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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 way, method, subject and object and standard of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were put
forward, and the framework of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in the Xiaxiaohe basin was established from four aspects of compensation scope, type, content and mode. Combinati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research results of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China, six policy sugges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were proposed. The first is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legislation, the second is to grasp several importan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e third is to increase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or the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s, the fourth i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e fifth is to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 stakeholders of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wareness and participation, and the sixth is to strengthe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work of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s the key link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rela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It will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Wuzhou city and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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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梧州市下小河流域为例，提出了下小河流域水生态补偿内容、途径、方式、补偿主体与客体和标准，从补偿
范围、类型、内容和方式4个方面初步建立了下小河流域水生态补偿框架体系。结合目前国内关于水生态补偿
的现状和研究成果，提出了实施水生态补偿的6点政策建议：一是建立健全水生态补偿立法；二是把握水生态
补偿的几个重要关系；三是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拓宽资金来源；四是完善水生态补偿的管理体制；五是加
强公众对水生态补偿的认知与参与；六是加强水生态补偿科学研究与试点工作。水生态补偿作为生态补偿的关
键环节，关系到我国水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的具体成效。研究结果可为梧州市水生态补偿乃至区域水生态补偿机
制构建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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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水是生态之基，水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主要内容[1]。党的十八大把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摆上了前所未有的
战略高度[1] [2]，水生态补偿在森林、草原、水资源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和进展。2016 年 5 月发布实施的《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明确到 2020 年，实现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
能区等重要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加强跨地区、跨流域补偿试点示范工作，基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元
化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3]。现阶段，我国流域水生态补偿以政府主导为主，如福建省为流域上游生态环境
保护及建设提供资金，制定专项管理办法规定相关主体的职责，建立完善的协调、考核和管理等机制，以保证
和推动补偿机制的顺利实施[4]；浙江省和江苏省分别出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
若干意见》和《江苏省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暂行办法》等地方法规，为实施流域水生态补偿提供了法制保障。以
市场为主导特点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也在积极探索实践中，如浙江省采取在金华江东阳一义乌水权交易和磐安
一金华异地开发的模式，对上游磐安县因保护生态环境投入和丧失的发展机会进行补偿[5]。近年来，众多学者
对不同流域水生态补偿做了大量研究，针对不同流域因地制宜的提出了相应的水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大多以定
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如陈召开等[6]和刘均勇等[7]分析了珠江流域水生态补充的重点区域、补偿内容和
方式，提出了水生态补偿的技术支撑体系；曾国雄等[8]从疏勒河流域生态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水生态补偿的
政策框架，初步构建了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付意成等[9]结合永定河流域水量水质的服务功能，探讨了流域水
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法及实现框架。
从上述实践分析，政府是我国现阶段水生态补偿的主体，并逐步建立政府与市场并重的双重补偿机制，且
研究多集中在跨省、市流域上下游间水生态补偿，涉及市(区)级行政区内流域水生态补偿研究较少，而市(区)级
行政区内流域水生态补偿往往具有补偿范围、途径、主体与客体更明确，补偿标准较易确定等优点，便于示范
推广，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梧州市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东与广东省接壤。梧州市境内河道均属珠江流
域西江水系，浔江与桂江在城区相汇成西江，广西 85%以上水量流经梧州市。梧州市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近
年来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愈发突出，为保护西江流域良好的水生态环境，为下游广州乃至珠三角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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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优质水源，牺牲了大量发展机会，因此有必要对梧州市进行水生态补偿。下小河流域作为西江流域浔江一
级支流，行政区划单一(流域均属于梧州市龙圩区)，下游苍海新区是广西重点发展的四大新区之一，流域补偿范
围和对象划分较明确，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笔者以下小河流域为例，综合分析前人研究，从水生态补偿内容、
途径、方式、补偿主体与客体和标准方面进行分析，探索建立下小河流域水生态补偿框架体系。并结合目前国
内关于水生态补偿的现状和研究成果，提出关于实施水生态补偿政策建议，为初步建立梧州市乃至区域水生态
补偿机制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2. 研究区概况
2.1. 梧州市河流概况
梧州市境内河流众多，均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西江水系梧州市上游流域集水面积 32.97 万 km2 (其中广西
境内面积 19.34 万 km2)。全市流域面积大于 10 km2 的河流共有 420 条，其中流域面积在 1000~10,000 km2 的河
流有 13 条；流域面积大于 10,000 km2 的河流有 4 条，河流水面积占土地总面积 9.28%。梧州市多年平均地表水
资源量 104 亿 m3，多年径流深 829 mm，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2 133 亿 m3，西江可通航千吨级船舶。根据《广西
壮族自治区 2014 年水资源公报》的成果[10]，梧州市 2014 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3 059 m3，单位国土面积水资源
量 82.6 万 m3/km2，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比全国平均值稍低，单位国土面积水资源量约为全国平均值的一倍。

2.2. 下小河流域概况
下小河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是浔江的一级支流，发源于梧州市龙圩区(原苍梧县)广平镇平乐村黎岭屯西南
方 500 m 处，于龙圩镇恩义村河口屯汇入浔江。下小河干流全长 80 km，平均坡降 1.60‰，流域面积 673.13 km2。
流域共建有水库 22 座，其中小(1)型 3 座，总库容 1854 万 m3；小(2)型 19 座，总库容 638 万 m3。根据《梧州市
水功能区划》[11]，下小河共划分 2 个一级水功能区：下小河苍梧保留区和下小河苍梧开发利用区；下小河苍梧
开发利用区进一步划分为下小河大坡农业、饮用水区和下小河苍梧景观娱乐用水区 2 个二级分区。
位于下小河下游的苍海新区是广西重点发展的四大新区之一，总规划面积 200 km2，规划人口 100 万人，作
为苍海新区核心的苍海项目包括苍海国家湿地公园、苍海公园和园博园三大部分，规划总面积 39 km2，规划人
口 35 万人。苍海湖采用汛期 18.0 m、非汛期 20.0 m 的正常蓄水方案，规划水面面积 932 hm2。
梧州市主要水系及下小河流域范围示意见图 1。

3. 下小河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
3.1. 补偿内容
下小河流域水生态补偿关键内容为水量、水质以及水生态相关的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2]：
① 对水生态系统保护(恢复)的投入或破坏的成本进行补偿；② 利用经济手段将经济效益的外部性内部化；③ 对
保护生态系统的投入或因此而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的经济补偿；④ 对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对象进行保护
性投入等。

3.2. 补偿途径
综合国内外水生态补偿的实践，下小河流域水生态补偿补偿途径主要有财政转移支付、资源费、生态补偿
金 3 大类[1]。
1) 财政转移支付。这是目前水生态补偿中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生态环境工程多以公益性为主，经济效益低，
并且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市场参与程度低，以政府投入为主。如浙江设立专项财政资金，对境内八大水系干
流和流域面积大于 100 km2 的一级支流源头和流域面积较大的 45 个市、县进行补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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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t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Wuzhou main river system and Xiaxiaohe basin
图 1. 梧州市主要水系及下小河流域范围示意图

2) 资源费。征收资源费是为了加强资源节约、保护与合理利用资源而采取的经济手段，主要包括水资源费、
水土保持补偿费和矿产资源费等。在水资源费方面，国务院于 2006 年颁布实施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
理条例》，对使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水资源费。在水土保持补偿费方面，2014 年发布实施的《水土保持
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对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征收范围、征收主体、计征方式、收费标准、缴库比例和方
式、使用管理和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在矿产资源费方面，陕西实施对省内从事矿产资源开发的企业，
按照产品的实际产量一定比例缴纳矿产资源费，用于塌陷区生态修复和治理等。
3) 生态补偿金。生态补偿基金指政府部门为维护生态安全，实施生态保护建设项目而设立的专项财政资金。
2004 年，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联合颁布《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正式建立中央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基金。在水生态补偿方面，浙江省、江苏省和安徽省等地区起步较早。如 2011 年，财政部和环保部牵头启
动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每年提供补偿基金 5 亿元[13]。

3.3. 补偿方式
结合前人研究[7] [12] [13] [14] [15]，归纳总结出下小河流域水生态补偿方式有：资金补偿、政策补偿、智
力补偿、实物补偿等。
1) 资金补偿。纵观国内外水生态补偿实践，资金补偿是最行之有效的也是最迫切、最急需、但也是很难量
化的补偿方式。常见的方式有：现金补偿、修复治理、税收优惠、企业及个人捐赠、财政转移支付、信用贷款
和加速折旧等。政府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来提高生态效益。
2) 政策补偿。充分利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权力和机会补偿。在资金十分贫乏、经济十分薄弱的情形下，
应充分利用制度和政策资源，如通过政策倾斜、规划引导和项目支持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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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力补偿。中央、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梧州市政府及补偿主、客体间以技术扶持的方式对下小河流域水生
态环境的保护和综合防治工作给予支持，如开展技术服务、培训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等。
4) 实物补偿。即补偿主体运用物质、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进行补偿，解决受补偿者部分的生产要素和生活
要素，提高生产能力，提高受补偿者的生活经济水平[15]。

3.4. 补偿主体与客体
流域水生态服务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接受补偿主体是水生态服务的提供者，补偿主体包括流域生态服务的
受益者和流域生态的破坏者。下小河流域水生态补偿的主体为下小河水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受益方和破坏下小
河流域生态的损坏方，具体包括使用下小河水作为工业、农业及生活主要用水和扰动流域生态的建设业主为主
体，即水资源的使用者梧州市人民政府、梧州市苍海投资建设公司和开发利用生态资源者，下小河流域水生态
补偿的客体为保护下小河水生态环境而付出的流域上游的政府和居民，具体包括流域上游为保护水资源而丧失
发展机会的企业和居民、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当地镇政府等。

3.5. 补偿标准
水生态系统的价值是水生态补偿标准确定的基础。下小河流域水生态补偿标准主要包括因保护流域水生态
环境而付出的成本和保护者因此而损失的发展机会两大部分。在实践中，下小河流域水环境保护者付出的额外
成本与其应承担的相应成本可能较难量化区分；保护者损失的发展机会成本的确定可以参照梧州市龙圩区居民
人均纯收入、平均 GDP 增速及利润率、保护者的生活水平与受益者生活水平差距等指标综合考虑。下小河流域
水生态补偿标准的具体额度，需依据受益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实际支付意愿、保护者的需求，通过博弈确定[9]
[16] [17]。

3.6. 水生态补偿框架体系
下小河流域补偿方式应该以国家补偿为主，通过地方政府的充分协调来推动下小河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的
建立，及早发挥效益。结合已有研究[7]，提出下小河流域水生态补偿框架体系见表 1。

4. 实施水生态补偿的若干政策建议
4.1 健全水生态补偿立法
研究表明[17] [18] [19]，水生态补偿的立法已迫在眉睫，在法律中明确补偿范围、对象、方式、标准等。考
虑到水生态补偿工作需要和实际情况分期规划实施：近期争取出台《国务院关于健全水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
中期在实践基础上修改完善，尽快出台《水生态补偿实施条例》；远期在《水生态补偿实施条例》的基础上结
合试点示范经验再进一步修改完善，最终颁布实施《水生态补偿法》，形成权威、高效、规范的管理机制，促
进水生态补偿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16]。

4.2. 把握水生态补偿的几个重要关系
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政府为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政策导向、法规基础、技术支撑和财政支持，
负责建立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要区域及跨行政区和跨流域的水生态补偿机制。地方
政府是水生态补偿机制直接实践者，负责建立与协调涉及本辖区的生态补偿，并实施中央政府制定的全国性和
重要区域性的水生态补偿。
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政府和市场是最主要的参与者。现阶段我国水生态补偿是
以政府为主的“单中心”，政府不仅要制定水生态补偿的政策、法规，同时还需支付大尺度的水生态补偿。应
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构建政府与市场为主的“双中心”水生态补偿机制。

305

梧州市下小河流域水生态补偿初探及政策建议
Table 1.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of Xiaxiaohe basin
表 1. 下小河流域水生态补偿体系
范围

补偿类型

补偿内容

补偿方式

一般性生产生活用水

耗水及水污染治理

政策补偿、资金补偿

水能资源开发利用

淹没区及退水区域影响

生态治理项目补偿、资金补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对生态环境、地下水等的破坏

综合整治项目补偿、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源涵养区保护

水源涵养林建设、牺牲发展机会等

智力补偿、政策补偿、资金补偿等

水土流失治理

水土保持林等建设

智力补偿、政策补偿、资金补偿等

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

水生态水环境综合治理

项目补偿、政策补偿

地下水系统保护与修复

地下水限制开采及综合治理

项目补偿、政策补偿

防洪治理生态

滞洪区限制发展的机会

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智力补偿

下小河流域

三是水生态补偿与扶贫的关系。水生态补偿与扶贫的根本目的不同。水生态补偿目的不是解决贫富差距，
将两者概念混淆会产生生态破坏的负面效应，不利于水生态补偿实践。应健全水生态补偿主客体间畅通的协调
机制，鼓励受益地区对保护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
四是“造血”补偿与“输血”补偿的关系。“造血”补偿就是采取有利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和项目
或者加强地方水生态保护，而“输血”型的补偿应及时落实到水生态保护着者手中。
五是新帐与旧账的关系。制定水生态补偿政策应重点解决新帐问题，加大力度控制新帐的增长，并逐步解
决旧账的问题。新帐的责任主要在地方政府和受益者，而旧账由国家层面统一协调解决。
六是不同平台的关系。政府应牵头建立综合的水生态补偿平台，在实践中鼓励各地和有关部门因地制宜地
建立多种形式的平台，进行各类水生态补偿机制的探索，特别是加强林业、环保、水利、国土等部门的工作，
探讨建立综合的水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渠道，根据实施部门和补偿对象的不同，分类有序地管理，更好地发挥各
部门的效率与积极性[17]。

4.3. 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拓宽资金来源
一是提高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财政转移支付是水生态补偿最直接有效也是最容易实施的方式。重
点扶持生态脆弱和生态保护重点地区，对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水生态补偿实施国家购买等，健全生态保护区域经
济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长效投入机制[17]。
二是强化地方政府对生态补偿的支持与合作。地方政府除了负责行政辖区内水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实施
之外，应根据自身财力和地区发展情况，积极对中央财政支持的水生态补偿配合与支持，发挥中央和地方财政
的双重作用。
三是完善财政政策框架体系，拓宽资金来源。现阶段政府仍是我国水生态补偿的主体，应充分发挥市场手
段补偿水生态效益的调节功能，构建合理补偿制度，健全“多中心”的补偿途径。在相关制度下，应强化公众
对水生态服务功能的需求，把握公众的支付意愿；出台鼓励政策，激励私人企业踊跃参与；构建同财政金融部
门的无障碍联动机制，积极争取有关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技术支持；设立专门基金，争取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及个
人的捐赠支持等，形成补偿主体多元化，补偿方式多样化。

4.4. 完善水生态补偿的管理体制
现阶段，部门内部和行政辖区内的水生态补偿工作是重点，着力构建完善的水生态补偿机制；对于跨部门
和跨行政地区的水生态补偿工作，充分发挥上级政府和部门的协调指导作用。建议国务院设立水生态补偿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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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负责国家层面水生态补偿的协调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发改委、国土部、财政部、环保部、国家林业
局、水利部、农业部等相关部委领导组成，履行水生态补偿工作的管理、协调、监督执法、考核、奖惩等相关
职责[17] [19]。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常设办事机构。同时建立专家技术咨询委员会，负责政策制定和技术
咨询服务工作。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各省市可参照成立相应的省市级机构。

4.5. 加强公众对水生态补偿的认知与参与
水生态服务功能具有外部开放性，水生态补偿应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建议将典型区域水生态补偿成
功案例编制成册作为科普材料进行宣传，增强公众的水生态补偿意识，熟悉水生态补偿的政策法规，让公众踊
跃参与到水生态补偿中去，积极推进水生态补偿工作有序、快速的开展。

4.6. 加强水生态补偿科学研究与试点工作
水生态补偿是一个前沿的、基础性的课题，关系到水生态文明社会的实施与成效。水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
与实施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水生态系统保护、开发与利用和建设资金来源、筹措及使用等方方
面面。建议国家对水生态补偿课题立项，加强水生态补偿核心问题的科学研究。对补偿标准体系等关键技术，
如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物质量和价值的核算、水生态系统服务与水生态补偿的结合、水生态补偿的范围、主
体与客体、标准和方式方法，以及资源开发和重大工程活动对水生态影响评价等，都需要跨学科综合研究，需
要组织进一步的科技攻关[17]。另外，需研究健全水生态监测体系，开展不同地区和类型水生态补偿的试点工作，
在加强理论研究和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水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相关政策措施的完善。

5. 结语
本文以下小河流域为例分析了水生态补偿的内容、途径、方式、主体与客体和标准等，提出了水生态补偿
框架体系，为梧州市乃至区域水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由于缺乏系统的科学研究，文中仅对
水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初步定性分析，对水生态补偿标准未进行定量研究。另外，由于梧州市涉及河流众多且
存在多条跨省、跨市河流，不同流域之间、流域上下游的水生态补偿涉及补偿范围、内容、途径、方式、主体
与客体和标准的确定更加复杂，尤其是西江、桂江等跨省、跨市重要河流，需要国家、流域管理机构及流域上
下游政府之间充分协调，秉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充分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合理可行的水生
态补偿机制。
结合我国现阶段水生态补偿现状，提出了健全水生态补偿立法、把握水生态补偿重要关系、提高财政支付
力度及拓宽资金来源、完善补偿管理体制、加强公众的认知与参与和水生态补偿科学研究与试点工作等政策建
议。水生态补偿作为生态补偿的关键环节，关系到我国水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的具体成效，构建完备的水生态补
偿制度框架体系对保障梧州市乃至我国生态环境安全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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