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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资源管理问题分析与

集成化水管理模式的推行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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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北京 100084)

摘要: 在简单解释集成化水管理模式的内涵的基础上, 针对我国目前水管理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分析, 得出了应当在我国推行集成化水管理模式的结论, 简要分析了如何进行集成化水管理模

式运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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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化水管理 ( In tegra ted W ater M anagem en t, 简称 IWM ) 是以复杂系统论为基础, 既认

识到水资源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复杂联系, 又对这种联系及相应的利益集团进行管理控制的一

种新模式。这是目前国际上普遍流行的一种用于改善水管理状况的模式。针对我国的水管理体

制和管理现状, 同样也有推行集成化水管理模式的必要性。这种模式在中国的应用对改善我国

的水管理状况, 实现水管理的科学、合理化、高效具有重要意义。

1　 IWM 模式的内涵

在给“IWM ”下定义之前, 首先要说明的是: IWM 模式不是一种水资源管理体制, 它是一

种管理思想, 一种受管理体制约束的讨论解决问题的分析框架。任何管理体制都不排斥 IWM 模

式的应用和推行, 只是不同的体制与这种模式相融合的难易程度有区别。这样就可以解释: IWM

并不是要求成立超级权力机构进行百分之百的水资源集中管理; 多个部门参与的水管理也可以

通过采纳集成管理思想倡导的协调合作精神, 克服分散管理的缺陷, 并同时保有分散管理的优

势。换句话说, 任何管理体制和形式都有其特色、长处和最佳适用条件, 同时也都存在着缺点

与不足。模式则着眼于“水资源是个系统”这一基本出发点, 力图克服我国目前水资源管理中

存在的不当之处, 它首先以特定的管理体制为边界条件, 同时又服务于具体的管理体制。

“IWM ”这个概念虽然使用频率不低, 然而它在国内外有关文献和水管理实践中并没有公认

的或明确的定义, 其操作细节更是没有相应的确切程序。但是, 不论对 IWM 含义的哪种说法,

都揭示和强调了水管理的一个特征: 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系统与它年处的环境之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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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利益集团之间存在既相互联系、相互依赖, 又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

笔者认为, 集成化水管理, 是指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中, 在水资源系统各因素之间、利益团体之

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的现实状况下, 采用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技术的、信息传播、启发教

育等多种形式的手段, 通过对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协调, 以及对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关系

的综合考虑, 从利益团体的职能以及各子系统自身功能两个方面出发, 把各子系统的关键要素

有机组织起来, 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 并控制系统运行以达到决策目标的过程[1 ]。简言之, IWM

模式就是针对具体问题 , 把水资源系统内部的各要素集成起来, 把各自相关管理部门的职能和

利益集成起来, 把众多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集成起来, 把多种管理方法和手段集成起来, 从决策、

组织运作、系统控制这三个管理中最基本的方面入手, 管理好有限的水资源。该模式的优越性

就在于它能充分认识到水资源的各个系统要素以及相关利益集团间的关系, 并能对各种关系做

出相应的管理控制, 最终提高系统的效能。

2　我国水资源管理中的权利分散化现象

　　权利的分散化是我国水管理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也是引起众多管理问题的原因之一。我国

水资源管理权的分散主要体现在以下这样几个方面:

　　 (1) 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之间水管理权限的分配;

　　 (2) 在水资源的不同物理属性之间的分散, 如地下水、地表水的管理;

　　 (3) 不同管理功能之间的分散, 如水质、水量、供水和防洪的管理属不同部门;

　　 (4) 不同用水部门之间的管理权划分, 如农业、工业、居民生活用水管理等;

　　 (5) 水管理决策权在政府领导人、技术分析人员和专职管理人员之间的分散。

　　管理权限的分散直接来源于水管理的多部分参与。水管理机构分散化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它

的历史形成: 针对特定的水问题而建立单一目标的水管理部门, 例如城建部门对给水的管理, 环

保部门对水体质量的监督管理, 水利部门对大江大河的管理。另外, 政府中还存在很多公共部

门, 它们的中心任务虽然与水管理无关, 但它们的生活却对水资源有很大影响。例如, 负责农

业、森林、娱乐和土地规划的部门。这两方面的作用产生如下结果: 大量公共部门, 各自只负

责狭窄范围内的活动, 同时受同样狭窄的部门法规章程的约束, 受反映着部门目标的价值和利

益的影响, 对水管理问题的解决所采用的知识和技术也大多是单学科的, 受到部门管理人员本

身的专业限制。目前, 与水相关的政策大多是在一种分散的方式和条件下设计并发展起来的。例

如, 灌溉和大型水利项目归于水利部门, 城市给水由城建部门负责, 而水环境由环保部门管理。

这些部门之间常常互不沟通, 甚至有很大的矛盾冲突。在这种分散状态下, 有效的水管理措施

是不易拿出的。各机构间的对抗意味着开发的水管理政策或措施总是次优的[2 ]。

　　管理机构和权限的分散化给管理水资源带来的最根本的缺陷是低效。各个管理实体之间的

重复、冲突以及不一致性成为低效的焦点。机构的分散使得问题定义域狭窄, 搜索空间和可选

方案有限, 从而给行动方案或管理措施的出台造成认识上和决策上的失误, 限制了资源的合理

利用, 甚至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只有当负责水管理的机构有效率时, 水管理才是合理的[3 ]。也

可以说, 有效水管理的一个主要约束就是相关机构之间水管理权的分散。要迎接 21 世纪水管理

的挑战, 我国除了增强各机构的能力之外, 还需要改善机构之间的关系, 对这种关系加以管理

和控制, 以便使未来的水管理政策更为合理, 政策实施更为有效。如果缺乏对这种分散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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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以及对各机构间关系的协调与管理, 未来的水管理就不可能变得优化和高效。

3　我国现行水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因果分析

　　管理权限和机构的分散化是我国目前水管理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除此之外, 目前的水管理

中还存在其它多种 问题, 也可以靠 IWM 来解决。笔者通过观察和总结, 研究分析得出如下的

中国水管理问题因果联系, 如图 1 所示, 其中:

图 1　中国水管理问题因果联系及对策分析

F ig11 R ela t ion sh ip betw een cau se and effect of Ch ina′s w ater m anagem en t p rob lem s and its

coun term easu res analysis.

　　A. 水系统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对相关决策理论和方法要求较高, 这与我国目前的水管理水

平普遍较低存在差距。

　　B. 信息支持能力薄弱。一方面, 水系统本身信息具有稀缺性、难以获得性和不确定性, 不

易满足管理尤其是决策的要求; 另一方面, 不 同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互不沟通, 造成信息的垄

断性和封闭性使用, 使本来就很有限的信息不能得到高效利用。

　　C. 管理人员 (包括领导者和决策者) 的素质问题。

　　D. 现行政策或决策多是狭窄的部门性的, 常常有相互矛盾的地方。

　　E. 受部门利益的驱动或各部门管理人员学科专长局限, 决策目标单一。例如: 重开发利用,

轻环境保护; 在开发利用中, 不同部门着重于本部门所偏爱的资源利用方式, 缺乏多种形式水

资源的联合利用与组合调配; 水量和水质被分开管理等等。

　　F. 受传统最优化决策模式的影响, 决策方法域的选择发生偏差, 导致决策方法失败, 甚至

决策失误。

38　第 1 期 曾思育、傅国伟: 中国水资源管理问题分析与集成化水管理模式的推行



　　G. 决策方案的设计、评估和选择往往只从单一部门的利益或视角出发, 缺乏多学科知识的

综合集成, 科学合理性得不到有效保证。

　　H. 管理体制上的问题。相关管理机构权责划分不清, 导致各部门在水管理的实际工作中交

叉和重叠多, 运行机制不畅。水权在部门间的分散直接引发了平行机构间多种形式的矛盾和冲

突, 阻碍了管理效率的提高。以行政管理体系为基础的水管理体制又难以有效解决跨行政边界

上的水资源冲突与纠纷。

　　 I. 部门间缺乏沟通交流, 既影响制定跨部门决策, 又不利于部门间联合行动。

　　J. 缺乏对跨部门协调的重视, 不仅有可能错过多个部门之间协调与合作的机会, 而且在实

际操作中不容易达成协作配合的局面。

　　K. 控制体系设计不合理, 使得管理对象的行为失去约束和规范。

　　L. 水管理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给系统控制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及其实

际操作带来了困难。

　　M. 控制体系设计不合理, 使得管理对象的行为失去约束和规范。

　　N. 到目前为止, 与水资源开发和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发展仍缺乏足够的系统性。

　　O. 法律和条例实施困难, 这是一个很普遍而且极为严重的问题: 不管法律法规本身质量如

何, 它们往往面临实施难的困境。

　　P. 令出多门以及部门间的矛盾使决策的执行陷入相互扯皮推诿的尴尬境地。

　　从上图可知, 以上众多问题之间往往互为因果而且交叉影响, 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因果联系

网络。但透过表象, 上图又分析了各种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根据 IWM 模式的内涵, 最终可

以得出在我国应该推行这种水管理模式的结论。

4　 IWM 模式在我国推行的必要性分析

　　 (1) 采用 IWM 模式是强化我国的水管理, 解决水资源问题的出路　面对日益突出的水资

源问题, 人们普遍认识到只有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才是正确的选择。集成化水管理, 首先意味

着对水资源的系统化管理, 包括系统地开发、利用、保护以及合理调配。集成管理概念和理论

体系中所包含和倡导的众多观念与措施, 都是实现有效的水资源管理的必由之路。例如, 地下

水与地表水的联合运行, 将污水水量与水质相集成的水污染总量控制, 将污水回用与南水北调

等远距离输水措施放在一起作为扩大新水源的策略, 在上下游之间建立合理关系等等, 其中都

体现着集成化管理的思想, 都可以有效地推进对水资源的管理。

　　 (2) 采用 IWM 模式是改善目前水管理状况, 提高水管理有效性的途径　缺乏对水资源系

统性的足够认识是形成“多龙治水”的局面, 最终造成水污染、水浪费, 不能合理利用水资源

的重要原因。分散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机构间的利益冲突, 管理中互相牵制扯皮导致管理

效率的低下。为此, 有必要引入 IWM 模式, 采取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技术的、情感心理

的和宣传教育等诸多手段, 消除分散管理带来的种种弊端, 优化管理措施, 提高管理有效性, 解

决由于管理体制带来的水管理问题。第 8 次世界水资源会议上曾提出: 不同部门间的集成化水

管理是获得更高的效率的关键, 它需要每个与水管理相关的机构都作出承诺和努力, 这是将来

作出更好的决策以及接下来进行监督和实施的先决条件[4 ]。

　　 (3) 采用 IWM 模式是实现各水管部门信息共享、综合决策的要求　有效地管理水资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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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管理者在各种机构约束中的组织运作和策划能力[5 ]。我国的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中, 由于缺

乏跨部门的政策分析和信息共享, 常出现部门间政策目标相互摩擦的现象。要实现水资源可持

续开发、利用与保护, 必然要求相关部门的协调合作, 改变过去的“单打一”型决策和狭隘的

封闭型决策行为[6 ] , 实行跨部门的群体决策, 是 IWM 要完成的任务之一。

　　 (4) 采用 IWM 模式可以更好地解决水管理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有很多国家正在通过集

成化规划和管理水资源的方式与这些冲突打交道。例如, 将土地利用、经济增长、环境管理的

需求等多个目标集成起来决策以消除日后管理中的冲突[7 ]。集成方法因为考虑到了水资源系统

中各组成成分的相互依赖性, 从而能使相互竞争的各用户之间的冲突和紧张情绪得到缓解。例

如, 荷兰[8 ]和法国[9 ]都通过采纳 IWM 概念做了一些工作以减少使用中的冲突。

　　为了改善水资源管理, 世行专家 Ism ail Serageld in 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框架, 其中包括一条

原则: 水必须集成化地进行管理, 这是为了达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策略[10 ]。必须停止

那种局限于根据不同用途来分部门进行水管理的行为, 而是要系统地对待水, 也就是要在部门

之间处理水问题。水资源管理的新框架就是要充分认识到水资源系统中各个不同要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 要考虑跨部门的合作, 并且在投资和政策设计中有对水环境的考虑。总之, 作为可持

续发展战略得以实施的基础之一, 集成化的水管理方式有必要在我国得到采纳和发展。

5　如何在我国运行 IWM 模式

　　前文经过分析得出了在我国应推行集成化水管理模式的结论。简单地讲, 这种模式要想在

我国运行, 至少应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1 ]:

　　 (1) 有针对性地用集成化思想的模式来处理水管理中的决策问题　首先, 需要创立一种新

的决策方略 (D ecision Stra tegy) , 并在此基础上培育相应的决策方法体系。所创立的方略必须

与 IWM 相适应, 也就是要考虑到多个部门的参与, 考虑到多学科及专家知识集成和创造性思维

的运用, 考虑到复杂系统要求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特点以及其它方面相关因素在内的产物。而

渐进式的群体决策方法体系应该是相关研究的重点。

　　 (2) 创造 IWM 模式下进行管理所需的组织安排 (O rgan iza t ional arrangem en t) 条件　从

图 1 可看到, 对水资源系统性认识不足和长期形成的部门化管理体系给 IWM 的运行带来不少

“组织安排”方面的问题, 例如管理权责交叉、不明确导致争夺管理权限或相互推诿, 部门间缺

乏信息沟通以至决策失误, 缺乏协调合作, 以部门决策、部门利益取代全局。这些问题既是目

前管理中存在的弊端, 又是运用 IWM 时必须扫清的障碍。为此要研究: 如何进行有效的信息沟

通, 尤其是平行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 如何协调各管理部门间的关系、管理者与管理对象

间的关系, 从而消解冲突达成合作, 尤其是建立具有制度和组织保障的利益协调机制。

　　 (3) 设计 IWM 模式下的系统控制对策　有了科学的决策基础, 满足了合理的组织条件, 高

效成功的 IWM 最终落实于其系统控制功能的圆满实现。而 IWM 模式下的系统控制对策研究最

终表现为: 针对具体对象和问题设计出满足相应控制原理, 具有合理的控制结构, 能提供所要

求的控制功能的“控制器”, 并为实现其功能选择和创造集成化的控制方法体系。控制器的设计

和研究, 必须以集成化管理思想为出发点, 融入高效合理的决策过程与组织安排过程, 对水管

理中的难题用具体的集成化控制方法和措施加以解答, 并由各级各部门管理人员具体实施, 最

终使系统沿既定方向运行并达到既定目标。例如笔者曾涉猎过的研究方向: 市场经济条件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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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的水污染集成化控制研究; 以信息为控制焦点探讨企业水污染物达标排放管理; 以地下

水与地表水联合利用为基础的城市水资源调控体系研究; 跨边界河流资源水质和水量的集成化

分配与冲突控制; 通过环境用水水量调度来填补现有水污染控制系统缺陷的 IWM 措施研究。

　　以上三个方面既是 IWM 运行机制的内容, 又是推行 IWM 的具体过程和方法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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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 is on Ch ina’s W ater M anagem en t Problem s

and Adoption of In tegra ted W ater M anagem en t Pattern

ZEN G Si2yu, FU Guo2w ei

(D ep t. of E nv ironm enta l S cience and E ng ineering , T sing hua U niversity , B eij ing 100084, Ch ina)

Abstract: Based on exp lan ing the in tegra ted w ater m anagem en t pat tern and analyzing p resen t

p rob lem s in Ch ina ’s w ater m anagem en t, w e draw conclu sion that the in tegra ted w ater

m anagem en t pat tern shou ld be adop ted in Ch ina, and give a b rief d iscu ssion on w hat shou ld be

done to opera te th is m anagem en t pat tern in Ch ina.

Key words: Ch ina; w ater m anagem en t; in tegra ted w ater m anagem en t; fragm en ta l

m anage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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