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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排水权的利用效率，增强防洪水利工程的综合效益，确保防洪安全，在对排水权相
关文献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排水权制度的推行与实施策略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排水权
制度推行过程中面临的潜在障碍主要包括缺乏完善的理论支撑，配置方案的决策难度较大，定
价交易机制构建难度大以及交易市场存在局限等。因此，在排水权制度推行前，应重视强化理
论研究，补齐基础短板，理清各主体间的相关关系后对排水权进行科学配置，同时构建交易协商
机制以保障交易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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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utilization of flood drainage rights,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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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of the flood drainage rights system are studied based on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flood drainage righ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tential obstacles fac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lood drainage
rights system mainly include the lack of perfect theoretical support, the difficulty of decision- making of the
allocation schemes, the difficulty of constructing pricing and trading mechanism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ng
market. Therefore,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lood drainage right system,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making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foundation. The scientific allocation of
flood drainage rights should be made after clarifying the relevant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ous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a transaction negotiation mechanism is constructed to guarantee the fairness of the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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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权的应用可以缓解区域间的排水矛盾，提
升防洪工程的使用效率，因此可作为重要的防洪非
工程措施。排水权体系构建是提高防洪工程效益，
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针对
排水权这一重要问题，以苏南运河为例展开了排
水权核定、初始排水权配置及排水权管理等方面的
研究。
在理论研究方面，于凤存等［1］提出排水权的概
念，并阐释排水权的合理配置是减少水事纠纷、规
避洪涝灾害损失的有效途径。张劲松等［2］指出通过
建立流域初始排水权的分配与交易机制，可以确保
区域利益均衡，缓解排水矛盾，实现流域防洪效益
最大化。张凯泽等［3］基于排水权交易的演化博弈模
型设计出“准市场下”排水权交易制度框架。在配
置方法上，从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等视角出发构建
指标体系，采用混沌优化-投影寻踪技术、博弈论组
合赋权-TOPSIS 模型、环境基尼系数、模糊层次分析
法、和谐诊断模型等最优化方法对排水权配置进
行分析［4-6］。在交易定价上，沈菊琴等［7］提出构建
排水权交易定价的综合模式即“成本+竞价”。蒋
昕辰等［8］基于洪涝损失元模型和防洪设施建设成
本，建立排水权交易策略和定价模型。沈菊琴等［9］
从完全成本定价视角，引入改进后的价格上限模型
分析排水权的交易定价。由此可见，对排水权理
论、配置及交易定价已开展相关研究，亟需深入探
究排水权配置、定价等制度体系的建立与推行，从
而缓解洪水期区域间的排水冲突。
虽然各地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建防
洪水利设施来抵御洪水，但防洪工程的建设是基于
一定洪水标准基础上的，超出设计标准将会引起洪
涝灾害。防洪能力的有限性无法应对不断增加的
洪水风险，还应加强非工程措施应用的广度和深
度，因此排水权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
排水权配置涉及流域内各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
环境等，影响面广，排水权制度的推行将会面临许
多难题。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我国排水权制度推
行过程中面临的潜在障碍，并提出排水权制度实施
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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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权制度推行潜在障碍分析

排水权制度体系是一个包含排水权管理体制、
控制断面的排水权核定、初始排水权配置、排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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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市场的构建、排水权交易定价方法等一系列制
度框架。
排水权配置制度是依靠政府调控能力进行行
政配置，按需将排水权分配给流域各排水区域。排
水权交易制度是结合市场调节功能使得排水权在
各区域主体中进行高效流转，提高排水权的利用
率，最终形成贯穿流域或者区域上级部门和各级地
方部门的“准市场”分级制度。仅对排水权进行理
论研究和个体案例实践，还没有形成排水权制度，
因此有必要分析实施排水权制度的制约因素，为建
构与推行排水权制度提供有利条件。
2.1 排水权制度缺乏理论支撑
制度的推行需要以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作为
支撑，目前排水权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对排
水权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阐释，分析了排水权配置
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研究了排水权配置模型及排水
权定价方法。但是，对排水权配置制度及排水权交
易制度架构的研究较少，还没有形成较为科学和完
善的排水权制度架构，导致排水权制度运行规则不
明确。此外，排水权制度中的各利益相关者概念模
糊，缺少排水权制度中的管理者、执行者、监督者等
各方参与者关系及其作用的分析。因此，排水权相
关研究的不足导致排水权制度推行缺乏强有力的
理论支撑。
2.2 配置方案的决策有一定难度
排水权配置涉及的理论知识和参与者较多，导
致其配置方案的规划与决策难度较大。首先，排水
权配置涉及了水文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社
会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需要做大量的基础性工
作，包括收集下垫面、社会经济等资料，以洪水预
报、洪水调度、水动力演进等作为基础，还需要防汛
管理、工程运行管理等作为支撑。只有通过开展系
统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才能深入挖掘排水权配置驱
动因素，为后续排水权配置奠定理论基础。其次，
排水权配置涉及流域内各级行政主体的利益，包含
流域管理部门，省、市、县各级行政主体。排水权配
置关系到各方的排水利益和经济利益，排水权的特
点决定了配置方案的决策具有较大难度。
2.3 排水权定价交易机制的构建难度较大
首先，洪水灾害危害地区自身安全，对地区社
会与经济的平稳运行造成较大影响，导致排水权交
易定价的构建相比于其他基础资源难度较大。其
次，洪水灾害具有突发性，短时间内促进交易双方
达成排水权交易的难度较大。同时，洪水对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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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涉及面较广，牵涉到地区的经济、社会等多方
面，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情况不同，导致排水权定
价机制难以得到各方认可，相较于其他基础资源的
定价具有一定的难度。
2.4 排水权交易市场存在局限
排水权交易市场与传统基础资源交易市场并
不相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首先，排水权交易市
场与传统基础资源交易市场并不相同，具有一定的
独特性。排水权交易市场局限于受洪水侵害的上
下游地区，其交易主体是以区域为界进行划分。其
次，排水权交易存在事后补偿及受损人员安置等。
同时，从水权交易市场建设中可以看出，目前水权
交易市场存在权属确权不明确，水权定价方法与定
价机制不尽合理，水权市场监管机制还存在漏洞等
问题。在构建排水权交易市场时应该借鉴传统资
源交易市场构建的经验，并结合排水权配置的特
点，深入开展相关研究，为今后排水权交易市场的
构建提供理论支撑。

3
3.1

对策研究

强化理论研究，补齐基础短板
目前，排水权相关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鉴于排水权的复杂性，需要具备对洪水的精准预报
预测与实时调度，对地形地势的精准勘测，对各地
区排水权的产权进行精确配置及量化，对排水权的
交易进行科学定价，对排水权实施的社会效益进行
量化等多项技术与方案的支撑。因此，需要开展涉
及水文学、地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
科研究，以完善排水权相关基础研究，力求为排水
权配置方案，排水权交易定价机制，排水权市场构
建与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3.2 理清相关关系，进行科学决策
首先，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以明晰排水权制
度中的管理者、执行者和监督者各方的权利与义
务，对其进行清晰的定位以规范排水权制度中各方
的行为。此外，在排水权配置中，应该充分考虑各
地区应有的权利与地位，改变往日垂直管理体系，
将排水权交易的权利赋予各区域主体。建立排水
权配置与交易利益共享机制，各地区排水主体在相
关政策法规指导与规范下，对排水权进行合理使
用，以满足各方的排水需求或利益需求，缓解利益
主体的冲突与矛盾。
3.3 宣传扶持并重，增强交易意愿
首先，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加强排水权制度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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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工作，将实行排水权制度的社会意义与经济意
义进行解释与普及，使得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了
解排水权制度实践的意义和重要性。其次，在排
水权制度推行的初期，可以采用资金补偿、共建园
区、产业转移、人才引进等方式对相对劣势方进行
扶持，保证交易的公平性。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排水
权交易的意愿，增强各级政府及人民群众从整体利
益考虑的大局意识，为排水权制度的推行与实践奠
定基础。
3.4 保障交易公平，构建协商机制
鉴于区域主体间排水权交易意愿不强的现实
困境，需构建区域间互利的交易协商机制。排水权
交易是同时兼顾政策性和社会性的一项工作，牵
涉利益相关者众多，因此，构建交易协商机制可以
很好地保障各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增
加排水权配置及交易的公正性。应出台相应的排
水权初始配置决策和定价交易机制，以保障排水
权配置方案及定价交易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各方通过参与排水权交易协商，提出各自的排水需
求，指出排水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提高排水权
配置方案及定价交易方案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而
提高地区之间就排水权交易事宜的意愿，促进地区
和谐发展。

4

结

语

理论研究及实践证明排水权作为应对洪涝灾
害的一种管理手段，具有缓解地区之间冲突，减少
洪涝灾害损失，促进流域和谐发展的重要作用。因
此，为了更好构建排水权制度，本文分析了排水权
制度推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障碍，并提出了具有针
对性的政策建议，可为排水权制度的构建与推行提
供参考。
为了运用管理手段配合水利工程设施形成综
合管理模式，提高洪水应对能力，确保防洪安全，需
进一步深入研究排水权及其应用，通过采取系统管
理的方法合理规划各地区的排水权配置，支撑水利
工程设施形成有序排水局面，降低洪涝灾害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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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力量，协同推进规划编制、征地拆迁、堤防改
造、生态保护、三道贯通等工作，落实专班，加快推
进京杭大运河样板先导段建设，全面提升河道环境
面貌，打造造福于民的美丽河、幸福河。继续采取
“四不两直”、明察暗访、第三方巡检测评和社会公
众评议等手段，加强对专项行动牵头部门和属地政
府的监督检查，严格实行美丽河湖“红黑榜”制度，
加强问题交办，督促问题整改。严格落实约谈机
制，对重视不够、措施不实、推进不力的地区、部门、
河长进行约谈，倒逼工作推进。加大考核力度，用
好高质量考核“指挥棒”，推动工作水平提升，确保
工作实效。2017 年，扬州、宿迁、淮安、徐州、泰州五
市共同成立了江淮生态大走廊运河城市生态合作
组织，无锡应争取加入其中，推动与其他运河沿线
城市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大运河生态保护联动机
制，全面实行区域水环境联保共治，推进大运河生
态保护建设一体化。
3.5 加速治水体系现代化
一是构筑现代区域水网格局。以“十四五”水
利规划为引领，统筹水灾害防御、水资源保障、水环
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文化弘扬，加快“一轴两带、
七廊八脉、十湖千链”的美丽无锡蓝色水网规划建
设，构筑区域一体、畅引畅排、集约高效、调度精准
的现代区域水网格局。
二是深化全域美丽河湖建设。深入推进长江
大保护、太湖治理、
“美丽河湖”建设，全面深化全市

域美丽河湖治理攻坚行动，系统推进生态环境修
复、岸线景观塑造、历史文脉传承与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努力将群众身边的每一条河湖都建设成为造
福于民的安澜河湖、美丽河湖、幸福河湖［4］。
三是深化节水示范城市创建。落实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全面监管水资源的节约、开发、利用、保
护、配置与调度。不断强化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刚性
约束，全面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安全利用水平。
四是开展智慧水利数字水利建设。构建“智能
水网”，推进防汛防台、河湖长制、蓝藻湖泛防控、水
资源管理、工程建设管理、执法监管等涉水信息互
联互通、资源共享共用，全面提升水利信息化深度
应用水平，为业务管理、决策支持、公共服务等提供
支撑保障。
参考文献：
［1］ 华烨，任稀杨，赵英. 无锡大运河文化带水文化建设路
径分析［J］. 江苏水利，2020（4）：49-52.

［2］ 陈立冬，喻桂成，邱晓东，等. 浅谈大运河江苏段水利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J］. 中国水运：下半月，2019，19（10）：

41-42.

［3］ 谢光前，李道国.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立场、原则及其
治理体系构建［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17（5）：116-120.

［4］ 新华日报社无锡分社. 无锡走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最前列［N］. 新华日报，2021-09-2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