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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探讨水资源、水资源价值和水资源影子价格内涵的基础上, 认为水资源的价值实现在

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从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 可将水资源分成资源型水资源、工程型水资源

和再生型水资源三类; 不同类型的水资源, 其价值内涵和价格构成是不同的; 水资源影子价格是

水资源价值计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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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资源的内涵

111　自然资源的内涵

资源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 是可供人类利用的宝贵财富。从广义上

说, 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文社会资源; 从狭义上讲, 资源特指自然资源, 如矿产

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等。

对自然资源的认识, 通常都强调其“经济价值”性。《辞海》中把资源概括为“资财的来源,

一般指天然的财源”, 自然资源为“天然存在的自然物, 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料”; 1972 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定义为: “在一定空间、时间的条件下, 能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

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 《英国大百科全书》把自然资源说成是人类可以利用的自然生

成物, 以及生成这些成分的环境功能, 前者包括土地、水、大气、岩石、矿物及其群体森林、草

地、矿产和海洋等, 后者则指太阳能、生态系统的环境机能、地球物理化学的循环机能等。

一般认为, 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 自然界中对人类生存发展有用的一切

物质和能量, 资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有量、质、时间和空间某种属性, 信息、技术和相对稀

缺性的变化都能把以前没有价值的东西变成宝贵的资源。

112　国内外对水资源内涵的认识

对水资源的认识基本上都强调水资源具有可被利用的特性, 水资源是一种具有“经济价

值”的自然资源。但各自所定义的水资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1 ]。广义水资源为自然界中一切可为

人类利用的水, 包括固态、液态和气态水, 包括大陆水、大气水、海水和再生水等。狭义水资

源主要为可被人类开发利用, 能满足人类生活生产需要, 具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的天然水源。

113　对水资源内涵的思考

水资源是一种自然资源, 是由大气降水所形成的、能为人类所利用的天然水源。但在实际

应用中, 一般将人类开发利用的工程水、污水处理后的回用水、可以利用的海水等也称为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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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即人类所能利用的所有水源, 都称为水资源。

笔者认为水资源必须具备可持续利用的特性。以牺牲环境、生态效益或对环境、生态产生

不可逆性破坏的人类所利用的水体或水量, 是不能计入水资源的, 如直接灌溉的污废水、超采

的地下水、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饮水 (如高氟水) 等。

从开发利用的角度, 可以将水资源分为资源型水资源、工程型水资源和再生型水资源三类。

水资源的主体为陆地淡水资源, 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型水资源为处于天然资源状态下的,

已为人类所认识的、尚未开发利用但可以被开发利用的天然水源。工程型水资源为通过工程措

施对天然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后的水源, 如蓄、引、提工程提供的水量等。再生型水资源为人

类对污废水、海水等进行工程技术改造或进行物理、化学、生物处理, 使其使用功能与天然淡

水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水源。从工程经济的角度上理解, 再生型水资源也可归并到工程型水资源

中, 因而, 在研究水资源价值时, 本文将水资源分成资源型水资源和工程型水资源两大类。

2　水资源价值内涵

211　资源价值研究的理论基础

研究资源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有: 劳动价值论、地租理论、效用价值论、供求理论、边

际效用论、机会成本法等。

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量的大小决定于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

寡。“在自然资源再生产过程中伴随着人类劳动的投入, 于是整个现存的、有用的、稀缺的自然

资源 (不管过去是否投入劳动, 即是否是劳动产品) 都表现为具有价值, 其价值量的大小就是

在自然资源的再生产过程中人类所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2 ]。马克思还提出了“另一种意义

上的必要劳动时间” (《资本论》第 3 卷第 717 页) , 其所实现的价值, 是通过自然资源的资本

属性而实现的。如在分析土地价值时, 马克思将把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区别开来研究, 认为土

地物质作为自然存在和自然赋予的一种自然资源, 是无价值的, 但“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

地进行新的投资, 也就是在不增加土地的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资本”(《资本论》第 1

卷第 698 页) , “土地资本”是有价值的, 因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20 页)。

地租理论: 地租理论对资源价值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地租理论来源于土地资源的研究。

代表性理论有: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和萨缪尔森的地租理论。

李嘉图认为地租不是土地的产物, 而是农业生产中超额利润的转化形式,“麦地之所以具有

高价的原因在于小麦具有高价”,“土地的价值完全是由它的产品的价值所引致的”。地租是一种

价值创造。

马克思认为“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 315 页)。“地租是为了取得使用自然力或者 (通过使用劳动) 占有单纯自然产品的权利而付

给这些自然力或单纯自然产品的所有者的价格”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第 2 集 274～ 275 页)。

土地所有权构成了马克思地租理论的核心。马克思地租论者认为“自然资源的存在和拥有是人

类赖以生存和发展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物质基础。自然资源是构成社会财富的基本要素, 是有价

值的。自然资源本身的价格或价值就是资本化了的资源地租”。

萨缪尔森从资源构成生产要素的角度, 认为地租是土地要素的相应报酬, 其大小取决于生

产要素间互相依赖的边际生产力。地租决定于供求关系所形成的均衡价格, 通过地租和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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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价格的变化可寻求稀缺资源的合理分配, 对稀缺资源征收地租将有助于延缓资源的枯竭。

效用价值论: 效用价值论, 源自萨伊的理论。该理论认为, 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而

地租或其它资源价值体现在土地资源或其它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对生产的服务报酬, 即土地或其

它资源应得的收益。其收益的大小为生产产品或商品总收益扣除总成本的余额。

供求理论: 供求理论认为, 一种商品的价格主要是由该商品的供需状况决定的, 而价格水

平则取决于两者的平衡点。但因资源供给缺少弹性, 很难找到供求的平衡点, 因而难以确定资

源的价格。于是, 该理论指出, 对于象土地这样的资源, 其供给是固定的, 且没有生产成本, 也

没有供给价格, 因而其供给只受需求的影响, 其价值取决于资源的边际生产能力。而这种边际

生产能力又取决于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状况。

边际效用论: 该理论认为, 某一财物要有价值, 它必须既有效用, 又有稀缺性, 两者的结

合为边际效用, 这种边际效用称之为“价值”。“边际效用定律是价值的一般规律”, “需求保持

不变, 供给愈大, 边际效用和价值就愈小, 反之亦然; 而另一方面, 需求愈大, 边际效用和价

值就愈高, 反之亦然”(维塞尔《自然价值》第 73 页)。效用与稀缺性的结合, 是边际效用从而

又是价值形成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

机会成本法: 资源的稀缺, 会使资源的部分用户丧失其使用资源的机会, 由此会产生使用

自然资源的机会成本。由于现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会导致未来开发成本增加。各种约束

限制加强以及环境成本升高, 从而产生使用自然资源的边际机会成本增大。因而自然资源产品

的价格包括开发使用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机会成本两部分。边际机会成本又称为稀缺性地租。

其它方法: 对于未投入市场交易的自然资源, 常采取方法有: 推理方法, 利用市场上有关

市场商品的数据来推算分析非市场的自然资源的价值; 条件评价方法, 以假设市场存在为条件,

调查消费者支付意愿的方法; 最低成本的可替代商品成本法; 等等。

笔者认为, 商品的价值在于劳动创造、供求关系、商品的品质。因而劳动价值论、供求理

论等可用于研究基本具有商品特性的资源 (如工程型水资源) 的价值。对自然资源来说, 虽然

人类劳动可增加资源效用, 使资源增值, 但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不是人类劳动的成果。因而马

克思的另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 通过价格与价值相脱离的分析方法可研究自然资源价

值。因资源具有所有权, 故地租理论是自然资源价值研究的基本理论之一。又因资源的稀缺性、

有限性和排他使用性, 因而, 边际理论、机会成本法等也常用于研究自然资源的价值。

212　水资源的经济价值

水资源是一种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 和其他自然资源一样, 具有经济

价值。水资源的价值在于: 水资源具有使用价值, 能满足人类对水的生命需求, 和衣、食等人

类基本生存物质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水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 通过合理开发和利用水资源, 能

增加社会净福利, 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水资源具有生态环境保障作用, 具有生态环境价值; 水

资源具有所有者权益, 具有资源地租; 有限水资源开发利用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具有被占用和

排他使用的交易价格或价值; 从可持续观点看,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应体现社会公平性, 应考

虑到后代的需求, 因而水资源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具有不同的价值衡量。

尽管水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已为共识, 但实践中, 人们对水资源价值的认识、估价方法是有

差别的。作者认为, 研究资源 (包括水资源) 经济价值的出发点应基于可持续利用和整体经济

效益最大的原则。不合理的、追求局部效益牺牲整体效益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 所实现的局部

的、当前的经济效益是不能反映资源经济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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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资源型水资源价值内涵

资源型水资源的基本特性为: 人类对其没有劳动投入或仅限于如资源勘查、评价或规划等

有限的少量劳动投入; 其处于天然资源状态, 没有进入人类生产或生活领域。

作者认为, 资源型水资源价值主要包含资源地租和前期劳动投入的费用。资源型水资源价

值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的地租理论, 其价值体现了水资源所有者的权益, 其价值量或价格的大

小可以通过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来反映。绝对地租是水资源使用者必须要付给水资源所有者的

资源地租。由于水资源存在优劣性, 优等水资源开发者应将因所获得的超额利润, 以地租的形

式交给水资源所有者, 这部分超额利润即为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是资源型水资源价

值的主体。人类对水资源前期劳动投入 (如勘查、评价、规划等) 的费用应在资源所有权向使

用权转换之中得以补偿, 这也为资源的有效管理、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必要的经济条件和物质

基础。因此, 这些费用也应计入资源型水资源价值中。

在上述论述中, 涉及到了水资源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两方面。也就是说, 水资源的所有权和

使用权是脱离的, 资源型水资源价值即为水资源地租。

我国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九条和《水法》第三条都有明

确规定。因而资源型水资源地租应属国家所有, 国家对水资源拥有产权, 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发

利用水资源必须要向国家缴纳地租, 即水资源费。我国已实行征收水资源费制度。《水法》第三

十四条规定, “对城市中直接从地下取水的单位, 征收水资源费; 其它直接从地下或者江河、湖

泊取水的, 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水资源费”, “水费和水资源费的征收

办法, 由国务院规定”。

214　工程型水资源价值内涵

工程型水资源包括水利工程的蓄引提水, 开采利用的地下水, 污水处理后的回用水, 利用

的海水等。这类水资源的基本特征为人类的劳动投入和基本具有商品属性。

作者认为, 对于合理的、符合持续发展原则而开发利用的水资源, 其价值估量的基础为工

程的投入水平和市场供求关系, 但对于牺牲整体利益、环境生态效益或只追求当前利益、部门

利益等不可持续利用等方式开发利用的水资源的价值估量, 则不能依据人类投入量的大小来衡

量。也就是说, 水资源的价值实现在于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对于可持续利用的工程型水资源, 其表现形态为商品水, 通过市场交易得以实现其价值。由

于水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稀缺性和同一地区也存在着水文上的丰枯变化, 因而, 供求理

论、边际价值论和机会成本法等也可以作为水资源价值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人类的劳动投入, 主要为资金投入、劳力投入和技术投入等。从成本角度说, 人类的这些

劳动投入应在工程型水资源用户的付费中得以回报。使用工程型水资源的用户必须付费, 开发

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获得合法权益,《水法》对此有明确规定, “使用供水工程供应的水,

应当按照规定向供水单位缴纳水费”(第三十四条) ,“国家保护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

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条)。

工程型水资源的价值量包括了相应的资源型水资源的价值量和工程开发增加的价值量。工

程型水资源价值估价, 我国水利经济界对此研究颇多, 也有部颁经济评价规范。需要强调的是,

由于有部分水资源工程属公益事业, 其创造的直接经济价值比较低或没有产出效益, 但社会价

值比较高。因而在估价这类水资源的价值时, 应对其社会效益作出合理评价。

891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10 卷



3　水资源影子价格

311　影子价格的内涵

影子价格是指当社会处于某种最优状态, 能够反映社会劳动消耗、资源稀缺程度和对最终

产品需求情况的价格[3 ]。也就是说, 影子价格是人为确定的、比现时价格更为合理的价格。“合

理”的标志, 从定价原则看, 应该更好地反映产品的价值, 反映市场供求状况, 反映资源稀缺

程度; 从价格产出效果上看, 应该能使资源配置向优化的方向发展。本质上讲, 影子价格就是

有限资源在最优分配、合理利用下对社会目标的边际贡献, 由此可以理解影子价格为边际价格,

它反映资源利用的边际产出的经济效果。从市场的角度看, 其表现为供求价格。从消费者的角

度来看, 消费者支付意愿也可以反映出影子价格, 因为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反映了消费者对

所需商品的边际支付能力, 为消费者对所买商品的机会成本。按上述分析, 在完全自由竞争的

市场下, 商品的影子价格等于市场价格。

312　水资源影子价格

水资源具有影子价格。水资源的影子价格为经过优化配置后单位水资源量对社会经济发展

的边际贡献。如前文所述, 水资源影子价格也分为资源型和工程型两类。

资源型水资源的价格应体现: 水资源所有者的权益、水资源的品质、稀缺性和人类对水资

源的勘查、普查、评价和保护的投入水平等 (见表 1)。资源型水资源的效用功能一般不单独计

算也难以计算, 可通过市场需求间接反映。我国资源属国家所有, 资源所有权益 (资源地租) 是

国家通过税收方式来反映。人类劳动投入主要是指国家为有效开发利用水资源和保护水资源而

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水资源进行勘查、普查、评价和保护等, 这些劳动投入应在资

源价格中得以体现, 其构成了水资源价格的费用基础。资源的稀缺性、优劣性对资源价格的影

响主要通过资源市场供求关系来反映。一般说, 资源越稀缺, 供求矛盾越大时, 其资源的价格

也应越高; 劣等资源的价格比优等资源的价格要低, 因劣等资源的开发利用要付出更多的投入,

因其资源品质要差。目前我国所征收的水资源费, 是资源型水资源价格的间接反映。

　　工程型水资源价格主要在市场交易中得以实现。由于我国水资源的国家所有属性及水价制

定的政府垄断性, 具有普遍性的水价偏低现象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利用, 以及国有固

定资产的流失, 严重损害了有限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目前征收的水价仅属定价范畴, 不能反

映水资源的资源价格。工程型水资源 (也可称为商品水) 的价格应从水的生产要素、市场要素

和水的商品品质三方面来考虑。生产要素主要为资源型水资源的投入 (购买使用权)、建设资金

的投入和劳动力的投入。市场要素主要通过商品水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反映, 而消费者的支付能

力也应给予足够的考虑, 主要为农业水价相对要低于工业水价。水的品质, 主要是考虑到水文

的丰枯变化对商品水供给的保证率的影响, 当然水价也应体现水体质量的好坏。
表 1　水资源价格构成要素分析

Table 11 Analysis for componen t elemen ts of water resources pr ice

资源型水资源 工程型水资源
·资源效用 (使用价值) ·生产要素
·资源所有者权益 (资源地租) 　　资源投入 (水资源、建设资金)
·劳动投入 (资源费) 　　劳动投入
·稀缺程度 (市场供求) ·市场要素
·资源品质 (优、劣性) 　　供求关系

　　消费者支付能力 (农业、工业水价)
·商品品质 (水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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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方面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水商品价格的。生产要素主要用于反映水商品生产的成

本, 是制定水价的成本核算基础; 市场要素主要反映商品水的供求关系对水价的影响, 是价值

规律的体现; 而商品水的品质则用于反映水文属性对商品水供求的影响及用户对不同保证率下

供水需求的差异。三者对水资源价格的形成都起着重要作用, 在不同情况下, 三者对工程型水

资源价格形成的影响大小是不一样的。

4　结　　语

水资源是一种自然资源, 主要是由大气降水所形成的、能为人类所利用的天然水源。在评

价和利用水资源时, 必须反映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特性。从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 可以将水资

源分为资源型水资源、工程型水资源和再生型水资源三类。

本文对资源价值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简要评述,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资源型水资源和工

程型水资源的价值内涵。作者认为资源型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在于水资源的所有权和稀缺性; 对

于可持续利用的工程型水资源, 其价值主要由人类的劳动投入水平和水资源市场的供求关系确

定。劳动价值论、地租理论、边际理论、供求理论等理论皆可用于研究水资源的经济价值。

水资源价值实现在于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水资源影子价格是水资源价值计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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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pl ica tion of W ater Resources and Its Va lue

W ang D angx ian, W ang H ao, and Y in M ingw an

(Ch ina Institu te of W ater R esou rces and H y d rop ow er R esearch , B eij ing 100044)

Abstract: Basing on the imp lica t ion study of w ater resou rces, w ater resou rces

value and shadow p rice, th is paper th ink s the realiza t ion of w ater resou rces value

depends on its su sta inab le u sage. A cco rd ing to its u t iliza t ion fo rm s, w ater resou rces

can be classif ied in to natu ra l w ater resou rces, engineering w ater resou rces and

regenera t ion w ater resou rces. D ifferen t k inds of w ater resou rces have differen t

imp lica t ion s and their p rice componen ts. T he evaluat ion of w ater resou rces value

shou ld be based on its shadow p rice.

Key words: w ater resou rces; w ater resou rces value; w ater resou rces shadow p rice.

002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10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