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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权初始分配是水资源管理的总需求，更是我国进行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核心和前提。我国目前有关水权初

始分配的理论和实践尚不能满足水资源管理的现实需求。基于此，本文尝试根据我国水资源状况和水资源管理需

求实际，在对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基本概念和分配特征辨析的基础上，建立分配的总体框架，分析分配的实现

技术。以期能为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和水权分配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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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1-5］就有关水权分配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毕竟我国水权

制度建设和水权分配实践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还很不完善、不成熟。综观以往研究成果

和实践活动可以发现：水权分配的水源多是单一地表水资源，而地表水和地下水是相互转化、互为

一体的，仅有地表水分配的水权制度建设，是残缺的水权制度建设，不仅带来量的分配不完全，而

且导致实施的困难；水权分配技术方面，由于模型研制者采用所谓的“最优”准则，求解模型的“最优

解”，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研究的问题容易失真，使得决策者难以应用和采纳，研究成果难以发挥

实际效益；水权分配的过程多以行政分配为主，各用水主体如何平等参与水权分配问题仍没有得到

有效解决；把初始水权分配等价于水量分配，没能从“水量”与“水质”属性统一的角度全面认识水资

源的特性；水权分配结果只是确定各区域的用水比例，而事实上，受到计量和监测设施等条件的影

响，我国管理者以河流断面控制管理为主，仅有比例的分配成果使得分配和管理之间不能有效地衔

接，不利于管理部门的管理和控制。可见，我国的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研究成果与国家实际需求

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急需在综合考虑我国水资源条件、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构建起符合

我国管理需求实际的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理论框架。

1 基本概念诠释

研究水权分配，必然要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问题。只有在对基本概念形成共识的基础

上，研究、讨论水权分配问题才有实际的意义。

（1）水权。水资源产权也即是水权。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和法规没有水权这个概念，关于水权就有

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有“一权说”、“二权说”、“三权说”和“多权说”等［6-11］。事实

上，用水主体只有在取得了水资源的使用权以后，才能进行水资源的转让、交易或收益等一系列活

动。因而，笔者认为水权就是指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其中，所有权是水权的基础和前提，我

国《水法》明确规定水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水资源所有权是一种绝对物权；使用权是依附于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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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所有权而存在的，是权利人对特定水资源使用的获益权，是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

（2）水权分配。水权分配源于水资源稀缺，是一种利益分配。在水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情

况下，水资源所有权是一种虚有权，一旦确定了水资源使用权的主体，所有权的主体只保留对水资

源的最终处分权，因而，通常所讲的水权分配，事实上也就是水资源使用权的分配。

（3）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水资源使用权分配可以分为水资源使用权的初始分配和水资源使用

权的交易两个阶段（如图1所示）。

水资源使用权的初始分配是水资源使用权在不同用水主体之间的初次分配。是由国家（或政府）

通过一定的分配程序，在综合考虑区域人口、环境、资源和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并充分考

虑各主体利益诉求的同时（协商机制），对流域或区域可分配水资源总量进行区域间和用水户间的水

量、水质、使用年限、污染物排放等的分配。初始分配是水权分配的第一步，是水权交易的基础，

只有在初始使用权界定明晰后，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成本，使交易在权力范围内进行。

2 分配特征分析

水资源使用权的初始分配是一项复杂的多目标、多层次、多水源、多用户和动态的系统工程。

总结起来，其最具代表性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多目标

（1）分配目标。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必须兼顾公

平、环境和效率3个目标。其中，公平目标是从社会学角度考虑水权的分配，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内

涵上的延续性［12］，具有环境、经济、资源等方面的意义。公平目标的实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层次［13］：

①基本生活用水中的公平问题；②产业间的公平问题；③地区间的公平问题；④代际间的公平问

题。环境目标是从生态学角度考虑水权的分配，主要包括确保生态环境用水（生态需水）和保护水环

境（水质）控制污染物排放两个方面。效率目标多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但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所

提到的效率，应该是站在全社会、全流域和水资源利用生命周期等综合角度来考察。生命是第一位

的，所以水权分配必须首先满足生活，在此基础上，水权的分配应该有利于全社会节约用水，有利

于将水资源向高效益产业倾斜。

图1 水资源使用权分配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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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标间的冲突与协调。公平、环境和效率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辩证

关系。在水资源短缺的状况下，单纯追求任何一个目标都是不可取的。而三者之间又无法公度，如

何分配就遇到了目标的冲突，因而水权分配决策就要权衡利弊，统一协调公平、效率和环境目标。

在水资源使用权分配的不同阶段，由于其历史任务不同，对公平和效率有不同的要求。研究据此来

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水资源使用权的初始分配阶段属于财富的分配，因此应主要体现公平优先的

原则，同时兼顾效率；在水权转让阶段，应该遵循公平和效率并重、效率优先的原则。而环境目标

在分配的任何阶段都应确保。

2.2 多水源 水资源使用权的初始分配需要解决地表水与地下水、客水与主水、外调水与当地水的

问题。其分配的直接对象是可控径流性水资源，但在具体分配时应统筹考虑各区域的全口径水资源

条件。

根据水源与区域的关系，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的水源可概括为当地水资源、外调水资源和过

境水资源。其中，当地水资源包括当地地表水和可开采范围内的地下水（境内的公共水源除外），在

分配时，水源所在行政区将自动获得当地水资源的使用权；外调水资源是为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问

题突出，有针对性地从外流域调入的水资源，这一特殊的水源具有特定的调水主体和受水主体。在

解决好受水区域与调水区域利益协调问题的基础上，在调水协议有效期内，水资源的使用权应该归

受水区域所有，受水主体拥有受保护的用水权益；过境水是指流域（区域）内的公共水源中可利用的

那部分水资源，是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的重点和核心。

2.3 层次性 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应该是自上而下、多层次的体系，依次包括中央行政管理部门

在各流域间的分配、流域水权监管部门在各行政区域间的分配、各级行政区域在更低一级的行政区

域间的分配以及地方水行政管理部门在最终用户间的分配。概括起来，可分为3个层次：（1）国家层

次；（2）区域层次；（3）用户层次（如图2所示）。

图2 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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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讲，上一层次的水权分配方案是下一层次进行分配的基础，只有在上一层次进行了水资

源使用权初始分配以后，下一层次的分配才能进行。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实质是对同一层次及不

同层次之间各用水主体厉害关系的协调。

2.4 行政分配与民主协商的协调 行政分配的优点是有利于国家宏观目标和整体发展规划的实现，

可以保障公共利益、社会利益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在制度安排上易于执行。但是，由于政

府或管理部门掌握或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以及对用水户信息的不了解等，在处理大量的配置信息

时，行政分配机制的能力显得不足，容易造成“政府失灵”和出现“寻租”现象。我国目前的水权分

配，主要是以行政分配为主。

由于水权分配既是利益调整的经济行为，又是涉及平等、民主的政治行为，因此目前很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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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应采取基于各用水主体平等参与的全流域（区域）地方政治民主协商分配制度。民主协商是公共

政策网络中的相关利益主体，为了克服有限理性、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参与权利、促进利益和谐，

在公共论坛中进行公开协商、对话，以提升公共政策质量的决策模式［14］。但是，民主协商分配制度

的缺点在于该分配模式下，协会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水权分配矛盾较难统一协调。在

宏观上就难以形成一个透明化的制度，不利于监督管理。

上述两种水权分配模式从性质与定位上来看，行政分配偏向由政府主导的方式，用水者参与分

配则着重于用水户对用水信息的掌握。单独采用任何一种分配方式都存在弊端。因而笔者认为，在

我国水资源国家所有的现实状况下，水资源使用权的初始分配过程，应该是行政分配主导下的民主

协商过程。这样的分配方式既可以有效避免“政府失灵”现象的发生，又给了各用水主体平等参与水

权分配的机会，实现了利益分配决策过程的民主化。

2.5 稳定水权与机动水权的统一 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区别于以往的水资源配置，它属于权利的

分配，一旦方案确定并实施，就具有法律效用，在使用期限内不能被无偿收回。而我国目前正处于

社会转型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和产业化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发展中

的不可预见因素和各种紧急情况下水资源的非常规需求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开发利用还必须照顾

全流域今后的发展需求，考虑代际间水资源分配的平衡和生态环境的基本用水需求。因此，初始水

权分配时需要预留部分水量作为应对紧急情况下水资源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储备，中央政府或授

权部门拥有对预留水资源的处置权。

但是，我国各地水资源状况不同，丰水和缺水地区的政府预留水量管理应该有所区别。对于丰

水地区，水资源不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预留水量可以更多地用于生态恢复和保护；对于缺水地

区，为了使水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以及保持社会的稳定，在日常的经济生产中，这部分预留水量又

不得不投入到经济生产中。在非应急状态，可暂时分给各类水资源利用主体使用，一旦需要，政府

有权随时收回这部分使用权。因此，笔者把它称之为用水主体的机动使用权。与机动使用权对应，

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固定给水资源利用主体的水权称为稳定使用权。稳定使用权一旦确定，用水主

体在使用年限内对水资源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处分权利。

因而，我国水资源使用权的初始分配，应该是稳定使用权与机动使用权的统一。

3 总体框架构建

可持续发展理论表明，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活动必须在水资源承载能力与水环境承载能力之内

进行，否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可能出现问题。而这两个承载能力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其中，水资源承载能力是从用水的角度提出的，而水环境承载能力是从排污的角度提出的，有

用水活动就必然存在排污行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因而，进行水资源使用权的初始分配，必须将

二者统一起来考虑。由于受水资源的流动性、计量和监测设施不完善等方面的影响，要保证水资源

使用权初始分配中权利关系界定清晰，分配仅仅给出各用水主体的可取（耗）水量在具体操作时也存

在一定的难度，因而必须明确各主体之间的河道控制断面的流量关系，才利于管理和控制。

研究据此提出了“权利关系+权利边界”的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思路。实际操作时采用“权利关

系分配+用户协商+管理控制”的方法来实现。其中，“权利关系”界定的意义在于通过行政分配和民主

协商确定各用水主体的总量控制目标。“权利边界”界定的意义在于在总量控制约束下给出关键控制

断面的控制流量和各用水户的最大允许污染物排放量（以排污权的形式予以分配），是权利关系分配

的技术实现，服务于水权的管理。通过权利关系和权利边界的耦合，不但使用水主体明确了自己的

权利和义务（取用水权和排污控制的义务），同时，也使得水行政管理部门在监测和计量设施不够完

善的条件下，可通过控制断面流量和水质质量来管理水资源，增强了水权分配的可操作性。

根据上述研究，笔者用“三水源、两边界、一关系”来概括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过程。如前文

所述，“三水源”是指当地水资源、外调水资源和过境水资源，而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的重点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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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水资源；“一关系”是指用水主体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权利关系；“两边界”是指用水主体之间水

量与水质的双重边界。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是明确用水主体在水资源利用过程中彼此之间的用水

行为关系（图3为水资源使用权分配框架的示意图）。

图3 水资源使用权分配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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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配实现技术

根据上述分配框架，需要通过水资源使用权权利关系和权利边界界定技术来实现水权的分配。

分配技术的总体思路如图4所示。由图4可以看出，通过基于有物理内涵原则的量化，建立权利关系

分配模型，基于决策理论原理构建协商模型，并通过分配和协商模型的相互反馈实现水资源使用权

的比例分配（也即权利关系分配）［15］。然后以权利关系分配方案为约束条件之一，应用区域水循环全

过程模拟模型和河流污染物迁移转化模型，界定用水主体之间关键控制断面的水量边界，计算各用

水主体的最大污染物可排放量，以确定各主体的排污权。

4.1 权利关系界定技术 用水主体权利关系界定是基于权利关系界定原则及主体协商划分各主体的

用水比例，即不同来水频率下各主体最大可用（取、耗）水量的确定。

权力关系界定技术的基本思路为［15］：首先，在对分配原则进行科学量化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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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现状用水、目标年需水和可分配水量之间的关系分3类情景（分别为：可分配水量小于现状用水和

目标年需水；可分配水量大于现状用水而小于目标年需水；可分配水量大于现状用水且大于目标年

需水3类），分别选择这3种情景下的中控性指标，建立基于原则的分配模型。在具体分配时，对于

特定的区域选择合适模型进行权利关系分配；根据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具有的典型多人对策的特

征，通过对水权分配协商特点的分析，依据决策理论原理建立水权分配的协商模型，各利益相关主

体可以通过该模型很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16］。通过水权的分配和协商两个阶段的相互反馈和制

约，最终可以确定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的权利关系方案。

基于原则量化的分配模型和基于博弈原理的协商模型更加接近于水资源系统运行管理中的实际

操作，具有可操作性强和利于公众参与的特点，更容易被用水主体、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理解，从

而使得该模型能更好地为决策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4.2 权利边界分配技术 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权利边界确定包括“水量”和“水质”两个层次，其实

质是边界水量和排污总量的“双总量”控制。在具体操作时，是以上述权利关系分配结果为基础进行

的（对于特定区域或流域，根据其自身特点，从3类情景中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计算）。其中，水量层

主要是应用全过程模拟模型，在各主体用水权利关系等条件的约束下，通过全过程模拟计算，以获

取河流最小控制流量和重要控制断面流量；水质层主要应用河流污染物迁移转化模型［17］，通过核算

河道（水功能区）最大纳污能力，结合污染物排放预测，推算各主体污染物最大可排放量和污染物控

制量，并最终确定各主体的排污权。其中，河流功能区的纳污能力计算，是在水量层确定过水系列

的基础上，通过获取重要控制断面的设计流量，结合不同断面的动态水质目标值来确定的。通过两

个模块的协同合作，实现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的权利边界确定。

图4 水权分配技术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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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权利边界阶段的计算，可以得出各主要控制断面的流量过程、不同功能区的纳污能力和用

水主体的最大污染物可排放量，便于流域（区域）水资源系统和水权分配的实时调控和管理。

5 结语

水资源使用权的初始分配是一项技术复杂的工作，它源于水资源危机，服务于水资源管理，因

而不能脱离国情照套国外模式，而应以我国水资源危机的特点和水资源管理需求确定分配的形式和

深度。本文尝试根据我国社会制度、水资源现状和文化传统状况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水资源使用权

初始分配框架，以期能为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和水权分配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致谢：感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李海红博士在文章写作中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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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frame work of initial Water Right Allocation

HU Xiao-han1，WANG Hao2，JI Chang-ming1，QIN Da-yong2

（1.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
2.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The initial allocation of water rights is the total demand for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and
the core or prerequisite for construction of water saving society. The current theory and practice about the
initial allocation of the water rights are quite limited，and can not meet the demand of the water management
in practice.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an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concepts and features of the water rights initial allocation is developed and the technology for
realizing the allocation is proposed.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water-saving society and the allocation of the water rights in China.
Key words：water resources usufruct；initial allocation；negotiation；right relations；water quantity threshold；
water quality 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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