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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水权建设的目的在于发挥市场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市场配置的前提在于明晰的产权和
交易的稳定预期,但水资源所具有的时空分布不均衡地理属性,却为这一前提的实现带来了客观障碍。 资格水权
与实时水权的提出目的就在于解决这一问题。 资格水权具有期待权性质,实时水权具有既得权性质。 中国已发生
的水权交易的案例,也印证了资格水权和实时水权概念的提出和性质界定对深化中国水权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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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提出的实践依据

边界,从而化解水事纠纷,实现水资源配置中人、生
态和经济的协调;二是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水资源使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在世

用效率。 通过水权的市场交易,可以引导水资源向

界范围内出现了水资源危机。 就中国来说,水资源

节水、高效领域流动,从宏观上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

危机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水资源

率,从微观上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自发形成建设

属于公共资源,公共资源具有被过度使用的倾向,这

节水型社会的内在约束和激励机制。

就是“ 公地悲剧冶 。 为避免出现公地悲剧,解决水资

水资源具有时间分布不均衡的特性,这一特性

源危机,就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使不具有封闭性的水

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处于东亚季风区,是

资源具有封闭性,并通过市场对水资源进行合理配

显著的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量在不同季节和时间

置,把水资源配置到利用效率最高的领域,从而保证

点上变化频繁。 据水利部统计,中国大部分省市连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因此,解决水资源危机的路

续最大四个月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70% 左右。

径在于———从整体上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依靠市
场把水资源配置到利用效率最高的领域,从而形成
节约利用水资源、高效利用水资源的约束机制,从根
本上解决水资源危机。
对水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就要求建立完善的水
权制度。 水权制度建设的目的:一是界定生态、经济
和人的生存用水的法律边界,以实现水资源配置中
人、生态和经济的协调。 长期以来,水资源短缺引发
了中国区域、工农业、经济生态之间的水事纠纷,这
些水事纠纷妨碍对水资源的有效管理并带来社会问
题。 水事纠纷根源在于共有产权的边界模糊。 水权
制度可以明晰上下游、工农业、经济生态之间的用水

这一比例在西北部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陕西省降
雨大部分集中在 7、8、9 三个月,河川径流的 50% ~

80% 也相应集中在汛期。 塔里木河流域的主要降水
也集中在 7、8、9 三个月。

为解决水资源危机以及水资源所承载的生存、

经济、生态
三类价值需求,需要对水资源进行边界界定以
及引入市场化手段提高水资源的再配置。 但水资源
具有的时间分布不均衡特性使得水权交易的客体无
法具体确定,交易双方也无法获得稳定的交易预期,
这造成了对水资源进行边界界定的障碍。 举例说
明,黑河流域的水资源卖方在考虑成本和收益后,发
现出卖 2010 年的水资源会获得更大的利益,决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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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 2010 年的水资源( 意图是出卖一个短期的、一定
量的水资源,并没长期让与水权的意图) ,随后买卖

双方在市场中相遇,并达成合意。 此时问题出现,水
资源量无法具体确定。 卖方不能确定在 2010 年他

到底能够获得多少水资源———由水资源的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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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衡性所决定。 此种情况下买方无法获得一个稳
定的预期,买卖双方的利益也无法获得法律保护。
目前,依照实定法上或者学说理论都不能解决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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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6 亿立方米,作出 2007 年 11 月 11 日至 2008 年
11 月 10 日黑河流域实际来水量的科学预测,并在
此科学预测的基础上,依据黑河流域初始水权分配

问题,但引入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制度将使这一问

方案确定的分配原则和具体比例,制定《 黑河干流

题得到解决。 卖方拥有一个长期的资格水权,依据

2007 ~ 2008 年度水量调度方案》 。 随后,依据该调

该资格水权他可以获得 2010 年的实时水权,现在他
出卖的是 2010 年的实时水权。 买方给付对价获得

的就是这个实时水权,实时水权受法律保护,买方便
拥有了稳定的交易预期。 卖方也在不丧失资格水权
的前提下,把特定时间的水资源让与出去,实现了交

度方案配置 2007 年 11 月 11 日至 2008 年 11 月 10

日估算值为 16. 60 亿立方米的实际来水量。 上述过
程就是资格水权主体实现实时水权的过程。
2. 2摇 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的客体

实时水权的客体是当年依据水量调度方案确定

易意图。

的具体量化的水资源。 而资格水权的客体是什么?

2摇 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的概念

这一问题实质上是在寻求期待权的客体是什么( 因

2. 1摇 资格水权和实时水权的涵义

为资格水权具有期待权的性质) 。 民法理论认为,
物权的客体需要确定化,而资格水权的客体并不确

资格水权和实时水权的概念是由王蓉在中国

定,这就是该问题提出的原因。 实际上,期待权的客

和澳大利亚政府合作项目“ 中国水权建设冶 第一期

体还是物,资格水权的客体还是水资源,只是期待权

的结题报告和《 社会科学论坛》2007 年第 4 期首次

相比一般的权利有其特殊性。 期待权即便有其特殊

提出。 资格水权是指流域、区域、个体获取一定水量

性,还是一种权利,在物权领域,其也是一种具体的

的一种主体资格和依据,以水量分配方案为依托;实

物权,因此只要承认期待权,那么期待权的客体与既

时水权是指流域、区域、个体当年获取一定实际水量

得权的客体在制度层面上就毫无区别。 而资格水权

的权利,以年度水量调度为依托。 资格水权到实时

具有期待权的性质,既然期待权的客体与既得权无

水权是一个从资格到实体权利,从资格到具体量化

区别,那么资格水权的客体也应同实时水权相一致。

的水权的过程。 资格水权是获得实时水权的依据,

2. 3摇 资格水权和实时水权的适用范围

实时水权则是资格水权的落实。 资格水权与实时水

资格水权出现在初始水权分配后,水量调度方

权所要解决的是水资源特性同水权交易稳定性之间

案实施前,其适用于初始水权分配层面。 实时水权

的矛盾。 资格水权实现水权建设稳定性的要求,长

出现在水量调度方案落实后,具体水量得以分配的

久持续的配置水资源;实时水权达到水权制度的灵

时候。 因初始水权分配包含流域、区域、行业、个体

活性,为短期的水权交易提供窗口。 资格水权实质

层面,因此资格水权的适用范围就包含这些层面。

上是一种可以获得一定量水资源的有保障的预期,

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实时水权的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

是一种正在向完整权利发展的权利。 实时水权是完

实时水权的适用范围与资格水权相一致。

整的权利,其客体是具体量化了的水资源。
以黑河流域的具体情况阐明资格水权与实时水
权概念。 黑河流域管理机构制定了到 2030 年截止
淤

假使在制度设计上,把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的
适应范围相分离,那将造成不必要的困扰———权利
主体拥有获取水资源的资格却无法实际取得水资

的初始水权分配方案。 依据该方案,各水权主体获

源,或者实际获得了水资源而没有取得水资源的资

得了资格水权,各资格水权主体可以在 2030 年前每

格。 实际上,对于实时水权适用范围的困惑来源于,

年取得一定量的水资源,但资格水权的客体并不是

流域、区域的水权一般不进行交易,交易产生的最大

实际量化的水资源。 例如在 2007 年 11 月 11 日至

可能性存在于个体的实时水权层面,因此认为实时

2008 年 11 月 10 日的资格水权主体能获得多少水

水权的适用范围只限于个体水权层面。 没有出现水

资源是无法确定的。 流域管理机构会同甘肃省水利

权交易不等于没有出现交易的可能性。 需要在制度

厅,依据当年的具体情况———莺落峡断面实测来水

构建中留有一定的空间,何况在区域、流域层面赋予

淤摇 该案例为笔者假设,主要依据为中澳水权项目调研报告中的《 黑河流域 2007-2008 年度水量调度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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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水权,并没有增加制度成本。

3摇 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的权利性质
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具有期待权与既得权的权

对将来自由的期待的认识。 而梁慧星先生是从附条
件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观察期待权的, “ 将来有实
现可能的权利冶 的落脚点还是权利,从而又回到了
权利本质的纷争。 笔者认为有着对权利的不同认识

利属性。 阐明该问题要从期待权与既得权谈起。

就会有着对期待权的不同界定。 上述概念都在说明

3. 1摇 既得权与期待权在民法上的意蕴

一个问题,那就是期待权是一种未实现的权利,其不

3. 1. 1摇 期待权与既得权的缘起

同于一般权利的特性就在于其未实现。 但这种未实

学说。 19 世纪初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

的权利样态,现实生活中又有着保护它的需要,因此

交易模式,买受人在给付全部对价之前就已经占有

为期待权。

期待权与既得权理论产生于 19 世纪德国民法

现的权利,有着极大的实现可能性,无限接近于完整

种新的交易模式开始出现———分期付款买卖。 这种

人们就把它看作一种特殊的权利,为了区别起见名

标的物,出卖人此时丧失对标的物的占有,并陷入一

对于权利本质的探讨不是本文的重点,对于期

个隐含的风险———无从确定是否能够收回价款。 这

待权概念的具体辨析也没有过多的必要。 因此,此

种交易模式适用物权担保和债权保证并不适当———

处笔者采用申卫星先生的定义:“ 我们可以将期待

物保或者保证增加了交易成本,违背分期付款交易

权界定为对未来完整权利取得的一种期望,因取得

模式促进交易流转的初衷———由此保留所有权买卖

权利之部分要件而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成为具有

的物,但并不享有所有权。 只有在买卖合同约定的

第二,期待权的构成要件。 申卫星先生认为期

条件成立后,所有权才转移给买受人。 这样在极低

待权的构成要件包含三个要素。 第一,“ 对未来取

的交易成本情况下———不需要另外的担保物权或者

得某种完整权利的期待冶 。 第二,“ 已经具备取得权

物。 因其便利快捷,保留所有权买卖快速发展。 保

的地位冶 。 申卫星先生提出三个要素涵盖了期待权

出现。 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买受人占有并使用标

保证,出卖人降低了交易风险,买受人占有了标的

留所有权买卖对传统民法理论提出了挑战———如何

权利性质的法律地位。冶

利的部分要件冶 。 第三,“ 期待权是一种受法律保护
的特性。 首先,期待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获得一

解释保留所有权买卖中双方当事人地位,出卖人既

项完整的权利。 期待权必须是为了权利而期待,这

然继续享有所有权,那么买受人受让的是什么权利。

就把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期待同期待权区分开来。 其

德国学者对此问题开展了讨论,从此德国民法学界

次,期待权是一种不完整的权利,其仅具备部分权利

开始出现期待权与既得权的概念。

要件。 最后,受法律保护。 法律制度来源于现实生

3. 1. 2摇 既得权与期待权的概念

活,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抽象出一种法律制度

第一,关于期待权与既得权概念的不同学说。

的缘由是现实需要。 反过来看,现实生活要求法律

期待权与既得权概念是民法理论研究的热点,主要

来确认和保障,一种不完整的权利需要被视为权利,

的观点如下:期待说,期待权是一种期待或指望,德

那么就创设出被称为期待权的法律制度固化这种利

国学者梅迪库斯持这种观点;法律地位说,王泽鉴先

益。

生在《 附条件买卖买受人之期待权》 中写道 “ 因具

对于上述三个要件的疑问在于,“ 部分要件冶 达

备取得权利之部分要件,受法律保护,具有权利性质

到何种程度才能上升为期待权。 王泽鉴先生对此作

之地位冶 ,这种观点把期待权理解成一种法律地位;

出了回答,他提出了两点区分,一是此种地位是否已

未来权利说,梁慧星先生认为:“ 尚未具备全部成立

受法律保护;二是此种地位有否赋予权利性质之必

要件的权利,即将来有实现可能的权利,称为期待

要。 笔者观察,王泽鉴先生或许并没有想给出明确

权。冶

的区分原则和要素。 他的目的是要告诉人们这种区
对于期待权权利概念的不同认识,来源于对权

分是很难实现的,刻意用固定化的原则来加以区分

利本质认识的不同。 把权利的实质理解成一种法律

也是无必要的。 对这一问题的最终理解应为,现实

地位,就会从法律地位的视角观察期待权。 把权利

生活对这种特殊的期待,有着用完整权利模式保护

理解成一种自由,从而就会衍生出对期待权是一种

的需求,那么它就是一种期待权。 那么什么时候现

王蓉等:论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的界定与中国水权建设

实生活有着这种需要———回答是法律在于经验,而
不是逻辑。

第三,法律性质。 关于期待权的性质存在形成
权说、特殊权利说等不同学说。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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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条件、附期限法律行为构成期待权的原因在
于:第一,附条件、附期限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对未
来获得完整权利的期待。 交易主体为意思表示的意
图是转让一项完整的权利,只是现在的情况特殊,在

民事权利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会有不同的分类方

法律行为成立时受让人并未完全取得该项权利;第

法。 物权、债权,人身权、财产权,形成权、抗辩权,这

二,附条件、附期限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之法律地位

些不同的权利乃是依据不同的观察角度和分类方法

具有一定的确定性。 德国法学界已普遍认为,在附

得出的不同结论。 同样在分析期待权性质的时候,

条件法律行为中,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已经完全具

也必须固定观察角度。 正如申卫星先生所言:“ 对
期待权性质的讨论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复杂的局

备,只是法律行为的效力尚附有条件 。 民事法律行

为所附之条件,并非法律的成立要件,而是法律行为

面,乃是因为学者们为期待权定位所选定的坐标体

的生效要件。 它控制着法律行为效力的发生或消

系有误 冶 。 界 定 期 待 权 的 性 质 必 须 从 其 自 身 特

灭。 当民法法律行为附有条件或期限时,该民事法

性———也就是期待权是一种不完整的,正在向完整

律行为已经成立,民事主体取得特定权利的过程已

权利过渡的的权利角度观察。 必须把期待权与既得

开始进行,各方当事人间业已形成一种如同先合同

权相对应,来探寻期待权的性质。 依照此种路径延

义务产生基础一样的稳定的私法上之结合关系。 因

伸下去,期待权的性质应由其最终羽化成的完整权

此,附条件法律行为中因条件的成就而受有利益的

利确定———“ 应依其将来可取得的完整权利而定冶 。

一方当事人,对于该利益有一种取得的可能性,并且

另一方面,需要明确期待权是一个涵盖其他权

该利益之获得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已非单纯之期待;

利的属概念。 即如果期待权最终转换成了物权,那

第三,实定法已对这种民事法律行为提供了法律保

么期待权就是一种物权,最终转换成了人身权那么

护。 附条件、附期限法律行为的效力只有在条件成

它就是一种人身权。 和本文相关的是,如果期待权

就或期限届至时才会发生,但这不意味着,在条件成

最终转换成了用益物权中的水权,那么期待权就是

就前附条件法律行为就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相反,

一种水权,也就是本文需要论证的资格水权。

当事人的行为在条件未定期间要受到法律的限制,

3. 1. 3摇 既得权与期待权的实践应用

以确保在条件成就时,该法律行为的目的能够实现。

用,对本文的论证具有说明价值。 为了支持本文的

附条件法律行为提供了保护 。 总之,附条件、附期

期待权与既得权在除水权之外其他领域的应

论证体系,固在此具体说明期待权与既得权在其他

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 45 条第 2 款就对
限法律行为的当事人之间已经构成了一种稳定的社

领域的应用实例。 但因期待权本身的理论纷争,其

会关系,人们需要法律保护将来获得完整权利的合

具体的例证也存在诸多观点。 这里选取争议较少的

理预期,期待权由此产生。

例子加以分析。
第一,附条件、附期限民事法律行为。 首先,附

第二,取得时效。 取得时效是指:“ 自主、和平、
公然地占有或准占有他人财产,持续经过法律规定

终止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不能构成期待权。 附终止

的期间,即依法取得该项财产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

条件的民事法律已经生效,其构成的权利与一般的

的时效制度冶 。盂 在占有人的占有还未达到法律规定

权利毫无差别,只是多了一个终止条件。 其次,附终

的期间届满之前,其拥有的就是期待权。 由于取得

期的民事法律行为不构成期待权,附始期的民事法

时效在中国民法上并没有规定,这里的讨论主要集

律行为构成期待权。 附终期的民事法律行为和附终

中在学理上。

止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一样,都构成了一般的、完整

申卫星先生在论述时效取得占有人的该项权利

的权利,没有期待权存在的空间。 但附始期的民事

时,提出了以下几点:“ 时效取得占有人在时效届满

法律行为构成期待权。

前之法律地位具有一定的确定性;时效取得占有人

于摇 申卫星先生对此问题从不同的维度作出了梳理。 申卫星. 期待权理论研究[ D]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1。

盂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 45 条第 2 款“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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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效届满前之法律地位受到一定的保护;时效取

权和既得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

得占有人在时效届满前之法律地位具有独立的权利

第一,期待权与既得权拟解决的问题。 如前文

机能。冶 即取得时效占有人的法律地位是一种对权

所述,期待权产生自保留所有权买卖。 此时用固有

利的稳定的期待,并获得了法律保护,符合期待权的

的债权保护方法去保护出卖人是不合适的,显然这

构成要素。 从本质上观察取得时效,其根本价值在

时买受人已经不同于传统买卖关系的买受人。 保留

于保护长期存在之法律关系,以谋求社会秩序之稳

所有权买卖中出现的问题是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矛

定。 所以,保护时效占有人对标的物的占有状态,以

盾。 从经济学思考,买受人需要有合理预期,他需要

及在发生占有移转时赋予其法律地位的可流转性,

确保在付出一定对价后,他的利益能有所保障,这是

使占有状态得以延续,对于取得时效制度功能的发

一种稳定性的需求。 而实际上,交易到底能不能完

挥和价值的实现,都至为关键。 因而,赋予时效取得

成还处于一个变动的过程中,没有人能够知道最终

占有人在时效届满前之期待权,并使其能够流通起

的结果。 虽然完成交易有着极大可能性,但这不是

来。

现实,这是一种灵活性。 分析时效完成前时效取得

3. 2摇 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的既得权与期待权性质

占有人的法律地位,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问题在于

的权利类型。 在民事权利谱系中,资格水权和实时

要解决的就是交易中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矛盾。

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的提出,不是创设一种新

水权有着自己的位置,这就是期待权与既得权。

稳定性与灵活性间的矛盾。 总之,期待权和既得权
第二,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拟解决的问题。 资

3. 2. 1摇 对期待权性质的再说明

格水权与实时水权要解决的问题亦是水权建设中稳

性之前,有必要再重复上文已作讨论的期待权性质。

衡特性。 这一特性在水权制度上的表现,就是水权

分析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的期待权与既得权属

定性与灵活性的矛盾 。 水资源具有时间分布不均

如上文所述,期待权本身性质不能简单的划为形成

具有不确定性。 虽然可以在制度设计上赋予权利人

权、物权、债权或者人身权。 因为,传统的分类研究

明确的权利,但实际中无法保障权利人以此获得实

是站在横向的角度对权利属性分类。 而期待权是纵

际的水资源———因为无法确知某个时点上的水资源

向的权利———与既得权相对,是要发展到既得权的

权利类型。 必须明确期待权的性质由最终的既得权
所确定,作为期待权命运终点的既得权是物权,那么

到底有多少。 把这一问题推向极致,如果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塔里木河的来水量只能保证生存
用水,那么初始水权分配的工业水权实际获得的只

期待权就是物权。 “ 期待权概念乃是一个空壳的制

是一个“ 概念冶 化的权利———没有任何多余的水量

( Vorstufe) 标志下的权利内容迥异的形形色色的法

的客体需要明确,水权主体要有合理预期。 所以,水

领域,可以产生一种特殊的期待权———资格水权。

权制度建设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由水资源特性所造

度概念,它包括了统领在权利取得的 ‘ 先期阶段爷

分配给工业。 但水资源进行进行市场化配置时水权

律现象。冶 ———安德莱阿斯·冯·图尔。 因此在水权

权客体必须明确,这是一个稳定性的要求。 困扰水

期待权是一个概括的、涵盖范围很广的概念,所谓

成的水权制度建设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矛盾。 资格水

“空壳冶 乃制度的外壳之意,可以把不同领域的权利

权与实时水权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一矛盾。

期待权与既得权性质的探讨,应集中于是否这种权

解决问题的一致性。 期待权和既得权要解决的就是

利符合期待权的构成要素。 不能简单地断定,期待

交易中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矛盾,资格水权和实时水

权的类型是封闭的,除固有的类型外无其他可能性。

权要解决的是由水资源特性决定的稳定性与灵活性

总之,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的出现并没有突破传统

的矛盾。 资格水权和实时水权要解决的矛盾和期待

民法理论,反而是对传统民法理论在水权领域的应

权与既得权要解决的矛盾具有一致性。 需要指出的

用。

是,期待权和既得权所解决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矛

3. 2. 2摇 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和期待权与既得权拟

盾产生于人类经济生活,而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面

资格水权和实时水权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期待

的。 虽然矛盾的缘由不同,但在法律制度中的性质

套上这一期待权“ 空壳冶 。 对于一种权利是否具有

解决问题的一致性

第三,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和期待权与既得权

对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矛盾是由水资源特性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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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相同的。
3. 2. 3摇 价值上的一致性

第一,期待权与既得权保障的价值。 期待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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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4摇 期待权与既得权的关系和资格水权与实时
水权的关系相一致

“ 期待权的形成效力是指,当期待权的条件成

既得权的最终价值在于保障交易的安全性,促进商

就时,期待权人所享有的依其意思表示使期待权转

品经济发展。 分期付款和保留所有权买卖的出现促

化成为完整权利的效力,所以也可称之为期待权的

进了商品流转。 此时,人们需要法律所保障的是对

转换效力。 期待权作为权利取得的‘ 先期阶段爷 ,处

交易的合理预期,人们需要确定他获得的是一个受

于向完整权利发展的过程中,保护当事人的法律地

到法律保护的利益。 而传统权利类型无法对这一现

位不被破坏,并最终在条件成就时发展成为完整权

实生活作出反映。 第一,无法提供合理预期。 买受

利是期待权的使命。冶 期待权所期待的是一种权利,

人并不能获得一个完成权利,他所得到的只是一个

而这种权利就是既得权。 “ 先期阶段冶 指的是期待

债权的保护。 第二,直接限制流转。 分期付款的买

权,“ 后期阶段冶 指的是既得权。 期待权和既得权的

受人,如果在给付了绝大部分对价的时候,其是否可

关系概括来说就是:期待权是河流的此岸,既得权是

以转让这种利益。 依据债权原理也可以转让,但转

河流的彼岸,从此岸也许到达不了彼岸,但从此岸出

让的程序复杂繁琐。 第三,从另一侧面观察,对交易

发的目的地只能是彼岸。 资格水权的发展方向是实

提供的保障手段缺乏。 传统交易可以获得的保障只

时水权,实时水权是资格水权的落实。 权利人通过

有担保物权和债权保证,无论那一种都很繁琐而其

初始水权分配方案获得资格水权,但这不是权利人

不适用于小额交易。 期待权和既得权的提出,巧妙

的最终目的,他的目的是依据水量调度方案,从而获

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买卖双方都可以在法律制度中

得量化的水资源———实时水权。 资格水权与实时水

求得合理预期。 重要的是,这种保障并不增加交易
成本。
第二,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保障的价值。 资格
水权与实时水权具有促进水权流转,从而合理配置
水资源的价值。 首先,使水权主体得到稳定的预期。

权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资格水权是实时水权的此岸,
实时水权是资格水权的彼岸。 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
的关系和期待权与既得权的关系相同。
3. 3摇 补充———期待权的可转让性

期待权作为一种权利,是否可以转让? 首先,从

资格水权和实时水权的提出,并不能改变水资源现

保留所有权买卖来看。 把保留所有权买卖看作是债

实存在的时间分布不均衡的特性,但是,可以使人们

权关系,那么买方在未取得完整的权利时,其转让的

从观念上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拥有资格水权的主

只能是一个请求权,而且其转让需要取得权利人的

体,可以预期到将来他们有着获得实际水量的可能,

同意。 在买方未取得权利人的同意而转让标的物

虽然这是一种可能,但这种可能已经足够指引权利

时,如果受让人基础善意,就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

主体的行为。 其次,为流转提供了两种可能。 资格

度。 在承认期待权的时候,情形变得完全不同。 如

水权和实时水权提出后,水权的流转方式变得丰富,

果买方转让期待权,那么这个转让就是完全有效的,

可以转让资格水权,也可以转让实时水权。

而不需要征得原所有权人同意。榆 由此出发德国民

总之,期待权与既得权存在的最终价值在于促
进交易流转,并降低交易成本。 资格水权与实时水

法逐步承认期待权可以转让,到 1956 年德国联邦法
院承认期待权可以转让,“ 认为保留买主完全是以

权的价值,也是通过制度设计来为水权交易提供制

他自己身份,向他人转让属于他本人的期待权,保留

度保障,两者在价值层面具有一致性。

卖主的利益并不因此而受影响,在保留买主支付迟
延时他依然可以解除合同,阻止期待权受让人取得

榆摇 申卫星先生也论述了该问题,保留买主在条件成就之前,可以作为非权利人支配保留卖主的财产,或者作为权利人处分他自己对标的物占

有的期待权。 如果他以自己名义作为非权利人去处分,那么这种处分只有在得到继续转让授权的前提下,即得到财产所有权人的同意( 如在延
长的所有权保留中) 才有效。 如果缺少了继续转让的授权,那么只有当条件成就时,即保留买主已经取得了标的物财产所有权的情况下,这种
处分才能生效。 在此以前,如果权利受让人是善意的,并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那么他可以从非权利人那取得了所有权,这种处分也能生
效。 与此相对,如果保留买主转让了他的期待权,那么保留买主就不再是无权利人了,他转让的不过是自身的权利。 而权利受让人也可以从权
利人处获得期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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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冶 其次,从厉害关系上来看,期待权的转让
对其他权利人的权利没有影响。 王泽鉴先生言“ 承
认期待权人得处分其法律地位,对其他当事人言,亦
无何不利之处。 期待权受让人于条件成就时,即取
得标的物所有权。 对出卖人言,条件成就时,由何人

的选择。 2000 年 11 月 24 日两市达成水权转让协
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第一,义乌市用 2 亿元购
买东阳市横锦水库 5 000 万立方米优质水资源使用
权,这 5 000 万立方米的水资源是永久性的转让,并
且东阳市要保证水质达到一类标准。 第二,交易不

取得标的物所有权,一般言之,亦无甚利害关系可

涉及横锦水库,横锦水库的日常运营由东阳市负责,

言。冶 最后,从期待权的价值上分析,没有理由限制

义乌市为保障水库的日常运行,每年给付一定的管

期待权的转让。 期待权的价值在于促进交易的流

理费用。 第三,具体的供水方式。 协议中约定 “ 取

转,从而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如果限制期待权的
转让该价值就无从谈起。 因此,限制期待权的转让
于理不合。 既然期待权可以转让,那么资格水权当
然也可以自由转让。

4摇 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理论对中国水权建
设的指导意义

水计划需经两市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参加
取水许可年度审验,除不可抗因素外冶 ,东阳市每年
根据义乌市提出的供水计划供水。 另外,协议还对
引水管线等附属工程的建设作了约定。
4. 1. 2摇 现有理论对地区间长期水权交易的解释困
境及资格水权解释

现有水权理论在解释东阳义乌水权交易所面临

摇 摇 中国正在进行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资格水权

的困境来源于东阳义乌水权交易的特殊性———转让

以考量,这不仅仅是说明资格水权和实时水权对中

规定东阳市以人民币 2 亿元的价格一次性把东阳横

和实时水权的提出需要放在现实水权建设实践中加
国水权建设实践的指导意义,也是对理论正确性的
验证和存在价值的支撑。

的非一定量的水资源而是永久性的用水资格。 协议
锦水库的每年 4 999. 9 万立方米水的永久用水权转
让给义乌市,这不同于其他流域的短期的一定量的

4. 1摇 引入资格水权方可解释现有地区间的长期水

水权交易,其具有长期性,转让的是一种资格。 那

权交易

么,如何解释此次水权转让的交易客体,如何保护受

4. 1. 1摇 地区间的长期水权交易实例———东阳义乌

让人的权益,如何处理因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性

浙江省义乌市是中国著名的商品集散中心,经

产法上要求交易客体具有特定性,能够被实际支配。

济发展水平较高。 2007 年,义乌市的地区生产总值

这一要求在短期水权交易中,不会产生问题,因其交

后,2004 年东 阳 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为 171. 34 亿 元。

乌的水权交易中,交易客体并不特定,非一定量的水

水权交易

可能引起的横锦水库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首先,财

为 410 亿元。 东阳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义乌市相对落

易的水权客体是一定量的水资源。 然而,在东阳义

东阳市和义乌市位于浙江省中部,两市相邻,同属钱

资源,而是永久性的用水资格。 交易双方在协议成

塘江流域。 东阳市境内水资源总量 16. 08 亿立方

立时,无法确定每年转让多少水资源量。 其次,义乌

型水库 1 座、小型水库 85 座,总库容量为 4. 7 亿立

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短期问题,在于获得长期稳定

米,人均水资源量 2 126 立方米。 大型水库 2 座、中

市的权益保障问题。 义乌市在此次交易的意图在于

方米。 每年除了满足东阳市正常用水外,还要向金

的水资源。 而短期水权交易模式下的受让人只是获

华江弃水 3 000 多万吨。 义乌市总面积 1 103 平方

得一定量的水资源非长期用水资格。 最后,如何保

资源总量 7. 19 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 1 132 立

水资源丰富的东阳市,也有可能出现水资源不能满

公里,人口 66. 06 万,耕地 22 912 公顷;多年平均水

障东阳市的利益。 水资源具有时空分布不均衡性,

方 米,在金华江流域,义乌市水资源相对紧缺。城市

足生存用水、生态用水问题。 在东阳市发生生存用

供水水源主要引自 60 公里外的八都水库,年供水量

水危机时,义乌市是否还可以从横锦水库取水。 现

2 300 万立方米,水库供水潜力有限。 水资源短缺成
为制约义乌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

为解决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水资源匮乏问题,义

乌市开始寻找其他水源。 而临近的东阳市成为最好

有水权理论无法说明该问题。
但水权制度中引入资格水权概念,将使得上述
问题迎刃而解。
首先,资格水权说明东阳义乌水权交易的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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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保障义乌的长期利益。 资格水权是指流域、区

政府调控下的水权交易。 主要是政府为鼓励结构调

域、个体获取一定水量的一种主体资格。 通过此次

整、规模种植或对水利工程建设先进者进行水权奖

交易,义乌市从东阳市受让的是资格水权,从而保障

励。冶

其在今后可以每年从横锦水库获得稳定的水资源。

4. 2. 2摇 实时水权概念对短期水权交易的指导意义

其次,资格水权将解决由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张掖市的水权交易不同于东阳义乌的水权交

可能引发的水资源危机。 虽然东阳市保证“ 年为乙

易,水权交易主要集中在农户之间,而且是短期性的

方留足 4 999. 9 万立方米水量冶 ,但此约定是基于目

交易。 这种交易模式,就是实时水权的交易模式。

科学预测,在保障东阳市其他水权主体的供水后,横

第一,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概念可以合理解释

锦水库有能力提供 5 000 万立方米的剩余水量,不

短期水权交易。 在不引入资格水权和实时水权概念

能排除横锦水库水资源短缺的可能。 假使横锦水库

时,解释张掖市的水权交易实属困难。 因为,此种交

水资源在 2015 年的水量不能保障东阳市的生存用

易模式是在农户获得一个水权之后进行的。 这里存

水,如何继续要求东阳市依照协议向义乌市供水。

在着两个权利,而且这两个权利相似。 用一个水权

资格水权是一种取水资格,每年具体可获得的水资

概念无法界定清楚两个权利。 在引入资格水权与实

源量尚未确定,每年具体水资源量的确定要依照当

时水权后,农户先期获得的是资格水权,而其进行交

年的水文情况。 义乌市获得了资格水权,但其最终

易的是实时水权,从而清晰界定农户拥有的两个权

要转化成实时水权,具体水资源量只有在获得实时

利。

前水利科学所预测的横锦水库水资源量,依据这一

水权时才能确定。 这就可以在东阳市出现生存用水
危机时,化解东阳市和义乌市的矛盾。

实时水权概念对于这一交易模式的指导意义在于:

第一,引入实时水权概念方可满足短期水资源
交易需求。 在张掖市的水权制度案例中发现,这里

总之,资格水权的提出解释了现存的地区间长

的水权交易主要集中于农户之间。 主要是农户在每

期水权交易,并可以保障交易双方的利益。 从水资

一年度换取水票之后,对水票的交易。 这里的水票

源具有的时间分布不均衡性来看,资格水权可以化

只是某一年度获得一定量水资源的凭证,而不是对

解有可能出现的水事纠纷。 资格水权的提出实现了

于获取水权的资格证明。 可以这样分析该案例,农

水权建设的目的,是对现存地区间长期水权交易的

民在获取水票后考虑成本和收益,如果他认为在一

确认和保障。

定量的水资源下,他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他

4. 2摇 实时水权可保障短期水权流转的顺利进行

就倾向于把水资源让与出去。 这种交易是对当年水

权制度建设

交易的受让人也不愿意付出较大的成本去求得一个

4. 2. 1摇 短期水权交易的典型案例———黑河流域水

量的交易,他不希望彻底丧失将来获取水量的机会。

黑河流域水权制度建设的集中代表是位于黑河

长期的水权,他只希望在当年取得能够保障农业生

流域中部地区的张掖市。 张掖市水权制度建设的特

产的足够多的水资源。 但现有水权制度没有区分水

点是“ 水票冶 交易制度。 张掖市位于黑河流域的中

权的长期性与短期性,水权交易中也没有区分一定

部,集中了 “ 黑河流域 95% 的耕地、91% 的人口和

水量的交易和长期取水资格的交易,农户这种在不

89% 的国内生产总值冶 ,张掖市的主要支柱产业是

丧失长期用水资格而交易某一年度水量的需求,无

农业,水资源主要分配给农业。 因此保护水资源、建

法在现有水权理论中得到确认。 资格水权与实时水

设水权制度的重点就在于农业。 张掖市的水权建设

权制度满足农户对于水权交易的短期性与灵活性需

是以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为方向的,水权制度

求,为大量存在的现实用水户间的短期水权交易提

建设的主要内容就在于推进水权交易和水市场的建

供了窗口和保障。

设。 水权交易主要集中于农户之间,存在以下五种

总之,资格水权与实时水权概念的引入可以合

模式:“ 一是由于结构调整节水后进行交易;二是通

理解释张掖市的水权交易模式,满足了农户对于短

过连片规模种植,减少水资源损失节水后进行交易;

期水权的交易需求,使其获得合理预期,从而实现通

三是由于农户家中缺少劳力无法种地而出卖水权;

过市场配置水资源的水权建设目标。

四是通过建设工程节水措施,节水后进行交易;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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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cept of Long-term Water Rights
and Short-term Water Rights
Wang Rong, Xu Xu
( Politics and Law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100088, China)

Abstract:The purpose for defining water rights is to give the basic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 a full play in al鄄

location of water resource. The premise of market mechanism lies in both distinct definition on property rights and
stable transaction expectancy, while the nature of water resource, which features uneven distribution in time and

space, is the obstacle of the above-mentioned premise. The concept of Long-term Water Rights and Short -term
Water Rights is designed to tackle the obstacle and the cases of water resource trading in China also demonst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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