人权影响评价，其支持资料愈来愈丰富。事实上, 由于采用《规范》

进行评估的过程讨论了人权的诸多方面，因而可利用《规范》帮助演示某个项目是如何处理人权问题

的。如表1所示，几乎所有的评估主题都涉及到了各类人权问题；在“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公开披露”

的评分说明中也有提及。“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指的是具有与项目相关的重要权利、风险和责任

的个人, 他们在本《规范》评估中贯穿始终。尊重人权被直接纳入“移民安置”((P-14, I-10, O-10)

和“土著居民”(P-15, I-11, R-11)评估主题的评估目的中。“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及管理”(P-5)的

5分说明指的是，包括人权评价的社会影响评价。“劳工及其工作条件”(P-16, I-12, O-12) )的5分说

明指的是，劳工管理政策和实践应与国际公认的劳工权利相一致。

其它受高度关注的问题和跨领域问题在《规范》评估主题标题中体现得并不明显，但利益相关者可

能有兴趣了解《规范》评估工具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它们包括：沟通、腐败、性别、申诉机制、水

资源综合管理、遗留问题、生计，多目标项目、跨界问题和透明度等。部分问题其实本身就是具体的人

权问题。表3总结了《规范》中涉及这些问题的评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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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腐败的评估主题有“政治风险”(ES-4)、“机构能力”(ES-5)、“管理机制”(P-2, I-2, O-2), 

“采购”(P-12, I-8)。

不同程度地涉及性别的评估主题有“社会风险”(ES-7), “沟通与协商”(P-1, I-1, O-1),“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及管理”(P-5)、“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 (I-3, O-3)、”项目影响社

区及生计”(P-13, I-9, O-9), “移民安置”(P-14, I-10, O-10), “劳工及其工作条件”(P-

16, I-12, O-12)及“公共卫生”(P-18, I-14, O-14)。

直接涉及申诉机制的评估主题有“沟通与协商”(P-1, I-1, O-1),“管理机制”(P-2, I-2, O-2)和

“移民安置”(P-14, I-10, O-10)。其它许多评估主题也都通过“利益相关者参与”标准的措辞

涉及了利益相关方提出问题并获得反馈的过程。

最直接涉及水资源综合管理的评估主题有“政策与规划” (ES-3), “需求论证和战略符合

性”(P-3), “选址和设计”(P-4) 及“水文资源”(P-7, O-4)。它也与许多评估主题间接相关, 在

评估主题“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及管理”(P-5)、“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I-3, O-3),“项目效

益”(P-10, I-7, O-8)及“下游水文情势”(P-23, I-18, O-17) 的评估指南中有专门提及。

涉及遗留问题的评估主题有“社会问题和风险”(ES-7)、“环境问题和风险”(ES-8)、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及管理”(P-5)及“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I-3, O-3)。评估主题

“项目影响社区及生计”(P-13, I-9, O-9)、“移民安置”(P-14, I-10, O-10)及“土著居

民”(P-15, I-11, O-11)也在评估指南中提及了遗留问题。《项目运行》评估工具中，几乎

所有评估主题都间接提到了遗留问题，在评分说明中的“现有问题的识别”中也有提及。

最直接涉及生计问题的评估主题是“项目影响社区及生计”(P-13, I-9, O-9)，在其它评估

主题，包括“社会问题和风险”(I-7)、 “需求论证和战略符合性”(P-3)、“环境和社会影响

评价及管理”(P-5)、“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I-3, O-3)、“经济生存能力”(P-11)、“移民安

置”(P-14,  I-10, O-10)、“土著居民”(P-15, I-11, O-11)及“下游水文情势”(P-23, I-18, 

O-17)中也被提及。　

最直接涉及多目标项目的评估主题有“水库规划”(P-22)、“水库蓄水”(I-19)及“水库管

理”(O-18)。同时在评估主题“需求论证”(ES-1)、“政策及规划”(ES-3)、“社会问题和风

险”(ES-7), “必要性论证和战略符合性”(P-3)、“选址与设计”(P-4)、“水文资源”(P-7,O-4)、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及管理”(P-5)、“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I-3, O-3)、“经济生存能力”(P-

11)、“项目影响社区及生计”(P-13, I-9, O-9)及“下游水文情势”(P-23, I-18, O-17)中都有

提及。

最直接涉及跨界问题的评估主题有“政治风险”(ES-4)，间接涉及的评估主题有“管理机

制”(P-2,I-2,O-2)、“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及管理”(P-5)、“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I-3, 

O-3)、“水文资源”(P-7)及“下游水文情势”(P-23, I-20, O-19)。

最直接涉及透明度的评估主题是“管理机制”(P-2,I-2,O-2)，同时在评估主题“需求论证及战

略符合性”(P-3)、“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及管理”(P-5)、“项目效益”(P-10, I-7, O-8)、“经济

生存能力”(P-11)、“移民安置”(P-14, I-10, O-10)、“土著居民”(P-15,I-11,O-11)及“下游水

文情势” (I-18 O-17 P-23) 中通过提及“公开披露”而间接涉及到透明度问题。

腐败

性别

申诉机制

水资源综合管理

（IWRM）

遗留问题

生计

多目标项目

跨界问题

透明度

表3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中受高度关注的问题和跨领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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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受高度关注的问题及跨领域问题

《规范》中还存在较多受高度关注的问题和跨领域问题，但无法明显归类于某项评估主题或评价指

标。下文中的字母代码，代表的是不同的《规范》评估工具(ES-前期阶段，P-项目准备，I-项目实施，

O-项目运行)，其后数字代表的是该评估工具中的评估主题序号。

气候变化是渗透《规范》评估工具诸多方面的议题之一。由于其多维性, 它未被视为一个单一的评

估主题, 但在许多评估主题中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及。气候变化为我们考虑十年前的水电项目提供了一个

不同的框架。评估主题“必要性论证” (ES-1) 和“必要性论证及战略符合性”(P-3)，解决对气候变化

具有较强驱动力的水资源和能源需求, 例如，需要选择低碳能源，需要减缓气候变化引起的供水变化。

“政策与规划”(ES-3)和“必要性论证及战略符合性”(P-3)包括了与气候相关的政策和计划的考虑。

“方案评估”(ES-2)与“选址和设计”(P-4)包括了潜在温室气体排放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的考虑。“财

务生存能力”(P-9)包括融资选择，其中有碳融资。“水文资源”(P-7, O-4) 包括水文趋势认识和可能

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水文资源长期可利用性，还包括对项目预测和适应水文变化的能力的考虑。“水库规

划”(P-22)包括了清除库区植被的参考, 但它未必会出于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而被采纳。此2010年

版的《规范》，未对水库温室气体排放评估作明确要求，因为至今仍没有确定的方法；预计将来有确定

的评估方法后，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评估会被纳入《规范》中。

人权是渗透《规范》评估工具诸多方面的又一议题。关于公司该如何建立人权政策和业务管理流

程、如何进行与项目和运行相关的人权影响评价，其支持资料愈来愈丰富。事实上, 由于采用《规范》

进行评估的过程讨论了人权的诸多方面，因而可利用《规范》帮助演示某个项目是如何处理人权问题

的。如表1所示，几乎所有的评估主题都涉及到了各类人权问题；在“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公开披露”

的评分说明中也有提及。“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指的是具有与项目相关的重要权利、风险和责任

的个人, 他们在本《规范》评估中贯穿始终。尊重人权被直接纳入“移民安置”((P-14, I-10, O-10)

和“土著居民”(P-15, I-11, R-11)评估主题的评估目的中。“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及管理”(P-5)的

5分说明指的是，包括人权评价的社会影响评价。“劳工及其工作条件”(P-16, I-12, O-12) )的5分说

明指的是，劳工管理政策和实践应与国际公认的劳工权利相一致。

其它受高度关注的问题和跨领域问题在《规范》评估主题标题中体现得并不明显，但利益相关者可

能有兴趣了解《规范》评估工具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它们包括：沟通、腐败、性别、申诉机制、水

资源综合管理、遗留问题、生计，多目标项目、跨界问题和透明度等。部分问题其实本身就是具体的人

权问题。表3总结了《规范》中涉及这些问题的评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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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腐败的评估主题有“政治风险”(ES-4)、“机构能力”(ES-5)、“管理机制”(P-2, I-2, O-2), 

“采购”(P-12, I-8)。

不同程度地涉及性别的评估主题有“社会风险”(ES-7), “沟通与协商”(P-1, I-1, O-1),“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及管理”(P-5)、“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 (I-3, O-3)、”项目影响社

区及生计”(P-13, I-9, O-9), “移民安置”(P-14, I-10, O-10), “劳工及其工作条件”(P-

16, I-12, O-12)及“公共卫生”(P-18, I-14, O-14)。

直接涉及申诉机制的评估主题有“沟通与协商”(P-1, I-1, O-1),“管理机制”(P-2, I-2, O-2)和

“移民安置”(P-14, I-10, O-10)。其它许多评估主题也都通过“利益相关者参与”标准的措辞

涉及了利益相关方提出问题并获得反馈的过程。

最直接涉及水资源综合管理的评估主题有“政策与规划” (ES-3), “需求论证和战略符合

性”(P-3), “选址和设计”(P-4) 及“水文资源”(P-7, O-4)。它也与许多评估主题间接相关, 在

评估主题“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及管理”(P-5)、“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I-3, O-3),“项目效

益”(P-10, I-7, O-8)及“下游水文情势”(P-23, I-18, O-17) 的评估指南中有专门提及。

涉及遗留问题的评估主题有“社会问题和风险”(ES-7)、“环境问题和风险”(ES-8)、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及管理”(P-5)及“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I-3, O-3)。评估主题

“项目影响社区及生计”(P-13, I-9, O-9)、“移民安置”(P-14, I-10, O-10)及“土著居

民”(P-15, I-11, O-11)也在评估指南中提及了遗留问题。《项目运行》评估工具中，几乎

所有评估主题都间接提到了遗留问题，在评分说明中的“现有问题的识别”中也有提及。

最直接涉及生计问题的评估主题是“项目影响社区及生计”(P-13, I-9, O-9)，在其它评估

主题，包括“社会问题和风险”(I-7)、 “需求论证和战略符合性”(P-3)、“环境和社会影响

评价及管理”(P-5)、“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I-3, O-3)、“经济生存能力”(P-11)、“移民安

置”(P-14,  I-10, O-10)、“土著居民”(P-15, I-11, O-11)及“下游水文情势”(P-23, I-18, 

O-17)中也被提及。　

最直接涉及多目标项目的评估主题有“水库规划”(P-22)、“水库蓄水”(I-19)及“水库管

理”(O-18)。同时在评估主题“需求论证”(ES-1)、“政策及规划”(ES-3)、“社会问题和风

险”(ES-7), “必要性论证和战略符合性”(P-3)、“选址与设计”(P-4)、“水文资源”(P-7,O-4)、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及管理”(P-5)、“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I-3, O-3)、“经济生存能力”(P-

11)、“项目影响社区及生计”(P-13, I-9, O-9)及“下游水文情势”(P-23, I-18, O-17)中都有

提及。

最直接涉及跨界问题的评估主题有“政治风险”(ES-4)，间接涉及的评估主题有“管理机

制”(P-2,I-2,O-2)、“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及管理”(P-5)、“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I-3, 

O-3)、“水文资源”(P-7)及“下游水文情势”(P-23, I-20, O-19)。

最直接涉及透明度的评估主题是“管理机制”(P-2,I-2,O-2)，同时在评估主题“需求论证及战

略符合性”(P-3)、“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及管理”(P-5)、“项目效益”(P-10, I-7, O-8)、“经济

生存能力”(P-11)、“移民安置”(P-14, I-10, O-10)、“土著居民”(P-15,I-11,O-11)及“下游水

文情势” (I-18 O-17 P-23) 中通过提及“公开披露”而间接涉及到透明度问题。

腐败

性别

申诉机制

水资源综合管理

（IWRM）

遗留问题

生计

多目标项目

跨界问题

透明度

表3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中受高度关注的问题和跨领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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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附加效益（Additional Benefits）：指项目为所在地区带

来的效益。

问责（Accountability）：个人、公司或机构对自身行动

负责、承担责任、并以透明方式公开结果的义务。

负有责任的（Accountable）：对某人或某项行动负责任

或义务的。

充足的（Adequate）：充分或足以满足要求或需要。 

协议（Agreement）：个人、群体或实体间就从事某项经营

或行动而达成的被记录下来的协定。它可被纳入谅解备忘录、会

议纪要、意向书、联合原则声明、合同、经营许可证等。

适当的（Appropriate）：对特定的人、条件、场合、地点

而言是合适的，匹配的，满足已识别的需要或要求的。

基线（Baseline）：一套为后续比较提供基准的测量值、

统计数据或条件。基线指项目发生之前的条件，早于项目启

动，对应项目发生后的变化并使其具可比性。对运行中的水电

项目而言，如果项目发生前的基线不存在，则视现状为基线。

承诺（Commitment）：对执行、交付或避免做某事而做

出的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或诺言。

社区群体（Community Groups)：居住在较大区域内、具

有共同特征或利益的一群人。界定这些群体有多种不同方法，

应采用对项目有意义的方法。例如，可界定包含如下群体：城

镇居民、农村居民、土著居民、少数民族、有共同职业或宗教

信仰的人、残疾人、老年人、文盲、女性、男性、儿童等。

合规性（Compliance）：遵守法律要求、政策和公开承

诺。

全面的（Comprehensive）：考虑和处理所有相关要素。

一致性（Conformance）：说明项目执行措施与最新计划

之间的一致程度。

同意书（Consent）：由社团领导人或受影响社团授权的

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和做法的基础上，

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的协议书。

腐败（Corruption）：缺乏诚信（尤其易于行贿受贿）；

利用职务收受不正当财物。

可信的（Credible）：可被信任的；有道理的；值得信赖

的；真实可靠的。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某个群体或团体创造的

有形物品或无形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从前代继承，保存于当

代，并将流传后代，造福子孙。

累积影响（Cumulative Impacts）：当项目与过去、现在

和未来可预见的其它活动进行叠加时对环境产生的增量影响。

在评价累积影响的效应时，应考虑到水资源、生态系统及受影

响社区容纳这些影响的承载力。应界定合理的评价范围。

欺骗（Deception）：被欺骗的事实或状态；被给定理由

使之相信非真实的信息；被误导。

开发商（Developer）：投资水电项目进行开发的主导实

体或实体联合体。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D i r e c t l y  A f f e c t e d 

Stakeholder）：拥有重要的权利、风险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可能处于项目影响区的内部（如，项目影响社区）或外部

（如，政府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代表或投资伙伴）。

披露（Disc l osu re）：让公众获知（参见“公开披

露”）。

经济迁移（Economic Displacement）：由于如下原因造

成的资产、资产获取渠道、收入来源、生计手段的丧失：（1） 

土地征用；（2）土地使用或使用权的变化；3）土地使用或自

然资源使用权（包括水资源、法定公园、保护区或限制进入区

如水库集水区的利用）受限；（4）环境变化导致的健康忧虑或

生计影响。上述丧失或限制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永久的

或暂时的，经济迁移均适用。

有效的（Effective）：产生或能够产生计划、预期或希望

的效果。

参与其中（Engaged）：互动，通常通过协商过程实现。

公正的（Equitable）：公平、公正或中立的。

证据（Evidence）：被审核者提供给评估员用来验证是

否满足某个标准或达到何种满足程度的证据。证据可以是定性

或定量信息、记录或事实陈述，口头或书面形式均可。证据应

是可获得的或可再现的；不受情感或偏见影响；是通过观察、

测量、文件、测试或其它方法获得的事实；实际存在；可再现

的；客观且可验证的。

专家（Expert）：经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

专业技能或知识的人。

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就某项活动对男性和女

性及性别关系的影响进行评价的过程。该过程可被用来确保：

开发活动不会使男性和女性的利益受损，增强活动的可持续性和

有效性，或者对性别敏感计划进行评价、能力建设和做出承诺。

管理机制（Governance）：通知、指导、管理和监测项目

活动以实现目标的过程和结构的结合。

申诉机制（Grievance Mechanisms）：利益相关者提出关

切问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踪和反

馈的项目程序。 

人权（Human Rights）：全人类都被赋予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包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并且被载

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宣言中。

水文资源（Hydrological Resource）：流入项目的水资

源。

影响（Impact）：某项行动或事件的后果或效果；判定某

一影响的消极或积极程度取决于背景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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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审（Independent Review）：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

从项目利润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

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s）：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

化群体，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特征：自我认同为一个特定的本

地文化团体的成员，且这一身份被他人认可；在项目所在区域

范围内，集体隶属于地理上的特定栖息地或世代居住地以及栖

息地及居住地内的自然资源；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或文化而独

立的文化习惯、经济、社会或政治体系；拥有通常与国家或其

所在地官方语言不同的土著语言。

综合的（Integrated）：合并、散布、包含在某物中。

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推动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相关资源协调发展

与管理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公正的方式使经济与社会福利最

大化，但不损害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中介机构（Intermediaries）：为项目介绍工作人员的第三

方，这些工作人员在很长时间内执行与项目重要功能直接相关

的工作，或者在项目所在区域内就职。

入侵物种（Invasive Species）：某个地区非自然生长的

物种，其引入会危害或可能危害当地的经济、环境或人类健

康。

土地复原（Land Rehabilitation）：土地受项目实施的扰

乱或破坏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过程。

遗留问题（Legacy Issues）：以往项目未减缓或未以相

当的物品或服务予以补偿的影响，或者现有（现存）项目中长

期存在的问题，或者新项目所在地内存在的既有问题。

生计（Livelihood）：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

产（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

生活水平（Living Standards）：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

品的可获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平；衡

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入、储蓄、职业、

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

务、教育服务、交通等。

地方的（Local）：指一个国家疆域内的行政区划（如：

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有关的）。

长期（Long-Term）：水电项目的计划寿命。

维护（Maintenance）：指使某物保持正常状态所做的工

作；维持。

管理计划（Management Plan）：管理计划指管理某个

特定项目事项的参考工具，并为该事项确立“原因、内容、方

式、对象、数量和时间”。

管理体制（Management System）：用于保证组织完成其

目标所要求的所有任务的过程和程序框架。

最大化的（Max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

围内最大效果的。

最小化的（Min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围

内最小效果的。

减缓（Mitigation）：消极影响的缓和、减弱和/或减轻。

不合规性（Non-Compliance）：未满足法律、许可证、

合同或执照中规定的义务。

不一致性（Non-Conformance）：未能实现管理计划中的

目的与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公开或未公开的承诺，但并不具

有法律约束力，不承担违约法律责任。

非关键的（Non-Critical）：对于某事是否合适、充分和

/或有效而言不是必不可少的。

职业健康与安全（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指保护员工或雇员的安全、健康与福利，例如，预防工作场所

内可能由某些工作活动直接导致的疾病或伤害。

补偿（Offset）：针对项目开发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方面

的显著不利影响，设计行动予以补偿而取得的可度量的保护成

果，以及在采取了适当的避免、最小化与恢复措施之后的持续

维持。一般来说，以上不会发生在项目区内。

最优的（Optimal）：基于协商过程的成果，所有因素都

被考虑在内，最适合的。

优化过程（Optimisation Process）：从备选方案中选择

最适合方案的过程。

未解决的（Outstanding）：未安置或没有解决的。

计划（Plans）：针对某个已识别问题的管理措施，该问

题可能被或未被正式纳入业务管理计划中。计划可以包括拟定

安排的文件，比如，根据会议达成的下一步行动方案的协议。

计划也可以是开发商、业主或运营商、相关政府机构、或者那

些对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负有主要责任的其它机构的计划。同

样，计划也可以是负责实施的承包商的计划。

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指由于政府政策变化、政府

禁止商品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干涉、

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商、企业与政府所要面

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能力丧失风险。

可行的（Practicable）：能够在现有条件和环境下实现的。

过程（Process）：一系列行动、变化或功能导致的一个

结果。 

采购（Procurement）：为了使水电项目或运行设施直接受益或

投入使用，以合理的时间、地点、渠道、数量和质量，以及最适宜

的价格，获得产品和/或服务的行为，一般通过签订合同实现。

方案（Programme）：与水电开发方案有关，包含项目的

所有组成部分（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务和采购，

以及沟通等）。

项目影响区（Project-Affected Area）：集水区、水库

和项目选址下游、相关水坝，及任何相关设施建设（例如，公

路、输电线、采石场、施工营地、安置区等）的影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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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附加效益（Additional Benefits）：指项目为所在地区带

来的效益。

问责（Accountability）：个人、公司或机构对自身行动

负责、承担责任、并以透明方式公开结果的义务。

负有责任的（Accountable）：对某人或某项行动负责任

或义务的。

充足的（Adequate）：充分或足以满足要求或需要。 

协议（Agreement）：个人、群体或实体间就从事某项经营

或行动而达成的被记录下来的协定。它可被纳入谅解备忘录、会

议纪要、意向书、联合原则声明、合同、经营许可证等。

适当的（Appropriate）：对特定的人、条件、场合、地点

而言是合适的，匹配的，满足已识别的需要或要求的。

基线（Baseline）：一套为后续比较提供基准的测量值、

统计数据或条件。基线指项目发生之前的条件，早于项目启

动，对应项目发生后的变化并使其具可比性。对运行中的水电

项目而言，如果项目发生前的基线不存在，则视现状为基线。

承诺（Commitment）：对执行、交付或避免做某事而做

出的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或诺言。

社区群体（Community Groups)：居住在较大区域内、具

有共同特征或利益的一群人。界定这些群体有多种不同方法，

应采用对项目有意义的方法。例如，可界定包含如下群体：城

镇居民、农村居民、土著居民、少数民族、有共同职业或宗教

信仰的人、残疾人、老年人、文盲、女性、男性、儿童等。

合规性（Compliance）：遵守法律要求、政策和公开承

诺。

全面的（Comprehensive）：考虑和处理所有相关要素。

一致性（Conformance）：说明项目执行措施与最新计划

之间的一致程度。

同意书（Consent）：由社团领导人或受影响社团授权的

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和做法的基础上，

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的协议书。

腐败（Corruption）：缺乏诚信（尤其易于行贿受贿）；

利用职务收受不正当财物。

可信的（Credible）：可被信任的；有道理的；值得信赖

的；真实可靠的。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某个群体或团体创造的

有形物品或无形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从前代继承，保存于当

代，并将流传后代，造福子孙。

累积影响（Cumulative Impacts）：当项目与过去、现在

和未来可预见的其它活动进行叠加时对环境产生的增量影响。

在评价累积影响的效应时，应考虑到水资源、生态系统及受影

响社区容纳这些影响的承载力。应界定合理的评价范围。

欺骗（Deception）：被欺骗的事实或状态；被给定理由

使之相信非真实的信息；被误导。

开发商（Developer）：投资水电项目进行开发的主导实

体或实体联合体。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D i r e c t l y  A f f e c t e d 

Stakeholder）：拥有重要的权利、风险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可能处于项目影响区的内部（如，项目影响社区）或外部

（如，政府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代表或投资伙伴）。

披露（Disc l osu re）：让公众获知（参见“公开披

露”）。

经济迁移（Economic Displacement）：由于如下原因造

成的资产、资产获取渠道、收入来源、生计手段的丧失：（1） 

土地征用；（2）土地使用或使用权的变化；3）土地使用或自

然资源使用权（包括水资源、法定公园、保护区或限制进入区

如水库集水区的利用）受限；（4）环境变化导致的健康忧虑或

生计影响。上述丧失或限制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永久的

或暂时的，经济迁移均适用。

有效的（Effective）：产生或能够产生计划、预期或希望

的效果。

参与其中（Engaged）：互动，通常通过协商过程实现。

公正的（Equitable）：公平、公正或中立的。

证据（Evidence）：被审核者提供给评估员用来验证是

否满足某个标准或达到何种满足程度的证据。证据可以是定性

或定量信息、记录或事实陈述，口头或书面形式均可。证据应

是可获得的或可再现的；不受情感或偏见影响；是通过观察、

测量、文件、测试或其它方法获得的事实；实际存在；可再现

的；客观且可验证的。

专家（Expert）：经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

专业技能或知识的人。

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就某项活动对男性和女

性及性别关系的影响进行评价的过程。该过程可被用来确保：

开发活动不会使男性和女性的利益受损，增强活动的可持续性和

有效性，或者对性别敏感计划进行评价、能力建设和做出承诺。

管理机制（Governance）：通知、指导、管理和监测项目

活动以实现目标的过程和结构的结合。

申诉机制（Grievance Mechanisms）：利益相关者提出关

切问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踪和反

馈的项目程序。 

人权（Human Rights）：全人类都被赋予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包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并且被载

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宣言中。

水文资源（Hydrological Resource）：流入项目的水资

源。

影响（Impact）：某项行动或事件的后果或效果；判定某

一影响的消极或积极程度取决于背景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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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审（Independent Review）：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

从项目利润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

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s）：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

化群体，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特征：自我认同为一个特定的本

地文化团体的成员，且这一身份被他人认可；在项目所在区域

范围内，集体隶属于地理上的特定栖息地或世代居住地以及栖

息地及居住地内的自然资源；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或文化而独

立的文化习惯、经济、社会或政治体系；拥有通常与国家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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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社区（Project Affected Communities）：居住

在项目影响区内的各种居民形成的互相影响的人群，他们受到

来自水电项目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项目集水区（Project Catchment）：其径流流入项目水

库的那部分流域，径流最终流经电站水轮机，或经大坝泄流进

入下游河流。

项目组成部分（Project Components）：整个水电开发方

案的组成部分，包括设计、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

务、沟通以及采购。

项目土地（Project Lands）：项目所拥有、使用和/或影

响的土地。

保护（Protection）：保持安全，免受损害、腐烂、丢

失、破坏或毁坏。

公开披露（Publicly Disclosed）：告知公众已经做出或

完成相关协议、承诺、评估、管理计划或重要报告，自愿（例

如，网站发布）或应要求及时让公众获知。

修复（Refurbishment）：复原至其原来的良好状态。

区域的（Regional）：指在国际背景下的超国家实体。本

《规范》用“地方（local）”这个名称指代一个国家疆域内的

行政区划（如：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相关的）。

相关的（Relevant）：与某个评估主题直接相关的、有联

系的、适用的、通用的或有关的。在本《规范》中，根据项目

自身的考虑因素与分析确定相关性。项目代表提出是否相关并

提供证据支持，如管理机构的支持；评估员则审核证据以确认

其相关性。  

水库（Reservoir）：任何一个用作存蓄或调控水量的人造

的池塘或湖泊。

库区（Reservoir Area）：指水库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

的淹没地区，以及该水位线以上的陆地缓冲带。

移民安置（Resettlement）：受项目影响，迁移人群无法

在原居住地居住，而搬至另一个地方居住的过程。

移民（Resettlees）：指那些被要求重新定居的人群，既

包括拥有正式的法定权利、习俗或传统权利的人群，也包括那

些没有土地权利的人群。

流域（River Basin）：某一河流及其全部支流的汇流地

区。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Resettlement Action Plan）：指

为识别解决移民安置问题的行动而专门编汇的一份文件或一系

列文件。该文件主要包括：识别重新安置人群；移民的社会、

经济基线；即将实施的移民安置措施，包括辅助安置和生计扶

持；立法和补偿框架；组织角色和责任；预算分配和财务管

理；时间表、目的和目标；申诉处理机制；监测、报告和评审

的提供；围绕协商、参与和信息交换达成共识。

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研究项目表现如何

随着项目的关键基础假设的改变而变化。

短期（Short-Term）：日常运营。

重大的（Significant）：在影响或结果上重要，或相对较

大的。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水电项目和关联活动关乎

其利益、使其牵涉其中或受其影响的人。

利益相关者群体（Stakeholder Group）：拥有共同特征

或利益的一群利益相关者。

战略符合性（Strategic Fit）：通过方案评估和其它相关

的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多国家政策与计划，提出优先事项与

目标，进而识别出的项目与地方、国家、区域的需求之间的协

调性。

合适的（Suitable）：对预期的目的、条件或场合而言，

是适宜的。

及时的（Timely）：发生在合适的或恰当的时间。

跨界协议（Transboundary Agreements）：沿岸国家之

间签订的关于参与方如何利用共享水资源的协议，以及如何保

持这些协议的过程。

透明的/透明度（Transparent / Transparency）：向公

众公开以接受监督，公众可获知，和/或应要求可供公众查阅

或向公众披露。

升级（Upgrade）：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等级或标准。

社会弱势群体（Vulnerable Social Groups）：被边缘化

或贫困化，且承受变化的能力和手段非常有限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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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此外，论坛组织成员及其它社会各界力量也给予了大量实物捐助。

《规范》充分体现了众多参与者的智慧。基于为推动可持续水电做出应有贡献这一共同愿望，《规

范》得以最终形成。真诚感谢论坛成员和以下工作人员及其所在工作团队和组织：

发展中国家

禹雪中博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

周世春先生，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教

授级高工

Israel Phiri先生，赞比亚能源和水资源发展部

（Ministry of Energy and Water Development）PPI经理

发达国家

Geir Hermansen先生，挪威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挪威国际合作开发署高级顾问

Gudni A Johannesson教授，冰岛国家能源署

（National Energy Authority）总干事

Ki r s t e n  Nyman女士，德国技术合作公司

（GTZ）可持续水电政策顾问（观察员）

金融行业——经济（融资）专家

Courtney Lowrance女士，赤道原则金融机构成

员花旗集团环球市场公司（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Inc, CGMI）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主管

Daryl Fields女士，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 

WB）高级水资源专家（观察员）

水电行业

Refaa t Abdel-Malek博士，国际水电协会

（International Hydropower Association, IHA）主席

Andrew Scanlon先生，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水电

公司（Hydro Tasmania, HT）可持续经营部门经理

非政府组织——环境专家

David Harrison先生，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 TNC）全球淡水项目高级顾问

Joerg Hartmann博士，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大坝项目主任

非政府组织——社会专家

Michael Simon先生，乐施会（Oxfam）基础设

施和人类环境项目主任

Donal O’Leary博士,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高级顾问

论坛主席

André Abadie先生，可持续金融有限公司

（Sustainable Finance Ltd）董事

论坛协调员

Helen Locher博士，国际水电协会（IHA）可持

续性论坛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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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是水电项目及其运行的可持续性评估框架。它概述了关

于水电项目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考虑因素，并可为评估项目生成一份可持续性分析报告。《规范》的四个评估

工具——《前期阶段》、《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被设计为相互独立的工具，适用于

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采用某一评估工具进行评估，并不需要其前面阶段已开展评估。这些工具被设计适

用于项目生命周期的重要决策点（如图1所示），当其被反复应用以指导措施持续改进时最为有效。图1阐明了

评估工具与相关决策点。

背  景

前期阶段 项目准备 项目实施 项目运行项目生命周期不同

阶段的评估工具：

项目开发的重要

决策点：

开始水电

项目准备

工作

签订施工

合同

项目投产

图1  《规范》评估工具及重要决策点
《前期阶段》评估工具综述

本文件对《前期阶段》评估工具进行了介绍，并假设用户已经了解《规范》背景中所描述的总体步骤和使用

方法。《前期阶段》评估工具是一种初步筛选工具，用来评估水电项提案产生的战略环境。该工具能够识别项目前

期阶段的风险和发展机会，以便确认项目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管理层对推进进一步具体工作的意见。该过程应该识别

出，在可持续性的前提下，能源和水资源的需求与机会之间的一致性和冲突性。这种评估可以告知项目的支持者是

否存在推动项目方案实施的战略基础。

《前期阶段》评估工具包括与战略环境相关的关键主题：首先重新审视现有需求、方案和政策；其次关注

政治局势和机构能力；最后评估技术、社会、环境和经济方面存在的风险。需要认识到这种评估的结果可能带

有高度保密性。

《前期阶段》评估工具也可以有其它更广泛的用途，例如用以识别改善水电投资可持续性环境的机会，其

目的是鼓励进行更好的前期分析并发现知识缺口。

《前期阶段》评估工具与另外三个评估工具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一种评估指南而非评分规范。因为在这个

阶段尚未形成一个轮廓清晰的项目，也没有项目可持续性评分所需的坚实的信息基础。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

对潜在项目的前期考察经常具有保密性质，尤其是当开发者还未决定是否开展更加详细的研究，或者当能源市

场处于自由竞争的激烈环境时，保密性质就更加显著。只要未公布项目的开发意向，就可用《前期阶段》评估

工具鼓励进行更好的前期分析并发现知识缺口。一旦开展了详细的技术、环境、社会和财务的可行性研究，就

可在严格的管理程序下使用《项目准备》评估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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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1：需求论证
本主题用于论证对水资源和能源服务实施管理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合理性需求。这些需求可以依据被

广泛认可的地方性、国家性、区域性发展目标以及国家和区域的相关政策和规划为依据。该主题的目的

是论证某个特定拟建水电项目有能力满足既定的需求。

该主题对于支持地方、国家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避免对能源和水资源服务投资过度或投资不

足均具有重要作用；此外，该主题在寻求水资源管理和需求与能源管理和需求之间的平衡也起着重要作用。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识别出的水资源和能源服务需求进行了评价，包括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因素。

·成果：能源和水资源服务的项目需求得到论证。

高级预期：

除了基本预期，评价应尝试实现以下预期：

·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项目能极大的满足已证实的需求，或者有助于满足诸

多已证实的需求；或

·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考虑，对水资源和能源服务进行了更广泛的解释。

评估指南

水资源和能源服务需求指那些以被广泛认可

的地方、国家和区域发展目标、政策和规划为依

据识别出的需求。如果某个能源密集型用电单位

（off-taker）（例如，一个炼铝厂）被包含在得

到广泛认可的发展目标、政策和规划内，那么可

满足该用电单位能源需求的水电开发项目就可以

被认为是被证实的需求。

水服务的例子包括：发电、渔业、滩区农业、

粮食供应、蓄水能力、饮用水供应、卫生用水、商业

和工业用水、灌溉供水、防洪管理、航运、娱乐供

水、沿岸居民的家庭用水、旅游机会、跨界合作媒

介、生态系统服务（滩区的维护、迁徙物种的连通

性、河流附近湿地的维护、养分和泥沙的平衡、三角

洲沉积物补给、河口冲刷、产卵场的通道及维护）

等。

能源服务的例子包括：提供电力以满足地

方、国家、区域和/或国际的需求或发展机会；

保障电网稳定；峰期供电；辅助效益，如旋转备

用、系统调节和提高热效率等。

证据示例：能源总体规划；水资源开发规

划；国家或区域发展报告；项目与被证实的需

求、区域土地使用以及基础设施发展规划间的符

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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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是水电项目及其运行的可持续性评估框架。它概述了关

于水电项目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考虑因素，并可为评估项目生成一份可持续性分析报告。《规范》的四个评估

工具——《前期阶段》、《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被设计为相互独立的工具，适用于

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采用某一评估工具进行评估，并不需要其前面阶段已开展评估。这些工具被设计适

用于项目生命周期的重要决策点（如图1所示），当其被反复应用以指导措施持续改进时最为有效。图1阐明了

评估工具与相关决策点。

背  景

前期阶段 项目准备 项目实施 项目运行项目生命周期不同

阶段的评估工具：

项目开发的重要

决策点：

开始水电

项目准备

工作

签订施工

合同

项目投产

图1  《规范》评估工具及重要决策点
《前期阶段》评估工具综述

本文件对《前期阶段》评估工具进行了介绍，并假设用户已经了解《规范》背景中所描述的总体步骤和使用

方法。《前期阶段》评估工具是一种初步筛选工具，用来评估水电项提案产生的战略环境。该工具能够识别项目前

期阶段的风险和发展机会，以便确认项目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管理层对推进进一步具体工作的意见。该过程应该识别

出，在可持续性的前提下，能源和水资源的需求与机会之间的一致性和冲突性。这种评估可以告知项目的支持者是

否存在推动项目方案实施的战略基础。

《前期阶段》评估工具包括与战略环境相关的关键主题：首先重新审视现有需求、方案和政策；其次关注

政治局势和机构能力；最后评估技术、社会、环境和经济方面存在的风险。需要认识到这种评估的结果可能带

有高度保密性。

《前期阶段》评估工具也可以有其它更广泛的用途，例如用以识别改善水电投资可持续性环境的机会，其

目的是鼓励进行更好的前期分析并发现知识缺口。

《前期阶段》评估工具与另外三个评估工具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一种评估指南而非评分规范。因为在这个

阶段尚未形成一个轮廓清晰的项目，也没有项目可持续性评分所需的坚实的信息基础。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

对潜在项目的前期考察经常具有保密性质，尤其是当开发者还未决定是否开展更加详细的研究，或者当能源市

场处于自由竞争的激烈环境时，保密性质就更加显著。只要未公布项目的开发意向，就可用《前期阶段》评估

工具鼓励进行更好的前期分析并发现知识缺口。一旦开展了详细的技术、环境、社会和财务的可行性研究，就

可在严格的管理程序下使用《项目准备》评估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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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1：需求论证
本主题用于论证对水资源和能源服务实施管理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合理性需求。这些需求可以依据被

广泛认可的地方性、国家性、区域性发展目标以及国家和区域的相关政策和规划为依据。该主题的目的

是论证某个特定拟建水电项目有能力满足既定的需求。

该主题对于支持地方、国家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避免对能源和水资源服务投资过度或投资不

足均具有重要作用；此外，该主题在寻求水资源管理和需求与能源管理和需求之间的平衡也起着重要作用。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识别出的水资源和能源服务需求进行了评价，包括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因素。

·成果：能源和水资源服务的项目需求得到论证。

高级预期：

除了基本预期，评价应尝试实现以下预期：

·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项目能极大的满足已证实的需求，或者有助于满足诸

多已证实的需求；或

·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考虑，对水资源和能源服务进行了更广泛的解释。

评估指南

水资源和能源服务需求指那些以被广泛认可

的地方、国家和区域发展目标、政策和规划为依

据识别出的需求。如果某个能源密集型用电单位

（off-taker）（例如，一个炼铝厂）被包含在得

到广泛认可的发展目标、政策和规划内，那么可

满足该用电单位能源需求的水电开发项目就可以

被认为是被证实的需求。

水服务的例子包括：发电、渔业、滩区农业、

粮食供应、蓄水能力、饮用水供应、卫生用水、商业

和工业用水、灌溉供水、防洪管理、航运、娱乐供

水、沿岸居民的家庭用水、旅游机会、跨界合作媒

介、生态系统服务（滩区的维护、迁徙物种的连通

性、河流附近湿地的维护、养分和泥沙的平衡、三角

洲沉积物补给、河口冲刷、产卵场的通道及维护）

等。

能源服务的例子包括：提供电力以满足地

方、国家、区域和/或国际的需求或发展机会；

保障电网稳定；峰期供电；辅助效益，如旋转备

用、系统调节和提高热效率等。

证据示例：能源总体规划；水资源开发规

划；国家或区域发展报告；项目与被证实的需

求、区域土地使用以及基础设施发展规划间的符

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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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2: 方案评估
本主题对拟建水电项目的多个备选方案在满足能源和水资源需求以及前期项目选址和设计方案方面

的适宜性进行评估。这个阶段评估的目的是，确保该水电项目是满足能源和水需求的优先选择之一，并

且在较早的阶段就考虑项目的选址和设计方案。

该主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将水电方案和其它方案（例如其它资源类型和/或能源和水资源保护）进行

比较。采用一种可持续性的观点来确保方案的可行性和全面性，其方案范围涵盖经济、技术、环境和社

会因素。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某个拟建项目及其备选方案在满足被证实的能源和水资源需求方面进行了评价。这

些被证实的能源和水资源需求考虑了诸多规划方法、选址和设计方案。

·成果：该项目是满足能源和水资源服务需求的优选方案之一。

高级预期：

除了基本预期之外，评价应尝试实现以下预期：

·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该拟建项目是最优方案之一；或

·高质量的方案评估方法，例如，通过规划方法的考虑范围、或利益相关者对方案分析的参与，或

方案分析采用的标准，高度重视可持续性或区域/流域尺度的因素。

评估指南：

方案评估是指已被政府、江河流域机构或者

其它外部机构执行的评估。然而，对于开发商而

言，任何可用方案缺少评估都是重大风险，该风

险可通过与国家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密切合作

加以防范。

规划方法的整体范围包括政策、体制、管理

和技术。

能源方案包括：能源效率措施（保护、政策、

传输和分配措施），增加发电效率（现有发电站的

改扩建），所有类型的能源，以及不开发方案。

水资源方案包括：一系列基础设施方案以及保

护、政策、分配机制、人口统计以及土地使用问题。

备选方案分析的准则或原则可能包括：在支

流而非干流选址；避开高价值生物多样性地区；

避免移民安置，提高现有水资源和能源基础设施

的效率等。

证据示例：方案评估，对现有方案评估的

分析。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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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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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国家及区域的政策与规划包括：发展、能

源、水资源（包括水资源综合管理）、生物多样

性、气候、自然保护、跨界问题、土地利用、城

市和区域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规划。由于水电同时

涉及能源和水资源问题，与之关联的政策和规划

文件繁多。在某些关键的水电问题上可能并无规

划框架，或存在的规划过时、质量低劣甚至与其

它政策和规划相矛盾。政策和规划可能在有关项

目的准备、审批、实施和运行管理方面不能提供

足够指导。潜在的水电站项目可能涉及跨界的司

法范围，此种情况下，不同系统的政策和计划将

会关联到一起。

社会和环境相关的政策和规划包括：消除贫

困、粮食安全、渔业维护、高价值地点保护（如

国家公园、世界遗产地、拉姆萨尔公约湿地、具

有文化意义的场所、公认的重要景观）等。

证据示例：国家和区域政策和规划、项目与

政策规划的符合性评估、流域规划和流域可持续

发展问题状况评估。

ES-3：政策与规划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水电项目规划、实施和运行有关的国家和/或区域的政策和规划背景，评估目的是

对与拟建水电项目的开发和运行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政策和规划的差距、不足和复杂性实施管理。

该主题非常重要，因为资源开发的整体规划质量可能影响水电开发项目的可持续性，此外，如果规

划不够完善，开发商则需采取相应的补偿措施（例如通过企业政策）。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与项目最相关的政策和规划进行了评价，包括流域的开发情况或者水资源的综合管

理规划。

·成果：该项目符合现有政策和规划，且任何差距或不足都在管理能力范围内。

高级预期：

除基本预期之外，评价应尝试实现以下预期：

·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项目符合政策和规划环境，且差距或不足都在管理能

力范围内；或

·采用广泛使用的方法对相关政策和规划进行了验证和分析，涵盖社会和环境方面；或

·对政策和规划背景的管理差距和不足，进行项目SWOT分析（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前
期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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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2: 方案评估
本主题对拟建水电项目的多个备选方案在满足能源和水资源需求以及前期项目选址和设计方案方面

的适宜性进行评估。这个阶段评估的目的是，确保该水电项目是满足能源和水需求的优先选择之一，并

且在较早的阶段就考虑项目的选址和设计方案。

该主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将水电方案和其它方案（例如其它资源类型和/或能源和水资源保护）进行

比较。采用一种可持续性的观点来确保方案的可行性和全面性，其方案范围涵盖经济、技术、环境和社

会因素。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某个拟建项目及其备选方案在满足被证实的能源和水资源需求方面进行了评价。这

些被证实的能源和水资源需求考虑了诸多规划方法、选址和设计方案。

·成果：该项目是满足能源和水资源服务需求的优选方案之一。

高级预期：

除了基本预期之外，评价应尝试实现以下预期：

·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该拟建项目是最优方案之一；或

·高质量的方案评估方法，例如，通过规划方法的考虑范围、或利益相关者对方案分析的参与，或

方案分析采用的标准，高度重视可持续性或区域/流域尺度的因素。

评估指南：

方案评估是指已被政府、江河流域机构或者

其它外部机构执行的评估。然而，对于开发商而

言，任何可用方案缺少评估都是重大风险，该风

险可通过与国家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密切合作

加以防范。

规划方法的整体范围包括政策、体制、管理

和技术。

能源方案包括：能源效率措施（保护、政策、

传输和分配措施），增加发电效率（现有发电站的

改扩建），所有类型的能源，以及不开发方案。

水资源方案包括：一系列基础设施方案以及保

护、政策、分配机制、人口统计以及土地使用问题。

备选方案分析的准则或原则可能包括：在支

流而非干流选址；避开高价值生物多样性地区；

避免移民安置，提高现有水资源和能源基础设施

的效率等。

证据示例：方案评估，对现有方案评估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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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国家及区域的政策与规划包括：发展、能

源、水资源（包括水资源综合管理）、生物多样

性、气候、自然保护、跨界问题、土地利用、城

市和区域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规划。由于水电同时

涉及能源和水资源问题，与之关联的政策和规划

文件繁多。在某些关键的水电问题上可能并无规

划框架，或存在的规划过时、质量低劣甚至与其

它政策和规划相矛盾。政策和规划可能在有关项

目的准备、审批、实施和运行管理方面不能提供

足够指导。潜在的水电站项目可能涉及跨界的司

法范围，此种情况下，不同系统的政策和计划将

会关联到一起。

社会和环境相关的政策和规划包括：消除贫

困、粮食安全、渔业维护、高价值地点保护（如

国家公园、世界遗产地、拉姆萨尔公约湿地、具

有文化意义的场所、公认的重要景观）等。

证据示例：国家和区域政策和规划、项目与

政策规划的符合性评估、流域规划和流域可持续

发展问题状况评估。

ES-3：政策与规划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水电项目规划、实施和运行有关的国家和/或区域的政策和规划背景，评估目的是

对与拟建水电项目的开发和运行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政策和规划的差距、不足和复杂性实施管理。

该主题非常重要，因为资源开发的整体规划质量可能影响水电开发项目的可持续性，此外，如果规

划不够完善，开发商则需采取相应的补偿措施（例如通过企业政策）。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与项目最相关的政策和规划进行了评价，包括流域的开发情况或者水资源的综合管

理规划。

·成果：该项目符合现有政策和规划，且任何差距或不足都在管理能力范围内。

高级预期：

除基本预期之外，评价应尝试实现以下预期：

·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项目符合政策和规划环境，且差距或不足都在管理能

力范围内；或

·采用广泛使用的方法对相关政策和规划进行了验证和分析，涵盖社会和环境方面；或

·对政策和规划背景的管理差距和不足，进行项目SWOT分析（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前
期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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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4：政治风险
本主题评估的是一个地区的政治风险，这些政治风险可能影响水电站项目的开发运营。评估目的是

认识和管理对拟建水电项目开发和管理存在影响的政治风险。

该评估主题很重要，因为政府可能单方面拒绝承担义务或阻止在其管辖权内的其它单位或个人承担

义务，这种风险可能影响到水电项目融资水平和借款期限，以及项目本身的长期可持续性。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和项目最相关的政治风险进行了评价，包括跨界问题。

·成果：项目能够管理已识别的政治风险。

高级预期：

除了基本预期，评价应尝试实现以下预期：

·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该项目可以管理广泛的政治风险；或

·项目有机会促进政治风险的降低或减轻；或

·对于项目管理政治风险方面，进行SWOT分析（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评估指南：

政治风险指由于政府政策变化、政府禁止商

品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

干涉、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

商、企业与政府所要面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

能力丧失风险。

跨界问题需要将项目上下游以及流域内的资

源共享问题纳入制度安排。

政治风险的降低或减缓能够通过能源部门改

革、稳健的财务管理、跨界契约、反腐败政策等

实现。

证据示例：政治风险分析、跨边界问题分

析、协议和制度分析；当局对政治风险和国家统

治稳定性的评估；国家治理审计；政治风险的应

对方案；与政府、跨界机构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

群体的代表会谈记录。

前
期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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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机构包括：行政部门、立法机构、政治党

派、反腐组织、司法部门、申诉处理机制（如监

察处）、特殊的行政部门/公共部门机构、执法

机构、自由资讯机构、媒体、地方政府、民间团

体、私营部门、国际机构（如一些机构提供反腐

败的同业互查）、审计/监督机构、公共采购制

度等。

机构能力，在水电项目的背景下，主要是指

既定国家机构框架下以可预测的、负责的、及时

的方式对水电项目规划、实施和运行进行管理的

能力。与水电相关的机构能力例子包括下列关键

过程及其严格应用。

这些关键过程暗含了数量和胜任能力都合适

的人力资源的可获得性。这些关键过程具体有：

项目特有的评估和批准过程、重要的利益相关

者参与、独立评审委员会的确立、许可证执行

情况的监视和跟踪调查、投诉处理、不同政府

部门要求的协调、决策过程的透明度等。

证据示例：机构能力分析；解决机构能力不

足的方案；与政府、关键机构、独立分析员和其

他关键利益相关者群体代表的会谈记录。

ES-5：机构能力
本主题用于评估在水电项目的开发和运行中发挥某一方面作用的机构的能力。该主题的目的是评估

与拟建水电项目相关的机构能力需求和现状，并且解决能力不足问题。

该主题很重要，因为通常情况下水资源和能源服务的开发，特别是水电项目的开发，要求各利益相

关者群体具有全面综合且平衡的能力，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开发商、金融机构、承包商、供应

商、劳动力、民间团体和受影响的群众。如果这些部门中的任何一方缺乏这样的技能，可以通过运用外

部可用资源进行弥补，最终目标是通过技能或技术转移来进行本地能力建设。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与水电项目最相关的机构能力进行了评价。

·成果：该项目能够应对机构能力的关键性不足、缺口和复杂状况。

高级预期：

除了基本预期，该评价应尝试实现：

·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该项目可以应对关键性不足、缺口和复杂状况；或

·采用严格且广泛使用的方法识别和评估机构的能力；或

·项目有机会促进机构能力的增强；或

·对项目应对机构能力的关键性不足、缺口和复杂状况方面，进行SWOT分析（分析优势、劣势、机

会和威胁）。

前
期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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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4：政治风险
本主题评估的是一个地区的政治风险，这些政治风险可能影响水电站项目的开发运营。评估目的是

认识和管理对拟建水电项目开发和管理存在影响的政治风险。

该评估主题很重要，因为政府可能单方面拒绝承担义务或阻止在其管辖权内的其它单位或个人承担

义务，这种风险可能影响到水电项目融资水平和借款期限，以及项目本身的长期可持续性。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和项目最相关的政治风险进行了评价，包括跨界问题。

·成果：项目能够管理已识别的政治风险。

高级预期：

除了基本预期，评价应尝试实现以下预期：

·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该项目可以管理广泛的政治风险；或

·项目有机会促进政治风险的降低或减轻；或

·对于项目管理政治风险方面，进行SWOT分析（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评估指南：

政治风险指由于政府政策变化、政府禁止商

品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

干涉、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

商、企业与政府所要面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

能力丧失风险。

跨界问题需要将项目上下游以及流域内的资

源共享问题纳入制度安排。

政治风险的降低或减缓能够通过能源部门改

革、稳健的财务管理、跨界契约、反腐败政策等

实现。

证据示例：政治风险分析、跨边界问题分

析、协议和制度分析；当局对政治风险和国家统

治稳定性的评估；国家治理审计；政治风险的应

对方案；与政府、跨界机构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

群体的代表会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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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机构包括：行政部门、立法机构、政治党

派、反腐组织、司法部门、申诉处理机制（如监

察处）、特殊的行政部门/公共部门机构、执法

机构、自由资讯机构、媒体、地方政府、民间团

体、私营部门、国际机构（如一些机构提供反腐

败的同业互查）、审计/监督机构、公共采购制

度等。

机构能力，在水电项目的背景下，主要是指

既定国家机构框架下以可预测的、负责的、及时

的方式对水电项目规划、实施和运行进行管理的

能力。与水电相关的机构能力例子包括下列关键

过程及其严格应用。

这些关键过程暗含了数量和胜任能力都合适

的人力资源的可获得性。这些关键过程具体有：

项目特有的评估和批准过程、重要的利益相关

者参与、独立评审委员会的确立、许可证执行

情况的监视和跟踪调查、投诉处理、不同政府

部门要求的协调、决策过程的透明度等。

证据示例：机构能力分析；解决机构能力不

足的方案；与政府、关键机构、独立分析员和其

他关键利益相关者群体代表的会谈记录。

ES-5：机构能力
本主题用于评估在水电项目的开发和运行中发挥某一方面作用的机构的能力。该主题的目的是评估

与拟建水电项目相关的机构能力需求和现状，并且解决能力不足问题。

该主题很重要，因为通常情况下水资源和能源服务的开发，特别是水电项目的开发，要求各利益相

关者群体具有全面综合且平衡的能力，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开发商、金融机构、承包商、供应

商、劳动力、民间团体和受影响的群众。如果这些部门中的任何一方缺乏这样的技能，可以通过运用外

部可用资源进行弥补，最终目标是通过技能或技术转移来进行本地能力建设。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与水电项目最相关的机构能力进行了评价。

·成果：该项目能够应对机构能力的关键性不足、缺口和复杂状况。

高级预期：

除了基本预期，该评价应尝试实现：

·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该项目可以应对关键性不足、缺口和复杂状况；或

·采用严格且广泛使用的方法识别和评估机构的能力；或

·项目有机会促进机构能力的增强；或

·对项目应对机构能力的关键性不足、缺口和复杂状况方面，进行SWOT分析（分析优势、劣势、机

会和威胁）。

前
期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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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6：技术问题和风险
本主题用于技术问题和风险的早期识别和分析，这些问题与风险可能会影响拟建水电项目前期准备

的投资决定。该主题的目的是在前期阶段评估技术问题和风险，并且基于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决定是否对

项目准备进行投资。

该主题很重要，因为如果缺乏前期分析，开发商对项目投入大量资金后可能会遇到技术问题和风

险，而且也可能很难再考虑其它替代的项目。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与项目最相关的技术问题和风险进行了评价。

·成果：该项目有应对技术问题和风险的可能。

高级预期：

除了基本预期，评价应尝试实现以下预期：

·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该项目完全可以应对技术风险；或

·对项目应对技术风险方面的能力进行了SWOT分析（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评估指南：

技术问题和风险可能涉及很多方面，例如：

水文资源的可用性和可靠性、抗震稳定性、其它

自然灾害、土工技术的稳定性、建筑材料可得

性、财产安全等。

证据示例:技术问题和风险的基本分析；

特殊领域分析；专家意见；与相关技术专家的

会谈记录。

前
期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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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社会问题及风险包括：潜在的土地和水资

源利用矛盾、项目影响社区组成结构、社会经

济状况和生计状况、需要实施移民安置的可能

性、劳工及其工作条件、社区安全、公共健

康、文化遗产、移民安置社区接受的可能性、

对需求和问题的沟通和协商、遗留问题、累积

影响、社会动乱等。

证据示例：对社会问题与风险和社会福利机

会的基本分析；特殊领域分析；专家意见；与政

府、非政府组织、潜在的项目影响社区、当地社

区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各方代表的会谈

记录。

ES-7：社会问题和风险
本主题用于社会问题和风险的早期识别和分析，这些问题与风险可能会影响拟建水电项目前期准备

的投资决定。该主题的目的是在前期阶段评估社会问题和风险，并且基于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决定是否对

项目准备进行投资。

该主题很重要，因为如果缺乏前期分析，开发商对项目投入大量资金后可能会遇到社会问题和风

险，而且也可能很难再考虑其它替代的项目。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与项目最相关的社会问题和风险进行了评估。

·成果：项目有应对负面社会影响并使其最小化的可能，并且能为项目影响的社区带来净效益。

高级预期：

除了基本预期，评价应尝试实现以下预期：

·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项目可以成功避免、最小化、减缓或是完全补偿负面

的社会影响；或

·考虑了机会因素，从而可能改善现存社会和环境问题；或

·将与遗留问题和累积影响相关的风险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或

·对项目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进行了SWOT分析（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前
期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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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6：技术问题和风险
本主题用于技术问题和风险的早期识别和分析，这些问题与风险可能会影响拟建水电项目前期准备

的投资决定。该主题的目的是在前期阶段评估技术问题和风险，并且基于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决定是否对

项目准备进行投资。

该主题很重要，因为如果缺乏前期分析，开发商对项目投入大量资金后可能会遇到技术问题和风

险，而且也可能很难再考虑其它替代的项目。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与项目最相关的技术问题和风险进行了评价。

·成果：该项目有应对技术问题和风险的可能。

高级预期：

除了基本预期，评价应尝试实现以下预期：

·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该项目完全可以应对技术风险；或

·对项目应对技术风险方面的能力进行了SWOT分析（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评估指南：

技术问题和风险可能涉及很多方面，例如：

水文资源的可用性和可靠性、抗震稳定性、其它

自然灾害、土工技术的稳定性、建筑材料可得

性、财产安全等。

证据示例:技术问题和风险的基本分析；

特殊领域分析；专家意见；与相关技术专家的

会谈记录。

前
期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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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社会问题及风险包括：潜在的土地和水资

源利用矛盾、项目影响社区组成结构、社会经

济状况和生计状况、需要实施移民安置的可能

性、劳工及其工作条件、社区安全、公共健

康、文化遗产、移民安置社区接受的可能性、

对需求和问题的沟通和协商、遗留问题、累积

影响、社会动乱等。

证据示例：对社会问题与风险和社会福利机

会的基本分析；特殊领域分析；专家意见；与政

府、非政府组织、潜在的项目影响社区、当地社

区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各方代表的会谈

记录。

ES-7：社会问题和风险
本主题用于社会问题和风险的早期识别和分析，这些问题与风险可能会影响拟建水电项目前期准备

的投资决定。该主题的目的是在前期阶段评估社会问题和风险，并且基于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决定是否对

项目准备进行投资。

该主题很重要，因为如果缺乏前期分析，开发商对项目投入大量资金后可能会遇到社会问题和风

险，而且也可能很难再考虑其它替代的项目。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与项目最相关的社会问题和风险进行了评估。

·成果：项目有应对负面社会影响并使其最小化的可能，并且能为项目影响的社区带来净效益。

高级预期：

除了基本预期，评价应尝试实现以下预期：

·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项目可以成功避免、最小化、减缓或是完全补偿负面

的社会影响；或

·考虑了机会因素，从而可能改善现存社会和环境问题；或

·将与遗留问题和累积影响相关的风险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或

·对项目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进行了SWOT分析（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前
期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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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8：环境问题和风险
本主题用于环境问题和风险的早期识别和分析，这些问题与风险可能会影响拟建水电项目前期准备

的投资决定。其目的是可以在前期阶段评估环境问题和风险，并且基于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决定是否对项

目准备进行投资。

该主题很重要，因为如果缺乏前期分析，开发商对项目投入大量资金后可能遇到环境问题和风险，

而且也可能很难再考虑其它替代的项目。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与项目最相关的环境问题和风险进行了评价。

·成果：项目有应对负面环境影响并使其最小化的可能。

高级预期：

除了基本的期望，评价应该尝试实现以下预期：

·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现该项目可以成功避免、最小化、减缓或是完全补偿不

利环境影响；或

·识别环境改善机会，并且某些改善有可能实现；或

·识别与遗留问题和累积影响有关的风险；或

·对项目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进行了SWOT分析（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评估指南：

环境问题和风险包括：生物多样性、水生

物种的迁移、濒危物种、重要湿地、关键栖息

地、杂草、有害物种、水库温室气体排放、泥

沙冲刷、淤积、水质、空气质量、遗留问题、

累积影响等。

证据示例：对环境问题与风险以及环境改善

机会的基本分析；战略环境评估；特殊领域分

析；专家意见；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地方组织

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各方代表的会谈记

录。

前
期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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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财务生存能力指从财务角度而言，一个实体

能够长期持续实现其运行目标并履行其使命的能

力。一些项目可能是多目标的，其中发电不是其

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水电部分的财务目标

可能是为了支持其它既定目标的实现（如：供水

和灌溉，等）。对部分项目而言，要在其所运行

的整个电力系统内衡量其财务贡献。例如：一些

抽水蓄能项目可能在亏损运行，但却能使其所在

系统中的其它发电站因提高效率而获得更大的利

润。

财务问题和风险包括：高昂的项目成本；无

法满足所需成本；收益流不确定性；货币兑换不

稳定性；项目融资困难；持续激励机制的使用权

限；区域定价；市场稳定性；市场准入；重大通

货膨胀或紧缩的可能性等。

ES-9：经济和财务方面的问题和风险
本主题用于经济和财务方面的问题和风险的早期识别和分析，这些问题和风险可能会影响对单一或

一系列水电项目前期准备的投资决定。其目的是可以在前期阶段评估经济和财务方面的问题和风险，认

识到项目能够带来经济净效益以及项目或系统具有财务可行性，并且基于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决定是否对

项目准备进行投资。

该主题很重要，因为如果缺乏前期分析，开发商对项目投入大量资金后可能会遇到经济和财务风

险，而且也可能很难再考虑其它替代的项目。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与项目最相关的财务问题、风险和机遇，以及可能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评价。

·成果：该项目或其所属企业实体有应对其财务问题、吸引投资并且在水电项目的影响范围内带来

经济净效益的可能。

高级预期：

除了基本预期，评价应该尝试实现以下预期：

·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项目或其所属企业实体能够处理各种情况下的财务问题、能够为环境和

社会减缓措施提供资金以能稳定地吸纳融资；或

·在全面考量潜在成本和效益(包括社会和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后，可得出较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

该项目能够带来的显著的可持续净效益；或

·对项目应对财务风险的能力进行了SWOT分析（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前
期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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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8：环境问题和风险
本主题用于环境问题和风险的早期识别和分析，这些问题与风险可能会影响拟建水电项目前期准备

的投资决定。其目的是可以在前期阶段评估环境问题和风险，并且基于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决定是否对项

目准备进行投资。

该主题很重要，因为如果缺乏前期分析，开发商对项目投入大量资金后可能遇到环境问题和风险，

而且也可能很难再考虑其它替代的项目。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与项目最相关的环境问题和风险进行了评价。

·成果：项目有应对负面环境影响并使其最小化的可能。

高级预期：

除了基本的期望，评价应该尝试实现以下预期：

·有客观证据支持的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现该项目可以成功避免、最小化、减缓或是完全补偿不

利环境影响；或

·识别环境改善机会，并且某些改善有可能实现；或

·识别与遗留问题和累积影响有关的风险；或

·对项目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进行了SWOT分析（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评估指南：

环境问题和风险包括：生物多样性、水生

物种的迁移、濒危物种、重要湿地、关键栖息

地、杂草、有害物种、水库温室气体排放、泥

沙冲刷、淤积、水质、空气质量、遗留问题、

累积影响等。

证据示例：对环境问题与风险以及环境改善

机会的基本分析；战略环境评估；特殊领域分

析；专家意见；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地方组织

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各方代表的会谈记

录。

前
期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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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财务生存能力指从财务角度而言，一个实体

能够长期持续实现其运行目标并履行其使命的能

力。一些项目可能是多目标的，其中发电不是其

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水电部分的财务目标

可能是为了支持其它既定目标的实现（如：供水

和灌溉，等）。对部分项目而言，要在其所运行

的整个电力系统内衡量其财务贡献。例如：一些

抽水蓄能项目可能在亏损运行，但却能使其所在

系统中的其它发电站因提高效率而获得更大的利

润。

财务问题和风险包括：高昂的项目成本；无

法满足所需成本；收益流不确定性；货币兑换不

稳定性；项目融资困难；持续激励机制的使用权

限；区域定价；市场稳定性；市场准入；重大通

货膨胀或紧缩的可能性等。

ES-9：经济和财务方面的问题和风险
本主题用于经济和财务方面的问题和风险的早期识别和分析，这些问题和风险可能会影响对单一或

一系列水电项目前期准备的投资决定。其目的是可以在前期阶段评估经济和财务方面的问题和风险，认

识到项目能够带来经济净效益以及项目或系统具有财务可行性，并且基于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决定是否对

项目准备进行投资。

该主题很重要，因为如果缺乏前期分析，开发商对项目投入大量资金后可能会遇到经济和财务风

险，而且也可能很难再考虑其它替代的项目。

基本预期：

·评价：已经对与项目最相关的财务问题、风险和机遇，以及可能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评价。

·成果：该项目或其所属企业实体有应对其财务问题、吸引投资并且在水电项目的影响范围内带来

经济净效益的可能。

高级预期：

除了基本预期，评价应该尝试实现以下预期：

·更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项目或其所属企业实体能够处理各种情况下的财务问题、能够为环境和

社会减缓措施提供资金以能稳定地吸纳融资；或

·在全面考量潜在成本和效益(包括社会和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后，可得出较高的可信度水平，表明

该项目能够带来的显著的可持续净效益；或

·对项目应对财务风险的能力进行了SWOT分析（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前
期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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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和风险包括：获得附加效益的机会

极少；前期成本效益分析没有显示项目具有净效

益；超额的社会和环境成本等。

一些财经信息具有高度商业敏感性，与该主

题相关的证据可能需要在保密协议下才能查阅。

社会和环境外部性是影响到人们生活质量或

破坏环境的活动的副产品，这些影响未被反映到

市场价格中（例如，污染）；与外部经济性相关

的成本或效益没有被纳入到标准成本核算体系之

中。

证据示例：财务问题和风险评估；前期成本

效益的分析；融资渠道的识别；经济和财务方面

的问题和风险评估；与政府、金融机构、开发银

行和关键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各方代表的会谈记

录。

前
期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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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期

阶
段

术语表

附加效益（Additional Benefits）：指项目为所在地区带

来的效益。

问责（Accountability）：个人、公司或机构对自身行动

负责、承担责任、并以透明方式公开结果的义务。

负有责任的（Accountable）：对某人或某项行动负责任

或义务的。

充足的（Adequate）：充分或足以满足要求或需要。 

协议（Agreement）：个人、群体或实体间就从事某项经营

或行动而达成的被记录下来的协定。它可被纳入谅解备忘录、会

议纪要、意向书、联合原则声明、合同、经营许可证等。

适当的（Appropriate）：对特定的人、条件、场合、地点

而言是合适的，匹配的，满足已识别的需要或要求的。

基线（Baseline）：一套为后续比较提供基准的测量值、

统计数据或条件。基线指项目发生之前的条件，早于项目启

动，对应项目发生后的变化并使其具可比性。对运行中的水电

项目而言，如果项目发生前的基线不存在，则视现状为基线。

承诺（Commitment）：对执行、交付或避免做某事而做

出的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或诺言。

社区群体（Community Groups)：居住在较大区域内、具

有共同特征或利益的一群人。界定这些群体有多种不同方法，

应采用对项目有意义的方法。例如，可界定包含如下群体：城

镇居民、农村居民、土著居民、少数民族、有共同职业或宗教

信仰的人、残疾人、老年人、文盲、女性、男性、儿童等。

合规性（Compliance）：遵守法律要求、政策和公开承

诺。

全面的（Comprehensive）：考虑和处理所有相关要素。

一致性（Conformance）：说明项目执行措施与最新计划

之间的一致程度。

同意书（Consent）：由社团领导人或受影响社团授权的

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和做法的基础上，

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的协议书。

腐败（Corruption）：缺乏诚信（尤其易于行贿受贿）；

利用职务收受不正当财物。

可信的（Credible）：可被信任的；有道理的；值得信赖

的；真实可靠的。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某个群体或团体创造的

有形物品或无形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从前代继承，保存于当

代，并将流传后代，造福子孙。

累积影响（Cumulative Impacts）：当项目与过去、现在

和未来可预见的其它活动进行叠加时对环境产生的增量影响。

在评价累积影响的效应时，应考虑到水资源、生态系统及受影

响社区容纳这些影响的承载力。应界定合理的评价范围。

欺骗（Deception）：被欺骗的事实或状态；被给定理由

使之相信非真实的信息；被误导。

开发商（Developer）：投资水电项目进行开发的主导实

体或实体联合体。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D i r e c t l y  A f f e c t e d 

Stakeholder）：拥有重要的权利、风险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可能处于项目影响区的内部（如，项目影响社区）或外部

（如，政府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代表或投资伙伴）。

披露（Disc l osu re）：让公众获知（参见“公开披

露”）。

经济迁移（Economic Displacement）：由于如下原因造

成的资产、资产获取渠道、收入来源、生计手段的丧失：（1） 

土地征用；（2）土地使用或使用权的变化；3）土地使用或自

然资源使用权（包括水资源、法定公园、保护区或限制进入区

如水库集水区的利用）受限；（4）环境变化导致的健康忧虑或

生计影响。上述丧失或限制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永久的

或暂时的，经济迁移均适用。

有效的（Effective）：产生或能够产生计划、预期或希望

的效果。

参与其中（Engaged）：互动，通常通过协商过程实现。

公正的（Equitable）：公平、公正或中立的。

证据（Evidence）：被审核者提供给评估员用来验证是

否满足某个标准或达到何种满足程度的证据。证据可以是定性

或定量信息、记录或事实陈述，口头或书面形式均可。证据应

是可获得的或可再现的；不受情感或偏见影响；是通过观察、

测量、文件、测试或其它方法获得的事实；实际存在；可再现

的；客观且可验证的。

专家（Expert）：经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

专业技能或知识的人。

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就某项活动对男性和女

性及性别关系的影响进行评价的过程。该过程可被用来确保：

开发活动不会使男性和女性的利益受损，增强活动的可持续性和

有效性，或者对性别敏感计划进行评价、能力建设和做出承诺。

管理机制（Governance）：通知、指导、管理和监测项目

活动以实现目标的过程和结构的结合。

申诉机制（Grievance Mechanisms）：利益相关者提出关

切问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踪和反

馈的项目程序。 

人权（Human Rights）：全人类都被赋予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包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并且被载

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宣言中。

水文资源（Hydrological Resource）：流入项目的水资

源。

影响（Impact）：某项行动或事件的后果或效果；判定某

一影响的消极或积极程度取决于背景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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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和风险包括：获得附加效益的机会

极少；前期成本效益分析没有显示项目具有净效

益；超额的社会和环境成本等。

一些财经信息具有高度商业敏感性，与该主

题相关的证据可能需要在保密协议下才能查阅。

社会和环境外部性是影响到人们生活质量或

破坏环境的活动的副产品，这些影响未被反映到

市场价格中（例如，污染）；与外部经济性相关

的成本或效益没有被纳入到标准成本核算体系之

中。

证据示例：财务问题和风险评估；前期成本

效益的分析；融资渠道的识别；经济和财务方面

的问题和风险评估；与政府、金融机构、开发银

行和关键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各方代表的会谈记

录。

前
期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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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附加效益（Additional Benefits）：指项目为所在地区带

来的效益。

问责（Accountability）：个人、公司或机构对自身行动

负责、承担责任、并以透明方式公开结果的义务。

负有责任的（Accountable）：对某人或某项行动负责任

或义务的。

充足的（Adequate）：充分或足以满足要求或需要。 

协议（Agreement）：个人、群体或实体间就从事某项经营

或行动而达成的被记录下来的协定。它可被纳入谅解备忘录、会

议纪要、意向书、联合原则声明、合同、经营许可证等。

适当的（Appropriate）：对特定的人、条件、场合、地点

而言是合适的，匹配的，满足已识别的需要或要求的。

基线（Baseline）：一套为后续比较提供基准的测量值、

统计数据或条件。基线指项目发生之前的条件，早于项目启

动，对应项目发生后的变化并使其具可比性。对运行中的水电

项目而言，如果项目发生前的基线不存在，则视现状为基线。

承诺（Commitment）：对执行、交付或避免做某事而做

出的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或诺言。

社区群体（Community Groups)：居住在较大区域内、具

有共同特征或利益的一群人。界定这些群体有多种不同方法，

应采用对项目有意义的方法。例如，可界定包含如下群体：城

镇居民、农村居民、土著居民、少数民族、有共同职业或宗教

信仰的人、残疾人、老年人、文盲、女性、男性、儿童等。

合规性（Compliance）：遵守法律要求、政策和公开承

诺。

全面的（Comprehensive）：考虑和处理所有相关要素。

一致性（Conformance）：说明项目执行措施与最新计划

之间的一致程度。

同意书（Consent）：由社团领导人或受影响社团授权的

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和做法的基础上，

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的协议书。

腐败（Corruption）：缺乏诚信（尤其易于行贿受贿）；

利用职务收受不正当财物。

可信的（Credible）：可被信任的；有道理的；值得信赖

的；真实可靠的。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某个群体或团体创造的

有形物品或无形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从前代继承，保存于当

代，并将流传后代，造福子孙。

累积影响（Cumulative Impacts）：当项目与过去、现在

和未来可预见的其它活动进行叠加时对环境产生的增量影响。

在评价累积影响的效应时，应考虑到水资源、生态系统及受影

响社区容纳这些影响的承载力。应界定合理的评价范围。

欺骗（Deception）：被欺骗的事实或状态；被给定理由

使之相信非真实的信息；被误导。

开发商（Developer）：投资水电项目进行开发的主导实

体或实体联合体。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D i r e c t l y  A f f e c t e d 

Stakeholder）：拥有重要的权利、风险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可能处于项目影响区的内部（如，项目影响社区）或外部

（如，政府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代表或投资伙伴）。

披露（Disc l osu re）：让公众获知（参见“公开披

露”）。

经济迁移（Economic Displacement）：由于如下原因造

成的资产、资产获取渠道、收入来源、生计手段的丧失：（1） 

土地征用；（2）土地使用或使用权的变化；3）土地使用或自

然资源使用权（包括水资源、法定公园、保护区或限制进入区

如水库集水区的利用）受限；（4）环境变化导致的健康忧虑或

生计影响。上述丧失或限制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永久的

或暂时的，经济迁移均适用。

有效的（Effective）：产生或能够产生计划、预期或希望

的效果。

参与其中（Engaged）：互动，通常通过协商过程实现。

公正的（Equitable）：公平、公正或中立的。

证据（Evidence）：被审核者提供给评估员用来验证是

否满足某个标准或达到何种满足程度的证据。证据可以是定性

或定量信息、记录或事实陈述，口头或书面形式均可。证据应

是可获得的或可再现的；不受情感或偏见影响；是通过观察、

测量、文件、测试或其它方法获得的事实；实际存在；可再现

的；客观且可验证的。

专家（Expert）：经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

专业技能或知识的人。

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就某项活动对男性和女

性及性别关系的影响进行评价的过程。该过程可被用来确保：

开发活动不会使男性和女性的利益受损，增强活动的可持续性和

有效性，或者对性别敏感计划进行评价、能力建设和做出承诺。

管理机制（Governance）：通知、指导、管理和监测项目

活动以实现目标的过程和结构的结合。

申诉机制（Grievance Mechanisms）：利益相关者提出关

切问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踪和反

馈的项目程序。 

人权（Human Rights）：全人类都被赋予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包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并且被载

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宣言中。

水文资源（Hydrological Resource）：流入项目的水资

源。

影响（Impact）：某项行动或事件的后果或效果；判定某

一影响的消极或积极程度取决于背景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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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期

阶
段

独立评审（Independent Review）：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

从项目利润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

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s）：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

化群体，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特征：自我认同为一个特定的本

地文化团体的成员，且这一身份被他人认可；在项目所在区域

范围内，集体隶属于地理上的特定栖息地或世代居住地以及栖

息地及居住地内的自然资源；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或文化而独

立的文化习惯、经济、社会或政治体系；拥有通常与国家或其

所在地官方语言不同的土著语言。

综合的（Integrated）：合并、散布、包含在某物中。

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推动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相关资源协调发展

与管理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公正的方式使经济与社会福利最

大化，但不损害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中介机构（Intermediaries）：为项目介绍工作人员的第三

方，这些工作人员在很长时间内执行与项目重要功能直接相关

的工作，或者在项目所在区域内就职。

入侵物种（Invasive Species）：某个地区非自然生长的

物种，其引入会危害或可能危害当地的经济、环境或人类健

康。

土地复原（Land Rehabilitation）：土地受项目实施的扰

乱或破坏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过程。

遗留问题（Legacy Issues）：以往项目未减缓或未以相

当的物品或服务予以补偿的影响，或者现有（现存）项目中长

期存在的问题，或者新项目所在地内存在的既有问题。

生计（Livelihood）：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

产（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

生活水平（Living Standards）：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

品的可获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平；衡

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入、储蓄、职业、

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

务、教育服务、交通等。

地方的（Local）：指一个国家疆域内的行政区划（如：

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有关的）。

长期（Long-Term）：水电项目的计划寿命。

维护（Maintenance）：指使某物保持正常状态所做的工

作；维持。

管理计划（Management Plan）：管理计划指管理某个

特定项目事项的参考工具，并为该事项确立“原因、内容、方

式、对象、数量和时间”。

管理体制（Management System）：用于保证组织完成其

目标所要求的所有任务的过程和程序框架。

最大化的（Max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

围内最大效果的。

最小化的（Min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围

内最小效果的。

减缓（Mitigation）：消极影响的缓和、减弱和/或减轻。

不合规性（Non-Compliance）：未满足法律、许可证、

合同或执照中规定的义务。

不一致性（Non-Conformance）：未能实现管理计划中的

目的与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公开或未公开的承诺，但并不具

有法律约束力，不承担违约法律责任。

非关键的（Non-Critical）：对于某事是否合适、充分和

/或有效而言不是必不可少的。

职业健康与安全（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指保护员工或雇员的安全、健康与福利，例如，预防工作场所

内可能由某些工作活动直接导致的疾病或伤害。

补偿（Offset）：针对项目开发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方面

的显著不利影响，设计行动予以补偿而取得的可度量的保护成

果，以及在采取了适当的避免、最小化与恢复措施之后的持续

维持。一般来说，以上不会发生在项目区内。

最优的（Optimal）：基于协商过程的成果，所有因素都

被考虑在内，最适合的。

优化过程（Optimisation Process）：从备选方案中选择

最适合方案的过程。

未解决的（Outstanding）：未安置或没有解决的。

计划（Plans）：针对某个已识别问题的管理措施，该问

题可能被或未被正式纳入业务管理计划中。计划可以包括拟定

安排的文件，比如，根据会议达成的下一步行动方案的协议。

计划也可以是开发商、业主或运营商、相关政府机构、或者那

些对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负有主要责任的其它机构的计划。同

样，计划也可以是负责实施的承包商的计划。

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指由于政府政策变化、政府

禁止商品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干涉、

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商、企业与政府所要面

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能力丧失风险。

可行的（Practicable）：能够在现有条件和环境下实现的。

过程（Process）：一系列行动、变化或功能导致的一个

结果。 

采购（Procurement）：为了使水电项目或运行设施直接受益或

投入使用，以合理的时间、地点、渠道、数量和质量，以及最适宜

的价格，获得产品和/或服务的行为，一般通过签订合同实现。

方案（Programme）：与水电开发方案有关，包含项目的

所有组成部分（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务和采购，

以及沟通等）。

项目影响区（Project-Affected Area）：集水区、水库

和项目选址下游、相关水坝，及任何相关设施建设（例如，公

路、输电线、采石场、施工营地、安置区等）的影响区域。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45

前
期

阶
段

项目影响社区（Project Affected Communities）：居住

在项目影响区内的各种居民形成的互相影响的人群，他们受到

来自水电项目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项目集水区（Project Catchment）：其径流流入项目水

库的那部分流域，径流最终流经电站水轮机，或经大坝泄流进

入下游河流。

项目组成部分（Project Components）：整个水电开发方

案的组成部分，包括设计、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

务、沟通以及采购。

项目土地（Project Lands）：项目所拥有、使用和/或影

响的土地。

保护（Protection）：保持安全，免受损害、腐烂、丢

失、破坏或毁坏。

公开披露（Publicly Disclosed）：告知公众已经做出或

完成相关协议、承诺、评价、管理计划或重要报告，自愿（例

如，网站发布）或应要求及时让公众获知。

修复（Refurbishment）：复原至其原来的良好状态。

区域的（Regional）：指在国际背景下的超国家实体。本

《规范》用“地方（local）”这个名称指代一个国家疆域内的

行政区划（如：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相关的）。

相关的（Relevant）：与某个评估主题直接相关的、有联

系的、适用的、通用的或有关的。在本《规范》中，根据项目

自身的考虑因素与分析确定相关性。项目代表提出是否相关并

提供证据支持，如管理机构的支持；评估员则审核证据以确认

其相关性。  

水库（Reservoir）：任何一个用作存蓄或调控水量的人造

的池塘或湖泊。

库区（Reservoir Area）：指水库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

的淹没地区，以及该水位线以上的陆地缓冲带。

移民安置（Resettlement）：受项目影响，迁移人群无法

在原居住地居住，而搬至另一个地方居住的过程。

移民（Resettlees）：指那些被要求重新定居的人群，既

包括拥有正式的法定权利、习俗或传统权利的人群，也包括那

些没有土地权利的人群。

流域（River Basin）：某一河流及其全部支流的汇流地

区。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Resettlement Action Plan）：指

为识别解决移民安置问题的行动而专门编汇的一份文件或一系

列文件。该文件主要包括：识别重新安置人群；移民的社会、

经济基线；即将实施的移民安置措施，包括辅助安置和生计扶

持；立法和补偿框架；组织角色和责任；预算分配和财务管

理；时间表、目的和目标；申诉处理机制；监测、报告和评审

的提供；围绕协商、参与和信息交换达成共识。

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研究项目表现如何

随着项目的关键基础假设的改变而变化。

短期（Short-Term）：日常运营。

重大的（Significant）：在影响或结果上重要，或相对较

大的。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水电项目和关联活动关乎

其利益、使其牵涉其中或受其影响的人。

利益相关者群体（Stakeholder Group）：拥有共同特征

或利益的一群利益相关者。

战略符合性（Strategic Fit）：通过方案评估和其它相关

的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多国家政策与计划，提出优先事项与

目标，进而识别出的项目与地方、国家、区域的需求之间的协

调性。

合适的（Suitable）：对预期的目的、条件或场合而言，

是适宜的。

及时的（Timely）：发生在合适的或恰当的时间。

跨界协议（Transboundary Agreements）：沿岸国家之

间签订的关于参与方如何利用共享水资源的协议，以及如何保

持这些协议的过程。

透明的/透明度（Transparent / Transparency）：向公

众公开以接受监督，公众可获知，和/或应要求可供公众查阅

或向公众披露。

升级（Upgrade）：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等级或标准。

社会弱势群体（Vulnerable Social Groups）：被边缘化

或贫困化，且承受变化的能力和手段非常有限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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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审（Independent Review）：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

从项目利润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

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s）：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

化群体，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特征：自我认同为一个特定的本

地文化团体的成员，且这一身份被他人认可；在项目所在区域

范围内，集体隶属于地理上的特定栖息地或世代居住地以及栖

息地及居住地内的自然资源；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或文化而独

立的文化习惯、经济、社会或政治体系；拥有通常与国家或其

所在地官方语言不同的土著语言。

综合的（Integrated）：合并、散布、包含在某物中。

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推动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相关资源协调发展

与管理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公正的方式使经济与社会福利最

大化，但不损害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中介机构（Intermediaries）：为项目介绍工作人员的第三

方，这些工作人员在很长时间内执行与项目重要功能直接相关

的工作，或者在项目所在区域内就职。

入侵物种（Invasive Species）：某个地区非自然生长的

物种，其引入会危害或可能危害当地的经济、环境或人类健

康。

土地复原（Land Rehabilitation）：土地受项目实施的扰

乱或破坏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过程。

遗留问题（Legacy Issues）：以往项目未减缓或未以相

当的物品或服务予以补偿的影响，或者现有（现存）项目中长

期存在的问题，或者新项目所在地内存在的既有问题。

生计（Livelihood）：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

产（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

生活水平（Living Standards）：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

品的可获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平；衡

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入、储蓄、职业、

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

务、教育服务、交通等。

地方的（Local）：指一个国家疆域内的行政区划（如：

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有关的）。

长期（Long-Term）：水电项目的计划寿命。

维护（Maintenance）：指使某物保持正常状态所做的工

作；维持。

管理计划（Management Plan）：管理计划指管理某个

特定项目事项的参考工具，并为该事项确立“原因、内容、方

式、对象、数量和时间”。

管理体制（Management System）：用于保证组织完成其

目标所要求的所有任务的过程和程序框架。

最大化的（Max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

围内最大效果的。

最小化的（Min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围

内最小效果的。

减缓（Mitigation）：消极影响的缓和、减弱和/或减轻。

不合规性（Non-Compliance）：未满足法律、许可证、

合同或执照中规定的义务。

不一致性（Non-Conformance）：未能实现管理计划中的

目的与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公开或未公开的承诺，但并不具

有法律约束力，不承担违约法律责任。

非关键的（Non-Critical）：对于某事是否合适、充分和

/或有效而言不是必不可少的。

职业健康与安全（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指保护员工或雇员的安全、健康与福利，例如，预防工作场所

内可能由某些工作活动直接导致的疾病或伤害。

补偿（Offset）：针对项目开发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方面

的显著不利影响，设计行动予以补偿而取得的可度量的保护成

果，以及在采取了适当的避免、最小化与恢复措施之后的持续

维持。一般来说，以上不会发生在项目区内。

最优的（Optimal）：基于协商过程的成果，所有因素都

被考虑在内，最适合的。

优化过程（Optimisation Process）：从备选方案中选择

最适合方案的过程。

未解决的（Outstanding）：未安置或没有解决的。

计划（Plans）：针对某个已识别问题的管理措施，该问

题可能被或未被正式纳入业务管理计划中。计划可以包括拟定

安排的文件，比如，根据会议达成的下一步行动方案的协议。

计划也可以是开发商、业主或运营商、相关政府机构、或者那

些对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负有主要责任的其它机构的计划。同

样，计划也可以是负责实施的承包商的计划。

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指由于政府政策变化、政府

禁止商品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干涉、

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商、企业与政府所要面

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能力丧失风险。

可行的（Practicable）：能够在现有条件和环境下实现的。

过程（Process）：一系列行动、变化或功能导致的一个

结果。 

采购（Procurement）：为了使水电项目或运行设施直接受益或

投入使用，以合理的时间、地点、渠道、数量和质量，以及最适宜

的价格，获得产品和/或服务的行为，一般通过签订合同实现。

方案（Programme）：与水电开发方案有关，包含项目的

所有组成部分（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务和采购，

以及沟通等）。

项目影响区（Project-Affected Area）：集水区、水库

和项目选址下游、相关水坝，及任何相关设施建设（例如，公

路、输电线、采石场、施工营地、安置区等）的影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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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社区（Project Affected Communities）：居住

在项目影响区内的各种居民形成的互相影响的人群，他们受到

来自水电项目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项目集水区（Project Catchment）：其径流流入项目水

库的那部分流域，径流最终流经电站水轮机，或经大坝泄流进

入下游河流。

项目组成部分（Project Components）：整个水电开发方

案的组成部分，包括设计、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

务、沟通以及采购。

项目土地（Project Lands）：项目所拥有、使用和/或影

响的土地。

保护（Protection）：保持安全，免受损害、腐烂、丢

失、破坏或毁坏。

公开披露（Publicly Disclosed）：告知公众已经做出或

完成相关协议、承诺、评价、管理计划或重要报告，自愿（例

如，网站发布）或应要求及时让公众获知。

修复（Refurbishment）：复原至其原来的良好状态。

区域的（Regional）：指在国际背景下的超国家实体。本

《规范》用“地方（local）”这个名称指代一个国家疆域内的

行政区划（如：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相关的）。

相关的（Relevant）：与某个评估主题直接相关的、有联

系的、适用的、通用的或有关的。在本《规范》中，根据项目

自身的考虑因素与分析确定相关性。项目代表提出是否相关并

提供证据支持，如管理机构的支持；评估员则审核证据以确认

其相关性。  

水库（Reservoir）：任何一个用作存蓄或调控水量的人造

的池塘或湖泊。

库区（Reservoir Area）：指水库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

的淹没地区，以及该水位线以上的陆地缓冲带。

移民安置（Resettlement）：受项目影响，迁移人群无法

在原居住地居住，而搬至另一个地方居住的过程。

移民（Resettlees）：指那些被要求重新定居的人群，既

包括拥有正式的法定权利、习俗或传统权利的人群，也包括那

些没有土地权利的人群。

流域（River Basin）：某一河流及其全部支流的汇流地

区。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Resettlement Action Plan）：指

为识别解决移民安置问题的行动而专门编汇的一份文件或一系

列文件。该文件主要包括：识别重新安置人群；移民的社会、

经济基线；即将实施的移民安置措施，包括辅助安置和生计扶

持；立法和补偿框架；组织角色和责任；预算分配和财务管

理；时间表、目的和目标；申诉处理机制；监测、报告和评审

的提供；围绕协商、参与和信息交换达成共识。

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研究项目表现如何

随着项目的关键基础假设的改变而变化。

短期（Short-Term）：日常运营。

重大的（Significant）：在影响或结果上重要，或相对较

大的。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水电项目和关联活动关乎

其利益、使其牵涉其中或受其影响的人。

利益相关者群体（Stakeholder Group）：拥有共同特征

或利益的一群利益相关者。

战略符合性（Strategic Fit）：通过方案评估和其它相关

的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多国家政策与计划，提出优先事项与

目标，进而识别出的项目与地方、国家、区域的需求之间的协

调性。

合适的（Suitable）：对预期的目的、条件或场合而言，

是适宜的。

及时的（Timely）：发生在合适的或恰当的时间。

跨界协议（Transboundary Agreements）：沿岸国家之

间签订的关于参与方如何利用共享水资源的协议，以及如何保

持这些协议的过程。

透明的/透明度（Transparent / Transparency）：向公

众公开以接受监督，公众可获知，和/或应要求可供公众查阅

或向公众披露。

升级（Upgrade）：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等级或标准。

社会弱势群体（Vulnerable Social Groups）：被边缘化

或贫困化，且承受变化的能力和手段非常有限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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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是水电项目及其运行的可持续性评估框架。它概述了关

于水电项目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考虑因素，并可为评估项目生成一份可持续性分析报告。《规范》的四个评估

工具——《前期阶段》、《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被设计为相互独立的工具，适用于

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采用某一评估工具进行评估，并不需要其前面阶段已开展评估。这些工具被设计适

用于项目生命周期的重要决策点（如图1所示），当其被反复应用以指导措施持续改进时最为有效。图1阐明了

评估工具与相关决策点。

背  景

前期阶段 项目准备 项目实施 项目运行项目生命周期不同

阶段的评估工具：

项目开发的重要

决策点：

开始水电

项目准备

工作

签订施工

合同

项目投产

图1  《规范》评估工具及重要决策点

《项目准备》评估工具概述
本文件对《项目准备》评估工具进行了介绍，并假设用户已经了解《规范》背景文件中所描述的总

体步骤和使用方法。《项目准备》评估工具用来评估处于准备阶段的某一水电项目，此时，对项目全方

位的考察、规划和设计已经展开。紧随项目准备阶段之后，是决策过程的一个关键决策点，即签订施工

合同。在该决策点进行及时的评估可以得知项目准备阶段的所有要求是否都已经得到满足，管理规划是

否到位，做出的承诺是否适当且具有约束力。《项目准备》评估工具可在做出项目实施决策前使用，并

为其提供信息支持。在该决策点之后，施工活动开始执行，且环境管理与社会管理规划的相关要素一并

开始实施。

《项目准备》评估主题相关性指南
并非《项目准备》评估工具中的所有主题都与所评估的水电项目相关，主题的相关性必须依具体项

目而定。对于不相关的主题，项目代表需要提供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评估员需要对这些证据进行审核，

并得出结论，记录引用的证据、证据的效力、以及得出结论的基础。

根据可靠证据可将某些主题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的示例如下：

·在项目影响的区域内没有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主题被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

·在项目影响的区域内没有土著居民→“土著居民”主题被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

·项目不需要移民安置→“移民安置”主题被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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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沟通与协商
本主题用于评估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和参与情况，既包括公司内部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也包括公司和外

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例如受影响的社区、政府、主要机构、合作伙伴、承包商、流域居民

等）。评估目的是识别利益相关者并促使利益相关者参与到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中，沟通和协商过

程可以为利益相关者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保持良好的关系奠定基础。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中的大多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运用利益相关者分析图来识别和分析利益相关者，确定直接受项目影响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其沟

通需求和优先权，不存在显著差距。

管理：在早期阶段已经制定了包括适当的申诉机制在内的沟通与协商计划和过程；这些计划和过程适

用于项目的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概述了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及评估主题进行沟通与协商的需求

和方法。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项目准备阶段与直接受项目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就其关切和与其相关的主题进行适时地

双向沟通与协商。沟通过程遵循诚信原则；同时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与沟通和协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且没有出现重大不合规或不一

致，与沟通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都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

存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利益相关者分析图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和评估主题在沟通与协商方面的需求和方法，

沟通与协商的计划和过程体现了高度敏感性；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广泛而深入的；协商过程

遵循诚信原则；并且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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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是水电项目及其运行的可持续性评估框架。它概述了关

于水电项目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考虑因素，并可为评估项目生成一份可持续性分析报告。《规范》的四个评估

工具——《前期阶段》、《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被设计为相互独立的工具，适用于

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采用某一评估工具进行评估，并不需要其前面阶段已开展评估。这些工具被设计适

用于项目生命周期的重要决策点（如图1所示），当其被反复应用以指导措施持续改进时最为有效。图1阐明了

评估工具与相关决策点。

背  景

前期阶段 项目准备 项目实施 项目运行项目生命周期不同

阶段的评估工具：

项目开发的重要

决策点：

开始水电

项目准备

工作

签订施工

合同

项目投产

图1  《规范》评估工具及重要决策点

《项目准备》评估工具概述
本文件对《项目准备》评估工具进行了介绍，并假设用户已经了解《规范》背景文件中所描述的总

体步骤和使用方法。《项目准备》评估工具用来评估处于准备阶段的某一水电项目，此时，对项目全方

位的考察、规划和设计已经展开。紧随项目准备阶段之后，是决策过程的一个关键决策点，即签订施工

合同。在该决策点进行及时的评估可以得知项目准备阶段的所有要求是否都已经得到满足，管理规划是

否到位，做出的承诺是否适当且具有约束力。《项目准备》评估工具可在做出项目实施决策前使用，并

为其提供信息支持。在该决策点之后，施工活动开始执行，且环境管理与社会管理规划的相关要素一并

开始实施。

《项目准备》评估主题相关性指南
并非《项目准备》评估工具中的所有主题都与所评估的水电项目相关，主题的相关性必须依具体项

目而定。对于不相关的主题，项目代表需要提供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评估员需要对这些证据进行审核，

并得出结论，记录引用的证据、证据的效力、以及得出结论的基础。

根据可靠证据可将某些主题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的示例如下：

·在项目影响的区域内没有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主题被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

·在项目影响的区域内没有土著居民→“土著居民”主题被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

·项目不需要移民安置→“移民安置”主题被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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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沟通与协商
本主题用于评估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和参与情况，既包括公司内部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也包括公司和外

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例如受影响的社区、政府、主要机构、合作伙伴、承包商、流域居民

等）。评估目的是识别利益相关者并促使利益相关者参与到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中，沟通和协商过

程可以为利益相关者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保持良好的关系奠定基础。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中的大多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运用利益相关者分析图来识别和分析利益相关者，确定直接受项目影响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其沟

通需求和优先权，不存在显著差距。

管理：在早期阶段已经制定了包括适当的申诉机制在内的沟通与协商计划和过程；这些计划和过程适

用于项目的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概述了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及评估主题进行沟通与协商的需求

和方法。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项目准备阶段与直接受项目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就其关切和与其相关的主题进行适时地

双向沟通与协商。沟通过程遵循诚信原则；同时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与沟通和协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且没有出现重大不合规或不一

致，与沟通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都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

存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利益相关者分析图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和评估主题在沟通与协商方面的需求和方法，

沟通与协商的计划和过程体现了高度敏感性；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广泛而深入的；协商过程

遵循诚信原则；并且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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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利益相关者指水电项目及相关活动关于其利

益，使之牵涉其中或受其影响的人。

利益相关者分析图指依据相关标准对利益相

关者进行识别和分类，例如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权

利（如：土地权利）、风险和责任进行相关分

析。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拥有重要的权

利、风险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可能处于

项目影响区的内部（如，项目影响社区）或外部

（如，政府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代表或投资伙

伴）。

申诉机制是指利益相关者能够提出关切问

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

踪和反馈的项目程序。

利益相关者群体需求与方法可能涉及文化规

范、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弱势群体、残疾

人、后勤条件限制等内容。

诚信参与指秉持使双方达成满意共识的目

标，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参与。

利益相关者分析图纳入的广泛考虑因素可能

包括：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地理或组成范围，利益

相关者群体间的相互关系，对项目的不利影响和

风险的耐受度，以及对权利、风险和责任方面的

考虑等。

对新出现的风险与机会的预测过程如项目代

表参加流域管理委员会。

诚信协商是指1）自愿参与到过程中；2）为

协商提供必要信息；3）重要区域的探讨；4）相

互认可的协商程序；5）自愿调整立场；6）为

双方决策提供充足时间：7）就已提议的补偿框

架、减缓措施和开发干预等方面达成一致。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沟通人员；项目负责

人；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社区代表。

证据示例：项目利益相关者分析图文件；

项目沟通和/或协商计划；沟通规范；申述机

制。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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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管理机制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企业内部与外部的管理机制。评估目的是确定开发商拥有健全的经营结构、政

策与实践；能够处理透明度、诚信及责任方面的问题；能够处理外部管理的相关问题（例如：机构能力

不足、包括跨界问题在内的政治风险、公共部门腐败风险）；能够确保合规性。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中的大多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整个项目开发周期内的政治和公共部门管理问题以及企业管理需求和问题进行评价，不存在

显著差距。

管理：对企业、政治和公共管理方面面临的风险，合规性，社会和环境责任，申诉机制，商业道德操守以

及透明性的管理过程适当；就政策和程序进行了适当的内外部沟通；运用了独立评审机制处理涉及项目能

力不足、高度敏感性问题或亟需加强可信度等影响企业可持续性的问题。

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同直接受项目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交流以便了解关乎他们利益的问题；企业

公开重要的项目报告以及项目在某些可持续领域的表现。

成果：不存在重大的、尚未解决的企业内外部管理机制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项目没有重大的不合规情况发生。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都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

存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在评价政治和公共部门管理问题以及企业管理需求和问题方面，不存在

明显需要完善之处。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承包商具有符合开发商要求或与开发商要求保持一致的政策；能够对新

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企业公开了重要的项目报告以及利益相关者高度关注的可持

续领域的项目表现。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不存在尚未解决的公司内外部管理机制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项目没有不合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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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利益相关者指水电项目及相关活动关于其利

益，使之牵涉其中或受其影响的人。

利益相关者分析图指依据相关标准对利益相

关者进行识别和分类，例如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权

利（如：土地权利）、风险和责任进行相关分

析。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拥有重要的权

利、风险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可能处于

项目影响区的内部（如，项目影响社区）或外部

（如，政府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代表或投资伙

伴）。

申诉机制是指利益相关者能够提出关切问

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

踪和反馈的项目程序。

利益相关者群体需求与方法可能涉及文化规

范、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弱势群体、残疾

人、后勤条件限制等内容。

诚信参与指秉持使双方达成满意共识的目

标，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参与。

利益相关者分析图纳入的广泛考虑因素可能

包括：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地理或组成范围，利益

相关者群体间的相互关系，对项目的不利影响和

风险的耐受度，以及对权利、风险和责任方面的

考虑等。

对新出现的风险与机会的预测过程如项目代

表参加流域管理委员会。

诚信协商是指1）自愿参与到过程中；2）为

协商提供必要信息；3）重要区域的探讨；4）相

互认可的协商程序；5）自愿调整立场；6）为

双方决策提供充足时间：7）就已提议的补偿框

架、减缓措施和开发干预等方面达成一致。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沟通人员；项目负责

人；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社区代表。

证据示例：项目利益相关者分析图文件；

项目沟通和/或协商计划；沟通规范；申述机

制。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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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管理机制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企业内部与外部的管理机制。评估目的是确定开发商拥有健全的经营结构、政

策与实践；能够处理透明度、诚信及责任方面的问题；能够处理外部管理的相关问题（例如：机构能力

不足、包括跨界问题在内的政治风险、公共部门腐败风险）；能够确保合规性。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中的大多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整个项目开发周期内的政治和公共部门管理问题以及企业管理需求和问题进行评价，不存在

显著差距。

管理：对企业、政治和公共管理方面面临的风险，合规性，社会和环境责任，申诉机制，商业道德操守以

及透明性的管理过程适当；就政策和程序进行了适当的内外部沟通；运用了独立评审机制处理涉及项目能

力不足、高度敏感性问题或亟需加强可信度等影响企业可持续性的问题。

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同直接受项目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交流以便了解关乎他们利益的问题；企业

公开重要的项目报告以及项目在某些可持续领域的表现。

成果：不存在重大的、尚未解决的企业内外部管理机制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项目没有重大的不合规情况发生。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都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

存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在评价政治和公共部门管理问题以及企业管理需求和问题方面，不存在

明显需要完善之处。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承包商具有符合开发商要求或与开发商要求保持一致的政策；能够对新

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企业公开了重要的项目报告以及利益相关者高度关注的可持

续领域的项目表现。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不存在尚未解决的公司内外部管理机制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项目没有不合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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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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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管理机制泛指通知、指导、管理和监测项目

活动以实现项目目标的过程和结构的结合。

企业管理机制广义上指运营、管理、控制企

业所依据的规则、程序或法律。

企业管理要求包括企业管理、政策和过程、

风险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商业道德操守、责任

承担程度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合规性等。

企业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包括在关键的外部

制度结构、政策和程序方面的能力缺失；公共部

门腐败风险；政治风险；内部腐败风险；合规

性；项目风险管理等。

外部管理因素包括与项目有关的法律、司

法、制度结构、程序和政策。例如，行政部门、

立法机构、政治党派、反腐组织、司法部门、申

诉处理机制（如监察处）、特殊的行政部门/公

共部门机构、执法机构、自由资讯机构、媒体、

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国际机构（如

一些机构提供反腐败的同业互查支持）、审计监

督机构、公共采购制度等。

政治风险指由政府政策变化、政府禁止商品

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干

涉、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商、

企业及政府所面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能力丧

失风险。

跨界问题需要将项目上下游以及流域内的资

源共享问题纳入制度安排。

腐败风险可能指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不当，或

者公共部门对违反许可证或执照规定的情况不作

为。在项目准备阶段的公共部门腐败风险包括：

考虑有限方案、简化评估/准备要求或非透明性

审批；而在项目实施和运行阶段的公共部门腐败

风险包括无视及违反许可证规定。

确保商业道德操守的程序包括：商业“伦

理规范”、雇员“行为准则”、商业“诚信公

约”、反受贿或反腐败政策、报告与调查程序

（例如透明国际的《商业反贿赂守则》），举报

协议等。

合规性指遵守所有相关法律、政策、许可、

协议、行为守则和公开发表的承诺。

独立评审指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从项目利润

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专家是指经

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专业技能或

知识的人。独立评审具有多种形式，既可以签约

一个专家顾问针对某个特定评估、计划或报告提

供书面的评审报告，也可以形成一个专家小组，

专家小组掌握适用于项目的不同领域的专业知

识。他们为评审范围内的已识别问题提供定期评

估和书面报告。在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中的特殊

敏感领域将被识别。由水电项目开发而导致的移

民安置通常是其中的一个领域，可能要求对移民

安置行动方案进行独立评审。

潜在的采访对象：董事会成员；项目负责

人；关于公司管理机制、合规性、内部审计和商

业风险方面的企业负责人；公共部门管理机制方

面的专家；其它相关第三方团体，例如，反腐败

民间社团组织。

证据示例：公司内部网站和外部网站上关于

公司愿景、价值观、政策、结构、规程及年度报

告方面的介绍；公共部门管理机制问题评估；内

部审计报告；项目合规性计划；向董事会做出的

关于遵守商业道德操守方面的报告；违反商业道

德的投诉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公共部门管理

机制问题的相关记录，例如透明国际的国家廉政

体系（NIS）和腐败印象指数（CPI）的报告。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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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需求论证及战略符合性
本主题评估项目在满足已证实的水资源和能源服务需求方面的贡献，这些需求可以依据被广泛认可

的地方性、国家性、区域性发展目标，以及国家和区域的相关政策和规划加以识别。评估目的是该项目

在战略上符合发展目标和相关的政策和规划，并且该项目是满足已识别的水资源和能源服务需求的优先

方案。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中的大多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水资源和能源服务需求、满足水资源和能源需求的各种方案以及与这些需求相关的国家和区

域政策进行了评价，不存在显著差距。

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开披露项目的战略符合性评估结果。

成果：可以证明项目对水资源和能源服务需求、相关的政策和规划的战略符合性。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都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

存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是建立在与政府规划人员、政策制定者和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充

分交流基础上的；评价重点强调了社会和环境方面的相关需求、政策和规划，包括流域可持续发展和水资

源综合管理方面的需求。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基础上没有附加要求）。

结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该项目是满足已证实需求的优选方案之一。

1

2

3

4

5

评估指南：

水资源和能源供应的需求指那些以被广泛认

可的地方、国家和区域发展目标、政策和规划为

依据识别出的需求。如果某个能源密集型用电单

位（例如，一个炼铝厂）被包含在受到广泛认可

的发展目标、政策和计划内，那么满足该用电单

位能源需求的水电开发项目就可以被认为是被证

实的需求。

水服务的例子包括：发电、渔业、滩区农

业、粮食供应、蓄水能力、饮用水供应、卫生

用水、商业和工业用水、灌溉供水、防洪管理、

航运、娱乐供水、沿岸居民的家庭用水、旅游机

会、跨界合作媒介、生态系统服务（滩区的维

护、迁徙物种的连通性、河流附近湿地的维护、

养分和泥沙的平衡、三角洲沉积物补给、河口冲

刷、产卵场的通道及维护）等。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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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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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管理机制泛指通知、指导、管理和监测项目

活动以实现项目目标的过程和结构的结合。

企业管理机制广义上指运营、管理、控制企

业所依据的规则、程序或法律。

企业管理要求包括企业管理、政策和过程、

风险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商业道德操守、责任

承担程度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合规性等。

企业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包括在关键的外部

制度结构、政策和程序方面的能力缺失；公共部

门腐败风险；政治风险；内部腐败风险；合规

性；项目风险管理等。

外部管理因素包括与项目有关的法律、司

法、制度结构、程序和政策。例如，行政部门、

立法机构、政治党派、反腐组织、司法部门、申

诉处理机制（如监察处）、特殊的行政部门/公

共部门机构、执法机构、自由资讯机构、媒体、

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国际机构（如

一些机构提供反腐败的同业互查支持）、审计监

督机构、公共采购制度等。

政治风险指由政府政策变化、政府禁止商品

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干

涉、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商、

企业及政府所面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能力丧

失风险。

跨界问题需要将项目上下游以及流域内的资

源共享问题纳入制度安排。

腐败风险可能指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不当，或

者公共部门对违反许可证或执照规定的情况不作

为。在项目准备阶段的公共部门腐败风险包括：

考虑有限方案、简化评估/准备要求或非透明性

审批；而在项目实施和运行阶段的公共部门腐败

风险包括无视及违反许可证规定。

确保商业道德操守的程序包括：商业“伦

理规范”、雇员“行为准则”、商业“诚信公

约”、反受贿或反腐败政策、报告与调查程序

（例如透明国际的《商业反贿赂守则》），举报

协议等。

合规性指遵守所有相关法律、政策、许可、

协议、行为守则和公开发表的承诺。

独立评审指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从项目利润

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专家是指经

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专业技能或

知识的人。独立评审具有多种形式，既可以签约

一个专家顾问针对某个特定评估、计划或报告提

供书面的评审报告，也可以形成一个专家小组，

专家小组掌握适用于项目的不同领域的专业知

识。他们为评审范围内的已识别问题提供定期评

估和书面报告。在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中的特殊

敏感领域将被识别。由水电项目开发而导致的移

民安置通常是其中的一个领域，可能要求对移民

安置行动方案进行独立评审。

潜在的采访对象：董事会成员；项目负责

人；关于公司管理机制、合规性、内部审计和商

业风险方面的企业负责人；公共部门管理机制方

面的专家；其它相关第三方团体，例如，反腐败

民间社团组织。

证据示例：公司内部网站和外部网站上关于

公司愿景、价值观、政策、结构、规程及年度报

告方面的介绍；公共部门管理机制问题评估；内

部审计报告；项目合规性计划；向董事会做出的

关于遵守商业道德操守方面的报告；违反商业道

德的投诉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公共部门管理

机制问题的相关记录，例如透明国际的国家廉政

体系（NIS）和腐败印象指数（CPI）的报告。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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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需求论证及战略符合性
本主题评估项目在满足已证实的水资源和能源服务需求方面的贡献，这些需求可以依据被广泛认可

的地方性、国家性、区域性发展目标，以及国家和区域的相关政策和规划加以识别。评估目的是该项目

在战略上符合发展目标和相关的政策和规划，并且该项目是满足已识别的水资源和能源服务需求的优先

方案。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中的大多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水资源和能源服务需求、满足水资源和能源需求的各种方案以及与这些需求相关的国家和区

域政策进行了评价，不存在显著差距。

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开披露项目的战略符合性评估结果。

成果：可以证明项目对水资源和能源服务需求、相关的政策和规划的战略符合性。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都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

存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是建立在与政府规划人员、政策制定者和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充

分交流基础上的；评价重点强调了社会和环境方面的相关需求、政策和规划，包括流域可持续发展和水资

源综合管理方面的需求。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基础上没有附加要求）。

结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该项目是满足已证实需求的优选方案之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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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评估指南：

水资源和能源供应的需求指那些以被广泛认

可的地方、国家和区域发展目标、政策和规划为

依据识别出的需求。如果某个能源密集型用电单

位（例如，一个炼铝厂）被包含在受到广泛认可

的发展目标、政策和计划内，那么满足该用电单

位能源需求的水电开发项目就可以被认为是被证

实的需求。

水服务的例子包括：发电、渔业、滩区农

业、粮食供应、蓄水能力、饮用水供应、卫生

用水、商业和工业用水、灌溉供水、防洪管理、

航运、娱乐供水、沿岸居民的家庭用水、旅游机

会、跨界合作媒介、生态系统服务（滩区的维

护、迁徙物种的连通性、河流附近湿地的维护、

养分和泥沙的平衡、三角洲沉积物补给、河口冲

刷、产卵场的通道及维护）等。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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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服务的例子包括：提供电力以满足地

方、国家、区域和/或国际的需求或发展机会；

保障电网稳定；峰期供电；辅助效益，如旋转备

用、系统调节和提高热效率等。

国家及和区域的相关政策和规划包括：发

展、能源、水资源、生物多样性、气候、自然保

护、跨界问题、土地利用等。

社会和环境相关的需求、政策和规划包括：

消除贫困、粮食安全、维护渔业、高价值的地点

保护（如国家公园、世界遗产地、拉姆萨尔公约

湿地、具有文化意义的场所、公认的重要景观）

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政府代表

（例如，能源部门、水资源部门、发展部门）；

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社区的代表。

证据示例：能源总体规划；水资源开发计

划；国家发展报告；战略环境评估；方案评估；

能源需求预测；地方、国家或区域发展评估，其

中包括生计和生活水平；自然保护计划；气候适

应计划；相关政策和规划的分析报告；已证实的

项目需求及战略符合性报告；多标准分析在评估

方案中的应用。

项
目

准
备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57

P-4：选址与设计
本主题用于评价和确定项目的选址和设计方案，包括大坝、发电厂、水库和相关基础设施。评估目

的是通过将技术、经济、财务、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拟定的反复协商过程，使选址和设计达到最优化状

态。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为了形成一个初步项目设计方案及与之相关的一些方案，在前期阶段已经对技术信息以及社会、环

境、经济、财务和管理方面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管理：已经采用一个最优化过程对项目选址和设计方案进行了评价。

利益相关者参与：使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项目选址和优化设计的过程中，并与其进行了适时地

双向沟通；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成果：项目选址及设计的最终方案已经对诸多可持续性因素作出了回应。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方案考虑了可持续的流域设计与水资源综合管理。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基础上没有附加要求）。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广泛而深入的；并且全面

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成果：在考虑了选址与设计的诸多可持续性因素的情况下，项目选址与设计的最终方案是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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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选址与设计的可持续性因素包括：优先选择

能够提供多用途效益的方案；优先选择已经开发的河

流系统；优先选择产生每单位能源（亿千瓦时）淹没

面积最低的方案；优先选择能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最

多机会且不会带来无法解决的威胁的方案；优先选择

提高公共卫生和健康风险最小化方案；优先选择移民

最少的方案；优先选择避免破坏珍贵的自然和人类遗

址的方案；优先选择对珍稀、濒危或脆弱的物种影响

最小的方案；优先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栖息地和

保护优质栖息地的方案；优先选择能够实现和有助于

实现下游社区目标的方案（例如，环境流量）；优先

选择具有附加流域管理效益的方案；优先选择产生较

低泥沙冲刷和淤积风险的方案；优先选择避免过多水

库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案等。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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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服务的例子包括：提供电力以满足地

方、国家、区域和/或国际的需求或发展机会；

保障电网稳定；峰期供电；辅助效益，如旋转备

用、系统调节和提高热效率等。

国家及和区域的相关政策和规划包括：发

展、能源、水资源、生物多样性、气候、自然保

护、跨界问题、土地利用等。

社会和环境相关的需求、政策和规划包括：

消除贫困、粮食安全、维护渔业、高价值的地点

保护（如国家公园、世界遗产地、拉姆萨尔公约

湿地、具有文化意义的场所、公认的重要景观）

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政府代表

（例如，能源部门、水资源部门、发展部门）；

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社区的代表。

证据示例：能源总体规划；水资源开发计

划；国家发展报告；战略环境评估；方案评估；

能源需求预测；地方、国家或区域发展评估，其

中包括生计和生活水平；自然保护计划；气候适

应计划；相关政策和规划的分析报告；已证实的

项目需求及战略符合性报告；多标准分析在评估

方案中的应用。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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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选址与设计
本主题用于评价和确定项目的选址和设计方案，包括大坝、发电厂、水库和相关基础设施。评估目

的是通过将技术、经济、财务、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拟定的反复协商过程，使选址和设计达到最优化状

态。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为了形成一个初步项目设计方案及与之相关的一些方案，在前期阶段已经对技术信息以及社会、环

境、经济、财务和管理方面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管理：已经采用一个最优化过程对项目选址和设计方案进行了评价。

利益相关者参与：使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项目选址和优化设计的过程中，并与其进行了适时地

双向沟通；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成果：项目选址及设计的最终方案已经对诸多可持续性因素作出了回应。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方案考虑了可持续的流域设计与水资源综合管理。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基础上没有附加要求）。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广泛而深入的；并且全面

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成果：在考虑了选址与设计的诸多可持续性因素的情况下，项目选址与设计的最终方案是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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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选址与设计的可持续性因素包括：优先选择

能够提供多用途效益的方案；优先选择已经开发的河

流系统；优先选择产生每单位能源（亿千瓦时）淹没

面积最低的方案；优先选择能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最

多机会且不会带来无法解决的威胁的方案；优先选择

提高公共卫生和健康风险最小化方案；优先选择移民

最少的方案；优先选择避免破坏珍贵的自然和人类遗

址的方案；优先选择对珍稀、濒危或脆弱的物种影响

最小的方案；优先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栖息地和

保护优质栖息地的方案；优先选择能够实现和有助于

实现下游社区目标的方案（例如，环境流量）；优先

选择具有附加流域管理效益的方案；优先选择产生较

低泥沙冲刷和淤积风险的方案；优先选择避免过多水

库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案等。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58

选址与设计的技术因素包括：地质特征、形

态、流量特性、准入问题等。

最优的：在该评估主题中指基于协商过程的

成果，在考虑了所有识别的可持续性因素的情况

下最适合的。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项目设计

者；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的社区代表；移

民代表或安置移民的社区代表（如果涉及到）。

证据示例：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评

估方案报告，例如多准则分析；避免或尽量减少

干扰和/或机会最大化的设计变更记录；利益相

关者的意见和反馈报告；公开会议的会议记录。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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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运用相应的专业知识对项目实施和运行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进行了评价，不存在显著差距。评价

内容包括：相关设施的评价，累积影响的范围，第三方的作用和能力，主要供应商的相关影响；已经为项

目建设前的状况建立基准并且对其进行了良好记录，据此可以比较项目建设后的变化情况。

管理：已经运用相应的（内部的和外部的）专业知识对与项目实施和运行相关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制定了管

理计划和过程，不存在显著差距；除了与水电项目相关的主要社会和环境问题之外，计划还处理了与项目

施工相关的废弃物、噪声、空气质量、土地扰动和恢复问题；公开披露对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评价以及主要

相关管理计划。

利益相关者参与：使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与管理过程中，并与其进行了适

时地双向沟通；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成果：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可以避免、最小化和减缓负面影响，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并且包括风险和机遇；同时社会影响评价涵

盖了对人权的评价。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遵照国际认可、被第三方

认证的环境管理系统制定计划和过程，例如ISO 14001；采用了独立评审机制。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广泛而深入的；并且全面

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可以避免、最小化和减缓负面影响，不存在可识别

的差距；计划可以改善项目建设前的环境或社会状况，或者有助于解决那些与项目影响无关的环境或社会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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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及管理
本主题用于评估整个项目影响的区域范围内，伴随项目实施和运行而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及相应

的管理计划。评估目的是识别和评价环境和社会影响，设计和实施避免、最小化、减缓、补偿和改善的

措施。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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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与设计的技术因素包括：地质特征、形

态、流量特性、准入问题等。

最优的：在该评估主题中指基于协商过程的

成果，在考虑了所有识别的可持续性因素的情况

下最适合的。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项目设计

者；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的社区代表；移

民代表或安置移民的社区代表（如果涉及到）。

证据示例：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评

估方案报告，例如多准则分析；避免或尽量减少

干扰和/或机会最大化的设计变更记录；利益相

关者的意见和反馈报告；公开会议的会议记录。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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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运用相应的专业知识对项目实施和运行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进行了评价，不存在显著差距。评价

内容包括：相关设施的评价，累积影响的范围，第三方的作用和能力，主要供应商的相关影响；已经为项

目建设前的状况建立基准并且对其进行了良好记录，据此可以比较项目建设后的变化情况。

管理：已经运用相应的（内部的和外部的）专业知识对与项目实施和运行相关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制定了管

理计划和过程，不存在显著差距；除了与水电项目相关的主要社会和环境问题之外，计划还处理了与项目

施工相关的废弃物、噪声、空气质量、土地扰动和恢复问题；公开披露对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评价以及主要

相关管理计划。

利益相关者参与：使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与管理过程中，并与其进行了适

时地双向沟通；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成果：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可以避免、最小化和减缓负面影响，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并且包括风险和机遇；同时社会影响评价涵

盖了对人权的评价。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遵照国际认可、被第三方

认证的环境管理系统制定计划和过程，例如ISO 14001；采用了独立评审机制。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广泛而深入的；并且全面

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可以避免、最小化和减缓负面影响，不存在可识别

的差距；计划可以改善项目建设前的环境或社会状况，或者有助于解决那些与项目影响无关的环境或社会

问题。

1

2

3

4

5

P-5：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及管理
本主题用于评估整个项目影响的区域范围内，伴随项目实施和运行而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及相应

的管理计划。评估目的是识别和评价环境和社会影响，设计和实施避免、最小化、减缓、补偿和改善的

措施。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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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关键环境问题包括：水生和陆生的生物多

样性、濒危物种、重要栖息地、生态系统完整

性和连通性问题、水质、以及泥沙冲刷和淤

积。如果项目的环境影响延伸到项目所在辖区

范围外，则需要评价这些环境影响并将其纳入

到管理计划中。

关键社会问题包括：项目影响社区、土著居

民、少数民族、移民安置、文化遗产（物质和非物

质）、以及公共卫生；需要分析有关的社会经济指标

（包括生活水平、生计、健康统计），以及性别。如

果项目的社会影响延伸到项目所在辖区范围外，则需

要评价这些社会影响并将其纳入到管理计划中。

相关设施是指那些以项目存在为条件建设的

设施，当然，如果没有这些相关设施，水电项目

本身也不可行。这些设施的融资、所属、建设

和/或运行都可能独立于项目，在某些情况下由

第三方进行操作。与水电项目有关的设施包括道

路、输电线路、建筑物等。

累积影响指当项目与过去、现在和未来可预

见的其它活动进行叠加时对环境产生的增量影

响。在评价累积影响的效应时，应考虑到水资

源、生态系统及受影响社区容纳这些影响的承载

力。应界定合理的评价范围。

第三方是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承包商以

及供应商；有效的评价应该识别不同实体和它们

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为完成环境和社会目标给客

户带来的相应风险。

主要供应商是指那些直接供应商，它们为项

目提供必要的物资，在这些供应活动中可能会引

起环境与社会影响。与水电项目相关的例子如一

个供应建筑材料的采石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传统、节庆、仪式、民

间传说、评书、戏剧等。

土地恢复指在土地被项目实施扰乱或破坏

后，在某种程度上将受项目影响的土地恢复到原

来状态的过程。

相应的专家知识指在评价和管理计划的关键

领域具有经验的专家们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他

们特别关注环境方面和社会影响方面之间的差

异。对项目开发商来说，这些专家可以是内部

的，也可以是外部的；在本主题中，内部专家对

于管理环境和社会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

表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

用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

避免措施不可行时，应争取采用将负面影响

最小化的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

时，可采用已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

风险和影响。

评价中广泛考虑的因素包括：以广阔的视

角看待项目影响区域；考虑项目所在流域区

域；以广阔的视角看待相关问题；对重要概念

（例如：生计或生活水平）的广义解释；广泛

地考虑解决方法；以广阔的视角看待利益相关

者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关注问题之间的相互关

系；考虑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考虑水资源综合

管理；考虑历史遗留问题；更加详细的累积影

响分析等。

人权是指全人类都被赋予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包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

化权，并且被载入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

等国际宣言中。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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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审指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从项目利润

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专家是指经

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专业技能或

知识的人。独立评审具有多种形式，既可以签约

一个专家顾问针对某个特定评估、计划或报告提

供书面的评审报告，也可以形成一个专家小组，

专家小组掌握适用于项目的不同领域的专业知

识。他们为评审范围内的已识别问题提供定期评

估和书面报告。

潜在的采访对象：环境和社会问题评价与管

理方面的项目负责人；对环境和社会问题负责的

政府代表；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社区代

表；外部专家。

证据示例：环境影响评价（EIA）/社会影响

评价（SIA）的管理要求；EIA/SIA和相关报告；

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协商记

录；对利益相关者的问题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

报告；聘用专家的资质；在环境和社会方面分别

聘请专家的证据，因为很多情况下单个专家难以

同时熟悉环境和社会两个领域。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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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关键环境问题包括：水生和陆生的生物多

样性、濒危物种、重要栖息地、生态系统完整

性和连通性问题、水质、以及泥沙冲刷和淤

积。如果项目的环境影响延伸到项目所在辖区

范围外，则需要评价这些环境影响并将其纳入

到管理计划中。

关键社会问题包括：项目影响社区、土著居

民、少数民族、移民安置、文化遗产（物质和非物

质）、以及公共卫生；需要分析有关的社会经济指标

（包括生活水平、生计、健康统计），以及性别。如

果项目的社会影响延伸到项目所在辖区范围外，则需

要评价这些社会影响并将其纳入到管理计划中。

相关设施是指那些以项目存在为条件建设的

设施，当然，如果没有这些相关设施，水电项目

本身也不可行。这些设施的融资、所属、建设

和/或运行都可能独立于项目，在某些情况下由

第三方进行操作。与水电项目有关的设施包括道

路、输电线路、建筑物等。

累积影响指当项目与过去、现在和未来可预

见的其它活动进行叠加时对环境产生的增量影

响。在评价累积影响的效应时，应考虑到水资

源、生态系统及受影响社区容纳这些影响的承载

力。应界定合理的评价范围。

第三方是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承包商以

及供应商；有效的评价应该识别不同实体和它们

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为完成环境和社会目标给客

户带来的相应风险。

主要供应商是指那些直接供应商，它们为项

目提供必要的物资，在这些供应活动中可能会引

起环境与社会影响。与水电项目相关的例子如一

个供应建筑材料的采石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传统、节庆、仪式、民

间传说、评书、戏剧等。

土地恢复指在土地被项目实施扰乱或破坏

后，在某种程度上将受项目影响的土地恢复到原

来状态的过程。

相应的专家知识指在评价和管理计划的关键

领域具有经验的专家们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他

们特别关注环境方面和社会影响方面之间的差

异。对项目开发商来说，这些专家可以是内部

的，也可以是外部的；在本主题中，内部专家对

于管理环境和社会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

表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

用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

避免措施不可行时，应争取采用将负面影响

最小化的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

时，可采用已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

风险和影响。

评价中广泛考虑的因素包括：以广阔的视

角看待项目影响区域；考虑项目所在流域区

域；以广阔的视角看待相关问题；对重要概念

（例如：生计或生活水平）的广义解释；广泛

地考虑解决方法；以广阔的视角看待利益相关

者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关注问题之间的相互关

系；考虑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考虑水资源综合

管理；考虑历史遗留问题；更加详细的累积影

响分析等。

人权是指全人类都被赋予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包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

化权，并且被载入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

等国际宣言中。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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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审指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从项目利润

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专家是指经

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专业技能或

知识的人。独立评审具有多种形式，既可以签约

一个专家顾问针对某个特定评估、计划或报告提

供书面的评审报告，也可以形成一个专家小组，

专家小组掌握适用于项目的不同领域的专业知

识。他们为评审范围内的已识别问题提供定期评

估和书面报告。

潜在的采访对象：环境和社会问题评价与管

理方面的项目负责人；对环境和社会问题负责的

政府代表；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社区代

表；外部专家。

证据示例：环境影响评价（EIA）/社会影响

评价（SIA）的管理要求；EIA/SIA和相关报告；

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协商记

录；对利益相关者的问题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

报告；聘用专家的资质；在环境和社会方面分别

聘请专家的证据，因为很多情况下单个专家难以

同时熟悉环境和社会两个领域。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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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项目综合管理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开发商协调和管理项目所有环节的能力，涉及所有项目影响区域内的项目施工

和未来运行活动。评估目的是保证项目所有环节的关键点都能按期完成，任何环节的延期都在控制范围

内，任一环节的进展不能以牺牲另一环节为代价。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管理：已经制定了考虑所有项目环节和活动的项目综合管理计划和过程，不存在显著差距；已经制定了施

工管理规划，用于识别施工风险和描述承包商和其它单位管理这些风险所要遵循的程序。

成果：项目有可能完成总体预算和进度目标要求，可以避免、最小化和减缓施工风险，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综合管理计划制定了措施以保证在不违背项目整体进度和整体预算

的情况下，管理项目衔接和拖延问题；施工管理计划确保可以管理土地扰动和废物产生行为，进而保证高

效有力地进行随后的恢复工作；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极有可能满足总体预算和进度目标要求；可以避免、最小化、减缓

和补偿施工风险，不存在可识别的差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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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项目环节是指整个水电开发规划的组成部

分，包括设计、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

财务、沟通和采购等。

项目综合管理计划关注的例子包括：项目

进度、目标衔接、重要路径分析、沟通、成本

控制等。

施工风险包括：安全、空气、噪声和水污染、

土地污染、土地扰动、水资源管理、废弃物管理、

入侵物种、健康、劳动力迁移/地方社区的冲突等。

这些可能在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中被识别和评价。

施工管理计划关注的因素包括：化工品和废

物储存及处理、污染、土地扰动、健康、安全、

社区关系、以及为特殊区域的保护进行区划。管

理计划可能由项目负责人或承包商自己制定。在

准备阶段的早期，施工风险管理可能会被列入环

境和社会管理计划内，并随后纳入施工管理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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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管理计划中对土地扰动和废弃物产生活

动的管理可以包括许多措施，这些措施关注随后

的施工用地的修复和恢复要求，例如：表土堆

放、种子收集、施工区位置、采石场、废石堆低

于未来最低水位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优先使用避免

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措施

不可行时，应争取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措

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可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施工负

责人。

证据示例：组织结构；管理团队资质；项目

综合管理计划，分析和报告；施工管理计划；施

工承包合同。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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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项目综合管理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开发商协调和管理项目所有环节的能力，涉及所有项目影响区域内的项目施工

和未来运行活动。评估目的是保证项目所有环节的关键点都能按期完成，任何环节的延期都在控制范围

内，任一环节的进展不能以牺牲另一环节为代价。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管理：已经制定了考虑所有项目环节和活动的项目综合管理计划和过程，不存在显著差距；已经制定了施

工管理规划，用于识别施工风险和描述承包商和其它单位管理这些风险所要遵循的程序。

成果：项目有可能完成总体预算和进度目标要求，可以避免、最小化和减缓施工风险，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综合管理计划制定了措施以保证在不违背项目整体进度和整体预算

的情况下，管理项目衔接和拖延问题；施工管理计划确保可以管理土地扰动和废物产生行为，进而保证高

效有力地进行随后的恢复工作；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极有可能满足总体预算和进度目标要求；可以避免、最小化、减缓

和补偿施工风险，不存在可识别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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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项目环节是指整个水电开发规划的组成部

分，包括设计、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

财务、沟通和采购等。

项目综合管理计划关注的例子包括：项目

进度、目标衔接、重要路径分析、沟通、成本

控制等。

施工风险包括：安全、空气、噪声和水污染、

土地污染、土地扰动、水资源管理、废弃物管理、

入侵物种、健康、劳动力迁移/地方社区的冲突等。

这些可能在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中被识别和评价。

施工管理计划关注的因素包括：化工品和废

物储存及处理、污染、土地扰动、健康、安全、

社区关系、以及为特殊区域的保护进行区划。管

理计划可能由项目负责人或承包商自己制定。在

准备阶段的早期，施工风险管理可能会被列入环

境和社会管理计划内，并随后纳入施工管理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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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管理计划中对土地扰动和废弃物产生活

动的管理可以包括许多措施，这些措施关注随后

的施工用地的修复和恢复要求，例如：表土堆

放、种子收集、施工区位置、采石场、废石堆低

于未来最低水位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优先使用避免

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措施

不可行时，应争取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措

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可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施工负

责人。

证据示例：组织结构；管理团队资质；项目

综合管理计划，分析和报告；施工管理计划；施

工承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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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水文资源
本主题用于评估对水文资源可用性和可靠性的认知水平以及基于可用来水量的发电运行计划。评估

目的是项目的计划发电量充分考虑了水文资源的短期和长期可用性和可靠性；考虑了对来水和出水的其

它需求、问题和要求以及可能会对项目产生影响的未来趋势（包括气候变化）。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运用现有资料、现场测量、相应的统计指标和水文模型，对水文资源可用性进行了评价；有可

能影响水文资源可用性或可靠性的问题已经被识别并纳入模型中；已经对方案情景、不确定因素和风险进

行了评价。

管理：基于对水文资源可用性和一系列的技术因素的分析以及对电力系统机会，制约和包括下游水文情势

在内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的充分了解，制定了确保水资源使用效率的发电运行机会和过程。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识别了可能影响水资源可用性和可靠性的诸多问题，并进行了全面

论证；广泛地评价了短期和长期的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发电运行计划拥有一个长期的远景；考虑多用性和水资源综合管理；充

分优化和最大化用水效率；具有预测和适应未来变化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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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水文资源是指流入水电项目的水资源。

可能影响水资源可用性和可靠性的问题包

括：上游水电运营商、未来水资源开发利用、未

来依赖于水资源的土地利用（例如农业，工业，

人口增长）、流域条件、气候变化等。如果项目

需要依靠其所在位置管辖区域之外的水资源，需

要充分考虑其可用性和可靠性。

发电规划的技术因素包括：来水模式；水库

特征；闸门和泄洪道设计；水轮机类型、数量和

特征；安全问题等。

电力系统的机会和制约因素包括：能源需求

模式（例如基本负荷与峰值负荷）、电力价格、

其它发电机容量和约束、输电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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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评价可以作为一个独立评价，或者

作为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的一部分。通常包括分

析特定地区的温度和降雨量在短期或长期的变化

情况，分析可以采用一个或多个全球气候模型

（也被称作一般循环模型）以及采用蒸发和流量

模型来评估净水量的变化。

充分优化和最大化用水效率是指在既定的技

术、社会、经济、环境、财务相关的机会和约束

条件下，基于反复协商的过程实现的水文资源最

佳使用计划。

潜在的采访对象：公司，政府和/或独立的水

文专家；电力系统规划人员；项目设计者；流域主

管部门代表；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的社区代

表；湿地，渔业和生态系统专家；在跨界背景下的

下游主管部门；气象专家或气候科学家。

证据示例：水文分析；影响项目的水资源需

求分析；电力系统和市场机会分析；模拟和优化

模型情景和结果；项目的系统运行计划。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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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水文资源
本主题用于评估对水文资源可用性和可靠性的认知水平以及基于可用来水量的发电运行计划。评估

目的是项目的计划发电量充分考虑了水文资源的短期和长期可用性和可靠性；考虑了对来水和出水的其

它需求、问题和要求以及可能会对项目产生影响的未来趋势（包括气候变化）。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运用现有资料、现场测量、相应的统计指标和水文模型，对水文资源可用性进行了评价；有可

能影响水文资源可用性或可靠性的问题已经被识别并纳入模型中；已经对方案情景、不确定因素和风险进

行了评价。

管理：基于对水文资源可用性和一系列的技术因素的分析以及对电力系统机会，制约和包括下游水文情势

在内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的充分了解，制定了确保水资源使用效率的发电运行机会和过程。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识别了可能影响水资源可用性和可靠性的诸多问题，并进行了全面

论证；广泛地评价了短期和长期的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发电运行计划拥有一个长期的远景；考虑多用性和水资源综合管理；充

分优化和最大化用水效率；具有预测和适应未来变化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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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水文资源是指流入水电项目的水资源。

可能影响水资源可用性和可靠性的问题包

括：上游水电运营商、未来水资源开发利用、未

来依赖于水资源的土地利用（例如农业，工业，

人口增长）、流域条件、气候变化等。如果项目

需要依靠其所在位置管辖区域之外的水资源，需

要充分考虑其可用性和可靠性。

发电规划的技术因素包括：来水模式；水库

特征；闸门和泄洪道设计；水轮机类型、数量和

特征；安全问题等。

电力系统的机会和制约因素包括：能源需求

模式（例如基本负荷与峰值负荷）、电力价格、

其它发电机容量和约束、输电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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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评价可以作为一个独立评价，或者

作为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的一部分。通常包括分

析特定地区的温度和降雨量在短期或长期的变化

情况，分析可以采用一个或多个全球气候模型

（也被称作一般循环模型）以及采用蒸发和流量

模型来评估净水量的变化。

充分优化和最大化用水效率是指在既定的技

术、社会、经济、环境、财务相关的机会和约束

条件下，基于反复协商的过程实现的水文资源最

佳使用计划。

潜在的采访对象：公司，政府和/或独立的水

文专家；电力系统规划人员；项目设计者；流域主

管部门代表；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的社区代

表；湿地，渔业和生态系统专家；在跨界背景下的

下游主管部门；气象专家或气候科学家。

证据示例：水文分析；影响项目的水资源需

求分析；电力系统和市场机会分析；模拟和优化

模型情景和结果；项目的系统运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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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基础设施安全
本主题用于评估在项目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的大坝和其它基础设施安全计划。评估目的是保障生

命、财产和环境安全，规避溃坝和其它设施安全风险。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运用相应的专业知识对项目准备、施工和运行期间的大坝和其它设施安全风险进行了评价，不

存在显著差距。

管理：项目业主与相关监管部门和地方管理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项目实施和运行的大坝和其它设施安全管

理计划和程序，不存在显著差距并规定了公共安全措施的宣传方式；应急响应预案包括提高防范意识的安

全培训和应急响应模拟演练；对大坝安全进行了独立评审。

成果：计划可以避免、最小化和减缓安全风险，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考虑了多种情境，包括了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管理计划规定的公共安全

措施以及时易懂的方式进行了广泛宣传；对应急响应方案进行了独立评审。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计划有助于解决超出项目本身风险范围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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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安全风险包括：地震、岩土工程、大坝或发

电机组故障、电击、水文风险、溺亡、交通事故

以及社区参与项目活动引发的事故等。

相应的专家知识指在设计和建设同类项目方

面具有经验的专家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他们

特别关注项目安全能力，例如岩土方面、结构方

面、电力方面、机械方面和火灾方面等。

安全管理措施包括：标识牌、禁止区、应急

预案、监测、检查、培训、事故响应、沟通、责

任分配等。

公众安全措施的宣传包括：公共场所标识

牌、向地方管理部门提交相关文件、各种增强意

识的社区活动、现场巡逻员的口头告知以及其它

类似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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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响应模拟可以通过对公司员工和当地管

理部门进行培训或演习等。

独立评审指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从项目利润

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专家是指经

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专业技能或

知识的人。独立评审具有多种形式，既可以签约

一个专家顾问针对某个特定评估、计划或报告提

供书面的评审报告，也可以在专家小组中安排一

名安全专家。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安全风险的最小化和减缓可通过以下方式实

现：根据相关规定，识别并开展必要性分析以确

定或消除安全风险，必要时，在项目设计时就采

取相关措施以减缓识别出的安全问题。

对项目风险之外的安全问题的贡献包括：提

高现有道路或交通设施的安全性，公共场所设立

标识牌告知超速或溺亡的危险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项目设计

者；项目安全负责人；地方政府；利益相关者代

表；项目影响的社区代表。

证据示例：安全风险评价；安全管理计划；

应急预案；安全标准；独立评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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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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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培训和应急响应模拟演练；对大坝安全进行了独立评审。

成果：计划可以避免、最小化和减缓安全风险，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考虑了多种情境，包括了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管理计划规定的公共安全

措施以及时易懂的方式进行了广泛宣传；对应急响应方案进行了独立评审。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计划有助于解决超出项目本身风险范围的安全问题。

1

2

3

4

5

评估指南：

安全风险包括：地震、岩土工程、大坝或发

电机组故障、电击、水文风险、溺亡、交通事故

以及社区参与项目活动引发的事故等。

相应的专家知识指在设计和建设同类项目方

面具有经验的专家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他们

特别关注项目安全能力，例如岩土方面、结构方

面、电力方面、机械方面和火灾方面等。

安全管理措施包括：标识牌、禁止区、应急

预案、监测、检查、培训、事故响应、沟通、责

任分配等。

公众安全措施的宣传包括：公共场所标识

牌、向地方管理部门提交相关文件、各种增强意

识的社区活动、现场巡逻员的口头告知以及其它

类似方式等。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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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响应模拟可以通过对公司员工和当地管

理部门进行培训或演习等。

独立评审指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从项目利润

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专家是指经

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专业技能或

知识的人。独立评审具有多种形式，既可以签约

一个专家顾问针对某个特定评估、计划或报告提

供书面的评审报告，也可以在专家小组中安排一

名安全专家。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安全风险的最小化和减缓可通过以下方式实

现：根据相关规定，识别并开展必要性分析以确

定或消除安全风险，必要时，在项目设计时就采

取相关措施以减缓识别出的安全问题。

对项目风险之外的安全问题的贡献包括：提

高现有道路或交通设施的安全性，公共场所设立

标识牌告知超速或溺亡的危险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项目设计

者；项目安全负责人；地方政府；利益相关者代

表；项目影响的社区代表。

证据示例：安全风险评价；安全管理计划；

应急预案；安全标准；独立评审报告。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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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财务生存能力
本主题用于评估资金筹措渠道以及项目获得能够满足其资金需求的财务收益能力，包括确保项目可

持续性的筹资措施。评估目的是保证项目的推进具有稳健的财务基础，可以满足项目的各项资金需求，

包括在实施社会和环境措施、安置移民和提高移民生计、发放项目收益以及兑现承诺（利益相关者/投资

商）等方面所需要的资金。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运用广泛认可的模型对公司财务生存能力进行了评价，评价内容包括潜在的项目成本和可能的

收益来源，不存在显著差距；分析包括了风险评估、情景测试和敏感性分析。

管理：为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制定了财务管理计划和程序，不存在显著差距；并且已经评估和寻求项目可能

的融资机会。

成果：项目能够在诸多情景下管理其财务问题，能够偿还债务，并为包括社会的和环境方面在内的所有计

划和承诺支付资金，并且筹资方式被证实是可行的。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详细描述了项目成本和收益的来源；已经对项目的财务生存能力进行了

分析和优化，具体内容包括广泛的情景测试、风险评估和敏感性分析。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财务管理计划为所有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减缓方案和承诺制定了周到的应

变措施；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可以应对多种情景下的财务问题。

1

2

3

4

5

评估指南 ：

财务生存能力指从财务角度而言，一个实体能

够-长期持续实现其运行目标并履行其使命的能力。

一些项目可能是多目标的，其中发电不是其主要目

标，在这种情况下，水电部分的财务目标可能是为了

支持其它既定目标的实现（如：供水和灌溉，等）。

对部分项目而言，要在其所运行的整个电力

系统衡量其财务贡献。例如：一些抽水蓄能项目

可能在亏损运行，但却能使其所在系统中的其它

发电站因效率提高而获得更大利润。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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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本包括：施工成本、运行和维护成

本，包括设备、物资、劳动力、税款、土地/水

资源使用权，以及环境和社会影响减缓规划的成

本。

收益流包括：电力市场、电力采购协议、与

新的市场参与者（如碳融资渠道）投资驱动相关

的收益。

最简单的财务模型是把项目的成本和收益流

作为输入量，把投资回报作为输出量；例如：通

过情景测试、风险评估和敏感性分析对各种市场

状况以及项目财务生存能力的趋势和风险进行研

究。

财务问题和风险包括：高昂的项目成本；亏

损运行；收益流不确定性；货币兑换不稳定性；

项目融资困难；可持续激励机制使用权限；区域

定价；市场稳定性；市场准入；重大通货膨胀或

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主要电力承购商的财务生存

能力等。

一些财务信息可能具有高度的商业敏感性，

该主题的证据可能需要签署保密性协议方可审

阅。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财务负责人；公司

财务负责人；主要金融机构代表；独立的财务

专家。

证据示例：融资方案分析；财务建模报告；

财务风险分析；财务计划；财务状况报告；第三

方评审报告；公司、项目及主要电力承购商的年

度财务报告。

项
目

准
备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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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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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承诺支付资金，并且筹资方式被证实是可行的。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详细描述了项目成本和收益的来源；已经对项目的财务生存能力进行了

分析和优化，具体内容包括广泛的情景测试、风险评估和敏感性分析。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财务管理计划为所有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减缓方案和承诺制定了周到的应

变措施；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可以应对多种情景下的财务问题。

1

2

3

4

5

评估指南 ：

财务生存能力指从财务角度而言，一个实体能

够-长期持续实现其运行目标并履行其使命的能力。

一些项目可能是多目标的，其中发电不是其主要目

标，在这种情况下，水电部分的财务目标可能是为了

支持其它既定目标的实现（如：供水和灌溉，等）。

对部分项目而言，要在其所运行的整个电力

系统衡量其财务贡献。例如：一些抽水蓄能项目

可能在亏损运行，但却能使其所在系统中的其它

发电站因效率提高而获得更大利润。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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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本包括：施工成本、运行和维护成

本，包括设备、物资、劳动力、税款、土地/水

资源使用权，以及环境和社会影响减缓规划的成

本。

收益流包括：电力市场、电力采购协议、与

新的市场参与者（如碳融资渠道）投资驱动相关

的收益。

最简单的财务模型是把项目的成本和收益流

作为输入量，把投资回报作为输出量；例如：通

过情景测试、风险评估和敏感性分析对各种市场

状况以及项目财务生存能力的趋势和风险进行研

究。

财务问题和风险包括：高昂的项目成本；亏

损运行；收益流不确定性；货币兑换不稳定性；

项目融资困难；可持续激励机制使用权限；区域

定价；市场稳定性；市场准入；重大通货膨胀或

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主要电力承购商的财务生存

能力等。

一些财务信息可能具有高度的商业敏感性，

该主题的证据可能需要签署保密性协议方可审

阅。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财务负责人；公司

财务负责人；主要金融机构代表；独立的财务

专家。

证据示例：融资方案分析；财务建模报告；

财务风险分析；财务计划；财务状况报告；第三

方评审报告；公司、项目及主要电力承购商的年

度财务报告。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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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通过附加效益和/或效益分享策略来提高项目开发贡献的机会进行了评价；很好地记录了项

目建设前的基线情况，以便评价项目建设后所带来的效益。

管理：对项目实施和运行，已经制定了考虑附加效益或效益分享承诺的项目效益计划和程序。公开披露项

目效益方面的承诺。

利益相关者参与：使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与项目效益相关的评价和计划过程中，并与其进行了

适时地双向沟通；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成果：项目效益分享计划为项目影响的社区带来了效益。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机会的识别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广泛而深入的；并且全面

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效益分享计划为项目影响社区带来显著且可持续的效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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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项目效益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项目产生的附加效益以及除一次性补偿金或对项目影响社区的移民安置扶持之

外的效益分享。评估目的是对附加效益和效益分享的机会进行评估和贯彻实施，与项目影响社区进行对

话，从而保证可以把效益分配给项目影响社区。

评分：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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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附加效益指可借助项目获得的好处，例如：

能力建设、培训与地方就业；桥梁、道路及船匝

道等的基础设施；健康与教育服务改善；支持

其它水资源利用方式，如灌溉、航运、防洪/抗

旱、水产养殖和休闲旅游；提高工业和市政供水

的可用水量；水资源综合管理带来的收益等。

效益分享在以下方面区别于一次性补偿金或

移民后期扶持：

·公平使用电力服务——根据相关限制条件

（如电力安全，优惠），项目影响社区纳入优先

受益于项目电力服务的人群；

·通过非货币权利增强资源使用权——增强

受项目影响社区使用本地自然资源的权利；

·收入分享——项目影响社区可根据法规规

定的原则和方法来分享水电的直接货币效益；区

别于一次性补偿金或短期移民安置费；可以采取

信托基金的形式。

广泛考虑的因素包括：以广阔的视角看待纳

入考虑的地理区域；多种类型的收益和方式；利

益相关者的多种利益；了解机会和政策、规划和

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广泛分析与效益分享

相关的趋势、方法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标准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政府（例如

经济发展部门）代表；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

响的社区代表。

证据示例：对相关发展指标的分析；潜在的

项目效益分析；效益分享方式和效益分享机会的

分析；显示利益相关者意见和参与的会议纪要或

报告；效益分享计划。

项
目

准
备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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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从而保证可以把效益分配给项目影响社区。

评分：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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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附加效益指可借助项目获得的好处，例如：

能力建设、培训与地方就业；桥梁、道路及船匝

道等的基础设施；健康与教育服务改善；支持

其它水资源利用方式，如灌溉、航运、防洪/抗

旱、水产养殖和休闲旅游；提高工业和市政供水

的可用水量；水资源综合管理带来的收益等。

效益分享在以下方面区别于一次性补偿金或

移民后期扶持：

·公平使用电力服务——根据相关限制条件

（如电力安全，优惠），项目影响社区纳入优先

受益于项目电力服务的人群；

·通过非货币权利增强资源使用权——增强

受项目影响社区使用本地自然资源的权利；

·收入分享——项目影响社区可根据法规规

定的原则和方法来分享水电的直接货币效益；区

别于一次性补偿金或短期移民安置费；可以采取

信托基金的形式。

广泛考虑的因素包括：以广阔的视角看待纳

入考虑的地理区域；多种类型的收益和方式；利

益相关者的多种利益；了解机会和政策、规划和

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广泛分析与效益分享

相关的趋势、方法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标准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政府（例如

经济发展部门）代表；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

响的社区代表。

证据示例：对相关发展指标的分析；潜在的

项目效益分析；效益分享方式和效益分享机会的

分析；显示利益相关者意见和参与的会议纪要或

报告；效益分享计划。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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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经济生存能力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的经济生存能力。评估的目的是将所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本与效益计算在

内，以得出项目的净效益。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经济生存能力进行了评价，不存在显著差距；评价对项目成本和效益的识别，或以货币形式

进行了价值估算，或从质量和数量角度进行了记录。

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开披露经济生存能力的分析结果。

成果：从经济角度，证明项目可以带来净效益。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敏感性分析。

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开披露经济生存能力分析报告。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项目的效益超过了成本。

1

2

3

4

5

评估指南：

成本效益分析试图以货币形式量化项目方案

的全部成本和效益，包括那些市场无法提供合适

的经济价值度量的内容。

净收益的表示可通过质量指标和数量指标。

收益率即为数量指标的实例之一。收益率从经济

角度衡量项目方案开发影响的指标，允许与其它

能源领域的投资方案进行比较。它与财务上的收

益率不同，财务上的收益率主要关注那些持有商

业股份的组织的收益，而一般说来，经济上的收

益率关注的是项目为整个社会带来收益。基于这

一评估视角，也可以采用项目的净现值或单位装

机容量/发电量的经济成本作为指标。

广泛考虑的因素包括：从广阔的角度看待与

需要成本和效益的相关问题；从广阔的角度看待

利益相关者对成本和效益的观点；处理不同问题

间相互联系的识别和方法；广泛分析各种经济生

存能力分析方法以作为选择方法的基础。

一些经济信息可能具有高度的商业敏感性，该

评估主题的证据可能需要在保密协议下方可审阅。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政府代表

（例如，经济发展部门）；融资机构经济学专

家；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经济环境分析；对项目成本和效

益的分析、量化和价值评估；贷款评估报告书；

对自然资源和沿岸居民生计的经济分析。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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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主要供应需求、供应来源、相关法规和指导方针、供应链风险和腐败风险进行了评价，不存

在显著差距。

管理：已经为项目实施和运行制定了采购计划和程序，不存在显著差距。

一致性/合规性：与采购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没有出现重大不合规或不一致，与采购

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对项目主要组成部分如土建工程、货物和服务的采购，是公平、高效、透明、负责、合乎道德并且

及时的，合同正在履行，或已在预算内完成，或者合同变化都是明确合理的。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内容包括了对地方供应商和地方能力发展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在资格预审筛查中规定了

可持续性和反腐败准则；并且在采购计划过程中重点强调了反腐败措施。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为本地供应商提供的机会，包括促进地方发展的措施，已经或即将实现。

1

2

3

4

5

P-12：采购
本主题用于评估所有与项目相关的采购，包括土建工程、货物和服务。评估目的在于证明采购过程

是公平、透明和负责的；能够为项目进度的完成、质量和预算控制提供支持；为开发商和供应商的环

境、社会和道德良好表现提供支持；并促进地方工业的发展。

评分：

评估指南：

主要供应需求包括：设计、经济、财务、技

术、环境和社会咨询服务；项目施工的承包商；

项目施工的主要物资和复杂控制设备的供应等。

供应链风险包括不能满足合同规定（如，成

本、时间、质量、规格），腐败，运输障碍，人

权（例如，童工，由供应商的供应商强迫使用的

劳动力）等。

签约/评标阶段的腐败风险包括：不透明的

资格预审、模糊的招标文件、不透明或不客观的

甄选程序、标书说明不与其它投标人共享、中标

结果不公开或不公平、欺骗和串通、不合理的代

理费、官员和顾问的利益冲突等。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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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经济生存能力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的经济生存能力。评估的目的是将所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本与效益计算在

内，以得出项目的净效益。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经济生存能力进行了评价，不存在显著差距；评价对项目成本和效益的识别，或以货币形式

进行了价值估算，或从质量和数量角度进行了记录。

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开披露经济生存能力的分析结果。

成果：从经济角度，证明项目可以带来净效益。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敏感性分析。

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开披露经济生存能力分析报告。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项目的效益超过了成本。

1

2

3

4

5

评估指南：

成本效益分析试图以货币形式量化项目方案

的全部成本和效益，包括那些市场无法提供合适

的经济价值度量的内容。

净收益的表示可通过质量指标和数量指标。

收益率即为数量指标的实例之一。收益率从经济

角度衡量项目方案开发影响的指标，允许与其它

能源领域的投资方案进行比较。它与财务上的收

益率不同，财务上的收益率主要关注那些持有商

业股份的组织的收益，而一般说来，经济上的收

益率关注的是项目为整个社会带来收益。基于这

一评估视角，也可以采用项目的净现值或单位装

机容量/发电量的经济成本作为指标。

广泛考虑的因素包括：从广阔的角度看待与

需要成本和效益的相关问题；从广阔的角度看待

利益相关者对成本和效益的观点；处理不同问题

间相互联系的识别和方法；广泛分析各种经济生

存能力分析方法以作为选择方法的基础。

一些经济信息可能具有高度的商业敏感性，该

评估主题的证据可能需要在保密协议下方可审阅。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政府代表

（例如，经济发展部门）；融资机构经济学专

家；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经济环境分析；对项目成本和效

益的分析、量化和价值评估；贷款评估报告书；

对自然资源和沿岸居民生计的经济分析。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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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主要供应需求、供应来源、相关法规和指导方针、供应链风险和腐败风险进行了评价，不存

在显著差距。

管理：已经为项目实施和运行制定了采购计划和程序，不存在显著差距。

一致性/合规性：与采购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没有出现重大不合规或不一致，与采购

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对项目主要组成部分如土建工程、货物和服务的采购，是公平、高效、透明、负责、合乎道德并且

及时的，合同正在履行，或已在预算内完成，或者合同变化都是明确合理的。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内容包括了对地方供应商和地方能力发展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在资格预审筛查中规定了

可持续性和反腐败准则；并且在采购计划过程中重点强调了反腐败措施。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为本地供应商提供的机会，包括促进地方发展的措施，已经或即将实现。

1

2

3

4

5

P-12：采购
本主题用于评估所有与项目相关的采购，包括土建工程、货物和服务。评估目的在于证明采购过程

是公平、透明和负责的；能够为项目进度的完成、质量和预算控制提供支持；为开发商和供应商的环

境、社会和道德良好表现提供支持；并促进地方工业的发展。

评分：

评估指南：

主要供应需求包括：设计、经济、财务、技

术、环境和社会咨询服务；项目施工的承包商；

项目施工的主要物资和复杂控制设备的供应等。

供应链风险包括不能满足合同规定（如，成

本、时间、质量、规格），腐败，运输障碍，人

权（例如，童工，由供应商的供应商强迫使用的

劳动力）等。

签约/评标阶段的腐败风险包括：不透明的

资格预审、模糊的招标文件、不透明或不客观的

甄选程序、标书说明不与其它投标人共享、中标

结果不公开或不公平、欺骗和串通、不合理的代

理费、官员和顾问的利益冲突等。

项
目

准
备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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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计划和程序应该包括采购政策条款、资

格预审筛查、投标、合同授予、反腐败措施、和

对投标者投诉的反馈机制。如果项目在准备阶段

末期进入投标过程，项目实施和运行的采购计划

与程序可能在项目准备阶段还没有完成。在这种

情况下，采购计划应包含相关承诺，保证使用公

司实体的采购计划和程序，并遵守规定的准则。

筛查包括：质量、信誉、成本、关于履行合

同义务（时间、成本、规格）方面承包商的既往

表现等。

在项目准备阶段签订的合同包括调查、设

计、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等。如果合同没有在预

算内完成，就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合同变化的合理

性。

基于可持续性标准的筛查包括的附加标准

如社会、环境、道德、人权、健康和安全性、

对符合其它标准的地方供应商的优先选择和支

持等。

采购机会可能涉及新的供应商、新技术、通

过配合政府经济发展创新获得的能力发展机会、

补助金、研发创新、合同安排等。

本地供应商是那些项目影响区附近的，可以

或有潜力按照要求提供所需物品和服务的实体；

“本地”的定义将依据具体情况而定（如在项目

影响区或当地政府管辖区）。

地方能力发展是指为项目附近的实体提供的

一种援助，这些实体确实需要发展某种技术、能

力或更高水平的执行力以满足预期目标或提供相

关服务。

反腐败筛查指竞标公司必须有关于反腐败的

行为规范。

反腐败措施包括：公开招标过程设置较高门

槛；签订合同方及员工承诺执行反腐败政策；项

目廉洁公约；举报腐败及保护举报者的机制；除

受法律保护的商业信息外，其它信息不得以保密

事由拒绝公开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项目采购负

责人；反腐败非政府组织代表。

证据示例：相关的采购政策和程序；项目采

购计划；地方供应商来源和能力的分析；投标要

求/规范；招标文件；供应商筛查标准；供应商

业绩评价；投标人投诉记录；包括融资机构的各

单位遵守相关法律和方针的记录。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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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项目影响社区及生计*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对其影响社区的影响，包括经济迁移、对生计和生活水平的影响，以及对权

利、风险和机会的影响。评估目的是项目影响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水平与项目建设前相比得到改善并实现

长期自给自足的目标，此外在一个合理的时期内，充分履行对项目影响社区做出的承诺。

评估主题P-14“移民安置”和P-15“土著居民”是专门评估项目影响社区情况的两个分主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因素已经完成，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项目影响社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评价，不存在显著差距。

管理：针对项目影响社区的问题，制定了包括监控程序在内的管理计划和程序（如果有条件，运用当地的

专家团队），不存在显著差距；如果与项目影响社区签订了正式的协议，公开披露这些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与项目影响社区的进行了适时地双向沟通；项目影响社区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

获得反馈。

利益相关者支持：针对影响社区的问题而制定的计划得到项目影响社区的普遍支持，不存在多数反对的情

况。

成果：计划可以提高项目影响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对经济迁移给予公正的补偿，且最优方式是通过提

供相当的货物、财产或服务给予补偿。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影响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广泛而深入的；并且全面

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已经与几乎所有直接受影响的社区就减缓、管理和补偿措施

签订了正式协议。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计划可以使项目影响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并实现长期自给自

足的目标；并且计划有助于解决与项目影响无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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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计划和程序应该包括采购政策条款、资

格预审筛查、投标、合同授予、反腐败措施、和

对投标者投诉的反馈机制。如果项目在准备阶段

末期进入投标过程，项目实施和运行的采购计划

与程序可能在项目准备阶段还没有完成。在这种

情况下，采购计划应包含相关承诺，保证使用公

司实体的采购计划和程序，并遵守规定的准则。

筛查包括：质量、信誉、成本、关于履行合

同义务（时间、成本、规格）方面承包商的既往

表现等。

在项目准备阶段签订的合同包括调查、设

计、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等。如果合同没有在预

算内完成，就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合同变化的合理

性。

基于可持续性标准的筛查包括的附加标准

如社会、环境、道德、人权、健康和安全性、

对符合其它标准的地方供应商的优先选择和支

持等。

采购机会可能涉及新的供应商、新技术、通

过配合政府经济发展创新获得的能力发展机会、

补助金、研发创新、合同安排等。

本地供应商是那些项目影响区附近的，可以

或有潜力按照要求提供所需物品和服务的实体；

“本地”的定义将依据具体情况而定（如在项目

影响区或当地政府管辖区）。

地方能力发展是指为项目附近的实体提供的

一种援助，这些实体确实需要发展某种技术、能

力或更高水平的执行力以满足预期目标或提供相

关服务。

反腐败筛查指竞标公司必须有关于反腐败的

行为规范。

反腐败措施包括：公开招标过程设置较高门

槛；签订合同方及员工承诺执行反腐败政策；项

目廉洁公约；举报腐败及保护举报者的机制；除

受法律保护的商业信息外，其它信息不得以保密

事由拒绝公开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项目采购负

责人；反腐败非政府组织代表。

证据示例：相关的采购政策和程序；项目采

购计划；地方供应商来源和能力的分析；投标要

求/规范；招标文件；供应商筛查标准；供应商

业绩评价；投标人投诉记录；包括融资机构的各

单位遵守相关法律和方针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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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项目影响社区及生计*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对其影响社区的影响，包括经济迁移、对生计和生活水平的影响，以及对权

利、风险和机会的影响。评估目的是项目影响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水平与项目建设前相比得到改善并实现

长期自给自足的目标，此外在一个合理的时期内，充分履行对项目影响社区做出的承诺。

评估主题P-14“移民安置”和P-15“土著居民”是专门评估项目影响社区情况的两个分主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因素已经完成，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项目影响社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评价，不存在显著差距。

管理：针对项目影响社区的问题，制定了包括监控程序在内的管理计划和程序（如果有条件，运用当地的

专家团队），不存在显著差距；如果与项目影响社区签订了正式的协议，公开披露这些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与项目影响社区的进行了适时地双向沟通；项目影响社区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

获得反馈。

利益相关者支持：针对影响社区的问题而制定的计划得到项目影响社区的普遍支持，不存在多数反对的情

况。

成果：计划可以提高项目影响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对经济迁移给予公正的补偿，且最优方式是通过提

供相当的货物、财产或服务给予补偿。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影响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广泛而深入的；并且全面

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已经与几乎所有直接受影响的社区就减缓、管理和补偿措施

签订了正式协议。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计划可以使项目影响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并实现长期自给自

足的目标；并且计划有助于解决与项目影响无关的问题。

1

2

3

4

5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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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项目影响社区：居住在水电工程周围，受

到水电工程及其附属设施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各

种居民。

对项目影响的社区的评价包括他们的生计、

生活水平、项目对他们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影响的

性质、经济迁移程度，以及对性别和弱势群体的

分析。

生计是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产

（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生计

改善指通过对项目影响的生计进行补偿，使得那

些受影响的人们不仅能以可行的谋生手段继续生

活，而且在生活能力和资产拥有量方面较工程前

的原有水平有所提高。例如支持农民继续务农或

者寻找替代谋生手段，同时提供足够的支持，不

仅能够解决受项目影响群体的生计变化，而且可

以提高他们的能力或使他们获得必要的资源(包

括培训、信息、材料、机会和供应等)。

生活水平：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品的可获

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平；

衡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入、储

蓄、职业、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电、清洁

饮用水、卫生、卫生服务、教育服务、交通等。

生活水平改善可以通过反映物质享受水平的

各项指标的提高加以证明。

经济迁移指由于如下原因造成的资产、资产

获取渠道、收入来源、谋生手段的丧失：1） 土

地征用；2）土地使用或使用权的变化；3）土地

使用或自然资源使用权（包括对水资源、法定公

园、保护区或限制进入区如水库集水区的利用）

受限；4）环境变化导致的健康问题或生计影

响。上述丧失或限制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

永久的或暂时的，经济迁移均适用。

项目影响社区的问题包括：生计损失或限

制，生活水平降低、项目相关变化（如河流管理

及水文情势变化）引起的经济迁移。具体的例子

包括：对健康或安全的影响；对文化的影响；对

土地、树林及河堤的影响；稻田、居民花园、河

堤花园的损失；宗教场所、社区树林或其它自然

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丧失等。在这种情况下，

项目影响社区可能会由于上述影响而需要搬迁，

但是这类搬迁社区不属于移民安置范畴，因为物

理迁移只是项目带来的次要影响而并不是主要影

响。

利益相关者支持可能通过社区成员或其代表

表达，并且可能通过如下方式使其明确化，包

括：调查、在计划上签字、会议记录、口头建

议、公众听证记录、公开声明、政府许可、法院

判决等。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以广阔的视角看待

项目影响的区域，看待相关问题；对重要概念

（例如：生计或生活水平）进行广义的解释；广

泛地考虑解决方法；以广阔的视角看待利益相

关者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关注问题之间的相互关

系；遗留问题；累积影响；基于人权的方法等。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项目引起的下游

河堤泥沙冲刷，造成维持生计所必不可少的土地

的长期和累积损失，或者项目下游快速涨落水流

带来的安全隐患致使岸边社区居民缺乏安全感，

最终不得不搬迁。

项目影响社区的机会包括：培训和能力建

设；教育；卫生服务；就业；交通；对文化传统

或活动的贡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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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项目影响社区问题的措施包括：努力保

护下游岸边土地；签订下游水文情势协议以便使

下游社区维持生计；签订项目土地的使用协议以

便继续使用宗教场所、社区树林、传统药用植

物；支持新兴工业；保护宗教场所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影响社区的代表；项

目社会问题负责人；政府专家；地方政府；独立

专家。

证据示例：项目影响社区及其生计的评价报

告；性别分析；人权问题分析；项目影响社区的

协商与参与记录；项目影响社区问题反馈记录；

第三方评审报告；补偿措施报告；补偿措施协

议；关于文化敏感区及习俗的评价与协议。

项
目

准
备

*在制定《规范》时，该主题存在一处未达成一致的问题，与利益相关者支持标准有关。乐施会（Oxfam）认为基本
良好实践（3分）应为“项目得到受影响社区的普遍支持或不存在多数反对的情况。”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76

评估指南：

项目影响社区：居住在水电工程周围，受

到水电工程及其附属设施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各

种居民。

对项目影响的社区的评价包括他们的生计、

生活水平、项目对他们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影响的

性质、经济迁移程度，以及对性别和弱势群体的

分析。

生计是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产

（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生计

改善指通过对项目影响的生计进行补偿，使得那

些受影响的人们不仅能以可行的谋生手段继续生

活，而且在生活能力和资产拥有量方面较工程前

的原有水平有所提高。例如支持农民继续务农或

者寻找替代谋生手段，同时提供足够的支持，不

仅能够解决受项目影响群体的生计变化，而且可

以提高他们的能力或使他们获得必要的资源(包

括培训、信息、材料、机会和供应等)。

生活水平：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品的可获

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平；

衡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入、储

蓄、职业、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电、清洁

饮用水、卫生、卫生服务、教育服务、交通等。

生活水平改善可以通过反映物质享受水平的

各项指标的提高加以证明。

经济迁移指由于如下原因造成的资产、资产

获取渠道、收入来源、谋生手段的丧失：1） 土

地征用；2）土地使用或使用权的变化；3）土地

使用或自然资源使用权（包括对水资源、法定公

园、保护区或限制进入区如水库集水区的利用）

受限；4）环境变化导致的健康问题或生计影

响。上述丧失或限制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

永久的或暂时的，经济迁移均适用。

项目影响社区的问题包括：生计损失或限

制，生活水平降低、项目相关变化（如河流管理

及水文情势变化）引起的经济迁移。具体的例子

包括：对健康或安全的影响；对文化的影响；对

土地、树林及河堤的影响；稻田、居民花园、河

堤花园的损失；宗教场所、社区树林或其它自然

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丧失等。在这种情况下，

项目影响社区可能会由于上述影响而需要搬迁，

但是这类搬迁社区不属于移民安置范畴，因为物

理迁移只是项目带来的次要影响而并不是主要影

响。

利益相关者支持可能通过社区成员或其代表

表达，并且可能通过如下方式使其明确化，包

括：调查、在计划上签字、会议记录、口头建

议、公众听证记录、公开声明、政府许可、法院

判决等。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以广阔的视角看待

项目影响的区域，看待相关问题；对重要概念

（例如：生计或生活水平）进行广义的解释；广

泛地考虑解决方法；以广阔的视角看待利益相

关者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关注问题之间的相互关

系；遗留问题；累积影响；基于人权的方法等。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项目引起的下游

河堤泥沙冲刷，造成维持生计所必不可少的土地

的长期和累积损失，或者项目下游快速涨落水流

带来的安全隐患致使岸边社区居民缺乏安全感，

最终不得不搬迁。

项目影响社区的机会包括：培训和能力建

设；教育；卫生服务；就业；交通；对文化传统

或活动的贡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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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项目影响社区问题的措施包括：努力保

护下游岸边土地；签订下游水文情势协议以便使

下游社区维持生计；签订项目土地的使用协议以

便继续使用宗教场所、社区树林、传统药用植

物；支持新兴工业；保护宗教场所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影响社区的代表；项

目社会问题负责人；政府专家；地方政府；独立

专家。

证据示例：项目影响社区及其生计的评价报

告；性别分析；人权问题分析；项目影响社区的

协商与参与记录；项目影响社区问题反馈记录；

第三方评审报告；补偿措施报告；补偿措施协

议；关于文化敏感区及习俗的评价与协议。

项
目

准
备

*在制定《规范》时，该主题存在一处未达成一致的问题，与利益相关者支持标准有关。乐施会（Oxfam）认为基本
良好实践（3分）应为“项目得到受影响社区的普遍支持或不存在多数反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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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移民安置*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项目开发引起的移民搬迁安置问题。评估目的是维护移民的尊严及尊重移民的

人权；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处理问题；提高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的生活水平。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早在项目准备阶段，就已经对项目移民安置的影响进行了评价，已建立潜在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的

社会-经济基线，评价涵盖了所需移民安置的经济评价，其中也考虑了生活水平改善的成本。

管理:为确保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及时制定了“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和相关程序。该行动计划包括最新的社

会-经济基线、补偿框架、申诉机制以及监测程序；公开披露了与移民和移民安置区达成的正式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使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相关事务中，就相关事务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

进行了适时地双向沟通，沟通过程充分尊重当地文化；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

获得反馈；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参与到与移民安置方案和事项相关的决策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支持：“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得到大多数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居民的普遍支持，或者不存在多数反

对的情况。

成果：移民安置计划处理移民安置问题的方式公平合理，使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的生活水平得到及时改善。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的参与是广泛而深入的；并且全面及时

地向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就“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签订了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同意书。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计划可以使项目影响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并实现长期自给自

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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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有可靠证据显示项目活动

没有移民安置的需要，那么本主题不相关。

移民安置指因受项目影响，迁移人群无法在

原居住地居住而搬迁至另一个地点居住的过程。

生计是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产

（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

生计改善指通过对项目影响的生计进行补

偿，使得那些受影响的人们不仅能以可行的谋

生手段继续生活，而且在生活能力和资产拥有量

方面较工程前的原有水平有所提高。例如支持农

民继续务农或者寻找替代谋生手段，同时提供足

够的支持，不仅能够解决受项目影响群体的生计

变化，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能力或使他们获得必

要的资源(包括培训、信息、材料、机会和供应

等)。

生活水平指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品的可获

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

平；衡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

入、储蓄、职业、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

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务、教育服务、

交通等。

移民指那些被要求重新定居的人群，既包括

拥有正式的法定权利、习俗或传统权利的人群，

也包括那些没有土地权利的人群。

移民安置的社会-经济基线包括对社区结

构、性别、社会弱势群体、生活水平以及对生计

和资产损失的经济价值评估等的分析。

移民安置社区指接受搬迁过来的移民的

社区。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指为识别解决移民问题的

行动而专门编汇的一份文件或一系列文件。该文

件主要包括：识别需安置人群；移民的社会-经

济基线；即将实施的移民安置措施，包括辅助安

置和生计扶持措施；立法和补偿框架；组织角色

和责任；预算分配和财务管理；时间表、目的和

目标；申诉处理机制；监测、报告和评审的有关

条款；围绕协商、参与和信息交换达成的共识。

在移民的生计是以土地为基础或者移民偏好

有土地安置的情况下，应该主要考虑采取土地置

换土地的补偿方式。

申诉机制是指利益相关者能够提出关切问

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

踪和反馈的项目程序。

利益相关者支持可能通过社区成员或其代表

表达，并且可能通过如下方式使其明确化，包

括：调查、在计划上签字、会议记录、口头建

议、公众听证记录、公开声明、政府许可、法院

判决等。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对定义的术语进行

广义的解释；以广阔的视角看待相关问题；以广

阔的视角看待利益相关者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广泛收集各种数据和重要指标；关注问题之间

的相互关系；广泛地考虑解决方法；关注问题

之间的相互关系；广泛分析与移民安置相关的

趋势、方法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标准；考虑遗留

问题；考虑累积影响等。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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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移民安置*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项目开发引起的移民搬迁安置问题。评估目的是维护移民的尊严及尊重移民的

人权；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处理问题；提高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的生活水平。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早在项目准备阶段，就已经对项目移民安置的影响进行了评价，已建立潜在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的

社会-经济基线，评价涵盖了所需移民安置的经济评价，其中也考虑了生活水平改善的成本。

管理:为确保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及时制定了“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和相关程序。该行动计划包括最新的社

会-经济基线、补偿框架、申诉机制以及监测程序；公开披露了与移民和移民安置区达成的正式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使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相关事务中，就相关事务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

进行了适时地双向沟通，沟通过程充分尊重当地文化；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

获得反馈；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参与到与移民安置方案和事项相关的决策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支持：“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得到大多数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居民的普遍支持，或者不存在多数反

对的情况。

成果：移民安置计划处理移民安置问题的方式公平合理，使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的生活水平得到及时改善。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的参与是广泛而深入的；并且全面及时

地向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就“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签订了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同意书。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计划可以使项目影响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并实现长期自给自

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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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有可靠证据显示项目活动

没有移民安置的需要，那么本主题不相关。

移民安置指因受项目影响，迁移人群无法在

原居住地居住而搬迁至另一个地点居住的过程。

生计是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产

（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

生计改善指通过对项目影响的生计进行补

偿，使得那些受影响的人们不仅能以可行的谋

生手段继续生活，而且在生活能力和资产拥有量

方面较工程前的原有水平有所提高。例如支持农

民继续务农或者寻找替代谋生手段，同时提供足

够的支持，不仅能够解决受项目影响群体的生计

变化，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能力或使他们获得必

要的资源(包括培训、信息、材料、机会和供应

等)。

生活水平指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品的可获

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

平；衡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

入、储蓄、职业、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

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务、教育服务、

交通等。

移民指那些被要求重新定居的人群，既包括

拥有正式的法定权利、习俗或传统权利的人群，

也包括那些没有土地权利的人群。

移民安置的社会-经济基线包括对社区结

构、性别、社会弱势群体、生活水平以及对生计

和资产损失的经济价值评估等的分析。

移民安置社区指接受搬迁过来的移民的

社区。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指为识别解决移民问题的

行动而专门编汇的一份文件或一系列文件。该文

件主要包括：识别需安置人群；移民的社会-经

济基线；即将实施的移民安置措施，包括辅助安

置和生计扶持措施；立法和补偿框架；组织角色

和责任；预算分配和财务管理；时间表、目的和

目标；申诉处理机制；监测、报告和评审的有关

条款；围绕协商、参与和信息交换达成的共识。

在移民的生计是以土地为基础或者移民偏好

有土地安置的情况下，应该主要考虑采取土地置

换土地的补偿方式。

申诉机制是指利益相关者能够提出关切问

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

踪和反馈的项目程序。

利益相关者支持可能通过社区成员或其代表

表达，并且可能通过如下方式使其明确化，包

括：调查、在计划上签字、会议记录、口头建

议、公众听证记录、公开声明、政府许可、法院

判决等。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对定义的术语进行

广义的解释；以广阔的视角看待相关问题；以广

阔的视角看待利益相关者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广泛收集各种数据和重要指标；关注问题之间

的相互关系；广泛地考虑解决方法；关注问题

之间的相互关系；广泛分析与移民安置相关的

趋势、方法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标准；考虑遗留

问题；考虑累积影响等。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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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书：由社团领导人或受影响社团授权的

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和惯

例的基础上，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的协

议书。

潜在的采访对象：受移民安置和土地征用影

响的社区代表；移民安置社区的代表；项目社会

问题负责人；独立评审员；相关政府部门代表。

证据示例：移民安置和土地征用方面的评价

报告；项目影响社区的协商和参与记录；移民安

置和土地征用问题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土地征用计划；补偿协议；

针对移民安置行动计划达成的协议；社会条件基

线报告；生计分析；致贫风险分析；减缓、安置

和开发行动计划，包括项目效益在内的分享机

制；非政府组织报告。

该主题是在制定《规范》的过程中存在两处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主题之一，且都与利益相关者支持标准相关。乐施会（Oxfam）认

为基本良好实践（3分）应该是“项目得到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居民的普遍支持，或不存在多数反对的情况”。而证实的最佳实践

（5分）应该是“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表示同意项目的开发”，需要特别注

意那些受迫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可通过他们对“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的支持情况来选择表达他们是否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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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土著居民*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相关的土著居民的权利、风险和机会。应该意识到，作为与社会主流群体存

在显著差异的社会群体，他们更容易被边缘化并成为最弱势的群体。评估目的是在整个项目周期内以持

续的方式尊重土著居民的尊严、人权、愿望、文化、土地、知识、习俗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计。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剧本，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运用专业知识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对项目影响社区内土著居民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评价，评价内

容包括他们的权利、风险和脆弱性，以及任何文化敏感问题和需求，不存在显著差距。

管理：为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制定了计划和程序，用于处理那些与项目相关的、可能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

并且公开披露了与土著居民签订的正式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使土著居民参与到相关事务中，就相关事务与土著居民及自选的社区代表进行了适时地

双向沟通，沟通过程充分尊重土著文化；土著居民能够通过现有渠道提出问题并获得反馈。

利益相关者支持：针对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而制定的计划得到直接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的普遍支持，不存在

多数反对的情况。

成果：计划识别了项目对于土著居民及其相关的文化、知识、土地和资源使用等方面的主要负面影响，并

提出了避免、最小化、减缓或补偿负面影响的措施，不存在显著差距。同时获得了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的可

行机会。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土著居民以自由、优先和知情的方式参与到评价中；评价广泛考虑了各

种因素，包括了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土著居民以自由、优先和知情参与到计划和程序的制定过程中；能够对

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并且计划得到了公开、正式和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承诺的支持。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土著居民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全面及时地向土著居民

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并且直接受影响的土著居民参与到相关问题和方案的决策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已经寻求并获得了直接受影响的土著居民对项目的认可。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充分识别了可以产生积极影响的机会并将其尽可能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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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书：由社团领导人或受影响社团授权的

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和惯

例的基础上，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的协

议书。

潜在的采访对象：受移民安置和土地征用影

响的社区代表；移民安置社区的代表；项目社会

问题负责人；独立评审员；相关政府部门代表。

证据示例：移民安置和土地征用方面的评价

报告；项目影响社区的协商和参与记录；移民安

置和土地征用问题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土地征用计划；补偿协议；

针对移民安置行动计划达成的协议；社会条件基

线报告；生计分析；致贫风险分析；减缓、安置

和开发行动计划，包括项目效益在内的分享机

制；非政府组织报告。

该主题是在制定《规范》的过程中存在两处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主题之一，且都与利益相关者支持标准相关。乐施会（Oxfam）认

为基本良好实践（3分）应该是“项目得到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居民的普遍支持，或不存在多数反对的情况”。而证实的最佳实践

（5分）应该是“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表示同意项目的开发”，需要特别注

意那些受迫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可通过他们对“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的支持情况来选择表达他们是否同意。

*

项
目

准
备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81

P-15：土著居民*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相关的土著居民的权利、风险和机会。应该意识到，作为与社会主流群体存

在显著差异的社会群体，他们更容易被边缘化并成为最弱势的群体。评估目的是在整个项目周期内以持

续的方式尊重土著居民的尊严、人权、愿望、文化、土地、知识、习俗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计。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剧本，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运用专业知识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对项目影响社区内土著居民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评价，评价内

容包括他们的权利、风险和脆弱性，以及任何文化敏感问题和需求，不存在显著差距。

管理：为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制定了计划和程序，用于处理那些与项目相关的、可能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

并且公开披露了与土著居民签订的正式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使土著居民参与到相关事务中，就相关事务与土著居民及自选的社区代表进行了适时地

双向沟通，沟通过程充分尊重土著文化；土著居民能够通过现有渠道提出问题并获得反馈。

利益相关者支持：针对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而制定的计划得到直接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的普遍支持，不存在

多数反对的情况。

成果：计划识别了项目对于土著居民及其相关的文化、知识、土地和资源使用等方面的主要负面影响，并

提出了避免、最小化、减缓或补偿负面影响的措施，不存在显著差距。同时获得了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的可

行机会。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土著居民以自由、优先和知情的方式参与到评价中；评价广泛考虑了各

种因素，包括了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土著居民以自由、优先和知情参与到计划和程序的制定过程中；能够对

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并且计划得到了公开、正式和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承诺的支持。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土著居民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全面及时地向土著居民

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并且直接受影响的土著居民参与到相关问题和方案的决策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已经寻求并获得了直接受影响的土著居民对项目的认可。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充分识别了可以产生积极影响的机会并将其尽可能最大化。

1

2

3

4

5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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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有可靠证据显示项目所在

地区内无土著居民，那么本主题不相关。

土著居民指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群体，不

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特征：自我认同为一个特定的

本地文化团体的成员，且这一身份被他人认可；

在项目所在区域范围内，集体隶属于地理上的特

定栖息地或世代居住地，并且依附于这些地区的

自然资源；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或文化而独立的

文化习惯、经济、社会或政治体系；拥有通常与

国家或其所在地官方语言不同的土著语言。在某

些国家，需要经由特定的政府机关才能同土著居

民进行交往。

可能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最好能由土著居民

自己进行识别，包括：项目活动及基础设施对于

文化习俗的影响；对于传统土地产生的直接或间

接影响；对于社区凝聚力的影响；公共卫生风

险；对文化习俗的冲击；妨碍以自然资源为基础

的生计。

用来处理可能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的措施最

好能由土著居民自己进行识别，包括：避免措

施；保护文化习俗；土地授予和保护；卫生援

助；制定项目活动时间表以便不干扰民俗习惯；

支持传统节日活动；改善或确保以自然资源为基

础的生计的获得等。

利益相关者支持可通过社区成员或其代表来

表达，并且可通过如下方式使其明确化，包括：

调查、在计划上签字、会议记录、口头建议、公

众听证记录、公开声明、政府许可、法院判决，

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广泛考虑包括：广义的定义土著居民（例

如，包括少数民族）；以广阔的视角看待项目

影响区域；以广阔的视角看待本地权利和相关问

题；广义的解释重要概念，例如文化敏感性；广

泛的考虑方法；关注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遗留

问题；累积影响；广泛分析与土著居民相关的趋

势、方法和现有的以及新兴的标准等。

土著居民的机会包括：在教育、健康设施、

淡水、新土地或资源、新住房或建房材料，新生

计方面获得更多机会，制定新条约或正式协议，

这些条约和协议会长期给予更多的保障等。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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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书：由社区领导人或受影响社区授权的

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和惯

例的基础上，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的协

议书。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影响的土著居民社

区代表；项目社会问题负责人；独立评审员；

相关政府机关代表。

证据示例：对土著居民的评价报告；协商记

录及项目影响社区参与记录；项目影响的土著居

民问题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土著居民管

理计划；土著居民问题处理措施协议。

该主题是在制定《规范》过程中存在不一致观点的主题，集中体现在土著居民给予的支持和赞成方面。（无论是对管理计划还是

对于项目本身），根据利益相关者支持标准，IHA认为5分不能代表已证实的最佳实践。论坛内部已经达成共识，要求在未来发

展和验证《规范》的过程中应优先关注这个问题。大家认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明显的进展，则需要对评分说明的文字表述做

进一步的修改。

*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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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有可靠证据显示项目所在

地区内无土著居民，那么本主题不相关。

土著居民指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群体，不

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特征：自我认同为一个特定的

本地文化团体的成员，且这一身份被他人认可；

在项目所在区域范围内，集体隶属于地理上的特

定栖息地或世代居住地，并且依附于这些地区的

自然资源；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或文化而独立的

文化习惯、经济、社会或政治体系；拥有通常与

国家或其所在地官方语言不同的土著语言。在某

些国家，需要经由特定的政府机关才能同土著居

民进行交往。

可能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最好能由土著居民

自己进行识别，包括：项目活动及基础设施对于

文化习俗的影响；对于传统土地产生的直接或间

接影响；对于社区凝聚力的影响；公共卫生风

险；对文化习俗的冲击；妨碍以自然资源为基础

的生计。

用来处理可能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的措施最

好能由土著居民自己进行识别，包括：避免措

施；保护文化习俗；土地授予和保护；卫生援

助；制定项目活动时间表以便不干扰民俗习惯；

支持传统节日活动；改善或确保以自然资源为基

础的生计的获得等。

利益相关者支持可通过社区成员或其代表来

表达，并且可通过如下方式使其明确化，包括：

调查、在计划上签字、会议记录、口头建议、公

众听证记录、公开声明、政府许可、法院判决，

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广泛考虑包括：广义的定义土著居民（例

如，包括少数民族）；以广阔的视角看待项目

影响区域；以广阔的视角看待本地权利和相关问

题；广义的解释重要概念，例如文化敏感性；广

泛的考虑方法；关注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遗留

问题；累积影响；广泛分析与土著居民相关的趋

势、方法和现有的以及新兴的标准等。

土著居民的机会包括：在教育、健康设施、

淡水、新土地或资源、新住房或建房材料，新生

计方面获得更多机会，制定新条约或正式协议，

这些条约和协议会长期给予更多的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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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书：由社区领导人或受影响社区授权的

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和惯

例的基础上，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的协

议书。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影响的土著居民社

区代表；项目社会问题负责人；独立评审员；

相关政府机关代表。

证据示例：对土著居民的评价报告；协商记

录及项目影响社区参与记录；项目影响的土著居

民问题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土著居民管

理计划；土著居民问题处理措施协议。

该主题是在制定《规范》过程中存在不一致观点的主题，集中体现在土著居民给予的支持和赞成方面。（无论是对管理计划还是

对于项目本身），根据利益相关者支持标准，IHA认为5分不能代表已证实的最佳实践。论坛内部已经达成共识，要求在未来发

展和验证《规范》的过程中应优先关注这个问题。大家认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明显的进展，则需要对评分说明的文字表述做

进一步的修改。

*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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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劳工及其工作条件
本主题用于评估劳工及其工作条件，包括雇员和承包商的机会、公平、多样性、健康和安全。评估

目的是公正对待员工并保护其权益。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项目的人力资源和劳动管理要求进行了评价，包括项目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风险和管理措

施，不存在显著差距。

管理：已经为项目实施和运行制定了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政策、计划及程序，涵盖了所有劳工管理计划的

组成部分，包括承包商、分包商和中介机构，不存在显著差距。

利益相关者参与：员工及承包商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方面的问题并获得反馈。

成果：劳工管理政策、计划和实践同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相比不存在可识别的不一致。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了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

虑的。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劳工管理政策、计划和实践与国际认可的劳动权利相符合。

1

2

3

4

5

评估指南：

劳工管理计划要素包括：人力资源政策、员

工和劳力计划、职业健康与安全、机会平等、员

工发展与培训、申诉机制以及（适用的）集体谈

判机制。

职业健康与安全指保护员工或雇员的安全、

健康与福利，例如，预防工作场所内可能由某些

工作活动直接导致的疾病或伤害。

中介机构为项目介绍工作人员的第三方，这

些工作人员在很长时间内执行与项目重要功能直

接相关的工作，或者在项目所在区域内就职。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以广阔的视角看待

相关问题；广泛收集各种数据和重要指标；关注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广泛分析与劳工及其工作

条件相关的趋势、方法、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标

准；了解相关的人权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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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在“国际金融公司行为

标准2”，“国际劳动组织标准”以及在“2008

年人权大会”上John Ruggie所作的“保护、尊重

和补偿：商业和人权框架”报告中都有描述，包

括：结社自由、同工同酬权利、组织与参加集体

谈判的权利、平等工作权利、不受歧视权利、

获得公正而合理报酬的权利、废除奴役和强迫劳

动、获得安全工作环境的权利、废除童工、休息

和娱乐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家庭生活的权利。

证据应该显示相关政策和实践没有妨碍工人履行

如上权利。一致性的证据例如符合性分析。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人力资源部门职员；

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职员；项目负责人；劳动合同

负责人、项目安全负责人；员工或承包商代表；

外部专家；工会和员工代表；女性员工。

证据示例：与人力资源、雇工、承包商、公

平、职业健康与安全、劳动力计划以及申诉机制

相关的政策、计划和程序；国内和国际关于劳动

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的标准。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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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劳工及其工作条件
本主题用于评估劳工及其工作条件，包括雇员和承包商的机会、公平、多样性、健康和安全。评估

目的是公正对待员工并保护其权益。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项目的人力资源和劳动管理要求进行了评价，包括项目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风险和管理措

施，不存在显著差距。

管理：已经为项目实施和运行制定了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政策、计划及程序，涵盖了所有劳工管理计划的

组成部分，包括承包商、分包商和中介机构，不存在显著差距。

利益相关者参与：员工及承包商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方面的问题并获得反馈。

成果：劳工管理政策、计划和实践同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相比不存在可识别的不一致。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了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

虑的。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劳工管理政策、计划和实践与国际认可的劳动权利相符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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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估指南：

劳工管理计划要素包括：人力资源政策、员

工和劳力计划、职业健康与安全、机会平等、员

工发展与培训、申诉机制以及（适用的）集体谈

判机制。

职业健康与安全指保护员工或雇员的安全、

健康与福利，例如，预防工作场所内可能由某些

工作活动直接导致的疾病或伤害。

中介机构为项目介绍工作人员的第三方，这

些工作人员在很长时间内执行与项目重要功能直

接相关的工作，或者在项目所在区域内就职。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以广阔的视角看待

相关问题；广泛收集各种数据和重要指标；关注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广泛分析与劳工及其工作

条件相关的趋势、方法、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标

准；了解相关的人权问题等。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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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在“国际金融公司行为

标准2”，“国际劳动组织标准”以及在“2008

年人权大会”上John Ruggie所作的“保护、尊重

和补偿：商业和人权框架”报告中都有描述，包

括：结社自由、同工同酬权利、组织与参加集体

谈判的权利、平等工作权利、不受歧视权利、

获得公正而合理报酬的权利、废除奴役和强迫劳

动、获得安全工作环境的权利、废除童工、休息

和娱乐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家庭生活的权利。

证据应该显示相关政策和实践没有妨碍工人履行

如上权利。一致性的证据例如符合性分析。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人力资源部门职员；

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职员；项目负责人；劳动合同

负责人、项目安全负责人；员工或承包商代表；

外部专家；工会和员工代表；女性员工。

证据示例：与人力资源、雇工、承包商、公

平、职业健康与安全、劳动力计划以及申诉机制

相关的政策、计划和程序；国内和国际关于劳动

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的标准。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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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文化遗产
本主题用于评估由于受水电项目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如新道路、输电线）的影响而导致毁坏和丧失

文化遗产的风险，特别指物质文化遗产。评估目的是识别物质文化遗产，了解其重要性，制定相关措施

解决那些特别重要的问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文化遗产进行了评价，不存在显著差距；评价包括对物质文化遗产的识别与记录，对重要性

的相应等级进行评估，以及对项目导致的风险加以识别。

管理：已经为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制定了应对物质文化遗产问题的计划和程序，不存在显著差距；计划包括

对意外发现情况的处理，同时确保文化遗产专家在现场，并在项目建设期间与项目管理团队定期联系。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文化遗产问题的评价和计划过程中，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适时地双向沟

通；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利益相关者支持：文化遗产的评价、计划和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普遍支持，或者不存

在多数反对的情况。

成果：计划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项目活动造成的对文化遗产的不利影响，且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并且计划得到了公开的、

正式的和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承诺的支持。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并且全

面及时地向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签订了关于文化遗产管理措

施的正式协议。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计划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对文化遗产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存在

可识别的差距；并且计划有助于处理与项目影响无关的文化遗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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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有可靠证据显示在项目影

响的的地区内没有识别出来的物质文化资源，则

本主题不相关。

文化遗产指某个群体或团体创造的有形物品

或无形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从前代继承，保存

于当代，并将流传后代，造福子孙。

物质文化遗产指具有考古学、古生物学、历

史、建筑学、宗教、审美或其它文化价值的可移

动或不可移动的物体、遗址、结构、建筑群、自

然地物与景观。物质文化资源可能分布在农村或

城市、地上或地下，或者水下。其文化利益可能

归属于地方、省或国家，或者属于国际社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节庆、仪式、

民间传说、评书、戏剧等。应参照本《规范》评

估主题P-5“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和管理”对这

些问题进行处理。

文化遗产风险包括：水库淹没重要的遗址或

文物；由于建筑施工对重要的遗址或文物造成损

害和破坏；由于进入通道的改变（如：新的沟渠

或具有护栏的线性基础设施，主要道路）致使无

法进入某些重要的遗址；对代表神灵的特殊遗址

的干扰等。

处理物质文化资源的计划和过程包括：文件

记录与记录保留；搬迁；建立保护区；新通道；

安抚仪式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保护意思是指保证安全，使其免受损害、腐

烂、丢失、毁坏或破坏。

利益相关者支持可通过社区成员或其代表来

表达，并且可通过如下方式使其明确化，包括：

调查、在计划上签字、会议记录、口头建议、公

众听证记录、公开声明、政府许可、法院判决

等。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以广阔的视角看待

相关问题；广泛收集不同类型的数据；关注问题

之间的相互关系；广泛分析与文化遗产有关的趋

势、方法、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标准；从广泛的

角度评价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等。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泥沙冲刷和淤积

对于重要文物所在地的影响，承包商或民众故意

破坏或盗窃风险等。

文化遗产机会包括：同遗产机构合作；倡导

认识文化遗产价值的活动，如节庆、参观博物馆

或拜访专家；制定保留传统活动的计划；获得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特殊津贴，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与社会问题负责

人，地方文化遗产专家，相关政府部门（例如，

文物或环境部门）代表；外部专家；项目影响社

区的代表。

证据示例：文化遗产影响报告；保护计划；

利益相关者问题协商与反馈记录；遗产计划与协

议；国内与国际标准。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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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文化遗产
本主题用于评估由于受水电项目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如新道路、输电线）的影响而导致毁坏和丧失

文化遗产的风险，特别指物质文化遗产。评估目的是识别物质文化遗产，了解其重要性，制定相关措施

解决那些特别重要的问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文化遗产进行了评价，不存在显著差距；评价包括对物质文化遗产的识别与记录，对重要性

的相应等级进行评估，以及对项目导致的风险加以识别。

管理：已经为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制定了应对物质文化遗产问题的计划和程序，不存在显著差距；计划包括

对意外发现情况的处理，同时确保文化遗产专家在现场，并在项目建设期间与项目管理团队定期联系。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文化遗产问题的评价和计划过程中，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适时地双向沟

通；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利益相关者支持：文化遗产的评价、计划和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普遍支持，或者不存

在多数反对的情况。

成果：计划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项目活动造成的对文化遗产的不利影响，且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并且计划得到了公开的、

正式的和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承诺的支持。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并且全

面及时地向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签订了关于文化遗产管理措

施的正式协议。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计划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对文化遗产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存在

可识别的差距；并且计划有助于处理与项目影响无关的文化遗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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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有可靠证据显示在项目影

响的的地区内没有识别出来的物质文化资源，则

本主题不相关。

文化遗产指某个群体或团体创造的有形物品

或无形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从前代继承，保存

于当代，并将流传后代，造福子孙。

物质文化遗产指具有考古学、古生物学、历

史、建筑学、宗教、审美或其它文化价值的可移

动或不可移动的物体、遗址、结构、建筑群、自

然地物与景观。物质文化资源可能分布在农村或

城市、地上或地下，或者水下。其文化利益可能

归属于地方、省或国家，或者属于国际社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节庆、仪式、

民间传说、评书、戏剧等。应参照本《规范》评

估主题P-5“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和管理”对这

些问题进行处理。

文化遗产风险包括：水库淹没重要的遗址或

文物；由于建筑施工对重要的遗址或文物造成损

害和破坏；由于进入通道的改变（如：新的沟渠

或具有护栏的线性基础设施，主要道路）致使无

法进入某些重要的遗址；对代表神灵的特殊遗址

的干扰等。

处理物质文化资源的计划和过程包括：文件

记录与记录保留；搬迁；建立保护区；新通道；

安抚仪式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保护意思是指保证安全，使其免受损害、腐

烂、丢失、毁坏或破坏。

利益相关者支持可通过社区成员或其代表来

表达，并且可通过如下方式使其明确化，包括：

调查、在计划上签字、会议记录、口头建议、公

众听证记录、公开声明、政府许可、法院判决

等。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以广阔的视角看待

相关问题；广泛收集不同类型的数据；关注问题

之间的相互关系；广泛分析与文化遗产有关的趋

势、方法、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标准；从广泛的

角度评价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等。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泥沙冲刷和淤积

对于重要文物所在地的影响，承包商或民众故意

破坏或盗窃风险等。

文化遗产机会包括：同遗产机构合作；倡导

认识文化遗产价值的活动，如节庆、参观博物馆

或拜访专家；制定保留传统活动的计划；获得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特殊津贴，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与社会问题负责

人，地方文化遗产专家，相关政府部门（例如，

文物或环境部门）代表；外部专家；项目影响社

区的代表。

证据示例：文化遗产影响报告；保护计划；

利益相关者问题协商与反馈记录；遗产计划与协

议；国内与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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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公共卫生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水电项目有关的公共卫生问题。评估目的是保证该项目不会引起或加剧公共卫生

问题，并且可以改善项目影响区内现有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了评价，不存在显著差距；评价包括公共卫生系统能力和获得卫生服务的

途径，并且已经考虑到不同社区群体的健康需求、问题和风险。

管理：已经为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制定了应对已知公共卫生问题的计划和程序，不存在显著差距。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公共卫生问题的评价和计划过程中，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卫生官员和项

目影响社区）进行了适时地双向沟通；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成果：计划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项目活动对公共卫生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且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并且全

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计划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对公共卫生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存在

可识别的差距；并且计划可以改善项目建设前的公共卫生情况，或有助于处理与项目影响无关的其它公共

卫生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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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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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本评估主题总是相关的，因为

即使在项目建设前项目影响区是无人区，也会因

为新的项目出现新的居民，因此就涉及对相关问

题、风险和机遇的识别和处理。

公共卫生问题包括：施工人员带入的疾病

（如，艾滋病）；虫媒病（如，疟疾、血吸虫

病）；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营养不良；

心理失调；社会幸福感；传统资源的损失或污

染；汞或重金属富集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以广阔的视角看待

相关问题；广泛收集各种数据和重要指标；关注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广泛分析与公共卫生相关

的趋势、方法、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标准等。

公共卫生机会包括：改善供电，清洁用水和

卫生设施；开发或更新公共卫生设施；提供设

备、培训、健康教育、免疫接种；通过增加食用

鱼供给而提供低价优质的蛋白质饮食等。

不同社区群体的健康需求、问题和风险与性

别、年龄、民族、对传统医药的获取和使用等相

关。

公共卫生管理措施包括：降低蚊媒病风险的

措施；医疗用品以及免疫接种疫苗的储存；健康

教育，健康意识和疾病预防的培训；水质检测

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社会问题负责人、独

立的公共卫生专家、政府卫生部门的代表、项目

影响社区的代表。

证据示例：公共卫生问题和机会评价；公共

卫生管理计划；国内和国际标准。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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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公共卫生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水电项目有关的公共卫生问题。评估目的是保证该项目不会引起或加剧公共卫生

问题，并且可以改善项目影响区内现有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了评价，不存在显著差距；评价包括公共卫生系统能力和获得卫生服务的

途径，并且已经考虑到不同社区群体的健康需求、问题和风险。

管理：已经为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制定了应对已知公共卫生问题的计划和程序，不存在显著差距。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公共卫生问题的评价和计划过程中，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卫生官员和项

目影响社区）进行了适时地双向沟通；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成果：计划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项目活动对公共卫生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且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并且全

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计划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对公共卫生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存在

可识别的差距；并且计划可以改善项目建设前的公共卫生情况，或有助于处理与项目影响无关的其它公共

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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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本评估主题总是相关的，因为

即使在项目建设前项目影响区是无人区，也会因

为新的项目出现新的居民，因此就涉及对相关问

题、风险和机遇的识别和处理。

公共卫生问题包括：施工人员带入的疾病

（如，艾滋病）；虫媒病（如，疟疾、血吸虫

病）；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营养不良；

心理失调；社会幸福感；传统资源的损失或污

染；汞或重金属富集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以广阔的视角看待

相关问题；广泛收集各种数据和重要指标；关注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广泛分析与公共卫生相关

的趋势、方法、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标准等。

公共卫生机会包括：改善供电，清洁用水和

卫生设施；开发或更新公共卫生设施；提供设

备、培训、健康教育、免疫接种；通过增加食用

鱼供给而提供低价优质的蛋白质饮食等。

不同社区群体的健康需求、问题和风险与性

别、年龄、民族、对传统医药的获取和使用等相

关。

公共卫生管理措施包括：降低蚊媒病风险的

措施；医疗用品以及免疫接种疫苗的储存；健康

教育，健康意识和疾病预防的培训；水质检测

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社会问题负责人、独

立的公共卫生专家、政府卫生部门的代表、项目

影响社区的代表。

证据示例：公共卫生问题和机会评价；公共

卫生管理计划；国内和国际标准。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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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生物多样性和入侵物种
本主题评估集水区、水库和下游区域的生态系统价值、栖息地和相关具体问题（例如濒危物种和鱼

类洄游通道），以及与规划项目有关的有害和入侵物种产生的潜在影响。评估目的是项目所在地区拥有

健康、功能良好和可维持的水生及陆地生态系统，并且是长期可持续；同时对项目活动造成的生物多样

性影响进行负责任的管理。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陆生生物多样性、水生生物多样性（包括水生物种的迁徙通道和与重要栖息地连通性的丧

失）以及入侵物种的风险进行了评估，不存在显著差距。

管理：已经为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制定了应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计划和程序，不存在显著差距。

成果：计划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项目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了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同时做出的承诺是公开、

正式且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计划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项目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

响，不存在可识别的差距；并且计划可以增加项目建设前的生物多样性，或有助于处理与项目影响无关

的生物多样性影响问题。

1

2

3

4

5

评估指南：

生物多样性问题包括：栖息地丧失、阻碍鱼

类洄游、产卵地丧失、栖息地连通性丧失、重要生

物链物种的减少或丧失、湿地减少、重要物种的偷

猎、狩猎或过度开发、杂草或有害物种的引入等。

保护或提高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包括：流域保

护、建立保护区、保护和改善栖息地、物种管理

计划、迁移、修复栖息地、创建新的栖息地、管

理下泄流量等。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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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物种迁移通道的处理措施包括：鱼梯、升

鱼机、捕捞与放流计划、鱼苗场、种群恢复计划、

鱼类绕过水轮机进入下游通道的机制、辅助条件

（水化学，运行条件）、水轮机设计的选择等。

入侵物种处理措施包括：水库蓄水前的植物

清理、为有害物种通过设置障碍、污染控制、物

理移除或抑制、化学处理、库区水体滞留时间、

下泄流量管理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对于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补偿，可采用制定补

偿方案或扶持补偿方案的方式。补偿指针对项目

开发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显著不利影响，设

计行动予以补偿而取得的可度量的保护成果，以

及在采取了适当的避免、最小化与恢复措施之后

的持续维持。一般来说，以上不会发生在项目区

内。

广泛考虑的因素包括：对累积影响的考虑；

从流域的角度考虑问题；以广阔的视角看待受项

目影响地区；广泛考虑有关问题；采用多种方法

收集数据；关注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等。

生物多样性机会包括：与野生动物保护团体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加入流域管理委员会和流域

管理项目；关于鱼类洄游通道或产卵地的联合调

查；雇佣或与地方社区配合巡逻保护区；开办企

业经营非木质森林资源；能力建设和教育；创办

生态旅游企业；建立鸟类和水禽保护区；建立鱼

类保护区；湿地保护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问题负责人；水

生和陆地生态学家；鱼类洄游通道相关的设计工

程师；有关政府部门代表（如渔业、野生动物、

环境、森林）；地方社区代表，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陆生生物多样性评价；水生生物

多样性评价；鱼类研究；过鱼设施技术可行性评

价；第三方评审报告；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入侵

物种管理计划；承诺和协议；根据从地方社区获得

的关于捕鱼和非木材林产品的基线数据对经济和生

计进行价值估算。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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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生物多样性和入侵物种
本主题评估集水区、水库和下游区域的生态系统价值、栖息地和相关具体问题（例如濒危物种和鱼

类洄游通道），以及与规划项目有关的有害和入侵物种产生的潜在影响。评估目的是项目所在地区拥有

健康、功能良好和可维持的水生及陆地生态系统，并且是长期可持续；同时对项目活动造成的生物多样

性影响进行负责任的管理。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陆生生物多样性、水生生物多样性（包括水生物种的迁徙通道和与重要栖息地连通性的丧

失）以及入侵物种的风险进行了评估，不存在显著差距。

管理：已经为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制定了应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计划和程序，不存在显著差距。

成果：计划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项目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了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同时做出的承诺是公开、

正式且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计划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项目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

响，不存在可识别的差距；并且计划可以增加项目建设前的生物多样性，或有助于处理与项目影响无关

的生物多样性影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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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生物多样性问题包括：栖息地丧失、阻碍鱼

类洄游、产卵地丧失、栖息地连通性丧失、重要生

物链物种的减少或丧失、湿地减少、重要物种的偷

猎、狩猎或过度开发、杂草或有害物种的引入等。

保护或提高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包括：流域保

护、建立保护区、保护和改善栖息地、物种管理

计划、迁移、修复栖息地、创建新的栖息地、管

理下泄流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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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物种迁移通道的处理措施包括：鱼梯、升

鱼机、捕捞与放流计划、鱼苗场、种群恢复计划、

鱼类绕过水轮机进入下游通道的机制、辅助条件

（水化学，运行条件）、水轮机设计的选择等。

入侵物种处理措施包括：水库蓄水前的植物

清理、为有害物种通过设置障碍、污染控制、物

理移除或抑制、化学处理、库区水体滞留时间、

下泄流量管理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对于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补偿，可采用制定补

偿方案或扶持补偿方案的方式。补偿指针对项目

开发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显著不利影响，设

计行动予以补偿而取得的可度量的保护成果，以

及在采取了适当的避免、最小化与恢复措施之后

的持续维持。一般来说，以上不会发生在项目区

内。

广泛考虑的因素包括：对累积影响的考虑；

从流域的角度考虑问题；以广阔的视角看待受项

目影响地区；广泛考虑有关问题；采用多种方法

收集数据；关注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等。

生物多样性机会包括：与野生动物保护团体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加入流域管理委员会和流域

管理项目；关于鱼类洄游通道或产卵地的联合调

查；雇佣或与地方社区配合巡逻保护区；开办企

业经营非木质森林资源；能力建设和教育；创办

生态旅游企业；建立鸟类和水禽保护区；建立鱼

类保护区；湿地保护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问题负责人；水

生和陆地生态学家；鱼类洄游通道相关的设计工

程师；有关政府部门代表（如渔业、野生动物、

环境、森林）；地方社区代表，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陆生生物多样性评价；水生生物

多样性评价；鱼类研究；过鱼设施技术可行性评

价；第三方评审报告；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入侵

物种管理计划；承诺和协议；根据从地方社区获得

的关于捕鱼和非木材林产品的基线数据对经济和生

计进行价值估算。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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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泥沙冲刷和淤积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相关的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的处理。评估目的是项目导致的泥沙冲刷和淤积

得到负责任的处理，不会影响其它领域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的实现；识别并管理可能影响项目的外部

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进行了评价，不存在显著差距；评价识别了项目可能引发的问题以及可

能对项目造成影响的问题，并且形成了对受影响河流体系泥沙负荷和动态变化的认识。

管理：已经为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制定了应对已知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的计划和程序，不存在显著差距。

成果：计划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项目活动造成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以及可能影响项目的泥沙冲刷和淤

积问题，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计划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项目活动造成的泥沙冲刷和淤积的问

题，且不存在可识别的差距；并且计划还可以改善项目建设前的泥沙冲刷和淤积状况，或有助于解决与项

目影响无关的泥沙冲刷和淤积的问题。

1

2

3

4

5

评估指南：

项目可能造成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包括，因

为道路和施工建设、水位波动导致的直接土地扰

动；水流改变和淤积负荷导致的间接土地扰动。

需要考虑水电项目导致的景观尤其是下游河道的

调整会持续很多年直到达到新的平衡。

负面影响指项目导致的泥沙冲刷和淤积影响

到其它领域社会、环境和/或经济目标的实现；

或者指项目外部引起的泥沙冲刷和淤积影响到项

自身的社会、环境和/或经济目标的实现。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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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响项目的问题可能包括：自然的高含

沙量可能会影响水库寿命，导致水轮机磨损，并

增加对隧洞、引水渠和其它输水管道的维护需

求；其它流域活动导致滑坡或土地扰动可能增加

水库的输沙量或者给项目所依赖的运输线路带来

不利的影响等。

泥沙冲刷和淤积管理措施包括：流域治理

工程，如泥沙防治结构；项目设计特色，如排

沙闸门；水资源管理措施，如避免浑浊或岸线

侵蚀；植树造林和恢复植被行动；解决土地利

用方式的措施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

表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

使用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

当避免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

最小化的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

时，采用已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

险和影响。

广泛考虑的因素包括：累积影响的考虑；采

用多种方法收集数据；关注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河岸花园破坏导致的生计影响，或长期泥

沙冲刷影响文化遗产特征）等，

泥沙冲刷和淤积的机会包括：与土地保护或

流域管理团体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对泥沙冲刷或

淤积管理展开联合研究；新技术；受益于泥沙冲

刷和淤积风险降低的再造林碳信用额等。

泥沙冲刷与淤积的机会包括：与土地保护或

流域管理机构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对泥沙冲刷或

淤积管理的联合研究；新技术；受益于泥沙冲刷

和淤积风险降低的再造林碳信用额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问题负责人；政

府代表（如，环保部门）；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泥沙冲刷和淤积评价报告；为施

工和运行而制定的泥沙冲刷和淤积管理计划。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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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泥沙冲刷和淤积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相关的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的处理。评估目的是项目导致的泥沙冲刷和淤积

得到负责任的处理，不会影响其它领域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的实现；识别并管理可能影响项目的外部

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进行了评价，不存在显著差距；评价识别了项目可能引发的问题以及可

能对项目造成影响的问题，并且形成了对受影响河流体系泥沙负荷和动态变化的认识。

管理：已经为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制定了应对已知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的计划和程序，不存在显著差距。

成果：计划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项目活动造成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以及可能影响项目的泥沙冲刷和淤

积问题，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计划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项目活动造成的泥沙冲刷和淤积的问

题，且不存在可识别的差距；并且计划还可以改善项目建设前的泥沙冲刷和淤积状况，或有助于解决与项

目影响无关的泥沙冲刷和淤积的问题。

1

2

3

4

5

评估指南：

项目可能造成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包括，因

为道路和施工建设、水位波动导致的直接土地扰

动；水流改变和淤积负荷导致的间接土地扰动。

需要考虑水电项目导致的景观尤其是下游河道的

调整会持续很多年直到达到新的平衡。

负面影响指项目导致的泥沙冲刷和淤积影响

到其它领域社会、环境和/或经济目标的实现；

或者指项目外部引起的泥沙冲刷和淤积影响到项

自身的社会、环境和/或经济目标的实现。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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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响项目的问题可能包括：自然的高含

沙量可能会影响水库寿命，导致水轮机磨损，并

增加对隧洞、引水渠和其它输水管道的维护需

求；其它流域活动导致滑坡或土地扰动可能增加

水库的输沙量或者给项目所依赖的运输线路带来

不利的影响等。

泥沙冲刷和淤积管理措施包括：流域治理

工程，如泥沙防治结构；项目设计特色，如排

沙闸门；水资源管理措施，如避免浑浊或岸线

侵蚀；植树造林和恢复植被行动；解决土地利

用方式的措施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

表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

使用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

当避免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

最小化的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

时，采用已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

险和影响。

广泛考虑的因素包括：累积影响的考虑；采

用多种方法收集数据；关注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河岸花园破坏导致的生计影响，或长期泥

沙冲刷影响文化遗产特征）等，

泥沙冲刷和淤积的机会包括：与土地保护或

流域管理团体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对泥沙冲刷或

淤积管理展开联合研究；新技术；受益于泥沙冲

刷和淤积风险降低的再造林碳信用额等。

泥沙冲刷与淤积的机会包括：与土地保护或

流域管理机构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对泥沙冲刷或

淤积管理的联合研究；新技术；受益于泥沙冲刷

和淤积风险降低的再造林碳信用额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问题负责人；政

府代表（如，环保部门）；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泥沙冲刷和淤积评价报告；为施

工和运行而制定的泥沙冲刷和淤积管理计划。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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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水质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相关的水质问题的管理。评估目的是项目活动不会给邻近地区的水质带来不

利影响。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因素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进行了水质问题评价，不存在显著差距。

管理：已经为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制定了应对已知水质问题的计划和程序，不存在显著差距。

成果：计划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项目活动导致的负面水质影响，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

存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计划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负面的水质影响，不存在可识别的

差距；并且计划可以改善项目建设前的水质状况，或有助于解决超出项目本身影响范围的水质问题。

1

2

3

4

5

评估指南：

水质问题在施工阶段包括：施工活动导致浑

浊、径流和污染物；在运行阶段包括：溶解氧降

低、水温不随季节变化、可能出现的水温分层现

象、污染物流入、营养物捕获、潜在的水华爆发

风险、淹没沉积物中有毒物质释放等。

水质管理措施在施工阶段主要针对现场问题

采取避免或减缓措施，例如，油吸收剂，沉积物

收集等。运行阶段的水质应对措施往往是长期有

效的。有时还能从项目的设计中体现，例如：通

过分层取水设施或安装曝气装置的设计来解决溶

解氧水平的问题；水管理措施，如足够的水循环

与水体流动； 为解决有机物分解问题而进行的

植物管理；处理来自非项目活动的污染物，如污

水、废弃物、污染场地，等。

项
目

准
备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95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广泛考虑的因素包括：累积影响的考虑；广

泛收集数据；关注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水

质影响渔业生存能力、饮用水的获取、流域活动

和土地使用方式的内部联系）等。

水质机会包括：处理来自非项目活动的污染

物，如污水、废物、污染场地；地下水的稳定

化、通过复氧或温度扩散来改善水质；新技术；

新服务提供商；同社区水路健康监测团体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问题负责人；政

府（如，环保部门）代表；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水质监测报告； 施工和运行阶

段的水质管理计划。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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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水质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相关的水质问题的管理。评估目的是项目活动不会给邻近地区的水质带来不

利影响。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因素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进行了水质问题评价，不存在显著差距。

管理：已经为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制定了应对已知水质问题的计划和程序，不存在显著差距。

成果：计划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项目活动导致的负面水质影响，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

存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计划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负面的水质影响，不存在可识别的

差距；并且计划可以改善项目建设前的水质状况，或有助于解决超出项目本身影响范围的水质问题。

1

2

3

4

5

评估指南：

水质问题在施工阶段包括：施工活动导致浑

浊、径流和污染物；在运行阶段包括：溶解氧降

低、水温不随季节变化、可能出现的水温分层现

象、污染物流入、营养物捕获、潜在的水华爆发

风险、淹没沉积物中有毒物质释放等。

水质管理措施在施工阶段主要针对现场问题

采取避免或减缓措施，例如，油吸收剂，沉积物

收集等。运行阶段的水质应对措施往往是长期有

效的。有时还能从项目的设计中体现，例如：通

过分层取水设施或安装曝气装置的设计来解决溶

解氧水平的问题；水管理措施，如足够的水循环

与水体流动； 为解决有机物分解问题而进行的

植物管理；处理来自非项目活动的污染物，如污

水、废弃物、污染场地，等。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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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广泛考虑的因素包括：累积影响的考虑；广

泛收集数据；关注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水

质影响渔业生存能力、饮用水的获取、流域活动

和土地使用方式的内部联系）等。

水质机会包括：处理来自非项目活动的污染

物，如污水、废物、污染场地；地下水的稳定

化、通过复氧或温度扩散来改善水质；新技术；

新服务提供商；同社区水路健康监测团体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问题负责人；政

府（如，环保部门）代表；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水质监测报告； 施工和运行阶

段的水质管理计划。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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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水库规划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实施和运行期间库区内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管理规划。 评估目的是在综

合考虑发电运行、环境和社会管理要求以及多目标用途的基础上，使水库得到良好的管理，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水库蓄水前、蓄水过程中以及水库运行阶段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进行了评价，不存在显著

差距。

管理：已经制定了管理水库准备、蓄水和运行的计划和程序。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

存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建立在同地方社区代表进行对话基础上，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

包括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水库规划建立在同地方社区代表和政府代表进行对话的基础上；并且

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1

2

3

4

5

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需要蓄水，则本评估主题

相关。

水库指任何一个用作存蓄或调控水量的人造

的池塘或湖泊。

库区指水库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的淹没地

区以及该水位线以上的陆地缓冲带。

水库蓄水前的考虑因素是指在与库区相关的

施工、社会或环境管理计划中，对任何有时间限

制的重要工作所做的准备；例如，植被清除、对

污染场地和淹没的文化遗产地进行管理、船用斜

坡道建设、准备相应的区域以接收迁移的野生动

物。

水库蓄水期间的考虑因素包括：安全、野生

动物管理、土地或边坡稳定性、与移民安置或其

它管理活动有关的水库蓄水的时间和进度等。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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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运行考虑因素包括：优化发电、维护需

求、泥石流治理（尤其在全球季风多发地带）、

多用途（例如商业、休闲）、安全、洪水管理、

岸线侵蚀、水库淤积、公众进入、水质、生物多

样性、入侵物种、水传播疾病、监测等。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

认识、多目标的考虑、利用水库发展其他它的一

种发展媒介（如清洁饮用水的水源、渔业和其它

生计方式、改善水上运输）等。

机会包括：更多的投资者对副产品行业产生

兴趣；与环境减缓措施或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相关

的研发项目；对于特殊设计的现场试验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施工负

责人；项目环境和社会问题负责人；地方政

府代表。

证据示例：项目综合管理计划；施工管理计

划；水库设计文件；水库运行产出模型；环境和

社会影响评价与管理计划的相关摘录。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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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水库规划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实施和运行期间库区内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管理规划。 评估目的是在综

合考虑发电运行、环境和社会管理要求以及多目标用途的基础上，使水库得到良好的管理，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对水库蓄水前、蓄水过程中以及水库运行阶段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进行了评价，不存在显著

差距。

管理：已经制定了管理水库准备、蓄水和运行的计划和程序。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

存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建立在同地方社区代表进行对话基础上，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

包括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水库规划建立在同地方社区代表和政府代表进行对话的基础上；并且

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1

2

3

4

5

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需要蓄水，则本评估主题

相关。

水库指任何一个用作存蓄或调控水量的人造

的池塘或湖泊。

库区指水库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的淹没地

区以及该水位线以上的陆地缓冲带。

水库蓄水前的考虑因素是指在与库区相关的

施工、社会或环境管理计划中，对任何有时间限

制的重要工作所做的准备；例如，植被清除、对

污染场地和淹没的文化遗产地进行管理、船用斜

坡道建设、准备相应的区域以接收迁移的野生动

物。

水库蓄水期间的考虑因素包括：安全、野生

动物管理、土地或边坡稳定性、与移民安置或其

它管理活动有关的水库蓄水的时间和进度等。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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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运行考虑因素包括：优化发电、维护需

求、泥石流治理（尤其在全球季风多发地带）、

多用途（例如商业、休闲）、安全、洪水管理、

岸线侵蚀、水库淤积、公众进入、水质、生物多

样性、入侵物种、水传播疾病、监测等。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

认识、多目标的考虑、利用水库发展其他它的一

种发展媒介（如清洁饮用水的水源、渔业和其它

生计方式、改善水上运输）等。

机会包括：更多的投资者对副产品行业产生

兴趣；与环境减缓措施或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相关

的研发项目；对于特殊设计的现场试验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施工负

责人；项目环境和社会问题负责人；地方政

府代表。

证据示例：项目综合管理计划；施工管理计

划；水库设计文件；水库运行产出模型；环境和

社会影响评价与管理计划的相关摘录。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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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下游水文情势
本主题评估同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和效益相关的水电工程设施的下游水文情势。评估目的是通过认识

受水文情势影响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以及整合这些目标的措施，规划和实现水电项目的下游水文情势。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基于相关科学和其它方面的信息对所有潜在的项目下游受影响河段的水文情势进行了评价，不

存在显著差距。评价包括对满足不同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所需流量范围和变率的识别。

管理：制定了下游水文情势的计划和程序。包括流量目标，水文情势的大小、范围和变率，流量监测点

位，持续的监测计划，同时如果在相关方面做出正式承诺，需公开披露这些承诺。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下游水文情势的评价和计划过程中，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适时地双向沟

通；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与下游水文情势相关的问题并获得反馈。

成果：下游流量计划考虑了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如果涉及跨界河流，也考虑了各方认可的跨界目标。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且计划中的承诺是公开、

正式和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广泛而深入的；并且全面

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下游水文情势计划体现了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之间的最优化。

1

2

3

4

5

项
目

准
备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99

评估指南：

水文情势指工程设施可能影响的多个点位的

径流情况，例如：引水坝的下游、主水坝或水轮

机的下游。

下游水文情势的描述需要结合具体的项目环

节和阶段，例如：某些季节的部分时段内的最小

流量、最大流量；或者特殊的水文事件，例如一

次冲刷急流或洪水淹没了泛洪平原。个别国家可

能还会以法律的形式对下游流量的要求做出规

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

方面的因素。如果项目对于下游水文情势的影响

范围超出了项目所在辖区，则下游水文情势的任

何影响都需要纳入考虑。

本主题中的最优是指，在协商的基础上，充

分考虑了所有已知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因素所实

现的最佳状态（Best fit）；事实上，最佳状态的

实现可能会允许某个特定河段有较为宽松的流量

目标，原因是为了满足另一具有更高优先级河段

的流量要求。对下游最佳流量的确定可能会根据

具体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获得，例如它可能通

过政府主导的公众听证程序产生，或者是拥护者

通过健全的程序提出建议，监管部门将此建议列

入项目审批或核准的一部分等。

广泛考虑的因素包括：累积影响、流域可持

续发展、水资源综合管理、以广阔的视角看待相

关问题；以广阔的视角看待利益相关者对各种问

题的看法，采用多种方法收集数据; 关注问题之

间的相互关系（例如水文和生物多样性的联系，

渔业和食品供应对社会迁移和公共卫生的长期影

响）等。

与流量有关的风险包括：生物多样性和丰

富度的下降、河道的丧失、安全问题、河岸植

被和洪泛区农业机会的丧失、沿岸湿地连通性

的丧失等。

与流量有关的机会包括：工程的设计和运行

（包括增加水轮机或出水能力）能够保证规划的

高流量下泄，从而使洪泛区的连通性和其它环境

流量目标受益；建立水电补偿基金以改善洪泛区

的连通性、洪水风险管理和洪泛区生态系统管理

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水文专家；

项目环境和社会问题负责人；水生态学家；独立

的环境流量专家；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

的社区代表；下游沿岸社区代表； 主管政府部

门代表；（如果涉及跨界河流）下游跨界社区

代表。

证据示例：对与流量目标相关的下游流量的

评价；下游水文情势计划规定的范围、变率和核

查点位；系统运行计划；与下泄机制相关的设计

文件；协商和利益相关者参与记录；利益相关者

问题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承诺和协议。

项
目

准
备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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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下游水文情势
本主题评估同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和效益相关的水电工程设施的下游水文情势。评估目的是通过认识

受水文情势影响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以及整合这些目标的措施，规划和实现水电项目的下游水文情势。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经基于相关科学和其它方面的信息对所有潜在的项目下游受影响河段的水文情势进行了评价，不

存在显著差距。评价包括对满足不同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所需流量范围和变率的识别。

管理：制定了下游水文情势的计划和程序。包括流量目标，水文情势的大小、范围和变率，流量监测点

位，持续的监测计划，同时如果在相关方面做出正式承诺，需公开披露这些承诺。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下游水文情势的评价和计划过程中，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适时地双向沟

通；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与下游水文情势相关的问题并获得反馈。

成果：下游流量计划考虑了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如果涉及跨界河流，也考虑了各方认可的跨界目标。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且计划中的承诺是公开、

正式和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广泛而深入的；并且全面

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下游水文情势计划体现了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之间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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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水文情势指工程设施可能影响的多个点位的

径流情况，例如：引水坝的下游、主水坝或水轮

机的下游。

下游水文情势的描述需要结合具体的项目环

节和阶段，例如：某些季节的部分时段内的最小

流量、最大流量；或者特殊的水文事件，例如一

次冲刷急流或洪水淹没了泛洪平原。个别国家可

能还会以法律的形式对下游流量的要求做出规

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

方面的因素。如果项目对于下游水文情势的影响

范围超出了项目所在辖区，则下游水文情势的任

何影响都需要纳入考虑。

本主题中的最优是指，在协商的基础上，充

分考虑了所有已知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因素所实

现的最佳状态（Best fit）；事实上，最佳状态的

实现可能会允许某个特定河段有较为宽松的流量

目标，原因是为了满足另一具有更高优先级河段

的流量要求。对下游最佳流量的确定可能会根据

具体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获得，例如它可能通

过政府主导的公众听证程序产生，或者是拥护者

通过健全的程序提出建议，监管部门将此建议列

入项目审批或核准的一部分等。

广泛考虑的因素包括：累积影响、流域可持

续发展、水资源综合管理、以广阔的视角看待相

关问题；以广阔的视角看待利益相关者对各种问

题的看法，采用多种方法收集数据; 关注问题之

间的相互关系（例如水文和生物多样性的联系，

渔业和食品供应对社会迁移和公共卫生的长期影

响）等。

与流量有关的风险包括：生物多样性和丰

富度的下降、河道的丧失、安全问题、河岸植

被和洪泛区农业机会的丧失、沿岸湿地连通性

的丧失等。

与流量有关的机会包括：工程的设计和运行

（包括增加水轮机或出水能力）能够保证规划的

高流量下泄，从而使洪泛区的连通性和其它环境

流量目标受益；建立水电补偿基金以改善洪泛区

的连通性、洪水风险管理和洪泛区生态系统管理

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水文专家；

项目环境和社会问题负责人；水生态学家；独立

的环境流量专家；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

的社区代表；下游沿岸社区代表； 主管政府部

门代表；（如果涉及跨界河流）下游跨界社区

代表。

证据示例：对与流量目标相关的下游流量的

评价；下游水文情势计划规定的范围、变率和核

查点位；系统运行计划；与下泄机制相关的设计

文件；协商和利益相关者参与记录；利益相关者

问题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承诺和协议。

项
目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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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附加效益（Additional Benefits）：指项目为所在地区带

来的效益。

问责（Accountability）：个人、公司或机构对自身行动

负责、承担责任、并以透明方式公开结果的义务。

负有责任的（Accountable）：对某人或某项行动负责任

或义务的。

充足的（Adequate）：充分或足以满足要求或需要。 

协议（Agreement）：个人、群体或实体间就从事某项经营

或行动而达成的被记录下来的协定。它可被纳入谅解备忘录、会

议纪要、意向书、联合原则声明、合同、经营许可证等。

适当的（Appropriate）：对特定的人、条件、场合、地点

而言是合适的，匹配的，满足已识别的需要或要求的。

基线（Baseline）：一套为后续比较提供基准的测量值、

统计数据或条件。基线指项目发生之前的条件，早于项目启

动，对应项目发生后的变化并使其具可比性。对运行中的水电

项目而言，如果项目发生前的基线不存在，则视现状为基线。

承诺（Commitment）：对执行、交付或避免做某事而做

出的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或诺言。

社区群体（Community Groups)：居住在较大区域内、具

有共同特征或利益的一群人。界定这些群体有多种不同方法，

应采用对项目有意义的方法。例如，可界定包含如下群体：城

镇居民、农村居民、土著居民、少数民族、有共同职业或宗教

信仰的人、残疾人、老年人、文盲、女性、男性、儿童等。

合规性（Compliance）：遵守法律要求、政策和公开承

诺。

全面的（Comprehensive）：考虑和处理所有相关要素。

一致性（Conformance）：说明项目执行措施与最新计划

之间的一致程度。

同意书（Consent）：由社团领导人或受影响社团授权的

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和做法的基础上，

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的协议书。

腐败（Corruption）：缺乏诚信（尤其易于行贿受贿）；

利用职务收受不正当财物。

可信的（Credible）：可被信任的；有道理的；值得信赖

的；真实可靠的。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某个群体或团体创造的

有形物品或无形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从前代继承，保存于当

代，并将流传后代，造福子孙。

累积影响（Cumulative Impacts）：当项目与过去、现在

和未来可预见的其它活动进行叠加时对环境产生的增量影响。

在评价累积影响的效应时，应考虑到水资源、生态系统及受影

响社区容纳这些影响的承载力。应界定合理的评价范围。

欺骗（Deception）：被欺骗的事实或状态；被给定理由

使之相信非真实的信息；被误导。

开发商（Developer）：投资水电项目进行开发的主导实

体或实体联合体。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D i r e c t l y  A f f e c t e d 

Stakeholder）：拥有重要的权利、风险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可能处于项目影响区的内部（如，项目影响社区）或外部

（如，政府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代表或投资伙伴）。

披露（Disc l osu re）：让公众获知（参见“公开披

露”）。

经济迁移（Economic Displacement）：由于如下原因造

成的资产、资产获取渠道、收入来源、生计手段的丧失：（1） 

土地征用；（2）土地使用或使用权的变化；3）土地使用或自

然资源使用权（包括水资源、法定公园、保护区或限制进入区

如水库集水区的利用）受限；（4）环境变化导致的健康忧虑或

生计影响。上述丧失或限制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永久的

或暂时的，经济迁移均适用。

有效的（Effective）：产生或能够产生计划、预期或希望

的效果。

参与其中（Engaged）：互动，通常通过协商过程实现。

公正的（Equitable）：公平、公正或中立的。

证据（Evidence）：被审核者提供给评估员用来验证是

否满足某个标准或达到何种满足程度的证据。证据可以是定性

或定量信息、记录或事实陈述，口头或书面形式均可。证据应

是可获得的或可再现的；不受情感或偏见影响；是通过观察、

测量、文件、测试或其它方法获得的事实；实际存在；可再现

的；客观且可验证的。

专家（Expert）：经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

专业技能或知识的人。

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就某项活动对男性和女

性及性别关系的影响进行评价的过程。该过程可被用来确保：

开发活动不会使男性和女性的利益受损，增强活动的可持续性和

有效性，或者对性别敏感计划进行评价、能力建设和做出承诺。

管理机制（Governance）：通知、指导、管理和监测项目

活动以实现目标的过程和结构的结合。

申诉机制（Grievance Mechanisms）：利益相关者提出关

切问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踪和反

馈的项目程序。 

人权（Human Rights）：全人类都被赋予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包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并且被载

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宣言中。

水文资源（Hydrological Resource）：流入项目的水资

源。

影响（Impact）：某项行动或事件的后果或效果；判定某

一影响的消极或积极程度取决于背景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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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审（Independent Review）：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

从项目利润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

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s）：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

化群体，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特征：自我认同为一个特定的本

地文化团体的成员，且这一身份被他人认可；在项目所在区域

范围内，集体隶属于地理上的特定栖息地或世代居住地以及栖

息地及居住地内的自然资源；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或文化而独

立的文化习惯、经济、社会或政治体系；拥有通常与国家或其

所在地官方语言不同的土著语言。

综合的（Integrated）：合并、散布、包含在某物中。

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推动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相关资源协调发展

与管理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公正的方式使经济与社会福利最

大化，但不损害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中介机构（Intermediaries）：为项目介绍工作人员的第三

方，这些工作人员在很长时间内执行与项目重要功能直接相关

的工作，或者在项目所在区域内就职。

入侵物种（Invasive Species）：某个地区非自然生长的

物种，其引入会危害或可能危害当地的经济、环境或人类健

康。

土地复原（Land Rehabilitation）：土地受项目实施的扰

乱或破坏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过程。

遗留问题（Legacy Issues）：以往项目未减缓或未以相

当的物品或服务予以补偿的影响，或者现有（现存）项目中长

期存在的问题，或者新项目所在地内存在的既有问题。

生计（Livelihood）：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

产（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

生活水平（Living Standards）：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

品的可获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平；衡

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入、储蓄、职业、

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

务、教育服务、交通等。

地方的（Local）：指一个国家疆域内的行政区划（如：

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有关的）。

长期（Long-Term）：水电项目的计划寿命。

维护（Maintenance）：指使某物保持正常状态所做的工

作；维持。

管理计划（Management Plan）：管理计划指管理某个

特定项目事项的参考工具，并为该事项确立“原因、内容、方

式、对象、数量和时间”。

管理体制（Management System）：用于保证组织完成其

目标所要求的所有任务的过程和程序框架。

最大化的（Max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

围内最大效果的。

最小化的（Min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围

内最小效果的。

减缓（Mitigation）：消极影响的缓和、减弱和/或减轻。

不合规性（Non-Compliance）：未满足法律、许可证、

合同或执照中规定的义务。

不一致性（Non-Conformance）：未能实现管理计划中的

目的与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公开或未公开的承诺，但并不具

有法律约束力，不承担违约法律责任。

非关键的（Non-Critical）：对于某事是否合适、充分和

/或有效而言不是必不可少的。

职业健康与安全（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指保护员工或雇员的安全、健康与福利，例如，预防工作场所

内可能由某些工作活动直接导致的疾病或伤害。

补偿（Offset）：针对项目开发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方面

的显著不利影响，设计行动予以补偿而取得的可度量的保护成

果，以及在采取了适当的避免、最小化与恢复措施之后的持续

维持。一般来说，以上不会发生在项目区内。

最优的（Optimal）：基于协商过程的成果，所有因素都

被考虑在内，最适合的。

优化过程（Optimisation Process）：从备选方案中选择

最适合方案的过程。

未解决的（Outstanding）：未安置或没有解决的。

计划（Plans）：针对某个已识别问题的管理措施，该问

题可能被或未被正式纳入业务管理计划中。计划可以包括拟定

安排的文件，比如，根据会议达成的下一步行动方案的协议。

计划也可以是开发商、业主或运营商、相关政府机构、或者那

些对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负有主要责任的其它机构的计划。同

样，计划也可以是负责实施的承包商的计划。

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指由于政府政策变化、政府

禁止商品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干涉、

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商、企业与政府所要面

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能力丧失风险。

可行的（Practicable）：能够在现有条件和环境下实现的。

过程（Process）：一系列行动、变化或功能导致的一个

结果。 

采购（Procurement）：为了使水电项目或运行设施直接受益或

投入使用，以合理的时间、地点、渠道、数量和质量，以及最适宜

的价格，获得产品和/或服务的行为，一般通过签订合同实现。

方案（Programme）：与水电开发方案有关，包含项目的

所有组成部分（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务和采购，

以及沟通等）。

项目影响区（Project-Affected Area）：集水区、水库

和项目选址下游、相关水坝，及任何相关设施建设（例如，公

路、输电线、采石场、施工营地、安置区等）的影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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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效益（Additional Benefits）：指项目为所在地区带

来的效益。

问责（Accountability）：个人、公司或机构对自身行动

负责、承担责任、并以透明方式公开结果的义务。

负有责任的（Accountable）：对某人或某项行动负责任

或义务的。

充足的（Adequate）：充分或足以满足要求或需要。 

协议（Agreement）：个人、群体或实体间就从事某项经营

或行动而达成的被记录下来的协定。它可被纳入谅解备忘录、会

议纪要、意向书、联合原则声明、合同、经营许可证等。

适当的（Appropriate）：对特定的人、条件、场合、地点

而言是合适的，匹配的，满足已识别的需要或要求的。

基线（Baseline）：一套为后续比较提供基准的测量值、

统计数据或条件。基线指项目发生之前的条件，早于项目启

动，对应项目发生后的变化并使其具可比性。对运行中的水电

项目而言，如果项目发生前的基线不存在，则视现状为基线。

承诺（Commitment）：对执行、交付或避免做某事而做

出的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或诺言。

社区群体（Community Groups)：居住在较大区域内、具

有共同特征或利益的一群人。界定这些群体有多种不同方法，

应采用对项目有意义的方法。例如，可界定包含如下群体：城

镇居民、农村居民、土著居民、少数民族、有共同职业或宗教

信仰的人、残疾人、老年人、文盲、女性、男性、儿童等。

合规性（Compliance）：遵守法律要求、政策和公开承

诺。

全面的（Comprehensive）：考虑和处理所有相关要素。

一致性（Conformance）：说明项目执行措施与最新计划

之间的一致程度。

同意书（Consent）：由社团领导人或受影响社团授权的

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和做法的基础上，

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的协议书。

腐败（Corruption）：缺乏诚信（尤其易于行贿受贿）；

利用职务收受不正当财物。

可信的（Credible）：可被信任的；有道理的；值得信赖

的；真实可靠的。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某个群体或团体创造的

有形物品或无形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从前代继承，保存于当

代，并将流传后代，造福子孙。

累积影响（Cumulative Impacts）：当项目与过去、现在

和未来可预见的其它活动进行叠加时对环境产生的增量影响。

在评价累积影响的效应时，应考虑到水资源、生态系统及受影

响社区容纳这些影响的承载力。应界定合理的评价范围。

欺骗（Deception）：被欺骗的事实或状态；被给定理由

使之相信非真实的信息；被误导。

开发商（Developer）：投资水电项目进行开发的主导实

体或实体联合体。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D i r e c t l y  A f f e c t e d 

Stakeholder）：拥有重要的权利、风险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可能处于项目影响区的内部（如，项目影响社区）或外部

（如，政府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代表或投资伙伴）。

披露（Disc l osu re）：让公众获知（参见“公开披

露”）。

经济迁移（Economic Displacement）：由于如下原因造

成的资产、资产获取渠道、收入来源、生计手段的丧失：（1） 

土地征用；（2）土地使用或使用权的变化；3）土地使用或自

然资源使用权（包括水资源、法定公园、保护区或限制进入区

如水库集水区的利用）受限；（4）环境变化导致的健康忧虑或

生计影响。上述丧失或限制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永久的

或暂时的，经济迁移均适用。

有效的（Effective）：产生或能够产生计划、预期或希望

的效果。

参与其中（Engaged）：互动，通常通过协商过程实现。

公正的（Equitable）：公平、公正或中立的。

证据（Evidence）：被审核者提供给评估员用来验证是

否满足某个标准或达到何种满足程度的证据。证据可以是定性

或定量信息、记录或事实陈述，口头或书面形式均可。证据应

是可获得的或可再现的；不受情感或偏见影响；是通过观察、

测量、文件、测试或其它方法获得的事实；实际存在；可再现

的；客观且可验证的。

专家（Expert）：经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

专业技能或知识的人。

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就某项活动对男性和女

性及性别关系的影响进行评价的过程。该过程可被用来确保：

开发活动不会使男性和女性的利益受损，增强活动的可持续性和

有效性，或者对性别敏感计划进行评价、能力建设和做出承诺。

管理机制（Governance）：通知、指导、管理和监测项目

活动以实现目标的过程和结构的结合。

申诉机制（Grievance Mechanisms）：利益相关者提出关

切问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踪和反

馈的项目程序。 

人权（Human Rights）：全人类都被赋予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包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并且被载

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宣言中。

水文资源（Hydrological Resource）：流入项目的水资

源。

影响（Impact）：某项行动或事件的后果或效果；判定某

一影响的消极或积极程度取决于背景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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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准
备

独立评审（Independent Review）：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

从项目利润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

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s）：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

化群体，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特征：自我认同为一个特定的本

地文化团体的成员，且这一身份被他人认可；在项目所在区域

范围内，集体隶属于地理上的特定栖息地或世代居住地以及栖

息地及居住地内的自然资源；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或文化而独

立的文化习惯、经济、社会或政治体系；拥有通常与国家或其

所在地官方语言不同的土著语言。

综合的（Integrated）：合并、散布、包含在某物中。

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推动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相关资源协调发展

与管理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公正的方式使经济与社会福利最

大化，但不损害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中介机构（Intermediaries）：为项目介绍工作人员的第三

方，这些工作人员在很长时间内执行与项目重要功能直接相关

的工作，或者在项目所在区域内就职。

入侵物种（Invasive Species）：某个地区非自然生长的

物种，其引入会危害或可能危害当地的经济、环境或人类健

康。

土地复原（Land Rehabilitation）：土地受项目实施的扰

乱或破坏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过程。

遗留问题（Legacy Issues）：以往项目未减缓或未以相

当的物品或服务予以补偿的影响，或者现有（现存）项目中长

期存在的问题，或者新项目所在地内存在的既有问题。

生计（Livelihood）：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

产（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

生活水平（Living Standards）：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

品的可获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平；衡

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入、储蓄、职业、

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

务、教育服务、交通等。

地方的（Local）：指一个国家疆域内的行政区划（如：

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有关的）。

长期（Long-Term）：水电项目的计划寿命。

维护（Maintenance）：指使某物保持正常状态所做的工

作；维持。

管理计划（Management Plan）：管理计划指管理某个

特定项目事项的参考工具，并为该事项确立“原因、内容、方

式、对象、数量和时间”。

管理体制（Management System）：用于保证组织完成其

目标所要求的所有任务的过程和程序框架。

最大化的（Max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

围内最大效果的。

最小化的（Min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围

内最小效果的。

减缓（Mitigation）：消极影响的缓和、减弱和/或减轻。

不合规性（Non-Compliance）：未满足法律、许可证、

合同或执照中规定的义务。

不一致性（Non-Conformance）：未能实现管理计划中的

目的与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公开或未公开的承诺，但并不具

有法律约束力，不承担违约法律责任。

非关键的（Non-Critical）：对于某事是否合适、充分和

/或有效而言不是必不可少的。

职业健康与安全（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指保护员工或雇员的安全、健康与福利，例如，预防工作场所

内可能由某些工作活动直接导致的疾病或伤害。

补偿（Offset）：针对项目开发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方面

的显著不利影响，设计行动予以补偿而取得的可度量的保护成

果，以及在采取了适当的避免、最小化与恢复措施之后的持续

维持。一般来说，以上不会发生在项目区内。

最优的（Optimal）：基于协商过程的成果，所有因素都

被考虑在内，最适合的。

优化过程（Optimisation Process）：从备选方案中选择

最适合方案的过程。

未解决的（Outstanding）：未安置或没有解决的。

计划（Plans）：针对某个已识别问题的管理措施，该问

题可能被或未被正式纳入业务管理计划中。计划可以包括拟定

安排的文件，比如，根据会议达成的下一步行动方案的协议。

计划也可以是开发商、业主或运营商、相关政府机构、或者那

些对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负有主要责任的其它机构的计划。同

样，计划也可以是负责实施的承包商的计划。

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指由于政府政策变化、政府

禁止商品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干涉、

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商、企业与政府所要面

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能力丧失风险。

可行的（Practicable）：能够在现有条件和环境下实现的。

过程（Process）：一系列行动、变化或功能导致的一个

结果。 

采购（Procurement）：为了使水电项目或运行设施直接受益或

投入使用，以合理的时间、地点、渠道、数量和质量，以及最适宜

的价格，获得产品和/或服务的行为，一般通过签订合同实现。

方案（Programme）：与水电开发方案有关，包含项目的

所有组成部分（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务和采购，

以及沟通等）。

项目影响区（Project-Affected Area）：集水区、水库

和项目选址下游、相关水坝，及任何相关设施建设（例如，公

路、输电线、采石场、施工营地、安置区等）的影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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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社区（Project Affected Communities）：居住

在项目影响区内的各种居民形成的互相影响的人群，他们受到

来自水电项目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项目集水区（Project Catchment）：其径流流入项目水

库的那部分流域，径流最终流经电站水轮机，或经大坝泄流进

入下游河流。

项目组成部分（Project Components）：整个水电开发方

案的组成部分，包括设计、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

务、沟通以及采购。

项目土地（Project Lands）：项目所拥有、使用和/或影

响的土地。

保护（Protection）：保持安全，免受损害、腐烂、丢

失、破坏或毁坏。

公开披露（Publicly Disclosed）：告知公众已经做出或

完成相关协议、承诺、评价、管理计划或重要报告，自愿（例

如，网站发布）或应要求及时让公众获知。

修复（Refurbishment）：复原至其原来的良好状态。

区域的（Regional）：指在国际背景下的超国家实体。本

《规范》用“地方（local）”这个名称指代一个国家疆域内的

行政区划（如：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相关的）。

相关的（Relevant）：与某个评估主题直接相关的、有联

系的、适用的、通用的或有关的。在本《规范》中，根据项目

自身的考虑因素与分析确定相关性。项目代表提出是否相关并

提供证据支持，如管理机构的支持；评估员则审核证据以确认

其相关性。  

水库（Reservoir）：任何一个用作存蓄或调控水量的人造

的池塘或湖泊。

库区（Reservoir Area）：指水库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

的淹没地区，以及该水位线以上的陆地缓冲带。

移民安置（Resettlement）：受项目影响，迁移人群无法

在原居住地居住，而搬至另一个地方居住的过程。

移民（Resettlees）：指那些被要求重新定居的人群，既

包括拥有正式的法定权利、习俗或传统权利的人群，也包括那

些没有土地权利的人群。

流域（River Basin）：某一河流及其全部支流的汇流地

区。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Resettlement Action Plan）：指

为识别解决移民安置问题的行动而专门编汇的一份文件或一系

列文件。该文件主要包括：识别重新安置人群；移民的社会、

经济基线；即将实施的移民安置措施，包括辅助安置和生计扶

持；立法和补偿框架；组织角色和责任；预算分配和财务管

理；时间表、目的和目标；申诉处理机制；监测、报告和评审

的提供；围绕协商、参与和信息交换达成共识。

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研究项目表现如何

随着项目的关键基础假设的改变而变化。

短期（Short-Term）：日常运营。

重大的（Significant）：在影响或结果上重要，或相对较

大的。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水电项目和关联活动关乎

其利益、使其牵涉其中或受其影响的人。

利益相关者群体（Stakeholder Group）：拥有共同特征

或利益的一群利益相关者。

战略符合性（Strategic Fit）：通过方案评估和其它相关

的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多国家政策与计划，提出优先事项与

目标，进而识别出的项目与地方、国家、区域的需求之间的协

调性。

合适的（Suitable）：对预期的目的、条件或场合而言，

是适宜的。

及时的（Timely）：发生在合适的或恰当的时间。

跨界协议（Transboundary Agreements）：沿岸国家之

间签订的关于参与方如何利用共享水资源的协议，以及如何保

持这些协议的过程。

透明的/透明度（Transparent / Transparency）：向公

众公开以接受监督，公众可获知，和/或应要求可供公众查阅

或向公众披露。

升级（Upgrade）：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等级或标准。

社会弱势群体（Vulnerable Social Groups）：被边缘化

或贫困化，且承受变化的能力和手段非常有限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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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及《项目运行》评估工具采用的分级评价方法可由表1阐述。该表列出了6个评价指标在5个

不同得分水平的特征。《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及《项目运行》评估工具中的评分说明，采用表1所列方法作为指导。不

过表1并不是评分基础，充足的信息通常应在评估主题页中获得。但是，在评估过程中，当主题页中的评分说明或评估指南的

信息不足时，评估员可参照此表评分。评估过程中，如果对“评价”、“管理”、“利益相关者参与”是否满足基本良好实践

存有疑问时，表1将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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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社区（Project Affected Communities）：居住

在项目影响区内的各种居民形成的互相影响的人群，他们受到

来自水电项目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项目集水区（Project Catchment）：其径流流入项目水

库的那部分流域，径流最终流经电站水轮机，或经大坝泄流进

入下游河流。

项目组成部分（Project Components）：整个水电开发方

案的组成部分，包括设计、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

务、沟通以及采购。

项目土地（Project Lands）：项目所拥有、使用和/或影

响的土地。

保护（Protection）：保持安全，免受损害、腐烂、丢

失、破坏或毁坏。

公开披露（Publicly Disclosed）：告知公众已经做出或

完成相关协议、承诺、评价、管理计划或重要报告，自愿（例

如，网站发布）或应要求及时让公众获知。

修复（Refurbishment）：复原至其原来的良好状态。

区域的（Regional）：指在国际背景下的超国家实体。本

《规范》用“地方（local）”这个名称指代一个国家疆域内的

行政区划（如：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相关的）。

相关的（Relevant）：与某个评估主题直接相关的、有联

系的、适用的、通用的或有关的。在本《规范》中，根据项目

自身的考虑因素与分析确定相关性。项目代表提出是否相关并

提供证据支持，如管理机构的支持；评估员则审核证据以确认

其相关性。  

水库（Reservoir）：任何一个用作存蓄或调控水量的人造

的池塘或湖泊。

库区（Reservoir Area）：指水库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

的淹没地区，以及该水位线以上的陆地缓冲带。

移民安置（Resettlement）：受项目影响，迁移人群无法

在原居住地居住，而搬至另一个地方居住的过程。

移民（Resettlees）：指那些被要求重新定居的人群，既

包括拥有正式的法定权利、习俗或传统权利的人群，也包括那

些没有土地权利的人群。

流域（River Basin）：某一河流及其全部支流的汇流地

区。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Resettlement Action Plan）：指

为识别解决移民安置问题的行动而专门编汇的一份文件或一系

列文件。该文件主要包括：识别重新安置人群；移民的社会、

经济基线；即将实施的移民安置措施，包括辅助安置和生计扶

持；立法和补偿框架；组织角色和责任；预算分配和财务管

理；时间表、目的和目标；申诉处理机制；监测、报告和评审

的提供；围绕协商、参与和信息交换达成共识。

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研究项目表现如何

随着项目的关键基础假设的改变而变化。

短期（Short-Term）：日常运营。

重大的（Significant）：在影响或结果上重要，或相对较

大的。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水电项目和关联活动关乎

其利益、使其牵涉其中或受其影响的人。

利益相关者群体（Stakeholder Group）：拥有共同特征

或利益的一群利益相关者。

战略符合性（Strategic Fit）：通过方案评估和其它相关

的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多国家政策与计划，提出优先事项与

目标，进而识别出的项目与地方、国家、区域的需求之间的协

调性。

合适的（Suitable）：对预期的目的、条件或场合而言，

是适宜的。

及时的（Timely）：发生在合适的或恰当的时间。

跨界协议（Transboundary Agreements）：沿岸国家之

间签订的关于参与方如何利用共享水资源的协议，以及如何保

持这些协议的过程。

透明的/透明度（Transparent / Transparency）：向公

众公开以接受监督，公众可获知，和/或应要求可供公众查阅

或向公众披露。

升级（Upgrade）：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等级或标准。

社会弱势群体（Vulnerable Social Groups）：被边缘化

或贫困化，且承受变化的能力和手段非常有限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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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及《项目运行》评估工具采用的分级评价方法可由表1阐述。该表列出了6个评价指标在5个

不同得分水平的特征。《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及《项目运行》评估工具中的评分说明，采用表1所列方法作为指导。不

过表1并不是评分基础，充足的信息通常应在评估主题页中获得。但是，在评估过程中，当主题页中的评分说明或评估指南的

信息不足时，评估员可参照此表评分。评估过程中，如果对“评价”、“管理”、“利益相关者参与”是否满足基本良好实践

存有疑问时，表1将会有所帮助。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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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本表概括了《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中每个评价指标的不同评分等级可能呈现的特征。

5

4

3

2

1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

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倾向于采取

相对广泛、外部的或区域的观点或视角；强调机

会；并能深入分析相关可持续性问题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可能呈现某

些较广泛的外部或区域问题；机会；可持续性问题

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

基线条件识别，包括相关问题、合理的地理覆盖范

围和数据搜集分析方法；相关组织作用与责任识

别，及法律、政策和其它要求；专业知识和地方知

识的恰当运用；合理的预算和时间跨度。

在3分等级中，评价包含的是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因

素，但倾向于采取以项目为中心的观点或视角，相对

于机会而言，更着重强调影响与风险。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一处显

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多处显

著差距。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或机会表现出良好的预测和反应；管理高层能够

对监测数据、调查情况及出现的问题做出及时、快速而有效

的决策；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承诺是公开、正式且具有法

律强制性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

承诺是公开且正式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计划的制定

与实施：汇总相关的评估和监测结果；以政策为后盾；描述

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问题所要采取的解决措施；建立目标与

目的；分配角色、责任和问责；运用适合于评估主题的专业

知识；按照实施要求分配资金，并考虑意外事件；拟定监

测、评审和报告的过程；按要求定期回顾与改进。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得分 评价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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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

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能全面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部分情况下，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

关者可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在沟通过程中识别出

的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信息，采取及时、

易获取的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能较好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就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可

持续性评估主题的有关信息，自愿进行信息

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

的）：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利益

相关者参与以合理的方式和频率在恰当的时间

与地点进行，且往往是双向的；受影响的利益

相关者的自由参与；对特殊利益相关者的关

注，包括性别、少数民族、文化敏感性、受教

育程度以及那些可能需要特别援助的人群；利

益相关者的问题得以识别、承认和反馈的机

制；重要可持续性评估主题的信息公开（在部

分情况下，可以是被要求的）。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几乎所有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未提出反

对意见。

部分情况下，关于当前评估主

题的管理措施，与利益相关者

群体已经达成正式协议或签订

了同意书。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大多数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

支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

中只有少部分人提出反对意

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普遍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中

没有多数反对的情况。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部分支

持，部分人持反对意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或

实施措施得到少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或者利

益相关者群体中大多数人提出

反对意见。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

的基础上，较之项目建

设前的状况有明显的改

善；有助于处理项目影

响范围之外的问题；能

力建设成绩突出。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

础上，对不利影响进行了

有证据的、完全的补偿；

采取一些积极的改进措

施；或者具有与项目能力

建设有关的证据。

有证据表明，在适合于

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

段的前提下，采取了避

免、减缓和最小化不利

影响的措施；公平公正

的补偿；履行义务；或

有效实施计划。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一处显著差

距，如，基线条件有所

下降。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多处显著差

距。例如，基线条件有

所下降，需延迟或难以

处理不利影响。

没有不合规或不

一致。

非 常 少 的 细 微

的 不 合 规 或 不

一 致 ， 且 易 于

弥补。

没有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一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多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利益相关者参与 利益相关者支持 结果 一致性/
   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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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本表概括了《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中每个评价指标的不同评分等级可能呈现的特征。

5

4

3

2

1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

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倾向于采取

相对广泛、外部的或区域的观点或视角；强调机

会；并能深入分析相关可持续性问题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可能呈现某

些较广泛的外部或区域问题；机会；可持续性问题

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

基线条件识别，包括相关问题、合理的地理覆盖范

围和数据搜集分析方法；相关组织作用与责任识

别，及法律、政策和其它要求；专业知识和地方知

识的恰当运用；合理的预算和时间跨度。

在3分等级中，评价包含的是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因

素，但倾向于采取以项目为中心的观点或视角，相对

于机会而言，更着重强调影响与风险。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一处显

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多处显

著差距。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或机会表现出良好的预测和反应；管理高层能够

对监测数据、调查情况及出现的问题做出及时、快速而有效

的决策；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承诺是公开、正式且具有法

律强制性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

承诺是公开且正式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计划的制定

与实施：汇总相关的评估和监测结果；以政策为后盾；描述

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问题所要采取的解决措施；建立目标与

目的；分配角色、责任和问责；运用适合于评估主题的专业

知识；按照实施要求分配资金，并考虑意外事件；拟定监

测、评审和报告的过程；按要求定期回顾与改进。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得分 评价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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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

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能全面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部分情况下，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

关者可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在沟通过程中识别出

的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信息，采取及时、

易获取的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能较好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就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可

持续性评估主题的有关信息，自愿进行信息

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

的）：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利益

相关者参与以合理的方式和频率在恰当的时间

与地点进行，且往往是双向的；受影响的利益

相关者的自由参与；对特殊利益相关者的关

注，包括性别、少数民族、文化敏感性、受教

育程度以及那些可能需要特别援助的人群；利

益相关者的问题得以识别、承认和反馈的机

制；重要可持续性评估主题的信息公开（在部

分情况下，可以是被要求的）。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几乎所有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未提出反

对意见。

部分情况下，关于当前评估主

题的管理措施，与利益相关者

群体已经达成正式协议或签订

了同意书。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大多数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

支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

中只有少部分人提出反对意

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普遍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中

没有多数反对的情况。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部分支

持，部分人持反对意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或

实施措施得到少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或者利

益相关者群体中大多数人提出

反对意见。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

的基础上，较之项目建

设前的状况有明显的改

善；有助于处理项目影

响范围之外的问题；能

力建设成绩突出。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

础上，对不利影响进行了

有证据的、完全的补偿；

采取一些积极的改进措

施；或者具有与项目能力

建设有关的证据。

有证据表明，在适合于

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

段的前提下，采取了避

免、减缓和最小化不利

影响的措施；公平公正

的补偿；履行义务；或

有效实施计划。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一处显著差

距，如，基线条件有所

下降。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多处显著差

距。例如，基线条件有

所下降，需延迟或难以

处理不利影响。

没有不合规或不

一致。

非 常 少 的 细 微

的 不 合 规 或 不

一 致 ， 且 易 于

弥补。

没有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一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多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利益相关者参与 利益相关者支持 结果 一致性/
   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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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是水电项目及其运行的可持续性评估框架。它概述了关

于水电项目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考虑因素，并可为评估项目生成一份可持续性分析报告。《规范》的四个评估

工具——《前期阶段》、《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被设计为相互独立的工具，适用于

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采用某一评估工具进行评估，并不需要其前面阶段已开展评估。这些工具被设计适

用于项目生命周期的重要决策点（如图1所示），当其被反复应用以指导措施持续改进时最为有效。图1阐明了

评估工具与相关决策点。

背  景

前期阶段 项目准备 项目实施 项目运行项目生命周期不同

阶段的评估工具：

项目开发的重要

决策点：

开始水电

项目准备

工作

签订施工

合同

项目投产

图1  《规范》评估工具及重要决策点

《项目实施》评估工具综述
本文件介绍了《项目实施》评估工具，并假设用户已经了解《规范》背景文件中所描述的总体步骤

和使用方法。《项目实施》评估工具用来评估处于实施阶段的水电项目，此时，施工、移民安置、环境

管理和其它管理规划开始实施，有关承诺也开始兑现。电站的投入使用使项目开始盈利，事实上在多数

情况下，对于一个多机组电站，当其它机组还在安装时，某些机组（即水轮机）已经投入使用以便满足

该项目的财务承诺。在决定投入使用任何机组前所做的评估，主要是评估是否兑现了所有承诺，并告知

项目投产的条件和时间安排。

《项目实施》评估主题相关性指南
并非《项目实施》评估工具中的所有主题都与所评估的水电项目相关，主题的相关性必须依具体项

目而定。对于不相关的主题，项目代表需要提供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评估员需要对这些证据进行审核，

并得出结论，记录引用的证据、证据的效力、以及得出结论的基础。

根据可靠证据可将某些主题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的示例如下：

·在项目影响的区域内没有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主题被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

·在项目影响的区域内没有土著居民→“土著居民”主题被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

·项目不需要移民安置→“移民安置”主题被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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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沟通与协商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利益相关者的持续沟通，既包括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也

包括公司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例如受影响的社区、政府、主要机构、合作伙伴、承包

商、流域居民等）。其目的是识别利益相关者并促使其参与到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中，沟通和协商

过程可以为利益相关者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保持良好的关系奠定基础。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通过包括利益相关者分析图在内的评估过程识别了沟通与协商的要求与方法；同时，利益相关者分

析图是在持续调研的基础上绘制完成的。 

管理：制定了包括合理的申诉机制在内的沟通与协商的计划和程序，管理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和沟通；这

些计划和程序概述了在不同评估主题下，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进行沟通与协商的要求和方法。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项目实施阶段，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时机恰当、范围合理，且通常是双

向的；沟通过程遵循诚信原则；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沟通与协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且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

与沟通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利益相关者分析广泛考虑诸多因素。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各种利益相关者群体在沟通与协商方面的需求和方式，沟通与协商

计划和过程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能够对新出现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协商过程遵循诚信原

则；并且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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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是水电项目及其运行的可持续性评估框架。它概述了关

于水电项目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考虑因素，并可为评估项目生成一份可持续性分析报告。《规范》的四个评估

工具——《前期阶段》、《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被设计为相互独立的工具，适用于

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采用某一评估工具进行评估，并不需要其前面阶段已开展评估。这些工具被设计适

用于项目生命周期的重要决策点（如图1所示），当其被反复应用以指导措施持续改进时最为有效。图1阐明了

评估工具与相关决策点。

背  景

前期阶段 项目准备 项目实施 项目运行项目生命周期不同

阶段的评估工具：

项目开发的重要

决策点：

开始水电

项目准备

工作

签订施工

合同

项目投产

图1  《规范》评估工具及重要决策点

《项目实施》评估工具综述
本文件介绍了《项目实施》评估工具，并假设用户已经了解《规范》背景文件中所描述的总体步骤

和使用方法。《项目实施》评估工具用来评估处于实施阶段的水电项目，此时，施工、移民安置、环境

管理和其它管理规划开始实施，有关承诺也开始兑现。电站的投入使用使项目开始盈利，事实上在多数

情况下，对于一个多机组电站，当其它机组还在安装时，某些机组（即水轮机）已经投入使用以便满足

该项目的财务承诺。在决定投入使用任何机组前所做的评估，主要是评估是否兑现了所有承诺，并告知

项目投产的条件和时间安排。

《项目实施》评估主题相关性指南
并非《项目实施》评估工具中的所有主题都与所评估的水电项目相关，主题的相关性必须依具体项

目而定。对于不相关的主题，项目代表需要提供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评估员需要对这些证据进行审核，

并得出结论，记录引用的证据、证据的效力、以及得出结论的基础。

根据可靠证据可将某些主题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的示例如下：

·在项目影响的区域内没有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主题被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

·在项目影响的区域内没有土著居民→“土著居民”主题被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

·项目不需要移民安置→“移民安置”主题被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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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沟通与协商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利益相关者的持续沟通，既包括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也

包括公司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例如受影响的社区、政府、主要机构、合作伙伴、承包

商、流域居民等）。其目的是识别利益相关者并促使其参与到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中，沟通和协商

过程可以为利益相关者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保持良好的关系奠定基础。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通过包括利益相关者分析图在内的评估过程识别了沟通与协商的要求与方法；同时，利益相关者分

析图是在持续调研的基础上绘制完成的。 

管理：制定了包括合理的申诉机制在内的沟通与协商的计划和程序，管理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和沟通；这

些计划和程序概述了在不同评估主题下，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进行沟通与协商的要求和方法。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项目实施阶段，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时机恰当、范围合理，且通常是双

向的；沟通过程遵循诚信原则；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沟通与协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且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

与沟通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利益相关者分析广泛考虑诸多因素。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各种利益相关者群体在沟通与协商方面的需求和方式，沟通与协商

计划和过程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能够对新出现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协商过程遵循诚信原

则；并且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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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利益相关者指水电项目及相关活动关于其利

益，使之牵涉其中或受其影响的人。

利益相关者分析图指依据相关标准对利益相

关者进行识别和分类，例如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权

利（如：土地权利）、风险和责任进行相关分

析。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拥有重要的权

利、风险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可能处于

项目影响区的内部（如，项目影响社区）或外部

（如，政府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代表或投资伙

伴）。

申诉机制是指利益相关者能够提出关切问

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

踪和反馈的项目程序。

利益相关者群体需求与方法可能涉及文化规

范、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弱势群体、残疾

人、后勤条件限制等内容。

诚信参与指秉持使双方达成满意共识的目

标，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参与。

利益相关者分析图纳入的广泛考虑的因素可

能涉及：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地理或组成范围，利

益相关者群体间的相互关系，对项目的不利影响

和风险的耐受度，以及对权利、风险和责任的考

虑称等。

诚信协商是指1）自愿参与到过程中；2）

为协商提供必要信息；3）重要区域的探讨；

4）相互认可的协商程序；5）自愿调整立场；

6）为双方决策提供充足时间：7）就已提议的

补偿框架、减缓措施和开发干预等方面达成一

致。

潜在的采访对象：电站或公司沟通部门或

公共关系人员；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社

区代表。

证据示例：项目利益相关者分析图文件；沟

通与/或协商计划；沟通协议；申诉机制；监测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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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管理机制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设施运行的企业内部与外部管理机制。评估目的是所有者/经营者拥有健全可

靠的经营结构、政策与实践；可以处理透明度、诚信及责任方面的问题；能够处理外部管理的相关问题

（例如：机构能力不足、包括跨界问题在内的政治风险、公共部门腐败风险）；能够确保合规性。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制定了相应的程序，能够识别现行的或新兴的行政或公共部门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企业管理的要

求和问题，同时又能监测企业管理机制措施的有效性。

管理：对企业、政治和公共部门的风险、合规性、社会和环境责任、货物与服务采购、申诉机制、商业道

德操守以及透明度的管理过程适当；就政策和程序进行了适当的内外部沟通；运用了独立评审机制处理涉

及项目能力不足、高度敏感性问题或亟需加强可信度等影响企业可持续性的问题。

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与直接受项目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交流以便了解关乎他们利益的问题；企业

公开重要的项目报告以及项目在某些可持续领域的表现。

成果：不存在重要的尚未解决的企业内外部管理机制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项目没有重大的不合规情况发生。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在政治和公共部门管理机制问题、企业管理要求和问题等方面，不存在

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承包商具有符合开发商要求或与开发商要求保持一致的政策；采购过

程包括反腐措施，同时在资格预审筛查阶段确定可持续性和反腐准则；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

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企业公开了重要的项目报告以及利益相关者高度关注的可持

续性领域的项目表现。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不存在尚未解决的公司内外部管理机制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项目没有不合规的情况发生。

1

2

3

4

5 项
目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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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利益相关者指水电项目及相关活动关于其利

益，使之牵涉其中或受其影响的人。

利益相关者分析图指依据相关标准对利益相

关者进行识别和分类，例如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权

利（如：土地权利）、风险和责任进行相关分

析。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拥有重要的权

利、风险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可能处于

项目影响区的内部（如，项目影响社区）或外部

（如，政府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代表或投资伙

伴）。

申诉机制是指利益相关者能够提出关切问

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

踪和反馈的项目程序。

利益相关者群体需求与方法可能涉及文化规

范、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弱势群体、残疾

人、后勤条件限制等内容。

诚信参与指秉持使双方达成满意共识的目

标，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参与。

利益相关者分析图纳入的广泛考虑的因素可

能涉及：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地理或组成范围，利

益相关者群体间的相互关系，对项目的不利影响

和风险的耐受度，以及对权利、风险和责任的考

虑称等。

诚信协商是指1）自愿参与到过程中；2）

为协商提供必要信息；3）重要区域的探讨；

4）相互认可的协商程序；5）自愿调整立场；

6）为双方决策提供充足时间：7）就已提议的

补偿框架、减缓措施和开发干预等方面达成一

致。

潜在的采访对象：电站或公司沟通部门或

公共关系人员；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社

区代表。

证据示例：项目利益相关者分析图文件；沟

通与/或协商计划；沟通协议；申诉机制；监测

报告。

项
目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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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管理机制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设施运行的企业内部与外部管理机制。评估目的是所有者/经营者拥有健全可

靠的经营结构、政策与实践；可以处理透明度、诚信及责任方面的问题；能够处理外部管理的相关问题

（例如：机构能力不足、包括跨界问题在内的政治风险、公共部门腐败风险）；能够确保合规性。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制定了相应的程序，能够识别现行的或新兴的行政或公共部门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企业管理的要

求和问题，同时又能监测企业管理机制措施的有效性。

管理：对企业、政治和公共部门的风险、合规性、社会和环境责任、货物与服务采购、申诉机制、商业道

德操守以及透明度的管理过程适当；就政策和程序进行了适当的内外部沟通；运用了独立评审机制处理涉

及项目能力不足、高度敏感性问题或亟需加强可信度等影响企业可持续性的问题。

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与直接受项目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交流以便了解关乎他们利益的问题；企业

公开重要的项目报告以及项目在某些可持续领域的表现。

成果：不存在重要的尚未解决的企业内外部管理机制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项目没有重大的不合规情况发生。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在政治和公共部门管理机制问题、企业管理要求和问题等方面，不存在

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承包商具有符合开发商要求或与开发商要求保持一致的政策；采购过

程包括反腐措施，同时在资格预审筛查阶段确定可持续性和反腐准则；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

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企业公开了重要的项目报告以及利益相关者高度关注的可持

续性领域的项目表现。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不存在尚未解决的公司内外部管理机制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项目没有不合规的情况发生。

1

2

3

4

5 项
目

实
施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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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管理机制指通知、指导、管理和监测项目活

动以实现目标的过程和结构的结合。

企业管理机制广义上指运营、管理、控制企

业所依据的规则、程序或法律。

企业管理要求包括企业管理，政策和过程，

风险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商业道德操守，责任

承担程度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合规性等。

企业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包括在关键的外部

制度结构、政策和程序方面的能力缺失；公共部

门腐败风险；政治风险；内部腐败风险；合规

性；项目风险管理等。

外部管理考虑因素包括与项目有关的法律、

司法、制度结构、程序和政策。例如，行政部

门、立法机构、政治党派、反腐组织、司法部

门、申诉处理机制（如监察处）、特殊的行政部

门/公共部门机构、执法机构、自由资讯机构、

媒体、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国际机

构（如一些机构提供反腐败的同业互查支持）、

审计监督机构、公共采购制度等。

政治风险指由政府政策变化、政府禁止商品

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干

涉、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商、企

业与政府所面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能力丧失

风险。

跨界问题需要将项目上下游以及流域内的资

源共享问题纳入制度安排。

腐败风险可能指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不当，或

者公共部门对违反许可证或执照规定的情况不作

为。在项目准备阶段的公共部门腐败风险包括：

考虑有限方案、简化评估/准备要求或非透明性

审批；而在项目实施和运行阶段的公共部门腐败

风险包括无视及违反许可证规定。

确保商业道德操守的程序包括：商业“伦

理规范”、雇员“行为准则”、商业“廉洁公

约”、反受贿或反腐败政策、报告与调查程序

（例如透明国际的《商业反贿赂守则》），举报

协议等。

采购计划和程序应该包括采购政策条款、资

格预审筛查、投标、合同授予、反腐败措施和对

投标人投诉的反馈机制。筛查需要考虑质量、信

誉、成本、履行合同义务（时间、成本、规格）

方面承包商的既往表现等因素。

合规性指遵守所有相关法律、政策、许可、

协议、行为守则和公开发表的承诺。

独立评审指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从项目利润

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专家是指经

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专业技能或

知识的人。独立评审具有多种形式，既可以签约

一个专家顾问针对某个特定评估、计划或报告提

供书面的评审报告，也可以形成一个专家小组，

专家小组掌握适用于项目的不同领域的专业知

识。他们为评审范围内的已识别问题提供定期评

估和书面报告。在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中特殊敏

项
目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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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领域将被识别。由水电项目开发而导致的移民

安置通常是其中的一个领域，可能要求对移民安

置行动方案进行独立评审。

反腐败措施包括：公开招标过程设置较高门

槛；签订合同方及其员工承诺执行反腐败政策；

项目廉洁公约；举报腐败及保护举报者机制；除

受法律保护的商业信息外，其它信息不得以保密

事由拒绝公开等。

基于可持续性标准审查包括的附加标准：社

会、环境、伦理、人权、健康与安全、优先支持

符合标准的地方供应商等。

反腐败审查指竞标公司必须有关于反腐败的

行为规范。

潜在的采访对象：董事会成员；项目负责

人；关于公司管理机制、合规性、内部审计和商

业风险方面的企业管理者；公共部门管理专家；

其它相关第三方如反腐败民间社团组织。

证据示例：企业内部及外部网站上关于企业

愿景、价值、政策、结构、规程及年度报告方面

的介绍；公共部门管理问题评价；内部审计报

告；项目合规性计划；向董事会做出的关于遵

守商业道德操守方面的报告；违反商业道德的投

诉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公共部门管理机制问

题的相关文件，例如透明国际的国家廉政体系

（NIS）和腐败印象指数（CPI）的报告。

项
目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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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管理机制指通知、指导、管理和监测项目活

动以实现目标的过程和结构的结合。

企业管理机制广义上指运营、管理、控制企

业所依据的规则、程序或法律。

企业管理要求包括企业管理，政策和过程，

风险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商业道德操守，责任

承担程度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合规性等。

企业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包括在关键的外部

制度结构、政策和程序方面的能力缺失；公共部

门腐败风险；政治风险；内部腐败风险；合规

性；项目风险管理等。

外部管理考虑因素包括与项目有关的法律、

司法、制度结构、程序和政策。例如，行政部

门、立法机构、政治党派、反腐组织、司法部

门、申诉处理机制（如监察处）、特殊的行政部

门/公共部门机构、执法机构、自由资讯机构、

媒体、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国际机

构（如一些机构提供反腐败的同业互查支持）、

审计监督机构、公共采购制度等。

政治风险指由政府政策变化、政府禁止商品

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干

涉、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商、企

业与政府所面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能力丧失

风险。

跨界问题需要将项目上下游以及流域内的资

源共享问题纳入制度安排。

腐败风险可能指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不当，或

者公共部门对违反许可证或执照规定的情况不作

为。在项目准备阶段的公共部门腐败风险包括：

考虑有限方案、简化评估/准备要求或非透明性

审批；而在项目实施和运行阶段的公共部门腐败

风险包括无视及违反许可证规定。

确保商业道德操守的程序包括：商业“伦

理规范”、雇员“行为准则”、商业“廉洁公

约”、反受贿或反腐败政策、报告与调查程序

（例如透明国际的《商业反贿赂守则》），举报

协议等。

采购计划和程序应该包括采购政策条款、资

格预审筛查、投标、合同授予、反腐败措施和对

投标人投诉的反馈机制。筛查需要考虑质量、信

誉、成本、履行合同义务（时间、成本、规格）

方面承包商的既往表现等因素。

合规性指遵守所有相关法律、政策、许可、

协议、行为守则和公开发表的承诺。

独立评审指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从项目利润

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专家是指经

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专业技能或

知识的人。独立评审具有多种形式，既可以签约

一个专家顾问针对某个特定评估、计划或报告提

供书面的评审报告，也可以形成一个专家小组，

专家小组掌握适用于项目的不同领域的专业知

识。他们为评审范围内的已识别问题提供定期评

估和书面报告。在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中特殊敏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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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领域将被识别。由水电项目开发而导致的移民

安置通常是其中的一个领域，可能要求对移民安

置行动方案进行独立评审。

反腐败措施包括：公开招标过程设置较高门

槛；签订合同方及其员工承诺执行反腐败政策；

项目廉洁公约；举报腐败及保护举报者机制；除

受法律保护的商业信息外，其它信息不得以保密

事由拒绝公开等。

基于可持续性标准审查包括的附加标准：社

会、环境、伦理、人权、健康与安全、优先支持

符合标准的地方供应商等。

反腐败审查指竞标公司必须有关于反腐败的

行为规范。

潜在的采访对象：董事会成员；项目负责

人；关于公司管理机制、合规性、内部审计和商

业风险方面的企业管理者；公共部门管理专家；

其它相关第三方如反腐败民间社团组织。

证据示例：企业内部及外部网站上关于企业

愿景、价值、政策、结构、规程及年度报告方面

的介绍；公共部门管理问题评价；内部审计报

告；项目合规性计划；向董事会做出的关于遵

守商业道德操守方面的报告；违反商业道德的投

诉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公共部门管理机制问

题的相关文件，例如透明国际的国家廉政体系

（NIS）和腐败印象指数（CPI）的报告。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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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环境与社会问题管理
本主题用于评估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的计划和过程。评估目的是对与水电项目相关的环境与社会不

利影响进行管理；实施避免、最小化、减缓、补偿和改善等措施；履行环境和社会承诺。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运用相关的专业知识，通过评估过程识别出与项目实施和运行有关的环境与社会问题，其中评估过

程包括相关设施的估价，累积影响的范围界定，第三方的作用和能力及与主要供应商相关的影响等方面；

在项目实施阶段对已识别的问题进行了适当的监测。

管理：运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内部和外部）制定了相应的程序，能够确保已识别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得到管

理，与项目实施阶段相关的环境与社会承诺得以兑现；制定了相关的工作计划，推进项目运行阶段的社会

和环境问题管理；公开披露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以及主要相关管理计划。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且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

致，环境和社会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与水电项目运行相关的环境与社会不利影响，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阶段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并

兼顾那些在实施阶段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遵照国际认可、被第三方

证明的环境管理系统制定了相关计划和程序，例如ISO 14001。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

虑的。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带来的负面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得以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不

存在可识别差距；对原有（项目建设前）的环境和社会状况的改善已初见成效；或有助于处理与项目影响

无关的社会或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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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环境和社会问题可能包括：水生和陆生生物

多样性、濒危物种、关键栖息地、生态系统的完

整性和连通性、水质、泥沙冲刷与淤积、项目影

响社区、土著居民、少数民族、移民、（物质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公共卫生。在项目实施阶

段，特别需要监测和管理直接由施工活动引起的

废弃物、噪声、粉尘、空气质量、水质和直接由

施工活动产生的危险物品；施工活动对生物多样

性、土地稳定性、生计等产生的二次影响，以及

移民安置、文化遗产、环境和公共卫生等特定的

环境和社会方案的实施。当与项目相关的环境和

社会问题的影响范围超过项目所在区域的管辖范

围时，则需要评价这些问题并将其纳入到管理计

划中。

附属设施是指那些以项目存在为前提而建设

的设施，当然，如果没有这些相关设施，水电项

目本身也不可行。这些设施的融资、所属、建设

和/或运行都可能独立于项目，在某些情况下由

第三方进行操作。与水电项目有关的设施包括道

路、输电线路、建筑物等。

累积影响指当项目与过去、现在和未来可预

见的其它活动进行叠加时对环境产生的增量影

响。在评价累积影响的效应时，应考虑到水资

源、生态系统及受影响社区容纳这些影响的承载

力。应界定合理的评价范围。

第三方是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承包商以

及供应商；有效的评价应该识别不同实体和他们

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为完成环境和社会目标给客

户带来的相应风险。

主要供应商是指那些直接供应商，他们为项

目提供必要的屋子，在这些供应活动中可能会引

起环境与社会影响。与水电项目相关的例子如一

个供应建筑材料的采石场。

相应的专家知识指在评价和管理计划的关键

领域具有经验的专家们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他

们特别关注环境方面和社会影响方面之间的差

异。对项目开发商来说，这些专家可以是内部

的，也可以是外部的；在本主题中，内部专家对

于管理环境和社会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负面影响最小化的措

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知

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指密切注意一系列

调查监测结果如何影响整个实施方案中其它部分

的现象。例如施工工程造成的水质问题对事关公

共卫生和生计的饮用水产生的负面影响。 

项
目

实
施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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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环境与社会问题管理
本主题用于评估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的计划和过程。评估目的是对与水电项目相关的环境与社会不

利影响进行管理；实施避免、最小化、减缓、补偿和改善等措施；履行环境和社会承诺。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运用相关的专业知识，通过评估过程识别出与项目实施和运行有关的环境与社会问题，其中评估过

程包括相关设施的估价，累积影响的范围界定，第三方的作用和能力及与主要供应商相关的影响等方面；

在项目实施阶段对已识别的问题进行了适当的监测。

管理：运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内部和外部）制定了相应的程序，能够确保已识别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得到管

理，与项目实施阶段相关的环境与社会承诺得以兑现；制定了相关的工作计划，推进项目运行阶段的社会

和环境问题管理；公开披露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以及主要相关管理计划。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且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

致，环境和社会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与水电项目运行相关的环境与社会不利影响，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阶段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并

兼顾那些在实施阶段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遵照国际认可、被第三方

证明的环境管理系统制定了相关计划和程序，例如ISO 14001。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

虑的。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带来的负面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得以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不

存在可识别差距；对原有（项目建设前）的环境和社会状况的改善已初见成效；或有助于处理与项目影响

无关的社会或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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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环境和社会问题可能包括：水生和陆生生物

多样性、濒危物种、关键栖息地、生态系统的完

整性和连通性、水质、泥沙冲刷与淤积、项目影

响社区、土著居民、少数民族、移民、（物质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公共卫生。在项目实施阶

段，特别需要监测和管理直接由施工活动引起的

废弃物、噪声、粉尘、空气质量、水质和直接由

施工活动产生的危险物品；施工活动对生物多样

性、土地稳定性、生计等产生的二次影响，以及

移民安置、文化遗产、环境和公共卫生等特定的

环境和社会方案的实施。当与项目相关的环境和

社会问题的影响范围超过项目所在区域的管辖范

围时，则需要评价这些问题并将其纳入到管理计

划中。

附属设施是指那些以项目存在为前提而建设

的设施，当然，如果没有这些相关设施，水电项

目本身也不可行。这些设施的融资、所属、建设

和/或运行都可能独立于项目，在某些情况下由

第三方进行操作。与水电项目有关的设施包括道

路、输电线路、建筑物等。

累积影响指当项目与过去、现在和未来可预

见的其它活动进行叠加时对环境产生的增量影

响。在评价累积影响的效应时，应考虑到水资

源、生态系统及受影响社区容纳这些影响的承载

力。应界定合理的评价范围。

第三方是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承包商以

及供应商；有效的评价应该识别不同实体和他们

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为完成环境和社会目标给客

户带来的相应风险。

主要供应商是指那些直接供应商，他们为项

目提供必要的屋子，在这些供应活动中可能会引

起环境与社会影响。与水电项目相关的例子如一

个供应建筑材料的采石场。

相应的专家知识指在评价和管理计划的关键

领域具有经验的专家们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他

们特别关注环境方面和社会影响方面之间的差

异。对项目开发商来说，这些专家可以是内部

的，也可以是外部的；在本主题中，内部专家对

于管理环境和社会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负面影响最小化的措

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知

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指密切注意一系列

调查监测结果如何影响整个实施方案中其它部分

的现象。例如施工工程造成的水质问题对事关公

共卫生和生计的饮用水产生的负面影响。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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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采访对象：环境和社会问题评价和管

理方面的项目负责人；对环境和社会问题负责的

政府代表；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社区代

表；外部专家。

证据示例：环境影响评价（EIA）/社会影响

评价（SIA）的管理要求；EIA/SIA和相关报告；

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有害物质注册清单种类、

数量和储存地点，HSE（健康安全环境管理体

系）内部审计日程，报告格式和不合规确认的形

式；废弃物的产生和处置登记或同等文件（包括

来源和数量）；协商和利益相关者参与记录；利

益相关者问题的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聘

用专家的资质；在环境和社会方面分别聘请专家

的证据，因为很多情况下单个专家难以同时熟悉

环境和社会两个领域。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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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项目综合管理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开发商协调和管理项目所有环节的能力，涉及所有项目影响区域内项目施工和

未来运行活动。评估目的是保证项目所有环节的关键点都能按期完成，任何环节的延期都在控制范围

内，任一环节的进展不能以牺牲另一环节为代价。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项目实施期间，定期监测项目进度、关键点、预算和衔接问题，以及监测包括施工管理在内的实

施阶段管理计划的有效性。 

管理：已经制定了考虑项目各个环节和活动的项目综合管理计划和程序，并且不存在显著差距；制定了施

工管理计划，描述了承包商和其它单位在管理建设活动和风险时所要遵循的程序。 

一致性/合规性：项目综合管理和施工管理计划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

或不一致。 

成果：项目按照总体预算和进度目标进行；衔接问题得到有效处理；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施工风险，不

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项目总体实施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实施过程中变

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综合管理计划识别了一系列潜在的衔接问题；并且在不影响项目整

体进度和预算的前提下，制定出应对这些衔接和滞后问题的措施。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

和反应；施工管理计划确保将对土地扰动和废物的产生进行管理，使随后的恢复工作可以切实有效的开

展。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一致或不合规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进度的衔接问题被预见，并得到避免或最小化；施工风险得到避

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不存在可识别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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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采访对象：环境和社会问题评价和管

理方面的项目负责人；对环境和社会问题负责的

政府代表；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社区代

表；外部专家。

证据示例：环境影响评价（EIA）/社会影响

评价（SIA）的管理要求；EIA/SIA和相关报告；

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有害物质注册清单种类、

数量和储存地点，HSE（健康安全环境管理体

系）内部审计日程，报告格式和不合规确认的形

式；废弃物的产生和处置登记或同等文件（包括

来源和数量）；协商和利益相关者参与记录；利

益相关者问题的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聘

用专家的资质；在环境和社会方面分别聘请专家

的证据，因为很多情况下单个专家难以同时熟悉

环境和社会两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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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项目综合管理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开发商协调和管理项目所有环节的能力，涉及所有项目影响区域内项目施工和

未来运行活动。评估目的是保证项目所有环节的关键点都能按期完成，任何环节的延期都在控制范围

内，任一环节的进展不能以牺牲另一环节为代价。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项目实施期间，定期监测项目进度、关键点、预算和衔接问题，以及监测包括施工管理在内的实

施阶段管理计划的有效性。 

管理：已经制定了考虑项目各个环节和活动的项目综合管理计划和程序，并且不存在显著差距；制定了施

工管理计划，描述了承包商和其它单位在管理建设活动和风险时所要遵循的程序。 

一致性/合规性：项目综合管理和施工管理计划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

或不一致。 

成果：项目按照总体预算和进度目标进行；衔接问题得到有效处理；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施工风险，不

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项目总体实施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实施过程中变

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综合管理计划识别了一系列潜在的衔接问题；并且在不影响项目整

体进度和预算的前提下，制定出应对这些衔接和滞后问题的措施。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

和反应；施工管理计划确保将对土地扰动和废物的产生进行管理，使随后的恢复工作可以切实有效的开

展。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一致或不合规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进度的衔接问题被预见，并得到避免或最小化；施工风险得到避

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不存在可识别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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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120

评估指南： 

项目环节是指整个水电开发规划的组成部

分，包括设计、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

财务、沟通和采购等。

项目综合管理计划关注的例子包括：项目

进度、目标衔接、重要路径分析、沟通、成本

控制等。

施工风险包括：安全、空气、噪声和水污

染、土地污染、土地扰动、水资源管理、废弃物

管理、入侵物种、健康、劳动力迁移/地方社区

的冲突等。

施工管理计划关注的例子包括：化工品和废

物储存及处理、污染、土地扰动、健康、安全、

社区关系、以及为特殊区域的保护进行区划。管

理计划可能由项目负责人或承包商自己制定。

衔接问题包括：移民安置未完成前水库就开

始蓄水；施工活动破坏重要文化遗址；施工人员

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向项目影响地区内进行的

社会迁徙可能引发需要额外管理的项目影响社区

问题；施工噪声及粉尘直接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管

理计划的有效性等。

实施阶段中对土地扰动和废弃物产生活动的

管理可以包括许多措施，这些措施关注随后的施

工用地的修复和恢复要求。例如：表土堆放，种

子收集，施工区位置，采石场，废石堆低于未来

最低水位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施工负

责人。

证据示例：组织结构；管理团队资质；项目

综合管理规划，分析和报告；施工管理规划；施

工承包合同；建造营地管理计划；承包商培训记

录；承包商每周监测报告。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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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121

I-5：基础设施安全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实施和运行阶段大坝和其它基础设施的安全管理。评估目的是保障生命、财产

和环境安全，规避溃坝和其它基础设施安全风险。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通过评价过程对与项目实施和运行相关的大坝和其它基础设施安全风险进行了识别；在项目实施阶

段针对所识别的问题进行了适当的安全监测。 

管理：制定了相应的程序，处理已识别的与项目实施阶段相关的大坝和其它基础设施安全问题，并履行了

相应的安全承诺，包括对公共安全措施进行的宣传；为施工制定了一个正式的质量控制方案；与相关监管

部门和地方管理部门联合制定了运行阶段的安全管理计划；应急响应预案包括提高防范意识的安全培训和

应急响应模拟演练。 

一致性/合规性：与安全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安全

相关的承诺已经或即将兑现。 

成果：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安全风险，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在考虑安全问题时，能够考虑多种情境、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以及时易懂的方式进行公

众安全措施的广泛宣传。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安全风险得到避免、最小化和减缓，并且其它与项目风险无关的安全问

题也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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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120

评估指南： 

项目环节是指整个水电开发规划的组成部

分，包括设计、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

财务、沟通和采购等。

项目综合管理计划关注的例子包括：项目

进度、目标衔接、重要路径分析、沟通、成本

控制等。

施工风险包括：安全、空气、噪声和水污

染、土地污染、土地扰动、水资源管理、废弃物

管理、入侵物种、健康、劳动力迁移/地方社区

的冲突等。

施工管理计划关注的例子包括：化工品和废

物储存及处理、污染、土地扰动、健康、安全、

社区关系、以及为特殊区域的保护进行区划。管

理计划可能由项目负责人或承包商自己制定。

衔接问题包括：移民安置未完成前水库就开

始蓄水；施工活动破坏重要文化遗址；施工人员

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向项目影响地区内进行的

社会迁徙可能引发需要额外管理的项目影响社区

问题；施工噪声及粉尘直接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管

理计划的有效性等。

实施阶段中对土地扰动和废弃物产生活动的

管理可以包括许多措施，这些措施关注随后的施

工用地的修复和恢复要求。例如：表土堆放，种

子收集，施工区位置，采石场，废石堆低于未来

最低水位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施工负

责人。

证据示例：组织结构；管理团队资质；项目

综合管理规划，分析和报告；施工管理规划；施

工承包合同；建造营地管理计划；承包商培训记

录；承包商每周监测报告。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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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121

I-5：基础设施安全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实施和运行阶段大坝和其它基础设施的安全管理。评估目的是保障生命、财产

和环境安全，规避溃坝和其它基础设施安全风险。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通过评价过程对与项目实施和运行相关的大坝和其它基础设施安全风险进行了识别；在项目实施阶

段针对所识别的问题进行了适当的安全监测。 

管理：制定了相应的程序，处理已识别的与项目实施阶段相关的大坝和其它基础设施安全问题，并履行了

相应的安全承诺，包括对公共安全措施进行的宣传；为施工制定了一个正式的质量控制方案；与相关监管

部门和地方管理部门联合制定了运行阶段的安全管理计划；应急响应预案包括提高防范意识的安全培训和

应急响应模拟演练。 

一致性/合规性：与安全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安全

相关的承诺已经或即将兑现。 

成果：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安全风险，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在考虑安全问题时，能够考虑多种情境、风险和机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以及时易懂的方式进行公

众安全措施的广泛宣传。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安全风险得到避免、最小化和减缓，并且其它与项目风险无关的安全问

题也得到了解决。

1

2

3

4

5

项
目

实
施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122

评估指南：

安全风险包括地震、岩土工程、大坝或发电

机组故障、电击、水文风险、溺亡、交通事故、

以及参与项目活动引发的事故。在实施阶段，安

全风险特别指由使用重型机械、运输货物与服务

等施工活动以及恶劣天气条件造成的危险，此

外，在实施阶段，实际施工质量低劣是项目生命

安全的重大风险。 

安全管理措施包括：标识牌、禁止区、应急

准备、监测、检查、培训、事故响应、沟通，责

任分担等；项目实施期间的主要安全措施之一是

为实际施工制定一个正式的质量控制方案。

公众安全措施的宣传包括：公共场所标识

牌、向地方管理部门备案相关文件、各种增强安

全意识的社区活动、现场巡逻员的口头告知以及

其它类似方式等。 

应急响应模拟演练是指对公司员工和当地管

理部门进行培训或演习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对与项目风险无关的安全问题的贡献包括：

提高现有道路或交通设施的安全性，公共场所设

立标识牌告知超速或溺亡的危险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项目设计

师；项目安全负责人；当地管理部门；利益相关

者代表；项目影响社区代表。 

证据示例：安全风险评价；安全管理计划；

应急准备计划；监测报告；独立评审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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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123

I-6：财务生存能力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项目的财务管理状况，包括以确保项目可持续性为目标的融资措施，以及满足

项目财务融资要求的财务收益能力。评估目的是确保项目的推进具有稳健的财务基础，可以满足项目的

各项资金需求。资金需求包括实施社会和环境的措施和承诺的资金需求，用于移民安置和生计提高的资

金需求，及需要向项目影响社区转移的项目效益。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运用广泛认可的模型，对包括项目成本和收益来源在内的财务生存能力进行了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风险评估、情景测试和敏感性分析；定期监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财务状况。 

管理：制定了项目实施阶段的财务管理措施；出台了针对未来水电设施运行的财务管理计划。

一致性/合规性：财务管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融

资相关的承诺已经或即将兑现。 

成果：项目或其所属企业能够在诸多情形下管理其财务问题，能够偿还债务，能够按照支付计划和支付承

诺的要求，对包括社会与环境在内的所有资金需求进行支付。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详细描述了项目成本和收益的来源；已经对项目的财务生存能力进行了

分析和优化，具体内容包括广泛的情景测试、风险评估和敏感性分析。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财务管理计划为所有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减缓计划和承诺制定了周全的应

变措施；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可以应对多种情景下的财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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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122

评估指南：

安全风险包括地震、岩土工程、大坝或发电

机组故障、电击、水文风险、溺亡、交通事故、

以及参与项目活动引发的事故。在实施阶段，安

全风险特别指由使用重型机械、运输货物与服务

等施工活动以及恶劣天气条件造成的危险，此

外，在实施阶段，实际施工质量低劣是项目生命

安全的重大风险。 

安全管理措施包括：标识牌、禁止区、应急

准备、监测、检查、培训、事故响应、沟通，责

任分担等；项目实施期间的主要安全措施之一是

为实际施工制定一个正式的质量控制方案。

公众安全措施的宣传包括：公共场所标识

牌、向地方管理部门备案相关文件、各种增强安

全意识的社区活动、现场巡逻员的口头告知以及

其它类似方式等。 

应急响应模拟演练是指对公司员工和当地管

理部门进行培训或演习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对与项目风险无关的安全问题的贡献包括：

提高现有道路或交通设施的安全性，公共场所设

立标识牌告知超速或溺亡的危险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项目设计

师；项目安全负责人；当地管理部门；利益相关

者代表；项目影响社区代表。 

证据示例：安全风险评价；安全管理计划；

应急准备计划；监测报告；独立评审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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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123

I-6：财务生存能力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项目的财务管理状况，包括以确保项目可持续性为目标的融资措施，以及满足

项目财务融资要求的财务收益能力。评估目的是确保项目的推进具有稳健的财务基础，可以满足项目的

各项资金需求。资金需求包括实施社会和环境的措施和承诺的资金需求，用于移民安置和生计提高的资

金需求，及需要向项目影响社区转移的项目效益。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运用广泛认可的模型，对包括项目成本和收益来源在内的财务生存能力进行了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风险评估、情景测试和敏感性分析；定期监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财务状况。 

管理：制定了项目实施阶段的财务管理措施；出台了针对未来水电设施运行的财务管理计划。

一致性/合规性：财务管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融

资相关的承诺已经或即将兑现。 

成果：项目或其所属企业能够在诸多情形下管理其财务问题，能够偿还债务，能够按照支付计划和支付承

诺的要求，对包括社会与环境在内的所有资金需求进行支付。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详细描述了项目成本和收益的来源；已经对项目的财务生存能力进行了

分析和优化，具体内容包括广泛的情景测试、风险评估和敏感性分析。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财务管理计划为所有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减缓计划和承诺制定了周全的应

变措施；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可以应对多种情景下的财务问题。

1

2

3

4

5

项
目

实
施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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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财务生存能力指从财务角度而言，一个实体

能够长期持续实现其运行目标并履行其使命的能

力。一些项目可能是多目标的，其中发电不是其

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水电部分的财务目标

可能是为了支持其它既定目标的实现（如：供水

和灌溉，等）。对部分项目而言，要在其所运行

的整个电力系统内衡量其财务贡献。例如：一些

抽水蓄能项目可能在亏损运行，但却能使其所在

系统中的其它发电站因效率提高而获得更大的利

润。

项目成本包括：施工成本、运行和维护成本，

包括设备、物资、劳动力、税款、土地/水资源使用

权，以及实施环境和社会影响减缓规划的成本。 

收益流包括：电力市场、电力采购协议、与

新的市场参与者（如碳融资渠道）的投资驱动相

关的收益。

最简单的财务模型是把项目的成本和收益流

作为输入量，把投资回报作为输出量；例如：通过

情景测试、风险评估和敏感性分析对各种市场状况

以及项目财务生存能力的趋势和风险进行分析和研

究。

财务问题和风险包括：高昂的项目成本；亏损

运行；收益流不确定性；货币兑换不稳定性；项目

融资困难；可持续激励机制使用权限；区域定价；

市场稳定性；市场准入；重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的可能性；主要电力承购商的财务生存能力等。

财务管理措施：在项目实施阶段的财务管理

措施可能包括，例如：关于现金流量的要求；确

保采购货物和服务、施工实施成本、社会和环境

管理计划都在预算范围内；确保预算具有足够的

应变能力以应付新出现的问题；处理索赔和突发

情况；联络投资者，并确保他们及时掌握项目状

况，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根据项目进度的变

化，更新财务计划；在需要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

资金等。 

一些财务信息可能具有高度的商业敏感性，

该评估主题的证据可能需要签署保密性协议方可

审阅。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财务负责人；公司财

务负责人；主要金融机构代表；独立的财务专

家。

证据实例：融资方案分析；财务建模报告；

财务风险分析；财务计划；财务状况报告；第三

方评审报告；公司、项目及主要电力承购商的年

度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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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项目效益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项目产生的附加效益以及除一次性补偿金或对项目影响社区的移民安置扶持之

外的效益分享。评估目的是对附加效益和效益分享的机会进行评估和贯彻实施，与项目影响社区进行对

话，从而保证可以把效益分配给项目影响社区。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对通过附加效益和/或效益分享策略提高项目开发贡献的机会进行了评估；如果做出关于附加效

益和/或效益分享方面的承诺，则对这些承诺进行监测。

管理：制定了相关的措施，确保关于附加效益或效益分享的承诺得以兑现；公开披露项目效益方面的

承诺。 

一致性/合规性：与项目效益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

附加效益或效益分享相关的承诺已经或即将兑现。 

成果：项目开发为直接受影响的社区带来的效益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项目效益分配的评估兼顾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效益显著，项目为项目影响社区带来的可观的、可持续的效益

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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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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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收益流不确定性；货币兑换不稳定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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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稳定性；市场准入；重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的可能性；主要电力承购商的财务生存能力等。

财务管理措施：在项目实施阶段的财务管理

措施可能包括，例如：关于现金流量的要求；确

保采购货物和服务、施工实施成本、社会和环境

管理计划都在预算范围内；确保预算具有足够的

应变能力以应付新出现的问题；处理索赔和突发

情况；联络投资者，并确保他们及时掌握项目状

况，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根据项目进度的变

化，更新财务计划；在需要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

资金等。 

一些财务信息可能具有高度的商业敏感性，

该评估主题的证据可能需要签署保密性协议方可

审阅。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财务负责人；公司财

务负责人；主要金融机构代表；独立的财务专

家。

证据实例：融资方案分析；财务建模报告；

财务风险分析；财务计划；财务状况报告；第三

方评审报告；公司、项目及主要电力承购商的年

度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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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项目效益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项目产生的附加效益以及除一次性补偿金或对项目影响社区的移民安置扶持之

外的效益分享。评估目的是对附加效益和效益分享的机会进行评估和贯彻实施，与项目影响社区进行对

话，从而保证可以把效益分配给项目影响社区。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已对通过附加效益和/或效益分享策略提高项目开发贡献的机会进行了评估；如果做出关于附加效

益和/或效益分享方面的承诺，则对这些承诺进行监测。

管理：制定了相关的措施，确保关于附加效益或效益分享的承诺得以兑现；公开披露项目效益方面的

承诺。 

一致性/合规性：与项目效益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

附加效益或效益分享相关的承诺已经或即将兑现。 

成果：项目开发为直接受影响的社区带来的效益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项目效益分配的评估兼顾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效益显著，项目为项目影响社区带来的可观的、可持续的效益

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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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本评估主题总是相关的。如果

没有对项目效益做出承诺，则“评价”与“成

果”标准适用；如果已经对项目效益已做出承

诺，则所有的标准都适用。 

效益可以是附加效益或效益分享策略。 

附加效益指可借助项目获得的好处，例如：

能力建设、培训与地方就业；桥梁、道路及船匝

道等的基础设施；健康与教育服务改善；支持

其它水资源利用方式，如灌溉、航运、防洪/抗

旱、水产养殖和休闲旅游；提高工业和市政供水

的可用水量；水资源综合管理带来的收益等。

效益分享在以下方面区别于一次性补偿金或

移民安置扶持：

·公平使用电力服务——根据相关限制条件

（如电力安全，优惠），项目影响社区纳入优先

受益于项目电力服务的人群；

·通过非货币权利增强资源使用权——增强

受项目影响社区使用本地自然资源的权利；

·收入分享——项目影响社区可根据法规规

定的原则和方法来分享水电的直接货币效益；区

别于一次性补偿金或短期移民安置费；可以采取

信托基金的形式。 

附加效益或效益共享方面的承诺可能是由非

水电开发的机构负责。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政府（如经

济发展部门）代表；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

社区代表。 

证据示例：对相关发展指标的分析；潜在项

目效益分析；效益分享方式和机会的分析；证明

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参与的会议纪要或报告；效

益分享计划；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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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采购
本主题用于评估所有与项目相关的采购，包括土建工程、货物和服务。评估目的是确保采购过程是

公平、透明和负责的；能够为项目进度完成、质量和预算控制提供支持，为开发商和承包商的环境、社

会和道德表现提供支持；并促进地方工业的发展。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通过评价过程识别出主要供应需求、供应来源、相关法规和指导方针、供应链风险和腐败风险；对

采购计划和程序的有效性进行了持续监测。 

管理：落实了相关措施，能够指导货物、土建工程和服务的采购，并且能够处理已识别的问题或风险，履

行与采购相关的承诺。 

一致性/合规性：与采购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采购

相关的承诺已经或即将兑现。 

成果：对主体建筑物（项目主要组成部分）的土建工程、货物和服务的采购，是公平、高效、透明、负

责、合乎道德和及时的；合同正在履行，或已在预算之内完成，或者合同中的变化都是明确合理的。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内容包括了地方供应商和地方能力发展的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在资格预审筛查中规定了

可持续性和反腐败准则；并且在采购规划过程中重点强调了反腐败措施。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不存在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为本地供应商提供的机会，包括促进地方发展的措施，已经或即将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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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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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可以是附加效益或效益分享策略。 

附加效益指可借助项目获得的好处，例如：

能力建设、培训与地方就业；桥梁、道路及船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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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水资源利用方式，如灌溉、航运、防洪/抗

旱、水产养殖和休闲旅游；提高工业和市政供水

的可用水量；水资源综合管理带来的收益等。

效益分享在以下方面区别于一次性补偿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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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使用电力服务——根据相关限制条件

（如电力安全，优惠），项目影响社区纳入优先

受益于项目电力服务的人群；

·通过非货币权利增强资源使用权——增强

受项目影响社区使用本地自然资源的权利；

·收入分享——项目影响社区可根据法规规

定的原则和方法来分享水电的直接货币效益；区

别于一次性补偿金或短期移民安置费；可以采取

信托基金的形式。 

附加效益或效益共享方面的承诺可能是由非

水电开发的机构负责。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政府（如经

济发展部门）代表；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

社区代表。 

证据示例：对相关发展指标的分析；潜在项

目效益分析；效益分享方式和机会的分析；证明

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参与的会议纪要或报告；效

益分享计划；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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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采购
本主题用于评估所有与项目相关的采购，包括土建工程、货物和服务。评估目的是确保采购过程是

公平、透明和负责的；能够为项目进度完成、质量和预算控制提供支持，为开发商和承包商的环境、社

会和道德表现提供支持；并促进地方工业的发展。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通过评价过程识别出主要供应需求、供应来源、相关法规和指导方针、供应链风险和腐败风险；对

采购计划和程序的有效性进行了持续监测。 

管理：落实了相关措施，能够指导货物、土建工程和服务的采购，并且能够处理已识别的问题或风险，履

行与采购相关的承诺。 

一致性/合规性：与采购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采购

相关的承诺已经或即将兑现。 

成果：对主体建筑物（项目主要组成部分）的土建工程、货物和服务的采购，是公平、高效、透明、负

责、合乎道德和及时的；合同正在履行，或已在预算之内完成，或者合同中的变化都是明确合理的。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内容包括了地方供应商和地方能力发展的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在资格预审筛查中规定了

可持续性和反腐败准则；并且在采购规划过程中重点强调了反腐败措施。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不存在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为本地供应商提供的机会，包括促进地方发展的措施，已经或即将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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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128

评估指南：

主要供应需求包括：设计、经济、财务、技

术，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咨询服务；项目施工的

承包商；项目施工的主要物资和复杂控制设备的

供应等。 

供应链风险包括不能满足合同规定（如有关

成本、时间、质量、规格），腐败，运输障碍，

人权（例如，童工、由供应商的供应商强迫使用

的劳动力）等。

签约/评标阶段的腐败风险包括：不透明的

资格预审、模糊的招标文件、不透明或不客观的

甄选程序、标书说明未与其他投标人共享、中标

结果不公开或不公平、欺骗和串通、不合理的代

理费、官员和顾问的利益冲突等。

采购计划和程序应该包括采购政策条款、资

格预审筛查、投标、合同授予、反腐败措施和对

投标者投诉的反馈机制。 

筛查包括：质量、信誉、成本、关于履行合

同义务（时间、成本、规格）方面承包商的既往

表现等。

在项目准备阶段签订的合同包括调查、设

计、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等。如果合同没有在预

算内完成，就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合同变化的合理

性。

基于可持续性标准的筛查包括的附加标准

如社会、环境、道德、人权、健康和安全性、

对符合其它标准的地方供应商的优先选择和支

持等。

采购机会可能涉及新的供应商、新技术、通

过配合政府经济发展创新获得的能力发展机会、

补助金、研发创新、合同安排等。

本地供应商是那些项目影响区附近的，可以

或有潜力按照要求提供所需物品和服务的实体；

“本地”的定义将依据具体情况而定（如在项目

影响区或当地政府管辖区）。

地方能力发展是指为项目附近的实体提供的

一种援助，这些实体确实需要发展某种技术、能

力或更高水平的执行力以满足预期目标或提供相

关服务。

反腐败筛查指竞标公司必须有关于反腐败的

行为规范。

反腐败措施包括：公开招标过程设置较高门

槛；签订合同方及员工承诺执行反腐败政策；项

目廉洁公约；举报腐败及保护举报者的机制；除

受法律保护的商业信息外，其它信息不得以保密

事由拒绝公开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项目采购负

责人；反腐败非政府组织代表。

证据示例：相关的采购政策和程序；项目采

购计划；地方供应商来源和能力的分析；投标要

求/规范；招标文件；供应商筛查标准；供应商

业绩评价；投标人投诉记录；包括融资机构的各

单位遵守相关法律和方针的记录；监测或第三方

评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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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项目影响社区及生计*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对其影响社区的影响，包括经济迁移，对生计和生活水平的影响以及对权利、

风险和机会的影响。评估目的是可以使项目影响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水平与项目建设前相比得到改善并实

现长期自给自足的目标，此外在一个合理的时期内，充分履行对项目影响社区做出的承诺。

评估主题I-10“移民安置”和I-11“土著居民”是专门用来评估项目影响社区的两个分主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利用当地的资料和信息对项目影响社区进行了评估，对项目影响社区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识别；在项

目实施期间针对已识别的问题进行项目影响和管理措施有效性方面的监测。

管理：落实相关措施解决已识别的问题，履行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做出的承诺；如果与项目影响社区签订了

正式的协议，公开披露这些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项目影响社区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利益相关者支持：针对影响社区的问题而制定的计划得到项目影响社区的普遍支持，不存在多数反对的情

况。

一致性/合规性：涉及项目影响社区相关问题的处理过程和目标已经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

不一致；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项目影响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已经或即将提高；对经济迁移给予公正的补偿，且最优方式是通过

提供与损失相当的货物、财产或服务给予补偿。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存在

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阶段对项目影响社区内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

系，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

的；项目影响社区参与到相关问题和方案的决策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已经与几乎所有直接受项目影响的社区就减缓、管理和补偿

措施签订了正式协议。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措施可以使项目影响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并实现长期的自给

自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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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要供应需求包括：设计、经济、财务、技

术，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咨询服务；项目施工的

承包商；项目施工的主要物资和复杂控制设备的

供应等。 

供应链风险包括不能满足合同规定（如有关

成本、时间、质量、规格），腐败，运输障碍，

人权（例如，童工、由供应商的供应商强迫使用

的劳动力）等。

签约/评标阶段的腐败风险包括：不透明的

资格预审、模糊的招标文件、不透明或不客观的

甄选程序、标书说明未与其他投标人共享、中标

结果不公开或不公平、欺骗和串通、不合理的代

理费、官员和顾问的利益冲突等。

采购计划和程序应该包括采购政策条款、资

格预审筛查、投标、合同授予、反腐败措施和对

投标者投诉的反馈机制。 

筛查包括：质量、信誉、成本、关于履行合

同义务（时间、成本、规格）方面承包商的既往

表现等。

在项目准备阶段签订的合同包括调查、设

计、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等。如果合同没有在预

算内完成，就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合同变化的合理

性。

基于可持续性标准的筛查包括的附加标准

如社会、环境、道德、人权、健康和安全性、

对符合其它标准的地方供应商的优先选择和支

持等。

采购机会可能涉及新的供应商、新技术、通

过配合政府经济发展创新获得的能力发展机会、

补助金、研发创新、合同安排等。

本地供应商是那些项目影响区附近的，可以

或有潜力按照要求提供所需物品和服务的实体；

“本地”的定义将依据具体情况而定（如在项目

影响区或当地政府管辖区）。

地方能力发展是指为项目附近的实体提供的

一种援助，这些实体确实需要发展某种技术、能

力或更高水平的执行力以满足预期目标或提供相

关服务。

反腐败筛查指竞标公司必须有关于反腐败的

行为规范。

反腐败措施包括：公开招标过程设置较高门

槛；签订合同方及员工承诺执行反腐败政策；项

目廉洁公约；举报腐败及保护举报者的机制；除

受法律保护的商业信息外，其它信息不得以保密

事由拒绝公开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项目采购负

责人；反腐败非政府组织代表。

证据示例：相关的采购政策和程序；项目采

购计划；地方供应商来源和能力的分析；投标要

求/规范；招标文件；供应商筛查标准；供应商

业绩评价；投标人投诉记录；包括融资机构的各

单位遵守相关法律和方针的记录；监测或第三方

评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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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项目影响社区及生计*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对其影响社区的影响，包括经济迁移，对生计和生活水平的影响以及对权利、

风险和机会的影响。评估目的是可以使项目影响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水平与项目建设前相比得到改善并实

现长期自给自足的目标，此外在一个合理的时期内，充分履行对项目影响社区做出的承诺。

评估主题I-10“移民安置”和I-11“土著居民”是专门用来评估项目影响社区的两个分主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利用当地的资料和信息对项目影响社区进行了评估，对项目影响社区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识别；在项

目实施期间针对已识别的问题进行项目影响和管理措施有效性方面的监测。

管理：落实相关措施解决已识别的问题，履行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做出的承诺；如果与项目影响社区签订了

正式的协议，公开披露这些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项目影响社区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利益相关者支持：针对影响社区的问题而制定的计划得到项目影响社区的普遍支持，不存在多数反对的情

况。

一致性/合规性：涉及项目影响社区相关问题的处理过程和目标已经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

不一致；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项目影响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已经或即将提高；对经济迁移给予公正的补偿，且最优方式是通过

提供与损失相当的货物、财产或服务给予补偿。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存在

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阶段对项目影响社区内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

系，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

的；项目影响社区参与到相关问题和方案的决策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已经与几乎所有直接受项目影响的社区就减缓、管理和补偿

措施签订了正式协议。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措施可以使项目影响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并实现长期的自给

自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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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130

评估指南：

项目影响社区：居住在水电工程周围，受

到水电工程及其附属设施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各

种居民。

项目影响社区的问题包括：生计损失或限

制，生活水平降低、项目相关变化（如河流管理

及水文情势变化）引起的经济迁移。具体的例子

包括：对健康或安全的影响；对文化的影响；对

土地、树林及河堤的影响；稻田、居民花园、河

堤花园的损失；宗教场所、社区树林或其它自然

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丧失等。在这种情况下，

项目影响社区可能会由于上述影响而需要搬迁，

但是这类搬迁社区不属于移民安置范畴，因为物

理迁移只是项目带来的次要影响而并不是主要影

响。

生计是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产

（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生计

改善指通过对项目影响的生计进行补偿，使得那

些受影响的人们不仅能以可行的谋生手段继续生

活，而且在生活能力和资产拥有量方面较工程前

的原有水平有所提高。例如支持农民继续务农或

者寻找替代谋生手段，同时提供足够的支持，不

仅能够解决受项目影响群体的生计变化，而且可

以提高他们的能力或使他们获得必要的资源(包

括培训、信息、材料、机会和供应等)。

生活水平：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品的可获

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平；

衡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入、储

蓄、职业、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电、清洁

饮用水、卫生、卫生服务、教育服务、交通等。

经济迁移指由于如下原因造成的资产、资产

获取渠道、收入来源、谋生手段的丧失：1） 土

地征用；2）土地使用或使用权的变化；3）土地

使用或自然资源使用权（包括对水资源、法定公

园、保护区或限制进入区如水库集水区的利用）

受限；4）环境变化导致的健康问题或生计影

响。上述丧失或限制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

永久的或暂时的，经济迁移均适用。

解决项目影响社区问题的措施包括：努力保

护下游岸边土地；签订下游水文情势协议以便使

下游社区维持生计；签订项目土地的使用协议以

便继续使用宗教场所、社区树林、传统药用植

物；支持新兴工业；保护宗教场所等。

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可能通过社区成员或其

代表来表达，并且可能通过如下方式使其明确

化，包括：调查、计划上的签字、会议记录、口

头建议、公众听证记录、公共声明、政府许可、

法院判决等。项
目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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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社区的机会包括：培训和能力建

设；教育；卫生服务；就业；交通；对文化传统

或活动的贡献等。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项目引起的下游

河堤泥沙冲刷，造成维持生计所必不可少的土地

的长期和累积损失，或者项目下游快速涨落水流

带来的安全隐患致使岸边社区居民缺乏安全感、

最终不得不搬迁。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影响社区的代表；项

目社会问题负责人；政府专家；地方政府；独立

专家。

证据示例：项目影响社区与生计的评价报

告；性别分析；人权问题分析；项目影响社区的

协商与参与记录；项目影响社区问题反馈记录；

第三方评审报告；补偿措施报告；补偿措施协

议；关于文化敏感区及习俗的评价与协议。

项
目

实
施

该主题在制定《规范》时存在一处未达成一致的问题，与利益相关者支持的标准有关。乐施会（Oxfam）认为基本良好实践（3

分）应为“项目得到受影响社区的普遍支持，或不存在多数反对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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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项目影响社区：居住在水电工程周围，受

到水电工程及其附属设施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各

种居民。

项目影响社区的问题包括：生计损失或限

制，生活水平降低、项目相关变化（如河流管理

及水文情势变化）引起的经济迁移。具体的例子

包括：对健康或安全的影响；对文化的影响；对

土地、树林及河堤的影响；稻田、居民花园、河

堤花园的损失；宗教场所、社区树林或其它自然

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丧失等。在这种情况下，

项目影响社区可能会由于上述影响而需要搬迁，

但是这类搬迁社区不属于移民安置范畴，因为物

理迁移只是项目带来的次要影响而并不是主要影

响。

生计是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产

（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生计

改善指通过对项目影响的生计进行补偿，使得那

些受影响的人们不仅能以可行的谋生手段继续生

活，而且在生活能力和资产拥有量方面较工程前

的原有水平有所提高。例如支持农民继续务农或

者寻找替代谋生手段，同时提供足够的支持，不

仅能够解决受项目影响群体的生计变化，而且可

以提高他们的能力或使他们获得必要的资源(包

括培训、信息、材料、机会和供应等)。

生活水平：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品的可获

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平；

衡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入、储

蓄、职业、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电、清洁

饮用水、卫生、卫生服务、教育服务、交通等。

经济迁移指由于如下原因造成的资产、资产

获取渠道、收入来源、谋生手段的丧失：1） 土

地征用；2）土地使用或使用权的变化；3）土地

使用或自然资源使用权（包括对水资源、法定公

园、保护区或限制进入区如水库集水区的利用）

受限；4）环境变化导致的健康问题或生计影

响。上述丧失或限制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

永久的或暂时的，经济迁移均适用。

解决项目影响社区问题的措施包括：努力保

护下游岸边土地；签订下游水文情势协议以便使

下游社区维持生计；签订项目土地的使用协议以

便继续使用宗教场所、社区树林、传统药用植

物；支持新兴工业；保护宗教场所等。

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可能通过社区成员或其

代表来表达，并且可能通过如下方式使其明确

化，包括：调查、计划上的签字、会议记录、口

头建议、公众听证记录、公共声明、政府许可、

法院判决等。项
目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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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社区的机会包括：培训和能力建

设；教育；卫生服务；就业；交通；对文化传统

或活动的贡献等。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项目引起的下游

河堤泥沙冲刷，造成维持生计所必不可少的土地

的长期和累积损失，或者项目下游快速涨落水流

带来的安全隐患致使岸边社区居民缺乏安全感、

最终不得不搬迁。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影响社区的代表；项

目社会问题负责人；政府专家；地方政府；独立

专家。

证据示例：项目影响社区与生计的评价报

告；性别分析；人权问题分析；项目影响社区的

协商与参与记录；项目影响社区问题反馈记录；

第三方评审报告；补偿措施报告；补偿措施协

议；关于文化敏感区及习俗的评价与协议。

项
目

实
施

该主题在制定《规范》时存在一处未达成一致的问题，与利益相关者支持的标准有关。乐施会（Oxfam）认为基本良好实践（3

分）应为“项目得到受影响社区的普遍支持，或不存在多数反对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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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移民安置*

本主题用于评估由水电项目开发引起的移民搬迁安置的问题。评估目的是维护移民的尊严并尊重移

民的人权；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处理移民搬迁的相关问题；提高移民的生计及移民安置社区的生活水平；

完全履行对移民做出的承诺。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开展了项目移民安置的影响评价，建立了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在项目建设前的社会-经济基线；监

测了移民安置计划的执行情况，并由此判断对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做出的承诺是否兑现及其效果，进而识

别了现有的或即将出现的问题。 

管理：“移民安置行动计划”记录了安置移民的措施；落实了相应的措施，处理与移民安置相关的问题，

包括提供申诉机制，并履行对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做出的承诺；公开披露同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达成的正

式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利益相关者的支持：“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得到移民和安置移民社区的普遍支持，或不存在多数反对的

情况。 

一致性/合规性：“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的相关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

不一致；与移民安置相关的承诺已经或即将兑现。

成果：移民安置已经或正在以公平公正的方式进行，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的生计得到及时改善，生活水平

较快提高，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与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相关的承诺的履行时兼顾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

的；让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参与到相关问题和方案的决策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就“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签订了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同意书。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各项改善生计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措施可以促进移民长期自给自足的目标

的实现。

1

2

3

4

5项
目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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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有可靠证据显示项目活动

没有移民安置的需要，则本主题不相关。

移民安置指因受项目影响，迁移人群无法在

原居住地居住而搬迁至另一个地点居住的过程。

生计是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产

（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

生计改善指通过对项目影响的生计进行补

偿，使得那些受影响的人们不仅能以可行的谋

生手段继续生活，而且在生活能力和资产拥有量

方面较工程前的原有水平有所提高。例如支持农

民继续务农或者寻找替代谋生手段，同时提供足

够的支持，不仅能够解决受项目影响群体的生计

变化，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能力或使他们获得必

要的资源(包括培训、信息、材料、机会和供应

等)。

生活水平指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品的可获

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

平；衡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

入、储蓄、职业、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

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务、教育服务、

交通等。

移民指那些被要求重新定居的人群，既包括

拥有正式的法定权利、习俗或传统权利的人群，

也包括那些没有土地权利的人群。

移民安置的社会-经济基线包括对社区结

构、性别、社会弱势群体、生活水平以及对生计

和资产损失的经济价值评估等的分析。

移民安置社区指接受搬迁过来的移民的

社区。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指为识别解决移民问题的

行动而专门编汇的一份文件或一系列文件。该文

件主要包括：识别需安置人群；移民的社会-经

济基线；即将实施的移民安置措施，包括辅助安

置和生计扶持措施；立法和补偿框架；组织角色

和责任；预算分配和财务管理；时间表、目的和

目标；申诉处理机制；监测、报告和评审的有关

条款；围绕协商、参与和信息交换达成的共识。

在移民的生计是以土地为基础或者移民偏好

有土地安置的情况下，应该主要考虑采取土地置

换土地的补偿方式。

项
目

实
施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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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移民安置*

本主题用于评估由水电项目开发引起的移民搬迁安置的问题。评估目的是维护移民的尊严并尊重移

民的人权；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处理移民搬迁的相关问题；提高移民的生计及移民安置社区的生活水平；

完全履行对移民做出的承诺。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开展了项目移民安置的影响评价，建立了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在项目建设前的社会-经济基线；监

测了移民安置计划的执行情况，并由此判断对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做出的承诺是否兑现及其效果，进而识

别了现有的或即将出现的问题。 

管理：“移民安置行动计划”记录了安置移民的措施；落实了相应的措施，处理与移民安置相关的问题，

包括提供申诉机制，并履行对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做出的承诺；公开披露同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达成的正

式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利益相关者的支持：“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得到移民和安置移民社区的普遍支持，或不存在多数反对的

情况。 

一致性/合规性：“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的相关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

不一致；与移民安置相关的承诺已经或即将兑现。

成果：移民安置已经或正在以公平公正的方式进行，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的生计得到及时改善，生活水平

较快提高，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与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相关的承诺的履行时兼顾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

的；让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参与到相关问题和方案的决策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就“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签订了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同意书。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各项改善生计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措施可以促进移民长期自给自足的目标

的实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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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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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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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有可靠证据显示项目活动

没有移民安置的需要，则本主题不相关。

移民安置指因受项目影响，迁移人群无法在

原居住地居住而搬迁至另一个地点居住的过程。

生计是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产

（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

生计改善指通过对项目影响的生计进行补

偿，使得那些受影响的人们不仅能以可行的谋

生手段继续生活，而且在生活能力和资产拥有量

方面较工程前的原有水平有所提高。例如支持农

民继续务农或者寻找替代谋生手段，同时提供足

够的支持，不仅能够解决受项目影响群体的生计

变化，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能力或使他们获得必

要的资源(包括培训、信息、材料、机会和供应

等)。

生活水平指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品的可获

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

平；衡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

入、储蓄、职业、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

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务、教育服务、

交通等。

移民指那些被要求重新定居的人群，既包括

拥有正式的法定权利、习俗或传统权利的人群，

也包括那些没有土地权利的人群。

移民安置的社会-经济基线包括对社区结

构、性别、社会弱势群体、生活水平以及对生计

和资产损失的经济价值评估等的分析。

移民安置社区指接受搬迁过来的移民的

社区。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指为识别解决移民问题的

行动而专门编汇的一份文件或一系列文件。该文

件主要包括：识别需安置人群；移民的社会-经

济基线；即将实施的移民安置措施，包括辅助安

置和生计扶持措施；立法和补偿框架；组织角色

和责任；预算分配和财务管理；时间表、目的和

目标；申诉处理机制；监测、报告和评审的有关

条款；围绕协商、参与和信息交换达成的共识。

在移民的生计是以土地为基础或者移民偏好

有土地安置的情况下，应该主要考虑采取土地置

换土地的补偿方式。

项
目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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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机制是指利益相关者能够提出关切问

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

踪和反馈的项目程序。

利益相关者支持可能通过社区成员或其代表

表达，并且可能通过如下方式使其明确化，包

括：调查、在计划上签字、会议记录、口头建

议、公众听证记录、公开声明、政府许可、法院

判决等。

同意书：由社区领导人或受项目影响社区授

权的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

和惯例的基础上，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

的协议书。

潜在的采访对象：受移民安置和土地征用影

响的社区代表；移民安置社区的代表；项目社会

问题负责人；相关政府代表；独立评审员。

证据示例：移民安置和土地征用方面的评价

报告；协商和项目影响社区的参与记录；移民安

置和土地征用问题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土地征用计划；补偿协议；

针对移民安置行动计划达成的协议；社会条件基

线报告；生计分析；贫困风险分析；减缓、安置

和开发行动计划，包括项目效益在内的分享机

制；非政府组织报告，监测报告。

*

项
目

实
施

该主题是在制定《规范》的过程中存在两处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主题之一，且都与利益相关者支持标准相关。乐施会（Oxfam）认

为基本良好实践（3分）应该是“项目得到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居民的普遍支持，或不存在多数反对的情况”。而证实的最佳实践

（5分）应该是“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表示同意项目的开发”，需要特别注意

那些受迫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可通过他们对“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的支持情况来选择表达他们是否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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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1：土著居民*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相关的土著居民的权利、风险和机会。应该意识到，作为与社会主流群体存

在显著差异的社会群体，他们更容易被边缘化并成为最弱势的群体。评估目的是在整个项目周期内以持

续的方式尊重土著居民的尊严、人权、愿望、文化、土地、知识、习俗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计。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利用当地的资料和信息进行评价，对可能会对土著居民产生影响的问题进行了识别；在项目实施期

间针对识别出的问题进行项目影响和管理措施有效性方面的监测。

管理：落实了各项措施，能够应对已识别的可能会影响到土著居民的各种问题，履行解决这些问题的承

诺；并且公开披露与土著居民达成的正式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土著居民能够通过现有的、相互认可的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利益相关者支持：针对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而制定的计划得到直接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群体的普遍支持，不

存在多数反对的情况。

一致性/合规性：涉及可能会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向土著居民做出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计划识别了项目对于土著居民及其相关的文化、知识、土地和资源使用等方面的主要负面影响，并

提出了避免、最小化、减缓或补偿负面影响的措施，不存在显著差距。同时获得了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的可

行机会。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土著居民以自由、优先和知情的方式参与到识别问题的过程中；项目实施

过程对相关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土著居民以自由、优先和知情的方式参与到相关措施的制定过程中；能

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

的。让直接受影响的土著居民参与到相关问题和方案的决策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已经寻求并获得了直接受影响的土著居民对项目的认可。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充分识别了可以产生积极影响的机会并将其尽可能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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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机制是指利益相关者能够提出关切问

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

踪和反馈的项目程序。

利益相关者支持可能通过社区成员或其代表

表达，并且可能通过如下方式使其明确化，包

括：调查、在计划上签字、会议记录、口头建

议、公众听证记录、公开声明、政府许可、法院

判决等。

同意书：由社区领导人或受项目影响社区授

权的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

和惯例的基础上，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

的协议书。

潜在的采访对象：受移民安置和土地征用影

响的社区代表；移民安置社区的代表；项目社会

问题负责人；相关政府代表；独立评审员。

证据示例：移民安置和土地征用方面的评价

报告；协商和项目影响社区的参与记录；移民安

置和土地征用问题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土地征用计划；补偿协议；

针对移民安置行动计划达成的协议；社会条件基

线报告；生计分析；贫困风险分析；减缓、安置

和开发行动计划，包括项目效益在内的分享机

制；非政府组织报告，监测报告。

*

项
目

实
施

该主题是在制定《规范》的过程中存在两处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主题之一，且都与利益相关者支持标准相关。乐施会（Oxfam）认

为基本良好实践（3分）应该是“项目得到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居民的普遍支持，或不存在多数反对的情况”。而证实的最佳实践

（5分）应该是“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表示同意项目的开发”，需要特别注意

那些受迫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可通过他们对“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的支持情况来选择表达他们是否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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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1：土著居民*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相关的土著居民的权利、风险和机会。应该意识到，作为与社会主流群体存

在显著差异的社会群体，他们更容易被边缘化并成为最弱势的群体。评估目的是在整个项目周期内以持

续的方式尊重土著居民的尊严、人权、愿望、文化、土地、知识、习俗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计。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利用当地的资料和信息进行评价，对可能会对土著居民产生影响的问题进行了识别；在项目实施期

间针对识别出的问题进行项目影响和管理措施有效性方面的监测。

管理：落实了各项措施，能够应对已识别的可能会影响到土著居民的各种问题，履行解决这些问题的承

诺；并且公开披露与土著居民达成的正式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土著居民能够通过现有的、相互认可的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利益相关者支持：针对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而制定的计划得到直接受影响的土著居民群体的普遍支持，不

存在多数反对的情况。

一致性/合规性：涉及可能会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向土著居民做出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计划识别了项目对于土著居民及其相关的文化、知识、土地和资源使用等方面的主要负面影响，并

提出了避免、最小化、减缓或补偿负面影响的措施，不存在显著差距。同时获得了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的可

行机会。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土著居民以自由、优先和知情的方式参与到识别问题的过程中；项目实施

过程对相关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土著居民以自由、优先和知情的方式参与到相关措施的制定过程中；能

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

的。让直接受影响的土著居民参与到相关问题和方案的决策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已经寻求并获得了直接受影响的土著居民对项目的认可。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充分识别了可以产生积极影响的机会并将其尽可能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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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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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有可靠证据显示项目所在

地区内无土著居民，则本评估主题不相关。

土著居民指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群体，不

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特征：自我认同为一个特定的

本地文化团体的成员，且这一身份被他人认可；

在项目所在区域范围内，集体隶属于地理上的特

定栖息地或世代居住地，并且依附于这些地区的

自然资源；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或文化而独立的

文化习惯、经济、社会或政治体系；拥有通常与

国家或其所在地官方语言不同的土著语言。在某

些国家，需要经由特定的政府机关才能同土著居

民进行交往。

可能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最好由土著居民自

行确认，包括：项目活动及基础设施对文化习俗

的影响，对传统土地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对

社区凝聚力的影响，公共卫生风险，对文化习俗

的冲击，妨碍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计。

用来处理可能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的措施包

括：避免措施、保护文化习俗、土地授权和保

护、健康援助、制定项目活动时间表以便不干扰

民俗习惯、支持传统节日活动提高或确保以自然

资源为基础的生计的获得等。

利益相关者支持可通过社区成员或其代表来

表达，并且可通过如下方式使其明确化，包括：

调查、在计划上签字、会议记录、口头建议、公

众听证记录、公开声明、政府许可、法院判决

等。 

同意书：由社区领导人或受影响社区授权的

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和惯

例的基础上，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的协

议书。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影响的土著居民社

区代表；项目社会问题负责人；独立评审员；

相关政府机关代表。

证据示例：对土著居民的评价报告；协商和

项目影响社区参与记录；对影响土著居民的相关

问题的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土著居民管

理计划；土著居民问题处理措施协议；监测报

告。

该主题是在制定《规范》过程中存在不一致观点的主题，集中体现在土著居民给予的支持和赞成方面。（无论是对管理计划还是

对于项目本身），根据利益相关者支持标准，IHA认为5分不能代表已证实的最佳实践。论坛内部已经达成共识，要求在未来发

展和验证《规范》的过程中应优先关注这个问题。大家认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明显的进展，则需要对评分说明的文字表述做

进一步的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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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2：劳工及其工作条件
本主题用于评估劳工及其工作条件，包括雇员和承包商的机会、公平、多样性、健康和安全。评估

目的是公正对待员工并保护其权益。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通过包括职业健康与安全方面的问题和风险的评估过程识别了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管理的要求；对管

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监测和评价；识别了劳工管理现有或新出现的问题。 

管理：制定了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的政策、计划及程序，对涉及劳工管理计划中的各要素进行管理，包括

承包商、分包商和中介机构，不存在显著差距。 

利益相关者参与：雇员和承包商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方面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

一致，与劳工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劳工管理政策、计划和实践同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相比不存在可识别的不一致。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过程广泛考虑各种因素，包括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

虑的。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劳工管理的政策、计划和实践与国际公认的劳工权利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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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有可靠证据显示项目所在

地区内无土著居民，则本评估主题不相关。

土著居民指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群体，不

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特征：自我认同为一个特定的

本地文化团体的成员，且这一身份被他人认可；

在项目所在区域范围内，集体隶属于地理上的特

定栖息地或世代居住地，并且依附于这些地区的

自然资源；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或文化而独立的

文化习惯、经济、社会或政治体系；拥有通常与

国家或其所在地官方语言不同的土著语言。在某

些国家，需要经由特定的政府机关才能同土著居

民进行交往。

可能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最好由土著居民自

行确认，包括：项目活动及基础设施对文化习俗

的影响，对传统土地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对

社区凝聚力的影响，公共卫生风险，对文化习俗

的冲击，妨碍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计。

用来处理可能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的措施包

括：避免措施、保护文化习俗、土地授权和保

护、健康援助、制定项目活动时间表以便不干扰

民俗习惯、支持传统节日活动提高或确保以自然

资源为基础的生计的获得等。

利益相关者支持可通过社区成员或其代表来

表达，并且可通过如下方式使其明确化，包括：

调查、在计划上签字、会议记录、口头建议、公

众听证记录、公开声明、政府许可、法院判决

等。 

同意书：由社区领导人或受影响社区授权的

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和惯

例的基础上，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的协

议书。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影响的土著居民社

区代表；项目社会问题负责人；独立评审员；

相关政府机关代表。

证据示例：对土著居民的评价报告；协商和

项目影响社区参与记录；对影响土著居民的相关

问题的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土著居民管

理计划；土著居民问题处理措施协议；监测报

告。

该主题是在制定《规范》过程中存在不一致观点的主题，集中体现在土著居民给予的支持和赞成方面。（无论是对管理计划还是

对于项目本身），根据利益相关者支持标准，IHA认为5分不能代表已证实的最佳实践。论坛内部已经达成共识，要求在未来发

展和验证《规范》的过程中应优先关注这个问题。大家认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明显的进展，则需要对评分说明的文字表述做

进一步的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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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2：劳工及其工作条件
本主题用于评估劳工及其工作条件，包括雇员和承包商的机会、公平、多样性、健康和安全。评估

目的是公正对待员工并保护其权益。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通过包括职业健康与安全方面的问题和风险的评估过程识别了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管理的要求；对管

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监测和评价；识别了劳工管理现有或新出现的问题。 

管理：制定了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的政策、计划及程序，对涉及劳工管理计划中的各要素进行管理，包括

承包商、分包商和中介机构，不存在显著差距。 

利益相关者参与：雇员和承包商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方面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

一致，与劳工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劳工管理政策、计划和实践同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相比不存在可识别的不一致。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评价过程广泛考虑各种因素，包括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

虑的。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劳工管理的政策、计划和实践与国际公认的劳工权利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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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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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劳工管理计划的要素包括：人力资源政策、

员工和劳动力计划、职业健康和安全、机会平

等、员工发展和培训、申诉机制以及（适用的）

的集体谈判机制。

职业健康和安全指保护员工或雇工的安全、

健康与福利，例如预防工作场所内可能由某些工

作活动导致的疾病或伤害。 

中介机构为项目介绍工作人员的第三方，这

些工作人员在很长时间内执行与项目重要功能直

接相关的工作，或者在项目所在区域内就职。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以广阔的视角看待

相关问题；广泛收集各种数据和重要指标；关注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广泛分析与劳工及其工作

条件相关的趋势、方法、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标

准；了解相关的人权问题等。

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在“国际金融公司行为

标准2”，“国际劳动组织标准”以及在“2008

年人权大会”上John Ruggie所作的“保护、尊重

和补偿：商业和人权框架”报告中都有描述，包

括：结社自由、同工同酬权利、组织与参加集体

谈判的权利、平等工作权利、不受歧视权利、

获得公正而合理报酬的权利、废除奴役和强迫劳

动、获得安全工作环境的权利、废除童工、休息

和娱乐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家庭生活的权利。

证据应该显示相关政策和实践没有妨碍工人履行

如上权利；一致性的证据例如符合性分析。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人力资源部门职员；

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职员；项目负责人；劳动合同

负责人、项目安全负责人；员工或承包商代表；

外部专家；工会和员工代表；女性员工。

证据示例：与人力资源、雇工、承包商、公

平、职业健康与安全、劳动力计划以及申诉机制

相关的政策、计划和程序；国内和国际关于劳动

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的标准；HSE（健康安全环境

管理体系）监测记录，包括事故的调查报告以及

调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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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3：文化遗产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水电工程相关的文化遗产，特别指物质文化资源。评估目的是识别物质文化资

源，了解其重要性，制定相关措施解决那些特别重要的问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评价过程运用相应的专业知识，对与项目实施和运行相关的文化遗产问题，尤其是物质文化资源相

关的问题进行了识别；在项目实施期间针对已识别的问题开展了相关监测。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能够确保与项目实施阶段相关的文化遗产问题得到管理，与项目实施阶段相关

的承诺得以兑现；为运行阶段存续的文化遗产问题制定了管理计划。 

利益相关者支持：文化遗产的评价、规划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不存在多数反

对的情况。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文化遗产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

与文化遗产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项目实施对文化遗产造成的不利影响得到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文化遗产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

及在实施过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签订了关于文化遗产管理措

施的正式协议。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对文化遗产造成的不利影响得到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

不存在可识别差距；并且有助于解决与项目影响无关的文化遗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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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劳工管理计划的要素包括：人力资源政策、

员工和劳动力计划、职业健康和安全、机会平

等、员工发展和培训、申诉机制以及（适用的）

的集体谈判机制。

职业健康和安全指保护员工或雇工的安全、

健康与福利，例如预防工作场所内可能由某些工

作活动导致的疾病或伤害。 

中介机构为项目介绍工作人员的第三方，这

些工作人员在很长时间内执行与项目重要功能直

接相关的工作，或者在项目所在区域内就职。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以广阔的视角看待

相关问题；广泛收集各种数据和重要指标；关注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广泛分析与劳工及其工作

条件相关的趋势、方法、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标

准；了解相关的人权问题等。

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在“国际金融公司行为

标准2”，“国际劳动组织标准”以及在“2008

年人权大会”上John Ruggie所作的“保护、尊重

和补偿：商业和人权框架”报告中都有描述，包

括：结社自由、同工同酬权利、组织与参加集体

谈判的权利、平等工作权利、不受歧视权利、

获得公正而合理报酬的权利、废除奴役和强迫劳

动、获得安全工作环境的权利、废除童工、休息

和娱乐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家庭生活的权利。

证据应该显示相关政策和实践没有妨碍工人履行

如上权利；一致性的证据例如符合性分析。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人力资源部门职员；

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职员；项目负责人；劳动合同

负责人、项目安全负责人；员工或承包商代表；

外部专家；工会和员工代表；女性员工。

证据示例：与人力资源、雇工、承包商、公

平、职业健康与安全、劳动力计划以及申诉机制

相关的政策、计划和程序；国内和国际关于劳动

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的标准；HSE（健康安全环境

管理体系）监测记录，包括事故的调查报告以及

调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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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3：文化遗产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水电工程相关的文化遗产，特别指物质文化资源。评估目的是识别物质文化资

源，了解其重要性，制定相关措施解决那些特别重要的问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评价过程运用相应的专业知识，对与项目实施和运行相关的文化遗产问题，尤其是物质文化资源相

关的问题进行了识别；在项目实施期间针对已识别的问题开展了相关监测。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能够确保与项目实施阶段相关的文化遗产问题得到管理，与项目实施阶段相关

的承诺得以兑现；为运行阶段存续的文化遗产问题制定了管理计划。 

利益相关者支持：文化遗产的评价、规划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不存在多数反

对的情况。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文化遗产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

与文化遗产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项目实施对文化遗产造成的不利影响得到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文化遗产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

及在实施过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签订了关于文化遗产管理措

施的正式协议。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对文化遗产造成的不利影响得到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

不存在可识别差距；并且有助于解决与项目影响无关的文化遗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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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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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在项目

影响区和水电工程运行影响区内均没有物质文化

资源，则本主题不相关。 

文化遗产指某个群体或团体创造的有形物品

或无形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从前代继承，保存

于当代，并将流传后代，造福子孙。

物质文化遗产指具有考古学、古生物学、历

史、建筑学、宗教、审美或其它文化价值的可移

动的或不可移动的物体、遗址、结构、建筑群、

自然地物和景观。物质文化资源可能分布在农村

或城市，地上或地下，或者水下。其文化利益可

能归属于地方、省、国家、或属于国际社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节庆、仪式、

民间传说、评书、戏剧等。应参照本《规范》评

估主题I-3“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对这些问题

进行处理。

文化遗产问题包括：水库淹没重要的遗址或

文物；由于施工活动对重要的遗址或文物造成损

害和破坏；由于进入通道的改变（如：新的沟渠

或具有护栏的线性基础设施，主要道路）致使无

法进入某些重要的遗址；对代表神灵的特殊遗址

的干扰等。

管理文化遗产问题的程序包括文件记录与保

留记录、搬迁、建立保护区、新建通道、安抚仪

式等。

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可通过社区成员或其代表

来表达，并且可通过如下方式使其明确化，包

括：调查、在计划上签字、会议记录、口头建

议、公众听证记录、公开声明、政府许可、法院

判决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错失。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保护指保持安全，免受损害、腐烂、丢失、

毁坏或破坏。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泥沙冲刷与淤积

对重要文物所在地的影响，承包商或民众故意破

坏或盗窃的风险等。

文化遗产机会包括：同遗产机构合作；倡

导认识文化遗产价值的活动，如节庆、参观博

物馆或拜访专家；制定保留传统活动的计划；

获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特殊津贴；展览；教

育计划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与社会问题负责

人，地方文化遗产专家，相关政府部门（例如，

文物或环境部门）代表；外部专家；项目影响社

区的代表。

证据示例：文化遗产影响报告；保护计划；

利益相关者问题协商与反馈记录；遗产计划与协

议；国内与国际标准；监测和调查报告；对员工

进行文物发现程序方面的培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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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4：公共卫生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水电项目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评估目的是保证该项目不会引起或加剧公共卫生

问题，并且可以改善项目影响区内现有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履行项目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方面所做的

承诺。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评价过程利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对项目实施和运行期间的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了识别；在项目实施期

间针对识别出的问题开展了相关监测。

管理：相关程序落实到位，能够确保项目实施阶段的公共卫生问题得到管理，与项目实施阶段相关的承诺

得以兑现；为运行阶段可能存续的公共卫生问题制定管理计划，包括公共卫生管理权在必要时需移交给地

方政府。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公共卫生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

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项目活动对公共卫生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公共卫生问题的监测考虑到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也

考虑到在项目实施阶段变得明显的不同社会群体面临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项目实施对公共卫生造成的不利影响得到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不存在可识别的差距；对原

有（项目建设前）公共卫生问题的改善已初见成效；帮助解决或正在逐步解决与项目影响无关的其它公共

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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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在项目

影响区和水电工程运行影响区内均没有物质文化

资源，则本主题不相关。 

文化遗产指某个群体或团体创造的有形物品

或无形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从前代继承，保存

于当代，并将流传后代，造福子孙。

物质文化遗产指具有考古学、古生物学、历

史、建筑学、宗教、审美或其它文化价值的可移

动的或不可移动的物体、遗址、结构、建筑群、

自然地物和景观。物质文化资源可能分布在农村

或城市，地上或地下，或者水下。其文化利益可

能归属于地方、省、国家、或属于国际社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节庆、仪式、

民间传说、评书、戏剧等。应参照本《规范》评

估主题I-3“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对这些问题

进行处理。

文化遗产问题包括：水库淹没重要的遗址或

文物；由于施工活动对重要的遗址或文物造成损

害和破坏；由于进入通道的改变（如：新的沟渠

或具有护栏的线性基础设施，主要道路）致使无

法进入某些重要的遗址；对代表神灵的特殊遗址

的干扰等。

管理文化遗产问题的程序包括文件记录与保

留记录、搬迁、建立保护区、新建通道、安抚仪

式等。

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可通过社区成员或其代表

来表达，并且可通过如下方式使其明确化，包

括：调查、在计划上签字、会议记录、口头建

议、公众听证记录、公开声明、政府许可、法院

判决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错失。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保护指保持安全，免受损害、腐烂、丢失、

毁坏或破坏。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泥沙冲刷与淤积

对重要文物所在地的影响，承包商或民众故意破

坏或盗窃的风险等。

文化遗产机会包括：同遗产机构合作；倡

导认识文化遗产价值的活动，如节庆、参观博

物馆或拜访专家；制定保留传统活动的计划；

获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特殊津贴；展览；教

育计划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与社会问题负责

人，地方文化遗产专家，相关政府部门（例如，

文物或环境部门）代表；外部专家；项目影响社

区的代表。

证据示例：文化遗产影响报告；保护计划；

利益相关者问题协商与反馈记录；遗产计划与协

议；国内与国际标准；监测和调查报告；对员工

进行文物发现程序方面的培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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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4：公共卫生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水电项目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评估目的是保证该项目不会引起或加剧公共卫生

问题，并且可以改善项目影响区内现有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履行项目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方面所做的

承诺。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评价过程利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对项目实施和运行期间的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了识别；在项目实施期

间针对识别出的问题开展了相关监测。

管理：相关程序落实到位，能够确保项目实施阶段的公共卫生问题得到管理，与项目实施阶段相关的承诺

得以兑现；为运行阶段可能存续的公共卫生问题制定管理计划，包括公共卫生管理权在必要时需移交给地

方政府。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公共卫生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

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项目活动对公共卫生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公共卫生问题的监测考虑到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也

考虑到在项目实施阶段变得明显的不同社会群体面临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项目实施对公共卫生造成的不利影响得到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不存在可识别的差距；对原

有（项目建设前）公共卫生问题的改善已初见成效；帮助解决或正在逐步解决与项目影响无关的其它公共

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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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本主题总是相关的。因为即使

在项目建设前项目影响区是无人区，也会因为新

的项目出现新的居民，因此就涉及对相关问题、

风险和机会的识别和处理。

公共安全问题包括：施工人员带入的疾病

（如，艾滋病）；虫媒病（如，疟疾、血吸虫

病）；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营养不良；

心理疾病；社会福利；传统资源的损失或污染；

汞或重金属富集等。

不同社区群体的机会和风险与性别、年

龄、民族、传统医药的获取与使用等相关。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公共卫生机会包括：改善供电，清洁用水和

卫生设施；开发或更新公共卫生设施；提供设

备、培训、健康教育、免疫接种；通过增加食用

鱼供给而提供低价优质的蛋白质饮食等。

不同社区群体的健康需求、问题和风险与性

别、年龄、民族、对传统医药的获取与使用等相

关。

公共卫生管理措施包括：降低蚊媒病风险

的措施；医疗用品以及免疫接种疫苗的储存；

健康教育，健康意识和疾病预防的培训；水质

检测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社会问题负责人；独

立的公共卫生专家；政府卫生部门的代表；项目

影响社区的代表。

证据实例：公共卫生问题和机会评价；公

共卫生管理计划；国内和国际标准；区域统计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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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5：生物多样性和入侵物种
本主题用于评估集水区、水库和下游区域的生态系统价值、栖息地和相关具体问题（例如濒危物种

和鱼类洄游通道），以及与水电项目相关的有害和入侵物种产生的潜在影响。评估目的是项目所在地区

拥有健康、功能良好和可维持的水生及陆地生态系统，并且是长期可持续的；同时对项目活动造成的生

物多样性影响管理得力；对生物多样性和入侵物种的各项措施的实施，按承诺履行。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评价过程利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对项目实施和运行期间的生态多样性问题进行了识别；在项目实施

期间针对识别出的问题开展了相关监测。

管理：制定了相应的程序，能够确保项目实施阶段的生物多样性问题得到管理，与项目实施阶段相关的承

诺得以兑现；为运行阶段可能存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制定管理计划。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生物多样性问题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

一致，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项目活动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且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于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

系，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不利影响得到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

偿，不存在可识别的差距；对原有（项目建设前）生物多样性状况的改善已初见成效；或帮助解决或正在

逐步解决与项目影响无关的生物多样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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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本主题总是相关的。因为即使

在项目建设前项目影响区是无人区，也会因为新

的项目出现新的居民，因此就涉及对相关问题、

风险和机会的识别和处理。

公共安全问题包括：施工人员带入的疾病

（如，艾滋病）；虫媒病（如，疟疾、血吸虫

病）；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营养不良；

心理疾病；社会福利；传统资源的损失或污染；

汞或重金属富集等。

不同社区群体的机会和风险与性别、年

龄、民族、传统医药的获取与使用等相关。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公共卫生机会包括：改善供电，清洁用水和

卫生设施；开发或更新公共卫生设施；提供设

备、培训、健康教育、免疫接种；通过增加食用

鱼供给而提供低价优质的蛋白质饮食等。

不同社区群体的健康需求、问题和风险与性

别、年龄、民族、对传统医药的获取与使用等相

关。

公共卫生管理措施包括：降低蚊媒病风险

的措施；医疗用品以及免疫接种疫苗的储存；

健康教育，健康意识和疾病预防的培训；水质

检测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社会问题负责人；独

立的公共卫生专家；政府卫生部门的代表；项目

影响社区的代表。

证据实例：公共卫生问题和机会评价；公

共卫生管理计划；国内和国际标准；区域统计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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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5：生物多样性和入侵物种
本主题用于评估集水区、水库和下游区域的生态系统价值、栖息地和相关具体问题（例如濒危物种

和鱼类洄游通道），以及与水电项目相关的有害和入侵物种产生的潜在影响。评估目的是项目所在地区

拥有健康、功能良好和可维持的水生及陆地生态系统，并且是长期可持续的；同时对项目活动造成的生

物多样性影响管理得力；对生物多样性和入侵物种的各项措施的实施，按承诺履行。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评价过程利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对项目实施和运行期间的生态多样性问题进行了识别；在项目实施

期间针对识别出的问题开展了相关监测。

管理：制定了相应的程序，能够确保项目实施阶段的生物多样性问题得到管理，与项目实施阶段相关的承

诺得以兑现；为运行阶段可能存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制定管理计划。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生物多样性问题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

一致，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项目活动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且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于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

系，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不利影响得到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

偿，不存在可识别的差距；对原有（项目建设前）生物多样性状况的改善已初见成效；或帮助解决或正在

逐步解决与项目影响无关的生物多样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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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生物多样性问题可能包括：栖息地丧失、鱼

类洄游障碍、产卵地丧失、栖息地连通性丧失、

重要食物链物种减少或丧失、湿地丧失、重要物

种的偷猎、捕猎或过度开发、杂草或有害物种引

入等。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可能包括：流域保

护、建立保护区、保护和改善栖息地、物种管理

计划、迁移、栖息地修复、建立新的栖息地、管

理下泄流量等。水生物种迁移通道的处理措施包

括：鱼梯、升鱼机、捕捞与放流计划、鱼苗场、

种群恢复计划、鱼类绕过水轮机进入下游通道

的机制、辅助措施（水化学，运行条件）等。入

侵物种的处理措施包括：为有害物种进入设置障

碍、污染控制、物理移除或抑制、化学处理、库

区水体滞留时间、管理下泄流量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对于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补偿，可采用制定补

偿方案或扶持补偿方案的方式。补偿指针对项目

开发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显著不利影响，设

计行动予以补偿而取得的可度量的保护成果，以

及在采取了适当的避免、最小化与恢复措施之后

的持续维持。一般来说，以上不会发生在项目区

内。

生物多样性机会包括：与野生动物保护团体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加入流域管理委员会和流域

管理项目；关于鱼类洄游通道或产卵地的联合调

查；雇佣或与地方社区配合巡逻保护区；开办企

业经营非木材森林资源；能力建设和教育；创办

生态旅游企业；建立鸟类和水禽保护区；建立鱼

类保护区；湿地保护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问题负责人；水

生和陆地生态学家；鱼道设计工程师；有关政府

部门代表（如渔业、野生动物、环境、森林）；

地方社区代表；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陆生生物多样性评价；水生生物

多样性评价；鱼类研究；过鱼设施技术可行性评

价；第三方评审报告；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入

侵物种管理计划；承诺和协议；根据从地方社区

获得的关于捕鱼和非木材林产品的基线数据对经

济与生计进行价值估算；监测报告。项
目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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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6：泥沙冲刷与淤积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相关的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的管理。评估目的是项目导致的泥沙冲刷和淤积

得到负责任的管理，不会影响其它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的实现；识别并管理可能影响项目的外部泥沙

冲刷和淤积问题；与泥沙冲淤有关的各项措施的实施，按承诺履行。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评价过程利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对项目实施和运行期间与泥沙冲淤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识别；在项目

实施期间针对识别出的问题开展了相关监测。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能够确保项目实施阶段的泥沙冲淤问题得到管理，与项目实施阶段相关的承诺

得以兑现；为运行阶段可能存续的泥沙冲淤问题制定了管理计划。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泥沙冲淤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

与泥沙冲淤相关的承诺已经或即将兑现。

成果：项目实施期间的泥沙冲淤问题得到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泥沙冲淤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

及在实施过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避免、最小化、缓解和补偿了项目实施期间的泥沙冲淤问题，没有可识

别的差距；对原有（项目建设前）泥沙冲淤状况的改善已初见成效；或帮助解决或正在逐步解决与项目影

响无关的泥沙冲淤问题。

1

2

3

4

5

项
目

实
施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144

评估指南： 

生物多样性问题可能包括：栖息地丧失、鱼

类洄游障碍、产卵地丧失、栖息地连通性丧失、

重要食物链物种减少或丧失、湿地丧失、重要物

种的偷猎、捕猎或过度开发、杂草或有害物种引

入等。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可能包括：流域保

护、建立保护区、保护和改善栖息地、物种管理

计划、迁移、栖息地修复、建立新的栖息地、管

理下泄流量等。水生物种迁移通道的处理措施包

括：鱼梯、升鱼机、捕捞与放流计划、鱼苗场、

种群恢复计划、鱼类绕过水轮机进入下游通道

的机制、辅助措施（水化学，运行条件）等。入

侵物种的处理措施包括：为有害物种进入设置障

碍、污染控制、物理移除或抑制、化学处理、库

区水体滞留时间、管理下泄流量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对于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补偿，可采用制定补

偿方案或扶持补偿方案的方式。补偿指针对项目

开发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显著不利影响，设

计行动予以补偿而取得的可度量的保护成果，以

及在采取了适当的避免、最小化与恢复措施之后

的持续维持。一般来说，以上不会发生在项目区

内。

生物多样性机会包括：与野生动物保护团体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加入流域管理委员会和流域

管理项目；关于鱼类洄游通道或产卵地的联合调

查；雇佣或与地方社区配合巡逻保护区；开办企

业经营非木材森林资源；能力建设和教育；创办

生态旅游企业；建立鸟类和水禽保护区；建立鱼

类保护区；湿地保护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问题负责人；水

生和陆地生态学家；鱼道设计工程师；有关政府

部门代表（如渔业、野生动物、环境、森林）；

地方社区代表；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陆生生物多样性评价；水生生物

多样性评价；鱼类研究；过鱼设施技术可行性评

价；第三方评审报告；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入

侵物种管理计划；承诺和协议；根据从地方社区

获得的关于捕鱼和非木材林产品的基线数据对经

济与生计进行价值估算；监测报告。项
目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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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6：泥沙冲刷与淤积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相关的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的管理。评估目的是项目导致的泥沙冲刷和淤积

得到负责任的管理，不会影响其它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的实现；识别并管理可能影响项目的外部泥沙

冲刷和淤积问题；与泥沙冲淤有关的各项措施的实施，按承诺履行。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评价过程利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对项目实施和运行期间与泥沙冲淤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识别；在项目

实施期间针对识别出的问题开展了相关监测。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能够确保项目实施阶段的泥沙冲淤问题得到管理，与项目实施阶段相关的承诺

得以兑现；为运行阶段可能存续的泥沙冲淤问题制定了管理计划。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泥沙冲淤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

与泥沙冲淤相关的承诺已经或即将兑现。

成果：项目实施期间的泥沙冲淤问题得到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泥沙冲淤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

及在实施过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避免、最小化、缓解和补偿了项目实施期间的泥沙冲淤问题，没有可识

别的差距；对原有（项目建设前）泥沙冲淤状况的改善已初见成效；或帮助解决或正在逐步解决与项目影

响无关的泥沙冲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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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146

评估指南： 

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包括项目施工和其它

实施活动造成的影响，以及可能在其整个生命

周期内对项目造成影响的问题。项目实施可能

产生的影响包括由施工活动引起的直接土地扰

动，或者由爆破引起的间接土地扰动（如，山

体滑坡）。对问题的识别，需要考虑水电项目

导致的景观调整，尤其是下游河道的景观调整

要经过多年才能达到新的平衡；负面影响指项

目本身引起的泥沙冲淤影响到其它领域社会、

环境和/或经济目标的实现；或者指项目外部

因素引起的泥沙冲淤影响到项目本身的社会、

环境和/或经济目标的实现。 

可能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影响项目的问题

例如：自然的高输沙量可能会影响水库寿命，导

致水轮机磨损，并增加对隧洞、引水渠及其它输

水管道的维护需求；其它流域活动导致滑坡或土

地扰动可能增加水库的输沙量或者给项目所依赖

的运输线路带来不利的影响等。

处理泥沙冲淤问题的措施包括：流域治理，

如泥沙防治结构；水管理措施，如避免浑浊或岸

线冲刷；植树造林和植被恢复行动；土地利用管

理措施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泥沙冲刷与淤积的机会包括：与土地保护或

流域管理机构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对泥沙冲刷或

淤积管理的联合研究；新技术；受益于泥沙冲刷

和淤积风险降低的再造林碳信用额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问题负责人；政

府代表（如，环保部门）；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泥沙冲刷和淤积评价报告；为施

工和运行而制定的泥沙冲刷和淤积管理计划；地

表水监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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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7：水质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相关的水质问题的管理。评估目的是项目活动不会给邻近地区的水质带来不

利影响；按照要求监测与处理水质问题；与水质相关的各项措施的实施，按承诺履行。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评价过程利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对项目实施和运行期间的水质问题进行了识别；在项目实施期间针

对识别出的问题开展了相关监测。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能够确保项目实施阶段的水质问题得到管理，与项目实施阶段相关的承诺得以

兑现；为运行阶段可能存续的水质问题制定了管理计划。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水质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问题，

与水质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项目活动导致的水质问题得到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水质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

实施过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应对。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项目实施造成的对水质的消极影响，不

存在可识别的差距；对原有（项目建设前）的水质的改善已初见成效；帮助解决或正在逐步解决与项目

影响无关的水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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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包括项目施工和其它

实施活动造成的影响，以及可能在其整个生命

周期内对项目造成影响的问题。项目实施可能

产生的影响包括由施工活动引起的直接土地扰

动，或者由爆破引起的间接土地扰动（如，山

体滑坡）。对问题的识别，需要考虑水电项目

导致的景观调整，尤其是下游河道的景观调整

要经过多年才能达到新的平衡；负面影响指项

目本身引起的泥沙冲淤影响到其它领域社会、

环境和/或经济目标的实现；或者指项目外部

因素引起的泥沙冲淤影响到项目本身的社会、

环境和/或经济目标的实现。 

可能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影响项目的问题

例如：自然的高输沙量可能会影响水库寿命，导

致水轮机磨损，并增加对隧洞、引水渠及其它输

水管道的维护需求；其它流域活动导致滑坡或土

地扰动可能增加水库的输沙量或者给项目所依赖

的运输线路带来不利的影响等。

处理泥沙冲淤问题的措施包括：流域治理，

如泥沙防治结构；水管理措施，如避免浑浊或岸

线冲刷；植树造林和植被恢复行动；土地利用管

理措施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泥沙冲刷与淤积的机会包括：与土地保护或

流域管理机构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对泥沙冲刷或

淤积管理的联合研究；新技术；受益于泥沙冲刷

和淤积风险降低的再造林碳信用额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问题负责人；政

府代表（如，环保部门）；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泥沙冲刷和淤积评价报告；为施

工和运行而制定的泥沙冲刷和淤积管理计划；地

表水监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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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7：水质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相关的水质问题的管理。评估目的是项目活动不会给邻近地区的水质带来不

利影响；按照要求监测与处理水质问题；与水质相关的各项措施的实施，按承诺履行。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评价过程利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对项目实施和运行期间的水质问题进行了识别；在项目实施期间针

对识别出的问题开展了相关监测。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能够确保项目实施阶段的水质问题得到管理，与项目实施阶段相关的承诺得以

兑现；为运行阶段可能存续的水质问题制定了管理计划。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水质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问题，

与水质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项目活动导致的水质问题得到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水质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

实施过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应对。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项目实施造成的对水质的消极影响，不

存在可识别的差距；对原有（项目建设前）的水质的改善已初见成效；帮助解决或正在逐步解决与项目

影响无关的水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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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实
施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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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水质问题在施工阶段包括：施工活动导致的

浑浊、营养物过剩、以及污染物（如，油品、化

学物质或润滑剂的泄露）等。施工期间的水污

染是本评估主题讨论主要的方面，且往往通过

水质监测检测到。施工期间水质浊度升高的问题

可能是由泥沙冲刷或土地扰动问题引起，与评估

主题I-16有所重叠，因而最好依靠泥沙冲刷计划

来解决。污水问题引起的营养物质过剩与评估主

题I-18有所重叠，因而最好依靠废弃物管理计划

来解决。本评估主题还涉及运行阶段水质问题的

规划，可能包括：溶解氧降低、水温不随季节变

化、可能出现的水温分层现象、污染物流入、营

养物捕获、潜在的水华爆发、淹没沉积物中有毒

物质释放等。

水质管理措施在施工阶段主要针对现场问题

采取避免或减缓措施，例如，油吸收剂，沉积物

收集等。运行阶段的水质应对措施往往是长期有

效的。有时还能从项目的设计中体现，例如：通

过分层取水设施或安装曝气装置的设计来解决溶

解氧水平的问题；水管理措施，如足够的水循环

与水体流动； 为解决有机物分解问题而进行的

植物管理；处理来自非项目活动的污染物，如污

水、废弃物、污染场地，等。

水质监测可能纳入到其它计划与程序中，

如：基于运行目标而进行的目测。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水质机会包括：处理来自非项目活动的污染

物，例如污水、废物、污染场地；地下水的稳

定、通过复氧或温度扩散来改善水质；新技术；

新的服务提供商；与社区水路健康监测群体建立

合作伙伴关系；参加或建立流域管理团体处理流

域尺度上的水质问题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问题负责人；政

府（如环保部门）代表；独立专家 。

证据示例：水质监测报告；施工和运行阶段

的水质管理计划。

项
目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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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8：废弃物、噪声和空气质量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相关的废弃物、噪声和空气质量问题的管理。评估目的是项目附近的噪声污

染小、空气质量好，项目活动不会给空气质量与声环境质量带来不利影响，施工产生的废弃物得到负责任的处

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评价过程利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对项目实施和运行期间的废弃物、噪声和空气质量问题进行了识

别；在项目实施期间针对识别出的问题开展了相关监测。

管理：相关管理程序落实到位，能够保障项目实施阶段的废弃物、噪声和空气质量问题得到管理，与项目

实施阶段相关的承诺得以兑现；为运行阶段可能存续的此方面的问题制定了管理计划。

一致性/合规性：与废弃物、噪声及空气质量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与废弃物、噪声及空气质量问题有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项目活动造成的对噪声及空气质量的消极影响，不存在重大差距，并且项目

产生的废弃物得到负责任地处理。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废弃物，噪声及空气质量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

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项目活动造成的对声环境及空气质量的消极影响，不存在可识别的差

距；并且项目产生的废弃物得到负责任地处理；除此之外，项目还有助于解决与项目影响无关的废弃物管理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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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可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措

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知

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负责人；政府

（如环保部门）代表；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废弃物、噪声和空气质量监测报

告；施工和运行阶段废弃物、噪音和空气质量管

理计划。 

项
目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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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水质问题在施工阶段包括：施工活动导致的

浑浊、营养物过剩、以及污染物（如，油品、化

学物质或润滑剂的泄露）等。施工期间的水污

染是本评估主题讨论主要的方面，且往往通过

水质监测检测到。施工期间水质浊度升高的问题

可能是由泥沙冲刷或土地扰动问题引起，与评估

主题I-16有所重叠，因而最好依靠泥沙冲刷计划

来解决。污水问题引起的营养物质过剩与评估主

题I-18有所重叠，因而最好依靠废弃物管理计划

来解决。本评估主题还涉及运行阶段水质问题的

规划，可能包括：溶解氧降低、水温不随季节变

化、可能出现的水温分层现象、污染物流入、营

养物捕获、潜在的水华爆发、淹没沉积物中有毒

物质释放等。

水质管理措施在施工阶段主要针对现场问题

采取避免或减缓措施，例如，油吸收剂，沉积物

收集等。运行阶段的水质应对措施往往是长期有

效的。有时还能从项目的设计中体现，例如：通

过分层取水设施或安装曝气装置的设计来解决溶

解氧水平的问题；水管理措施，如足够的水循环

与水体流动； 为解决有机物分解问题而进行的

植物管理；处理来自非项目活动的污染物，如污

水、废弃物、污染场地，等。

水质监测可能纳入到其它计划与程序中，

如：基于运行目标而进行的目测。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水质机会包括：处理来自非项目活动的污染

物，例如污水、废物、污染场地；地下水的稳

定、通过复氧或温度扩散来改善水质；新技术；

新的服务提供商；与社区水路健康监测群体建立

合作伙伴关系；参加或建立流域管理团体处理流

域尺度上的水质问题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问题负责人；政

府（如环保部门）代表；独立专家 。

证据示例：水质监测报告；施工和运行阶段

的水质管理计划。

项
目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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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8：废弃物、噪声和空气质量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相关的废弃物、噪声和空气质量问题的管理。评估目的是项目附近的噪声污

染小、空气质量好，项目活动不会给空气质量与声环境质量带来不利影响，施工产生的废弃物得到负责任的处

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评价过程利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对项目实施和运行期间的废弃物、噪声和空气质量问题进行了识

别；在项目实施期间针对识别出的问题开展了相关监测。

管理：相关管理程序落实到位，能够保障项目实施阶段的废弃物、噪声和空气质量问题得到管理，与项目

实施阶段相关的承诺得以兑现；为运行阶段可能存续的此方面的问题制定了管理计划。

一致性/合规性：与废弃物、噪声及空气质量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与废弃物、噪声及空气质量问题有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项目活动造成的对噪声及空气质量的消极影响，不存在重大差距，并且项目

产生的废弃物得到负责任地处理。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废弃物，噪声及空气质量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

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项目活动造成的对声环境及空气质量的消极影响，不存在可识别的差

距；并且项目产生的废弃物得到负责任地处理；除此之外，项目还有助于解决与项目影响无关的废弃物管理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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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可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措

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知

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环境负责人；政府

（如环保部门）代表；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废弃物、噪声和空气质量监测报

告；施工和运行阶段废弃物、噪音和空气质量管

理计划。 

项
目

实
施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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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9：水库蓄水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实施期间库区内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管理，为水电设施运行阶段的水库管

理制定规划。评估目的是在综合考虑施工、环境和社会管理需求，统筹安排未来发电运行维护和（相关

的）多目标用途时，保障水库顺利蓄水。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通过评价过程识别了水库蓄水前与蓄水期间和水库运行中的重要问题；针对已识别的问题，开展项

目实施活动的相关监测。

管理：落实了相关的措施，应对水库蓄水期间的各种需求；出台了相关规划，管理水电设施运行期间水库

及相关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与水库管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的问

题，与水库管理相关的承诺已经或即将兑现。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水库蓄水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

及在实施过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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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只要项目涉及到蓄水，则本主

题相关。 

水库指任何一个用作存蓄或调控水量的人造

的池塘或湖泊。

库区：指水库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的淹没

地区以及该水位线以上的陆地缓冲带。

水库蓄水前的考虑因素是指在与库区相关的

施工、社会或环境管理计划中，对任何有时间限

制的重要工作所做的准备；例如，植被清除、对

污染场地和淹没的文化遗产地进行管理、船用斜

坡道建设、准备相应的区域以接收迁移的野生动

物。

水库蓄水期间的考虑因素包括：安全、野生

动物管理、土地或边坡稳定性、根据移民安置和

其它管理活动安排水库蓄水的时间和进度等。 

项
目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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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运行期间的考虑因素包括:优化发电、

维护需求、泥石流治理（尤其在全球季风多发地

带）、多用途（如商业、娱乐）、安全、洪水管

理、岸线侵蚀、水库淤积、公众进入、水质、生

物多样性、入侵物种、水传播疾病、监测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

人；项目环境和社会问题负责人；地方政府

代表。

证据示例：项目综合管理计划；施工管理计

划；水库设计文件；水库运行模型输出；环境和

社会影响评价和管理计划的相关摘录；水库运行

条例。

项
目

实
施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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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9：水库蓄水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实施期间库区内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管理，为水电设施运行阶段的水库管

理制定规划。评估目的是在综合考虑施工、环境和社会管理需求，统筹安排未来发电运行维护和（相关

的）多目标用途时，保障水库顺利蓄水。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通过评价过程识别了水库蓄水前与蓄水期间和水库运行中的重要问题；针对已识别的问题，开展项

目实施活动的相关监测。

管理：落实了相关的措施，应对水库蓄水期间的各种需求；出台了相关规划，管理水电设施运行期间水库

及相关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与水库管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的问

题，与水库管理相关的承诺已经或即将兑现。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水库蓄水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

及在实施过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1

2

3

4

5

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只要项目涉及到蓄水，则本主

题相关。 

水库指任何一个用作存蓄或调控水量的人造

的池塘或湖泊。

库区：指水库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的淹没

地区以及该水位线以上的陆地缓冲带。

水库蓄水前的考虑因素是指在与库区相关的

施工、社会或环境管理计划中，对任何有时间限

制的重要工作所做的准备；例如，植被清除、对

污染场地和淹没的文化遗产地进行管理、船用斜

坡道建设、准备相应的区域以接收迁移的野生动

物。

水库蓄水期间的考虑因素包括：安全、野生

动物管理、土地或边坡稳定性、根据移民安置和

其它管理活动安排水库蓄水的时间和进度等。 

项
目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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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运行期间的考虑因素包括:优化发电、

维护需求、泥石流治理（尤其在全球季风多发地

带）、多用途（如商业、娱乐）、安全、洪水管

理、岸线侵蚀、水库淤积、公众进入、水质、生

物多样性、入侵物种、水传播疾病、监测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

人；项目环境和社会问题负责人；地方政府

代表。

证据示例：项目综合管理计划；施工管理计

划；水库设计文件；水库运行模型输出；环境和

社会影响评价和管理计划的相关摘录；水库运行

条例。

项
目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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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下游水文情势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实施阶段水电设施的下游水文情势。评价目的是通过认识受下泄流量影响的环

境、社会和经济目标，以及整合这些目标的措施，规划和实现水电项目下游的水文情势。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项目实施阶段项目下游水文情势问题进行了识别和评价；监测项目实施期间出现的问题并通过监

测结果评价流量管理措施的有效性。

管理：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则采取相关措施处理已识别的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如果做出了正式承

诺，公开披露所做的承诺。

一致性/合规性：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则与下游水文情势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

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下游水文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环境目标和涉及下游水文情势的跨境协议，对需要处理的下游水文情势问题

进行了识别，并做出相应承诺。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河流下游流量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实施过

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并且已经做出承诺，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在当前实际条件的

制约下，实现了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之间最优化。

1

2

3

4

5

项
目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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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本主题总是相关的，因为必须

使用本主题来识别项目实施期间存在或新出现的

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如果没有识别出相关问题，

则该主题依据3分说明中的“评价”标准进行评

分，并依照5分说明中的“评价”、“管理”和

“一致性/合规性”标准进行评分。如果有相关

问题存在，则其它所有评分说明都相关。 

水文情势指水电工程可能影响到多个点位的

水流情况，例如引水坝的下游、主水坝或水轮机

的下游。

下游水文情势的描述需要结合具体的项目

环节和阶段，具体体现特定季节的最小流量和

最大流量。个别国家可能还会以法律的形式对

下游流量的要求做出规定，这种情况下，需要

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因素。如果项目

对于下游水文情势的影响范围超出了项目所在

辖区，则下游水文情势的任何影响都需要纳入

考虑。

本主题中的最优是指，在协商的基础上，充

分考虑了所有已知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因素所实

现的最佳状态（Best fit）；事实上，最佳状态的

实现可能会使某个特定的河段没有任何流量，原

因是为了满足另一重点河段的流量要求。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水文学专

家；项目环境与社会问题负责人；水生态学专

家；独立的环境流量专家；利益相关者代表；项

目影响社区的代表；下游沿岸社区代表；政府机

构代表；（如果涉及跨界河流）下游跨界社区代

表。

证据实例：下游水文情势评价；下游水文情

势规划中规定的范围、变率和核查点位；系统运

行计划；与泄流设施相关的设计文件；协商记录

及利益相关者参与记录；利益相关者问题反馈记

录；第三方评审报告；承诺与协议；监测报告。

项
目

实
施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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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下游水文情势
本主题用于评估项目实施阶段水电设施的下游水文情势。评价目的是通过认识受下泄流量影响的环

境、社会和经济目标，以及整合这些目标的措施，规划和实现水电项目下游的水文情势。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项目实施阶段项目下游水文情势问题进行了识别和评价；监测项目实施期间出现的问题并通过监

测结果评价流量管理措施的有效性。

管理：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则采取相关措施处理已识别的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如果做出了正式承

诺，公开披露所做的承诺。

一致性/合规性：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则与下游水文情势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

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下游水文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环境目标和涉及下游水文情势的跨境协议，对需要处理的下游水文情势问题

进行了识别，并做出相应承诺。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河流下游流量问题的监测考虑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实施过

程中变得明显的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并且已经做出承诺，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在当前实际条件的

制约下，实现了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之间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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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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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本主题总是相关的，因为必须

使用本主题来识别项目实施期间存在或新出现的

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如果没有识别出相关问题，

则该主题依据3分说明中的“评价”标准进行评

分，并依照5分说明中的“评价”、“管理”和

“一致性/合规性”标准进行评分。如果有相关

问题存在，则其它所有评分说明都相关。 

水文情势指水电工程可能影响到多个点位的

水流情况，例如引水坝的下游、主水坝或水轮机

的下游。

下游水文情势的描述需要结合具体的项目

环节和阶段，具体体现特定季节的最小流量和

最大流量。个别国家可能还会以法律的形式对

下游流量的要求做出规定，这种情况下，需要

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因素。如果项目

对于下游水文情势的影响范围超出了项目所在

辖区，则下游水文情势的任何影响都需要纳入

考虑。

本主题中的最优是指，在协商的基础上，充

分考虑了所有已知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因素所实

现的最佳状态（Best fit）；事实上，最佳状态的

实现可能会使某个特定的河段没有任何流量，原

因是为了满足另一重点河段的流量要求。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负责人；水文学专

家；项目环境与社会问题负责人；水生态学专

家；独立的环境流量专家；利益相关者代表；项

目影响社区的代表；下游沿岸社区代表；政府机

构代表；（如果涉及跨界河流）下游跨界社区代

表。

证据实例：下游水文情势评价；下游水文情

势规划中规定的范围、变率和核查点位；系统运

行计划；与泄流设施相关的设计文件；协商记录

及利益相关者参与记录；利益相关者问题反馈记

录；第三方评审报告；承诺与协议；监测报告。

项
目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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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实
施

术语表

附加效益（Additional Benefits）：指项目为所在地区带

来的效益。

问责（Accountability）：个人、公司或机构对自身行动

负责、承担责任、并以透明方式公开结果的义务。

负有责任的（Accountable）：对某人或某项行动负责任

或义务的。

充足的（Adequate）：充分或足以满足要求或需要。 

协议（Agreement）：个人、群体或实体间就从事某项经营

或行动而达成的被记录下来的协定。它可被纳入谅解备忘录、会

议纪要、意向书、联合原则声明、合同、经营许可证等。

适当的（Appropriate）：对特定的人、条件、场合、地点

而言是合适的，匹配的，满足已识别的需要或要求的。

基线（Baseline）：一套为后续比较提供基准的测量值、

统计数据或条件。基线指项目发生之前的条件，早于项目启

动，对应项目发生后的变化并使其具可比性。对运行中的水电

项目而言，如果项目发生前的基线不存在，则视现状为基线。

承诺（Commitment）：对执行、交付或避免做某事而做

出的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或诺言。

社区群体（Community Groups)：居住在较大区域内、具

有共同特征或利益的一群人。界定这些群体有多种不同方法，

应采用对项目有意义的方法。例如，可界定包含如下群体：城

镇居民、农村居民、土著居民、少数民族、有共同职业或宗教

信仰的人、残疾人、老年人、文盲、女性、男性、儿童等。

合规性（Compliance）：遵守法律要求、政策和公开承

诺。

全面的（Comprehensive）：考虑和处理所有相关要素。

一致性（Conformance）：说明项目执行措施与最新计划

之间的一致程度。

同意书（Consent）：由社团领导人或受影响社团授权的

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和做法的基础上，

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的协议书。

腐败（Corruption）：缺乏诚信（尤其易于行贿受贿）；

利用职务收受不正当财物。

可信的（Credible）：可被信任的；有道理的；值得信赖

的；真实可靠的。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某个群体或团体创造的

有形物品或无形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从前代继承，保存于当

代，并将流传后代，造福子孙。

累积影响（Cumulative Impacts）：当项目与过去、现在

和未来可预见的其它活动进行叠加时对环境产生的增量影响。

在评价累积影响的效应时，应考虑到水资源、生态系统及受影

响社区容纳这些影响的承载力。应界定合理的评价范围。

欺骗（Deception）：被欺骗的事实或状态；被给定理由

使之相信非真实的信息；被误导。

开发商（Developer）：投资水电项目进行开发的主导实

体或实体联合体。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D i r e c t l y  A f f e c t e d 

Stakeholder）：拥有重要的权利、风险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可能处于项目影响区的内部（如，项目影响社区）或外部

（如，政府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代表或投资伙伴）。

披露（Disc l osu re）：让公众获知（参见“公开披

露”）。

经济迁移（Economic Displacement）：由于如下原因造

成的资产、资产获取渠道、收入来源、生计手段的丧失：（1） 

土地征用；（2）土地使用或使用权的变化；3）土地使用或自

然资源使用权（包括水资源、法定公园、保护区或限制进入区

如水库集水区的利用）受限；（4）环境变化导致的健康忧虑或

生计影响。上述丧失或限制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永久的

或暂时的，经济迁移均适用。

有效的（Effective）：产生或能够产生计划、预期或希望

的效果。

参与其中（Engaged）：互动，通常通过协商过程实现。

公正的（Equitable）：公平、公正或中立的。

证据（Evidence）：被审核者提供给评估员用来验证是

否满足某个标准或达到何种满足程度的证据。证据可以是定性

或定量信息、记录或事实陈述，口头或书面形式均可。证据应

是可获得的或可再现的；不受情感或偏见影响；是通过观察、

测量、文件、测试或其它方法获得的事实；实际存在；可再现

的；客观且可验证的。

专家（Expert）：经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

专业技能或知识的人。

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就某项活动对男性和女

性及性别关系的影响进行评价的过程。该过程可被用来确保：

开发活动不会使男性和女性的利益受损，增强活动的可持续性和

有效性，或者对性别敏感计划进行评价、能力建设和做出承诺。

管理机制（Governance）：通知、指导、管理和监测项目

活动以实现目标的过程和结构的结合。

申诉机制（Grievance Mechanisms）：利益相关者提出关

切问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踪和反

馈的项目程序。 

人权（Human Rights）：全人类都被赋予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包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并且被载

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宣言中。

水文资源（Hydrological Resource）：流入项目的水资

源。

影响（Impact）：某项行动或事件的后果或效果；判定某

一影响的消极或积极程度取决于背景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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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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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审（Independent Review）：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

从项目利润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

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s）：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

化群体，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特征：自我认同为一个特定的本

地文化团体的成员，且这一身份被他人认可；在项目所在区域

范围内，集体隶属于地理上的特定栖息地或世代居住地以及栖

息地及居住地内的自然资源；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或文化而独

立的文化习惯、经济、社会或政治体系；拥有通常与国家或其

所在地官方语言不同的土著语言。

综合的（Integrated）：合并、散布、包含在某物中。

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推动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相关资源协调发展

与管理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公正的方式使经济与社会福利最

大化，但不损害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中介机构（Intermediaries）：为项目介绍工作人员的第三

方，这些工作人员在很长时间内执行与项目重要功能直接相关

的工作，或者在项目所在区域内就职。

入侵物种（Invasive Species）：某个地区非自然生长的

物种，其引入会危害或可能危害当地的经济、环境或人类健

康。

土地复原（Land Rehabilitation）：土地受项目实施的扰

乱或破坏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过程。

遗留问题（Legacy Issues）：以往项目未减缓或未以相

当的物品或服务予以补偿的影响，或者现有（现存）项目中长

期存在的问题，或者新项目所在地内存在的既有问题。

生计（Livelihood）：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

产（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

生活水平（Living Standards）：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

品的可获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平；衡

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入、储蓄、职业、

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

务、教育服务、交通等。

地方的（Local）：指一个国家疆域内的行政区划（如：

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有关的）。

长期（Long-Term）：水电项目的计划寿命。

维护（Maintenance）：指使某物保持正常状态所做的工

作；维持。

管理计划（Management Plan）：管理计划指管理某个

特定项目事项的参考工具，并为该事项确立“原因、内容、方

式、对象、数量和时间”。

管理体制（Management System）：用于保证组织完成其

目标所要求的所有任务的过程和程序框架。

最大化的（Max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

围内最大效果的。

最小化的（Min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围

内最小效果的。

减缓（Mitigation）：消极影响的缓和、减弱和/或减轻。

不合规性（Non-Compliance）：未满足法律、许可证、

合同或执照中规定的义务。

不一致性（Non-Conformance）：未能实现管理计划中的

目的与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公开或未公开的承诺，但并不具

有法律约束力，不承担违约法律责任。

非关键的（Non-Critical）：对于某事是否合适、充分和

/或有效而言不是必不可少的。

职业健康与安全（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指保护员工或雇员的安全、健康与福利，例如，预防工作场所

内可能由某些工作活动直接导致的疾病或伤害。

补偿（Offset）：针对项目开发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方面

的显著不利影响，设计行动予以补偿而取得的可度量的保护成

果，以及在采取了适当的避免、最小化与恢复措施之后的持续

维持。一般来说，以上不会发生在项目区内。

最优的（Optimal）：基于协商过程的成果，所有因素都

被考虑在内，最适合的。

优化过程（Optimisation Process）：从备选方案中选择

最适合方案的过程。

未解决的（Outstanding）：未安置或没有解决的。

计划（Plans）：针对某个已识别问题的管理措施，该问

题可能被或未被正式纳入业务管理计划中。计划可以包括拟定

安排的文件，比如，根据会议达成的下一步行动方案的协议。

计划也可以是开发商、业主或运营商、相关政府机构、或者那

些对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负有主要责任的其它机构的计划。同

样，计划也可以是负责实施的承包商的计划。

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指由于政府政策变化、政府

禁止商品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干涉、

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商、企业与政府所要面

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能力丧失风险。

可行的（Practicable）：能够在现有条件和环境下实现的。

过程（Process）：一系列行动、变化或功能导致的一个

结果。 

采购（Procurement）：为了使水电项目或运行设施直接受益或

投入使用，以合理的时间、地点、渠道、数量和质量，以及最适宜

的价格，获得产品和/或服务的行为，一般通过签订合同实现。

方案（Programme）：与水电开发方案有关，包含项目的

所有组成部分（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务和采购，

以及沟通等）。

项目影响区（Project-Affected Area）：集水区、水库

和项目选址下游、相关水坝，及任何相关设施建设（例如，公

路、输电线、采石场、施工营地、安置区等）的影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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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附加效益（Additional Benefits）：指项目为所在地区带

来的效益。

问责（Accountability）：个人、公司或机构对自身行动

负责、承担责任、并以透明方式公开结果的义务。

负有责任的（Accountable）：对某人或某项行动负责任

或义务的。

充足的（Adequate）：充分或足以满足要求或需要。 

协议（Agreement）：个人、群体或实体间就从事某项经营

或行动而达成的被记录下来的协定。它可被纳入谅解备忘录、会

议纪要、意向书、联合原则声明、合同、经营许可证等。

适当的（Appropriate）：对特定的人、条件、场合、地点

而言是合适的，匹配的，满足已识别的需要或要求的。

基线（Baseline）：一套为后续比较提供基准的测量值、

统计数据或条件。基线指项目发生之前的条件，早于项目启

动，对应项目发生后的变化并使其具可比性。对运行中的水电

项目而言，如果项目发生前的基线不存在，则视现状为基线。

承诺（Commitment）：对执行、交付或避免做某事而做

出的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或诺言。

社区群体（Community Groups)：居住在较大区域内、具

有共同特征或利益的一群人。界定这些群体有多种不同方法，

应采用对项目有意义的方法。例如，可界定包含如下群体：城

镇居民、农村居民、土著居民、少数民族、有共同职业或宗教

信仰的人、残疾人、老年人、文盲、女性、男性、儿童等。

合规性（Compliance）：遵守法律要求、政策和公开承

诺。

全面的（Comprehensive）：考虑和处理所有相关要素。

一致性（Conformance）：说明项目执行措施与最新计划

之间的一致程度。

同意书（Consent）：由社团领导人或受影响社团授权的

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和做法的基础上，

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的协议书。

腐败（Corruption）：缺乏诚信（尤其易于行贿受贿）；

利用职务收受不正当财物。

可信的（Credible）：可被信任的；有道理的；值得信赖

的；真实可靠的。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某个群体或团体创造的

有形物品或无形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从前代继承，保存于当

代，并将流传后代，造福子孙。

累积影响（Cumulative Impacts）：当项目与过去、现在

和未来可预见的其它活动进行叠加时对环境产生的增量影响。

在评价累积影响的效应时，应考虑到水资源、生态系统及受影

响社区容纳这些影响的承载力。应界定合理的评价范围。

欺骗（Deception）：被欺骗的事实或状态；被给定理由

使之相信非真实的信息；被误导。

开发商（Developer）：投资水电项目进行开发的主导实

体或实体联合体。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D i r e c t l y  A f f e c t e d 

Stakeholder）：拥有重要的权利、风险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可能处于项目影响区的内部（如，项目影响社区）或外部

（如，政府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代表或投资伙伴）。

披露（Disc l osu re）：让公众获知（参见“公开披

露”）。

经济迁移（Economic Displacement）：由于如下原因造

成的资产、资产获取渠道、收入来源、生计手段的丧失：（1） 

土地征用；（2）土地使用或使用权的变化；3）土地使用或自

然资源使用权（包括水资源、法定公园、保护区或限制进入区

如水库集水区的利用）受限；（4）环境变化导致的健康忧虑或

生计影响。上述丧失或限制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永久的

或暂时的，经济迁移均适用。

有效的（Effective）：产生或能够产生计划、预期或希望

的效果。

参与其中（Engaged）：互动，通常通过协商过程实现。

公正的（Equitable）：公平、公正或中立的。

证据（Evidence）：被审核者提供给评估员用来验证是

否满足某个标准或达到何种满足程度的证据。证据可以是定性

或定量信息、记录或事实陈述，口头或书面形式均可。证据应

是可获得的或可再现的；不受情感或偏见影响；是通过观察、

测量、文件、测试或其它方法获得的事实；实际存在；可再现

的；客观且可验证的。

专家（Expert）：经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

专业技能或知识的人。

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就某项活动对男性和女

性及性别关系的影响进行评价的过程。该过程可被用来确保：

开发活动不会使男性和女性的利益受损，增强活动的可持续性和

有效性，或者对性别敏感计划进行评价、能力建设和做出承诺。

管理机制（Governance）：通知、指导、管理和监测项目

活动以实现目标的过程和结构的结合。

申诉机制（Grievance Mechanisms）：利益相关者提出关

切问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踪和反

馈的项目程序。 

人权（Human Rights）：全人类都被赋予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包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并且被载

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宣言中。

水文资源（Hydrological Resource）：流入项目的水资

源。

影响（Impact）：某项行动或事件的后果或效果；判定某

一影响的消极或积极程度取决于背景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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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审（Independent Review）：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

从项目利润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

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s）：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

化群体，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特征：自我认同为一个特定的本

地文化团体的成员，且这一身份被他人认可；在项目所在区域

范围内，集体隶属于地理上的特定栖息地或世代居住地以及栖

息地及居住地内的自然资源；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或文化而独

立的文化习惯、经济、社会或政治体系；拥有通常与国家或其

所在地官方语言不同的土著语言。

综合的（Integrated）：合并、散布、包含在某物中。

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推动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相关资源协调发展

与管理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公正的方式使经济与社会福利最

大化，但不损害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中介机构（Intermediaries）：为项目介绍工作人员的第三

方，这些工作人员在很长时间内执行与项目重要功能直接相关

的工作，或者在项目所在区域内就职。

入侵物种（Invasive Species）：某个地区非自然生长的

物种，其引入会危害或可能危害当地的经济、环境或人类健

康。

土地复原（Land Rehabilitation）：土地受项目实施的扰

乱或破坏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过程。

遗留问题（Legacy Issues）：以往项目未减缓或未以相

当的物品或服务予以补偿的影响，或者现有（现存）项目中长

期存在的问题，或者新项目所在地内存在的既有问题。

生计（Livelihood）：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

产（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

生活水平（Living Standards）：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

品的可获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平；衡

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入、储蓄、职业、

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

务、教育服务、交通等。

地方的（Local）：指一个国家疆域内的行政区划（如：

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有关的）。

长期（Long-Term）：水电项目的计划寿命。

维护（Maintenance）：指使某物保持正常状态所做的工

作；维持。

管理计划（Management Plan）：管理计划指管理某个

特定项目事项的参考工具，并为该事项确立“原因、内容、方

式、对象、数量和时间”。

管理体制（Management System）：用于保证组织完成其

目标所要求的所有任务的过程和程序框架。

最大化的（Max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

围内最大效果的。

最小化的（Min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围

内最小效果的。

减缓（Mitigation）：消极影响的缓和、减弱和/或减轻。

不合规性（Non-Compliance）：未满足法律、许可证、

合同或执照中规定的义务。

不一致性（Non-Conformance）：未能实现管理计划中的

目的与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公开或未公开的承诺，但并不具

有法律约束力，不承担违约法律责任。

非关键的（Non-Critical）：对于某事是否合适、充分和

/或有效而言不是必不可少的。

职业健康与安全（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指保护员工或雇员的安全、健康与福利，例如，预防工作场所

内可能由某些工作活动直接导致的疾病或伤害。

补偿（Offset）：针对项目开发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方面

的显著不利影响，设计行动予以补偿而取得的可度量的保护成

果，以及在采取了适当的避免、最小化与恢复措施之后的持续

维持。一般来说，以上不会发生在项目区内。

最优的（Optimal）：基于协商过程的成果，所有因素都

被考虑在内，最适合的。

优化过程（Optimisation Process）：从备选方案中选择

最适合方案的过程。

未解决的（Outstanding）：未安置或没有解决的。

计划（Plans）：针对某个已识别问题的管理措施，该问

题可能被或未被正式纳入业务管理计划中。计划可以包括拟定

安排的文件，比如，根据会议达成的下一步行动方案的协议。

计划也可以是开发商、业主或运营商、相关政府机构、或者那

些对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负有主要责任的其它机构的计划。同

样，计划也可以是负责实施的承包商的计划。

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指由于政府政策变化、政府

禁止商品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干涉、

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商、企业与政府所要面

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能力丧失风险。

可行的（Practicable）：能够在现有条件和环境下实现的。

过程（Process）：一系列行动、变化或功能导致的一个

结果。 

采购（Procurement）：为了使水电项目或运行设施直接受益或

投入使用，以合理的时间、地点、渠道、数量和质量，以及最适宜

的价格，获得产品和/或服务的行为，一般通过签订合同实现。

方案（Programme）：与水电开发方案有关，包含项目的

所有组成部分（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务和采购，

以及沟通等）。

项目影响区（Project-Affected Area）：集水区、水库

和项目选址下游、相关水坝，及任何相关设施建设（例如，公

路、输电线、采石场、施工营地、安置区等）的影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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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社区（Project Affected Communities）：居住

在项目影响区内的各种居民形成的互相影响的人群，他们受到

来自水电项目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项目集水区（Project Catchment）：其径流流入项目水

库的那部分流域，径流最终流经电站水轮机，或经大坝泄流进

入下游河流。

项目组成部分（Project Components）：整个水电开发方

案的组成部分，包括设计、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

务、沟通以及采购。

项目土地（Project Lands）：项目所拥有、使用和/或影

响的土地。

保护（Protection）：保持安全，免受损害、腐烂、丢

失、破坏或毁坏。

公开披露（Publicly Disclosed）：告知公众已经做出或

完成相关协议、承诺、评价、管理计划或重要报告，自愿（例

如，网站发布）或应要求及时让公众获知。

修复（Refurbishment）：复原至其原来的良好状态。

区域的（Regional）：指在国际背景下的超国家实体。本

《规范》用“地方（local）”这个名称指代一个国家疆域内的

行政区划（如：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相关的）。

相关的（Relevant）：与某个评估主题直接相关的、有联

系的、适用的、通用的或有关的。在本《规范》中，根据项目

自身的考虑因素与分析确定相关性。项目代表提出是否相关并

提供证据支持，如管理机构的支持；评估员则审核证据以确认

其相关性。  

水库（Reservoir）：任何一个用作存蓄或调控水量的人造

的池塘或湖泊。

库区（Reservoir Area）：指水库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

的淹没地区，以及该水位线以上的陆地缓冲带。

移民安置（Resettlement）：受项目影响，迁移人群无法

在原居住地居住，而搬至另一个地方居住的过程。

移民（Resettlees）：指那些被要求重新定居的人群，既

包括拥有正式的法定权利、习俗或传统权利的人群，也包括那

些没有土地权利的人群。

流域（River Basin）：某一河流及其全部支流的汇流地

区。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Resettlement Action Plan）：指

为识别解决移民安置问题的行动而专门编汇的一份文件或一系

列文件。该文件主要包括：识别重新安置人群；移民的社会、

经济基线；即将实施的移民安置措施，包括辅助安置和生计扶

持；立法和补偿框架；组织角色和责任；预算分配和财务管

理；时间表、目的和目标；申诉处理机制；监测、报告和评审

的提供；围绕协商、参与和信息交换达成共识。

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研究项目表现如何

随着项目的关键基础假设的改变而变化。

短期（Short-Term）：日常运营。

重大的（Significant）：在影响或结果上重要，或相对较

大的。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水电项目和关联活动关乎

其利益、使其牵涉其中或受其影响的人。

利益相关者群体（Stakeholder Group）：拥有共同特征

或利益的一群利益相关者。

战略符合性（Strategic Fit）：通过方案评估和其它相关

的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多国家政策与计划，提出优先事项与

目标，进而识别出的项目与地方、国家、区域的需求之间的协

调性。

合适的（Suitable）：对预期的目的、条件或场合而言，

是适宜的。

及时的（Timely）：发生在合适的或恰当的时间。

跨界协议（Transboundary Agreements）：沿岸国家之

间签订的关于参与方如何利用共享水资源的协议，以及如何保

持这些协议的过程。

透明的/透明度（Transparent / Transparency）：向公

众公开以接受监督，公众可获知，和/或应要求可供公众查阅

或向公众披露。

升级（Upgrade）：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等级或标准。

社会弱势群体（Vulnerable Social Groups）：被边缘化

或贫困化，且承受变化的能力和手段非常有限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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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及《项目运行》评估工具采用的分级评价方法可由表1阐述。该表列出了6个评价指标在5个

不同得分水平的特征。《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及《项目运行》评估工具中的评分说明，采用表1所列方法作为指导。不

过表1并不是评分基础，充足的信息通常应在评估主题页中获得。但是，在评估过程中，当主题页中的评分说明或评估指南的

信息不足时，评估员可参照此表评分。评估过程中，如果对“评价”、“管理”、“利益相关者参与”是否满足基本良好实践

存有疑问时，表1将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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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社区（Project Affected Communities）：居住

在项目影响区内的各种居民形成的互相影响的人群，他们受到

来自水电项目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项目集水区（Project Catchment）：其径流流入项目水

库的那部分流域，径流最终流经电站水轮机，或经大坝泄流进

入下游河流。

项目组成部分（Project Components）：整个水电开发方

案的组成部分，包括设计、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

务、沟通以及采购。

项目土地（Project Lands）：项目所拥有、使用和/或影

响的土地。

保护（Protection）：保持安全，免受损害、腐烂、丢

失、破坏或毁坏。

公开披露（Publicly Disclosed）：告知公众已经做出或

完成相关协议、承诺、评价、管理计划或重要报告，自愿（例

如，网站发布）或应要求及时让公众获知。

修复（Refurbishment）：复原至其原来的良好状态。

区域的（Regional）：指在国际背景下的超国家实体。本

《规范》用“地方（local）”这个名称指代一个国家疆域内的

行政区划（如：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相关的）。

相关的（Relevant）：与某个评估主题直接相关的、有联

系的、适用的、通用的或有关的。在本《规范》中，根据项目

自身的考虑因素与分析确定相关性。项目代表提出是否相关并

提供证据支持，如管理机构的支持；评估员则审核证据以确认

其相关性。  

水库（Reservoir）：任何一个用作存蓄或调控水量的人造

的池塘或湖泊。

库区（Reservoir Area）：指水库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

的淹没地区，以及该水位线以上的陆地缓冲带。

移民安置（Resettlement）：受项目影响，迁移人群无法

在原居住地居住，而搬至另一个地方居住的过程。

移民（Resettlees）：指那些被要求重新定居的人群，既

包括拥有正式的法定权利、习俗或传统权利的人群，也包括那

些没有土地权利的人群。

流域（River Basin）：某一河流及其全部支流的汇流地

区。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Resettlement Action Plan）：指

为识别解决移民安置问题的行动而专门编汇的一份文件或一系

列文件。该文件主要包括：识别重新安置人群；移民的社会、

经济基线；即将实施的移民安置措施，包括辅助安置和生计扶

持；立法和补偿框架；组织角色和责任；预算分配和财务管

理；时间表、目的和目标；申诉处理机制；监测、报告和评审

的提供；围绕协商、参与和信息交换达成共识。

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研究项目表现如何

随着项目的关键基础假设的改变而变化。

短期（Short-Term）：日常运营。

重大的（Significant）：在影响或结果上重要，或相对较

大的。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水电项目和关联活动关乎

其利益、使其牵涉其中或受其影响的人。

利益相关者群体（Stakeholder Group）：拥有共同特征

或利益的一群利益相关者。

战略符合性（Strategic Fit）：通过方案评估和其它相关

的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多国家政策与计划，提出优先事项与

目标，进而识别出的项目与地方、国家、区域的需求之间的协

调性。

合适的（Suitable）：对预期的目的、条件或场合而言，

是适宜的。

及时的（Timely）：发生在合适的或恰当的时间。

跨界协议（Transboundary Agreements）：沿岸国家之

间签订的关于参与方如何利用共享水资源的协议，以及如何保

持这些协议的过程。

透明的/透明度（Transparent / Transparency）：向公

众公开以接受监督，公众可获知，和/或应要求可供公众查阅

或向公众披露。

升级（Upgrade）：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等级或标准。

社会弱势群体（Vulnerable Social Groups）：被边缘化

或贫困化，且承受变化的能力和手段非常有限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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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及《项目运行》评估工具采用的分级评价方法可由表1阐述。该表列出了6个评价指标在5个

不同得分水平的特征。《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及《项目运行》评估工具中的评分说明，采用表1所列方法作为指导。不

过表1并不是评分基础，充足的信息通常应在评估主题页中获得。但是，在评估过程中，当主题页中的评分说明或评估指南的

信息不足时，评估员可参照此表评分。评估过程中，如果对“评价”、“管理”、“利益相关者参与”是否满足基本良好实践

存有疑问时，表1将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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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本表概括了《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中每个评价指标的不同评分等级可能呈现的特征。

5

4

3

2

1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

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倾向于采取

相对广泛、外部的或区域的观点或视角；强调机

会；并能深入分析相关可持续性问题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可能呈现某

些较广泛的外部或区域问题；机会；可持续性问题

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

基线条件识别，包括相关问题、合理的地理覆盖范

围和数据搜集分析方法；相关组织作用与责任识

别，及法律、政策和其它要求；专业知识和地方知

识的恰当运用；合理的预算和时间跨度。

在3分等级中，评价包含的是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因

素，但倾向于采取以项目为中心的观点或视角，相对

于机会而言，更着重强调影响与风险。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一处显

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多处显

著差距。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或机会表现出良好的预测和反应；管理高层能够

对监测数据、调查情况及出现的问题做出及时、快速而有效

的决策；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承诺是公开、正式且具有法

律强制性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

承诺是公开且正式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计划的制定

与实施：汇总相关的评估和监测结果；以政策为后盾；描述

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问题所要采取的解决措施；建立目标与

目的；分配角色、责任和问责；运用适合于评估主题的专业

知识；按照实施要求分配资金，并考虑意外事件；拟定监

测、评审和报告的过程；按要求定期回顾与改进。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得分 评价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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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

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能全面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部分情况下，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

关者可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在沟通过程中识别出

的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信息，采取及时、

易获取的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能较好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就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可

持续性评估主题的有关信息，自愿进行信息

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

的）：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利益

相关者参与以合理的方式和频率在恰当的时间

与地点进行，且往往是双向的；受影响的利益

相关者的自由参与；对特殊利益相关者的关

注，包括性别、少数民族、文化敏感性、受教

育程度以及那些可能需要特别援助的人群；利

益相关者的问题得以识别、承认和反馈的机

制；重要可持续性评估主题的信息公开（在部

分情况下，可以是被要求的）。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几乎所有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未提出反

对意见。

部分情况下，关于当前评估主

题的管理措施，与利益相关者

群体已经达成正式协议或签订

了同意书。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大多数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

支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

中只有少部分人提出反对意

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普遍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中

没有多数反对的情况。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部分支

持，部分人持反对意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或

实施措施得到少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或者利

益相关者群体中大多数人提出

反对意见。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

的基础上，较之项目建

设前的状况有明显的改

善；有助于处理项目影

响范围之外的问题；能

力建设成绩突出。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

础上，对不利影响进行了

有证据的、完全的补偿；

采取一些积极的改进措

施；或者具有与项目能力

建设有关的证据。

有证据表明，在适合于

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

段的前提下，采取了避

免、减缓和最小化不利

影响的措施；公平公正

的补偿；履行义务；或

有效实施计划。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一处显著差

距，如，基线条件有所

下降。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多处显著差

距。例如，基线条件有

所下降，需延迟或难以

处理不利影响。

没有不合规或不

一致。

非 常 少 的 细 微

的 不 合 规 或 不

一 致 ， 且 易 于

弥补。

没有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一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多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利益相关者参与 利益相关者支持 结果 一致性/
   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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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本表概括了《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中每个评价指标的不同评分等级可能呈现的特征。

5

4

3

2

1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

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倾向于采取

相对广泛、外部的或区域的观点或视角；强调机

会；并能深入分析相关可持续性问题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可能呈现某

些较广泛的外部或区域问题；机会；可持续性问题

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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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评价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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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

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能全面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部分情况下，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

关者可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在沟通过程中识别出

的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信息，采取及时、

易获取的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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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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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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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点进行，且往往是双向的；受影响的利益

相关者的自由参与；对特殊利益相关者的关

注，包括性别、少数民族、文化敏感性、受教

育程度以及那些可能需要特别援助的人群；利

益相关者的问题得以识别、承认和反馈的机

制；重要可持续性评估主题的信息公开（在部

分情况下，可以是被要求的）。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几乎所有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未提出反

对意见。

部分情况下，关于当前评估主

题的管理措施，与利益相关者

群体已经达成正式协议或签订

了同意书。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大多数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

支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

中只有少部分人提出反对意

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普遍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中

没有多数反对的情况。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部分支

持，部分人持反对意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或

实施措施得到少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或者利

益相关者群体中大多数人提出

反对意见。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

的基础上，较之项目建

设前的状况有明显的改

善；有助于处理项目影

响范围之外的问题；能

力建设成绩突出。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

础上，对不利影响进行了

有证据的、完全的补偿；

采取一些积极的改进措

施；或者具有与项目能力

建设有关的证据。

有证据表明，在适合于

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

段的前提下，采取了避

免、减缓和最小化不利

影响的措施；公平公正

的补偿；履行义务；或

有效实施计划。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一处显著差

距，如，基线条件有所

下降。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多处显著差

距。例如，基线条件有

所下降，需延迟或难以

处理不利影响。

没有不合规或不

一致。

非 常 少 的 细 微

的 不 合 规 或 不

一 致 ， 且 易 于

弥补。

没有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一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多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利益相关者参与 利益相关者支持 结果 一致性/
   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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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是水电项目及其运行的可持续性评估框架。它概述了

关于水电项目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考虑因素，并可为评估项目生成一份可持续性分析报告。《规范》的四个评

估工具——《前期阶段》、《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被设计为相互独立的工具，适用

于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采用某一评估工具进行评估，并不需要其前面阶段已开展评估。这些工具被设计

适用于项目生命周期的重要决策点（如图1所示），当其被反复应用以指导措施持续改进时最为有效。图1阐明

了评估工具与相关决策点。

背  景

前期阶段 项目准备 项目实施 项目运行项目生命周期不同

阶段的评估工具：

项目开发的重要

决策点：

开始水电

项目准备

工作

签订施工

合同

项目投产

图1  《规范》评估工具及重要决策点

《项目运行》评估工具综述
本文件介绍了《项目运行》评估工具，并假设用户已经了解《规范》背景文件描述的总体步骤

和使用方法。《项目运行》评估工具用来评估处于运行阶段的水电项目，评估结果能够表明水电工

程是否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运行，有关监测、合规性和持续改进的积极措施是否已到位。

水电工程的运行可能长达百年，本部分具有非常广泛的适用性，从刚刚投入使用的新项目到那

些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的老项目都可以进行评估。许多已经运行的项目可能在还没有进行法律所要求

的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就已经进入准备阶段或投入使用，这些项目的运行只能按照获得许可的

条件进行。首要的是，一个即将运行的水电工程要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需要取得政府的许可。

《规范》提供了一个补充工具，即在自愿基础上本着持续改进的精神，依照国际背景下的可持续性

标准识别改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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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运行》评估工具的方法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的方法相似，即把现有条件定为基

线，对照现有条件进行风险评估。“评价”标准是对多种情形进行考察，以确定是否识别出现有或

新出现的问题。识别过程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例如，现场考察、内部或其它机构收集资料的分析、

国内和国际政策分析、建立能够了解利益相关者关切问题的机制等。识别问题的程序可能不限定于

特定的某个问题（例如，并不仅仅将监测计划限定于水质和文化遗产等），一般程序均可应用（例

如政策分析、现场考察、同管理者访谈以及利益相关者问题提出机制都可用于特定问题的识别）。

现有问题指一段时间内与水电设施运行相关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可以是遗留问题。新出现的问题指

政策、立法、标准、利益相关者预期改变所引起的问题，或者设施运行中引发的环境变化。

一旦问题被识别，则应用“管理”标准来判断解决问题的措施是否到位。解决措施可以有多种

方式，例如继续监测，更加深入的监测，风险评价或情景分析，改进沟通、谈判、竣工调查，管理

对策的实施以及制定风险继续存在时的处理方案。

《项目运行》评估工具同样也涉及承诺，包括当前所有者/经营者的承诺、移交给新的所有者的

前任实体的承诺，以及其它对承诺履行负主要责任的机构所做出的承诺。如果没有就评估主题做出相关

承诺，那么参照承诺的评估即可忽略。如果就历史承诺（如遗留问题）的时效性出现争议，可以将

其视为现有问题。在许多情况下，项目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变化一般很难再次协调，所以处理遗留问

题要采取新举措，承认既已发生变化的重要性，并以其它方式予以解决或承认其存在。

水电工程的运行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可能在某个时期就会出现类似于完工、移交或终止管理

等问题。此时，承诺的兑现或管理程序的实施应该得到全面考虑，最好能够保证管理措施有效和自

发地实施。在评估过程中，应该对此充分理解。例如，在许多情况下，某个项目会在开发与投入

使用后一定时期内对公共卫生问题做出承诺，但在特定时候相应的政府机关就会接管这些问题并承

担既定承诺。在进行评估时，应该关注水电工程运行相关的当前问题与风险，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

题。

评估管理措施是否有效的监测也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且必须考虑到在某个项目的生命周期内有

些问题不可能永远得到监测。例如，如果有证据显示水质处于可持续的良好状态，那么在识别新出

现问题的过程中就不必再进行水质监测，可以通过目测、收集其它机构的资料、同社区水质监测团

体保持良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等方式了解水质状况。参与流域管理委员会或其它社区团体的活动是

直接了解人们所关注问题或新出现问题的一种良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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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是水电项目及其运行的可持续性评估框架。它概述了

关于水电项目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考虑因素，并可为评估项目生成一份可持续性分析报告。《规范》的四个评

估工具——《前期阶段》、《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和《项目运行》——被设计为相互独立的工具，适用

于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采用某一评估工具进行评估，并不需要其前面阶段已开展评估。这些工具被设计

适用于项目生命周期的重要决策点（如图1所示），当其被反复应用以指导措施持续改进时最为有效。图1阐明

了评估工具与相关决策点。

背  景

前期阶段 项目准备 项目实施 项目运行项目生命周期不同

阶段的评估工具：

项目开发的重要

决策点：

开始水电

项目准备

工作

签订施工

合同

项目投产

图1  《规范》评估工具及重要决策点

《项目运行》评估工具综述
本文件介绍了《项目运行》评估工具，并假设用户已经了解《规范》背景文件描述的总体步骤

和使用方法。《项目运行》评估工具用来评估处于运行阶段的水电项目，评估结果能够表明水电工

程是否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运行，有关监测、合规性和持续改进的积极措施是否已到位。

水电工程的运行可能长达百年，本部分具有非常广泛的适用性，从刚刚投入使用的新项目到那

些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的老项目都可以进行评估。许多已经运行的项目可能在还没有进行法律所要求

的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就已经进入准备阶段或投入使用，这些项目的运行只能按照获得许可的

条件进行。首要的是，一个即将运行的水电工程要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需要取得政府的许可。

《规范》提供了一个补充工具，即在自愿基础上本着持续改进的精神，依照国际背景下的可持续性

标准识别改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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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运行》评估工具的方法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的方法相似，即把现有条件定为基

线，对照现有条件进行风险评估。“评价”标准是对多种情形进行考察，以确定是否识别出现有或

新出现的问题。识别过程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例如，现场考察、内部或其它机构收集资料的分析、

国内和国际政策分析、建立能够了解利益相关者关切问题的机制等。识别问题的程序可能不限定于

特定的某个问题（例如，并不仅仅将监测计划限定于水质和文化遗产等），一般程序均可应用（例

如政策分析、现场考察、同管理者访谈以及利益相关者问题提出机制都可用于特定问题的识别）。

现有问题指一段时间内与水电设施运行相关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可以是遗留问题。新出现的问题指

政策、立法、标准、利益相关者预期改变所引起的问题，或者设施运行中引发的环境变化。

一旦问题被识别，则应用“管理”标准来判断解决问题的措施是否到位。解决措施可以有多种

方式，例如继续监测，更加深入的监测，风险评价或情景分析，改进沟通、谈判、竣工调查，管理

对策的实施以及制定风险继续存在时的处理方案。

《项目运行》评估工具同样也涉及承诺，包括当前所有者/经营者的承诺、移交给新的所有者的

前任实体的承诺，以及其它对承诺履行负主要责任的机构所做出的承诺。如果没有就评估主题做出相关

承诺，那么参照承诺的评估即可忽略。如果就历史承诺（如遗留问题）的时效性出现争议，可以将

其视为现有问题。在许多情况下，项目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变化一般很难再次协调，所以处理遗留问

题要采取新举措，承认既已发生变化的重要性，并以其它方式予以解决或承认其存在。

水电工程的运行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可能在某个时期就会出现类似于完工、移交或终止管理

等问题。此时，承诺的兑现或管理程序的实施应该得到全面考虑，最好能够保证管理措施有效和自

发地实施。在评估过程中，应该对此充分理解。例如，在许多情况下，某个项目会在开发与投入

使用后一定时期内对公共卫生问题做出承诺，但在特定时候相应的政府机关就会接管这些问题并承

担既定承诺。在进行评估时，应该关注水电工程运行相关的当前问题与风险，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

题。

评估管理措施是否有效的监测也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且必须考虑到在某个项目的生命周期内有

些问题不可能永远得到监测。例如，如果有证据显示水质处于可持续的良好状态，那么在识别新出

现问题的过程中就不必再进行水质监测，可以通过目测、收集其它机构的资料、同社区水质监测团

体保持良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等方式了解水质状况。参与流域管理委员会或其它社区团体的活动是

直接了解人们所关注问题或新出现问题的一种良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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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运行》评估主题相关性指南
并非《项目运行》评估工具中的所有评估主题都与每个运行中的水电工程相关。对于不相关的主

题，水电工程的代表需要提供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评估员需要对这些证据进行审核并得出结论，并且记

录引用的证据、证据的特征以及得出结论的基础。举例如下：

·没有同运行设施相关的文化遗产问题→“文化遗产”主题被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

·在运行设施的影响区没有土著居民→“土著居民”主题被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

当项目审核时所做的承诺被很好地记录下来，并且项目之前的基线数据同项目之后的基线数据不一

致时，“运行”评估中的三个主题才有特定的相关性。这三个主题是：O-8“项目效益”、O-9“项目影

响社区和生计”以及O-10“ 移民安置”。依照“评估指南”，如果这些主题中的有些问题并不符合相关

性要求时，将根据O-3“ 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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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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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沟通与协商
本主题用于评估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既包括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也包括公司和

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例如受影响的社区、政府、主要机构、合作伙伴、承包商、流域居

民等）。评估目的是识别利益相关者并促使其参与到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中，沟通和协商过程可以

为与利益相关者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保持良好的关系奠定基础。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识别了与水电项目沟通与协商相关的现有或新出现的问题；通过包括利益相关者分析在内的定期评

价过程确定沟通与协商的要求与方法；对有效性进行了监测。

管理：落实了包括合理的申述机制在内的沟通与协商的计划和程序，管理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和沟通；这

些计划和过程概述了在不同评估主题下，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进行沟通与协商的要求和方法。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项目运行阶段，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时机恰当、范围合理，且通常是

双向的；沟通过程遵循诚信原则；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沟通与协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

沟通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完成，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利益相关者分析图广泛考虑诸多因素。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各种利益相关者群体在沟通与协商方面的需求和方式，沟通与协商

计划和过程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协商过程遵循诚信原

则；并且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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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运行》评估主题相关性指南
并非《项目运行》评估工具中的所有评估主题都与每个运行中的水电工程相关。对于不相关的主

题，水电工程的代表需要提供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评估员需要对这些证据进行审核并得出结论，并且记

录引用的证据、证据的特征以及得出结论的基础。举例如下：

·没有同运行设施相关的文化遗产问题→“文化遗产”主题被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

·在运行设施的影响区没有土著居民→“土著居民”主题被视为不相关评估主题

当项目审核时所做的承诺被很好地记录下来，并且项目之前的基线数据同项目之后的基线数据不一

致时，“运行”评估中的三个主题才有特定的相关性。这三个主题是：O-8“项目效益”、O-9“项目影

响社区和生计”以及O-10“ 移民安置”。依照“评估指南”，如果这些主题中的有些问题并不符合相关

性要求时，将根据O-3“ 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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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沟通与协商
本主题用于评估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既包括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也包括公司和

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例如受影响的社区、政府、主要机构、合作伙伴、承包商、流域居

民等）。评估目的是识别利益相关者并促使其参与到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中，沟通和协商过程可以

为与利益相关者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内保持良好的关系奠定基础。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识别了与水电项目沟通与协商相关的现有或新出现的问题；通过包括利益相关者分析在内的定期评

价过程确定沟通与协商的要求与方法；对有效性进行了监测。

管理：落实了包括合理的申述机制在内的沟通与协商的计划和程序，管理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和沟通；这

些计划和过程概述了在不同评估主题下，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进行沟通与协商的要求和方法。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项目运行阶段，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时机恰当、范围合理，且通常是

双向的；沟通过程遵循诚信原则；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沟通与协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

沟通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完成，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利益相关者分析图广泛考虑诸多因素。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各种利益相关者群体在沟通与协商方面的需求和方式，沟通与协商

计划和过程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协商过程遵循诚信原

则；并且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的。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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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168

评估指南：

利益相关者指水电工程及相关活动关乎其利

益、使其牵涉其中或受其影响的人。

利益相关者分析图指依据相关标准对利益相

关者进行识别和分类，例如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权

利（如：土地权利）、风险和责任进行相关分

析。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拥有重要的权

利、风险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可能处于

项目影响区的内部（如，项目影响社区）或外部

（如，政府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代表或投资伙

伴）。

申诉机制是指利益相关者能够提出关切问

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

踪和反馈的项目程序。

利益相关者群体需求与方法可能涉及文化规

范、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弱势群体、残疾

人、后勤条件限制等内容。

诚信参与指秉持使双方达成满意共识的目

标，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参与。

利益相关者提出问题的渠道包括:公司网站

上的联系人、公开会议、定期的公众简报或问答

机会、委派公司员工参加利益相关者或流域委员

会等。

对利益相关者问题的反馈可通过如下方

式，例如电子邮件、电话录音、书面信函、会

议记录、媒体发布、公司网站上就常见问题进

行回复等。

广泛考虑的因素可能包括：识别与考虑利益

相关者群体的地理或组成范围；利益相关者群体

间的相互关系；对权利、风险、责任的考虑程度

等。

对新出现的风险与机会的预测过程可能包括

项目代表参加流域管理委员会。

诚信协商是指1）自愿参与到过程中；2）为

协商提供必要信息；3）重要区域的探讨；4）相

互认可的协商程序；5）自愿调整立场；6）为

双方决策提供充足时间：7）就已提议的补偿框

架、减缓方措施和开发干预等方面达成一致。

潜在的采访对象：电站或公司沟通部门或

公共关系人员；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社

区代表。

证据示例：项目利益相关者分析图文件；沟

通与/或协商计划；沟通协议；申诉机制；监测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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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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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管理机制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设施运行的企业内部与外部管理机制。评估目的是所有者/经营者拥有健全可靠

的经营结构、政策与实践；可以处理透明、诚信及责任方面的问题；能够处理外部管理的相关问题（例

如：机构能力缺陷、包括跨界问题在内的政治风险、公共部门腐败风险）；能够确保合规性。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现有或新出现的政治和公共部门管理问题、企业管理的要求和问题进行了识别，并且采用监测的

方法评价企业管理措施是否有效。

管理：对企业、政治和公共部门的风险、合规性、社会和环境的责任、货物与服务采购、申诉机制、商业

道德操守以及透明性的管理过程适当；就政策和程序进行适当的内外部沟通；当企业出现能力不足时，签

订合适的外部专家团队提供支持。

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与直接受项目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交流以便了解关乎他们利益的问题；企业

公开重要的项目报告以及项目在某些可持续领域的表现。

成果：不存在重要的尚未解决的企业内外部管理机制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项目没有重大的不合规情况发生。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完成，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在政治和公共部门管理机制问题、企业管理要求和问题等方面，不存在

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承包商具有符合开发商要求或与开发商要求保持一致的政策；采购过

程包括反腐措施，同时在资格预审筛查阶段确定可持续性和反腐准则；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

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企业公开了重要的项目报告以及利益相关者高度关注的可持

续性领域的项目表现。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不存在尚未解决的公司内外部管理机制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项目没有不合规的情况发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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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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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利益相关者指水电工程及相关活动关乎其利

益、使其牵涉其中或受其影响的人。

利益相关者分析图指依据相关标准对利益相

关者进行识别和分类，例如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权

利（如：土地权利）、风险和责任进行相关分

析。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拥有重要的权

利、风险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可能处于

项目影响区的内部（如，项目影响社区）或外部

（如，政府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代表或投资伙

伴）。

申诉机制是指利益相关者能够提出关切问

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

踪和反馈的项目程序。

利益相关者群体需求与方法可能涉及文化规

范、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弱势群体、残疾

人、后勤条件限制等内容。

诚信参与指秉持使双方达成满意共识的目

标，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参与。

利益相关者提出问题的渠道包括:公司网站

上的联系人、公开会议、定期的公众简报或问答

机会、委派公司员工参加利益相关者或流域委员

会等。

对利益相关者问题的反馈可通过如下方

式，例如电子邮件、电话录音、书面信函、会

议记录、媒体发布、公司网站上就常见问题进

行回复等。

广泛考虑的因素可能包括：识别与考虑利益

相关者群体的地理或组成范围；利益相关者群体

间的相互关系；对权利、风险、责任的考虑程度

等。

对新出现的风险与机会的预测过程可能包括

项目代表参加流域管理委员会。

诚信协商是指1）自愿参与到过程中；2）为

协商提供必要信息；3）重要区域的探讨；4）相

互认可的协商程序；5）自愿调整立场；6）为

双方决策提供充足时间：7）就已提议的补偿框

架、减缓方措施和开发干预等方面达成一致。

潜在的采访对象：电站或公司沟通部门或

公共关系人员；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社

区代表。

证据示例：项目利益相关者分析图文件；沟

通与/或协商计划；沟通协议；申诉机制；监测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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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管理机制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设施运行的企业内部与外部管理机制。评估目的是所有者/经营者拥有健全可靠

的经营结构、政策与实践；可以处理透明、诚信及责任方面的问题；能够处理外部管理的相关问题（例

如：机构能力缺陷、包括跨界问题在内的政治风险、公共部门腐败风险）；能够确保合规性。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现有或新出现的政治和公共部门管理问题、企业管理的要求和问题进行了识别，并且采用监测的

方法评价企业管理措施是否有效。

管理：对企业、政治和公共部门的风险、合规性、社会和环境的责任、货物与服务采购、申诉机制、商业

道德操守以及透明性的管理过程适当；就政策和程序进行适当的内外部沟通；当企业出现能力不足时，签

订合适的外部专家团队提供支持。

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与直接受项目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交流以便了解关乎他们利益的问题；企业

公开重要的项目报告以及项目在某些可持续领域的表现。

成果：不存在重要的尚未解决的企业内外部管理机制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项目没有重大的不合规情况发生。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完成，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在政治和公共部门管理机制问题、企业管理要求和问题等方面，不存在

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承包商具有符合开发商要求或与开发商要求保持一致的政策；采购过

程包括反腐措施，同时在资格预审筛查阶段确定可持续性和反腐准则；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

预测与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企业公开了重要的项目报告以及利益相关者高度关注的可持

续性领域的项目表现。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不存在尚未解决的公司内外部管理机制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项目没有不合规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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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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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管理机制指通知、指导、管理和监测项目活

动以实现目标的过程和结构的结合。

企业管理机制广义上指运营、管理、控制企

业所依据的规则、程序或法律。

企业管理要求包括企业管理，政策和过程，

风险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商业道德操守，责任

承担程度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合规性等。

企业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包括在关键的外部

制度结构、政策和程序方面的能力缺失；公共部

门腐败风险；政治风险；内部贪污风险；合规

性；项目风险管理等。

外部管理考虑因素包括与项目有关的法律、

司法、制度结构、程序和政策。例如，行政部

门、立法机构、政治党派、反腐组织、司法部

门、申诉处理机制（如监察处）、特殊的行政部

门/公共部门机构、执法机构、自由资讯机构、

媒体、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国际机

构（如一些机构提供反腐败的同业互查支持）、

审计监督机构、公共采购制度等。

政治风险指由政府政策变化、政府禁止商品

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干

涉、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商、企

业与政府所面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能力丧失

风险。

跨界问题需要将项目上下游以及流域内的资

源共享问题纳入制度安排。

腐败风险可能指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不当，或

者公共部门对违反许可证或执照规定的情况不作

为。在项目准备阶段的公共部门腐败风险包括：

考虑有限方案、简化评估/准备要求或非透明性

审批；而在项目实施和运行阶段的公共部门腐败

风险包括无视及违反许可证规定。

确保商业道德操守的程序包括：商业“伦

理规范”、雇员“行为准则”、商业“廉洁公

约”、反受贿或反腐败政策、报告与调查程序

（例如透明国际的《商业反贿赂守则》）、举报

协议等。

采购计划和程序应该包括采购政策条款、资

格预审筛查、投标、合同授予、反腐败措施和对

投标人投诉的反馈机制。筛查需要考虑质量、信

誉、成本、履行合同义务（时间、成本、规格）

方面承包商的既往表现等因素。

合规性指遵守所有相关法律、政策、许可、

协议、行为守则和公开发表的承诺。

反腐败措施包括：公开招标过程设置较高门

槛；签订合同方及其员工承诺执行反腐败政策；

项目廉洁公约；举报腐败及保护举报者机制；除

受法律保护的商业信息外，其它信息不得以保密

事由拒绝公开等。

项
目

运
行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  171

基于可持续性标准审查包括的附加标准：社

会、环境、伦理、人权、健康与安全、优先支持

符合标准的地方供应商等。

反腐败审查指竞标公司必须有关于反贪污的

行为规范。

潜在的采访对象：董事会成员；项目运行管

理者；关于公司管理机制、合规性、内部审计和

商业风险方面的企业管理者；公共部门管理专

家；其它相关第三方如反腐败民间社团组织。

证据示例：公司内部及外部网站上关于公司

愿景、价值、政策、结构、规程及年度报告方面

的介绍；公共部门管理机制问题评价；内部审计

报告；项目合规性计划；向董事会做出的关于遵

守商业道德操守方面的报告；违反商业道德的投

诉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公共部门管理机制问

题的相关文件，例如透明国际的国家廉政体系

（NIS）和腐败印象指数（CPI）的报告。

项
目

运
行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170

评估指南：

管理机制指通知、指导、管理和监测项目活

动以实现目标的过程和结构的结合。

企业管理机制广义上指运营、管理、控制企

业所依据的规则、程序或法律。

企业管理要求包括企业管理，政策和过程，

风险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商业道德操守，责任

承担程度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合规性等。

企业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包括在关键的外部

制度结构、政策和程序方面的能力缺失；公共部

门腐败风险；政治风险；内部贪污风险；合规

性；项目风险管理等。

外部管理考虑因素包括与项目有关的法律、

司法、制度结构、程序和政策。例如，行政部

门、立法机构、政治党派、反腐组织、司法部

门、申诉处理机制（如监察处）、特殊的行政部

门/公共部门机构、执法机构、自由资讯机构、

媒体、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国际机

构（如一些机构提供反腐败的同业互查支持）、

审计监督机构、公共采购制度等。

政治风险指由政府政策变化、政府禁止商品

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干

涉、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商、企

业与政府所面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能力丧失

风险。

跨界问题需要将项目上下游以及流域内的资

源共享问题纳入制度安排。

腐败风险可能指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不当，或

者公共部门对违反许可证或执照规定的情况不作

为。在项目准备阶段的公共部门腐败风险包括：

考虑有限方案、简化评估/准备要求或非透明性

审批；而在项目实施和运行阶段的公共部门腐败

风险包括无视及违反许可证规定。

确保商业道德操守的程序包括：商业“伦

理规范”、雇员“行为准则”、商业“廉洁公

约”、反受贿或反腐败政策、报告与调查程序

（例如透明国际的《商业反贿赂守则》）、举报

协议等。

采购计划和程序应该包括采购政策条款、资

格预审筛查、投标、合同授予、反腐败措施和对

投标人投诉的反馈机制。筛查需要考虑质量、信

誉、成本、履行合同义务（时间、成本、规格）

方面承包商的既往表现等因素。

合规性指遵守所有相关法律、政策、许可、

协议、行为守则和公开发表的承诺。

反腐败措施包括：公开招标过程设置较高门

槛；签订合同方及其员工承诺执行反腐败政策；

项目廉洁公约；举报腐败及保护举报者机制；除

受法律保护的商业信息外，其它信息不得以保密

事由拒绝公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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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持续性标准审查包括的附加标准：社

会、环境、伦理、人权、健康与安全、优先支持

符合标准的地方供应商等。

反腐败审查指竞标公司必须有关于反贪污的

行为规范。

潜在的采访对象：董事会成员；项目运行管

理者；关于公司管理机制、合规性、内部审计和

商业风险方面的企业管理者；公共部门管理专

家；其它相关第三方如反腐败民间社团组织。

证据示例：公司内部及外部网站上关于公司

愿景、价值、政策、结构、规程及年度报告方面

的介绍；公共部门管理机制问题评价；内部审计

报告；项目合规性计划；向董事会做出的关于遵

守商业道德操守方面的报告；违反商业道德的投

诉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公共部门管理机制问

题的相关文件，例如透明国际的国家廉政体系

（NIS）和腐败印象指数（CPI）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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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
本主题用于评估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的计划和过程。评估目的是对与水电项目相关的环境与社会不

利影响进行管理；实施避免、最小化、减缓、补偿和改善等措施；履行环境和社会承诺。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运用相应的专业知识、通过系统的过程，对处于运行阶段水电项目的现有和新出现的环境和社会问

题进行了识别；针对监测出的问题制定了监测方案。

管理：建立了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运用相应的专业团队（内部和外部）开展

实施。

利益相关者参与：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

致，环境和社会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水电项目运行对环境和社会的不利影响，不存在显著差距；水电开发造成的

水土流失得到修复或减缓。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完成，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和新出现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识别，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

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遵照国际认可、被第三方

认证的环境管理系统制定计划和程序，例如ISO 14001。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

虑的。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运行水电工程运行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存

在可识别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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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环境和社会问题可能包括：水生和陆生生物

多样性、濒危物种、关键栖息地、生态系统完整

性和连通性问题、水质、泥沙冲刷和淤积、项目

影响社区、土著居民、少数民族、移民、文化遗

产（物质和非物质）以及公共卫生。对于运行中

的水电工程，视现有条件为基线，对不利于该基

线的风险进行评价。但也有例外，一些主题，对

项目建设前的状况具有很好的记录，并且承诺以

项目建设之前的状况为基线衡量发生的变化（例

如移民的生活水平应较以前有所提高）。当与水

电项目运行相关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影响范围超

过项目所在区域的管辖范围时，则需要识别这些

问题并将其纳入到管理计划中。

现有问题指在一定区域内长期重复出现的问

题，有可能同遗留问题相关。

遗留问题是指以往项目未减缓或未以相当的

物品或服务予以补偿的影响，或者现有（现存）

项目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或者新项目所在地内存

在的既有问题。

新出现的问题指现场变化（例如岸线侵蚀将

会对所在区域内的文化遗产造成影响，或者影响

到土地使用或生计活动）或者更广泛的情形（例

如政策变化、相关立法或标准的改变、新型实

践、社区期望的变化等）。

利益相关者提出问题的渠道可能包括：公司

网站上的联系人、公开会议、定期的公众简报或

问答机会、委派公司员工参加利益相关者群体或

流域委员会等。

对利益相关者问题的反馈可通过如下方式，

例如电子邮件、电话录音、书面信函、会议记

录、媒体发布、公司网站上就常见问题进行回复

等。一旦识别出的问题或现有问题通过调解、法

律、审批或许可过程得以解决，项目所有者/经

营者要明确宣布问题及其解决程度，以便利益相

关者能够了解问题已经被认识、评估及解决。

土地复原指土地受项目实施的扰乱或破坏

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过程。

相应的专家知识指在评价和管理计划的关键

领域具有经验的专家们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他

们特别关注环境方面和社会影响方面之间的差

异。对项目开发商来说，这些专家可以是内部

的，也可以是外部的；在本主题中，内部专家对

于管理环境和社会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负面影响最小化的措

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知

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项
目

运
行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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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
本主题用于评估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的计划和过程。评估目的是对与水电项目相关的环境与社会不

利影响进行管理；实施避免、最小化、减缓、补偿和改善等措施；履行环境和社会承诺。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运用相应的专业知识、通过系统的过程，对处于运行阶段水电项目的现有和新出现的环境和社会问

题进行了识别；针对监测出的问题制定了监测方案。

管理：建立了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运用相应的专业团队（内部和外部）开展

实施。

利益相关者参与：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

致，环境和社会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水电项目运行对环境和社会的不利影响，不存在显著差距；水电开发造成的

水土流失得到修复或减缓。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完成，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和新出现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识别，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

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遵照国际认可、被第三方

认证的环境管理系统制定计划和程序，例如ISO 14001。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

虑的。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了运行水电工程运行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存

在可识别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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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环境和社会问题可能包括：水生和陆生生物

多样性、濒危物种、关键栖息地、生态系统完整

性和连通性问题、水质、泥沙冲刷和淤积、项目

影响社区、土著居民、少数民族、移民、文化遗

产（物质和非物质）以及公共卫生。对于运行中

的水电工程，视现有条件为基线，对不利于该基

线的风险进行评价。但也有例外，一些主题，对

项目建设前的状况具有很好的记录，并且承诺以

项目建设之前的状况为基线衡量发生的变化（例

如移民的生活水平应较以前有所提高）。当与水

电项目运行相关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影响范围超

过项目所在区域的管辖范围时，则需要识别这些

问题并将其纳入到管理计划中。

现有问题指在一定区域内长期重复出现的问

题，有可能同遗留问题相关。

遗留问题是指以往项目未减缓或未以相当的

物品或服务予以补偿的影响，或者现有（现存）

项目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或者新项目所在地内存

在的既有问题。

新出现的问题指现场变化（例如岸线侵蚀将

会对所在区域内的文化遗产造成影响，或者影响

到土地使用或生计活动）或者更广泛的情形（例

如政策变化、相关立法或标准的改变、新型实

践、社区期望的变化等）。

利益相关者提出问题的渠道可能包括：公司

网站上的联系人、公开会议、定期的公众简报或

问答机会、委派公司员工参加利益相关者群体或

流域委员会等。

对利益相关者问题的反馈可通过如下方式，

例如电子邮件、电话录音、书面信函、会议记

录、媒体发布、公司网站上就常见问题进行回复

等。一旦识别出的问题或现有问题通过调解、法

律、审批或许可过程得以解决，项目所有者/经

营者要明确宣布问题及其解决程度，以便利益相

关者能够了解问题已经被认识、评估及解决。

土地复原指土地受项目实施的扰乱或破坏

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过程。

相应的专家知识指在评价和管理计划的关键

领域具有经验的专家们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他

们特别关注环境方面和社会影响方面之间的差

异。对项目开发商来说，这些专家可以是内部

的，也可以是外部的；在本主题中，内部专家对

于管理环境和社会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负面影响最小化的措

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知

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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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以广阔的视角看待

项目影响区域；以广阔的视角看待相关问题；对

重要概念（例如生计或生活水平）的广义解释；

广泛地考虑解决方法；以广泛的视角看待利益

相关者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关注问题之间的相互

关系；考虑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考虑水资源综合管

理；考虑遗留问题；更加详细地分析累积影响等。

承诺包括当前所有者/经营者的承诺、移交

给新的所有者的前任实体的承诺，以及其它对承

诺履行负主要责任的机构所做出的承诺。如果就

历史承诺的交付出现争议时，可以将其视为现有

问题，并制定相关措施加以解决。在许多情况

下，项目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变化一般很难再次协

调，所以处理遗留问题要采取新举措，即承认既

已发生变化的重要性，并以其它方式予以解决或

承认其存在。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的环境和社

会问题评价与管理方面的项目负责人；对环境和

社会问题负责的政府代表；利益相关者代表；项

目影响社区代表；外部专家。

证据示例：环境影响评价（EIA）/社会影响

评价（SIA）的管理要求；EIA/SIA和相关报告；

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协商记

录；对利益相关者的问题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

报告；聘用专家的资质；在环境和社会方面分别

聘请专家的证据，因为很多情况下单个专家难以

同时熟悉环境和社会两个领域。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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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水文资源
本主题用于评估对水文资源可用性和可靠性的认知水平。评估目的是发电计划和运行充分考虑了水

文资源短期和长期的可用性和可靠性；考虑了对来水和出水的其它需求、问题和要求以及可能会对项目

产生影响的未来趋势（包括气候变化）。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监测了水文资源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对现有和新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识别；依据包括现场测量的数

据、适当的统计指标、有可能影响水文资源可用性和可靠性的问题以及水文模型。

管理：根据以下因素指导发电运行：水文资源的可用性分析，一系列技术考虑，电力系统的机会和约束以

及社会、环境和经济方面的考虑。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识别了可能影响水资源可用性和可靠性的各种问题；定期而广泛地

开展短期和长期的情景、不确定性和风险分析。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发电运行计划拥有一个长期的愿景；充分优化和最大化用水效率；具有

预测和适应未来变化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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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水文资源是指流入水电项目的水资源。

可能影响水资源可用性和可靠性的问题包

括：上游水电运营商、未来水资源开发利用、未

来依赖于水资源的土地利用（例如农业，工业，

人口增长）、流域条件、气候变化、水资源分配

谈判等。如果运行的水电工程需要依靠其所在位

置管辖区域之外的水资源，需要充分考虑其可用

性和可靠性。

发电运行的技术因素包括：来水模式；水库

特征；闸门和泄洪道设计；水轮类型；数量和特

征；安全问题等。

电力系统的机会和制约因素包括：能源需求

模式（例如基本负荷与峰值负荷）、电力价格、

其它发电机容量和约束、输电问题等。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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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以广阔的视角看待

项目影响区域；以广阔的视角看待相关问题；对

重要概念（例如生计或生活水平）的广义解释；

广泛地考虑解决方法；以广泛的视角看待利益

相关者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关注问题之间的相互

关系；考虑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考虑水资源综合管

理；考虑遗留问题；更加详细地分析累积影响等。

承诺包括当前所有者/经营者的承诺、移交

给新的所有者的前任实体的承诺，以及其它对承

诺履行负主要责任的机构所做出的承诺。如果就

历史承诺的交付出现争议时，可以将其视为现有

问题，并制定相关措施加以解决。在许多情况

下，项目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变化一般很难再次协

调，所以处理遗留问题要采取新举措，即承认既

已发生变化的重要性，并以其它方式予以解决或

承认其存在。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的环境和社

会问题评价与管理方面的项目负责人；对环境和

社会问题负责的政府代表；利益相关者代表；项

目影响社区代表；外部专家。

证据示例：环境影响评价（EIA）/社会影响

评价（SIA）的管理要求；EIA/SIA和相关报告；

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协商记

录；对利益相关者的问题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

报告；聘用专家的资质；在环境和社会方面分别

聘请专家的证据，因为很多情况下单个专家难以

同时熟悉环境和社会两个领域。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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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水文资源
本主题用于评估对水文资源可用性和可靠性的认知水平。评估目的是发电计划和运行充分考虑了水

文资源短期和长期的可用性和可靠性；考虑了对来水和出水的其它需求、问题和要求以及可能会对项目

产生影响的未来趋势（包括气候变化）。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监测了水文资源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对现有和新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识别；依据包括现场测量的数

据、适当的统计指标、有可能影响水文资源可用性和可靠性的问题以及水文模型。

管理：根据以下因素指导发电运行：水文资源的可用性分析，一系列技术考虑，电力系统的机会和约束以

及社会、环境和经济方面的考虑。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识别了可能影响水资源可用性和可靠性的各种问题；定期而广泛地

开展短期和长期的情景、不确定性和风险分析。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发电运行计划拥有一个长期的愿景；充分优化和最大化用水效率；具有

预测和适应未来变化的灵活性。

1

2

3

4

5

评估指南：

水文资源是指流入水电项目的水资源。

可能影响水资源可用性和可靠性的问题包

括：上游水电运营商、未来水资源开发利用、未

来依赖于水资源的土地利用（例如农业，工业，

人口增长）、流域条件、气候变化、水资源分配

谈判等。如果运行的水电工程需要依靠其所在位

置管辖区域之外的水资源，需要充分考虑其可用

性和可靠性。

发电运行的技术因素包括：来水模式；水库

特征；闸门和泄洪道设计；水轮类型；数量和特

征；安全问题等。

电力系统的机会和制约因素包括：能源需求

模式（例如基本负荷与峰值负荷）、电力价格、

其它发电机容量和约束、输电问题等。

项
目

运
行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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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优化和最大化用水效率是指在既定的技

术、社会、经济、环境、财务相关的机会和约束

条件下，基于反复协商的过程实现的水文资源最

佳使用计划。

潜在的采访对象：公司、政府和/或独立的

水文专家；电力系统规划人员；流域主管部门代

表；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的社区代表；湿

地、渔业和生态系统专家；在跨边界背景下的下

游主管部门；气候专家或气候科学家。

证据示例：来水数据；监测程序及数据源；

水文分析；影响项目的水资源需求分析；电力系

统和市场机会分析；模拟和优化模型情景和结

果；项目系统运行计划；发电数据。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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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资产可靠性和效率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工程以及相关电网资产的可靠性和效率，评估目的是根据所有者/经营者的总体

发电和供电策略，进行资产维护从而获得短期和长期的优化效果。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定期进行资产状况、可用性与可靠性监测，从而识别了风险并对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识

别了现有或新出现的资产维护和管理问题。

管理：根据所有者/经营者的总体发电和供电策略，落实对工程运行进行定期监测与维护的各项措施。

一致性/合规性：资产维护和管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

致，与资产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资产可靠性和资产效率基本符合所有者/经营者的目标及资产绩效保证，只存在细微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或新出现的资产维护和管理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资产维护管理计划包括关

于效率提高和资产更新方面的长期计划。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资产可靠性和资产效率完全符合所有者/经营者的目标及资产绩效保证。

1

2

3

4

5

评估指南：

资产指水电站发电运行所依赖的基础设施、

厂房和设备。

资产维护要求包括：润滑剂或过滤器更换、

零部件更换、喷漆、清洁、移除碎屑等。

资产可靠性和效率问题包括：正常磨损，零

部件点蚀或磨蚀，更换过时、低效的机械构造，

很少使用、锈蚀、腐蚀的阀门故障等。

资产相关的机会包括：新技术、替换零部件

的市场机会、研发机会、同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

进行试验等。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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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优化和最大化用水效率是指在既定的技

术、社会、经济、环境、财务相关的机会和约束

条件下，基于反复协商的过程实现的水文资源最

佳使用计划。

潜在的采访对象：公司、政府和/或独立的

水文专家；电力系统规划人员；流域主管部门代

表；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的社区代表；湿

地、渔业和生态系统专家；在跨边界背景下的下

游主管部门；气候专家或气候科学家。

证据示例：来水数据；监测程序及数据源；

水文分析；影响项目的水资源需求分析；电力系

统和市场机会分析；模拟和优化模型情景和结

果；项目系统运行计划；发电数据。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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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资产可靠性和效率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工程以及相关电网资产的可靠性和效率，评估目的是根据所有者/经营者的总体

发电和供电策略，进行资产维护从而获得短期和长期的优化效果。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定期进行资产状况、可用性与可靠性监测，从而识别了风险并对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识

别了现有或新出现的资产维护和管理问题。

管理：根据所有者/经营者的总体发电和供电策略，落实对工程运行进行定期监测与维护的各项措施。

一致性/合规性：资产维护和管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

致，与资产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资产可靠性和资产效率基本符合所有者/经营者的目标及资产绩效保证，只存在细微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或新出现的资产维护和管理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资产维护管理计划包括关

于效率提高和资产更新方面的长期计划。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资产可靠性和资产效率完全符合所有者/经营者的目标及资产绩效保证。

1

2

3

4

5

评估指南：

资产指水电站发电运行所依赖的基础设施、

厂房和设备。

资产维护要求包括：润滑剂或过滤器更换、

零部件更换、喷漆、清洁、移除碎屑等。

资产可靠性和效率问题包括：正常磨损，零

部件点蚀或磨蚀，更换过时、低效的机械构造，

很少使用、锈蚀、腐蚀的阀门故障等。

资产相关的机会包括：新技术、替换零部件

的市场机会、研发机会、同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

进行试验等。

项
目

运
行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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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负责人；水电站经

营者；发电负责人；资产维护计划负责人。

证据示例：维护计划；资产绩效记录；水电

站资产管理策略与计划；资产绩效保证书；资产

可靠性评价与监测计划；资产更新计划；资产效

率信息；设备和系统性能对比信息；取消限制的

可行性信息；在更广泛的条件及相关市场安排背

景下单个水电站或梯级电站的经营效率信息；水

电站发电收益和可用收益；运行效率的确认；测

量和评价过程；机械规格；监测数据。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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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6：基础设施安全
本主题用于评估大坝和其它基础设施的安全管理。评估目的是保障生命、财产和环境安全，规避溃

坝和其它基础设施安全风险。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定期进行大坝和其它基础设施的安全监测，从而识别了风险并对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识

别了现有或新出现的大坝和其它基础设施安全问题。

管理：与相关监管部门和地方管理部门联合制定了大坝和其它基础设施的安全管理计划和程序，不存在显著

差距，并对公共安全措施进行了宣传；应急响应预案和程序包括提高防范意识的培训和应急响应模拟演练。

一致性/合规性：与安全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安全

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安全风险，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或新出现的安全问题的识别考虑了广泛的情景、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以及时易懂的方式进行公

众安全措施的广泛宣传。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安全风险的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不存在差距，并且其它与项目风险无关

的安全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

1

2

3

4

5

评估指南：

安全风险包括地震、岩土工程、大坝或发电

机组故障，电击、水文风险、溺亡、交通事故以

及参与项目活动引起的事故等。

安全管理措施包括：标识牌、禁止区、应急

准备、监测、检查、培训、事故响应、沟通、责

任分担等。

公众安全措施的宣传包括：公共场所标识

牌、向地方管理部门备案相关文件、各种增强安

全意识的社区活动、现场巡逻员的口头告知以及

其它类似方式等。

应急响应模拟演练是指对公司员工和当地管

理部门进行培训或练习等。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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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负责人；水电站经

营者；发电负责人；资产维护计划负责人。

证据示例：维护计划；资产绩效记录；水电

站资产管理策略与计划；资产绩效保证书；资产

可靠性评价与监测计划；资产更新计划；资产效

率信息；设备和系统性能对比信息；取消限制的

可行性信息；在更广泛的条件及相关市场安排背

景下单个水电站或梯级电站的经营效率信息；水

电站发电收益和可用收益；运行效率的确认；测

量和评价过程；机械规格；监测数据。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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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6：基础设施安全
本主题用于评估大坝和其它基础设施的安全管理。评估目的是保障生命、财产和环境安全，规避溃

坝和其它基础设施安全风险。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定期进行大坝和其它基础设施的安全监测，从而识别了风险并对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识

别了现有或新出现的大坝和其它基础设施安全问题。

管理：与相关监管部门和地方管理部门联合制定了大坝和其它基础设施的安全管理计划和程序，不存在显著

差距，并对公共安全措施进行了宣传；应急响应预案和程序包括提高防范意识的培训和应急响应模拟演练。

一致性/合规性：与安全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安全

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了安全风险，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或新出现的安全问题的识别考虑了广泛的情景、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以及时易懂的方式进行公

众安全措施的广泛宣传。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安全风险的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不存在差距，并且其它与项目风险无关

的安全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

1

2

3

4

5

评估指南：

安全风险包括地震、岩土工程、大坝或发电

机组故障，电击、水文风险、溺亡、交通事故以

及参与项目活动引起的事故等。

安全管理措施包括：标识牌、禁止区、应急

准备、监测、检查、培训、事故响应、沟通、责

任分担等。

公众安全措施的宣传包括：公共场所标识

牌、向地方管理部门备案相关文件、各种增强安

全意识的社区活动、现场巡逻员的口头告知以及

其它类似方式等。

应急响应模拟演练是指对公司员工和当地管

理部门进行培训或练习等。

项
目

运
行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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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对与项目风险无关的安全问题的贡献包括：

提高现有道路或交通设施的安全性，公共场所设

立标识牌告知超速或溺亡的危险等。施应对项目

的风险和影响。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安全负责

人；当地管理部门；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

社区的代表。

证据示例：安全风险评价；安全管理计划；

应急准备计划；监测报告；独立评审报告。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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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7：财务生存能力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工程运行期的财务管理状况，包括以确保项目可持续性为目标的融资措施，以

及满足财务融资要求和优化财务机会的财务收益能力。评估目的是水电工程的运行具有稳健的财务基

础，可以满足包括实现社会、环境措施以及承诺在内各项资金需求，同时该财务基础能够认识到影响工

程长期生存能力的市场趋势，并能对这些趋势做出回应。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定期监测水电工程运行期的财务状况，从而识别了风险并对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识别了

现有或新出现的财务管理问题。

管理：落实水电工程运行期的各项财务管理措施。

一致性/合规性：与财务管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

融资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运行的水电工程或其所属企业能够在诸多情形下处理财务问题，能够偿还债务，能够按照支付计划

和支付承诺的要求，对包括社会与环境在内的所有资金需求进行支付。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或新出现的财务管理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和机会，包括可能影

响电力、水资源及附属服务未来需求的因素与趋势。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如果必要，为环境和社会

管理计划执行必要的财务应急措施。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运行的水电工程或其所属企业能够在诸多情形下处理财务问题，优化或

正在优化其在电力、水资源及附属服务的供需方面的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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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对与项目风险无关的安全问题的贡献包括：

提高现有道路或交通设施的安全性，公共场所设

立标识牌告知超速或溺亡的危险等。施应对项目

的风险和影响。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安全负责

人；当地管理部门；利益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

社区的代表。

证据示例：安全风险评价；安全管理计划；

应急准备计划；监测报告；独立评审报告。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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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7：财务生存能力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工程运行期的财务管理状况，包括以确保项目可持续性为目标的融资措施，以

及满足财务融资要求和优化财务机会的财务收益能力。评估目的是水电工程的运行具有稳健的财务基

础，可以满足包括实现社会、环境措施以及承诺在内各项资金需求，同时该财务基础能够认识到影响工

程长期生存能力的市场趋势，并能对这些趋势做出回应。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定期监测水电工程运行期的财务状况，从而识别了风险并对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识别了

现有或新出现的财务管理问题。

管理：落实水电工程运行期的各项财务管理措施。

一致性/合规性：与财务管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

融资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运行的水电工程或其所属企业能够在诸多情形下处理财务问题，能够偿还债务，能够按照支付计划

和支付承诺的要求，对包括社会与环境在内的所有资金需求进行支付。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或新出现的财务管理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和机会，包括可能影

响电力、水资源及附属服务未来需求的因素与趋势。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与反应；如果必要，为环境和社会

管理计划执行必要的财务应急措施。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运行的水电工程或其所属企业能够在诸多情形下处理财务问题，优化或

正在优化其在电力、水资源及附属服务的供需方面的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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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财务生存能力指从财务角度而言，一个实体

能够长期持续实现其运行目标并履行其使命的能

力。一些水电工程具有多种目标，其中发电不是

其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水电部分的财务目

标可能是为了支持其它既定目标的实现（如：供

水和灌溉，等）。对某些水电工程而言，要在其

所运行的整个电力系统内衡量其财务贡献。例

如：一些抽水蓄能项目可能在亏损运行，但却能

使其所在系统中的其它发电站因效率提高而获得

更大的利润。

财务问题和风险包括：高昂的项目成本；亏

损运行；收益流不确定性；货币兑换不稳定性；

项目融资困难；可持续激励机制使用权限；区域

定价；市场稳定性；市场准入；重大通货膨胀或

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主要电力承购商的财务生存

能力等。

市场指水电工程运行所面对的电力、水资源

及附属服务的供需情况。

附属服务指水电站运行能够保证电力输送稳

定及输电系统效率优化，包括提供无功功率、频

率控制和负荷跟踪。

机会包括：开发或更新输电线路从而进入新的

市场；改变客户、定价和签约战略；更新与升级；

改变运营模式以满足价格更高的电力需求；发展与

水电协调的可再生能源以便保证输电网稳定性并促

成可再生能源认证；提高影响公司信誉的社会与环

境效益，与客户战略休戚相关的公司品牌的强化。  

优化指在考虑所有因素的条件下，水电工程

能够获得的最佳市场定位。

一些财务信息可能具有高度的商业敏感性，

该评估主题的证据可能需要签署保密性协议方可

审阅。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财务负责

人；主要金融机构代表；独立的财务专家；公司

的商业开发、营销、咨询、贸易、战略与政策代

表；公司发电负责人。

证据示例：融资方案分析；财务模拟报告；

财务风险分析；财务计划；财务状况报告；第三

方评审报告；公司、工程及主要电力承购商的年

度财务报告；市场研究；研发计划；新型方法应

用证据；被授予奖项或外部认可的创新和/或研

发计划；新产品实例；扩展新市场的例证；响应

市场需求的例证。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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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8：项目效益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开发效益承诺的实现情况。前提是很好的记录了针对水电开发前的基线状况所

做的项目效益承诺。评价目的是水电开发关于附加效益、效益分享的承诺得到实现，并且使得水电开发

影响的社区受益。如果一些较老的项目在审批时没有关于项目效益承诺的记录，或者缺乏用来同项目建

设后的数据对比的基线数据，则本主题不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参照主题O-3“环境和社会问题管

理”来考虑与项目效益相关的问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开展了相关监测，对项目效益的承诺和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对项目效益分配过程中的现

有或新出现问题进行了识别。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保证项目效益承诺的履行并管理与这些承诺相关的问题；公开披露与项目效益

分配相关的承诺。

一致性/合规性：与项目效益管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

致，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水电开发为其直接影响的社区及其他受益者带来的效益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或新出现的项目效益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影响社区的收益是显著且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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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财务生存能力指从财务角度而言，一个实体

能够长期持续实现其运行目标并履行其使命的能

力。一些水电工程具有多种目标，其中发电不是

其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水电部分的财务目

标可能是为了支持其它既定目标的实现（如：供

水和灌溉，等）。对某些水电工程而言，要在其

所运行的整个电力系统内衡量其财务贡献。例

如：一些抽水蓄能项目可能在亏损运行，但却能

使其所在系统中的其它发电站因效率提高而获得

更大的利润。

财务问题和风险包括：高昂的项目成本；亏

损运行；收益流不确定性；货币兑换不稳定性；

项目融资困难；可持续激励机制使用权限；区域

定价；市场稳定性；市场准入；重大通货膨胀或

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主要电力承购商的财务生存

能力等。

市场指水电工程运行所面对的电力、水资源

及附属服务的供需情况。

附属服务指水电站运行能够保证电力输送稳

定及输电系统效率优化，包括提供无功功率、频

率控制和负荷跟踪。

机会包括：开发或更新输电线路从而进入新的

市场；改变客户、定价和签约战略；更新与升级；

改变运营模式以满足价格更高的电力需求；发展与

水电协调的可再生能源以便保证输电网稳定性并促

成可再生能源认证；提高影响公司信誉的社会与环

境效益，与客户战略休戚相关的公司品牌的强化。  

优化指在考虑所有因素的条件下，水电工程

能够获得的最佳市场定位。

一些财务信息可能具有高度的商业敏感性，

该评估主题的证据可能需要签署保密性协议方可

审阅。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财务负责

人；主要金融机构代表；独立的财务专家；公司

的商业开发、营销、咨询、贸易、战略与政策代

表；公司发电负责人。

证据示例：融资方案分析；财务模拟报告；

财务风险分析；财务计划；财务状况报告；第三

方评审报告；公司、工程及主要电力承购商的年

度财务报告；市场研究；研发计划；新型方法应

用证据；被授予奖项或外部认可的创新和/或研

发计划；新产品实例；扩展新市场的例证；响应

市场需求的例证。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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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8：项目效益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开发效益承诺的实现情况。前提是很好的记录了针对水电开发前的基线状况所

做的项目效益承诺。评价目的是水电开发关于附加效益、效益分享的承诺得到实现，并且使得水电开发

影响的社区受益。如果一些较老的项目在审批时没有关于项目效益承诺的记录，或者缺乏用来同项目建

设后的数据对比的基线数据，则本主题不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参照主题O-3“环境和社会问题管

理”来考虑与项目效益相关的问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开展了相关监测，对项目效益的承诺和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对项目效益分配过程中的现

有或新出现问题进行了识别。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保证项目效益承诺的履行并管理与这些承诺相关的问题；公开披露与项目效益

分配相关的承诺。

一致性/合规性：与项目效益管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

致，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水电开发为其直接影响的社区及其他受益者带来的效益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或新出现的项目效益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影响社区的收益是显著且可持续的。

1

2

3

4

5

项
目

运
行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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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项目在审批时没有关于项

目效益承诺的记录，或者缺乏用来同项目建设之

后数据参照对比的基线数据，则本主题不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参照O-3“环境和社会问题

管理”来考虑与项目效益相关的问题。

效益可以是附加效益或效益分享策略。

附加效益指可借助项目获得的好处，例如：

能力建设、培训与地方就业；桥梁、道路及船匝

道等的基础设施；健康与教育服务改善；支持

其它水资源利用方式，如灌溉、航运、防洪/抗

旱、水产养殖和休闲旅游；提高工业和市政供水

的可用水量；水资源综合管理带来的收益等。

效益分享在以下方面区别于一次性补偿金或

移民安置扶持：

·公平使用电力服务——根据相关限制条件

（如电力安全，优惠），项目影响社区纳入优先

受益于项目电力服务的人群；

·通过非货币权利增强资源使用权——增强

受项目影响社区使用本地自然资源的权利；

·收入分享——项目影响社区可根据法规规

定的原则和方法来分享水电的直接货币效益；区

别于一次性补偿金或短期移民安置费；可以采取

信托基金的形式。 

附加效益或效益共享方面的承诺可能是由非

水电开发的机构负责。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相关负责

人；政府（例如经济发展部门）代表；利益相关

者代表；项目影响社区的代表。

证据示例：项目开发前关于相关开发指标的

分析；项目开发前的潜在项目效益分析；项目开

发前的效益共享方案与机遇分析；证明利益相关

者意见和参与的项目前期会议纪要或报告；效益

分享计划；项目效益承诺；有关项目效益发放情

况的监测报告。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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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9：项目影响社区及生计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开发对社区的影响是如何被处理的，前提是对项目影响社区在项目建设前的基

线状况进行了很好的记录。评估目的是项目影响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水平与项目建设前相比得到改善并实

现长期自给自足的目标，充分履行向项目影响社区做出的承诺。如果一些较老的项目在审批时没有关于

项目影响社区的承诺记录，或者缺乏用来同项目建设后飞数据对比的基线数据，则本主题不相关；在这

种情况下，可以参照主题O-3“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来考虑项目影响社区的相关问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完成，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于是否履行对项目影响社区的承诺、管理措施是否有效进行监测和评价，对项目影响社区的现有

或新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识别。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确保对项目影响社区所做的承诺得到履行，并管理与这些承诺相关的问题；如

果同项目影响社区签订了正式协议，公开披露相关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项目影响社区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与承诺履行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大的不合规或不一致，承

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受项目影响的生计和生活条件已经或正在提高；经济迁移得到公正的补偿，其最佳方式是通过提供

对等的货物、财产或服务给予补偿。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在

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识别现有或新出现的项目影响社区问题时考虑了风险和机会，以及问题

之间的相互关系。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

的；项目影响社区参与到相关问题与方案的决策过程中。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各项措施改善生计和提高生活水平措施正在逐步实现长期的自给自足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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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项目在审批时没有关于项

目效益承诺的记录，或者缺乏用来同项目建设之

后数据参照对比的基线数据，则本主题不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参照O-3“环境和社会问题

管理”来考虑与项目效益相关的问题。

效益可以是附加效益或效益分享策略。

附加效益指可借助项目获得的好处，例如：

能力建设、培训与地方就业；桥梁、道路及船匝

道等的基础设施；健康与教育服务改善；支持

其它水资源利用方式，如灌溉、航运、防洪/抗

旱、水产养殖和休闲旅游；提高工业和市政供水

的可用水量；水资源综合管理带来的收益等。

效益分享在以下方面区别于一次性补偿金或

移民安置扶持：

·公平使用电力服务——根据相关限制条件

（如电力安全，优惠），项目影响社区纳入优先

受益于项目电力服务的人群；

·通过非货币权利增强资源使用权——增强

受项目影响社区使用本地自然资源的权利；

·收入分享——项目影响社区可根据法规规

定的原则和方法来分享水电的直接货币效益；区

别于一次性补偿金或短期移民安置费；可以采取

信托基金的形式。 

附加效益或效益共享方面的承诺可能是由非

水电开发的机构负责。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相关负责

人；政府（例如经济发展部门）代表；利益相关

者代表；项目影响社区的代表。

证据示例：项目开发前关于相关开发指标的

分析；项目开发前的潜在项目效益分析；项目开

发前的效益共享方案与机遇分析；证明利益相关

者意见和参与的项目前期会议纪要或报告；效益

分享计划；项目效益承诺；有关项目效益发放情

况的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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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9：项目影响社区及生计
本主题用于评估水电开发对社区的影响是如何被处理的，前提是对项目影响社区在项目建设前的基

线状况进行了很好的记录。评估目的是项目影响社区的生计和生活水平与项目建设前相比得到改善并实

现长期自给自足的目标，充分履行向项目影响社区做出的承诺。如果一些较老的项目在审批时没有关于

项目影响社区的承诺记录，或者缺乏用来同项目建设后飞数据对比的基线数据，则本主题不相关；在这

种情况下，可以参照主题O-3“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来考虑项目影响社区的相关问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完成，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于是否履行对项目影响社区的承诺、管理措施是否有效进行监测和评价，对项目影响社区的现有

或新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识别。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确保对项目影响社区所做的承诺得到履行，并管理与这些承诺相关的问题；如

果同项目影响社区签订了正式协议，公开披露相关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项目影响社区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与承诺履行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大的不合规或不一致，承

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受项目影响的生计和生活条件已经或正在提高；经济迁移得到公正的补偿，其最佳方式是通过提供

对等的货物、财产或服务给予补偿。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在

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识别现有或新出现的项目影响社区问题时考虑了风险和机会，以及问题

之间的相互关系。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

的；项目影响社区参与到相关问题与方案的决策过程中。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各项措施改善生计和提高生活水平措施正在逐步实现长期的自给自足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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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一些较老的项目在审批时

没有很好地记录对项目影响社区所做的承诺，或

者缺乏用来同项目建设后的数据对比的基线数

据，则本主题不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参照

主题O-3“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来考虑项目影

响社区的相关问题。  

项目影响社区：居住在水电工程周边，受

到水电工程及其附属设施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各

种居民。

项目影响社区的问题包括：生计损失或限

制，生活水平降低、项目相关变化（如河流管理

及水文情势变化）引起的经济迁移。具体的例子

包括：对健康或安全的影响；对文化的影响；对

土地、树林及河堤的影响；稻田、居民花园、河

堤花园的损失；宗教场所、社区树林或其它自然

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丧失等。在这种情况下，

项目影响社区可能会由于上述影响而需要搬迁，

但是这类搬迁社区不属于移民安置范畴，因为物

理迁移只是项目带来的次要影响而并不是主要影

响。

生计是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产

（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生计

改善指通过对项目影响的生计进行补偿，使得那

些受影响的人们不仅能以可行的谋生手段继续生

活，而且在生活能力和资产拥有量方面较工程前

的原有水平有所提高。例如支持农民继续务农或

者寻找替代谋生手段，同时提供足够的支持，不

仅能够解决受项目影响群体的生计变化，而且可

以提高他们的能力或使他们获得必要的资源(包

括培训、信息、材料、机会和供应等)。

生活水平：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品的可获

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

平；衡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

收入、储蓄、职业、健康、教育、营养、住

房、用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务、教

育服务、交通等。

经济迁移：由于如下原因造成的资产、资产

获取渠道、收入来源、生计手段的丧失：1） 土

地征用；2）土地使用或使用权的变化；3）土地

使用或自然资源使用权（包括水资源、法定公

园、保护区或限制进入区如水库集水区的利用）

受限；4）环境变化导致的健康问题或生计影

响。上述丧失或限制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

永久的或暂时的，经济迁移均适用。

解决项目影响社区问题的措施包括：努力保

护下游岸边土地；签订下游水文情势协议以便使

下游社区维持生计；签订项目土地的使用协议以

便继续使用宗教场所、社区森林、传统药用植

物；支持新兴工业；保护宗教场所等。

项
目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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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社区的机会包括：培训和能力建

设、教育、卫生服务、就业、交通、对文化传统

或活动的贡献等。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项目引起的下游

河堤泥沙冲刷；造成维持生计所必不可少的土地

的长期和累积损失；或者项目下游快速涨落水流

带来的安全隐患致使岸边社区居民缺乏安全感，

最终不得不搬迁。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影响社区的代表；

水电站或公司社会问题负责人；政府专家；独

立专家。

证据示例：项目影响社区与生计的评价报

告；性别分析；人权问题分析；项目影响社区的

协商与参与记录；项目影响社区问题反馈记录；

第三方评审报告；补偿措施报告；补偿措施协

议；关于文化敏感区及习俗的评价与协议。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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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一些较老的项目在审批时

没有很好地记录对项目影响社区所做的承诺，或

者缺乏用来同项目建设后的数据对比的基线数

据，则本主题不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参照

主题O-3“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来考虑项目影

响社区的相关问题。  

项目影响社区：居住在水电工程周边，受

到水电工程及其附属设施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各

种居民。

项目影响社区的问题包括：生计损失或限

制，生活水平降低、项目相关变化（如河流管理

及水文情势变化）引起的经济迁移。具体的例子

包括：对健康或安全的影响；对文化的影响；对

土地、树林及河堤的影响；稻田、居民花园、河

堤花园的损失；宗教场所、社区树林或其它自然

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丧失等。在这种情况下，

项目影响社区可能会由于上述影响而需要搬迁，

但是这类搬迁社区不属于移民安置范畴，因为物

理迁移只是项目带来的次要影响而并不是主要影

响。

生计是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产

（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生计

改善指通过对项目影响的生计进行补偿，使得那

些受影响的人们不仅能以可行的谋生手段继续生

活，而且在生活能力和资产拥有量方面较工程前

的原有水平有所提高。例如支持农民继续务农或

者寻找替代谋生手段，同时提供足够的支持，不

仅能够解决受项目影响群体的生计变化，而且可

以提高他们的能力或使他们获得必要的资源(包

括培训、信息、材料、机会和供应等)。

生活水平：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品的可获

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

平；衡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

收入、储蓄、职业、健康、教育、营养、住

房、用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务、教

育服务、交通等。

经济迁移：由于如下原因造成的资产、资产

获取渠道、收入来源、生计手段的丧失：1） 土

地征用；2）土地使用或使用权的变化；3）土地

使用或自然资源使用权（包括水资源、法定公

园、保护区或限制进入区如水库集水区的利用）

受限；4）环境变化导致的健康问题或生计影

响。上述丧失或限制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

永久的或暂时的，经济迁移均适用。

解决项目影响社区问题的措施包括：努力保

护下游岸边土地；签订下游水文情势协议以便使

下游社区维持生计；签订项目土地的使用协议以

便继续使用宗教场所、社区森林、传统药用植

物；支持新兴工业；保护宗教场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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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社区的机会包括：培训和能力建

设、教育、卫生服务、就业、交通、对文化传统

或活动的贡献等。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项目引起的下游

河堤泥沙冲刷；造成维持生计所必不可少的土地

的长期和累积损失；或者项目下游快速涨落水流

带来的安全隐患致使岸边社区居民缺乏安全感，

最终不得不搬迁。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影响社区的代表；

水电站或公司社会问题负责人；政府专家；独

立专家。

证据示例：项目影响社区与生计的评价报

告；性别分析；人权问题分析；项目影响社区的

协商与参与记录；项目影响社区问题反馈记录；

第三方评审报告；补偿措施报告；补偿措施协

议；关于文化敏感区及习俗的评价与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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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0：移民安置
本主题用于评估对由水电项目引起的移民搬迁问题的处理情况。前提是产生了移民搬迁并很好的记

录了针对项目建设前的基线数据所作出的承诺。评价目的是维护移民的尊严并尊重移民的人权；以公平

公正的方式处理移民搬迁的相关问题；移民的生计及移民安置社区的生活水平得到恢复和提高；充分履

行对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做出的承诺。如果一些较老的项目在审批时没有关于移民安置的承诺记录，或

者缺乏用来同项目建设后的数据对比的基线数据，则本主题不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参照O-3“环境

和社会问题管理”来考虑与移民安置相关的问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于是否履行对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的承诺、管理措施是否有效进行了监测和评估，对移民相关的

现有或新出现问题进行了识别。

管理：“移民安置行动计划”记录了移民安置的措施；落实了各项措施，履行对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做出

的承诺；管理与移民相关的问题，包括提供申诉机制；公开披露与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签订的正式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移民安置行动计划”中的程序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没有出现重大的不合规或

不一致，与移民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移民安置已经或正在以公平公正的方式进行，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的生计得到及时改善，生活水平

较快提高，达到或正在逐步超过原有水平。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完成，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识别现有或新出现的移民问题时兼顾了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

的；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参与到相关问题与方案的决策过程中。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各项改善生计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措施正在逐步实现移民长期自给自足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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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项目没有移民，或者一些

较老的项目在审批时没有很好的记录对移民安置

所做的承诺，或者缺乏用来同项目建设后的数据

对比的基线数据，则本主题不相关；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参照主题O-3“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

来考虑与移民安置相关的问题。 

移民安置指因受项目影响，迁移人群无法在

原居住地居住，而搬至另一个地点居住的过程。

生计是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产

（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

生计改善指通过对项目影响的生计进行补

偿，使得那些受影响的人们不仅能以可行的谋

生手段继续生活，而且在生活能力和资产拥有量

方面较工程前的原有水平有所提高。例如支持农

民继续务农或者寻找替代谋生手段，同时提供足

够的支持，不仅能够解决受项目影响群体的生计

变化，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能力或使他们获得必

要的资源(包括培训、信息、材料、机会和供应

等)。

生活水平指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品的可获

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

平；衡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

入、储蓄、职业、健康、教育、营养、住房、

用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务、教育服

务、交通等。

移民指那些被要求重新定居的人群，既包括

拥有正式的法定权利、习俗或传统权利的人群，

也包括那些没有土地权利的人群。

移民安置社区指接受搬迁过来的移民的社区。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指为识别解决移民问题的

行动而专门编汇的一份文件或一系列文件。该文

件主要包括：识别需安置人群；移民的社会-经

济基线；即将实施的移民安置措施，包括辅助安

置和生计扶持措施；立法和补偿框架；组织角色

和责任；预算分配和财务管理；时间表、目的和

目标；申诉处理机制；监测、报告和评审的有关

条款；围绕协商、参与和信息交换达成的共识。

项
目

运
行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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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0：移民安置
本主题用于评估对由水电项目引起的移民搬迁问题的处理情况。前提是产生了移民搬迁并很好的记

录了针对项目建设前的基线数据所作出的承诺。评价目的是维护移民的尊严并尊重移民的人权；以公平

公正的方式处理移民搬迁的相关问题；移民的生计及移民安置社区的生活水平得到恢复和提高；充分履

行对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做出的承诺。如果一些较老的项目在审批时没有关于移民安置的承诺记录，或

者缺乏用来同项目建设后的数据对比的基线数据，则本主题不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参照O-3“环境

和社会问题管理”来考虑与移民安置相关的问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于是否履行对移民和移民安置社区的承诺、管理措施是否有效进行了监测和评估，对移民相关的

现有或新出现问题进行了识别。

管理：“移民安置行动计划”记录了移民安置的措施；落实了各项措施，履行对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做出

的承诺；管理与移民相关的问题，包括提供申诉机制；公开披露与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签订的正式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移民安置行动计划”中的程序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没有出现重大的不合规或

不一致，与移民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移民安置已经或正在以公平公正的方式进行，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的生计得到及时改善，生活水平

较快提高，达到或正在逐步超过原有水平。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完成，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识别现有或新出现的移民问题时兼顾了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

的；移民及移民安置社区参与到相关问题与方案的决策过程中。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各项改善生计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措施正在逐步实现移民长期自给自足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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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项目没有移民，或者一些

较老的项目在审批时没有很好的记录对移民安置

所做的承诺，或者缺乏用来同项目建设后的数据

对比的基线数据，则本主题不相关；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参照主题O-3“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

来考虑与移民安置相关的问题。 

移民安置指因受项目影响，迁移人群无法在

原居住地居住，而搬至另一个地点居住的过程。

生计是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产

（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

生计改善指通过对项目影响的生计进行补

偿，使得那些受影响的人们不仅能以可行的谋

生手段继续生活，而且在生活能力和资产拥有量

方面较工程前的原有水平有所提高。例如支持农

民继续务农或者寻找替代谋生手段，同时提供足

够的支持，不仅能够解决受项目影响群体的生计

变化，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能力或使他们获得必

要的资源(包括培训、信息、材料、机会和供应

等)。

生活水平指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品的可获

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

平；衡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

入、储蓄、职业、健康、教育、营养、住房、

用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务、教育服

务、交通等。

移民指那些被要求重新定居的人群，既包括

拥有正式的法定权利、习俗或传统权利的人群，

也包括那些没有土地权利的人群。

移民安置社区指接受搬迁过来的移民的社区。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指为识别解决移民问题的

行动而专门编汇的一份文件或一系列文件。该文

件主要包括：识别需安置人群；移民的社会-经

济基线；即将实施的移民安置措施，包括辅助安

置和生计扶持措施；立法和补偿框架；组织角色

和责任；预算分配和财务管理；时间表、目的和

目标；申诉处理机制；监测、报告和评审的有关

条款；围绕协商、参与和信息交换达成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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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的生计是以土地为基础或者移民偏好

有土地安置的情况下，应该主要考虑采取土地置

换土地的补偿方式。

申诉机制指利益相关者能够提出关切问题、

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踪和

反馈的项目程序。

潜在的采访对象：移民安置和土地征用影响

到的社区代表；移民安置社区的代表；水电站

或公司社会问题负责人；相关政府部门代表、

独立评审员。

证据示例：移民安置和土地征用方面的评价

报告；协商和项目影响社区的参与记录；移民安

置和土地征用问题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土地征用计划；补偿协议；

针对移民安置行动计划达成的协议；社会状况基

线报告；生计分析；贫困风险分析；减缓、安置

和开发行动计划，包括项目效益分享机制；非政

府组织报告；监测报告。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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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1：土著居民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相关的土著居民的权利、风险和机会。应该意识到，作为与社会主流群体存

在显著差异的社会群体，他们更容易被边缘化并成为最弱势的群体。评估目的是在水电工程运行过程中

以持续的方式尊重土著居民的尊严、人权、愿望、文化、土地、知识、习俗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计。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可能影响土著居民的现有或新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识别；如果需要管理措施，则采用监测的方法评

价管理措施是否有效。

管理：针对已识别的问题，落实了各项管理措施；并且公开披露与土著居民达成的正式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土著居民能够通过现有的、相互认可的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可能影响土著居民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大的不合规或

不一致，对土著居民做出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以持续的方式尊重受水电工程运行影响的土著居民的各项权利。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土著居民以自由、优先和知情的方式参与到识别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的问

题的过程中；识别过程兼顾了风险与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土著居民以自由、优先和知情的方式参与到相关措施的制定过程中，用

以解决可能会影响到土著居民的现存的和新出现问题；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

的；让直接受影响的土著居民可以参与到相关问题和方案的决策过程中。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抓住机会、落实相关措施，解决或正在逐步解决与水电运行无关的其它

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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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的生计是以土地为基础或者移民偏好

有土地安置的情况下，应该主要考虑采取土地置

换土地的补偿方式。

申诉机制指利益相关者能够提出关切问题、

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踪和

反馈的项目程序。

潜在的采访对象：移民安置和土地征用影响

到的社区代表；移民安置社区的代表；水电站

或公司社会问题负责人；相关政府部门代表、

独立评审员。

证据示例：移民安置和土地征用方面的评价

报告；协商和项目影响社区的参与记录；移民安

置和土地征用问题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土地征用计划；补偿协议；

针对移民安置行动计划达成的协议；社会状况基

线报告；生计分析；贫困风险分析；减缓、安置

和开发行动计划，包括项目效益分享机制；非政

府组织报告；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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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1：土著居民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项目相关的土著居民的权利、风险和机会。应该意识到，作为与社会主流群体存

在显著差异的社会群体，他们更容易被边缘化并成为最弱势的群体。评估目的是在水电工程运行过程中

以持续的方式尊重土著居民的尊严、人权、愿望、文化、土地、知识、习俗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计。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可能影响土著居民的现有或新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识别；如果需要管理措施，则采用监测的方法评

价管理措施是否有效。

管理：针对已识别的问题，落实了各项管理措施；并且公开披露与土著居民达成的正式协议。

利益相关者参与：土著居民能够通过现有的、相互认可的渠道反映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可能影响土著居民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大的不合规或

不一致，对土著居民做出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以持续的方式尊重受水电工程运行影响的土著居民的各项权利。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土著居民以自由、优先和知情的方式参与到识别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的问

题的过程中；识别过程兼顾了风险与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土著居民以自由、优先和知情的方式参与到相关措施的制定过程中，用

以解决可能会影响到土著居民的现存的和新出现问题；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虑

的；让直接受影响的土著居民可以参与到相关问题和方案的决策过程中。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抓住机会、落实相关措施，解决或正在逐步解决与水电运行无关的其它

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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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有可靠证据表明受水电工

程运行影响的区域内无土著居民，那么本评估主

题不相关。

土著居民指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群体，不

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特征：自我认同为一个特定的

本地文化团体的成员，且这一身份被他人认可；

在项目所在区域范围内，集体隶属于地理上的特

定栖息地或世代居住地，并且依附于这些地区的

自然资源；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或文化而独立的

文化习惯、经济、社会或政治体系；拥有通常与

国家或其所在地官方语言不同的土著语言。在某

些国家，需要经由特定的政府机关才能同土著居

民进行交往。

可能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最好由土著居民自

行确认，包括：水电运行及基础设施对文化习俗

影响，对传统土地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对社

区凝聚力的影响，公共卫生风险，对文化习俗的

冲击，妨碍以自然资源为依靠的生计，潜在的土

地使用冲突。

用来处理可能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的措施包

括：避免措施、保护文化习俗、土地授权和保

护、健康援助、制定水电工程运行时间表以便不

干扰民俗习惯、支持传统节日活动、提高或确保

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计的获得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

代表；水电站或公司社会问题负责人；相关政府

机构代表；独立评审员。

证据示例：对土著居民的评价报告；协商和

项目影响社区参与记录；对影响土著居民的相

关问题的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土著居

民管理计划；有关土著居民问题处理措施的协

议；监测报告。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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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2：劳工及其工作条件
本主题用于评估劳工及其工作条件，包括雇员和承包商的机会、公平、多样性、健康和安全。评估

目的是公正对待员工并保护其权益。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定期对水电工程的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要求进行评价，包括职业健康与安全问题、风险以及管理措

施，不存在显著差距；对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监测和评价；识别了劳工管理现有或新出现的问题。 

管理：制定了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政策、计划及程序，对涉及劳动管理计划中的各要素进行管理，包括承

包商、分包商和中介机构，不存在显著差距。

利益相关者参与：雇员和承包商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方面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

一致，与劳工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劳工管理政策、计划和实践同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相比不存在可识别的不一致。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识别现有或新出现的劳工管理问题是，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风险

与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

虑的。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劳工管理政策、计划和实践与国际公认的劳工权利相符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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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有可靠证据表明受水电工

程运行影响的区域内无土著居民，那么本评估主

题不相关。

土著居民指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群体，不

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特征：自我认同为一个特定的

本地文化团体的成员，且这一身份被他人认可；

在项目所在区域范围内，集体隶属于地理上的特

定栖息地或世代居住地，并且依附于这些地区的

自然资源；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或文化而独立的

文化习惯、经济、社会或政治体系；拥有通常与

国家或其所在地官方语言不同的土著语言。在某

些国家，需要经由特定的政府机关才能同土著居

民进行交往。

可能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最好由土著居民自

行确认，包括：水电运行及基础设施对文化习俗

影响，对传统土地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对社

区凝聚力的影响，公共卫生风险，对文化习俗的

冲击，妨碍以自然资源为依靠的生计，潜在的土

地使用冲突。

用来处理可能影响土著居民的问题的措施包

括：避免措施、保护文化习俗、土地授权和保

护、健康援助、制定水电工程运行时间表以便不

干扰民俗习惯、支持传统节日活动、提高或确保

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生计的获得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影响的土著居民社区

代表；水电站或公司社会问题负责人；相关政府

机构代表；独立评审员。

证据示例：对土著居民的评价报告；协商和

项目影响社区参与记录；对影响土著居民的相

关问题的反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土著居

民管理计划；有关土著居民问题处理措施的协

议；监测报告。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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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2：劳工及其工作条件
本主题用于评估劳工及其工作条件，包括雇员和承包商的机会、公平、多样性、健康和安全。评估

目的是公正对待员工并保护其权益。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定期对水电工程的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要求进行评价，包括职业健康与安全问题、风险以及管理措

施，不存在显著差距；对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进行监测和评价；识别了劳工管理现有或新出现的问题。 

管理：制定了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政策、计划及程序，对涉及劳动管理计划中的各要素进行管理，包括承

包商、分包商和中介机构，不存在显著差距。

利益相关者参与：雇员和承包商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方面问题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人力资源和劳工管理相关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

一致，与劳工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劳工管理政策、计划和实践同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相比不存在可识别的不一致。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识别现有或新出现的劳工管理问题是，广泛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风险

与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及时地向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被考

虑的。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劳工管理政策、计划和实践与国际公认的劳工权利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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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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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劳动管理计划的要素包括：人力资源政策、

员工和劳动力计划、职业健康与安全、机会平

等、员工发展与培训、申诉机制以及（适用的）

集体谈判机制。

职业健康与安全指保护员工或雇工的安全、

健康与福利，例如预防工作场所内可能由某些工

作活动直接导致的疾病或伤害。

中介机构为项目介绍工作人员的第三方，这

些工作人员在很长时间内执行与项目重要功能直

接相关的工作，或者在项目所在区域内就职。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以广阔的视角看待

相关问题；广泛收集各种数据和重要指标；关注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广泛分析与劳工及其工作

条件相关的趋势、方法、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标

准；了解相关的人权问题等。

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在“国际金融公司行为

标准2”，“国际劳动组织标准”以及在“2008

年人权大会”上John Ruggie所作的“保护、尊重

和补偿：商业和人权框架”报告中都有描述，包

括：结社自由、同工同酬权利、组织与参加集体

谈判的权利、平等工作权利、不受歧视权利、

获得公正而合理报酬的权利、废除奴役和强迫劳

动、获得安全工作环境的权利、废除童工、休息

和娱乐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家庭生活的权利。

证据应该显示相关政策和实践没有妨碍工人履行

如上权利；一致性的证据例如符合性分析。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人力资源部门职员；

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职员；项目负责人；劳动合同

负责人、项目安全负责人；员工或承包商代表；

外部专家；工会和员工代表；女性员工。

证据实例：与人力资源、雇工、承包商、平

等、职业健康与安全、劳动力计划以及申诉机制

相关的政策、计划和程序；国内和国际关于劳动

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的标准。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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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3：文化遗产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水电工程相关的文化遗产，特别指物质文化资源。评估目的是识别物质文化资

源，了解其重要性，制定相关措施解决那些特别重要的问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物质文化资源方面现有或新出现的文化遗产问题进行了识别；如果需要管理措施，则采用监测的

方法评价管理措施是否有效。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处理已识别的文化资源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文化资源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没有发现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

致，与文化遗产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水电工程运行对文化遗产的不利影响得到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和新出现的文化遗产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 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抓住机会、落实相关措施，解决或正在逐步解决与水电运行影响无关的

其它文化遗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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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在项目影

响区和水电工程运行影响区内均无物质文化资

源，则本主题不相关。 

文化遗产指某个群体或团体创造的有形物品

或无形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从前代继承，保存

于当代，并将流传后代，造福子孙。

物质文化遗产指具有考古学、古生物学、历

史、建筑学、宗教、审美或其它文化价值的可移

动或不可移动的物体、遗址、结构、建筑群、自

然地物与景观。物质文化资源可能分布在农村或

城市、地上或地下，或者水下。其文化利益可能

归属于地方、省或国家，或者属于国际社会。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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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劳动管理计划的要素包括：人力资源政策、

员工和劳动力计划、职业健康与安全、机会平

等、员工发展与培训、申诉机制以及（适用的）

集体谈判机制。

职业健康与安全指保护员工或雇工的安全、

健康与福利，例如预防工作场所内可能由某些工

作活动直接导致的疾病或伤害。

中介机构为项目介绍工作人员的第三方，这

些工作人员在很长时间内执行与项目重要功能直

接相关的工作，或者在项目所在区域内就职。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以广阔的视角看待

相关问题；广泛收集各种数据和重要指标；关注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广泛分析与劳工及其工作

条件相关的趋势、方法、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标

准；了解相关的人权问题等。

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在“国际金融公司行为

标准2”，“国际劳动组织标准”以及在“2008

年人权大会”上John Ruggie所作的“保护、尊重

和补偿：商业和人权框架”报告中都有描述，包

括：结社自由、同工同酬权利、组织与参加集体

谈判的权利、平等工作权利、不受歧视权利、

获得公正而合理报酬的权利、废除奴役和强迫劳

动、获得安全工作环境的权利、废除童工、休息

和娱乐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家庭生活的权利。

证据应该显示相关政策和实践没有妨碍工人履行

如上权利；一致性的证据例如符合性分析。

潜在的采访对象：项目人力资源部门职员；

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职员；项目负责人；劳动合同

负责人、项目安全负责人；员工或承包商代表；

外部专家；工会和员工代表；女性员工。

证据实例：与人力资源、雇工、承包商、平

等、职业健康与安全、劳动力计划以及申诉机制

相关的政策、计划和程序；国内和国际关于劳动

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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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3：文化遗产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水电工程相关的文化遗产，特别指物质文化资源。评估目的是识别物质文化资

源，了解其重要性，制定相关措施解决那些特别重要的问题。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物质文化资源方面现有或新出现的文化遗产问题进行了识别；如果需要管理措施，则采用监测的

方法评价管理措施是否有效。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处理已识别的文化资源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文化资源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没有发现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

致，与文化遗产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水电工程运行对文化遗产的不利影响得到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和新出现的文化遗产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 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抓住机会、落实相关措施，解决或正在逐步解决与水电运行影响无关的

其它文化遗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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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在项目影

响区和水电工程运行影响区内均无物质文化资

源，则本主题不相关。 

文化遗产指某个群体或团体创造的有形物品

或无形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从前代继承，保存

于当代，并将流传后代，造福子孙。

物质文化遗产指具有考古学、古生物学、历

史、建筑学、宗教、审美或其它文化价值的可移

动或不可移动的物体、遗址、结构、建筑群、自

然地物与景观。物质文化资源可能分布在农村或

城市、地上或地下，或者水下。其文化利益可能

归属于地方、省或国家，或者属于国际社会。

项
目

运
行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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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节庆、仪式、

民间传说、口头传承、戏剧等。应参照本《规

范》主题O-3“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对这些问

题进行处理。

文化遗产问题指项目开发过程中引发并且尚

未解决的问题，例如：水库淹没重要的遗址或文

物；由于施工活动对重要遗址或文物造成的损害

或破坏；由于进入通道的改变（如：新的沟渠或

具有护栏的线性基础设施，主要道路）致使无法

进入某些重要的遗址；对代表神灵的特殊遗址的

干扰等。也可能是新出现的问题，例如河岸冲刷

使得新的文物暴露，或政策、法规或标准的发展

改变处理文化遗产问题的预期。

解决文化遗产问题的措施包括文件记录与保

留记录、搬迁、建立保护区、新建通道、安抚仪

式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保护指保持安全，免受损害、腐烂、丢失、

毁坏或破坏。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以广阔的视角看待

相关问题；广泛收集各种数据；关注问题之间的

相互关系；广泛分析与文化遗产有关的趋势、方

法、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标准；从广泛的角度评

价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等。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泥沙冲刷和淤积

对重要遗产所在地的影响；承包商或民众故意毁

坏或盗窃的风险等。

文化遗产机会包括：同遗产机构合作；倡导

认识文化遗产价值的活动，如节庆、参观博物馆

或拜访专家；制定保留传统活动的计划；获得文

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津贴；展览；教育计划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环境与社会

问题负责人；地方文化遗产专家；相关政府部门

（如文物或环境部门）代表；外部专家；项目影

响社区的代表。

证据实例：文化遗产影响报告；保护计划；

利益相关者问题协商与反馈记录；遗产计划与协

议；国家与国际标准；监测和检查报告。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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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4：公共卫生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水电工程运行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评估目的是工程运行不会引起或加重任何公

共卫生问题；按照要求识别并解决与工程相关的现有或新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履行在处理公共卫生问

题方面所做的承诺。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水电工程相关的现有或新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了识别；如果需要管理措施，则采用监测的方

法评价管理措施是否有效。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处理已识别的公共卫生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公共卫生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大的不合规或不一致，

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水电工程运行对公众健康的不利影响得到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识别现有和新出现公众健康问题时，广泛考虑了公众健康系统能力、获

得健康服务的机会以及不同社区团体的健康需求、风险与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抓住机会、落实相关措施，解决或正在逐步解决与水电运行影响无关的

公共卫生的问题。

1

2

3

4

5

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本主题总是相关的，因为必须

使用本主题来识别水电工程运行相关的现有或新

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

公共卫生问题包括：虫媒病（如疟疾、血吸

虫病）；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营养不

良；心理疾病；社会福利；传统资源的损失或污

染；汞或重金属富集等。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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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节庆、仪式、

民间传说、口头传承、戏剧等。应参照本《规

范》主题O-3“环境和社会问题管理”对这些问

题进行处理。

文化遗产问题指项目开发过程中引发并且尚

未解决的问题，例如：水库淹没重要的遗址或文

物；由于施工活动对重要遗址或文物造成的损害

或破坏；由于进入通道的改变（如：新的沟渠或

具有护栏的线性基础设施，主要道路）致使无法

进入某些重要的遗址；对代表神灵的特殊遗址的

干扰等。也可能是新出现的问题，例如河岸冲刷

使得新的文物暴露，或政策、法规或标准的发展

改变处理文化遗产问题的预期。

解决文化遗产问题的措施包括文件记录与保

留记录、搬迁、建立保护区、新建通道、安抚仪

式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保护指保持安全，免受损害、腐烂、丢失、

毁坏或破坏。

广泛考虑的因素表现为：以广阔的视角看待

相关问题；广泛收集各种数据；关注问题之间的

相互关系；广泛分析与文化遗产有关的趋势、方

法、以及现有的和新兴的标准；从广泛的角度评

价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等。

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泥沙冲刷和淤积

对重要遗产所在地的影响；承包商或民众故意毁

坏或盗窃的风险等。

文化遗产机会包括：同遗产机构合作；倡导

认识文化遗产价值的活动，如节庆、参观博物馆

或拜访专家；制定保留传统活动的计划；获得文

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津贴；展览；教育计划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环境与社会

问题负责人；地方文化遗产专家；相关政府部门

（如文物或环境部门）代表；外部专家；项目影

响社区的代表。

证据实例：文化遗产影响报告；保护计划；

利益相关者问题协商与反馈记录；遗产计划与协

议；国家与国际标准；监测和检查报告。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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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4：公共卫生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水电工程运行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评估目的是工程运行不会引起或加重任何公

共卫生问题；按照要求识别并解决与工程相关的现有或新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履行在处理公共卫生问

题方面所做的承诺。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水电工程相关的现有或新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了识别；如果需要管理措施，则采用监测的方

法评价管理措施是否有效。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处理已识别的公共卫生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公共卫生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不存在重大的不合规或不一致，

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水电工程运行对公众健康的不利影响得到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识别现有和新出现公众健康问题时，广泛考虑了公众健康系统能力、获

得健康服务的机会以及不同社区团体的健康需求、风险与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抓住机会、落实相关措施，解决或正在逐步解决与水电运行影响无关的

公共卫生的问题。

1

2

3

4

5

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本主题总是相关的，因为必须

使用本主题来识别水电工程运行相关的现有或新

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

公共卫生问题包括：虫媒病（如疟疾、血吸

虫病）；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营养不

良；心理疾病；社会福利；传统资源的损失或污

染；汞或重金属富集等。

项
目

运
行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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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措施可能包括：降低蚊媒

病风险的措施；医疗用品以及疫苗的储存；健康教

育、健康意识和疾病预防的培训；水质检测等。

不同社区群体的健康需求、问题和风险与性

别、年龄、民族、对传统医药的获取和使用等相

关。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公共卫生机会包括：改善供电、清洁用水与

卫生条件；开发或更新公共卫生设施；提供设

备、培训、健康教育、免疫接种；更新服务提供

商；更新医疗技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新疫苗

或新方法；通过增加食用鱼供给而提供低价优质

的蛋白质饮食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社会问题负

责人，独立的公共卫生专家，政府卫生部门代

表；项目影响社区的代表。

证据实例：公共卫生问题和机会评价；公共

卫生管理计划；国家和国际标准；监测报告；项

目建设前后的区域统计数据。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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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5：生物多样性和入侵物种
本主题用于评估集水区、水库和下游区域的生态系统价值、栖息地和相关问题（例如濒危物种和鱼

类洄游通道），以及与水电项目运行相关的有害和入侵物种产生的潜在影响。评估目的是项目所在地区

拥有健康、功能良好和可维持的水生及陆地生态系统，并且是长期可持续的；同时对项目运行造成的生

物多样性影响管理得力；对生物多样性和入侵物种的各项措施的实施，按承诺履行。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现有或新出现的生物多样性问题进行了识别，如果需要管理措施，则采用监测的方法评价管理措

施是否有效。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处理已识别的生物多样性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生物多样性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大的不合规或不一

致，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避免、最小化、减缓或补偿了水电工程运行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并且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完成，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或新出现的生物多样性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与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影响区域拥有健康、功能良好和可维持的水生及陆地生态系统，并

且是长期可持续的；帮助解决了或正在逐步解决与项目运行影响无关的生物多样性的问题。

1

2

3

4

5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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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措施可能包括：降低蚊媒

病风险的措施；医疗用品以及疫苗的储存；健康教

育、健康意识和疾病预防的培训；水质检测等。

不同社区群体的健康需求、问题和风险与性

别、年龄、民族、对传统医药的获取和使用等相

关。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公共卫生机会包括：改善供电、清洁用水与

卫生条件；开发或更新公共卫生设施；提供设

备、培训、健康教育、免疫接种；更新服务提供

商；更新医疗技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新疫苗

或新方法；通过增加食用鱼供给而提供低价优质

的蛋白质饮食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社会问题负

责人，独立的公共卫生专家，政府卫生部门代

表；项目影响社区的代表。

证据实例：公共卫生问题和机会评价；公共

卫生管理计划；国家和国际标准；监测报告；项

目建设前后的区域统计数据。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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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5：生物多样性和入侵物种
本主题用于评估集水区、水库和下游区域的生态系统价值、栖息地和相关问题（例如濒危物种和鱼

类洄游通道），以及与水电项目运行相关的有害和入侵物种产生的潜在影响。评估目的是项目所在地区

拥有健康、功能良好和可维持的水生及陆地生态系统，并且是长期可持续的；同时对项目运行造成的生

物多样性影响管理得力；对生物多样性和入侵物种的各项措施的实施，按承诺履行。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现有或新出现的生物多样性问题进行了识别，如果需要管理措施，则采用监测的方法评价管理措

施是否有效。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处理已识别的生物多样性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生物多样性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大的不合规或不一

致，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避免、最小化、减缓或补偿了水电工程运行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并且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完成，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或新出现的生物多样性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与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影响区域拥有健康、功能良好和可维持的水生及陆地生态系统，并

且是长期可持续的；帮助解决了或正在逐步解决与项目运行影响无关的生物多样性的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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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项
目

运
行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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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生物多样性问题可能包括：栖息地丧失、鱼

类洄游障碍、产卵地丧失、栖息地连通性丧失、

重要食物链物种减少或丧失、湿地丧失、重要物

种的偷猎、捕猎或过度开发、杂草或有害物种引

入等。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可能包括：流域保

护、建立保护区、保护和改善栖息地、物种管理

计划、迁移、栖息地修复、建立新的栖息地、管

理下泄流量等。水生物种迁移通道的处理措施包

括：鱼梯、升鱼机、捕捞与放流计划、鱼苗场、

种群恢复计划、鱼类绕过水轮机进入下游通道

的机制、辅助措施（水化学，运行条件）等。入

侵物种的处理措施包括：为有害物种进入设置障

碍、污染控制、物理移除或抑制、化学处理、库

区水体滞留时间、管理下泄流量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对于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补偿，可采用制定补

偿方案或扶持补偿方案的方式。补偿指针对项目

开发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显著不利影响，设

计行动予以补偿而取得的可度量的保护成果，以

及在采取了适当的避免、最小化与恢复措施之后

的持续维持。一般来说，以上不会发生在项目区

内。

生物多样性机会包括：与野生动物保护团体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加入流域管理委员会和流域

管理项目；关于鱼类洄游通道或产卵地的联合调

查；雇佣或与地方社区配合巡逻保护区；开办企

业经营非木材森林资源；能力建设和教育；创办

生态旅游企业；建立鸟类和水禽保护区；建立鱼

类保护区；湿地保护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环境问题负

责人；水生与陆地生态学专家；鱼道设计工程

师；相关政府部门代表（例如渔业、野生动物、

环境，森林）；地方社区代表；独立专家。

证据实例：陆地生物多样性评价；水生生物

多样性评价；鱼类研究；过鱼设施技术可行性评

价；第三方评审报告；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入

侵物种管理计划；承诺与协议；根据从地方社区

获得的关于捕鱼和非木材林产品的基线数据对经

济与生计进行价值估算；监测报告。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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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6：泥沙冲刷和淤积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水电工程运行相关的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的管理。评估目的是水电工程运行导致

的泥沙冲刷和淤积得到负责任的管理，不会影响其它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的实现；识别并管理可能影

响水电工程运行的外部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与泥沙冲淤有关的各项措施的实施，按承诺履行。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现有或新出现的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进行了识别，如果需要管理措施，则采用监测的方法评价管

理措施是否有效。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处理已识别的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大的不合规或不

一致，与泥沙冲淤相关的承诺已经或即将兑现。

成果：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得到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或新出现的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与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水电工程运行相关的泥沙冲刷和淤积不会影响工程和项目影响区内其

它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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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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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生物多样性问题可能包括：栖息地丧失、鱼

类洄游障碍、产卵地丧失、栖息地连通性丧失、

重要食物链物种减少或丧失、湿地丧失、重要物

种的偷猎、捕猎或过度开发、杂草或有害物种引

入等。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可能包括：流域保

护、建立保护区、保护和改善栖息地、物种管理

计划、迁移、栖息地修复、建立新的栖息地、管

理下泄流量等。水生物种迁移通道的处理措施包

括：鱼梯、升鱼机、捕捞与放流计划、鱼苗场、

种群恢复计划、鱼类绕过水轮机进入下游通道

的机制、辅助措施（水化学，运行条件）等。入

侵物种的处理措施包括：为有害物种进入设置障

碍、污染控制、物理移除或抑制、化学处理、库

区水体滞留时间、管理下泄流量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用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对于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补偿，可采用制定补

偿方案或扶持补偿方案的方式。补偿指针对项目

开发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显著不利影响，设

计行动予以补偿而取得的可度量的保护成果，以

及在采取了适当的避免、最小化与恢复措施之后

的持续维持。一般来说，以上不会发生在项目区

内。

生物多样性机会包括：与野生动物保护团体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加入流域管理委员会和流域

管理项目；关于鱼类洄游通道或产卵地的联合调

查；雇佣或与地方社区配合巡逻保护区；开办企

业经营非木材森林资源；能力建设和教育；创办

生态旅游企业；建立鸟类和水禽保护区；建立鱼

类保护区；湿地保护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环境问题负

责人；水生与陆地生态学专家；鱼道设计工程

师；相关政府部门代表（例如渔业、野生动物、

环境，森林）；地方社区代表；独立专家。

证据实例：陆地生物多样性评价；水生生物

多样性评价；鱼类研究；过鱼设施技术可行性评

价；第三方评审报告；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入

侵物种管理计划；承诺与协议；根据从地方社区

获得的关于捕鱼和非木材林产品的基线数据对经

济与生计进行价值估算；监测报告。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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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6：泥沙冲刷和淤积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水电工程运行相关的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的管理。评估目的是水电工程运行导致

的泥沙冲刷和淤积得到负责任的管理，不会影响其它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的实现；识别并管理可能影

响水电工程运行的外部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与泥沙冲淤有关的各项措施的实施，按承诺履行。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现有或新出现的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进行了识别，如果需要管理措施，则采用监测的方法评价管

理措施是否有效。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处理已识别的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大的不合规或不

一致，与泥沙冲淤相关的承诺已经或即将兑现。

成果：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得到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或新出现的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与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水电工程运行相关的泥沙冲刷和淤积不会影响工程和项目影响区内其

它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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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运
行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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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包括水电工程运行可能

产生的影响，以及可能影响工程本身的问题。工

程运行可能产生的影响可能包括维护工作、或水

位涨落致使水库岸线改变而引起的直接土地扰

动；水流改变引起的间接土地扰动。对问题的

识别，需要考虑水电项目导致的景观调整，尤

其是下游河道的景观调整要经过多年才能达到

新的平衡；负面影响指项目本身引起的泥沙冲

淤影响到其它领域社会、环境和/或经济目标

的实现；或者指项目外部因素引起的泥沙冲淤

影响到项目本身的社会、环境和/或经济目标

的实现。

可能影响水电工程运行的问题包括：自然的

高输沙量可能会影响水库寿命，导致水轮机磨

损，并增加对隧洞、引水渠及其它输水管道的维

护需求；其它流域活动导致滑坡或土地扰动可能

增加水库的输沙量或者给项目所依赖的运输线路

带来不利的影响等。

泥沙冲刷和淤积评价过程可以纳入其它的计

划与过程，如：基于操作目标而进行的目测。

处理泥沙冲淤问题的措施包括：流域治理，

如泥沙防治结构；水管理措施，如避免浑浊或岸

线冲刷；植树造林和植被恢复行动；土地利用管

理措施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泥沙冲刷与淤积的机会包括：与土地保护或

流域管理机构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对泥沙冲刷或

淤积管理的联合研究；新技术；受益于泥沙冲刷

和淤积风险降低的再造林碳信用额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环境负责

人；政府（如，环保部门）代表；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泥沙冲刷和淤积评价报告；泥沙

冲刷和淤积管理计划；监测报告。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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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7：水质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水电工程运行相关的水质问题的管理。评估目的是水电站的运行不会给邻近地区

的水质带来不利影响；按照要求识别与解决现有或新出现的水质问题；与水质相关的各项措施的实施，

按承诺履行。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现有或新出现的水质问题进行了识别，如果需要管理措施，则采用监测的方法评价管理措施是否

有效。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处理已识别的水质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水质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大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水

质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水电工程运行导致的水质问题得到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并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或新出现的水质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影响区的水质优良；帮助解决了或正在逐步解决与项目运行影响无

关的水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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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水电站运行阶段的水质问题包括：溶解氧降

低、水温不随季节变化、可能出现的水温分层现

象、污染物流入、营养物捕获、潜在的水华爆

发、淹没沉积物中有毒物质释放、化学物质或废

弃物泄露等。

水质评价过程可以纳入其它计划与过程，如

基于运行目标而进行的目测。

水电站运行阶段解决水质的措施可能包括：

安装曝气装置解决溶解氧的问题；水管理措施，

如足够的水循环与水体流动；植被管理以解决有

机物分解问题；处理非工程活动产生的污染物，

如污水、废弃物、污染场地等。

项
目

运
行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202

评估指南：

泥沙冲刷和淤积问题包括水电工程运行可能

产生的影响，以及可能影响工程本身的问题。工

程运行可能产生的影响可能包括维护工作、或水

位涨落致使水库岸线改变而引起的直接土地扰

动；水流改变引起的间接土地扰动。对问题的

识别，需要考虑水电项目导致的景观调整，尤

其是下游河道的景观调整要经过多年才能达到

新的平衡；负面影响指项目本身引起的泥沙冲

淤影响到其它领域社会、环境和/或经济目标

的实现；或者指项目外部因素引起的泥沙冲淤

影响到项目本身的社会、环境和/或经济目标

的实现。

可能影响水电工程运行的问题包括：自然的

高输沙量可能会影响水库寿命，导致水轮机磨

损，并增加对隧洞、引水渠及其它输水管道的维

护需求；其它流域活动导致滑坡或土地扰动可能

增加水库的输沙量或者给项目所依赖的运输线路

带来不利的影响等。

泥沙冲刷和淤积评价过程可以纳入其它的计

划与过程，如：基于操作目标而进行的目测。

处理泥沙冲淤问题的措施包括：流域治理，

如泥沙防治结构；水管理措施，如避免浑浊或岸

线冲刷；植树造林和植被恢复行动；土地利用管

理措施等。

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泥沙冲刷与淤积的机会包括：与土地保护或

流域管理机构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对泥沙冲刷或

淤积管理的联合研究；新技术；受益于泥沙冲刷

和淤积风险降低的再造林碳信用额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环境负责

人；政府（如，环保部门）代表；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泥沙冲刷和淤积评价报告；泥沙

冲刷和淤积管理计划；监测报告。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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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7：水质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水电工程运行相关的水质问题的管理。评估目的是水电站的运行不会给邻近地区

的水质带来不利影响；按照要求识别与解决现有或新出现的水质问题；与水质相关的各项措施的实施，

按承诺履行。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现有或新出现的水质问题进行了识别，如果需要管理措施，则采用监测的方法评价管理措施是否

有效。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处理已识别的水质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管理水质问题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大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水

质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水电工程运行导致的水质问题得到避免、最小化和减缓，不存在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并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或新出现的水质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和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成果：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项目影响区的水质优良；帮助解决了或正在逐步解决与项目运行影响无

关的水质问题。

1

2

3

4

5

评估指南：

水电站运行阶段的水质问题包括：溶解氧降

低、水温不随季节变化、可能出现的水温分层现

象、污染物流入、营养物捕获、潜在的水华爆

发、淹没沉积物中有毒物质释放、化学物质或废

弃物泄露等。

水质评价过程可以纳入其它计划与过程，如

基于运行目标而进行的目测。

水电站运行阶段解决水质的措施可能包括：

安装曝气装置解决溶解氧的问题；水管理措施，

如足够的水循环与水体流动；植被管理以解决有

机物分解问题；处理非工程活动产生的污染物，

如污水、废弃物、污染场地等。

项
目

运
行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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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水质机会包括：处理来自非工程活动的污染

物，例如污水、废物、污染场地；地下水的稳

定、通过复氧或温度扩散改善水质；新技术；新

的服务提供商；与社区水路健康监测群体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参加或建立流域管理团体处理流域

尺度上的水质问题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环境管理负

责人；政府（如，环保部门）代表；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水质监测报告；水质管理计划。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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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8：库区管理
本主题评估在水电工程运行期间库区内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管理。评估目的是综合考虑发电

运行、环境与社会管理要求以及相关的多目标利用等因素，使水库得到良好的管理。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现有或新出现的库区管理问题进行了识别，如果需要管理措施，则采用监测的方法评价管理措施

是否有效。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处理已识别的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库区管理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大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库区管

理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并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

存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或新出现的库区管理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与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1

2

3

4

5

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需要蓄水，则本主题相

关。

水库指任何一个用作存蓄或调控水量的人造

的池塘或湖泊。

库区指水库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的淹没地

区以及该水位线以上的陆地缓冲带。

库区管理问题包括：优化发电、维护需求、

泥石流治理（尤其在全球季风多发地带）、多用

途（如商业、休闲）、安全、洪水管理、岸线侵

蚀、水库淤积、公众进入、水质、生物多样性、

入侵物种、水传播疾病、监测等。

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可能与以下内容相关：

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多目标的考虑、利用水库

发展其它产业（如旅游、水产养殖、灌溉）或者

作为一个发展媒介（如清洁水源、渔业及其它生

计方式、改善水上运输）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相关负责

人；水电站或公司环境与社会问题负责人；地方

政府代表。

证据示例：水库运行的模拟与实际产出；环

境与社会问题管理计划方面的相关专家；水库运

行规则；水库运行的时间序列图。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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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最小化、减缓和补偿是一种简略的表

达，可以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应始终优先使用

避免或预防措施来应对不利或负面影响；当避免

措施不可行时，应尽量采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的

措施。当避免及最小化措施均不可行时，采用已

知的减缓和补偿措施应对项目的风险和影响。

水质机会包括：处理来自非工程活动的污染

物，例如污水、废物、污染场地；地下水的稳

定、通过复氧或温度扩散改善水质；新技术；新

的服务提供商；与社区水路健康监测群体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参加或建立流域管理团体处理流域

尺度上的水质问题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环境管理负

责人；政府（如，环保部门）代表；独立专家。

证据示例：水质监测报告；水质管理计划。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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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8：库区管理
本主题评估在水电工程运行期间库区内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管理。评估目的是综合考虑发电

运行、环境与社会管理要求以及相关的多目标利用等因素，使水库得到良好的管理。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现有或新出现的库区管理问题进行了识别，如果需要管理措施，则采用监测的方法评价管理措施

是否有效。

管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处理已识别的问题。

一致性/合规性：库区管理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不存在重大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库区管

理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具备，并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

存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或新出现的库区管理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与机会。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

一致性/合规性：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情形。

1

2

3

4

5

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如果需要蓄水，则本主题相

关。

水库指任何一个用作存蓄或调控水量的人造

的池塘或湖泊。

库区指水库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的淹没地

区以及该水位线以上的陆地缓冲带。

库区管理问题包括：优化发电、维护需求、

泥石流治理（尤其在全球季风多发地带）、多用

途（如商业、休闲）、安全、洪水管理、岸线侵

蚀、水库淤积、公众进入、水质、生物多样性、

入侵物种、水传播疾病、监测等。

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可能与以下内容相关：

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多目标的考虑、利用水库

发展其它产业（如旅游、水产养殖、灌溉）或者

作为一个发展媒介（如清洁水源、渔业及其它生

计方式、改善水上运输）等。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相关负责

人；水电站或公司环境与社会问题负责人；地方

政府代表。

证据示例：水库运行的模拟与实际产出；环

境与社会问题管理计划方面的相关专家；水库运

行规则；水库运行的时间序列图。

项
目

运
行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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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9：下游水文情势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相关的水电工程下游水文情势。评估目的是识别和解决水

电工程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履行下游水文情势相关的承诺。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现有或新出现的水电工程下游水文情势问题进行了识别，如果需要管理措施，则采用监测的方法

评价管理措施是否有效。

管理：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则措施能够及时落实到位处理已识别的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如果

做出了正式承诺，公开披露所做的承诺。

一致性/合规性：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则与下游水文情势相关管理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

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下游水文情势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环境目标和涉及下流水文情势的跨境协议，对需要处理的下游水文情势问题

进行识别，并做出相关承诺。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完成，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与机会。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则根

据现场调查、相关科学及其它方面的信息，对包括流量范围和变率在内的要素进行评价，以实现不同的环

境、社会和经济目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

势问题，则对下游水文情势的相关内容做成承诺，包括流量目标、水流情势的大小、范围和变化程度；监

测流量的地点；和持续的监测。

利益相关者参与：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

者就下游水文情势的评价和管理过程进行了时机恰当的双向沟通，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

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

情形。

成果：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并且已经就此做出承诺，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在当前实际条

件的约束下，实现了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之间的最优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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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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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本主题总是相关的，因为必须

使用本主题来识别项目实施期间存在或新出现的

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如果没有识别出相关问题，

则该主题依据3分说明中的“评价”标准进行评

分，并依照5分说明中的“评价”、“管理”和

“一致性/合规性”标准进行评分。如果有相关

问题存在，则其它所有评分说明都相关。 

水文情势指水电工程可能影响到多个点位的

水流情况，例如引水坝的下游、主水坝或水轮机

的下游。

现有或新出现的问题是项目泄流或管理活

动，政策改变，立法或社区预期、社区价值观改

变或下游河道利用等因素对下游的影响。

下游水文情势的描述需要结合具体的项目

环节和阶段，具体体现特定季节的最小流量和

最大流量。个别国家可能还会以法律的形式对

下游流量的要求做出规定，这种情况下，需要

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因素。如果项目

对于下游水文情势的影响范围超出了项目所在

辖区，则下游水文情势的任何影响都需要纳入

考虑。

最优的指基于协商过程的成果，环境、社会

和经济因素都考虑在内的，最适合的；（指根据

协商过程的成果，全面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要

素，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得到最佳解决；）事实

上，最适合的结果可能是某个特定的河段没有任

何流量，原因是为了保证另一个河段具有更高优

先级的目标。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负责人；水

文学专家；水电站或公司环境与社会问题负责

人；水生态学专家；独立的环境流量专家；利益

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社区的代表；下游沿岸社

区代表；政府机构代表；（如果涉及跨界河流）

下游跨界社区代表。

证据实例：下游水文情势评价；下游水文情

势规划中规定的范围、变率和核查位置；系统运

行计划；与泄流设施相关的设计文件；协商记

录及利益相关者参与记录；利益相关者问题反

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承诺与协议；监测

报告。

项
目

运
行

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且仅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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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9：下游水文情势
本主题用于评估与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相关的水电工程下游水文情势。评估目的是识别和解决水

电工程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履行下游水文情势相关的承诺。

评分：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而言，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基本良好实践的多数相关要素已经具备，但是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评价：对现有或新出现的水电工程下游水文情势问题进行了识别，如果需要管理措施，则采用监测的方法

评价管理措施是否有效。

管理：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则措施能够及时落实到位处理已识别的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如果

做出了正式承诺，公开披露所做的承诺。

一致性/合规性：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则与下游水文情势相关管理的过程和目标已经实现或

即将实现，不存在重要的不合规或不一致，与下游水文情势相关的承诺已经兑现或即将兑现。

成果：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环境目标和涉及下流水文情势的跨境协议，对需要处理的下游水文情势问题

进行识别，并做出相关承诺。

基本良好实践的所有相关要素已经完成，且有一处或多处超越，但是对照已证实的最佳实践的要求，仍存

在一处或多处显著差距。

评价：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问题的识别考虑了风险与机会。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则根

据现场调查、相关科学及其它方面的信息，对包括流量范围和变率在内的要素进行评价，以实现不同的环

境、社会和经济目标。

管理：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

势问题，则对下游水文情势的相关内容做成承诺，包括流量目标、水流情势的大小、范围和变化程度；监

测流量的地点；和持续的监测。

利益相关者参与：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

者就下游水文情势的评价和管理过程进行了时机恰当的双向沟通，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现有渠道反映问题

并获得反馈。

一致性/合规性：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没有不合规或不一致的

情形。

成果：如果需要解决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并且已经就此做出承诺，在基本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在当前实际条

件的约束下，实现了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之间的最优化。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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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南：

主题相关性：本主题总是相关的，因为必须

使用本主题来识别项目实施期间存在或新出现的

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如果没有识别出相关问题，

则该主题依据3分说明中的“评价”标准进行评

分，并依照5分说明中的“评价”、“管理”和

“一致性/合规性”标准进行评分。如果有相关

问题存在，则其它所有评分说明都相关。 

水文情势指水电工程可能影响到多个点位的

水流情况，例如引水坝的下游、主水坝或水轮机

的下游。

现有或新出现的问题是项目泄流或管理活

动，政策改变，立法或社区预期、社区价值观改

变或下游河道利用等因素对下游的影响。

下游水文情势的描述需要结合具体的项目

环节和阶段，具体体现特定季节的最小流量和

最大流量。个别国家可能还会以法律的形式对

下游流量的要求做出规定，这种情况下，需要

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因素。如果项目

对于下游水文情势的影响范围超出了项目所在

辖区，则下游水文情势的任何影响都需要纳入

考虑。

最优的指基于协商过程的成果，环境、社会

和经济因素都考虑在内的，最适合的；（指根据

协商过程的成果，全面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要

素，下游水文情势问题得到最佳解决；）事实

上，最适合的结果可能是某个特定的河段没有任

何流量，原因是为了保证另一个河段具有更高优

先级的目标。

潜在的采访对象：水电站或公司负责人；水

文学专家；水电站或公司环境与社会问题负责

人；水生态学专家；独立的环境流量专家；利益

相关者代表；项目影响社区的代表；下游沿岸社

区代表；政府机构代表；（如果涉及跨界河流）

下游跨界社区代表。

证据实例：下游水文情势评价；下游水文情

势规划中规定的范围、变率和核查位置；系统运

行计划；与泄流设施相关的设计文件；协商记

录及利益相关者参与记录；利益相关者问题反

馈记录；第三方评审报告；承诺与协议；监测

报告。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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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附加效益（Additional Benefits）：指项目为所在地区带

来的效益。

问责（Accountability）：个人、公司或机构对自身行动

负责、承担责任、并以透明方式公开结果的义务。

负有责任的（Accountable）：对某人或某项行动负责任

或义务的。

充足的（Adequate）：充分或足以满足要求或需要。 

协议（Agreement）：个人、群体或实体间就从事某项经营

或行动而达成的被记录下来的协定。它可被纳入谅解备忘录、会

议纪要、意向书、联合原则声明、合同、经营许可证等。

适当的（Appropriate）：对特定的人、条件、场合、地点

而言是合适的，匹配的，满足已识别的需要或要求的。

基线（Baseline）：一套为后续比较提供基准的测量值、

统计数据或条件。基线指项目发生之前的条件，早于项目启

动，对应项目发生后的变化并使其具可比性。对运行中的水电

项目而言，如果项目发生前的基线不存在，则视现状为基线。

承诺（Commitment）：对执行、交付或避免做某事而做

出的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或诺言。

社区群体（Community Groups)：居住在较大区域内、具

有共同特征或利益的一群人。界定这些群体有多种不同方法，

应采用对项目有意义的方法。例如，可界定包含如下群体：城

镇居民、农村居民、土著居民、少数民族、有共同职业或宗教

信仰的人、残疾人、老年人、文盲、女性、男性、儿童等。

合规性（Compliance）：遵守法律要求、政策和公开承

诺。

全面的（Comprehensive）：考虑和处理所有相关要素。

一致性（Conformance）：说明项目执行措施与最新计划

之间的一致程度。

同意书（Consent）：由社团领导人或受影响社团授权的

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和做法的基础上，

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的协议书。

腐败（Corruption）：缺乏诚信（尤其易于行贿受贿）；

利用职务收受不正当财物。

可信的（Credible）：可被信任的；有道理的；值得信赖

的；真实可靠的。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某个群体或团体创造的

有形物品或无形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从前代继承，保存于当

代，并将流传后代，造福子孙。

累积影响（Cumulative Impacts）：当项目与过去、现在

和未来可预见的其它活动进行叠加时对环境产生的增量影响。

在评价累积影响的效应时，应考虑到水资源、生态系统及受影

响社区容纳这些影响的承载力。应界定合理的评价范围。

欺骗（Deception）：被欺骗的事实或状态；被给定理由

使之相信非真实的信息；被误导。

开发商（Developer）：投资水电项目进行开发的主导实

体或实体联合体。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D i r e c t l y  A f f e c t e d 

Stakeholder）：拥有重要的权利、风险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可能处于项目影响区的内部（如，项目影响社区）或外部

（如，政府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代表或投资伙伴）。

披露（Disc l osu re）：让公众获知（参见“公开披

露”）。

经济迁移（Economic Displacement）：由于如下原因造

成的资产、资产获取渠道、收入来源、生计手段的丧失：（1） 

土地征用；（2）土地使用或使用权的变化；3）土地使用或自

然资源使用权（包括水资源、法定公园、保护区或限制进入区

如水库集水区的利用）受限；（4）环境变化导致的健康忧虑或

生计影响。上述丧失或限制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永久的

或暂时的，经济迁移均适用。

有效的（Effective）：产生或能够产生计划、预期或希望

的效果。

参与其中（Engaged）：互动，通常通过协商过程实现。

公正的（Equitable）：公平、公正或中立的。

证据（Evidence）：被审核者提供给评估员用来验证是

否满足某个标准或达到何种满足程度的证据。证据可以是定性

或定量信息、记录或事实陈述，口头或书面形式均可。证据应

是可获得的或可再现的；不受情感或偏见影响；是通过观察、

测量、文件、测试或其它方法获得的事实；实际存在；可再现

的；客观且可验证的。

专家（Expert）：经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

专业技能或知识的人。

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就某项活动对男性和女

性及性别关系的影响进行评价的过程。该过程可被用来确保：

开发活动不会使男性和女性的利益受损，增强活动的可持续性和

有效性，或者对性别敏感计划进行评价、能力建设和做出承诺。

管理机制（Governance）：通知、指导、管理和监测项目

活动以实现目标的过程和结构的结合。

申诉机制（Grievance Mechanisms）：利益相关者提出关

切问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踪和反

馈的项目程序。 

人权（Human Rights）：全人类都被赋予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包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并且被载

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宣言中。

水文资源（Hydrological Resource）：流入项目的水资

源。

影响（Impact）：某项行动或事件的后果或效果；判定某

一影响的消极或积极程度取决于背景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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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审（Independent Review）：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

从项目利润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

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s）：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

化群体，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特征：自我认同为一个特定的本

地文化团体的成员，且这一身份被他人认可；在项目所在区域

范围内，集体隶属于地理上的特定栖息地或世代居住地以及栖

息地及居住地内的自然资源；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或文化而独

立的文化习惯、经济、社会或政治体系；拥有通常与国家或其

所在地官方语言不同的土著语言。

综合的（Integrated）：合并、散布、包含在某物中。

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推动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相关资源协调发展

与管理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公正的方式使经济与社会福利最

大化，但不损害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中介机构（Intermediaries）：为项目介绍工作人员的第三

方，这些工作人员在很长时间内执行与项目重要功能直接相关

的工作，或者在项目所在区域内就职。

入侵物种（Invasive Species）：某个地区非自然生长的

物种，其引入会危害或可能危害当地的经济、环境或人类健

康。

土地复原（Land Rehabilitation）：土地受项目实施的扰

乱或破坏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过程。

遗留问题（Legacy Issues）：以往项目未减缓或未以相

当的物品或服务予以补偿的影响，或者现有（现存）项目中长

期存在的问题，或者新项目所在地内存在的既有问题。

生计（Livelihood）：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

产（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

生活水平（Living Standards）：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

品的可获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平；衡

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入、储蓄、职业、

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

务、教育服务、交通等。

地方的（Local）：指一个国家疆域内的行政区划（如：

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有关的）。

长期（Long-Term）：水电项目的计划寿命。

维护（Maintenance）：指使某物保持正常状态所做的工

作；维持。

管理计划（Management Plan）：管理计划指管理某个

特定项目事项的参考工具，并为该事项确立“原因、内容、方

式、对象、数量和时间”。

管理体制（Management System）：用于保证组织完成其

目标所要求的所有任务的过程和程序框架。

最大化的（Max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

围内最大效果的。

最小化的（Min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围

内最小效果的。

减缓（Mitigation）：消极影响的缓和、减弱和/或减轻。

不合规性（Non-Compliance）：未满足法律、许可证、

合同或执照中规定的义务。

不一致性（Non-Conformance）：未能实现管理计划中的

目的与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公开或未公开的承诺，但并不具

有法律约束力，不承担违约法律责任。

非关键的（Non-Critical）：对于某事是否合适、充分和

/或有效而言不是必不可少的。

职业健康与安全（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指保护员工或雇员的安全、健康与福利，例如，预防工作场所

内可能由某些工作活动直接导致的疾病或伤害。

补偿（Offset）：针对项目开发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方面

的显著不利影响，设计行动予以补偿而取得的可度量的保护成

果，以及在采取了适当的避免、最小化与恢复措施之后的持续

维持。一般来说，以上不会发生在项目区内。

最优的（Optimal）：基于协商过程的成果，所有因素都

被考虑在内，最适合的。

优化过程（Optimisation Process）：从备选方案中选择

最适合方案的过程。

未解决的（Outstanding）：未安置或没有解决的。

计划（Plans）：针对某个已识别问题的管理措施，该问

题可能被或未被正式纳入业务管理计划中。计划可以包括拟定

安排的文件，比如，根据会议达成的下一步行动方案的协议。

计划也可以是开发商、业主或运营商、相关政府机构、或者那

些对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负有主要责任的其它机构的计划。同

样，计划也可以是负责实施的承包商的计划。

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指由于政府政策变化、政府

禁止商品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干涉、

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商、企业与政府所要面

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能力丧失风险。

可行的（Practicable）：能够在现有条件和环境下实现的。

过程（Process）：一系列行动、变化或功能导致的一个

结果。 

采购（Procurement）：为了使水电项目或运行设施直接受益或

投入使用，以合理的时间、地点、渠道、数量和质量，以及最适宜

的价格，获得产品和/或服务的行为，一般通过签订合同实现。

方案（Programme）：与水电开发方案有关，包含项目的

所有组成部分（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务和采购，

以及沟通等）。

项目影响区（Project-Affected Area）：集水区、水库

和项目选址下游、相关水坝，及任何相关设施建设（例如，公

路、输电线、采石场、施工营地、安置区等）的影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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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效益（Additional Benefits）：指项目为所在地区带

来的效益。

问责（Accountability）：个人、公司或机构对自身行动

负责、承担责任、并以透明方式公开结果的义务。

负有责任的（Accountable）：对某人或某项行动负责任

或义务的。

充足的（Adequate）：充分或足以满足要求或需要。 

协议（Agreement）：个人、群体或实体间就从事某项经营

或行动而达成的被记录下来的协定。它可被纳入谅解备忘录、会

议纪要、意向书、联合原则声明、合同、经营许可证等。

适当的（Appropriate）：对特定的人、条件、场合、地点

而言是合适的，匹配的，满足已识别的需要或要求的。

基线（Baseline）：一套为后续比较提供基准的测量值、

统计数据或条件。基线指项目发生之前的条件，早于项目启

动，对应项目发生后的变化并使其具可比性。对运行中的水电

项目而言，如果项目发生前的基线不存在，则视现状为基线。

承诺（Commitment）：对执行、交付或避免做某事而做

出的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或诺言。

社区群体（Community Groups)：居住在较大区域内、具

有共同特征或利益的一群人。界定这些群体有多种不同方法，

应采用对项目有意义的方法。例如，可界定包含如下群体：城

镇居民、农村居民、土著居民、少数民族、有共同职业或宗教

信仰的人、残疾人、老年人、文盲、女性、男性、儿童等。

合规性（Compliance）：遵守法律要求、政策和公开承

诺。

全面的（Comprehensive）：考虑和处理所有相关要素。

一致性（Conformance）：说明项目执行措施与最新计划

之间的一致程度。

同意书（Consent）：由社团领导人或受影响社团授权的

代表方，在时间充裕并符合文化传统、习俗和做法的基础上，

通过独立和自主决策过程签订的协议书。

腐败（Corruption）：缺乏诚信（尤其易于行贿受贿）；

利用职务收受不正当财物。

可信的（Credible）：可被信任的；有道理的；值得信赖

的；真实可靠的。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某个群体或团体创造的

有形物品或无形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从前代继承，保存于当

代，并将流传后代，造福子孙。

累积影响（Cumulative Impacts）：当项目与过去、现在

和未来可预见的其它活动进行叠加时对环境产生的增量影响。

在评价累积影响的效应时，应考虑到水资源、生态系统及受影

响社区容纳这些影响的承载力。应界定合理的评价范围。

欺骗（Deception）：被欺骗的事实或状态；被给定理由

使之相信非真实的信息；被误导。

开发商（Developer）：投资水电项目进行开发的主导实

体或实体联合体。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D i r e c t l y  A f f e c t e d 

Stakeholder）：拥有重要的权利、风险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可能处于项目影响区的内部（如，项目影响社区）或外部

（如，政府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代表或投资伙伴）。

披露（Disc l osu re）：让公众获知（参见“公开披

露”）。

经济迁移（Economic Displacement）：由于如下原因造

成的资产、资产获取渠道、收入来源、生计手段的丧失：（1） 

土地征用；（2）土地使用或使用权的变化；3）土地使用或自

然资源使用权（包括水资源、法定公园、保护区或限制进入区

如水库集水区的利用）受限；（4）环境变化导致的健康忧虑或

生计影响。上述丧失或限制不论是全部的还是局部的，永久的

或暂时的，经济迁移均适用。

有效的（Effective）：产生或能够产生计划、预期或希望

的效果。

参与其中（Engaged）：互动，通常通过协商过程实现。

公正的（Equitable）：公平、公正或中立的。

证据（Evidence）：被审核者提供给评估员用来验证是

否满足某个标准或达到何种满足程度的证据。证据可以是定性

或定量信息、记录或事实陈述，口头或书面形式均可。证据应

是可获得的或可再现的；不受情感或偏见影响；是通过观察、

测量、文件、测试或其它方法获得的事实；实际存在；可再现

的；客观且可验证的。

专家（Expert）：经过某一学科的长期学习及训练而具备

专业技能或知识的人。

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就某项活动对男性和女

性及性别关系的影响进行评价的过程。该过程可被用来确保：

开发活动不会使男性和女性的利益受损，增强活动的可持续性和

有效性，或者对性别敏感计划进行评价、能力建设和做出承诺。

管理机制（Governance）：通知、指导、管理和监测项目

活动以实现目标的过程和结构的结合。

申诉机制（Grievance Mechanisms）：利益相关者提出关

切问题、进行申诉、合法投诉的过程，及对申诉进行追踪和反

馈的项目程序。 

人权（Human Rights）：全人类都被赋予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包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并且被载

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宣言中。

水文资源（Hydrological Resource）：流入项目的水资

源。

影响（Impact）：某项行动或事件的后果或效果；判定某

一影响的消极或积极程度取决于背景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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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审（Independent Review）：未被项目雇佣且不以

从项目利润中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的专家评审。

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s）：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文

化群体，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特征：自我认同为一个特定的本

地文化团体的成员，且这一身份被他人认可；在项目所在区域

范围内，集体隶属于地理上的特定栖息地或世代居住地以及栖

息地及居住地内的自然资源；具有区别于主流社会或文化而独

立的文化习惯、经济、社会或政治体系；拥有通常与国家或其

所在地官方语言不同的土著语言。

综合的（Integrated）：合并、散布、包含在某物中。

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推动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相关资源协调发展

与管理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公正的方式使经济与社会福利最

大化，但不损害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中介机构（Intermediaries）：为项目介绍工作人员的第三

方，这些工作人员在很长时间内执行与项目重要功能直接相关

的工作，或者在项目所在区域内就职。

入侵物种（Invasive Species）：某个地区非自然生长的

物种，其引入会危害或可能危害当地的经济、环境或人类健

康。

土地复原（Land Rehabilitation）：土地受项目实施的扰

乱或破坏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过程。

遗留问题（Legacy Issues）：以往项目未减缓或未以相

当的物品或服务予以补偿的影响，或者现有（现存）项目中长

期存在的问题，或者新项目所在地内存在的既有问题。

生计（Livelihood）：指作为谋生手段应具备的能力、资

产（物品、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活动。

生活水平（Living Standards）：通过商品、服务及奢侈

品的可获得性来衡量个人、群体或者国家的物质享受水平；衡

量家庭生活质量的指标；例如：消费、收入、储蓄、职业、

健康、教育、营养、住房、用电、清洁饮用水、卫生、卫生服

务、教育服务、交通等。

地方的（Local）：指一个国家疆域内的行政区划（如：

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有关的）。

长期（Long-Term）：水电项目的计划寿命。

维护（Maintenance）：指使某物保持正常状态所做的工

作；维持。

管理计划（Management Plan）：管理计划指管理某个

特定项目事项的参考工具，并为该事项确立“原因、内容、方

式、对象、数量和时间”。

管理体制（Management System）：用于保证组织完成其

目标所要求的所有任务的过程和程序框架。

最大化的（Max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

围内最大效果的。

最小化的（Minimised）：考虑所有约束后，达到可行范围

内最小效果的。

减缓（Mitigation）：消极影响的缓和、减弱和/或减轻。

不合规性（Non-Compliance）：未满足法律、许可证、

合同或执照中规定的义务。

不一致性（Non-Conformance）：未能实现管理计划中的

目的与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公开或未公开的承诺，但并不具

有法律约束力，不承担违约法律责任。

非关键的（Non-Critical）：对于某事是否合适、充分和

/或有效而言不是必不可少的。

职业健康与安全（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指保护员工或雇员的安全、健康与福利，例如，预防工作场所

内可能由某些工作活动直接导致的疾病或伤害。

补偿（Offset）：针对项目开发引起的生物多样性方面

的显著不利影响，设计行动予以补偿而取得的可度量的保护成

果，以及在采取了适当的避免、最小化与恢复措施之后的持续

维持。一般来说，以上不会发生在项目区内。

最优的（Optimal）：基于协商过程的成果，所有因素都

被考虑在内，最适合的。

优化过程（Optimisation Process）：从备选方案中选择

最适合方案的过程。

未解决的（Outstanding）：未安置或没有解决的。

计划（Plans）：针对某个已识别问题的管理措施，该问

题可能被或未被正式纳入业务管理计划中。计划可以包括拟定

安排的文件，比如，根据会议达成的下一步行动方案的协议。

计划也可以是开发商、业主或运营商、相关政府机构、或者那

些对可持续性评估主题负有主要责任的其它机构的计划。同

样，计划也可以是负责实施的承包商的计划。

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指由于政府政策变化、政府

禁止商品进口、强制征用或没收、货币不可兑换、政治干涉、

政府不稳定性、或者战争导致的，投资商、企业与政府所要面

临的财务损失风险或经营能力丧失风险。

可行的（Practicable）：能够在现有条件和环境下实现的。

过程（Process）：一系列行动、变化或功能导致的一个

结果。 

采购（Procurement）：为了使水电项目或运行设施直接受益或

投入使用，以合理的时间、地点、渠道、数量和质量，以及最适宜

的价格，获得产品和/或服务的行为，一般通过签订合同实现。

方案（Programme）：与水电开发方案有关，包含项目的

所有组成部分（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务和采购，

以及沟通等）。

项目影响区（Project-Affected Area）：集水区、水库

和项目选址下游、相关水坝，及任何相关设施建设（例如，公

路、输电线、采石场、施工营地、安置区等）的影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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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社区（Project Affected Communities）：居住

在项目影响区内的各种居民形成的互相影响的人群，他们受到

来自水电项目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项目集水区（Project Catchment）：其径流流入项目水

库的那部分流域，径流最终流经电站水轮机，或经大坝泄流进

入下游河流。

项目组成部分（Project Components）：整个水电开发方

案的组成部分，包括设计、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

务、沟通以及采购。

项目土地（Project Lands）：项目所拥有、使用和/或影

响的土地。

保护（Protection）：保持安全，免受损害、腐烂、丢

失、破坏或毁坏。

公开披露（Publicly Disclosed）：告知公众已经做出或

完成相关协议、承诺、评价、管理计划或重要报告，自愿（例

如，网站发布）或应要求及时让公众获知。

修复（Refurbishment）：复原至其原来的良好状态。

区域的（Regional）：指在国际背景下的超国家实体。本

《规范》用“地方（local）”这个名称指代一个国家疆域内的

行政区划（如：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相关的）。

相关的（Relevant）：与某个评估主题直接相关的、有联

系的、适用的、通用的或有关的。在本《规范》中，根据项目

自身的考虑因素与分析确定相关性。项目代表提出是否相关并

提供证据支持，如管理机构的支持；评估员则审核证据以确认

其相关性。  

水库（Reservoir）：任何一个用作存蓄或调控水量的人造

的池塘或湖泊。

库区（Reservoir Area）：指水库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

的淹没地区，以及该水位线以上的陆地缓冲带。

移民安置（Resettlement）：受项目影响，迁移人群无法

在原居住地居住，而搬至另一个地方居住的过程。

移民（Resettlees）：指那些被要求重新定居的人群，既

包括拥有正式的法定权利、习俗或传统权利的人群，也包括那

些没有土地权利的人群。

流域（River Basin）：某一河流及其全部支流的汇流地

区。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Resettlement Action Plan）：指

为识别解决移民安置问题的行动而专门编汇的一份文件或一系

列文件。该文件主要包括：识别重新安置人群；移民的社会、

经济基线；即将实施的移民安置措施，包括辅助安置和生计扶

持；立法和补偿框架；组织角色和责任；预算分配和财务管

理；时间表、目的和目标；申诉处理机制；监测、报告和评审

的提供；围绕协商、参与和信息交换达成共识。

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研究项目表现如何

随着项目的关键基础假设的改变而变化。

短期（Short-Term）：日常运营。

重大的（Significant）：在影响或结果上重要，或相对较

大的。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水电项目和关联活动关乎

其利益、使其牵涉其中或受其影响的人。

利益相关者群体（Stakeholder Group）：拥有共同特征

或利益的一群利益相关者。

战略符合性（Strategic Fit）：通过方案评估和其它相关

的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多国家政策与计划，提出优先事项与

目标，进而识别出的项目与地方、国家、区域的需求之间的协

调性。

合适的（Suitable）：对预期的目的、条件或场合而言，

是适宜的。

及时的（Timely）：发生在合适的或恰当的时间。

跨界协议（Transboundary Agreements）：沿岸国家之

间签订的关于参与方如何利用共享水资源的协议，以及如何保

持这些协议的过程。

透明的/透明度（Transparent / Transparency）：向公

众公开以接受监督，公众可获知，和/或应要求可供公众查阅

或向公众披露。

升级（Upgrade）：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等级或标准。

社会弱势群体（Vulnerable Social Groups）：被边缘化

或贫困化，且承受变化的能力和手段非常有限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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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及《项目运行》评估工具采用的分级评价方法可由表1阐述。该表列出了6个评价指标在5个

不同得分水平的特征。《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及《项目运行》评估工具中的评分说明，采用表1所列方法作为指导。不

过表1并不是评分基础，充足的信息通常应在评估主题页中获得。但是，在评估过程中，当主题页中的评分说明或评估指南的

信息不足时，评估员可参照此表评分。评估过程中，如果对“评价”、“管理”、“利益相关者参与”是否满足基本良好实践

存有疑问时，表1将会有所帮助。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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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社区（Project Affected Communities）：居住

在项目影响区内的各种居民形成的互相影响的人群，他们受到

来自水电项目准备、实施和运行阶段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项目集水区（Project Catchment）：其径流流入项目水

库的那部分流域，径流最终流经电站水轮机，或经大坝泄流进

入下游河流。

项目组成部分（Project Components）：整个水电开发方

案的组成部分，包括设计、施工、环境、社会、移民安置、财

务、沟通以及采购。

项目土地（Project Lands）：项目所拥有、使用和/或影

响的土地。

保护（Protection）：保持安全，免受损害、腐烂、丢

失、破坏或毁坏。

公开披露（Publicly Disclosed）：告知公众已经做出或

完成相关协议、承诺、评价、管理计划或重要报告，自愿（例

如，网站发布）或应要求及时让公众获知。

修复（Refurbishment）：复原至其原来的良好状态。

区域的（Regional）：指在国际背景下的超国家实体。本

《规范》用“地方（local）”这个名称指代一个国家疆域内的

行政区划（如：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相关的）。

相关的（Relevant）：与某个评估主题直接相关的、有联

系的、适用的、通用的或有关的。在本《规范》中，根据项目

自身的考虑因素与分析确定相关性。项目代表提出是否相关并

提供证据支持，如管理机构的支持；评估员则审核证据以确认

其相关性。  

水库（Reservoir）：任何一个用作存蓄或调控水量的人造

的池塘或湖泊。

库区（Reservoir Area）：指水库蓄水量达到最高蓄水位

的淹没地区，以及该水位线以上的陆地缓冲带。

移民安置（Resettlement）：受项目影响，迁移人群无法

在原居住地居住，而搬至另一个地方居住的过程。

移民（Resettlees）：指那些被要求重新定居的人群，既

包括拥有正式的法定权利、习俗或传统权利的人群，也包括那

些没有土地权利的人群。

流域（River Basin）：某一河流及其全部支流的汇流地

区。

移民安置行动计划（Resettlement Action Plan）：指

为识别解决移民安置问题的行动而专门编汇的一份文件或一系

列文件。该文件主要包括：识别重新安置人群；移民的社会、

经济基线；即将实施的移民安置措施，包括辅助安置和生计扶

持；立法和补偿框架；组织角色和责任；预算分配和财务管

理；时间表、目的和目标；申诉处理机制；监测、报告和评审

的提供；围绕协商、参与和信息交换达成共识。

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研究项目表现如何

随着项目的关键基础假设的改变而变化。

短期（Short-Term）：日常运营。

重大的（Significant）：在影响或结果上重要，或相对较

大的。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水电项目和关联活动关乎

其利益、使其牵涉其中或受其影响的人。

利益相关者群体（Stakeholder Group）：拥有共同特征

或利益的一群利益相关者。

战略符合性（Strategic Fit）：通过方案评估和其它相关

的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多国家政策与计划，提出优先事项与

目标，进而识别出的项目与地方、国家、区域的需求之间的协

调性。

合适的（Suitable）：对预期的目的、条件或场合而言，

是适宜的。

及时的（Timely）：发生在合适的或恰当的时间。

跨界协议（Transboundary Agreements）：沿岸国家之

间签订的关于参与方如何利用共享水资源的协议，以及如何保

持这些协议的过程。

透明的/透明度（Transparent / Transparency）：向公

众公开以接受监督，公众可获知，和/或应要求可供公众查阅

或向公众披露。

升级（Upgrade）：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等级或标准。

社会弱势群体（Vulnerable Social Groups）：被边缘化

或贫困化，且承受变化的能力和手段非常有限的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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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及《项目运行》评估工具采用的分级评价方法可由表1阐述。该表列出了6个评价指标在5个

不同得分水平的特征。《项目准备》、《项目实施》及《项目运行》评估工具中的评分说明，采用表1所列方法作为指导。不

过表1并不是评分基础，充足的信息通常应在评估主题页中获得。但是，在评估过程中，当主题页中的评分说明或评估指南的

信息不足时，评估员可参照此表评分。评估过程中，如果对“评价”、“管理”、“利益相关者参与”是否满足基本良好实践

存有疑问时，表1将会有所帮助。

项
目

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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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运
行

表1  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本表概括了《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中每个评价指标的不同评分等级可能呈现的特征。

5

4

3

2

1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

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倾向于采取

相对广泛、外部的或区域的观点或视角；强调机

会；并能深入分析相关可持续性问题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可能呈现某

些较广泛的外部或区域问题；机会；可持续性问题

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

基线条件识别，包括相关问题、合理的地理覆盖范

围和数据搜集分析方法；相关组织作用与责任识

别，及法律、政策和其它要求；专业知识和地方知

识的恰当运用；合理的预算和时间跨度。

在3分等级中，评价包含的是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因

素，但倾向于采取以项目为中心的观点或视角，相对

于机会而言，更着重强调影响与风险。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一处显

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多处显

著差距。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或机会表现出良好的预测和反应；管理高层能够

对监测数据、调查情况及出现的问题做出及时、快速而有效

的决策；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承诺是公开、正式且具有法

律强制性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

承诺是公开且正式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计划的制定

与实施：汇总相关的评估和监测结果；以政策为后盾；描述

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问题所要采取的解决措施；建立目标与

目的；分配角色、责任和问责；运用适合于评估主题的专业

知识；按照实施要求分配资金，并考虑意外事件；拟定监

测、评审和报告的过程；按要求定期回顾与改进。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得分 评价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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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运
行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

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能全面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部分情况下，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

关者可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在沟通过程中识别出

的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信息，采取及时、

易获取的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能较好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就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可

持续性评估主题的有关信息，自愿进行信息

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

的）：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利益

相关者参与以合理的方式和频率在恰当的时间

与地点进行，且往往是双向的；受影响的利益

相关者的自由参与；对特殊利益相关者的关

注，包括性别、少数民族、文化敏感性、受教

育程度以及那些可能需要特别援助的人群；利

益相关者的问题得以识别、承认和反馈的机

制；重要可持续性评估主题的信息公开（在部

分情况下，可以是被要求的）。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几乎所有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未提出反

对意见。

部分情况下，关于当前评估主

题的管理措施，与利益相关者

群体已经达成正式协议或签订

了同意书。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大多数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

支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

中只有少部分人提出反对意

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普遍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中

没有多数反对的情况。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部分支

持，部分人持反对意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或

实施措施得到少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或者利

益相关者群体中大多数人提出

反对意见。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

的基础上，较之项目建

设前的状况有明显的改

善；有助于处理项目影

响范围之外的问题；能

力建设成绩突出。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

础上，对不利影响进行了

有证据的、完全的补偿；

采取一些积极的改进措

施；或者具有与项目能力

建设有关的证据。

有证据表明，在适合于

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

段的前提下，采取了避

免、减缓和最小化不利

影响的措施；公平公正

的补偿；履行义务；或

有效实施计划。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一处显著差

距，如，基线条件有所

下降。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多处显著差

距。例如，基线条件有

所下降，需延迟或难以

处理不利影响。

没有不合规或不

一致。

非 常 少 的 细 微

的 不 合 规 或 不

一 致 ， 且 易 于

弥补。

没有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一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多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利益相关者参与 利益相关者支持 结果 一致性/
   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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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运
行

表1  了解《规范》的评分方法
本表概括了《水电可持续性评估规范》中每个评价指标的不同评分等级可能呈现的特征。

5

4

3

2

1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

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倾向于采取

相对广泛、外部的或区域的观点或视角；强调机

会；并能深入分析相关可持续性问题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评价可能呈现某

些较广泛的外部或区域问题；机会；可持续性问题

间的相互关系。

合理、充分、有效的评价，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

基线条件识别，包括相关问题、合理的地理覆盖范

围和数据搜集分析方法；相关组织作用与责任识

别，及法律、政策和其它要求；专业知识和地方知

识的恰当运用；合理的预算和时间跨度。

在3分等级中，评价包含的是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因

素，但倾向于采取以项目为中心的观点或视角，相对

于机会而言，更着重强调影响与风险。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一处显

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评价过程存在多处显

著差距。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或机会表现出良好的预测和反应；管理高层能够

对监测数据、调查情况及出现的问题做出及时、快速而有效

的决策；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承诺是公开、正式且具有法

律强制性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管理计划和过程能够对新

出现的问题和机会进行预测和反应；计划中如果有承诺，则

承诺是公开且正式的。

合理、充分、有效的管理过程，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的）计划的制定

与实施：汇总相关的评估和监测结果；以政策为后盾；描述

与评估主题最相关的问题所要采取的解决措施；建立目标与

目的；分配角色、责任和问责；运用适合于评估主题的专业

知识；按照实施要求分配资金，并考虑意外事件；拟定监

测、评审和报告的过程；按要求定期回顾与改进。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管理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得分 评价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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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运
行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不存在明显需要改善之处。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与直接受影响的

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是广泛而深入的；能全面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部分情况下，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

关者可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在沟通过程中识别出

的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信息，采取及时、

易获取的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只有很少的细微差距。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础上，能较好地向

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反馈其反映的问题是如

何被考虑的；就高度关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可

持续性评估主题的有关信息，自愿进行信息

公开。

合理、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

没有显著差距。

通常包括（适合于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段

的）：直接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利益

相关者参与以合理的方式和频率在恰当的时间

与地点进行，且往往是双向的；受影响的利益

相关者的自由参与；对特殊利益相关者的关

注，包括性别、少数民族、文化敏感性、受教

育程度以及那些可能需要特别援助的人群；利

益相关者的问题得以识别、承认和反馈的机

制；重要可持续性评估主题的信息公开（在部

分情况下，可以是被要求的）。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一处显著差距。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分)，利益相关者参与

过程存在多处显著差距。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几乎所有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未提出反

对意见。

部分情况下，关于当前评估主

题的管理措施，与利益相关者

群体已经达成正式协议或签订

了同意书。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大多数直接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

支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

中只有少部分人提出反对意

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普遍支

持，或者利益相关者群体中

没有多数反对的情况。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

或实施措施得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部分支

持，部分人持反对意见。

当前评估主题的评价、计划或

实施措施得到少数直接受影响

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或者利

益相关者群体中大多数人提出

反对意见。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

的基础上，较之项目建

设前的状况有明显的改

善；有助于处理项目影

响范围之外的问题；能

力建设成绩突出。

在基本良好实践(3分)的基

础上，对不利影响进行了

有证据的、完全的补偿；

采取一些积极的改进措

施；或者具有与项目能力

建设有关的证据。

有证据表明，在适合于

评估主题和生命周期阶

段的前提下，采取了避

免、减缓和最小化不利

影响的措施；公平公正

的补偿；履行义务；或

有效实施计划。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一处显著差

距，如，基线条件有所

下降。

相对于基本良好实践(3

分)，存在多处显著差

距。例如，基线条件有

所下降，需延迟或难以

处理不利影响。

没有不合规或不

一致。

非 常 少 的 细 微

的 不 合 规 或 不

一 致 ， 且 易 于

弥补。

没有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一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多处显著的不合

规或不一致。

利益相关者参与 利益相关者支持 结果 一致性/
   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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