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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了水价确定与调水工程良性运行的关系, 通过对不同水价制定方法的经济学分析, 论述了长期边际成本

定价对调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性, 提出了南水北调工程水价制定原则: 以长期边际成本定价思想为指导, 实现容

量水价与计量水价相结合, 以动态调整和价格歧视为辅助措施的水价机制; 适当提升南水北调水价, 确保受水区水

价和水源结构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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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水工程运行与水价确定

为缓解水资源分布不均、供需不平衡和局部地区供水不足, 促进缺水地区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

展, 我国相继建设了一批跨流域调水工程, 如引黄济青、引滦入津、引碧入连、引黄入卫、东深供水等。这些

调水工程大大缓解了我国部分地区用水紧张的局面, 发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但是,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这些跨流域调水工程也显现出一些弊端。其中, 供水价格偏低对保证优质水供

给及供水工程的良性运行, 影响尤为显著。从江苏江水北调工程的运行情况来看, 由于供水价格长期偏低、财

务收益少, 导致工程管理单位经费紧张, 进而影响了工程的良性运行。而引碧入连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也是

供水价格与测算的还本付息水价有一定差距, 水费实收率低(据测算每立方米水价只有上调一定的幅度, 才能

保证偿还工程的贷款) , 以致直接影响到供水工程管理部门的运营。同样, 从国外调水工程运行的经验看, 水

费是调水工程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如美国的加州调水工程, 水费合同付款占工程财务总收入的 70%以上。

由此可见, 合理确定调水的水价, 是跨流域调水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广东东深供水工程

的供水价格, 根据深圳具体情况对境内境外、工业、农业、城市、农村用水进行差别定价。这种按照国际惯例

和市场经济规律制定水价的方法, 既保证了供水企业的财务收入, 又推动了调水工程的良性运行。因此, 跨流

域调水工程的水价如何确定, 如何既与当地水资源统一调配, 又能促使调水工程良性运行, 是跨流域调水工程

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与上述调水工程相比, 南水北调工程投资规模大, 输水距离长, 供水地域广, 环节、层次多, 运行管理机

制更为复杂。如南水北调工程仍然沿袭现有的水价形成机制, 那么偏低的供水价格将会严重制约调水工程的良

性运行, 影响着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 进一步深入研究供水价的形成机制、水价提升的科学性、可能性以

及提升的幅度, 将使南水北调工程在发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 又能实现工程自身的持续发展。

2 调水工程水价确定方法

水资源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 在供给上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水商品只能在当地开发, 在输水工程覆

盖的范围内使用和消耗。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价格是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经济手段, 合理的水价不仅可以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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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时间上配置水资源, 缓解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 还可以调整用水地区的水源结构, 实现合理用水,

全社会节水。因此, 合理的水价必须反映出水的全部机会成本, 并且应该包括资源水价、工程水价和环境水价

3个部分。资源水价是水资源的 稀缺租 , 是水权在经济上的表现形式。随着用水量的增加和水资源稀缺程

度的提高, 资源水价要不断提高, 以反映增加的 稀缺租 。随着开发难度逐步提高、开发成本逐步上升, 工

程水价要提高; 由于环境自净能力下降以及治污费用的增加, 环境水价也要提高, 这些都是合理制定水价的客

观依据。

在具体确定水价的问题上, 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采用成本加成的方法, 即水价根据水资源开发成

本加上一定比例的合理利润而确定, 我国目前水价的制定和执行就是依据成本加成方法进行的; 另一种是以水

资源开发利用的增量成本、计算其边际成本的方法作为定价依据。边际成本有短期边际成本和长期边际成本两

种, 调水工程一般采用长期边际成本制定水价, 这样定价更适应跨流域大型调水基础设施的运行[ 1]。

2 1 成本加成水价确定方法的局限性

成本加成水价确定方法, 是从管理的角度提出构成水价的因素, 即水价应该包括供水成本、固定资产折旧

及大修理费加上一定的合理利润, 也是现在常用的水价计算方法。调水工程一般由水源工程、主体输水工程、

专用配套工程和城市制水配水工程 4个环节组成。因此, 调水工程的最终用户水价一般由上述 4个环节工程发

生的成本、税金和利润, 再加上污水处理费等组成。在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下, 调水工程 4个环节的水价确定

是相对独立进行的。各环节的水价采取逐步结转成本计算的方法测算, 即下一环节水价根据上一环节水价和水

量计算的原水成本, 再加上本环节发生的成本、税金和利润, 构成本环节水价, 同时不同环节的水价分别由不

同的归口行业单位进行制定。

在现阶段, 由于自然垄断性行业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加上存在定价悖论和效率悖论等因素, 故单纯

依靠市场将无法满足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 无法满足公共利益, 因此只有通过政府规制才能使消费者得到公

平的价格或服务。政府通常通过价格规制介入自然垄断行业, 并保证一家最有效率的经营方独家生产经营, 以

维护自然垄断特性, 促进资源实现最优配置。随着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如何提高自然垄断性的效率, 已经

成为规制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 2]。

调水工程投资大, 行业壁垒性强, 属于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按照规制经济学理论, 成本加成水价的定价

方法不利于提高调水工程的运营效率, 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首先, 调水工程的水价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

市场, 供需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消费者很少能够掌握工程运营成本、税金等费用信息, 从理论上

讲按照成本加成定价也不利于消费者 。其次, 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方法并不能提高供水方降低供水成本的积极

性。调水工程供水市场既有价格规制又有市场进入管制, 是一个缺乏竞争机制的行业。由于缺乏竞争压力刺

激, 行业内部和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都不高, 导致资源配置的非效率性;加上采用成本加成定价

方法, 影响调水工程供水企业降低成本的积极性。第三, 由于决策主体的有限理性以及决策信息的复杂性,如

何确定合理的利润比例是个决策难题, 而且这一比例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动态优化。但是从目前我国水价制定

的操作过程来看, 这些都很难做到。价格歧视是垄断经营方最大限度地获取垄断利润, 最大限度地把消费者剩

余转换为生产者剩余的有利工具。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 合理的价格歧视政策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3] ,

成本加成定价并不利于调水供水方进行水价格歧视。

2 2 长期边际成本定价对调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性

边际成本水价定价方法是目前最受推崇的方法。边际成本是指增加单位水量供给所引起的总供水成本的增

加量。从自然条件考虑, 边际成本反映了区域水资源相对于需求来说的短缺程度增量; 从开发的角度考虑, 边

际成本反映了区域水资源开发的难度增量; 从利用的角度考虑, 边际成本反映了区域水资源利用中的供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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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费用; 从处理的角度考虑, 边际成本反映的是污水量的大小、污染和处理运营费用。我们利用边际成

本定价方法, 可以分析其对水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程度。

我们用 C 表示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本, q 代表水资源开发的数量, 那么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总成本函数为

C ( q) = f [ Cd( q ) , Ce ( q ) , Cu( q ) ] (1)

式中 Cd 为水资源开发成本; Ce 为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成本; Cu 为水资源的利用成本; q 为一定时期水资

源开发利用量。

随着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提高, 其带来的环境影响越来越严重, 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边际环境成本将持续

上升, 即
dCe

dq
> 0。对于水资源利用来说, 由于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 其边际成本是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 即

dCu

dq
< 0。假设: a、 b 代表一定区域可以开发的水资源量, a< b。在开发利用初期, 假设 0< q< a, 在那些水

资源量较丰富的区域, 水资源的开发在初期将存在一个规模生产, 因此边际开发成本下降,
dCd

dq
< 0 。但随着

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日益紧张, 水资源开发数量提高的难度将日益加大, 有可能需要兴建大型的跨流域调水

工程, 才能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 当 q> b 时, 水资源的边际开发成本将上升, 即
dCd

dq > 0。

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边际成本变化如图 1所示。在 0~ a 之间, 随着水资源开发利用量的增加, 水资源开发

利用的边际成本是下降的; 但在 a~ b 之间, 由于水资源开发利用难度的增加, 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边际总成本

开始上升, 而且曲线斜率也增加; 在 b 点以后, 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加, 需要寻求其他方

法解决。因此, 水资源的边际开发成本呈抛物线型, 区域内存在一个极小值, 存在一个最优规模。从图 1可以

看出, 随着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提高, 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边际总成本的变化会呈抛物线型, 按照最优规

划的原则, 水资源的开发量存在一个总体最优点或几个局部最优点。

图 1 跨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边际成本变化示意图

Fig 1 Marg inal benefit var iation in water resources developing and utilizing

between watersheds

如上所述, 边际成本有长期边际成本和短

期边际成本, 短期边际成本不考虑资本的扩张,

只考虑额外生产每单位水所增加的劳动力、附

加资源等的边际单位成本。长期边际成本考虑

资金将来的边际成本和其他扩容及维持扩容运

行的投入, 在长期边际成本定价原则下, 资金

使用要考虑机会成本。如果现有的供水能力不

能满足增加的需求, 新建的跨流域调水工程水

价计算, 就必须把这些资金的使用过程中的增

量成本考虑进去, 计算未来的成本和利润现值

是平均增加的成本和长期边际成本核定水价的

基础。

相对于成本加成定价方法, 长期边际成本

定价能够提供一个更为确切的未来资本需求的

估计。在长期边际定价原则下, 调水工程水价考虑了资金、劳动力和其他投入资源的机会成本。这样, 一方面

调水工程能够获得足够的收入去扩容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避免了我国以前修建的那些调水工程由于水价偏低而

导致无法持续稳定运行的状况; 另一方面, 这样的水价也会促使用户调整其水消费量, 使水的边际成本等于边

际效用点。同时, 由于调水工程供水还面临着当地供水的竞争, 在竞争压力下供水经营者也有不断降低成本的

动力。因此, 以长期边际成本计算为基础的调水定价方法, 能够较好地保护水资源, 推进水资源的高效配置,

从而带动调水工程的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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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制水价制定法, 就是边际成本定价思想的具体实施。两部制水价体系包括不变水价和可变水价两部

分, 不变水价是基于每一工业的固定成本份额, 而可变部分基于随用水量变化的供水边际成本加上额外的排水

设施使用费。Tate于 1990年在对工业用水真实成本定价的研究中指出, 两部制水价体制是最有效的定价方式。

Tate的粗略分析表明, 如果安大略省( Ontario)按此水价体系收费, 工业取水量将减少 30% , 消耗水量将减少

25% [ 4]。

但是, 按照长期边际成本定价方法, 那些社会低收入者可能会因为支付不起水价而无法消费水, 而这显然

是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所不能接受的。因此长期边际成本定价方法, 只能解决水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而不

能解决公平问题, 合理的水价制定方法应该统筹考虑这两方面的问题。

3 南水北调工程水价的合理确定

南水北调工程供水水价首先要有利于节水, 引导人们调整用水行为, 改善用水结构, 实现水资源优化配

置; 其次, 要保证工程的良性运行。根据以上理论分析, 合理的南水北调工程水价确定方法, 既要能够推进南

水北调工程的良性运行, 同时又要能够较好地协调各方利益, 统筹考虑调水资源配置的有效与公平。

3 1 运用科学的水价定价方法, 促使调水工程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水价实施是应用水价理论制定的水价, 在具体的实施中采用各种不同的措施, 以达到水资源商品化定价的

目的和目标。在研究和实施中, 世界各国采用不同的措施和途径, 其达到的效果也各不相同。对国外水价确定

模式的研究表明, 世界各国研究水价确定模式的选择, 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资源状况以及社会制度关系

十分密切; 各国的水价制定方法都是为了使实施的水价能够尽可能真实地反应成本, 使其价格结构体现供水成

本, 并把成本分配到相关类别以保证收支平衡[ 5]。水价格结构必须提供足够的收入, 以支付运行、维护和资本

投资, 同时必须对所有用户按照收益和所致成本平等地分配成本
[ 6]
。

南水北调工程水价的确定, 应借鉴国际先进的定价思想, 采用科学的水价制定方法。我国最新颁布的 水

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 采用两部制水价定价方法。其基本水价按照补偿供水直接工资、管理费用和 50%

的折旧费、修理费的原则核定, 计量水价按照补偿基本水价以外的水资源费、附加材料费等其它成本、费用以

及计入规定利润和税金的原则核定, 但是, 这一办法仍然没有充分考虑工程运营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资源、开

发、环境等边际成本以及资金使用的机会成本。

为了弥补工程的固定资产成本不足, 减少运行风险, 保证工程运行时还本付息的要求, 南水北调工程水价

应以长期边际成本定价思想为指导, 调整、创新现有的两部制水价定价方法, 实行容量水价与计量水价相结合

的水价机制。要建立动态调价机制, 根据水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和供水成本的变化情况, 适时调整水价。水价

制定应采用定额管理, 超定额用水实行累进加价。同时, 要根据不同用户消费用水的需求弹性, 区别不同的消

费群体, 实行价格歧视, 鼓励用水户参与水价制定过程; 举办水价格听证会, 接受社会监督, 增加水价制定和

调整的透明度。

3 2 适当提升水价, 确保受水区水价和水源结构的平稳过渡

南水北调工程规模宏大, 输水线路长, 投资巨大, 固定资产成本高、运行费用大, 其供水成本肯定高于受

水区的当地水源供水成本。由于南水北调工程供水水价是中间环节水价, 没有排水发生, 故不考虑污水处理

费, 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思想, 合理的调水工程水价要弥补全部供水成本、满足还贷要求, 做到补偿成本费用、

偿还贷款本息, 并确保资本金的合理收益。

但是工程通水后, 在工程受水区会形成当地地表水、地下水和南水北调工程调水多种水源供水的格局。如

何实现水价以及水源结构的平稳过渡, 是调水工程水价确定必须考虑的问题。调水工程水价的提升, 要做到不

会因为水价的大幅波动而引发社会问题; 水源结构的平稳过渡, 要引导用水户合理使用当地水资源和调水, 减

少并最终停止超采地下水, 将挤占的环境和农业用水退还给生态环境和农业等, 使南水北调工程发挥出最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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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促进北方地区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当地水源与调水的工程成本费用差别较

大, 为避免用水户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不愿用调水, 而继续超采当地地下水, 导致水资源和工程投资的浪费现象

发生, 适当提升水价是实现水价平稳过渡的关键。

由于南水北调工程是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主要依靠政府投入, 不是一般的竞争性项目, 带有部分公共产

品的性质。这样的产品必须实行微利政策, 因此南水北调工程供水水价不宜太高。同时对于被供水城市, 南水

北调工程是水源工程, 最终用户水价还要加上城市制水、配水环节的水价和污水处理费。水源工程供水水价在

用户最终水价中的比例要适当, 要为提高污水处理费留出相应的空间。

4 结 论

水价的确定对调水工程良性运行至关重要, 只有通过对不同水价制定方法的经济学分析, 采用长期边际成

本定价对调水资源优化配置才具有有效性, 南水北调工程水价制定应用长期边际成本定价的思想, 实现容量水

价与计量水价相结合, 建立动态调整和价格歧视为辅助措施的水价机制; 确定南水北调工程调水水价, 才能更

好地确保受水区水价和水源结构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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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 water pricing for the South to 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LIU Chun-sheng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ater pricing and the sound operation of the water transfer pro-

ject Through the economics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water pricing methods, it st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ong term marginal

cost water pricing method on the optimized allocation of the transferred water resources The paper proposes further the water

pricing principles for the South to 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to be guided by the long term marginal cost water pricing

thinking, to realize the combinat ion of volume water pricing and the volumetric water pricing, to establish a water pricing

mechanism with the dynamic readjustment as the supplementary measures, to raise properly the price of the water transferred

from South to North, and to ensure the stable transition of the water price in the water receiving areas and the water source

structure

Key words: South to North Water Transfer; pricing for transferred water; long term marginal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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