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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富

｛水相安全法律框架〉（原文也 REGULATO盯 FRAME

WORKS FOR D灿ti SAFETY - A Compa剧的 Study）…书是为

留答人们日益关注的7j(坝安全问题部梅思擒写的。全世界有为

L’ 数众多的水坝， 7j(坝的安全运衍与社会、袭至济和环境患患相关。其
失事可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嚼，包括大主运人员伤亡。对拥有许多

水项的商家而苔， 7主理安全问题非常重要。

世界银行很毕就认识如这个问题的重资性程关联性。
1977 年，就出版了业务手册条例（OMS)3.80（水坝安全》。该条锁i
唠确指出，不i它是自然因素还是设计不到，水坝一旦失事，都会导

致灾难性后果，强调了本棋安全的重要性。 1977 年以来，该手册

巳锋订并再版两次，以反映在水坝安全问题上的新认识。 2001

10 月，世界提行鳞布了现行版本的改行政策（业务政策 4.37

起旗布的世行程序 4.37）。现在，该业务政策和程序的激用莲

己超出挡水棋，扩展至u路矿坝、储灰摆满错渣坝。

2000 年 11 月世界大领委员会（WCD）公布了〈敢界大坝委员

会提告｝，提出了许多 i写道，其中也强调了水摸安全的敢要性。其

实世界银行在其主务政策和程摩中所确定的水坝安全辑准不低于

世界大搜委员会建议的标准。

大坝安企业务政策 4.37 是世界银仔 10 项“安金保撞政策”之

…。这些政策主要求，凡是世界最仔资助的项窍，必撰确定、避免其

对环境潜在的不利影暗布莱费社会影墙，主主王军可能减轻和监漠j这

肆影响。这蜡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不造成危害飞应勇辑严格遵守

世界银有镖障政策巳证明，采用这些政策不仅能避免造成危害，
能写主得更好的效果。罢官号，世界银行正努力使上述政策得到遵守，

vii 



摘要

本研究对 22 个国家的水项安全法律程架进行了比较和评费。

研究提告分 3个部分，第一部分接回到分别阐述了这 22 个国家的

水坝安全法律框架。之E斤以选取这些国家，是因为可以找到这费

躏家的水坝安全捷律根架的有关资料。本研究的第二部分对这些

法律撞架进有了比较分析，力求指出在第…部分中讨论的各国法

律擅架的主要梧假之处和不同点。第二部分对水坝安金法律援架

应包摇的内容提出了建议，提出了所有水坝安全法律框架豆豆包括

的必备内容，以及值得到入法摊框架中的可取内容。这一部分还

确定并探讨了7j(嘿安金的→些新兴趋势。就此而论，这部分自容

可视为本研究提供的一个“工具稳．”，用来帮助制定水坝安全法榕

橙架。

本文有 7 个附录，醋最 4 包括了一部7j(坝安全法，附录 5

一个水明安金条例，酣录 6 是…个运行、维护和豆豆搜ti手册。这些附

录被作为本坝安全规章和管理的程倒。还有其他许多剖子，本研

究如举这些范锅，并不夜理解成我剖认为这些模式锥子其他模式。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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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富

本研究对 22 个商家①的水坝安全法律程架进行了比较评

估，目的是向计如制订新的或者曹改现有水坝安全法律挺架的

家的决策者和技术专家提供资料和结怠。其他两方堕入士也会主才

本研究感兴趣。第一方面人士是对深入了解当今世界各踊水坝安

全管理办法感兴趣的决策者和技术专家。第二方富则是正在考虑

推动本周制定水坝安全法律框架的人士。

根据国串大项委员会(ICOLD）估计，截至 20 世纪末，全世界

日建成 4.5 万多膜大坝＠。这些水坝半数以上全布在发展中国

家，此卦坯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实施大规模的水坝建设计如。

由于凡方酶的原因，水坝安金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首先，水坝所

有人必袋确保水坝安全，不要对生命、人类健藏、财产或环境构成

不可接受的威胁。其次，水坝安全直接影响黠水坝工程的可持载

性及其对环境和社会潜在影Z亮的程度。在水棋生命周期各个阶

段，在坝安全始终是…个需要考虑的主要事项。第三，水坝安全关

系到一个国家履行医部义务的能力。一个国家不蓝视水坝安全会

导致其不能题有现行盟i等协议蒋公的规定的义务，如与界湾和环

境相关的义务；另外，它还会对这个部家殷行国际使务的能力

生不利影嚼，从而磁坏整个发展战略。

；才〈项安全如此重蟹，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许多国家据有数盘

① 这 22 个因家是：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加象大、中国、芬兰、法阔、印度、
爱尔兰、投脱维泼、主重西辛苦、新西兰、挪威、葡萄牙飞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F援学、西
班牙、瑞士、英国和炎圈。

® 参见墨写际大坝3委员会，世界大圾凶杀（国际大领姿员会， 1998 年｝｛计算机数据路）。
国际大坝姿员会对大坝的定义为 z从怒石器算起，坝离为 15 7长或更高的水坝：或者坝
离在 5～ 15 米之间，水库$容超过 300 万立方米的水坝。

1 



第一部分

水坝安全法律框架盟主号研究

I在这？一部分中，本研究对 22 个国家的水坝安金法律框架散了

揭述与分析，详细说明了涉及水相安全的有关法律、法令或巍章，

又才实施法律框架的抗梅设盟以及拉法程序和机制进有了讨论。

阿报延

阿根廷的水坝安全法律榄架包含在一个行政法令当中，根据

这个法令，离模廷成立了水境安全管理机构（0汉SEP）。 ORSEP

是水资密摇书处下单设的强立管理机构。该事：构取代 1993 年成

立的东坝、资金管理轧梅 Comahue 和 3个过蜜性水’坝安全委员会，

其职能是监督私有水电项目在设诗、施工、维护和运行中的水坝安

全问题4

水辑安全管理机构具有处理水坝安全部嚣的行政权力。这意

味着，该机构有权斟主运与7]<;l:JJ!安全有关能规范和技术指菌，编辑7]<

接统计报告，向需要帮助的其它政府就梅提供支持，与其他监事水！

呗安全工棒的在构协作。该机将有极开脱水坝安全辑关法律的执

法工作二介入与水坝安全柜关的法律和司法浩浩。 ORSEP 俄握权

眼向管辖的工程发放许可证，并负责评住东棋持证人和特许权获

得者的服行情况。 ORSEP 通过收费以及它管理的实体每丹交纳

费眉来获得遂行资金。

水坝持liE人的合同包含京领安全有关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责
任将义务包括制克和执行环评计划，定黑盗瑛tl、评估水棋的遂行状

况，由独立的咨海人员进行定期检查等。另外，要要求水事、资有人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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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职责是对“指定水坝”进行监督，确保其安全；调查

“指定水坝”的位置、设计、施工、重建、扩建、改建、运行和维护；获

取信息，保存与水坝安全有关的记录；制定安全保障措施；向部长

报告“指定水坝”的安全问题；向部长建议在“指定水坝”名单中增

加新坝。需要注意的是，“指定水坝”是指那些列入水坝安全法附

件 1 中的水坝，附f牛 1 列出了所有“指定水坝，，的名称和位置；但未

提出任何标准来判定一座水坝是否为“指定水坝”

水坝安全委员会还负责管理水坝及水库下面和临近地区的采

矿活动，以确保采矿不会危及水坝或水库的安全。根据采矿法的

规定，水坝安全委员会有权对在水坝和水库下面和周边地区采矿
租约的有关条件，向负责执行采矿法的部长提出建议。

水坝安全委员会有权通过书面通知，要求水坝所有人对指定

的水坝进行观察、测量，保存这些水坝运行和维护及其环境的记

录，并将这些资料和记录提交该委员会。如果水坝所有人未能这

样做，水坝安全委员会有权自行开展这些活动，然后由水坝所有人

支付活动费用。水坝安全委员会的另一项职权是授权检查人员对

指定的水坝进行检查。检查人员在获得该委员会的授权后向水坝

所有人发出合理通知后，可以进入水坝所在位置进行检查。对于

检查过程中出现的一切损失，水坝所有人须获得赔偿。如果水坝

安全委员会认为一个指定的水坝不安全，或者正变得不安全，水坝

安全委员会将发出书面通知，要求水坝所有人采取具体措施或者

停止某些行为，以保证水坝的安全。除了水坝安全委员会开展的

这些检查外，部长可命令水坝安全委员会调查与“指定水坝”有关

的所有安全事项。在开展调查时，委员会、下属委员会，或者被指

定开展调查的人员可获取所有信息、证据和记录，可以责令有关人

员参加调查取证和提供信息。

水坝安全法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条款。这些条款规定，如果

出现失事，或者部长认为某一水坝可能失事，无论水坝安全委员会

是否建议，部长均可宣布该水坝处于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授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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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坝。＠失事影君自评估摆提交部长审商，部长可以接受、拒销或者

要求对评信进行审查。对一类坝或者无需关注的水坝，所有人必

须每 5 年进行一次失事影响评估。

准备并进行失事影响评估鉴定的费用应由水按所有人支付。

假如果是部快发布指令要求进行失事影费远评结，并且评f古建示Jj(

棋没有人口风险，升i自然资酒与矿产部将支付开展评岳的合理费

用。其才于人口风险大于 2 人的Jj(坝，水坝所有人卦须支付评估费

ffl 二

部长有权发布“梅注意水坝”前各项安全条件。这些条件旨在

控制这些水坝的设计、摇工、改瑜、维修、雄护、运行、报废和群除。
安全条件一般也要求制定水坝应急行动计划，以备可能出现的失

事事故。上述条件是水坝开发建设如顶满足的安全要求。

部长可以要求慧薪评倍，并根据盘散的失事影响评锚，攻变跟

有的安全主要求，如果部长有理由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东坡安全。比

如，在霸挺可能最大降革的方法或技术发生变化店，可要求援新进

有评倍。

部长有权通过书面涌知责令本领所有人果联应急行动，预防

失事苦来的影响，或者将失事影响减小到最保程度。书面通知还

涉及土地，到水埃主吁有人和米来土地所有人有约束力。如果上述

通知得不至u援朽，部长有权开囊相应工作，相关费F自由所有人支

付。部长也可以要求蔚有人向他／她提供信患、计划和检查报告出

及其他水坝梧关文件。

部长吁“不定期地”要求，缩制设汁和规坦文件、施工初期说明
书，或者以后的工程改瑜、维修、雄护、运行、拆除，政者Jj(棋报废，

必须在…名有水坝设计和建设经验的“有适当资蜜的人员”的管理

@ 昆士兰州！自然资源和矿产部水坝安全｛供水｝办公室主任 Peter Allen 估计，新的分
级体系将使昆士兰州襟要引起注意的水坝数续从 1500 个探亲到 300 个。然而，他认
为，这将改善番该州水坝的智’理。参见 Peter 必Jen，昆主兰兰州新的水坝法律框架
位在01 年新四~大坝协会／澳大利亚大坝委员会水坝、会议论文）（作者存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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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81 款先许部长实施工程搂酶，并按法收取厨花费用。水陆要

求又甜苦握不雇行其规定的辟有人进行处窍。

水法要求大坝所有人向发证部门提交其设计、监；督计刻和紧

情况管理方案，这蜡计划需经一名合格工程部确认。水坝运行

许可谨一般有效期为 5 年，私人水坝所有人必须交纳一定费用。

在许可证更新过程中， i店、烦由一名合格工程师审查水坝盖督计划。

水法还要求水坝所有人向紧急事务协调机梅提模一份紧急管理方

需要拉麓的是，除了根据求法发敢的许可证卦，维多利亚州规

划法要求，报辈辈水坝的新有人在建设水坝前必续从当地政府扭转

那里获得规划许可。

自然资漂与环境部根据y立法规定行使部长的权力，但该部并

不专门负赏水坝安全窍题。该部还存有一个全面的水坝数据萍，
包括了该央IJL手资有“需注意的大项”及大型水棋。

澳大利亚大坝委虽会主支援安全管理等摇

1994 年，模大利亚大坝赘员会颁布了水明安全管理导则。

些导蹈仅道用于“得住蠢的7j(明”，该接员会给这费水坝下的定义

为：商 10 米或 10 米以上，库容大于 2 万立方米；或者棋高大于 5
米，摩容大于 5 万立方米。该导则不适用于周矿领。该导则在制

定本棋安全计划的恙捧考虑事项时很有用。根据澳大利亚大坝委

员会的规定，水接安全计划应包岳节列重要因素。首先，该计划应

明确东坡所有人、政府租水坝管理人员的责任。其次，它还在~

使公众了解水坝辑水坝安全问题，有关方面应当与公众拚商水坝

安全问题。第三，计划应确保参与的有关方面具有道当的专业技

求。第蜀，计划应当摇定专人，负责保存大棋槽b，供大众参考以

及在以后调查、蓝酱、审查时使用。第五，计划胆包岳墙前水坝管

理人员的捶麓，以便处理可能出班的紧急情况。第六，计划应包括

一个瀚盖水坝设计、撞工和运行等诸方菌的贯量管理方案。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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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水坝安全工件。因此，应和公众楼高有关水坝的政建和运行二

模式和i重大坝委员会对7j(坝安全计划的内容提出了许多建

议。－首先，安全计嚣的在围应以水坝嫂模、库容、危险级射、黑险水
平以及Jj(接对所有人的份锺多少为假掘。其次，又才水坝的监督应

眩据捡奎、监测、水坝遂行信患的收集以及理翻数据和监督报告的

评佑和说明。应对监督计划进行装立审查。水1民安全浑千古应尽量

由一名蕉悉水坝详细历史如迄今它的运行情挠的水项工程师来散

布。

寞地朝

在奥地莉，适用于水颈、安全的法律是联费：本法⑦二依据这部
法律多棋高趣过30 米或库容越过 50 万立方米，在多瑶部上兴建的
水:tj!以及其能器家建设的对奥地利水事有重要影墙的水坝、，由联

邦农辑部（FMAT）最高水资摞局管理。其他水项由省或地在政商
管理。联邦农林部设有联邦水坝监督部门（FDSS），＂负责检查7Jc坝

所有人提交的水坝年度安全摄告，并对联邦在林部所管珊的水坝
进仔检查。联邦水坝蓝管部门可得到奥边科水坝委员会的支持，
翼地和j水圾委3运会肉联邦水坝提督部门提供背景倍惠，并对水坝
项目的安全等做出裁定。
水坝所有人玲水事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对于联邦农林部所管

理的水坝， Jj(填辟有人必须任命合格的、具有足够权攘的土木工程

师监督水坝的安全。

水坝必望其遵守现行工程规程。水坝项臼审批程草但括召开公
开昕证会，对自联邦农林部管理的水坝，还要提奥撞科水坝委员会

挠准。由于水坝项程要符合最新的技术发震水平，这部法律儿子

⑦ 2挥部分信息来源：〈水坝立法机国际大坝委员会欧洲分会， 2001 年 2 月）（以下称水
项玉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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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能源管理局｛用吗且在日巳要求所有公共和私营部门，为其提供

水电站最薪的水坝状况和运行的基融资料信患。另外，新的国

水资灌局已要求巴西大坝赘员会与其合作开展一个有望起草一部

国家水项安全法的项目。

加拿大

在加拿大，水资摞智理是各省的职资。在各省没有制定具体

水坝安全法的情泪下， 1999 年 1 月，加拿大大坝协会代CDA）击版

的〈水呗安全导贝岭，被视为最好的实践蔽据。该导，则建议，必须窃

晚在项安全各方面的责任，必须明文规定部门的权践。导蹲班班，

正常情况下，水境所有人对水坝的安全负贺，也就是说，水坝房有

人有责任确保由知识丰富的合格人员对水坝进行安全检查和脚有

必需的安全改进。这边明检查报在…名专业工程j帘的指导下进

朽，该工程师具有进行水摸设计、班工、性能详甜以及运行的资格。

这名技术人员主要对水相安全援告中提出的水棋安全审查结果负

所有λ还要集资制定应盘、准备计划。如拿大大理楼合建议，

7J(填所有人还应将有关水坝安全情况通知公众，让他们参与解决

水相安全问题。

加拿大大视tl1'会建议，安全审查应确定若干比照尺度（检查标

准） ' ITT便比较翻试水填的实际性能是否符合内部政策、加拿大大

项协会的导则如最佳规程的要求。

加拿大大坝胁会提议，应当明确各管理事L辑的职责。这段职

责店包括建立水坝目录，要求Jj(境所有人提供烧期水坝安全报告，

采用切合实际的东坝安全标准，要求按照水项安金审蜜工程！！苦的
意克采取补救行动，确定水坝安全检查时间以及进行水坝检查。

管理就椅也应有权接受或拒绝书面形式的、有根有摇的水步、安全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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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敢i定包括通报程路在内的水峡应急准备计划。该

计划应以书面形式，明确7j(棋运行者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遵锚的程

序辑方法。通常情提下，省级和地方政府根据，水坝所有人藉操件

λ员提供的结患，负责向居民递报危险形势。 7j(填所有人负责把

水境监督和应急反应程序结合起来，包括乏其领所有人或操作人员

直接向下游社区发出警告。需要特茹注意的是，政蔚管理或管理

人员缺钱时，并不能消除7j(项所有人保证水境安全和进行应急攒？

务的责任。 1S!l急准号登计划的详细程度应由紧盘情况的潜在结害程

度确定。应急准备计划要定期进行翻试。

艾东f古塔、不列颠哥拉比亚、安大略和辈革北克是加拿大f又有牵i

定τ具体水坝安全法律的省份。

艾生＼｛／＿自塔省也

艾尔f8塔省适扉于水现安全的法律有： 1978 年〈水坝渠道安

全条例）， 1998年进行了惨订：1975 年〈水坝安全导期〉和加拿大大

坝揍会 1995 年〈水坝安全导则〉。在艾尔拉塔省环境保护署设有

水呗安全部，象责管理水坝黄金。这个机构负责审查新建水坝许
可证的申请工作，还负责编辑和更新水坝吕录。水坝安金部主任
可要求水坝所有人制定应急准备计结布谣行、维护租监摇手册。

该部在Jj(顷所有人和有关咨i每人员的陪同下开展审核棱查。该部

主任可赘求水坝所有人摇旗一名独立的专业工程师对水暖进行定

期安全审寰。 5号有人要自行开展费智检查和数据收集活动。对重
要的水境，根据水坝的规模，才〈棋安全部、所有人和他们的咨海人

员共同准备一份全富的独立的水填安全报告6 对政府既有的水
棋，每 5 年岳一名外部咨询人员进行←次审查。 7j(坡和渠道安金

条摆明确规定了在短路屠况下水坝所有人所需要普通报的对象以及

厨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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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制定一个适勇于所有水琐的公共安全政策标准。在7Jc坝达不到

这…标准的要求时，应给水坝所有人机会，去告ll走一个能为人｛口接

受的风险管理方案，说明他们知得管理增妇的水棋安全只雄。第

二，应越走一警对新建水棋和巴建求坝都适盟的安全韩辙。己

水摸不能揭足上述安全标准时，主要制定岚险管玉皇方案，说明如何处

理所增加的风险。第二，在决定东坝危肆等级时，或考虑环境标

准。第四，对不符合安全韩准的＊坝，其风险管理方案在进行强立

审查。满足安全标准的水坝，枝在管理者强烈要求时，才需进行独
立审寰。第五，入库设计洪水应鼓据水坝建害等级、棋高和犀容相

联系的信单明确方法。第六，在水填不能达到现行安全资求时，政

府应对该坝安全进行监管；对于满足现有安全挥准的水坝，可以

选择蝇进行核查。

魁北克省

魁花克省曲水坝、安全岳 2000 年 5 月 23 日议会建过的水项安
全法管理。该法适用于所有“大库容”水项，即棋高超过玉米、拦瘁

容超过 100 万立方米，棋高跑过 2.5 米、军容超过 3 万立方米，或

者坝高超过 7.5 米的水坝。它还包含了i选用于“小库容”水坝的旗

定。“大j萃容”琐的施工、改造或拆除要经环境部长批准。部长钱

据提交上来的申请进行审批，这份申请必续含有出一名工程；部编

髓的水埃设计方案。该工程~市必须证明，设诗方案符合政府的安

全棕稽。所有“大库容”水坝都要由部长根据其对人口和财产的风

险进行分类。每~“大库容”水棋必缆由一名工程师在不超过 5

的时间陪摇内，定摆进行安~检查。水项安金窜查报告茹须提交

给部长。如果所有大未做定期安全检查，部长可指拨人员，完成i支

援检查，费用由水境所有人支付。 E吁有人必须保存含有安全报告

培患内容的水坝记笨。部长在检查时，必规能获得上述东坡记录。

部长有权设立申请费，南部求获准建设布改建水棋的人收敢申

，有权由水现辟有人收取年度费用。年度较费应包含执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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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导则，报据这些规定，大坝安金监督中心对 110 J.l模进行了分

类，其中’ 100 座为人级。 1992 年，能源部旗布了水电站水坝安全

；在湖改革是计划。；在Jj(按安全方面的各项管理措施，产生了二流的

混凝土坝棋士坝监视l技术挥攘，直撞i手段国家挥准和各类用于温

疆土费和土呗的监操！乎囊。

水坝所有人对水坝安全负有主要责任。政府发挥管理职能，

在 1999 年，政府将水电站的监督职能交由大棋安全监督中忌。通

过南水电站提供水棋安全管理建议，嚣仔其对所有管辖据7J<坝的

监督职能，大项安全监督中心可充分发挥它的作窍。

芬兰

芬兰的水坝安全岳多部法律来管理。这按法律包括 1984

水顷安全法，水坝安全法令（27.7.1984/574), 1985年水坝安全实
施法规(1997 年做了最蟹锋订〉，水法（ 19.5.1961/1264）。在农林

部的指呼下，由在域环境中心监督y主要安金法的实施。内政部则

负责救援工葬。

芬兰的水坝安全法律程架适用于所有项离不低于 3 米的东

坝。根据第二条，接离小于 3 米， ｛fill<坝蓄水库容很大，或者在水

坝出现失事的情况下，能显著边危及人们生命、键靡，严重威路环

境和财产的水坝也适用水棋安全法。辟有海水坝安全法管璋的水

坝，可根据其规模和危害风险评住进行分类。 7J<.坝分类在规划阶

段进行，在试运行阶段对其进行检查。水坝分为 P 类坝（寇军量

的）， N 类坝（风险较小）， 0 类棋（极少成险）以及丁类项 (II告时性

坝）。水坝安全法不适用于自采矿法管理的坝，虽岳采矿法管辖的

棋，其安全要求与东坡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一致。因此，上述采矿坝

受贸易工业嚣安全工程中心的监督，理适用水现安全实施法规。

在水坝被定为 P类坝之前，必须对其进告结害风险评估。

域环境中心也可要求对其他水坝进行风鼓评估。在评告中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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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文才水模进行检查，开展谓蠢。但蓝督部n可以寻求水事法班支

持，为国家收留所花费用。水法也适用于不遵守安全要求的博挠。

根据该法，如果水坝对公众梅成直接威酶，那么省级政府、瞥察部

门和区域环境中心有权采取必要恶的措施消除草险。

水坝设计必拥在一名能胜任工作、富有经验的人员

右，并播包括水坝安全监蹦计划。区域环境中心可对站名人员进

确定他／娃是否持合这一惊准。京事法庭最终决定是否通

侄必震将建鄂、的结患及王在通知区域环境委员会， .Ql便在

东坡开工前，它有时间研究这柴设计文件。离样，任费水坝的改造

必须考虑水琐的安全，如果水攒安全受到影璃，必绥对7J<模的锋改

在向区域环境中心提交…价书商逗知后，开始窜菇。

审蜜包括对水坝计划进行审核、提出监甜方案和现场检查。区域

心可参加现场检查。对 P 费水坝，省级政府、消防部门和

签兰环境研究所也可参拥。现场检查由水坝所有人组织。

法留

目前涉及东坝的一部法啤要追翻到 20 1出s 60 

期，在 1959 年发生了卢次水呗事散盾，该法做了修订。 1987 年 7

月 22 日，为预防重大风险发生，再次对该法进仔了静改。 1992

1 月 3 日，旗布了一部全国的水法。另外，工业和科技发膜部、夜

业部和公共工程部还于 1983 年 8 月 14 日颁发了〈关于涉及公共

安全水琐的检查和监醋的通知）（70/15 号文件）。尽管也许还有

其能与东坡有关的法令和文件，缸这个文件和水埂安全最为密切。

此外，还有一个文件，即 1999 年？月 13 s 文件，是自由政部，黯防

部，组济、财政和工业部以及土地和环境管理部联合理布的（1999

年文件）。还有一个适用文件，于 1997 年 5 J:I 23 目，由经济、勤政
和工业部工业国务秘书颁布。这个文件对中型发电水损的紫金管

理散了补充规定。 1966 年 6 月 13 日，根据法律，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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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酣近和下潜区壤的安全。为达到这一吕耘，该文件规定了

水坝和其它本工建筑物茹须灌榻的特许审挂制度，要求或立一个

跨部门工作组进行评估并采取行功，以实现这一吕栋。文件还摆

门协商。该文件要求，所有水模经营者要与其能蔚

信息分享和问船通报途径的地方部门签订协议。该文

件甜件还晓确规定， 7j(坝室主营者必须遵守所有与防洪和大坝i举行

应意诗如有关的规则，避免对公共健康造成破坏或构成威胁。

即搜

有关印度的资料取自 2000 年Jj(棋安全法草案（DSA),

是水坝安全法一个引人注意的架例。⑩这：一草案尚未成为法律，
的此，其规定也尚未在印度金固和各邦使用。除了这部法律草案

卦， 1987 年 6 月，中央水利委员会（CWC）的水坝安全组织颁布

一命｛本理安全栓查导员U），供印度各邦采用。＠
寻求程安全法要求对所有的大型水坝、都要进仔检查。在水坝安

大型本琪的定义为：庆幸言能拦蓄水或寻i水的人工建筑物，

15 米，或者高度在 10 ～ 15 米之民旦至少满足下到

一个条件：坝顶长度不小于 500 米，或者水库库容不小于 100

方米，就者水坝的最大mt水流最不小于每秒 2000 立方米，

坡有特殊的地基问题。

7j(坝安全法规定，每个邦或对立I<损负有责任的组织应成立7j(

(DSO），串一拉职位3夜少为主管工程师的官员领略。

本项安金缸织应有管理该邦或该组织水坡的职权。 Jj(坝所有人必

须向上述水坝安全组织提交所有能按求援告。水项安全组裂、割肉

4.1' 对该法律草案的讨论和参考不应视为认同该草草案。
®了解该导则的总体讨论情况，参见世界银行大坝安全项目官员评估报告（报告挂号子为

9391 … IN, 1991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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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委员会水坝安全组织和水坝安全委员会，提高上述水坝的安全。

安全承诺之一是要求每一个有项目的邦，在项目执行期内保持一

个水坝安全审查小组，它的人员组成、作用和职权范围要令世界银

行满意。⑩

另外，印度己有适用于所有水利设施的标准和实施条例，也适

用于水坝。这些文件都考虑了安全问题。这些标准和条例建议，

应有一个水坝安全审查小组每年对大坝安全进行审查。文件规定

了审查程序，所有水坝都要据此进行初步审查，那些有严重问题的

水坝要进行复审。需要指出的是，每个负责水坝运行的组织，比如

水坝安全组织，应有水坝安全导则，但在这些组织内，却很难得到

这些导则。＠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央水利委员会鼓励各邦政府开展失事

分析，制定防洪计划、紧急行动计划和补救计划，以应对与安全相

关的水坝缺陷。另外，印度还设有具有咨询建议权的国家水坝安

全委员会，使专家、邦政府和拥有大坝或众多水坝的团体能相五交

流水坝安全的信息。国家水坝安全委员会主席由中央水利委员会

主任兼任，还有另外 12 名成员，分别来自邦政府和拥有水坝和众

多水坝的团体。中央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是国家水坝安全委员会

的成员之一，在该委员会中担任秘书长一职。国家水坝安全委员

会一年开会两次，交流看法，讨论和监督水坝所有人是否在遵守中

央水利委员会的水坝安全导则。

⑩ 参见国际开发协会、国际复兴发展银行和 Madhya Pradesh, Ori田a, Rajasth血， Tamil

Nadu 邦大坝安全项目协议， 1991 年 6 月 10 日。

@ 目前，中央政府已颁布了大坝安全导则。在一些邦，这些导则已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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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产生任何威梅、但会封财产和环境造成破坏的水坝山类棋是
在出琼事故情况下，不会对人们的生命和健康产生任何或胁、但可

给财产和环境进成较小破坏的水坝。水坝分类在该域的设计费段

进行。

水坝所有人或法定所有人对水棋安全负责。报据该法第 4

所有人必旗采取必要措班，确保水坝不对人的生命、健康、财产

和环境梅成威胁。 A类坝粗 B 类；！：Jr、所有人必绩为农项安全民事责

任投保，以备回京棋失事造成的可能损失。投保金额由部长内阉

确定。

该法第 5 敖要求水坝所有人起草一个水坝安全监督计划，该

计划必续报型来土木工程检查委员会批准。第 6 款规定， A类坝

所有人必续在水坝建设址程中上摄水项安金监督计划。 B类坝和

C类棋所有人必绕在水坝试运行之后上提水坝安全监督计如。根

据该法第 5 款，在上述两种清况下，监督计却必痴符合部长内阁设

立的棕啦，监督计划提交和拉准的程j芋市部长内阁确定。根据诙

法第 7 款的兢定，部长内韶还决定在水项安全计划中采用何种翻

量设备。

该法第 8 款规定，只有在在得嚣%土木工程检资蚕果会旗隶

的安全证书后，水埃才可以运行。委员会有权根据部长内阁设立

的程草取消安全证书。根据与该浩…起颁布的过撞条胡规定，在

该法正式生效前投入试举行的水坝的皆有人，必娱在 2001 年 12 、

月 31 s前向国家土木工程栓查委员提交他们的安金计捕。在

2003 年 3 月 31 日前，他们必损吹到证书。 351 号内阁现章明确

证书发放应遵错的程序和型家建设检查员在决定是否发放安全证

书时应采用的标准。

根据第 9 款，水坝所有人＆：＼损提交报告，详细说晓他们在执行

安全计刻方面已采取的措施。报告的内容和提交程j茅由部长内陆

确定。 257 号内阁规章对这些要求散了唠确说明。

第 10 款租第 11 款又才失事和水坝事故做了规定。第 10 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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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兰

在新西兰，水坝安全紫据 1991 年资源管理法管理。其他相关

法律是 1991 年建筑法和 1983 年民事防卫法。

资漂管理法以补能擦到为前提，依据该原期，最好让那摇直接

受决策结果影瞒的人去决策。自此，该法将权力转授给最恰当的

使地方当局对资嚣管理法的日常实菇负起责任。应／市委员

会有权管理土地利用和湖醋、河温水面上活瑶等造成的影响。在／

市委员会还要制定地区规如，发放资1原许可证，采敢3虽辈tj 蜡施，并

监督执仔。大区委员会失责管理取水、蓄水理调水以及污染物！每

环境的排放。这意眯着大臣3委员会负责发放厨辖地区水坝的许可

涯。尽管资摞管王罢法没有绝对服于大区委员会负责Jj(棋安全的权

力，｛是在发鼓水坝许可证时，应考虑、失事的可能后果。＠大

会还要制定黑墩娃划和政策文件，发放资源许可证，采取强制措

施，并监督执行。资苦衷管理法第 4 部分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

权力。环境部部长可发布器蒙文件，颁布自家环境标准，监督资摞

管理法的实施。资漂保护部与大区委员会共同负责带海领海阻

壤。

虽然 1991 年建筑法并无任何有关水坝安全的条款，但水坝属

于该法中关于建筑稳定义的范畴。因此，所有高超过 3 米、库容超

2 万立方米的水棋必Z富有建筑许可证。只有在水现符合建筑法

时，才能发给许可击。需摆注意的是，建筑法只规定了革体要求，

没有任部关于水坝安余的具体条款。在本国无具体标准的靖况

下，新西兰常采居国际’惯例布法律以及新西兰大楼惨会水坝安全

导剧。＠

③ 参见大坝和相关活动资源许可与李则第 6叫 4,6 5'\1 （环境部， 200台年〉。

( id.at sec.2.3,2 一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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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苦威水资源与能源理事会管理挪威水模的权力。 'E还接权挪威水

资酒生否能摞理事会旗布与水项安全有关的规章的权力。在水呗安

全方面，手持以韵的法律相比，这音~新法更加强渭水项生命周期当中

运行龄最本呗资金的管理。

挪威水资源与能摞理事会，拥有类｛~于以前水法接予的权力，

于 2000 年 12 丹 15 日，顿布了〈？可避建筑物安全和监督管理规程〉

（简称〈魏程抖。〈规程〉提出了水理生命周期中去是挝、施工、运行和

摄康等各阶技应考虑的安企事项。挪威水资摄与能源理事会还计

摇旗布更详锚的导黠，提出水呗安全棕准和技术要求。旗计该理

事会将在 2002 年｝窗前颁布 25 条等翔。理事会现己锺布了详细规

定水坝设计、施工、运行人员必备资格的条例。商育之，上述人员

必须是如拣有素的工程蹄。

〈规程〉根据失事恶果把水坝分为三类。第三类圾的潜在盖脸

。分类以失事后可能影哨到的居住单元的数量为稳础。在

〈规程〉中，有一条特别规定，君如何确定居住单咒做了解释，

据准是理住在挪威一个部准住所的人口的数量和腊住时摆。

适居于所有工提京三类坝，即坝高大于 4 米，或库容大于 50 万立

方米的水坝以及所有一类坡，郎棋高超过 6 米，或库容大于 50 万

立方米的水坝。

｛规程〉明确说明， 7J<项所有人必须制定7J<坝应急计划，~、续有

自部质最控制，确保东坡符合规章要求。〈现程〉规定，所有水坝应
忽计划必摆上摆挪威水资摞与建漂理事会批准。〈巍程｝含有水坝

计划＆；＞续满足的技术要求的详摇条款。第 8 … 1 款提定，如果出理

“辛辛茹的和异常的”就鼓请注，问j览管建是可以强制水坝所有人采

取措施。⑧

〈规程｝要求，每座水坝应有一个栓资计如。计如应指出检查

每每 草草药的管理体制下，水坝所有人必须报告所有对安会有实际影响或潜在影碗的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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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至去。该法还摆定所有人有义务，在需要时，茹颁向污染肆治部门

提供该部门康有职能必需的资料。湾染防治法还蝶定，荷有人摆
对因其设施、污染而引扭的破坏失责（第 53 … 64 款〉。

污染防治法要求城市和持政府建立各窍能应急系统， w. Jilzx才

严擎的污染（第 42-44 款）。该法第 45 款规定，应成立政蔚有动

领导小组，其成员组插有关部门代表和其他指定人员，吕的娃处理
大规模的事故。在出现严重污染的情况下，这个小姐有权从所有

人手里接管设施的运行。

污染防治法第 48 款规定，部染睦治部门必2页对污染枝在进行

监拥。？亏染防治法接于该部盯在此方！面的执法权。摄据第 52a

款，该部门可要求申请人交纳频发许可证和开展撞查所需的费JtI 夺

第 73 款娃定，挟得许可能人或者许可证持有人，如果违反了污染

茹？合法或许可证的震定，污染防治部门有校内它们收敏捷款。还
可以安排补救擂施，费用由违法者支付。对故意污染或由于疏忽

造成污染的，污染防止部η可苞牧罚款并对违法者进行拘禁。

蕾萄牙

1990 年，葡葡牙颁布了一部水坝安全管耀法律条令。＠该条

令吉 4部规范做补充。补充规范详拥规定了所有与水坝设计、施

工、运行、观测和捡查在央的要求。其中一部规咱是〈蕾葡牙水坝

观测和检查实施娃程｝，制烧了日建水瑛安金评佑办法。

在葡萄牙，水圳分为两类。一类是坝高跑过 15 来、 j革容超过

100 万立方米，或对人钉的生命和财产梅或严慧危险的。“高填”。

另一类包括小7j(坝和脐有不符合上述都准的水坝。在上述 4 部补

充规范中，提据揉合风险指数，水境如分为 3 类。综合指数考虑了

5个因素：外部环境条件、东领条件及其可靠性和对人和组济的危

@ 葡萄牙信息来源子〈水坝立法｝，见脚注 7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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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令要求所有重要的水坝应建立一套永久通信系统，连接水坝、发

电站机房和水坝运行中心。水坝还要有一个报警系统，费用由所

有人承担。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水坝所有人必须立即与民事防卫
中心取得联系。

罗马尼亚

在罗马尼亚，国家水坝安全委员会负责对水坝进行管理。＠

该委员会隶属于水利、林业和环境保护部。罗马尼亚的所有大型

水坝分别由罗马尼亚电力局或罗马尼亚水利局所有。上述两个机

构都有自己的水坝安全委员会，负责制定水坝设计、施工、运行和

监测的内部标准。

所有水坝工程都要获得正式批准。国家标准对水坝工程必须

达到的技术要求做了规定，如溢洪道溢洪能力、抗震水平等。在施

工期间，由公共工程部进行检查。在这一阶段，所有人要保存一份

全面的作业进程记录，供在水坝竣工验收时使用。水坝初次蓄水

必须经验收委员会批准。

水坝所有人和经营者要保存所有水坝施工和运行的全部文件

的档案。罗马尼亚电力局和水利局这两个主要水坝所有人都有自

己的检查部门。这些检查部门制定各自水坝的监测和监督办法。

国家水坝和水工建筑物安全委员会承担水坝的定期检查。在出现

异常事故后，还要进行特别检查。有适用于水坝监测的规程。

所有坝高超过 10 米，水库库容超过 1000 万立方米，下游 10

公里之内区域内有人居住的水坝，必须制定应急计划。此外，有一

部 1992 年规章要求所有水坝所有人安装一套报警系统，及时向管

理机构和可能受到影响的人群警告任何紧急情况。

@ 罗马尼亚信息来源于｛水坝立法｝，见脚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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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榄架做了详细说明。尽管 1986 年条例先于国家水法颁布，

凉水法又单抽设有“水坝安全一章”，但两者内容在某种程皮上是

。＠依照国家水法第2 款，成坝安全以及洪水相

是该法的立法昌挥之一。需要指出前悬，水利与林鱼部（DWAF)

现巳韶罩了水坝安全条例，将联代 1986 年条费lo® 新条例
凿，本辑与林业部将在求公众的意兑。

1986 年条费；第 2.1 条规定，水坝可根据规模（舷据坝高）和潜

在您带’改〈位据可能造成的生命相结济损失）分为三类。分类级别

，水坝规模和潜在危害性越大，条例对水坝的管理商围就越

宽、越详思。水坝可行性研究究成尉，由水利与林业部部长提据可
行性研究对水坝分类。分类〈是可以改变的）影喝水坝设计、草草工、

投产、运行、维护、改造租援废的要求。在散发放水坝许可决定时，

经核准的工程v事鹊起的运智和维护手册，

远地部门和社区进有联系、通援华项安金的报警计蜡。

主才级黠较高的水坝，条例要求水顷所有人／经营者要保证能取

专业工程师的服务。另外，在颁发水坝许可证前，水利与林
业部部长可要求所有人任命一个拙立的经部长批准的专家钮，

的水坝设计、计划或说明书。但上述审查仅针对非

常的水梢。

，所有人有定期栓聋水坡的义务c 所有人必绥在东棋开

3年内进行首次栓聋，对银到较高的7j(坝苦次栓蜜之

后，要等 5 年对其进行一段拴查。对于二级坝，必续由一名经核准

的专韭工程j璋对其进行检查；对于三级明，必、颈由一个经核准的专

业工程；那小辑进行栓查。所有人可获得政府的补助弥补这些检毅

的费用。另外，一旦影响水坝安全的情况发生，所有人就必须及早

@ 
@ 

第 12 毅第 117 『 123 款。水坝安全…童装作为附录 4 包报在＊研究中。
一般而苔，尽管新条例草案比当前的条例更加言学缀，它们在主主本设计上并无实质饺
的区别。最引人注意的区到是，格对于段泌的条例浆说，新条例草草案采取了更全茵
的方法来处理水坝安全问题，主宁吉普主要更多有关水坝、对社会环埃造成影响的信息。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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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一个国家委员会一一大坝标准委员会，负责制定与水较安全

有关的技术条窍。

水库水棋安全技术条锅i适勇于所有公有水模和所有 1996

后建成的在有水坡，包捂都接储存工业廉物的坝。第 3 条假握水

琐的规模、潜在建院和建造方式，对水接进行了分类。它担择有顷

高超过 15 米；或境离为 10 ～ 15 米，现匪高程跑过 500 米；水坝库

容超过 100 万立方米或者撞莲能力越过 200 米／秒的水坝，归为

“大墨坝”，由上述法律挺架管理。具有强静的特征的小型水坝也

可适用这些法律模架。提据危害性，水坝分为三类。 A类水项可

引起“严重的”锦旗和环境破坏以及生命损失；日类7j(瑛可引妞“重

要的”给康和环境破坏μ及生命损失；C类水坝夜月1题“中等的”物

康和环境破坏以及“偶挠的”生命损失。

水库水坝安全技术条例班、涉及了水坝项目的各个攒嚣。第 7

条规定，琦任持失事后可对人民、英才产或环境产生影响的新呗，审

批程序理包括对大坝安全it却进行审批。另舟，项自建议书必须

毡括一个紧急安全计划，处理失事后对社会和环境产生的不幸i影

主要，紧急安全计划包含情恩来集和接替系统。对于在跨边区流

墩＠里建设的大氓，其紧急安金计茹在国家民事保护委员会提出

初步报告后， 1总须得刑环境部主汗羁的管理单位←一水利工程总理

事会摇摇啦。水坝所有人也~、须和内务部所属的一个单位一…丧

事保护总理事会互梧能舍。许可证中请还必须包指所有安全问题

的技术解决方案，并提出这些方案的理由。

中丧摆上述各项条例，大损择有人对大坝安全负有主摆责任。

熬I菇，这些条例制定了一些标准，所有人在最j定大坝安全苛刻、处

理与大坝有关的潜在社会环境风瞌时，必须考虑这挠标准。

水库Jj(填安全技术条例第 5 条确定了大坝所有人在大坝生命

周期各个请段的责任。在设计和建设阶段，择有人必须进行安全

运E E幸地区流域是指茵草草豆子境内位于两个或更多窍治区地域内的水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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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瑞士适用于水坝安全的法律是经修订的 1871 年的联弗7J<.工

建筑物监督法。本法第 3 条（ 1953 年增补）规定，联邦委员会必须

采取措菇，确保由于维护问黯和受战争影响rm存有问黠的水坝的

1998 年 12 月 78 旗布（1999 年 1 月 1 臼生效）的一项水坝

安全法令，用以取代 1957 年的东项安金法规。 1998 年法令重新

却分了较邦和知！部门的革督权瓶。它适用于所有棋高超址 10 米
或者坝高大于 5 米亘库容大于 5 万立方米的水坝。其它出现特定

安全问题的水坝也可遵锚本法令，如属该法令管辖。

提据 1998 年法令第 21 和 22 条，所有项高大于 25 米，或者棋

高超过 15 米飞库容大于 5万立方米，或者坝高超过 10 米、库容大

于 100 万立方米，或者库容超过 50 万立方米的水坡，由联邦管理

在梅一一瑞士联邦水资摞管理和地肆5号、公骂王管理。小于这些规定

的水坝和没有唠确由联邦管理的水坝由各州管理。

1998 年法令依据的是下列I 3 个水项安全原则：结构安全，

翻新紧急计魁。该法令第 3～6 条涉及的是结构安全。这段条款

规定新圾的建设和现有7j(坝的改造必须经过各分i负贺部门

璋挠梅的批准。在审摇过程中，要给公众提棋充分皮表意见的机

许可证仅在一定期限内有效，许可证更换取决于对运行和环

境条件做的新的分析。在东坡援工时，所有人主要起草终期报告，

绍说明水坝施工各方嚣的情况，包括对7j(棋进行地质和选旗辑造

测试的资料。

第 7～ 11 条涉及的是水摸运行。这些条款规定， 7j(棋如次蓄

水必须得到管理机构的批准。另外，东项维护计期稳接向修改也

必须室主管理就掏批准。

第 12～ 16 条涉及的是水坝监测。这些条款规定， 7j(坝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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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地方部门没有履行职责，他／她可贵令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根据本瘁法第 4 条，要成立一个由该法是义的“合格工程g蓓”

组成的土木工程那小银。任何工程师都可市请加入这个小组，任

期为 5 年，对任梅特合国务大臣确立的资格栋准的人开放。资格

标准由国务大院与土木工程部拚会悔商制定。第 6 条规定，除非

雇用…名合格工程师设计、监督7］主席的施工，否则不许施工和改

建。

该法明确规定了竟要发水坝蓄水和运行许可远的程序。根据该

法第 7 杂的规定，当一名合格工程师认为，在建的水埃已经可以蓄

水时，该工程师可旗发一个裙步证书，详细说明水坝可蓄水Jj(佳。

3 年议后，如果水坝是可靠的程令人满意的，并能安全蓄水，且这

名工程p革对此感到满意，能将发给最终许可证。许可证的一个附

件在详细说明这名监督工程部认为在水坝检查时常注意的问题。

如果 5 年内没有发放最终许可证，这i'i工程师必续做出书堕解释。

被据水库法的第 13 条和第 14 条，本库的报援岳须得到→名合格

工程i甜的批准。

接据水库法第 8 条，如果执法部门认为，没有一名合格工程师

对水库负责， E可以正式警告大坝族建人，要求他们在 28 天内任

命…名合格工程师，在最终许可证发放之前，这名工程师必筑检查

水坝，对水坝进行道督。

根据水库法第 10 条，水境承建人必须有一名油立的合格工程

师对水坝进行定期检查，从他／她那里我得栓查结果报告。对大型

7j(廊，如果没有监理工程师蓝督，必摆灌用一名合格土木工程9审负

责天才水坝进行监督，由承建人就相关水项安全提而建诀。擦了 Jj(

坝要经过一名施工工程蹲监理外，下述情据也必须按查：在最终许

可证发放嚣的两年内，工程改建后不久，监理工程师提出检查建法

和上次检查之后 10 年内。栓轰报告应包括据高水呗安全的所有

建议。这些建议必损得到实施。如果所有人来任命这样一名工程

师，执法部门可资令水明承建人在 28 天内任命…名检查工程蹄。



本坝安全法律程架阁别研究 45 

开发法 PL104 - 303 第 215 歉。依据本法，联邦成立了国家水棋

还成立了一个晦部门7j(明安全委员会，分到由

自农业部、国防部、能源部、内政部、劳工部、联邦紧

(FEMA）、联邦能摞委员会、原子能管理委员会、 E纳吉蔬域管理

挥边弄委员会美器分会的代表组成，自联邦紧

7j(瑛安余劳苦员会的黑责是，通过在联邦和

各州的水坝安全机梅之间、联邦各机梅之间，就联邦水坝安全导则

（串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颁布）进行协调和倍息交流，促进联邦相

各州建立和雄护有效的安全计划、政策和各项法规。

凉水呗安全计划法授权描写去参谋长，通过其总工程师，

美国水项目录。另外，该法要求联邦菇，每事务管理署建立、保存郭

管理一个经过悔语的全嚣性水棋紫金计菇。需要撞击的是，

隧道用上，国家7j(瑛安全计如法捂Jj(项走义为任何能贮存水、

求，或任何被基材耕，高度超过 25 英尺或最大错存能力大于 50

·英尺的圾。

该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制定在技术上、经讲上可行的计划和程

保证新建水坝和现有水坝处于资金状态；鼓励各州建立水项安

全计划；增强公众意识，使之更加支持国家安全计如：制定向非联

邦水坝部门提供水坝、安全挂术援爵的机制。 i十如必须包捂联邦计

结和非联邦计划两部分。联邦计矗立§部分扭所有串联邦乳特开攘的

实施联邦水坝、安全导亮的活动进行合并。计划的非联邦部分包捂

各舟、地方政蔚和在营部门安全摄工、管理、运行和维护水损的

藉。计却还包摇所有联邦旨在鼓励各州i制定水坝安全计划的

动。

水呗安全计划法要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制定一个实施计

划，计划要在确定改善水坝安全和向各如水按安全项Z提供援酶的

目标（一直到 2002 年 2 月〉。东坡安全计如法羁定了水棋安

目的援骂h条件，各分；要取得援助，搓、琪满足这些条件。各烈的

计提J~）接组含审查、主准Jj(棋建设或改建，至少每 5 年对水坝进仔



水坝安全法律框架阔别研究 47 

在7在密性越大的7j(楼，对其检查的频本就越高，对水坝安全的检查

就越深入细致。拴聋的频率遥常在大约 1～ 10 年间变化。

水坝所有人对水坝安全集有主要资任。也J就是说，所有人必

须进行本领安企检查，负责监潜水坝的送行。许多州要求，应有一

名避含的、合格的人员负责监督水坡的栓查以及水现的设计、施工

和运行。 i最常要求所有人向相关管理机梅报告水坝栓查的情况。

管理拭持有权执行水坝安全规窜，自行开展按查。作为执行

权力的一部分，管理事L梅涌常可以对水坝新有人进行罚款。罚款

数额从每天几百英王至lj几千英元不等。另外，在一些情况下，管理

税棉可以琦不摄从规章的所有人敢出关押的安排。

在许多到，州行政当局具有塞在免权，对任街串锚的管辖或竟要发

许可汪古号东坝的失事造成的破坏不负责任。

下面是柴隅一些知i法律制度中懂得注意的一些方面z

• 在亚科桑那州，鼎立才在其对水坝检查中产生的破坏负有

有限的责任。豆豆和j桑那州还通过到拨款和水明所有人交

纳的费用，建立了水坝维鳞基金。

• 力日和j摇盖亚的法律规定了7j(棋设计和施工的路赌。在加
来5福尼亚州，某些特定本明年度检查的费)ff 由州政府负

担，但对申靖建设薪坝成者扩建费有大；坝者要收费。

坝、所有人还必旗交纳年度费庭。该外！当局成立了吉有酿

成员组成的大呗审菇委员会。另外，对j·li拥有的大坝，该

妇还设立了一个强立的审查委员会。

• 在爱达荷州，自判每两年自费对所有大项检查一次。该

州要求所有人保存需向分！黑提供的数据，但未要求所有

人自仔桂查大坝。该好i对Jj(峡失事造成的损失不负

径。与水坝资产和运营相关联的赔偿责任由所有人承

捏。

• 衣阿华如姿求水坝所有人出具一个有的束力的建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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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苏里州设有水坝水库资金委员会，负责水摸安全工作。
该委员会有向公共安全、生命和财产提供适当保护，制

政策、就剧、规章、棒准和导剧，颁发许可证的职权。委员

会制定的政策、精英才相规章由自然资摞部管理和监督tJt

行。另舟，委员会总工程师负责管理该委员会榻 的法

律，包括进行检查。水棋所有人必须敢得 3 个许可证，分

期为注册许可证、建设许可证和安全许可证。在注册许

可证戒安全许可道旗发或更新（5 年后）之前，必须由一

名有鼓鼓的专业工础师对水费进行检查。. 蒙大拿好I{又要求在7j(棋菇工期间，由该如i当局对其进行

栓查。该州［~结局还集资解决投诉，决定大棋的危险级别。

法律要求所有人前一名私营部门的专业工程师，至少等

5 年对水接进行一次检查，按蜜费F自由所有人自己承担。

但是该好i规定了检查的频率。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工作存

在疏蓉，所有人对超百年一遇洪水失事资造成的损失不

负责任。

• 新卒布什织安r-r要求所有7j(理交纳…年一度的注菇费。

• 俄亥锻扑i要求水坝所有人根据水坝的危险级黠相尺寸确

定的收费栋准，自始皇交纳一年一度的费嚣。每鹿7j(坝

必须有一个较查手册，手册钮捂一个所有人定期捡查封

划，该项拴差去自 特许专业工程那进行。. 费夕法黑亚1·M社区：每许可tlE申请收费。读到还要求所有

λ；每本州和下游社区的fA责部门通告威路水坝安全以及

采取补敏仔臻的m有情况。

• 波多黎各的7Jc棋安全事务ffij波多黎各电力周水坝安金组

该组由 7 人委员会监管。委；运会成员分别

是：波多黎各电力离题长，自然相环撞资漂部部长，波多

黎各计划委员会主任，波多黎各供水公司业务总监，以及

其他 3 名出判长任命的公共部叮的成员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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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研究第一部分对各国水坝安全法？律榄架的调在研究，

可以发现各国在坝安全法律桂架所解决的问题有许多是共坷的L

这些问题可归为 4 类要考虑的事项，分别为管理的法律形式，艾｝〈坝

安全管理的机梅设置，管理组载的权力和管理办法的内容6 管理
的法律影式所涉及的问题是法律摇架仅包括一部基本的法律文件

如一部成文法，坯是需要害包摇补充文f牛诸如规章、法令或者导即

等。机揭设置班涉及的！可题是管理机构性在府机构中的位置之管

理人员和决策者的括对立虫立性和管理智：柏管理的卫生象以及管理机

构和其也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等正管理组织的权力涉及的陪皇军毡

括该组织的样用是纯摔咨询，还是t衷豆呈织的决2登对被管理的组织

有约束力

督、检蛋E被管玉罢组织的运行等管理者的执法权·II畏i可题。管理办法

涉及的内容是被管理组织的责任、义务，土里建适用遐霄，1以及不履
行旗章规定的责任的主果等二，·， ，，.·，伞：

、在本研究的第二部分，中提捕以上 4 方菌的考虑，将对第L一部分

所叙述的各嚣水坝安全法捧捏架进行玲比，分男号选述每个要考虑

的事项。需要指击，并非第…部分济叙述的管理体制都涉及这句
千方面的问题。

’‘:,: 

管理的形式

有 14部岔律可挠为专门的水坝安全立法。！有这主运；法规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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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业才·M ）、爱都兰和南非。

管础机构的权力

普普定麓落幸B挥准的校方

20 部法律袁定，管理提将有权制定水坝安全班指和标准。

最i定这器法棒的国家（地怪）是：问根廷、模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昆士兰舟、堆多利亚刻’I ），奥地利、加拿大（艾伯塔省、安大略省）、中

浩田、拉脱维亚、墨西：町、挪威、新西兰、葡萄牙、罗

亚、俄罗斯、西班牙和美国（联邦和某挫州）。在南非、英盟辑

密歇根州，有关规范和棕准日含在相关的法律之窍。

量英主主许可证的毅力

17 部法律翠定，负责7j(坝安金的部n还具有旗发水坝建设

蒋运行许可语或执照方面的部分职能。这说明，申请人的水坝资

金计划必旗经水坝安全管理者批准。制定这些法律的国家（地区）

：阿根廷、模大利亚（昆士兰州、雄多和J.illU十！）、奥地利、加拿大（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魁北克省）、拉脱雄亚、新西兰、据威、葡萄牙、

马用亚、南非、西班牙、瑞士、英摄制笼盟｛一结外I)。在英嚣，

机梅樵据…名合格的专门负责?Jc按：项吕的工程j璋的建议敢出

对栓查遂有草誓的毅力

15部法律规定，管理机构有极对水坝所有人的检查进行监

，有权接受或拒绝所有人的水坝安全报告。制定这些法棒的

家（地阻）是：阿根廷、奥地利、加拿大（艾伯塔省、安大珞省〉、中间、

、印度、墨西哥、挪威、帮葡牙、薛非、西班牙、英盟和柴部

（…些外！）。澳大幸I］亚大项委员会和却拿大大棋协会，在各自的水

建议管理我将应有这川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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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水坝安全管理机构定期发布本项安金提督。‘ 3之诠安全援告是否

婆先送交给上级管理机梅，主号金报二告都应手『斟公开飞二哈.：·：；

中央政蔚、~／fl／.；墩方政蔚z 二、、三； ：；平电

本研究涉及的十一些国家的政府始鞠属于捷方分丰~·髓，拖拉~家

的中央政府和州或者捷方政府的关系变为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些

罔庭中，管理办法通常规定了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关奈。J这种提走

丛两方w商言都是重要的，一是为了适应国家政府结梅的要求，工

是为了雄免一个具体京领在应用法律捏架时出现重复和模髓。二；1马

在商根廷，管理机辑工GRS丘？有四个区域办公室二；在自有强立

4的技术部内和机梅部门。主Z果区域办公室管辖iz:域超过？才＇：＇雀，
办公室将设区域主任程省主怪。作为e致力'f能源丧施私有花的

2部分，阿根廷的自标是在全商制定统？。的主各项安；金法律框架斗；在

－这点上，需要指出的是~QR$EP 仅具有在有化7j(坝的管辖权。 ，；：

二一在.f!J脏，法禅草案要求水i坝安全！自虽向中央zK项安全组织报

告工作，并编制一个盟委之戈！＜.损安全按告，该接；告以1各挥接费和市夹

水填安全辑织对其管辖Jj(:坝傲的安全评结为基础二俄罗斯法律规

除城市拥有的水坝之外，联邦政肃管辖其它所有立民主现ψL

•: ＇＇、瑞士法律、框架兢定，凡是超过规定规模的东棋？出联邦政府a智

榷。，＠其它所有水坝、由各州管理。：气

’ l如在英国，联邦政府有自J己的Jj(棋安全管理办法二：作为该办法

的一部分，管理舟法规定？各捕水坝安全管理办法的栋准’i并通过

，暂停向如些吝满足其水项安全基本要求的~·I｛提供援助i，荣贯彻这

莹标准。 J ;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爵家！；紧金计划有关阴题涉及城市L

⑥ 所有高度超过 25 米，水库库容超过 5 万立一方米；或者水痒痒容超过。so.万立方米，
并且扇瑞士7J<资源管理和她质办公~管军载的水坝察遵守联邦法律框架α 另有…部

联邦法令运河子所有项高超过 5米13.库容超过 5 万立方米，以及其他所有引起特
别安全关浊的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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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管理办法主要按失事后果对水坝进行分类。其分类办

法的依据是，失事后可能影响的居住单元＠数量。澳大利亚昆士

兰州采用了类似的概念，以失事时处于危险中的人目为依据，决定

哪些水坝可包括在管理办法之列。＠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是失事

风险人口大于 2 人的水坝。

管理办法的范围

芬兰的管理办法仅局限于颁发水坝安全许可证。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法国和南非的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水

坝施工、运行、维护以及监测等有关问题是水坝安全法律框架的一

部分内容。加拿大大坝协会建议，水坝安全管理法律框架应涵盖

水坝施工＼运行、维护和监测的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南非目前正在考虑修订一套水坝安全规章。

新规章和现行规章相比，有望更加注意大坝安全的社会和环境方

面的问题。

另一个新的发展是，有些水坝所有人采用 ISO 14000，依此为

基础，制定评定水坝运行环境影响的程序。＠虽然上述新方法在

目前还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是人们可以想象，这些水坝所有人和

南非代表了水坝安全规章发展的方向。

安全主要责任

有 13 部国家（地区）的法律框架明确规定，水坝所有人对水坝

安全和开展安全检查负有主要责任。这些国家（地区）是：加拿大

@ 居住单元在挪威水法中做了定义。参见本研究第一部分中关于挪威的章节。
@ 参见本研究第一部分关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章节。
® G. V. Canali 和 David Watson 向作者提供的信息。 Canali 引用了在水坝运行中采用

IS014000 的魁北克水电局和巴西水坝所有人的例子。 IS014000 是一系列环境管
理标准，由国际标准化组织资助颁布。想了解更多 IS014000 的信息，可参见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 IS014000 环境管理标准和出口商向发达市场出口的建议（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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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查A员资模霆豆、

有 17 个管理办法要求安全检查摆出适当的合格工程赔承扣。

川这些医家（地!K）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奥地来L.tm拿大（艾伯塔

e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L芬兰斗法商、印度、挪威、南非L茵班，牙、瑞

士和美噩〈俄亥俄州、肯塔基邦、密歇根乡M、密苏里划和西弗背起重

沪1'1-) 。以挪威为苦ll;立法规定水楼诗，可诺应规定检盔A员的资格。

英国立法要求成立一个由合格工辑部组成的专门小楚，究蹭

具备出管理机构和工程师问业组织规定的资播条件i任何工程那

都可申请加入这个小钮b 英国立法先许该fJ＼组的任街工程那进行

i水境安全检菇。蓓在穰费牙，国家没有：明确要求出一名、合格工程

师承捏择有人负责的文IC坝栓盔二

报告要求 ’J ←二飞，： '. 

1~ 部法律要求；7］＜.项店有人或经营者或那器串他但聘用进

有安全撞聋的人员必续向水坝或全管璋λ虽提交报告：主这些国家

（地区〉是： F哥提廷、i澳大幸lj蓝L昆士兰j、I＇］）、奥撬骂骂；剖

哥伦比5眨省~＇魁才仁克省）斗茹兰飞法嚣h、邱度t爱尔兰、拉E是继亚、

哥甸、费5威飞罗马胎里〈南非、薛班牙、瑞圭斗英黯租美国（各州［Jo"· 津大

利亚大班委员会和加拿大大项楼会都建议； 71<棋安全规章应包括

援告的要求。

拉查时岗的安排

18 部法律理定检查应在规定的时！湾问隔内定期进仔二迭

撞区）是i澳大利亚（fie.士兰州、｜）、奥地籍、如拿大（艾的塔

、不列颠哥伦比亚咎飞！魁北克省），、茶兰斗法国、印度、爱东兰、挪

威、葡莓牙、罗马尼亚二俄罗斯、南非t西班牙、墙±、英固和美雷

}N）。加拿大大境协会建议，管理舟浩应具体说瞬栓瓷的频率。 J
I二述不阳的管理、办法规定的检查时间！可搞不付。大多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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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不一。有些酒家主要求所有人在其总部和坝垃野在处都要保存

这些迈进去。其他一些雪家毫要求所有人将这搓记录上报给管理智L

柿。

在奥地利，法律榄架虽然没有明确资求水坦克吁有人保存档案，

但要求水坝所有人／经霄者要“系统”收魏京项的设计飞施工箱运行

的有关资科建

拉查车口许可证费屠

有 10 音在法在若要求许可摄取请人支付部分许可汪戚本费用。

这搓翻家（地区）是：间报菇、澳大利亚〈昆士主到）、加拿大（魁拉克
省〉、新西兰、摔成和美国（亚利桑那邦、加利福后亚州、密歇根州、
新罕布什尔夕N、宾夕法尼亚外［）。有些法律要求许可证申请人支付

申请费用。也有一提法律，例如加利摆尾豆州和新罕布什东升i的
法律要求所有人每年文付一捷连〈棋许可证费扉。更利桑那州的立
法规定该井I将申请费和其位公共资金分配给水填维修基金。主主吕

立个州（衣阿华舟、密歇根少I'!和威斯康墨分！）赞求所有人或经背者

l±:!具雇主专保盏，作为获得水坝建设和夫举行许可的一个条件。保酶

金额E立足够文付大坝失事所引起的任何可能的损失。

4 部法律规定，国家可以茸嚣家进行的任何搜查朝所采取
的补救措施收取费用。制定这些法律的国家〈地区）是：澳大利亚
〈冕士兰州｜）、新西兰、英国和美国（华攘攘分Do 南非采F罢了不同的

方式，其法律翠定，国家可以补黠某些水；1贝所有人的检查费用。

要注意的是，上述规定是水坝安全法律涉及萤算问题的仅有条款。
虽然水坝安全法律没有明确论述求项安全管理的资金；可题并不奇

怪，但也的确暴蹲了管理井法还不完静的一顶。这意味着在某些
情况下，管理机梅可能缺乏足够的资溜来充分履行其职责。

应主、计主i

14 部法律要求水相所有人啦！定主主理水坝紧急情况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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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J 或者；管理者J可寻求哥拉援助，造使t所智f人采取存救措蝠，或
者之寻求对“不守法”的所有人予棋刑事提裁；制定这挫法律的国家
〔地区？是·；；阿毅菇4澳大利亚C新商或；如·~·菇、昆士正兰卅、维多利亚
升IY-，芬兰：拉脱维亚户：新回兰和美国4某些少i:b 二； !'' 

本棋失辜的责任. ;:,:. i . i; 

：三大体之可以{A为东顷所有人和经营者摆对失事’的后果负责。
但房有人和经营者的法律责任有所取向毛：通用的法律规员tl~恙，水
坝所有；人要对水从京坝下推引起不辫社区和慰产损害负有严将责
“任二然而i该组主泛道到很多异议；；很难判定水棋所有λ在自己没有
疏想的情况下。所要承扭的资在今澳大利亚有一个司法案例
岱可以ie 港务局，封 Jones气公司内说主好，有’必要设立一千适用于水
坝所有人失事责任把疏想标准二在英睦袭重大拿到，法律特期规定，
在遭遇超百年…遇洪水南非由于疏忽导致’水坝失事，戈j(坝所有λ
习之食责任。

可以发现民法体鹊对水坝择有人更严格。挥威的立法规定，

水坝既有人要琦稳们引起的污染雨造成的破坏负责。法律规定的

持染定义中钮括由于失事后援水引起的危害。据阿orth® 的报

告，瑞典日引入了一个严格的责任挥礁，他称这均水坝安全有积极

的影响。

还有另一个与责任有关的前题。部菌家有关部门自未能完全

⑩ 68 ALJR331（澳大利亚离等法院， 1994 年〉。该案例涉及所有人／持有者对他的物
E贵财产的“逃脱”所遂成的损害E军委我握的责任， Ji该财产是以危险方式或非自然方
式持有的。它认为，传统的i运用法律规定〈几乎是严格的资任制度）现已被一般性
疏忽的总体原则吸纳。这样所有人／持有者只有疏忽而让物质逃脱对才负责任。
应注意的是，水坝被视作非自然地利用水。值得说锐的是传统的严格责任制（Ry嗣
同ds v. Flεther, 1866 LR 1 EX265;affd(1868)U之 3 f乱330 中消楚说明｝仍然在英

因适用，尽管随后的绿倒限制了这一规定。

® P.f毫orth，水坝的运行、陈泌和报废，｛提交给世界水坝委员会主题阴顾 IV.5 ：.水坝
的运行、盖在没ll和报废的论文），网主t:www.dam轧 org二



第二部分

水坝安全管理的必备内密、吉7翠内容和新兴趋势

在能两部分中，本研究对水坝安全法律桂架进行了调查， 3中做

比较分枉，A中得出了一接经段教型号。本部分据此就所有水坝

安全法撑框架蔚应包含的市容提指…些意见程建议。这提建议将，

对应第二部分中确定的’4 类问题，部管理影式，管玉皇拉格道援，

理组织的权力和管理办法的商容。建议分 3 个部分，分期为＊境

安全管现办法的必备内容，值得到入水坝安全管理办法的吁联内

容和水坝安全管理的新兴趋势。般胎一部分旨在强调那搜未来可

能成为影响水棋安全的重要问题。

在本部分蔚包含的建议有旺的地做了相对概括，目的恐使这

些建议能道道各E法律和管理的状况。这样散程有必要，因为各

在的法律和管理传镜，所最i定的水坝安全法捧攘架必级

与各陆传统一致。

7j(坝安全管理办法起草者在设计方案时必须考虑 3 个部题z

，管理办法必须处理好水坝安全的 2 个密如相关能又不

间的方部：

1）本棋及其酣属建筑物的资金；

2）公共安全，特黑是生活在水坝酣近或下游的人们的

金。

这商个方面均涉及技术问题辑“非拉y卡”问题。技术问题包括
使用哪怪：仨具来检潜水坝、的状盔，或稳定填体幸在溢洪主运是否正常。

由于在这提技术问题上会有争议，最好由具有所需技术专长的人

员对这些技术问题做出决定。“非技术”问题是指要更多地嵌撑决

策者的判断而非根据客观标准的问翩。包括确定某一水坝或某一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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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任－71(坝安全管理舟、法必须具备的内容：

1）管理的形式

法律握架文件应当清附明白，并可被公众获取。法律框架所

采用的法律文件的形式-ey IE1各障法律传统和行政传统的不同而

异。这蜡变化可概括如下：

• 多数情况下，法律程期虑一个以上的法律文件组成。
• 这蜂法律文拜中首要的一部应是由政府立法机梅颁布的

法律或法令。盘子修改该法棒文件要经立法机柏批准，

IE1此该法应该相对简要，并且只应包括法律杠架的目标

和基本管理原则。有些睦家，如陶根廷、模大利亚（新南

威生之士外！）、却拿大（魁比克省7、芬兰兰、法醋、拉肆锥亚、苦苦

萄牙、瑞士和美睦（联邦满一些外I)，法律只涉及水坝安

也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纯，结三察和i翌外I) ＇如拿大（艾

拉伯塔省、不列莫道哥伦比亚省、安大略省〉、赣西哥、新西

兰、挪威、高非、西班牙和英国，水明安全，只是一部综合性

法律中、涉及的一个方面。通常，综合性法律静及水棋、能

渥或农资草草管理或自然资擦管理等多个方面。如果扣水

相安全列入综合法律，最好在该法中专门歹lj 出

7j(项安全内容。

• 法律应明确规定水坝安全相关各方的责任，明确负责水

境安全的管理机梅幸自负责处理由于失事引题曲紧急情

况的机祷。

• 管王军办法结节应包括在法定性文件，如规范和魏程中，揍
改这类法定文件梧对比较容易。有些回家／地旺，如加拿

大〈艾伯塔省、不列戴哥伦比亚省）、中昌、法国、葡葡牙、
西班牙和南非，有专门的水坝安全法规。也有些医家／地

眩，如英层的…些州，水坝安全是水和环境管理稼合性法

规等的内容之一。



水坝安 程的必备内 、可取；内 新兴趋势

构提携资金。

3）管翠生在织的权力

管理组织的权力应包捂：

a）编制确定京事安全的有关规莲、辑推和导则的权力。

司悔 许多国家，如雨提廷、奥地利、如拿大（艾伯塔省

略省）、拉挠维罩、法国、墨蹬哥气摔成、葡葡牙、西班牙
和笼雷（华盛顿州），管理机构被明确赋予制定这类准自

则和标准的权利。通常，这些准则如标准是用于补充
适用立法中规定的水相安全一般费标准。

到在决定发放东坡藏工和运蕾许可或执照时具有发言权。

• 这意味着管理机梅应能对水现所有人、运苦苦者的水坝
安金计划进行审蕉，确保计划符合本境安全的适用要

求。虽然＊坝安全管理机构不一定要有发放许可或
执照的最终决策权，但是应有足够授权来保证许可或

执照不会发拾那些未达到适用水坝安全标准的申
人。. 

. 

管理机掏在发给7j(坝施工和这苦苦许哥的决策中，起一

定作腥的黑家（地区）有：同程菇、加拿大〈艾示给塔
省、不知j颠哥伦比亚省、魁北克省），拉兢维亚、

牙4南非、西班牙和瑞士等。

主要做到有发言枝，一个办法是规定：获得水坝许可证

的前提条件是申请人的水坝安全计划必须经＊辑安
全管理就构批准。

c）监督其它方进行检查的权力，如果检查者不符合检查资质

主要求成检查报告不够充分完整，有权拒绝接受检至是结果。

• 以上权力十分攘攘。因为管理机梅要依此来保证水
坝既有人遵守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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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工业，通报水坝安金闰题和法律框架的最i定情况。

• 为保证在接所有人和其他有利害关系的方露了解水
坝安全和法律程架的最新情况，管理机梅举办研讨会

和出版发仔关于水项安全的出版物可能有接处。

• 为震行这…职资，管理机构需认真重视受众语言的多
e 祥和文化7]<平。

·- 管理机掏具有这样的联责的例子有中国和芬兰。
h）负责向政府更高展行政主管部门和立法部门定期提供公

众可获得的水坝安盘问题的公开报告，并向政蔚提供有关

水摸安全问题的建议。

• 这一要求旨在确保政策制定者了有解其管辖的水棋安
金的收涯。这有勤于推动水坝安全工作，使法律根架

现找先以适应该国销耍，并使管理机构摸得足够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 Jl:七外，这也是使管理机掏对其职责

负责的一种在制。

• 间根廷、葡萄牙、英菌和美嚣联邦等法律规定管理智L
梅要提供这类报告。

i）水境安全法律程架的孰法权力。

• 这包捂当水坝所有人未能雇行辍费时管理机构采取
搓、耍的措施，对不嫌从班主运的水棋辟有人收敦大量吕

款，或吊销京接所有人相运营者许可证的权力。

• 为i货止管理机构道用职权，可以就管理机梅的决定向
更高患的行政部门或法皖进行申诉。饵如在英醋，水

坝所有人如对检查工程师的建议有弄议，他可以自

向件裁λ提出申诉。

• 在H吏管理者负起责任的另一个办法是让管黯机构对
其措施或决定造成的不利脂果负责。费；如在英醋，第

三方可就商家检查人员对其土地造成的损失索取赔

偿。截赖责技承担机制的危险是，会对管理带进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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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法盟、拉脱维亚、葡萄牙（使用烧楼灾害标准和风

、按分类挥准等两套方案），南非、瑞士和美国〈…些
如怜。

对上述情况即宫，规模标准与水坝高度和项后水库库

容有关。

的确定管理办法的工作班擂。管理办法应针对水坝生命周

摆各阶破所涉及的本现安全问题。 [NJ毡，应该探讨设计、

施工、初次蓄水、遂行、改造和报度等水坝生命捞段中出现

的东坝、安全问题。

• 采用生命周嚣的概念来处理水坝安全问题徨攘耍，理
为它更有可能使人如对水坝安全给予足够的重视，

并齿此使任何对侯都有足够的资嚣投入到水圳、安全

工作中。. 法律文件捞及E吁有事？段的水坝安食问题的翻子有阿

根廷、澳大科豆（新南威织工七夕l'I) .，.法醋、西班牙、南非
和奕国〈器弗吉尼亚州）。

c）明确立民项所有人对水摸安全负有主要甚责任，并可就失事造

成的任何破坏追究其责任。

• 为此，锻嚣要的一点是要对水坝所有人进仔界定。世
界银行关于本费安余的业务政策 4.37 规定“所有人”

可以是“罢家或地方的政府， E建霄企业，私营企业或由

一整实体组成的联合f卒”。＠还有，“如柴…个实体不

在法律上拥有圾址、棋和／成水库，缸是具有远行读7j(

棋的钱照井有保证其安全的责任，那么‘所有人’这一

术语包括这样的实体。？根据这一定义，一个特边的水

坝可能会有一个斟上的所有人，自此工方政多方会对

水圾的安全负责。

③ 爱接见那注 3。该业务泼策作为附录 1 包含在本出版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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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机构可以行使权力来制定自己的安全规范、标准

和导则，也可以要求其管辖的水坝遵守某个公认机

构，如国际大坝委员会（！COLD），加拿大水琐委员会，

或澳大利亚大坝委员会颁布的标准。

• 管理机构可以颁布自己的标准或导则的例子有挪威
和美国的华盛顿州。

e）建立为水坝所有人进行安全评估的从业人员所需的资质

要求。

• 这些资质要求应与从业人员的技术专长和经验有关。
通常要求从业人员是有相称资质的工程师。

• 对水坝生命周期中所进行的重要检查和重要事件，安
全评估人员应能证明他们独立于水坝所有人运营者

和管理机构。

• 在立法中建立安全检查人员的资质要求的例子有澳
大利亚（昆士兰州）、芬兰、法国、挪威、南非、西班牙、

瑞士和美国（一些州）。英国已建立了符合条件的工

程师的名单，所有具有要求资质的工程师都可以列到

名单里。水坝所有人自由选择该名单的任何人进行

检查。

f) 规定所有人／运营者必须定期向管理机构报告他们对水坝

安全审查、检查和监测情况的结果。 J

• 上述报告应由有资质的人员来编写，并且旨在说明水
坝遵守所有适用水坝安全标准的情况。

• 要求这样的报告的例子有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芬兰、拉脱维亚、葡萄牙、南非、

西班牙和美国（密歇根州和西弗吉尼亚州）。
g）规定水坝所有人／运营者进行安全检查和核查的频率。

• 管理机构可以要求，在水坝生命周期内按不同时间间
隔对水坝安全的不同方面进行核查和不同强度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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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费。

• 设立这些费的目的是要支付管理机构开展水坝
工件所发生的费用。

• 这些收入还可以F寄来保证管理提辑具有处理不服从
规定的水坝所需的资金。

• 在管理机梅不能收取费培并将其用于水摸安全活动
时，管理机树可考虑要求水坝所有人出具壤约保函柬

作为获得建设或运营水坝许可的条件。英国的衣罔

华州、费每支援井j和威斯康星壳’i就是这样做的。其他可
能的散法包括设立倍托基金j或要求水坝所有人维持

一定水平的保证金来处理水坝安全问题。拉脱维亚

是要求水坝所有人为其水坝锥持一定水平的保证金

的一个钩子。

• 管理挠构就发放执照幸存许可证收取费用的剖乎有阿
提廷、新回~、挥威布莱醋的一些捕。

k）要求具有最大失事风险可能性的水坝编制服急计如，该计

划要提供给管道机梅和其他有关部门和下揩可能受到失

事影确的社区。管理机持在向东坝所有人就应急计划所

要涉及的问翻提供指导。

• 如果可行，法律程架应要求在其管理商醋的所有水坝
行动计划。原嚣是水坝所有人在始终

做好可能失率的准备，商管理者应进行监督职保证水

境所有人做好准备。

• 在法律榷架内南朝水坝安全管理机梅如何必续与地
方和国家集贵处理紧急事务的部门相丑配合是十分

有理的。如果处理水坝紧急事件主要是紧惹事务管

理部门的权限，器不是水坝！安金管理在构的主要职

责，那么紧急事务管理部门应设有…个水坝顾问主委员

会。 i亥3委员会的职责是向紧急事务管理部门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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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办法的内容

a）应规定管理机构可以自行定期对所有成灾后果较严重的

水坝进行检查。上述检查不包括在由水坝所有人／运营者

进行的检查范围内。

• 上述检查的频率可以低于水坝所有人／运营者进行的

检查，因为这些检查的目的是确认水坝的状况是否如

水坝所有人／运营者陈述的那样，而不是作为确定水

坝安全与否的主要手段。

b）应规定向管理机构提供水坝技术档案／记录的副本，对于

列入最大失事风险可能性类别的水坝，管理机构应在水坝

定期检查时审查这些记录。

c）应规定未来水坝所有人要进行失事影响分析，并做为其获

得水坝执照程序的一部分，以确定失事对有可能受到影响

的社区、财产和环境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发放执照将以管

理者批准影响评价为条件。一旦水坝投入运行，水坝所有

人将被要求定期重复进行影响评价，并将其移交给管理机

构重新审批。

• 这一要求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水坝所有人和管理者，对
失事后果以及为避免失事发生他们需要采取的措施，

有较好的理解。

d）水坝安全法律框架应建立一系列检查标准的比照尺度，以

使用于衡量比较各个水坝的安全状况。

• 上述比照尺度应将构成水坝安全广义概念的工程、环

境、社会、健康和经济等方面的所有因素考虑在内。

• 这些比照尺度的目的是要确定适用每一类水坝的水
坝安全标准和世行程序。

• 如果水坝不符合适用标准，其所有人应制定管理风险
计划，并须经管理机构认可。该计划必须说明水坝所

有人／运营者如何处理所增加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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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制定标准和准则， iv,及监督水机所有人的执行情况

• 这一发展的结果般有压缩管理机构规模的越势。这

爱因为如巢管理拭构只是要要监督京项新有人的执行

情况，将不键要大量，人力。

• 另一个对于管理者来说更重要的结果－是，为保证可以

主L水坝所有人那里获得金丽足够的资料市息，如｛可辍
护揭发者〈愿意向管理者提供水坝所有人所未能由管

理者反映的其雇行义务方面的重要结患的水坝所有

人的雇员）将成为一个盟主要的问题。在…惶国东如美

国，可向揭发者提供特黠的法律保护。

• 如果敢界上有更多的将水坝私有化的举动，这一趋势

可能要变强。相反如果水棋厨有权越来越多地为国

家掌握，这一趋势可能会变弱。

• 如果这一趋势变强，在水坝所有人和水棋不符合规定
的情况下，管理者需要更有效的机制来强制执仔管玉索

要求。反过来，这将更主日常要更有效的手段来使管理

者对其所仔使的眼权负责。四此，很有可能随着时间

的推移， 7j(项安全法律框架将被列入可使管理机辅负

起资任、并能够解决管理机构与水；填既有人之间的

说的新智1剧。

管理办法的内容

a）采扉生命周期的概念来处主重点项安金问题的趋势。

味着要求水棋择有人提7.J<坝安全民主雪融进水坝的设计、施

工、避膏、维护、改造和报废等计魁。这…脑势造成的一个
结果是，在发放水棋执嫂的过程中和在东项措运行期，人
fr〕会更加童提东境安全、监测和维护的资金安排。



飞，

结语

在上一个tit纪，由界人口增长了 2倍多，溶给各嚣政蔚特别是

水行业带来了挑战。城市住和环境退化加剧了这一挑战，

薪思考水资溜管理成为金球的首要议程。在上一世纪的下半叶，

建接成为管理和控器泼水资拥最复杂能…种办法。人们建造水棋

来提供灌？既ffl7j(、生活用水、城市远东和工业用水，还建造水圳来

发电租防畏。近年来，尤其是散界大坝委员会（WCD）的报告发布

之后，关于水坝成本敖麓的争论加剧。这一争论现巳扩大到水坝

安全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均保证水坝安全。

本研究的嚣的是向政策制定者和技术专家以及民部机掏提

供…个水坝安全法律框架有关陪题的“工具箱”。根据对 22 个国

家〈也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菌家）的水棋安全法律概架所做的资辈辈

辈百分析，本项研究认为苦苦薯强调该领壤最重要的 4 个方窜。这 4

个方面分别是管理的法律形式、在梅设置、管理机梅的权力和管理

办法的内容。慕子从 22 个理家就这 4 个主7期资数的调查和研究

中搏沓的经验教训，本研究报告掘出了一些水棋安全法律挺架所

应涉及内容的建议。建议分为 3 费，第一类是我们认为必备的内

窑，第二类是我如认为值得住括能窍馨，多再三类是该领壤的新兴趋

这里需要强调前富提到的…个观点：部水布：安全是一个动态

发展的概念，因此应以相应的方式琴音持和处理水坝安全部黠。我

们对水坝的技术特性及其结济、慰务、环境社会等方醋的理解处于

不断的发震中。因此在我的黑考和处理关于本鄂、最鼓婆的一个问

题…一本坝安全时，必须考虑这种发展变住。 E斤以，我们接替锡使

水棋安全框架成为“柬身衣”，或者试题将其应用于房有情况。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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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隶 1

世界银行业务手册

业务政策
业务政策 4.37
2001 年 10 JJ 

这些政策系为世界银行翠虽使用商制定的，国否可能未对该
主题做完全详尽的诠述。

水摆安全

：业务政策 4.37 和世好程序 4.37 取代了 1996 年 9 月的提本。
世界银行其他的可能适渭予合水坝主专项旨的政策有：业务政策／世

行程序 4.01，原璋萨份；业务政策／世行程序 4.04，草挥部，尊敬；业
务政策 4. 11，才信矿产ω ；业务导则 4. 20，少数民族；业务文件

4.30，在声 jfJ J!星罗克；业务政策／世有程序 7. 50, /ii llf.法挥挥fl 0 女口
水坝安全方面的问题，请寄给世界银行在特发展局局长。

1.任何大坝的所有人气无论其资金来漂或建设阶段如何，均

有责任在大境的整个寿命期i湾保证采取适当的措施并提供

足够的资摞，以便确保大琪的安金。大棋如果不能正常发挥
功能成出现失事，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E此，世行②关注其资

助建造的新项和其资助项肆庆直接隶属的巴建大模的安盒。

CD 所有人可以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准政府机构、私营公词或若干实体的较合体。某
个实体如果事若有经营大坝的许可并对其安全负责，但不掷有权泣、大坝和／或水库梢

l 法定产权，也属于“所有人”的范畴。

② “放行”包括国际开发协会：“贷款”包括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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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计完才、现提j仪器诗戈甘、运仔维护计结和应念、准备it

划卢

c）在指挥采购期间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预审卢

d）在项目完成之后对大项进行定期安全检查。

5. 专家小程由三名或更多专家组成，这些专家由借款人任命
并应为进行所接受。他们应具备与泼大坝的安全问题有关

的各技术领域的专汀知识。③专家小辑的主要目的，是审

查大项安全事项以及涉及大坝、附j离建筑物、集东区、水库

周围地区和下静地区的其他关键两题，并就此向f苦款人汇

报并提出咨询意见。然醋，请款人一般会扩大专家小组的

主是成及工作任务， f吏其审查莲围不仅局根于大明安全，吉普且

也包摇其他方面的事项，例如：项目的磷立；技术设计：建设

程序；和其它相关工程，如发电设施、施工导流、船前和鱼
梯。

6，信款人将通过合罔委托专家在组提供服务，并为专家小组

的活动提供后勤支持。借款人道在项自准备过程中尽早安

排专家小组集期举行会议和进行审查。这种审查应贯穿大

坝的黠割、设计、施工以及初次蓄水和如期运用整个过

程。③借款人应在举行专家小组合法之前向进行发出通

知，觉行一般将派观察员出席。每次会议之后，专家小组将

向借款人提供…份书E报告，说明其结论和建议，每个参加

⑥ 世行稳序 BP 4.37｛大坝安全｝的附件 A漓明了这些计划的内容及其编制对闵安
排。巴某些墨家把观测仪器计划幸在应急准备计划同时作为这行维护计划的两个专门
章节。世行可以接受这矜做法，但条件是，应根据 BP 4.37 附伶A 中规定的时间
安排来编写完成有关部分。

⑦ 见｛世行贷款袋！ IE际开发协会信贷的采购指南｝。
® 专家小组成员的人数、专业被盖在吉、专门技术知识和经验应适合于所苦苦议大坝的烧
模、复杂性积潜在风险。对予高风险的大坝，专家小组成员应该是各自领域中的国
际知名专家。

®如果世行在琐沼准备的后期才介入，应尽快组建专家小组，并对所有已经完成的项
目工作进行审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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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

10. 拟议的世行项目可以包含必要的大坝安全措施或补救工

程所需的经费。如果需要重大补救工程，世行将要求借款

人：（a）安排胜任的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工程的设计和监

理；（b）编制并实施与世行资助的新建坝同样的报告和

计划（见第 4(b）段）。对于涉及重大而复杂补救工程的高

风险坝，世行还要求聘用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具体要求
与世行资助的新坝相同（见第 4(a）和第 5 段）。

11. 如果已建或在建坝的所有人非借款人而为一实体，借款人

将签订协定或作出安排，要求所有人采取第 8-10 段所规

定的措施。

政策对话

12. 在适当情况下，世行工作人员将作为同借款国政策对话的

一部分，讨论加强该国大坝安全管理机梅、立法和管制框

架所需要采取的措施。



自才录 2

世界银有业务手册

业务政策
世行程序 4.37
2001 年 10 J3 

这些政策系为世界银行职员使居商制定的，理器可能未对该

主题做完金详尽的论述。

水明安全、

：生务政策 4.37 和世行程序 4.37 取代了 1996 年 9 另将藏本。

界银行其他的可能适用于含；］＜.溃的项嚣的政策有：业务政策／世

行程序 4.01，东莞i'Jf份；业务政策／世行程序 4.04，$潜在，e,)i骨；业

务政策 4.11，丈 ff,矿产；立务导员u 4. 20，少数员族；业务文件 4 都

3飞非吉思移民飞立各京竟i佳珩程？号丁. so：毛自际水道填写。如

水我安全方菌的；可题，请寄给世界银仔农村发展局局长。

项自审批

1.世行＠在开始审批一个涉及大坝的项哥时，项旺组将包括

在大项工程方面以及准备和监督世有大填项目有经验的人
。如果在本边区无法找到这样的人员，项目组将向农村

发展部咨诲，征寻世行内外适当的专家人逃。

2.涉及大明的世行项目续穰据世行程序 BP 10. 00, ｛投资贷

辈革 “世行”包括国际芳发扮会；“贷款”包括信贷。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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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以及应急准备诗窍。评结级主主将审查项吕建议书、

岭，技术问是吉、检查摄告、专家小组报告乡以及结款人在；择有其

他涉及大坝安全的行动计划。如果有强立的专家小组，评

估组要确认借款人是否考虑了该专家小远的建议，并在必

要时协助借款人确定获得大坝安全培圳和技术援助的

擦。

9. 项自组和捂定的世行捧；即将保证世行与借款人之间的法律

楼定要求结款人：

〈功如果被要求建立一个专家小组，慰将在项目执行期i可
定期召开专家小组会议，并在新模的运m程期保嚣该

专家小组：

(b）实施所要求的各项计划（见附件均，并使所有没有充
分达到规定标准的工作达到标准；

(c）在新坝蓄水和启用之蹄，由没有参与大坝勘测、设计、

施工和运仔工作的摇立的合格专业人员定期进行大坝

安全检查。

检查监督

10.在项目执行期间，项目组将派技术工作人员监督所有盹

〈贷款协定｝中的大明安金条款有关的活动，并酌情聘用咨

询专家来评价借款人的有关表现。如果发现有关大坝安

全方茧的表现不令人满意，项器组将立即通知借款人，改

革莫不是。

11. 在项岳执有的后期，项自组将自费款人讨论项S建成腊的

运用程序，强调确保在大境现场器时保存窗注释应金、准备

指令性文件的重要性。项器组还将指出，薪技术或结

（例如棋水和地震方面的新技术和新信息，以及新发现的

眼壤’性或局部地质特性）的出现可能要求借款人修订大坝



椅录3

世界银行业务？子器 设行程序 4,37一一熔件或
世行程序 州年1叫

大坝安全摄告：内容和时闰安排

1. KffIJl{[J!fl抑厉墅{Jj!i.i[if歧。本计立自般在项器评估时提交

tl.t行。计刻的内容钮捂新建理或巴建楼的补救工程施工蓝理所需

要的机梅、工作人员配3瓷、程序、设备和工作人员资格。如果厨涉

及的坝不是挡水坝飞该计划定考虑施工期一般很长这一因素，包

括在几年的时i海内随着项体升高，筑坝l材料和拦苦苦材料特性的变

先对监理的要要求。进行项目程将利用该计划来评估经否有必要将

…部分贷款用于保证在造工期间实施与大坝安金捂关的设计内
陆，

1:t" 0 

2斟酒脚皮蒜iftlf 0 这是一项关于安裴佼器以便监测和记录

大棋运行清况以及辑关的水文气象、结梅和隐震因素的详细计如。

该计如应在项目设计阶段子招挥之前提交一个独立的专家小摄和

进行。

3. 起很维护iftlf 0 这项详摇计划钮括：大坝运行锥护跨需的

程织机梅、工作人虽配置、专i丁技术知识和培询：路行和维护大圾

的设备和设攘；运行蛙护程序；培行维护，包括长期维护和安全检

查所需的资金安排。非挡本棋的运行维护计如应反映埃体结梅或

φ 例如庭矿坝、储灰圾或储渣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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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非共幸自嚣国寐本法（ 1.998 年｝……第 12 章：水摆安金

带录 4

i主 z本需录仅｛又是立法中含有专门水坝安全规定拎一个例 J 。

这样的例子还有银多，本报告到举此例，不应被埋葬成我 1f1认为这
一法律模式优于其他模式。

（总统签署英文文本）

(1998 年 8月 20 /J通过）

南非典和国

国家水法

1998 年第36 号法案

序言：伞

认识割水是一种稀有的，旦时空分布不萄街的属有资源。水

以多种不同的影态存在于…个单一的、各种形态相互依鞍的自然

锚环之中；

认识到水是…种露于全体人民的自然资源，部以往富非的种

族歧视的法律和散法妨碍了人民公平地得费水和水资嚣的利用；

认可出：著非政靡全部负责金国水资摞的管理和利用，包括公

平地分瓷水使其得到有效的利用幸在分配，以及赴理国部水事；

认识裂J7J<资惊管理的最终旺的是要实现水资攘的可持续利
用，从南使所有的渭水户受益；

为从棍本上改革水资漂管璐有关法律，蹬业部分法律，特审j定本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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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类体系的规定

第二部分z 水资嚣的分类和资嚣最量吕括

13. 水资源等级和资源质量目标的确定

14. 水资源等级或资源质量目标的初步确定

15. 水资源等级和资源质量目标确定的实施

第三部分z 储备量

16. 储备量的确定

17. 储备量的初步确定

18. 储备量的使用

第四部分z 污染防治

19. 污染防治

第五部分z 紧急状态

20. 紧急状态的控制

第一部分z 总原则

21. 用水

22. 许可用水

第四章用水

23. 主管部门可分配水量的确定

24. 利用他人地产上地下水的许可证

25. 用水授权的转让

26. 关于用水的管理法规

附录 4 101 

第二部分z 一般用水授权和许可证制度的考虑因素、条件和基本

要求

27. 颁发一般用水授权和许可证的考虑因素

28. 许可证的基本要求

29. 颁发一般用水授权和用水许可证的条件

30. 申请人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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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部分z 违反授权或不遵守授权事项－

53. 对违反授权行为的纠正. ' 

54. 用水权利的中止或收回＼令

55. 放弃许可证i 一

款
1
条务财第五章

』

第一部分z 用水水费

56. 用水水费的价格政策

57. 价格政策的应用

58. 用水水费的收缴

59. 用水收费的责任＇ . 

60. 用水水费属于土地费

第二部分财政支持

61. 部长的财政支持

62. 关于财政援助的管理规定

第六章部长和司长的一般权力和责任

第一部分z 委托、指示、征用、宽藏和其他权力

63. 部长权力和责任的委托、

64. 征用地产

65. 为修复工程和治理工程而征用土地

66. 对不遵守期限的宽限

67. 免除本法的某些要求

68. 参与诉讼

第二部分：有关管理法规的一般条款

69；管理法规的制定

70. 管理法规的审议 、



第八章用水户协会

91. 对组建屠水户协会的建议

92. 组建用水户梅会的程序

始，用水户协会的章程

94. m水户协会的权力

95. 对扉7J<户楼会的指令或措示
96. 用水户楼会的撤销

97. 清理撤销用水户楼会的有关事宜 e

98. 关于某挫现有机桶的过接条款

第丸撞咨询委员会

”t 咨海委员会的建立
100. 咨询委员会的规章制度

101. 关于咨询委员会的过渡条款

绵十章嚣蜒水管理

102. 组建执行茵露楼议的各种就梅

103. 就梅的管理和职能

104. 事L梅的权力

105. 设置法立就梅履行不间的职能

106. 关于履行职能情况的报告

107. 窜去壁上述机梅的戴白，调查其财务状况

108. 关于现有机枪的过渡条款

附录 4 105 



127. 土地费用权的取得

128. 土地使用权持有者和生地所有大的校利和责任

129. 获得和修订土地使.m权的程序

130. 高等法璋对土地使用权的极力

131. 为提供土地搜用权而获得补璧

132. 签署冀的署费土地使用权及惨改

133. 土地使用权的注销 A

134. 涉及土地使用权的合建7j(科工程

第三部分z ＊辑工程辑个人的土地使窍捏

135. 在他人土地上班惨水利工程的既有较

136. 个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第十E 观棚、评结朝信息

第一部分z 全黑军在湖体系

137. 建立留家现盟！！体系

138. 建立褂谓）致的水资源现混i就散j

第二部分z 全圈’资露信息系统

139. 建立全国情息系统

140. 全国水资摞信息系统的自标

141. 倍思的收集

142. 穰患的使用

143. 有关现甜、评估租信嚣的规章制度

第三部分＝关于洪本淹没线、洪本费干旱信息

144. 城镇规如的洪水湾没钱

145. 使公众获取倍患的责任

附录 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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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简称及其路用

第十二章本现安全

章所含的各项挂麓，其盟的是改善新建和己建具有安全风

险的水坡的安全状况，以减少水坝对公众生命、时产和资摞质量造

成损失的可能娃。为了减少水坝失筝的风险，控棋措能要求所有

人覆行特定的法令和规章制度，如提交水棋安全报告，维护主主
水溃，或按定专业人员承捏这些任务。除要求所有人负有一般法

外，上述蜡施也可以起到保汪东坝安全的作眉。被批准的

生人员对留家和公众的委托失有法律资任。在所承扭的工作

中，必颈藏行本章所兢定的职责，部长吁在i免除某些人遵守本章裁

定的要求。本章规定只适Jf] 子达到规定提模的辑、被宣布有

风险的坝或者属于规定类射的载。有安全风险的费，必织全部登

记。执行了本擎的兢定，并不意味着水旗所有人可以不拭行本章

以外的其他规定，地知从棋区取水用水时必续要有许可近或有其
他Jf] 水援权。

定义

2在 117 条

(a）“被批准的专业人员”是指按 1990 年南非工程职或

法（ 1990 年南非第 114 号法律）的巍定进行登记，

并由部长征求南非工程技术委员合〈按该法第 2 条

组璋的〉意见后批准的人员；

(b）“坝”是据所有具有拦水、存7JC或蓄水能力的现有的

或提建的建筑物〈包捂临时性的存蓄本建筑物），

论其盘否存水：

(c）“有安全风险”的坝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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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指示有安全风险的水坝所有人自费，在部长规
＼、－，、，，；.；.：定的期限内进行为保护公众、财产和资源质量

.; .：＇＇不受三I<顿、失事风险影响册、必需的检修或改建。

(4）若水坝所有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执行第（3 ）条
.. : ,\•. ；·~ . Cc）中的规定／vttl部长可以自行安排这一检修或改

: ~ ::::-<·; ）~渲＝而后由所有大芙付费用石’：；牛，.，＿.，

'-,' :. ~－， ：~ ＿·二、，怡’）在发曲二项指示前，部长应当：：二｝

(a）有把握确定该项检修或改建对将水坝风险降至

；二！：允许程：度是必需的气充分有效的和适当的；

(b）议真研究该坝失事可能对公众安全、财产损失

和资源质量的影响。
• ._ ••• ' l 、ιJ ' ...一·＇ －勾

子 牛二， I 俨＇•‘！‘ ,,, ＿，一 』 • • ' ‘ 
' ι •• , 』 ’ t ' 牛 、 •' 俨 i 、 飞 "- '· - - 吁阿 “ 
…－叫一＇ . . , 

被批准的专业人员的责任；三二.~ ;:,: !" 

第 119 条 (1)在根据本章要求完成某项任务时，被批准的专业人
~~－ i1~i. ＞主；二－~~· ，＇员墩u国家和公众的委括负有责任；飞

飞l

(2）被批准的专业人员在承担某项示：坝任务时必须：

(a）保证该项任务按照可接受的番号页坝工规程进行；
:ci:r 丘，江缸－~~ .lCb）保存规定1的记录；；二牛二二

(c）编写规定的报告；二1., :: ,:, ,_,: 

'L气：i·: ('d）如果任务中包括主I<坝施：王：￥改建和检修等内容，

， λ，｝ .＇应向水坝；所J有i；人；发出；工证－书，7说明这项任务
二－川

(3）被批准的专业λ员承担水坝安全评估时，必须：
1 , ,=Ga）认真研也究－水坝设i＋~施J王二监测、运行和维护方

面的安全标准是否能够匀可接受的各项坝工规
川，二程相二致； 1‘；·i·, ：.＼•民

(b）依照规定要求并按（a）节提出的事项提出一份

报告，并在规定期限内签署后提交水坝所有K·6':
：－』 1 、｝！

'' 
于→，·－ ＇、. I '. } " 
i ,’-·’. -1 -,,•_ ·,· ' .崎＇ ,, - . 

i卢＇ -"' '-- /j －比

' .、

飞，＇ '' 
‘』！’ l i 、；＂.

/ , p 号‘－
4、 J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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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按部长确定的条件，不执行本法的规定某条

或按本法制订的规则的要求：
(2）部长可以书面通知某类水坝所有人可按部长确定

的条件不执行本法规定的要求；

(3）部长可以撤回豁免，或提出进一步的或新的豁免
条件；

(4）在决定一项豁免时，部长应考虑到：

(a）某坝或某类坝对公共安全、财产和资源质量的

危害程度或可能的危害程度；

(b）设计、施工、改建、检修、蓄水、运行或报废某坝

或某类坝的方式；

( c）对某坝或某类坝的监管；

(d）某坝或某类坝的设计、施工、改建、检修、蓄水、

运行、维护、检查或废弃所需的各种管理措施及

其有效性；

(e）参与某坝或某类水坝任务人员的知识和专长；

（£）有关某坝或某类坝的成本；

(g）某坝或某类坝可能造成的损失提供或打算提供

的保证金；

(h）该坝或该类坝是否有执照或依据其他法律颁发

的授权。

关于水坝安全的规章制度

第 123 条 CU部长可以制定规章用以：

(a）建立被批准的水坝安全专业人员登记表；

(i)制定：

(aa）不同的被批准的专业人员等级制度；

(bb）各级被批准的专业人员可从事的任务

或任务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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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指定为某类某个水坝敢担某理任务的

被批准的专业人员提交资料倚息、图

纸援告和手册锋：

(vii)确应以下人员 z

(aa）某类某个7J<坝的所有人；如

(bb）指定为某类某个本坝承担某项任务的

被提准的专业人员的职责；

(d）提出有安全风险水棋所有人接黑规定的内容和

方式定期完成水棋混割工作的要要求；

(e）提出有安全风险水坝进行登记的要求，并规定

登记程序和手续费用；

（£）规定必须遵据信咛i可辑：

（盯在挂第(l)(a）节规定制定巍章时，部长应考虑到：

(a）属于某类的某个水坝进行有效设计、施工、政

建、检｛壁、运费、雄护或废弃所需要的技术；

〈己〉完成某类水坝任务所需要的资历和经戳：

（盯在按第(1）节内容棋盘烧章时，部t走在离离非

工程按术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按 1990 年南非

工程职业法第 2 条规定组建的兴1990 南非第

114 号法律〉以及其他造新的合法专业团体进

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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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附件仅仅是水坝安全专门法规的一个例子。二这样的例

子还有许多，本报告列举此例，并不应理解成我们认为．这一管理模
式优于其他模式。 二’，＂，

（不列颠哥伦比亚法规 44/00) _-

（存档日期：2002 年 2月 JI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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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施”是指，但不限于，勘测量标和测量站，测斜仪，变形
测定仪，压力计，测流堪；

“维护”是指进行为把水坝保持在良好运行状况所需的活动。

“运行飞维护和监测手册”是指根据第 3(2）款，由水坝所有人
编制的一份手册二
“专业工程师”是指根据“工程师和地学家法”中规定的信誉良
好的、注册为专业工程师的人；
“水量”是指水库在蓄满水位时测量的以下总库容：

(a）河流自然河床与溢洪道顶之间；

适用

(b）坝身上游最外侧与溢洪道顶之间；：

'(c）如果在水坝的坝基之下还有泄水口，则为该世水口底
端与溢洪道顶之间。

2. (1）本规定适用于所有以下情况：

(a）坝高在 1 米以上（含 1 米），蓄水容量超过 100 万立方米；

(b）坝高 2.5 米以上（含 2.5 米），蓄水容量超过 3 万立方米；
Cc）坝高在 7.5 米以上（含 7.5 米）’；
(d）不符合（a）、（ b）和（ c）的规定，但可造成附件 1 中低、
高或极高后果的水坝。

(2）本规定并不减免“法律”、水利规程或其他适用法规对水
坝所有人的其他要求。！

水坝运行和维护

3. (1）水坝所有人运行和维护水坝时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a）本规定；

(b）适用的许可或批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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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5. 水棋辟有人必须进行以下工作：

报告

(a）根据陪伴 2 节攒影响类期所短走的检资频卒，进抒水坝

检查，以评拚水按在捕工、运行或改造等阶段的状况；

（的记录按上述（a）款娱定所开展的各璜检查结果：

(c）经提准、许可证或命令或本条例得到授权后，棋王检查中

发现的不安金菌素。

6.(1）在根据第 5 条规定对水坝进行栓查后，政者进有其他任何

与水坝有关的捡查后，水坝所有人必须：

〈对以水坝安全官员巍定的格式和方法，并在其规忠时间

内肉之I<坝安全官员提交

(i) S(b）款厨摆求的检查记录：和

(ii）包捂能不眼于以下测试或涯i莹的结果和分析，

a）仪器读敦和分析

悦目测或）｛Ji\费等

c)OO表

d）土壤、管料和混凝土提j试结果

e）其他任南部试结果

（的如果检圣经发现可能存在盘险，要立即接 5（防教规应向
水坝安全官员提交记录。

(2）如果在坝安全官员接求，水坝所有人必统向水顷安全官员

提交以下设计、施工或改造所髓文件－的原件或清断的复印
件：

(a）所有设计笔记、图纸和技术条件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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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目前情况或预期情况的性质；

(ii）水坝所有人处理险情所采取的所有措施；

(iii）向本节项下的全部人员发布关于目前情况或预

期情况的任何信息或警报的时间和确切性质。
(e）向地方政府和可能会在第一时间受到失事影响的人们

通知目前情况或预期情况的性质，并且如有必要，建议
在第一时间可能受到失事影响的人们从危险区疏散并
转移财产。

(f) 更改水坝运行以把失事可能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

度或彻底防止损失，并采取水坝安全官员、工程师或审
计官或地区水务管理人要求的其他应急措施。

暂停正常运行或拆除水坝

9. (1）水坝所有人必须在采取以下行动前不少于 60 天，书面通
知审计官或地区水务管理人：

(a）拆除全部水坝或其显著部分；

(b）停止运行水坝或放弃水坝；

( c）在一年以上的时间里停止水坝的正常运行；

(2）水坝所有人必须编制并提交给水坝安全官员以下材料，供
其审批：

(a）上述第（l)(a）和（ b）款下有关行动的计划，或

(b）如果水坝安全官员要求，上述第（l)(c）款下有关行动
的计划。

(3）水坝所有人必须在行动预期开始之前至少 14 天，并在启

动批准计划下的有关行动之前，通知水坝安全官员。

(4）水坝所有人必须在按批准计划进行的工程完成之后，立即

向水坝安全官员提交一份关于所做工作及其方式的报告。
(5）水坝所有人必须按照审计官或地区水务管理人的要求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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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仪器

11.水坝所有人必摆开器所有以下行动：

(a）安装能充分监测水坝运转和状况所必需的钱器；

〈的对水棋既安挠的仪器进行监漏、维护或更新，以保瓷器
数的连续；

(c）按＊项安全官员规定的格式和方法，并在班定时部内，
自水坝安全官员提交仪器读数和分斩；

（的南京现安全官员提交下述文件供其审挠：

(i）在掠谓整、改变或拆除仪器之前不少于 60 天，关于

拙进行的仪器樊整、改变成拆除的通知，或
(ii) 歹tl 瑞拉l对仪帮进行更改的年度计划。

专家的意果，

12. (1)棋据提交的水填或相关工程的资料费怠，审计宵或地区

水务管理人对水明或相关工程的有关问题能否恰当解

决存在疑问，审计官或地区7.J<务管理人可以主要求水境所

有人聘请一位令审计智或地区水务管理人满意、具有以

下方面的资服和经睦的专家：

(a) 7.J<；夜案粥， 71<呗设计施工和分析；

｛忌〉相关工程案饵，本力、水文、地震、岩土力学、机
械、结梅工程或其他适当学科。

（盯在本节（ 1)款中聘请的专家必须向窜诗官或地区水务管
辑人就存在争议的问题提出报告。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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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第 S(a）和 7(1 ｝款）：

＊坝检查的最低频率和水坝安全审置费求

项目 很重影响 轻影在自 很轻影罢！每

坝被检交集 每周一次 §寻觅…次 每月一次 每季度一夜

半年一次 半年一次或一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垂在一次

仪器 根据运行、维 根撩运行、维 根据运行、维
护和监测手册 护和监测手册 护和监测手册

泄水口、榄洪波网 一年一次 一年…次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门和其他机械装
毁的试运行

应急被告奋计划 每半年更新一 童基半年更新… 每年更新一次
次通讯记录 次通讯i这条 通讯记录

运行、维修幸fl 检 7-10 年核查 每 1告年核虽是 每 10 年核查 每 10 年核
至整计划 一次 一次 一次 查一次

水坝安余审资e 每 7-10 年核每7… 10 年核 (d) (d) 

查一次d 查…次d

也坝却t检查可以包括自草草和／或商动数猿采集系统的监测。根据季节的不同可以

减少自泌的频率。

b.IE帘的检益主是指由水坝所有人负责水坝梭瓷的代表进行的更彻底的按3堂。

ι水坝安会苦苦王蒙包括收集所有水圾记录及实地检主慧、详细勘探，可能的话还有实验

然后对初期结构稳定位和运行安念进行接实，对基本特点和葵本假定

重新分析。 7j(领安念核查的详细程度要与水坝的幸运杂程度和水坝的影响后果相称。

d./j(织所有人必须每年进行一次水坝下游情况审盔，如果下游影响后果变大，还

要向水坝安会官员通报。下游影响后果分类准则几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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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愈大大坝协会运行、结护和监那手茄样本

－￥ 

’马$' . 

边z本酣录仅作为运存、维护和 割的手册目录的一个例 ψ 。

多钳子。本报告以 为倒并不表示此模式优

非工程性嘴金措革

水瑛安全计如
〈基于〈水坝安全导那〉……加拿大大辍楼会， 1999 年 1,.lg)

运行与维护计划

·总贝4

·忽5

·水库诸行规则－

·洪水预费（如果可能提供）

·蹄洪潜行程序

·维护

＊历史资科

·水损安金指挥

·防范措施

' ' 

·观测仪器计划（见详细说明）

·监测

需＠标准

·常规捡黠

气 !-. ' ~ - ' . 

‘一、 γ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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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制定运行维护手册，以记录运行、维护和监测情况。运行维

护手册必须遵照执行，每隔适当时间进行升级。该手册应包含适

当充足的资料信息，以便操作人员按安全方式运行水坝，将水坝维

护在良好状态，充分做好水坝的监测，以便及早发现危险迹象。

对水坝的综合描述应包括水坝类型、尺寸、后果分类等级、坝

龄、位置和进场交通等内容。

要由合格人员来从事水坝运行、维护和监测工作。运行维护

手册要阐明各级人员的运行责任和相互关系以及培训要求。 i

对运行维护手册至少每年复查一次，以保证人员或机构的变

动得以及时反映。

手册应明确运行者在水坝安全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和具备啪资

格，并列出他们的工作范围。该部分内容也可包含一些详细的培

训ii计划。．

要保留一份永久性工作日志，包含如下信息和记录：

·天气状况

·正常运行的变化，异常的事件、情况或大众活动

·异常维护活动

·指令

·警报或通知

·检查
工作日志不应对另被例行保留的正常运行情况和记录再进行

详细记录。工作日志应列入适当的说明，包括参考用的图表和运

行维护技术指南，以便记录上述信息时使用。

B.2. 运行

B.2.1 渡汛程库

在汛期，应有足够数量或有足够能力的泄水闸和设施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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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 娃理球手吕碎片

如果水库可能会有大量冰或碎片，应确立安全处理路相碎片

的程序。

拙木／物糖、防冰糖的详播说费，功能郭操作要求，包摇移走2支

辑和解决冰辑对建筑物和！哥门的摄制，应在运仔维护予珊

分绍。还要分结如荷操作踌冰互支破冰蔚嚣的起气系统。

B.2.4 IA号＊嚣嚣

如果可行，应查明洪水预报情息的来摞。

应指定官方认可的洪水预报借息碟，同时列出其他可智的

息擂。要要说明设计入库洪水及其结算的嘉磁和设撞的撞撞能力。

B.3 鳝护 ' 

应最i定和执行关于维护的政策、程序、记录和职责，以保证把

水坡、捷洪建筑物及梧关设备维护在资金和完全可运行的状态。

成主运期检查和测试设备，以保证拭避行的安全可靠。

成介绍关于水坝及其附属建筑物入水坝安全所必需的相关设

备（制括仪器）的维护政策、程序…廿 ι…中

对其f也建筑物如7J<.笼明和排7J<.道的维护要求也应有说晓。

边有所有辑关制造商和设计者提供的维护子溃。

如果设施的校友发生变先必续对其进行评价，并采取必要的

擂攘，如设计核查，必要的主在工修改或穆腰等。

为保证水棋的持续安全状况脐带的仪器及其他数据果集和传

输系统必芳：被维护在良好的工作状况。对维护不同类型的建筑物

和设备的一些考虑简要列举如下：

温凝土建筑物

水的上拉力和掺透压力是在正常荷撬~造成建筑物整体或部

分失稳的主要原洒，也是翠凝土冻溶老化的主要原因。此外，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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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J 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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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包含摇71<建筑物检查和监器、世水设施测试帮工作的

标准。

提供标准或特期的目的是要明确需要进行的检寰的类型，每

类按聋的目的，检查的模率，要检查的绍嚣，拴查所需的记萃，检查

人员的资羡租培训，纠正缺路的程序等。

B.4.Z 营规桂查

：要进行定期检菇，以磷定挡主k建筑物的整掉组成部分的

状况。对于通过常裴检查发现的所有缺路，要进行必要的调查。
水攒的据南和程序要提供以下惜，协：

·所有建筑物租设备例行检查、中期检盔和综合技查的检

查清单；

·编制记录和报告的攘攘、职责和要求：

·说晓可能需要的补充检查，包插水下检程如水库韧号文蓄

水时需要滋有能检查。

检委主方案〈包括栓查频率）吉专制定，应当依据圾的分类、工业栋
准、制造商的建议、具体建筑物和设备的主运行历史和状况。

作为总的指导原则，“树行”检查是由项吕襄j运作为其常嫂维

护的一项内容进仔的。这样的楼查应该每周或每月一次，取决于

何种接率到于检寰对象是合适的。在学节对检查有影响时，可以

降低频率来适应学节的影响。“中期”检查是较为正式的栓查，

常每年一次或两次，自水坝所有人负责安全雄查的合适代表进行。

综合检查（7.k坝安全审查｝应由拙立的专寂或专家组定期进行气

① 核呈交其是豆豆决于水坝的影响后果类别：
影响君主在类别 很严主意 严索 轻
核查阅隔（年〉 5 . 7 10 



附录 6 137 

仪器说明可包含在一专门的仪器安装报告中，参见运行维护

手册。

B.4.5溜试

应每年对所有需要经历大洪水的运行设施进行一次检查和测

试，以保证它们在大洪水来临期间正常运转。 e

每年汛期之前，应对进水控制设备进行一次压力平衡测试。

每年应对溢洪道闸门进行运行测试，以保证其正常运转。检查和

测试的频率和工作量应与水坝后果分类－致。

运行维护手册中应明确所有的测试程序并附有检查清单。对

于所有水流控制设备的机电部件，指令和程序应有进行运行测试

和完整性测试的说明，以保证设备处于完全可运行状况。

应急准备计划

C.1 总则

应查明水坝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并结合失事后果对之进行

分析，以便可以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或补救措施。

对于失事可能造成生命损失的水坝和预警可减轻上游或下游

损失的水坝，应编制应急准备计划，并予以测试、发布和维护。

应急准备计划要规定，一旦发现可能导致失事的险’情，或发现

决口正在或可能形成，应启动通知程序。

水坝所有人①或运行者应根据在洪峰预计到达之前的时间

长短，估计失事警报是否应直接发给下游离水坝最近的居住区里

的居民。

如果有防范措施，在适当时候应启动这些措施以防止失事，或

当失事不可避免时尽量减轻损失。

① 在本文件中，“所有人”指负责水坝安全的人或实体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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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出应急、准备计是i的前稿。

6. 召开埠知单上所有方部部参加的协调会，在i对IE.急准备计

地i初稿进行审查、提出：瞥见。

7. 天才应急准备计划裙榄进仔修改，征得必要的管理部门的批

准后定搞并进行分发。

C.3 应嘉准备计却的内容

应急准备诗荒IE宣告括以下程序和结患：

·紧急状况的判定与分析

·防器措施（如果可能〉

’通知程序

·通知流程表

·通讯系镜

·坝址交通

·黑踏时的对策

·不利天气下的潜策
．伞设备来源

·备料和储备供应

·应急电摄

·淹没阻

·警报系统（如使用）

紧急软况的判定与分析
如果发现得足够早，就能对可能的紧急情况进行分析并果敢

防莲或补救措施。应急准备计划应包含发现险情后采取有动的清

晰程序。通报紧急情况要求主管联系人先启动补救措施，然肆决
定是否、何时室有出政紧急情况并实施应急准备计划。在应急准

备诗如中，应对宣布出事紧盘情况需满足的条件有清楚的应黑
导。

应急准备诗摇中在探讨及时可靠边对自前或可能出表的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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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系统

适勇于应急准各计起的内部和外部通讯系统的全部细节应包

括在该计结中。

；圾草上交通

关于埂址交通的说费应集中于在不同情况下到达坝址的首要

和次要路线帮手段（如徒步、荣菇、乘直升机和乳动雪撬等）。

黑暗时的对策

班急准备计划应探讨在黑暗（钮括自斯电商造成的黑暗〉时的

应您对策。

本来j天气下的对策

理念准备计划应探讨在不利天气情提〈钮捂严寒、下雪、

天气〉下的应急封簸。

设各来草草

包摇在紧急时可以来i璋的设备的碎放运点，可以动员的承包

商等。

备辑和储备供应

应说明为应急需要部错备的材料和设各的存放地点。

应急电摞

详细说明应急电嚣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淹没田

地方政府需要淹没围来制定合适的疏散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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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员工正确评价形势发展的能力茧关嚣薯，通常该能力首先摆基

于现场观廉。要培养足够数赣的筑工以保证任何时候现辑部在辑：
职人员。

C.6 淹没分析

：掩没分斩是在一盘假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它耍显示的

可棋合理假定的不利情况相互作用商发生了最严重的情况
时，被端技的所有区域。

通常要分析不同失事假设：快速失事，大决口失事，保守的
事前期条件。可能的淹没区域摆在考虑以下情况后确定：

·设计洪水造成的失事

·天气晴好时的失事

·满7J<位时的失事〈督；需

·冬事可能发生冻凌的失事

‘回上潜水坝失事而号致的失事‘

主要编制淹没圈，表明最大的淹没区域。

迎接针对水库邻近地区和水库阳水；影响应编制淹没圈。主要分
析以下情况：

·发生超过水坝下捷能力的特大供水

·在大洪水通过时发生下在慧能力减弱的需提〈如碎片i：在
i辑：1误操作或失灵｝。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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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

·水电站水坝安全法（2000 年iz 月）

墨西哥

·国家水法

新西兰

挪威

·资源管理法（1991 年修订）·

·建筑法(199υ
·水坝和相关工程资源许可导则（2000 年 11 月）

·水资源法（2001 年 1 月 1 日）

·水道建筑物分类规定（2000 年 12 月 11 日）

·水道建筑物安全和管理规定（2000 年 12月 15 日）
·水道建筑物设计、施王和运行资质规定（却ω年12月 11 日）

葡萄牙

·条例法（1990)
－·葡萄牙水坝观察和检查实施规定
·水坝监测和检查标准中 ' l 』

俄罗斯

南非

·联邦法2i.07. 97, N117 二cicC1997 年 6 月 23 日经国家杜
马通过）

·法规，政府公l报亏oi253(No.io366, 1986年 7 万 25 日）
·’国家水法（No:36, 199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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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生效， 1986 年最新修订；管理法规，第 5 部，洪泛
区开发（1975 年，修订于 1994 年）。

5. 肯塔基州一肯塔基州修订的法规，第 151 章，地质和水

资源（1996），肯塔基州管理法规，第 401 部，第 4 章，水
资源。

6. 缅因州缅因州修订的法规，第 37 B 部，国防，退伍军

人和紧急事务管理，第 21 章（水坝和水库） 1051-1070

款，第 22 章（水坝检查）（ 1983 年， 1989 年修订后包括了

来自第 38 部 3-A节 815- 843 款水坝注册和弃权的内

容）；第 37-B 部法规于 1997 年修订，包括了 1065 (5) 

款：纠正不安全状况和 1080 款：建立委员会， 1999 年

1065 款被更新，增加了 1071 款：对所有权转让的通报；

法规，第 3 章，新建和重建水坝的设计和施工标准

(1990）一正在进行修订

一缅因州水坝注册、弃权和水位法 (1983 ），第 38
部：关于河流的一般规定，第 5 章第 1 节：磨房和水坝，
611- 933 款 (1983 年生效，当时包括水坝安全的内容，

1987 年修订， 1989 年水坝安全的内容被分离出去）。

7. 密歇根州－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第 315 章：水坝安全

(1994, PA451）；草案已颁布。

8. 密苏里州一密苏里州修订的法规， 236.400～236.500 款

(1989 年生效， 1993 年最新修订）；州管理法规，

10CRS22 1.010 ~ 10CRS22 - 4. 020。

9. 蒙大拿州一水坝安全法，第 15 章（ 85 -15 101504), 

1993 年最后一次修订；自然资源和自然保护局，第 36 部

法规 25 章：水坝安全（1988 ）。

10. 新罕布什尔州一新罕布什尔州修订法规 482 章

(1937)' 1998 年最新修订：如l管理法规， Ch.ENN

WRlOO 专 800（州环境保护局水处）， 1980 年生效，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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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来源

（未出现在附件和脚注中）

澳大利亚大坝委员会：水坝安全管理导则（1994)

加拿大大坝协会：水坝安全导则（199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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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niello, John D. / McKay, Jennifer, M. ，私有水坝安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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