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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为基础，借鉴云南澜沧江流域中下游水电工程移民安置方式，

针对云南澜沧江上游特殊的自然及人文环境，提出移民安置模式选择的基本原则；分析现行补偿安置方式的效果
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影响澜沧江上游移民安置方式选择的 8 种主要因素；从利弊 2 个视角出发，分析采取逐年安
置模式的优势和局限性；并从资金来源、补偿对象、移民意愿等多个方面，提出澜沧江上游水电工程移民可以在
逐年补偿安置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组合的多元化安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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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settlement Approaches of Displaced Persons Caused by Hydropower Project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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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current laws，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f China，considering its special natural and human
environment，the basic selection principles of resettlement mode in Lancang River upstream were proposed by learning
the resettlement way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is basin. Eightmajor factors for resettlement mode selection
in the upperstream wereput forward by analyzing the effects and problems of the existing compensation and resettlement
ways.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that may arise in yearly compensation mode wereanalyzed from the pros and cons. Based
on the yearly compensation，a diversifiedresettlement mode combining different ways wa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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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且相对贫困化 [6 - 7]。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是特殊的群体，其

问题的提出
能源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水电资源作为

可再生清洁能源，其开发是国家能源战略需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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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

安置难度大、社会关系复杂、遗留问题多，是其他工程移
民无法比拟的 [7 - 9]，移民问题日益受到政府、移民、项目

界各国优先考虑开发的能源资源 [3]。截至 2013 年底，我国

法人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成为世界各国在水利水电

水电装机容量已达到 2.8 亿 kW，根据我国“十二五”规划，

开发中普遍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9]，也是工程正常施工

。根据国

和运行的必要条件 [10]，关系到广大移民的切身利益以及经

际大坝委员会 1998 — 2001 年对全球 300 多个大型电站调

济发展、社会稳定 [11]，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

查显示，全球大坝建设大约造成了 4 000 万 ~ 8 000 万移民，

容 [12 - 14]。

到 2020 年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4.2 亿 k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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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水电工程移民安置方式多样，可以按照多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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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分类：如按移民安置后从事产业划分为农业、非农
业和兼业安置；按迁移距离划分为就地后靠、异地近迁和
异地远迁安置；按就业途径划分为农业、企业招工、自谋
职业和养老保险安置 [12,15] 等。不同的安置方式产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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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生态效益也不尽相同 [16]。传统安置方式主要是指以

少数民族仍沿用自己的语言，受教育水平偏低，适应能力

大农业安置方式为主，辅以二三产业安置、投亲靠友安置、

和再就业能力较差，商品经济观念陈旧，在选择移民安置

自谋职业安置等其他安置方式的移民安置方式

[15 - 16]

。长期

方式时，必须考虑其生产生活特点和需求，尤其是宗教信仰。

以来，我国水电工程农村移民安置实行的“有土从农”（农

环境容量因素：移民安置方式与环境容量（即自然资源、

业生产安置）的移民安置方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经济、社会、环境等承载能力）相互依托，并由环境容量决定。

以优越的水电开发技术经济指标和巨大的经济、社会

地域条件和人文环境因素：交通便利、工业发达、移

与环境综合效益，高山峡谷土地资源稀缺的西南地区成为

民生产生活水平高的地区，非农就业渠道较多，安置方式

现阶段水电开发的集中区域 [17]，云南澜沧江流域中下游电

较好选择；但区域位置条件差的地区，农民较难找到非农

站已基本开发完成，开发重心已转向上游梯级开发，随着

工作，就业问题突出，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转变，传统安置方式进行安置的难度
[18]

社会经济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也是移民安置方式选择

，上游区域因其独特的人文、地理因素，导致

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的整体

投资不断增加，又面临电力市场过剩、送出困难等问题，

素养较高，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对土地依赖性弱，谋生

为水电工程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方式也带来了挑战和冲击。

手段也多种多样；而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则相反，以

当地政府及移民群众都迫切希望采取新的更符合澜沧江上

土地安置思想严重，离开土地后的生活难以保障，理论上

游特点的安置方式。探索合理的移民安置方式和有效途径，

应该采取以有土安置为主，多种安置方式并存的安置方式。

是库区社会、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移民安置后生活稳

移民意愿因素：《国务院关于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

步提高的重要前提，也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和正常运行管

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规定“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大

越来越大

理的基础

2

[19]

。

澜沧江上游移民安置方式选择因素分析

2.1 总体规划及现状
云南澜沧江上游段从滇藏交界处至苗尾电站，规划“一
库七级”。由上至下依次为古水（180 万 kW）、乌弄龙（99
万 kW）、里底（42 万 kW）、托巴（140 万 kW）、黄登（190

纲应当广泛听取移民和移民安置区居民的意见；必要时，
应当采取听证的方式”，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应充分征求移
民的意愿。

3 澜沧江上游水电工程移民逐年补偿安置
方式分析
3.1 基本原则

万 kW）、 大 华 桥（92 万 kW）、 苗 尾（140 万 kW）， 总

完善的安置政策和因地制宜的创新移民安置方式，关

装机容量 883 万 kW。地势北高南低，地形呈深割之势，海

系到移民安置实施后移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能否恢复或提

拔高差悬殊，良田好地大多分布在河谷中，耕地资源匮乏，

高，能否实现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工

山坡地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低，存在退耕还林问题，林地资

作目标。澜沧江流域中下游河段规划“两库八级”电站均

源较为丰富，但林地利用率较低，同时也遭到不适当的砍伐。

已建成投产，移民安置工作也已接近尾声，借鉴其成功经

面临着一系列的生态资源恶化问题。民族文化多样，特色

验，上游移民安置方式选择应遵循：①依法合规，统筹兼

鲜明，多宗教并存、多民族共融。居民大多以农牧业为主，

顾；②实事求是；③可持续发展；④尊重移民意愿；⑤经

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滞后、地质条件复杂，

济合理；⑥合理用地，珍惜土地资源；⑦尊重宗教信仰和

移民补偿较高、物价上涨等，使电站单位移民安置补偿投

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习惯等原则。

资相比中下游大幅提高，作为电站投资效益的重要因素，

3.2 逐年补偿安置方式分析

移民补偿投资比例的上升，关系到电站投资效益。

2.2 主要影响因素
土地资源因素：农村移民恢复生产方式的可能性与库区
剩余土地资源成正比，澜沧江流域土地资源稀缺，向非农产
业转移是必然选择，移民安置方案只能向非农安置倾斜。
就业因素：只有解决移民的再就业问题，才能使移民
群众长治久安。

逐年补偿安置方式主要内容包括补偿标准和期限、资
金及成本、资源需求、利弊分析等方面。
3.2.1 补偿标准和期限
逐年补偿安置实行“同库同策”，补偿期限与电站运
行期限相同。水电站运行终止时，通过整理恢复相应土地后，
交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移民户耕种使用，或为移民
另辟生产就业门路。

年龄因素：澜沧江流域水库移民也已步入老龄化阶段，

补偿标准按照工程建设征地处理范围内涉及人口人均

在进行移民安置方式选择时，有必要根据年龄、性别等因

耕（园）地面积被征收前 3 年平均年产值或省国土资源部

素采取有针对性的安置策略。

门公布的征地统一年亩产值计算 [20]，工程建设征地处理范

民族因素：澜沧江上游少数民族移民占比较大，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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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涉及人口人均耕（园）地面积不足 0.07 hm2（1 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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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补偿标准按照 0.07 hm2（1 亩）计算。移民安置规划已

逐年补偿安置方式减小移民安置总体资源需求量，体

通过审批的水电工程，按照审定的逐年补偿标准执行。

现了节约用地的原则，可以最大限度地管理使用淹没线以

3.2.2 补偿资金来源及成本

上剩余资源，是水电开发移民安置的有效途径。降低了移

与其它安置方式相比，逐年补偿安置方式的移民生产

民安置工作难度，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给移民一个稳定

安置成本是不一样的，一部分按国家政策、法规规定计列

的生活保障，有利于提高移民安置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其

的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补偿补助费，主要是土地补偿补助

效果优于大农业生产安置；除此之外，降低了水电项目业

费用；另一部分是由于土地征占用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

主的融资贷款压力等；同时也遵循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助费等不足以支付移民长期补偿补助费情况下，从电站的

《关于怒江和澜沧江上游云南境内水电开发移民安置规划

发电效益中（或其它途径）提取一定的资金，以支付移民

有关问题的请示》的批复（云政办 2008 — 6091 号 ) 相关要

长期补偿费。

求，实现了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的目标。

一般情况下，按国家移民条例规定的补偿标准测算的
移民资金，采取逐年补偿方式后只能够满足 10 ~ 12 a 的资

3. 2.5 利弊分析
3.2.5.1

逐年补偿安置方式的优越性

金需求，后续资金采用何种标准及对电价影响等问题需深

逐年补偿安置方式是我国水电工程建设水库移民工作

入研究确定。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家审定的征收农村集

的重大创新，其根本在于把“以新换旧”的实物补偿转变

体经济组织用于长期补偿补助耕地的费用；电站运行期间，

成“货币补偿”；把单一的“以土安置”发展为“多渠道

从电价或发电收益中提取的补偿资金；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多形式安置”[21

批准的其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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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利之处表现在：

（1）由于电站征收耕地数量较多、质量较好，而库周

移民安置规划报告中计列的补偿费用由项目业主管理，

土地后备资源不足，或是水利供水难以保证，为后靠移民

费用进行年度结算，优先用于支付逐年补偿费，由业主按计

安置用的土地（耕地）难以配置，而异地调整土地的难度

划转入地方专户，由地方政府兑付给移民和集体经济组织。

又越来越大，“逐年补偿”能够较大幅度地减少移民搬迁

产业发展资金由地方人民政府结合当地实际，编制移

数量，大部分“淹地不淹房”人口，可以就地、后靠安置，

民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经过省级移民主管机构

能较好地解决“人地矛盾突出”“调整土地困难”“外迁

审核后，统筹安排。

难度大”的问题。

电站工程寿命期满后，原则上土地复垦的工程费、熟

（2）征地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具有“大杂居，小聚

化费，土地熟化期产出损失补偿费，在长期补偿和产业发

集”的生活习惯和独特的民风民情，移民多有“故土难离”

展资金中列支，但还需进一步探讨。

的情结，不愿意远迁，采取“长期补偿”，可以解决这些

3.2.3 补偿标准递增机制

问题和困难，民族文化、民族特色得以保护和发扬。

澜沧江流域水电站移民逐年补偿递增机制根据《云南

（3）建立以不降低移民原有生活标准为前提的长期生

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大中型水电工程移民工作的意

活保障制度，电站征收耕地后就给移民发放货币，移民收

见》（云政发〔2015〕12 号）的要求：“审定的逐年补偿

入来得快且稳定，为移民安居乐业打下坚实基础；在很长

标准每年按照一定金额作逐年调整。本次调整期为 2015 年

一段时间内，移民不需从事原来的农业劳动即可获得一份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对确定享受逐年补偿的移

长期固定的补偿收入，移民比较满意，乐于接受 [17]。

民人口，2015 年在审定的逐年补偿标准基础上每人增加

（4）可实现移民与电站利益共享，长期补偿不同于传

120 元，2016 年在 2015 年的基础上增加 120 元，2017 年在

统安置方式的“有限补偿”，只要电站存在，移民就能获

2016 年的基础上增加 120 元。2018 年 1 月 1 日后的逐年补

得补偿，一定程度上移民与电站可以利益共享。

偿标准调整，届时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政策，综合考虑有

（5）把移民劳动力从耕种土地中解放出来，外出务工

关因素另行确定”执行。

或寻找新的生产和就业门路，能够拓宽经济收入途径，为

3.2.4 移民安置任务及资源需求

致富奔小康开辟了新途径，同时也加快了城镇化建设。

就生产安置人口来说，逐年补偿与大农业生产安置方
式淹没耕地资源量相同，生产安置人口相当。实行逐年补偿，
一些仅淹没耕地资源、能解决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生产安
置人口就不需要远迁和外迁，减少移民搬迁安置人口规模。

（6）移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用”等问题
得到了根本解决，促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7）逐年补偿逐年支付降低了水电项目法人的融资成本。
3.2.5.2

逐年补偿安置方式的局限性

据统计，若澜沧江上游 7 个项目采用传统大农业安置方式，

（1）逐年补偿安置虽然解决了人与耕地矛盾突出、移

将产生搬迁人口约 4.0 万人，而采用逐年补偿安置方式搬迁

民不愿意远迁等主要问题，但从理论上讲，移民不需要在

人口降至约 2.8 万人。

耕地中劳作，使得大量劳动力闲置，容易引起社会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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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安定。

（3）澜沧江上游受多民族聚集的特性和特殊自然环境

（2）逐年补偿安置需要为大量的闲散劳动力寻找其它

制约，移民再就业机会很少，社会需求会随着社会经济发

生产、就业出路，但澜沧江流域移民大多群居山区，文化

展和物价上涨而不断增加，单一的逐年补偿资金不可能一

水平和就业技能受限，增加了移民再就业难度。

味地上涨，否则电站经营效益很难满足移民的补偿资金需

（3）只适用于农业安置环境容量不足，移民不愿远迁、

求，对征地补偿移民安置成本控制显得尤为重要。尽管逐
年补偿安置方式是澜沧江流域电站移民安置方式的必然选

有从事非农产业意愿的情况。
（4）补偿资金前期可以从计入概算的 16 倍耕地补偿

择，但并不是唯一选择。创新移民安置方式迫在眉睫，只

费中开支，后期要从项目业主发电收益中开支，补偿标准

有通过移民安置思路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才能解决移民搬

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价上涨而不断调增，如果企业

迁安置实施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最终实现电站库区和

亏损，很难保障后期逐年补偿资金。

移民安置区的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

（5）对于逐年补偿安置，尤其是长期分年支付，现阶

（4）任何一种安置方式都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如

段缺乏相应的国家政策规定，从国家水电工程移民政策依

果能在逐年补偿安置方式的基础上，将多种安置方式有机

据分析，逐年补偿安置需在政策上有所突破。还需要国家、

组合起来，例如“农业安置与逐年补偿安置方式组合”“基

移民主管机构和水电开发业主相互密切合作，从国家层面

本养老保障与逐年安置方式相组合”“城镇化与逐年补偿

指定相关政策性文件、建立移民逐年补偿运行保障机制、

安置方式相结合”“城镇化与基本养老保障安置方式相结

水电运行风险评估机制、延长被征地移民的土地承包期等

合”等多种安置方式，可以实现移民安置方式多样化，能

方面，降低逐年补偿安置的不确定风险

4

结

[18, 22]

。

够扬长避短，解决单一安置方式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也符
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移民的方针政策。

语

（5）澜沧江上游水电移民可以探索大农业安置、逐年

通过对云南澜沧江流域电站移民安置方式调研和综合

补偿、养老保障和城镇化安置等不同组合方式的多元化安

研究，分析国内外移民政策及云南澜沧江中下游电站移民

置模式，在此基础上，引进并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自由组合，

安置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以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

既能有效地缓解农村闲散劳动力就业压力，又能确保移民

政策规定为基础，分析澜沧江上游电站移民安置方式，对

在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基本生活保障。尤其是在逐年安置方

中下游现行的大农业安置和逐年补偿安置方式进行了分析，

式的基础上将基本养老保障和城镇化安置方式加以应用，

针对澜沧江上游特殊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从多方面，针对

多种安置方式有机组合，采用科学、合理的逐年补偿对象

传统和创新性移民安置方式进行了战略选择。主要得出以

和补偿标准确定办法，坚持在移民充分参与、统筹兼顾多

下结论：

方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移民安置方式多元化选择，能够更好

（1）移民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人口、资源、

地解决移民安置问题。

环境诸多因素。移民安置方式的选择既受到自然资源、社
会环境条件的限制，又受到法律的制约，同时移民安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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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 页）并选择合适的方法将其量化，这是生态友
好型调度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5.3 探索研究流域性指示性生物物种
近几十年来，太湖沿江沿湖大量兴建闸坝，太湖作为
洄游性鱼类繁殖和洄游通道的功能丧失，洄游性鱼类几近
消失，江湖阻隔使入湖鱼类种类减少；水利工程调度引起
太湖水位的变化也使得太湖水生植物的群落结构和分布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沿岸带水生植被破坏，沿岸带产卵的定
居性鱼类减少。此外，太湖蓝藻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太湖
蓝藻与太湖水位高低之间的关系仍未明晰，缓解太湖蓝藻
水华发生仍是流域调度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因此，需要探
索受强烈人工干预影响的平原河网地区进行生态调度时选
择指示性生物的必要性，并选择典型的生物物种。

5.4 开展流域尺度的水利工程生态友好型调度研究
在研究河湖生态需水、生态调度模型、生态调度与受
损生态系统恢复之间的关系等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的基础
上，从流域河湖生态系统整体出发，综合考虑水利工程群
与自然湖泊群的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河网、湖
泊的调蓄能力，把水利工程调度方式调整置于流域系统之
中进行分析，使水利工程调度的综合效益得到最大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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