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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水利工程社会稳定风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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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要社会系统脆弱挂是社会系统穗定风酸敏感性的条件。社会系统越脆弱。社会稳定风簿就越大。本文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社

会风脸暴露、社会敏感性和社会应对艟力兰个维度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地送的杜会麓弱性成因进行分析。并俊据社会系统稳定对重

大水利芏程蠢设的晴应。构建了t大永剩工程社会系统赡弱性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标体襄。将。兰峡工翟麓设一万州地区。作为实证
分析对象。绩累囊啊．]999-2011年万蝌社会系统赡弱性量现。饲U型。变纯趋势。其中万螂社会系蟪风验量嚣。增。藏·叫曹。的变

化、社龛番统靡对麓力不新摄舞。囊啊万捌社会蒹绫赡罚性的下降不是来囊箕社会纛雏风蹬酶下辟，面是褒皇；|亨朔桂会燕统应对能力

的提高；万捌社会暴统废对能力摄升主囊像蠢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社会舆慵篝因素的效蔷。；霞此，建议将社会暴畹能力建设缠入社

会穗定诨信范固、细大社会保■体系蠢设，采取措施推动建设地区经济发展、引入公众参与机别挺直群众满意魔等．职燕秘化解重太

水利工程社会系统赡弱化和社会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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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属于非自愿移民，一直是国际水电

开发中的世界性难题，并且移民往往会涉及整村、整乡镇，

甚至整县市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如我国三峡工程累计移民

127万(截止2009年底)，淹没城镇达129座，表明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建设地区“人口一资

源一环境一社会一经济”复杂系统功能的调整、恢复和重

建，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再造¨。。韦琦和金鸿章¨。认为

复杂系统除了具有复杂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非线性，还

具有脆(弱)性基本特性，并认为脆性是导致系统失稳的

根本，系统脆弱性研究最早起源于生态系统和自然灾害

的研究，Timmerman P．”31是该概念的提出者。目前这一概

念已经被应用多个研究领域，如陶涛和纪昌明。4。将脆弱性

应用于水资源系统中，Lind—j将其应用于工程管理中等。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不断突出，脆弱性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

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当前脆弱性研究开始由自然系统脆弱

性逐渐向社会系统脆弱性和“人一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

转变，社会系统脆弱性研究不断增多。苏飞和张平宇∞。认

为社会系统脆弱性是由于社会系统对内外各种扰动的敏

感性和缺乏应对扰动的能力而使系统容易向不可持续性

发展，Adger一。认为社会脆弱性是指人们生计受到灾害和

环境风险冲击和压力时，社会应对能力的大小。Mathew

等。81认为社会脆弱性是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条件或社会

群体的特点，会使社会对社会风险作用表现出较强的敏感

性，即社会越脆弱，社会风险引发的社会失稳越发明显，为

此本文认为社会系统脆弱性是指社会系统遭受扰动时，社

会系统由稳定状态向不稳定和不可持续性转变的程度，其

转变过程中社会系统越脆弱，社会系统远离稳定状态的可

能性越大。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导致社会系统重构是一个

典型的外部扰动社会系统远离稳定状态，从社会系统脆弱

性视角研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社会稳定风险在方法具

有可行性，但是文献梳理表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

将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社会系统脆弱性成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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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上从社会系统风险和社会系统应对能力构建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区域社会脆弱性评价，以社会系统脆弱性高

低判定其社会稳定风险和社会稳定风险级别。

1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社会系统脆弱性成

因分析

Adger‘9o认为社会脆弱性可以划分为风险暴露程度和

风险应对能力两个方面，其成因分析框架也应该从这两个

方面出发，而“人一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成因分析框架

则主要有两种：风险一灾害模型。1驯和禀赋一生计方法⋯1。

总体而言，两类分析框架都是旨在分析外部干扰下社会系

统脆弱性的成因，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社会系统脆弱性本质

是工程建设引发风险暴露程度增加和应对能力降低，致使

建设地区社会系统脆弱性提高，所以在方法上可以借鉴以

上分析框架。此外，社会系统对重大水利工程敏感性也是

影响社会系统稳定的主要因素，它是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问

接传导的社会系统风险。本文将从社会风险暴露、社会敏

感性和社会风险应对能力三个维度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的社会系统脆弱性成因进行分析(见图1)。

1．1 社会风险暴露维度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区域社会稳

定脆弱性成因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具有建设规模大、技术复杂度高、

建设周期长、面临问题复杂的特性，其社会接触面在时空

上具有“宽敞口”特点，所以它的风险暴露程度要高于一

般水利工程。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规模大，意味着工程建设会产生征

地拆迁和人口迁移，而征地拆迁和人口迁移是社会矛盾的

焦点，也是社会风险爆发点。工程移民是非自愿移民，伴

随人口的迁移会产生移民失地风险、失业风险、无家风险、

边缘化风险、疾病风险等一系列社会风险。此外，大规模

人口迁移会伴随社会变迁，尤其社会组织关系瓦解、生活

习惯改变、社会融合等都会产生复杂的社会问题，人口迁

移规模越大，其社会问题越严重。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过程遭遇的技术难题高于

一般水利工程，增加了工程建设和运行的风险，进而引发

社会风险，如生态保护、环境的可持续性维护等都会引发

社会对工程建设合理性的争议和质疑，更会激化当地居民

与工程建设单位、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周期长会致使社会矛盾累积严重，

社会风险爆发可能性提高。从风险和时间关系上看，风险

是时间的函数，工程建设周期越长，其社会风险越大。以

三峡工程为例，三峡工程百万人口大移民历时18年，涉及

重庆湖北两地20个县市，据重庆市国税局(2010)披露④，

由于三峡工程建设引发的产业空虚化，导致了库区城镇就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配套措施 ：：社会系统应对能力}

i⋯⋯1 移民安置 征地补偿 }}l 社会保障移民安置 征地补偿 ：：l 社会保障

L————————————一L————————————_J l一：J
‘l 社会公平

普—．山jI下朝!鲁：压 jb音．—-叶l，函11．{丑诗：凸田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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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社会稳定风险

图1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社会系统脆弱性成因分析框架

Fig．1 Cause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ystem vulnerability of large hydraulic project constructi‘on

①重庆市国家税务局课题组，《三峡电站税收分配问题探析》，2010年7月(http：／／www．cqsw．gov．cn／sszl／1wjj／20100716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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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岗位严重不足，2006年三峡库区各区县平均调查失业

率达12．8％；“十五”三峡库区税收平均增长率为

14．75％，其中库区腹地8个区县税收增长率仅为1 1％，远

远低于重庆同期的税收收入17．8％的增长率。此外，工

程建设外来劳工与当地居民长期接触，不可避免会产生社

会矛盾，其长期工程建设带来的噪音、污染和基础设施破

坏，都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面临问题复杂，其建设和运行会涉

及工程、水文、地质、地震和水动力学等不同时空的物理运

动，也会涉及水、沙、污染物等多种介质运动。在工程作用

下，工程上下游地质地貌、生态环境都将发生重大改变，依

赖于此的社会也将发生相应改变。河流的自动平衡，生态

环境的自我修复，人类社会的自我协调，都将促使工程作

用下的自然与社会经历复杂的重构过程，重构而引发的社

会风险对社会系统稳定构成重大挑战。

1．2社会敏感性维度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区域社会脆弱

性成因

社会敏感性则指社会系统对某种变化效应的反应，是

社会系统会在多短的时间内对某种变化效应进行响应。

如果社会系统对在外部干扰敏感性越大，则表明社会系统

稳定越容易受干扰，其社会系统脆弱性也就越大。

社会系统敏感性涉及特定地区的社会对某些问题的

特殊情感，如民俗感情、文化感情、社区感情、社会生活方

式、生产方式及传统观念意识等方面；也涉及特定地区原

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干扰因素激化。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引发的社会系统脆弱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建设

区域社会系统敏感性，如三峡库区人地矛盾问题，工程建

设后库区移民人均耕地降为0．58亩／人，其中万州人均耕

地由1992年的1．9亩降到0．69亩，库周不少地段农民人

均只有0．4亩；另外三峡库区企业对三峡特殊地理依存度

高，企业迁移出现了大量的破产和关停，出现“产业空虚

化”，产生了就业结构变化、收入变化等。所以，重大水利

工程社会系统敏感性一方面能增加提高社会系统脆弱性，

另一方面间接传导社会系统脆弱性。

1．3社会系统应对能力维度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区域社

会脆弱性成因

社会系统应对能力是社会系统脆弱性的组成部分，应

对能力越强，社会脆弱性也就越低，反之会越高，所以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地区社会脆弱性也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自

身社会系统的风险应对能力大小。社会系统应对能力大

小是建立在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其中地区社会

公平、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社会控制和社会舆情对社会系

统的应对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

的基础，对于降低个人内心不满情绪和社会矛盾，以及减

少对社会抵触心理有着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能减缓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引发社会脆弱性的冲击；社会保障体系的完

善能减缓重大水利工程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冲击，而在社会

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围绕移民问题的移民安置和移

民补偿标准尤为重要；31会秩序是指社会动态有序平衡的

社会状态，重大水利工程引发移民会影响社会秩序，如果

原有社会秩序稳定，则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冲击有强的应

对能力；社会控制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稳定重要体现，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区域的社会控制水平高，对于政府和社会组

织处理其引发的社会矛盾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减少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对社会系统脆弱性的冲击。

2基于社会脆弱性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

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方法

2．1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社会脆弱性评价模型

本文在IPCC提出的脆弱性评价模型和史培军¨刮广

义脆弱性模型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系统对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响应，将重大水利工程社会脆弱性分为两个方面考虑，

即社会系统风险和社会系统适应能力，其中社会系统风险

是社会风险暴露程度和社会系统敏感性对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的综合反应，构建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社会脆弱性

评价模型为：

F=(％+F。)／vo (1)

其中F表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地区社会脆弱性，

K，+K。表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区域的社会系统风险，K

表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区域社会系统的应对能力。
nl r12

％+v。=形l王埘。×0+职．王埘女×～ (2)

其中孵和职分别为社会风险暴露程度和社会系统

敏感性对社会系统稳定的影响权重，0(i=1，2，⋯，nl；J=

1，2，⋯，m1)和r“(k=1，2，⋯，n2；Z=1，2，⋯，m2)其指标

确定值矩阵。
n3

vc=三删^X rh# (3)

12)^和rb(h=1，2，⋯，以；p=1，2，⋯，m3)分别是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区域社会系统应对能力评价指标的权重和

确定值矩阵。

2．2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区域的社会系统脆弱性指标体系

由前文分析可知，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一方面会直接产

生移民风险、社会争议、经济风险和失业风险，另一方面会

间接通过传导因素改变现有社会系统的人口结构、产业结

构、就业结构、收入等；而社会系统应对能力则主要受经济

发展、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社会秩序、社会控制、社会舆情

等影响。根据指标选择的科学性、目的性和可操作性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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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区域的社会脆弱性指标体系

Tab．1 Social vulnerability index system

of large hydraulic project construction

则，本文在以往社会稳定研究的基础上¨“；宋林飞¨2。纠

等)，与专家经验相结合，筛选和确定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区

域的社会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评价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区

域的社会系统脆弱性，来判定其社会稳定风险。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区域的社会系统脆弱性指标体系见表1。

由于有些指标数据无法直接获得，本文遵循指标计算

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原则，选择替代指标进行衡量，如移

民人口／地区人口代表移民风险，移民风险大小与移民人

口规模存在直接联系；产业空心化代表社会争议，产业空

心化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背离了工程建设目标，扩大了

公众对重大水利工程的议论；城乡收入比代表社会公平，

收入分配不公正严重冲击社会公平。1“；公安刑事立案数／

万人代表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状况直接反应一个社会秩序

状况；人均财政支出代表社会控制，社会控制的大小取决

于公共投入力度，体现于政府财政支出大小；公众安全感

满意指数代表社会舆情，社会舆情是社会公众情绪、意愿

和意见的总和，公众安全感满意指数能反映出公众情绪和

意见。

．92．

2．3基于综合熵值法的权重确定

由于社会系统脆弱性影响因素众多，其影响程度会随

着时间变化而发生改变，单纯采取专家主观赋权就会影响

评价结果的客观性。熵值能有效反映系统的无序化程度，

熵值越小，则系统的无序化程度越小，对系统稳定的影响

也越小，反之越大。社会脆性的产生往往来源于社会某一

因素无序的变化程度，所以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能够比较

好的反映因素指标对社会系统脆弱性或社会稳定风险的

影响。熵值法确定权重主要的计算步骤见文献“5I。评价

指标的熵权形为：

I 1一日，、

’矿=‘。。t’-×n 2【忑J，。。 ‘4’

其中∑训。=1，H；为评价指标的熵。但是主观赋权法

是依赖专家的知识和经验，所以将熵权和主观权重综合，

取二者所长弥补二者所短，使权重更具有科学性和客观

性。其复合熵权系数为：

Wi=y联”+(1一Y)职“ (5)

其中Y为倾向性系数，表示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的重

视和倾向程度；W¨’，形‘2’分别表示熵权和主观权重，本文

选取Y=0．5，即复合权重为算术平均值。

3三峡库区的万州地区社会系统脆弱性评

价和社会稳定风险

三峡水利工程是我国实施的最大水利工程之一，工程

建设历时周期、建设规模大、涉及因素多对工程建设地区

社会稳定影响重大。以三峡库区万州为例，万州作为三峡

移民腹地，共动态移民26．3万，占三峡库区的五分之一，

占重庆库区的四分之一，而持续性工程移民和移民投资在

推动万州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万州地区社会稳定带

来持续性影响。本文基于《万州市1999年一2011年社会

经济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对其13年的社会系统脆弱性进

行评价，以期评估三峡水利工程对其社会稳定造成的影

响。

3．1 三峡工程建设的万州地区社会系统脆弱性评价结果

运用本文构建模型评价的万州社会系统脆弱性结果

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①三峡水利工程投资建设的

2000—2003年间，万州社会系统脆弱性指数远远高于其他

考察年份的脆弱性指数，2004年后万州社会脆弱性指数

开始急速下降后，逐年降低，一直处于[0，1．701]范围内变

化；②万州社会系统风险指数呈现“增一减一增”持续增

长变化趋势，1999年万州社会系统风险指数为0．216，随

着三峡工程移民的开展，万州社会系统风险指数在2002

年增至0．566，此后逐年下降，并在2006年一度下降至

0．381，然而2007年后，万州社会系统风险指数不断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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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三峡工程建设的万州社会系统脆弱性评价结果
Tab．2 Results on the vulnerability evaluation of

social system in Wanzhou of the construction area of

Three Gorges Project

社会系统

鳓Year鬻；
社会系统风险暴露社会系统

风险

(体+口)

Risk of

social

程度 敏感性

Degree of Sensitivity of

exposure social

to risk system

system (S×0．69)(V×0．31) (Vc)

表明2007年后重庆市实施的二次生态移民，加大了万州

地区的社会系统风险，也表明三峡工程建设和后续工作的

开展所引发的社会风险暴露具有持续性，如2010年和

2011年社会系统风险均处于考察时间范围内最高；③

1999—2011年间万州社会系统应对能力不断上升，其应对

能力指数从1999年的0．26上升为2011年的0．89，社会

系统应对能力大小直接影响社会系统对社会风险控制能

力，表2显示出，2003和2009年的社会系统风险处于同一

水平(协+口(2003)=0．516，体+"(2009)=0．550)，但是

2009年社会脆弱性指数(Vs=0．996)比1999年的脆弱性

指数(Vs=3．014)下降了3倍，表明社会系统应对能力提

高对维护社会稳定十分重要。

3．2三峡工程建设的万州地区社会稳定风险判定

由于社会系统脆弱性与社会稳定风险成正比，即社会

系统脆弱性越大，社会稳定风险越大。所以，可以依据社

会脆弱性指数对万州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分级。目前社会

系统脆弱性与社会稳定风险对应的分级上没有一致标准，

根据国内研究现状，结合万州市三峡工程建设以来的社会

稳定变化情况，将协值均匀分为1—5个等级，以此对应

建立社会系统稳定风险预警级别，即分为无警、轻警、中

警、重警、巨警，并通过绿、蓝、黄、橙、红五种色域代表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的社会稳定风险警情(见表3)。

表3 万州地区社会系统脆弱性、社会稳定风险

和预警的级别划分
Tab．3 Level division of social system vulnerability，

risk of social stability and pre—warning

图2 1999—201 1万州社会系统脆弱性、社会系统风险

和社会系统应对能力的变化趋势

Fig．2 Response ability change trends from the vulnerability

and risk of social systemin Wanzhou region during

1999 and 2011

2

2

时间

2005

200l

2002

图3 1999—2011年的万州地区社会稳定风险雷达图

Fig．3 Radar map of about social stability risk

in Wanzhou during 1999—201 1

图3是万州区域社会稳定系统脆弱性划分的万州社

会稳定风险雷达图。从雷达图上可以看出，作为三峡水利

工程影响最深的万州地区，其社会稳定风险在2006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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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处于风险第二级别，为社会稳定风险的“轻警”级别。

表明万州社会系统趋于稳定，社会稳定风险明显降低。

从万州社会系统脆弱性评价结果来看，万州社会稳定

风险的降低来源于万州社会系统应对能力的提高，其中复

合熵权法计算，社会系统应对能力指标权重为似=

(0．193，0．195，0．113，0．144，0．1685，0．1865)，可以看

出对提高万州地区社会系统应对能力贡献较大因素分别

是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社会舆情，其中((2011年万州社

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万州社会群众安全感

指数提高至96．3％，连续7年群众安全感综合得分90％

以上；图4是万州经济发展、社会保障13年问的变化趋

势，从图中可以看出万州人均GDP变化明显，社会保障水

平也逐年提高，这些都增强了万州社会系统应对社会系统

风险的能力，降低了社会稳定风险。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年份Year

图4 1999—201 1年万州地区社会系统应对

能力部分指标变化趋势

Fig．4 Changing tendency of some indexes about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capability of Wanzhou social system

from 1999 to 2011

4结论与建议

社会系统脆弱性与社会系统稳定有着正相关关系，社

会系统脆弱性越小，社会系统失稳的风险也会越小。本文

基于社会系统脆弱性研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社会稳定

风险，运用熵值评价法，并以三峡库区的万州地区为例，结

果表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引发社会系统风险是不可避

免，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系统应对能力的建设尤

为重要。这要求在实施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加快当地

经济发展、完善当地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缩小当地贫富差

距，尤其是创造良好社会安全环境，以此提高群众满意度，

这对降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对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冲击有

着重要作用，对于降低社会失稳风险和维护社会和谐发展

至关重要。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完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

制，重在事前评估，防范和化解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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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社会失稳风险，即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前，着重对工

程投资建设社会系统应对能力进行评估，评估其社会系统

风险大小、社会风险应对能力和社会系统脆弱承受力等。

(2)加强工程建设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是社会系统风险应对能力主要影响因素，也是

社会风险暴露的间接原因，这要求在重大水利工程投资建

设前，先完善工程建设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再实施工程投

资建设，防范了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导致社会系统脆弱化，

化解社会系统失稳风险。

(3)推动工程建设地区经济发展，发展是社会稳定的

基础。重大水利工程一方面能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但同时

也破坏了当地原有经济发展，需要采取措施快速恢复当地

经济发展，不但能降低社会系统风险爆发，也能提高社会

系统应对能力，显著降低当地社会系统由于工程建设引发

的脆弱性提高，如国家在三峡库区采取了经济“对口支

援”。

(4)引入公众参与机制，提高群众满意度。公众参与

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决策，一方面能够表达公众的工程项目

利益表达权和诉求，也有利于降低公众不满情绪，尤其是

降低“本土意识”的公众对工程项目建设的抵制，降低社

会矛盾和社会脆弱化，另一方面公众参与过程中与政府或

者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法人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综合性社会

契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众对二者行为的监管，提高

公众满意度，防范风险累积。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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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ocial Stability Risk of Large Hydraulic Project

HUANG De—chunl一ZHANG Chang．zhen91'2'3 Vpmar．,Lall3 XU Minl，2

(1．Business School，Hohai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 1 100，China；

2．Hohai Industrial economies Institute，Nanjing Jiangsu 211100，China；

3．Columbia Water Center，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N．Y．10027，U．S．A．)

Abstract Social vulnerabi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determining the sensitivity of social system．The vulnerable social system would

give rise to great risk to social stability．In this paper，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social vulnerability in large hydraulic project

constructions are analyz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at are social risk exposure，social sensitivity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capability．

Subsequently，both the assessment model and indices system to the vulnerability of social system in large hydraulic project constructions

ar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response of social stability to those large hydraulic project constructions．At last，Wanzhou which is a

typical area in Three Gorges projection construction is selected as all example for analysis．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vulnerability of social

system in Wanzhou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9 to 2009 has a trend of invefled u shaped．Since the risk of social system is showed to be

‘increase—decrease—increase’and social adaptability capability keeps increasing，the decrease of social is the result of the enhancement

of social adaptability capability rather than the decrease of social risk．Additionally，the enhancement of social adaptability capability

mainly relie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and public opinion，etc．Therefore，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ystem ability is suggested to bring into the assessment of social stability．Besides，the enlarg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construction，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s 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particip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people satisfaction are

also advised to carry out to decrease the vulnerability and the stability risk of social system．

Key words large hydraulic project；social system vulnerability；social stability risk；social adaptability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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