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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流域水资源管理机制的比较 

 

摘要 

 本文对美国萨斯奎哈纳河与中国长江

的流域水资源管理机制进行了比较。萨斯

奎哈纳流域管理委员会的委员由美国联邦

政府和其流域内纽约、宾夕法尼亚、马里

兰三个州的代表组成。在《萨斯奎哈纳流

域协议》（联邦法律）的授权下，该委员

会有权处理流域内的任何水资源问题。相

比之下，长江流经 1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但长江水利委员会并没有流域内省

区市的代表作为委员；虽然《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法》和《防洪法》等对流域机构的

职能有所设定，其主要职能由水利部授

权，流域水行政管理的还不能满足流域内

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1）形成和

完善以流域为单元的水资源管理法律框架

是有效地保护、开发和管理流域水资源的

基础。（2）建立包括流域内省市区代表

的流域管理委员会可以提供一个有代表

性、长效的管理机构。（3）作为一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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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往往跨省区的机构，流域管理委员会

应着重于加强流域水资源保护、开发和管

理的综合规划与协调和其它流域层面上公

共利益和社会服务，重视省际间的水质、

湿地、洄游鱼类保护等，其自身职能及与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应进一步明确。 

1、引言 

中国和美国的河流都面对跨省跨州流

域水资源管理问题，例如，防洪、生态恢

复、水污染控制、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

用。完整的法律体系和有效的机构设置是

成功管理水资源的关键。对两国流域水资

源管理的经验进行比较，有益于双方的相

互学习，特别是对促进中国流域水资源管

理体制改革具有实际意义。 

本文对美国萨斯奎哈纳河与中国长江

的流域管理进行比较，研究流域管理立法

和机构设置，总结流域管理的经验和教

训，提出加强流域水资源管理的推荐性意

见。 

2、美国流域水资源管理 

2-1、美国流域管理的模式 

流域管理在美国已有多年历史。流域

管理的模式多种多样，从组织形式上可以

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流域管理局模式，第

二类是流域委员会模式。 

37747
P

ub
lic

 D
is

cl
os

ur
e 

A
ut

ho
riz

ed
P

ub
lic

 D
is

cl
os

ur
e 

A
ut

ho
riz

ed
P

ub
lic

 D
is

cl
os

ur
e 

A
ut

ho
riz

ed
P

ub
lic

 D
is

cl
os

ur
e 

A
ut

ho
riz

ed
P

ub
lic

 D
is

cl
os

ur
e 

A
ut

ho
riz

ed
P

ub
lic

 D
is

cl
os

ur
e 

A
ut

ho
riz

ed
P

ub
lic

 D
is

cl
os

ur
e 

A
ut

ho
riz

ed
P

ub
lic

 D
is

cl
os

ur
e 

A
ut

ho
riz

ed



世界银行“中国水战略研究”项目  
 

 
 

 2 

田 纳 西 流 域 管 理 局 （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TVA）是美国流域综

合管理机构的典型代表，也是世界上诞生

的第一个流域管理机构，由此发端其后在

世界范围内派生出了多元化的流域综合管

理模式。但是，遗憾的是 TVA 模式在美国

颇有争议，并没有得到推广（详见专栏

一）。 

流域管理委员会模式是对于跨越多个

行政区的河流流域，成立流域管理委员

会，由代表流域内各州和联邦政府的委员

组成。各州的委员通常由州长担任，来自

联邦政府的委员由美国总统任命。委员会

的日常工作（技术、行政和管理）由委员

会主任主持，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起草

《流域管理协议》，流域内各委员签字后

开始试行，然后作为法案由国会通过。这

样，《流域管理协议》就成为该流域管理

的重要法律依据。根据其法律授权，流域

管理委员会制定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协

调处理全流域的水资源管理事务。目前，

这样的流域管理委员会有萨斯奎哈纳流域

委员会、德拉华流域管理委员会、俄亥俄

流域管理委员会等。下面以萨斯奎哈纳流

域为例进行讨论。 

专栏 1、田纳西河流域管理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美国国会参议员诺里斯

（Norris）起草的 TVA 法案，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一

个 流 域 管 理 机 构 —— 田 纳 西 流 域 管 理 局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TVA） 

1929 年的经济大萧条重创了美国的经济，一

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将目光投向了对田纳西河流域内

丰富的自然资源的综合开发，希望以此为突破口来

振兴美国经济。1933 年 5 月 18 日，美国国会通过

了《田纳西河流域法案》，成立了联邦政府的特殊

机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对流域水土资源进行

统一管理，其实这便是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力图摆

脱经济危机的改革设想之一。该机构既具有政府职

能且运行灵活，又具有企业组织的优点，TVA 模式

的流域综合管理在开发和保护流域水土资源方面确

实收效不错。 

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三十年间，TVA 在田

纳西流域建造了大大小小四十七座水电站，推行了

多种发展农业的措施。进入六十年代后，由于 TVA

极力强调电力的作用，不断地在可建水坝的地段修

筑水电站，水电的开发利用几乎达到极限。步入七

十年代后，TVA 的电费普遍上涨，为了达到提供廉

价电力的目的，TVA 又修筑了两座经济上极不合理

的水电站 --德利库（ Tellico ）和哥伦比亚

（Columbia）水电站，同时还扩大火力发电。于

是，为了满足 TVA 火电厂的需要，TVA 大力提倡露

天开采煤炭，结果不但破坏了环境，而且污染了水

源和大气。与此同时，TVA 还开始开发极具争议的

核电。偏离了流域综合管理的初衷。TVA 几十年中

的这一系列作法受到了很多批评和指责。TVA 在美

国成为一个特例，在美国没有得到推广。 

多数致力于开发水力资源的后起工业化国家或

第三世界，这些国家的电力建设常常由政府或政府

的电力企业操纵，而象 TVA 这样的综合开发水电并

兼有防洪航运的模式，仍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推

崇。因此，在这些国家强调美国 TVA 的经验教训仍

然是十分必要的。 

2-2、萨斯奎哈纳河流域 

萨 斯 奎 哈 纳 河 （ Susquehanna 
River）是美国的第十六大河流，并且是

美国汇入大西洋的最大河流。萨斯奎哈纳

流域面积 27，510 平方英里，流经纽约、

宾夕法尼亚、马里兰三个州。尽管萨斯奎

哈纳流域不少地方还相对不发达，但是其

流域内也有忽视环境的历史。大面积的原

始森林被砍伐，大量的煤炭被开挖。土壤

被侵蚀，河流被酸矿水污染，工业污水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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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排入河道。多年的水污染、大坝建设和

过度捕捞曾几乎让洄游鱼种绝迹。 

多年来，萨斯奎哈纳流域委员会与联

邦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解决萨斯奎哈纳流

域的问题。通过严格的法律限制点源污

染、管理采矿和控制水土流失。经过努

力，萨斯奎哈纳流域的水资源状况大为改

善。流域委员会正在继续与联邦和地方政

府密切合作监测和控制非点源污染。 

2-3、流域管理协议 

萨斯奎哈纳河流经人口稠密的美国东

海岸。它是联邦政府划定的通航河流，因

此涉及到联邦和三个州的利益。需要三个

州和联邦政府协调涉水事务，并且需要建

立一个管理系统以监督水资源和相关的自

然资源的利用。这些实际的需要，导致了

《 萨 斯 奎 哈 纳 流 域 管 理 协 议 》

（Susquehanna River Basin Compact）
的起草。该协议经过纽约、宾夕法尼亚、

马里兰州立法机关批准，并于 1970 年 12

月 24 日经美国国会通过，成为国家法律

得以实施。这部协议提供了一个萨斯奎哈

纳流域水资源管理的机制，指导该流域的

水资源的保护、开发和管理。在它的授权

下成立了具有流域水资源管理权限的流域

水资源管理机构-萨斯奎哈纳河流域管理

委员会（The Susquehanna River Basin 
Commission，SRBC）。  

2-4、萨斯奎哈纳河流域管理委员会 

萨斯奎哈纳河流域管理委员会的管辖

范围是 27，510 平方英里的萨斯奎哈纳河

全流域。其边界由萨斯奎哈纳河及其支流

流域形成，而不是行政边界。作为一个州

际间的流域机构，在《萨斯奎哈纳流域协

议》在授权下，该委员会有权处理流域内

的任何水资源问题。该委员会负责制定流

域水资源综合规划。这个规划是一个经官

方批准的管理和开发流域水资源的蓝图。

它不仅是流域委员会的规划，而且其成员

（纽约、宾夕法尼亚、马里兰三个州和联

邦政府）的，指导它们相关政策制定。 

委员会的每个委员代表其各自的政

府。来自联邦政府的委员由美国总统任

命，三个州的委员由州长担任或其指派者

担任。委员们定期开会讨论用水申请、修

订相关规定、指导影响流域水资源的规划

的管理活动。四个委员各有一票的表决

权。委员会在执行主任的领导下，组织开

展技术、行政和文秘等委员会的日常工

作。 

更重要的是，流域委员会填补了各州

法律之间水管理的空白。例如，委员会管

理枯季水量，促进水资源的合理配置，这

在流域内没其它机构管理。委员会审查所

有地表和地下水取水申请，注重公众的水

资源权宜。其作用是帮助确保所有用水户

和河口地区接受足够的淡水。这不仅保护

了环境，而且，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工业繁

荣。关于美国水权、水价等管理手段的应

用，请详见专栏二。 

专栏 2、美国的水权 水市场 水银行 水价 

美国的水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各州不

同，而且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变化。现存的水权

基本上有两种： 

水边界权：持有土地者同时持有该土地界限内

的地上、地下水权。持有者有权用水，但无权将水

送到所处的土地以外。这种水权基于美国土地的私

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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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者权：谁第一个开发使用，谁第一个有

权。这种水权始于西部矿产开发时，同时开发了采

矿用水。 

以上两种水权同时存在，并且至今互相冲突，

具有美国在土地、矿产方面强烈的私有制特色。进

入 21 世纪之后，美国更加强调公众对水资源的权

益(Water right for all)，以及对政府合理利用

水资源的信任权。 

水市场是指将水或水权在持有者之间进行转

移或出售交易。 早在 70 年代末期，水可以像粮食

一样进行成品交易的想法就出现了。水交易的动力

在于各类用水之间的价差。例如，将农用节余的水

出售给缺水的城市，将会给农民增加收入，但其负

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如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降低

就业机会、增加城市发展的压力、严重影响农业经

济等。 

建立水银行"(Water Bank)概念，将地面水和

地下水互补使用。将丰水期剩余的自来水，以及经

深度处理后的达标水回注到地下含水层储存，当干

旱或需要用水时，从"水银行"中调出所需的地下水

以满足供水需求。在地下水缺乏地区提出了这样的

口号："从地下取出一滴水，就要注回一滴水

(Drop of water out，drop of water in)" 。凡

是有干河床可用之处，都要利用作为深度处理场

所，以便于将处理后的水回灌地下，利用这种土地

处理的方法，其出水水质与采用膜技术的效果相

当。与地面水库相比，地下水银行具有以下优点：

①不存在因建水库或大坝而造成对环境的影响；②

不需要修建长距离的输水系统；③蒸发量远比地面

水库少。 

美国的水权与土地所有权密不可分，在水资源

使用权的继承、流转和交易上，各州有较大不同，

因涉及较多法律问题。近年来，在美国西部地区出

现了水银行的水权交易体系，将每年水资源量按水

权分成若干份，以股份制形式对水权进行管理，方

便了交易程序，使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得到充分体

现。 

美国水价的制定遵循市场规律，基本上要考虑

水资源价值、供水及污水处理成本、新增供水能力

投资。水费包括供水债券、资源税、污水处理费、

检测费、管线接驳费等等，水价每年修订一次。美

国也注重水价对节约用水的杠杆作用，近年水价年

增幅达到 8％，对 1985 年以后全国保持用水零增

长起到了积极作用。水权、水价和水市场的运营，

使开源和节流成为市场机制调控的自觉行动，尽管

存在管理失灵的问题，但在促进美国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3、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现状 

长江是中国也是也是亚洲第一大河

流。它全长 6300 余公里，流域总面积

180 万平方公里，流经青海、西藏、四

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

徽、江苏、上海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长江流域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在中国

的七大流域中居首位，约占中国水资源量

的 34%，另外淡水面积、水运资源等均居

中国之冠，并且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长江流域分布有中国重要的城镇工业

带和商品粮棉油基地，其工农业总产值约

占全国的 40%。流域目前总人口已逾 4

亿，有城市近两百座，其中上海、重庆、

武汉、南京、成都的城市非农业人口超过

200 万。 

长期以来，长江流域的开发治理主要

集在上游水电开发和中游的防洪建设。近

年来，随着流域水资源管理观念的改变，

更加注重水资源统一管理，生态恢复和水

资源保护。例如，当前的水资源开发不力

求充分开发，而强调合理开发，在防洪建

设中采取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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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田还湖，给洪水以更多的空间，在河流

管理理念上强调，“维护健康长江，促进

人水和谐”。 

长江水利委员会是中国七个流域机构

之一，作为水利部的派出机构负责长江流

域和西南诸河的水行政管理。该委员会在

长江的治理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

河流流域管理机制方面，相对于萨斯奎哈

纳流域的经验，也有值得改进的方面。 

3-1、流域委员会没有地方委员 

尽管 2002 年的中国水法采用了流域

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

制，但是执行和落实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

体制面临许多困难。首先，流域委员会既

没有地方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代表作为委

员，也没有流域管理协议。第二，由于流

域委员会与流域内地方各级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之间没有清晰的关系和协调机制，

流域管理机构对地区之间的水资源矛盾难

以协调。第三，对流域内越权管理、违反

流域综合规划的开发利用行为缺乏有力的

法律或行政制约手段，不利于流域的水资

源综合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江流域管理的实

践中，流域委员会的雏形已经出现。比

如，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员会和长江防汛

指挥部，就有地方政府代表参加。这样的

机制很好地发挥了流域机构的作用，调动

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因此，这两项工作

在长江流域开展得卓有成效。 

3-2、水资源管理体制分散 

现行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了中央和

地方政府的许多部门参与水资源的管理，

各有关管理部门各自为政的管理状态，给

流域的城乡供水、水污染防治、水资源及

生态保护等工作带来了很多障碍，造成水

资低效源管理。例如，水利与环保部门都

在进行河流水污染的监测与防治，都制定

标准和发布相关信息，不利于水资源的统

一和高效管理。 

3-3、经济手段在水资源管理中未充分发

挥作用，完善的水市场机制尚未形成 

长期以来水资源产权不明确，使得政

府、企业和个人对水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

等方面的权、责、利不清，无法建立水资

源开发与利用的市场机制。由于种种原

因，水价仍未能按其资源成本和工程成本

考虑，未反映水资源的真实价值。因此，

水资源不能很好地实现有偿使用和转让，

“使用者付费”的经济原则没有很好执

行，结果导致水资源的低效使用和严重浪

费。 

4 流域管理的比较 

萨斯奎哈纳流域委员会在《萨斯奎哈

纳流域管理协定》的授权下，能处理流域

上的任何水资源问题。长江流域没有《流

域管理协定》，类似的法规《长江法》尚

处于论证研究阶段。流域机构主要是由水

利部行政授权，难以协调省际间的水事纠

纷。 

在美国水资源管理主要有联邦、州和

地方，有的河流有流域机构。但在中国实

行国家、流域、省（直辖市）、市和县五

级水行政管理。 

萨斯奎哈纳流域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由

美国联邦政府和其流经的纽约、宾夕法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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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里兰三个州的代表组成，并行成了

《萨斯奎哈纳流域管理协定》。长江流经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流域委员会

既没有水利部以外中央政府部门的代表，

也没有地方省（直辖市）的代表作为委

员。实际上，长江水利委员会是一个没有

委员的委员会。 

中美两国都重视水资源管理的立法。

总体而言，美国水的法律法规设定十分详

尽，如《清洁水法》、《安全饮用水

法》、《水资源规划法》等等，没有也不

可能制定一部综合性的水法，水法规的执

行的情况较好。中国的水法多是原则，自

由裁量的空间较大，水法规执行的过程中

困难比较多。 

两个流域都制定水资源规划指导流域

水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但综合规划的着重

点不尽相同。萨斯奎哈纳流域更多注重水

质、湿地保护、洄游鱼类和珍惜物种的恢

复和保护，重视水工程对文化价值的影

响。过去长江流域综合规划更加注重开发

利用，近年来开始编制的水资源综合规

划，重视维护河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观

念。 

长江和萨斯奎哈纳都面对防洪的问

题，但萨斯奎哈纳的防洪措施更加综合。

萨斯奎哈纳的经验表明，工程措施与非工

程措施相结合的防洪方案是最有效的防洪

方案。非工程的防洪计划包括洪水预报和

预警、洪水保险、公众防洪教育、洪泛区

的管理等，是非常有效地节约防洪成本方

法。长江防洪更多地注重工程措施，近年

来开始注重非工程措施。长江流域在防洪

中实行的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和公众较高

的防洪意识和经验，也许值得美国学习。 

两个流域都采用了取水许可和排污许

可制度，但萨斯奎哈纳流域更多地采用了

经济手段，水权相对而言比较明晰，市场

机制比较完善。 

长江流域十分重视点源污染的防治，

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对非点源污染的防

治尚未找到有效的办法。萨斯奎哈纳流域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重视非点源污染的防

治。土地拥有者分摊非点源污染防治费用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相关的实践经验

已经形成了管理政策。 

5、政策建议 

通过中美两国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的

比较，可以对中国流域水资源管理的提出

如下建议： 

加强流域管理政策法规的制定。在与

地方和其它利益相关单位充分协商基础

上，针对流域管理的实际，起草和制定

《流域水管理协定》或《流域水管理

法》，如《长江法》作为流域管理的框架

文件，依法实行流域水资源管理。 

建立综合性的流域委员会，该委员会

的委员应包括国家相关部门、流域内的相

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现行的

流域机构可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持流域

管理的日常事务。流域委员会的主要职能

将是制定并监督实施流域综合规划，负责

协调跨境流域水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流域

委员会定期（或非定期）召开会议，讨论

流域管理的重要技术和行政管理事务，协

调省际间的水事矛盾或纠纷，制定流域管

理决策。 

改革水资源管理机构。当前水资源管

理的机构设置上有关中央部委之间、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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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之间的权限划分不太明晰，在水资

源开发、保护与管理中职责交叉，不利于

水资源的统一和高效管理，有时甚至成为

制约条件。因此，须进一步改革。 

完善和落实取水与排污许可制度。在

中国缺水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形下，提倡节

约用水和提高用水效率应该是必然趋势。

水资源管理应充分采取经济和法律的手

段，合理调整水价，明晰水权，促进水市

机制的形成。通过完善的许可证制度、水

价和污水排污费，限制高耗水高污染的行

业。加强对公众节水意识的宣传教育，建

立节水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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