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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移民安置补偿政策绩效评估实证研究
雷晨曦

!文成县水利局"浙江 温州!HC$H###

!摘!要"!本文以珊溪水库移民安置问题为对象进行水库移民安置补偿政策的绩效评估实证研究"利用多因素指

标的分析方法对绩效评估体系进行模型选取和量化评估"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为水库移民安置补偿政策绩

效评估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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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对移民安置补偿问题的研究非常广泛(

梁冰凌
0"1

指出国内项目主要侧重于工程技术评估#而

对移民安置补偿政策绩效评估则较少进行#最重要的

是对移民的安置措施'量化指标等不受重视的环节研

究较少)高润德等
0C1

对中国水库移民城乡联动安置模

式的绩效评估做了详细的研究#从而提出中国水库农

村移民安置新模式///城乡联动安置模式( 本文从移

民的自身感受'政策目标实现的一致性以及生活状态

的变化等三个方面构建绩效评估体系#并且选取珊溪

水库作为本文研究的区域#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

果#会对移民的安置补偿工作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绩效评估体系构建及模型选取

"F"!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依据多因素多层次整体分析法
0H1

#把移民安置补

偿政策的绩效评估目标层分为三类#分别为安置补偿

状况'生活条件状况和移民自身感受( 与每大类对应

的绩效评估目标层分别为!以安置补偿'扶持政策'保

障需求等作为安置补偿状况评估的准则层)以消费水

准'基础公共设施建设'收入水平等作为移民生活状况

评估的准则层)以对生活的融入度及对政策的满意度

作为移民自身感受评估的准则层#以此形成 "I 个指标

对该体系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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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评估模型的选取

首先针对指标权重进行确定#拟选用多因素综合

分析法
0G1

对指标体系进行构建#按照次级目标的力度

对权重的大小进行确定#最终得到每个指标的大小(

以政策基础理论为依据#实施效率优先#主要内容为水

库移民安置补偿政策的评估目标)接下来是政府制定

该政策的实施过程)最后才是移民的主观性感受( 为

了方便计算#拟选用特尔斐法确定权重大小( 具体权

重值见表 "(

表 $& 绩 效 评 估 体 系 指 标 权 重

目 标 层 准 则 层 权重值 指 标 层

安置补偿

情况"#FCE$

保障需求"#FC$

扶持政策"#FH$

补偿安置"#FG$

收入水准"#FG$

消费水准"#FC$

#F#GH$ 养老保险"#F$$

#F#GG$ 新农合"#F$$

#F#G#D 生产贷款"#FG$

#F#"E# 培训指导"#FE$

#F#ID# 货币补偿"#FG$

#F#$I# 土地安置"#F$$

#F"#D# 人均收入"#F$$

#F"#D# 人均收入变化率"#F$$

#F"#HG 恩格尔系数

生活条件

状况"#FGK$

居住条件"#FH$

基础公共设施

建设"#FC$

#F#$H# 人均住房面积"#FG$

#F#$H# 居住条件"#F$$

#F#G$I 交通设施占有率"#FC$

#F#H"I 教育设施占用率"#FH$

#F#"#C 医疗水平"#FC$

#F#CGC 水电完善"#FG$

移民感受

"#FCG$

政策落实程度

"#FE$

生活融入程度

"#FH$

#F#IIC 政策落实满意程度"#FH$

#F#HEI 补偿标准满意程度"#FE$

#F#$"# 社会交际水平

"FH!评估模型的选择

拟选取多因素多层次加权平均值法对水库移民安

置补偿政策绩效评估体系中的指标值进行计算#综合

指标值的计算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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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综合指标值(

对指标值进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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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中#指标的标准值)

!:

#

///体系中#指标的实际值(

#&水库移民安置补偿政策绩效评估的实证

性研究

CF"!工程概况

珊溪水库地处浙江省文成县境内的飞云江中游#

水库总库容约 "IFCG 亿6

H

#控制着温州市 I#J左右的

水资源#灌溉面积共计 "EF$ 万亩#负责附近 C$ 万人的

生活用水供给#设计年供总水量达 EFH 亿 6

H

#社会和

经济效益显著( 该水库于 "KKE 年 K 月批准建设#至

C##C 年投入使用#总投资约 GHF$ 亿元#共移民安置库

区居民 HFE 万(

CFC!绩效评估实证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与数据统计两种方法来对量化指标

的数据进行确定( 对安置补偿标准#生产性贷款额度

等指标#采用当地统计局获得的数据#其他指标利用问

卷调查来获取( 本文分别在黄坦镇和珊溪镇移民集中

安置区选取移民进行问卷调查#对人均收入'人均居住

面积'交通通信设施的普及率等进行分析( 对政策满

意度'移民居住条件'社交水平等指标采用设置等级标

准来进行评估#基础教育设施条件的拥有率#主要由移

民子女上学率和学校距离两个指标进行评估)医疗设

施的改善程度#主要由卫生室的拥有量和移民去往医

院的便捷程度来进行综合分析(

CFH!问卷的统计与分析

在黄坦镇与珊溪镇进行该移民安置问题的问卷调

查#问卷内容包括!移民基本生活状况#移民分配的土

地及家庭住房拥有量#移民区域的基础生活设施及人

们的社会融入度( 发放 C$# 份问卷#有效问卷 CG# 份#

具体调查的指标见表 C(

在外迁移民的社会适应性及人际关系相处中的一

些问题进行了调研#包括人际沟通'语言交流'农业生

产方式'水土气候'生活习俗( 对移民的社会适应性情

况的统计见表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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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完善度评价

项!目
评!估 OJ

非常差 比较差 一般 比较好 非常好

卫生环境 #F$" HF#C "CFD" HDFK# GDFKD

网络通信 # CF"C "IF"# G$FKD HHFDG

水电供应 DF#D KFD# "$FDD GDFGD CCFCC

医疗条件 ""F"" CCFC" CGFE$ CDFCE "$FDD

文娱休闲 GF$$ IF#I "$F"$ HIFHI HHFIG

子女教育 CF#C "CFDH H$FH$ CIFEK C"FC"

交通设施 $F$D "$F"$ "DFDD HHFIG CIFEK

购买能力 "F$C "DFIE H#FCK CKFD# C"FEC

表 %&移民社会适应性情况统计

项!目
评!估 OJ

非常不适应 不太适应 一般 比较适应 非常适应

语言交流 $F#G CIFH# C#FC# G"FG" $F#$

农业生产方式 HF#H HGFID CDFE$ HHFHG CF#C

水土气候 CF$H C$FCG "#F"# $"F$C "#FD"

生活习俗 CF#" "EFDE "DF"D $$F$I IF$I

人际沟通 HF#H "DF$E H$FID G#F$# GF#G

%&水库移民安置补偿政策的绩效评估

HF"!绩效评估过程

珊溪水库移民安置补偿政策的绩效评估结果见

表 G(

表 E& 绩 效 评 估 结 果

项!!目 权 重 实际值 标准值 目标实现度 分 值

人均收入O元 #F"#D# IC#G D$KD "## "#FD#

居住面积O6

C

#F#$H# HGFED CG "## $FH#

纯收入变化率OJ #F"#D# "CGFHH I#FHE "## "#FD#

恩格尔系数OJ #F"#D# HIF$ HKFE "## "#FD#

医疗设施水平OJ #F#C"C I$F$ "## I$F$ "FD"

保险参保率OJ #F#GH$ DIF# "## DIF# CFKD

土地安置O

"亩O人均$

#F#IE# "F$ "F$ "## IFE#

货币补偿O万元 #F#$I# HFC HFC "## $FI#

农合参加率OJ #F#GH$ KKF$ "## KKF$ GFCH

生产性贷款满足

率OJ

#F#"EG $ "IFE CDFE #FGD

培训普及率OJ #F#G#D EIF$ "## EIF$ HF"K

续表

项!!目 权 重 实际值 标准值 目标实现度 分 值

社会交往OJ #F#$G# DEFI "## DEFI CFDD

安置补偿满意度OJ #F#IIC $IFC "## $IFC $F"H

教育设施完善度OJ #F#H"I DKFK "## DKFK CFCC

居住环境优劣度OJ #F#$H# EGFK "## EGFK HFIE

政策落实满意度OJ #F#HEI $KFH "## $KFH CFCG

交通设施占有度OJ #F#"#D IDFD "## IDFD #FKC

水电改善度OJ #F#GCG IHFD "## IHFD HF$G

最终得分 EGF#H

!!由表 G 中的计算数据可知!

9F如果表 G 中数据的实际值大于或等于标准值#

则目标实现度取值为 "###表明移民的安置补偿政策

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反之#按实际值与标准值之比为

目标的实现度#表明移民的安置补偿政策尚未达到预

期的效果(

CF最终的得分值为 EGF#H#表明珊溪水库的移民安

置补偿政策实施效果较好#对预定目标的完成度较高(

2F实际值为各类指标通过调查问卷及数据统计

相结合的方式得到的)标准值为各类指标通过国家相

关的政策法规规定和年鉴的统计确定得到的(

HFC!绩效评估结果

在各层次专家们对指标权重的打分过程中#对体

系指标的标准化进行了处理#得到评估的分数为 EGF#H

分#这表明了该移民补偿政策目标完成得较好#起到了

一定的效果和作用( 最后分析评价结果#得到以下三

方面的结论!

9F移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

CF移民的主观感受一般#对政策满意度不高(

2F移民的安置补偿政策实施情况较好(

E&结&论

采用多因素多层次的综合分析法#成功地将绩效

评估的体系模型应用在水库移民安置补偿政策的评估

中#并且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移民安置补偿政

策的落实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得出以下结论!

9F实际工作中移民的安置补偿政策落实情况较

好#但是依然存在新农保参保率不高 $下转第 CK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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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 # 种 方 法 评 价 结 果 对 比

年 份
N]U方 法 模糊综合评判法

综合值 排序 综合等级 综合值 排序 综合等级

C#"# #FDGE "

$级 #FE"H "

$级

C#"" #F$DK $

%级 #FG"C $

%级

C#"C #FDC" C

$级 #FD$D C

$级

C#"H #F$KE H

%级 #FD#G H

$级

C#"G #F$IH G

%级 #FGEH G

%级

法是个两次加权的过程#第一次以特征值对应的单位

特征向量分量为权#对标准化指标值求和合成各主成

分#第二次以方差贡献率为权#对主成分求合成单值化

的综合评价值( 从该方法的优缺点可知#N]U法的特

点是客观赋权#不受主观判断影响#但未从指标的物理

意义融入评价者的价值判断(

模糊综合评判法基于传统的评价思想和原理#其

特点是能够考虑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分类界限的

模糊性#基于已有的指标等级分类标准#通过最大隶属

度及其补充原则来判断评价对象所属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程度的最大可能性( 然而#虽然模糊综合评判是个

综合评价过程#但其缺点也明显#即当评价对象数量大

时#需要构造大量的评价决策矩阵#计算工作量较大#

同时评价结果受指标等级分类标准的影响大(

E&结&论

9F在相同的评价指标体系下#两种不同方法所得

评价结果有一定差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评价方

法对评价指标体系的依赖性(

CFN]U方法的综合评价指数分布范围小'区域间

分辨间隔较小( 对于模糊综合评判法#其综合值评价

结果分布大#区域间分辨间隔较大(

2F从评价过程的复杂性来看#N]U和模糊综合

评判法的评价过程相对稳定#且 N]U的赋权是基础

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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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H̀#"@

$上接第 DI 页% 的问题#很可能是由于移民只关注眼

前的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发展的原因导致的#所以不愿

意缴纳( 针对此种状况#应该加以完善社保体系)政府

方面应加大宣传力度#将更多的养老保险补贴优惠政

策应用在生活困难的移民中(

CF移民基本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是在移民

的技能培训'自身能力的提升方面存在一系列因素的

影响( 应该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提高移民的素质及

技术方面的培训#改善移民的基础生活条件#使移民的

生产能力得以提高(

2F移民对目前的主观感受方面略显一般#主要原

因在于国家给的安置补偿较低( 介于此#应该对移民

的心理及精神方面加以疏导和沟通#建立心理辅导机

制#让移民们尽快地融入新的环境和生活中#提高移民

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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