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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计分卡理论在农业节水市场化
服务绩效评估中的应用

李爱军
"凌海市水利勘测设计处$ 辽宁 凌海!$"$"###

#摘!要$!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属于创新型现代化用水模式$为提升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高效运行水平$本文结

合平衡计分卡理论$以农业节水服务主体发展%内部运行制度%对象服务以及业绩服务为准则$探索构建基于平衡

计分卡理论的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绩效评估体系& 该评估体系可对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绩效进行公正%客观%全

面以及科学评估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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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不断发展高效农业节水技术( "#$,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现代化灌区的建设进

程%不断革新及推广节水新技术%全面实行农业高效规

模化灌溉节水%加强农田水利工程的基础设施建设%积

极采取购买服务的手段%引导和鼓励社会公众力量进

行公益性服务%且强调要吸引非政府资本投资水利工

程的建设与维护运行( 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是一种高

效"创新的用水管理模式%包括政府监管"农户参与及

企业实施三种运行管理集约化管理模式%在我国部分

城市已经开始推广试用1$2

( 随着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

的不断发展%其绩效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现阶

段针对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的绩效评估%缺乏一套合

理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因此%本文在平衡计分

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平衡计分卡理论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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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体系(

$(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原理及运行模式

$-$!基本原理

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指的是在水管站"乡镇"农业

局"水利局及政府等政府部门引导的前提下%将各种建

设投资渠道的农业水利灌溉系统%运用政府购全面委

托的服务方式%由农业灌溉节水服务公司实行集中化

与专业化的运行管理模式( 接着由公司负责向农户提

供滴管系统的培训与管理服务"滴管与施肥服务1"2

(

最后%受服务的农户%需承担属于自己责任田的滴管管

道回收与铺设"田间管理即田间作物的种植%同时%需

接受灌溉节水服务公司的指导与技术培训(

$-"!运行模式

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是采取签订服务契约的方式

实现的( 农业灌溉节水公司与政府订立购买服务契

约%公司在政府的委托下%经营管理整个的农业水利灌

溉系统%负责其日常维护保养及运行( 同时%企业将农

户作为服务目标%与农合订立服务契约%企业本身依据

市场化订立的原则及政府允许的规则为服务标准%明

确自身职责%按照一定标准收取相应的服务费%构建起

利益的经济关系1&2

( 对公司服务效果的监管与评估应

该由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政府还应负责农户与公司的

关系%保障顺利开展农业节水的市场化服务(

#(评估指标体系建立

"-$!构建方法

本文采用的平衡计分卡理论是一种绩效考核的方

法%该理论能从成长与学生维度"内部流程维度"客户

维度及财务维度出发%在构建绩效评估指标系统时%可

从不同时段去评估系统内各指标的实现情况1/2

( 以上

述四个维度为基础%以服务主体发展"内部运行体制"

服务对象及服务业绩 / 个评估规则为出发点%建立科

学合理完备的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系

统%公正"客观"全面及科学地评估市场化服务绩效(

下图为评估指标间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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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标间逻辑关系图

"-"!评估指标体系建立

针对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绩效评估的指标较多%

为使评估结果科学合理%应本着公正"客观"全面及科

学的宗旨%以系统性"代表性"科学性及可获得性为原

则1,2

( 以服务主体发展"内部运行机制"服务对象及服

务业绩为评估规则%可构建基于平衡计分卡理论的农

业节水市场化服务绩效评估体系&见下表 $'(

绩 效 评 估 指 标 体 系 表

评估规则层 评 估 指 标 层 单!位

业绩服务S

$

灌溉节水设备利用率 U

灌溉系统完善率 U

节水灌溉恢复面积
9K

"

单方水收益率 U

培训农户状况 次

标准化灌溉率 U

对象服务S

"

委托单位满意度 U

农户满意度 U

单位产量收获率 U

农民受益率 U

内部运行制度S

&

配备专业人员
9K

"

0人

灌溉管理制度 U

效益费用比 U

组织运转效率 U

主体发展服务S

/

农户服务费用 元09K

"

政府服务费用 元09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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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标量化计算

&-$!业绩服务

业绩服务是该评估指标体系的首要指标( 通过专

家咨询"实地调研及文献研究%设置节水灌溉恢复面

积"灌溉系统完善率"灌溉节水设备利用率等 % 个评估

指标为考核指标%其量化计算如下!

2-灌溉节水设备利用率( 灌溉节水设备利用率

指的是单位年度内&或其他时间'服务正常运营时灌

溉节水设备使用量在市场所包括的灌溉节水设备总量

中的占比%可描述灌溉节水设备生产效率及设备工作

状态的经济技术指标( 其量化计算式为!灌溉节水设

备利用率i灌溉节水设备使用率0市场灌溉节水设备

总量j$##U(

E-灌溉系统完善率( 灌溉系统完善率指的是单

位年度内&或其他时间'由市场管理完善的灌溉系统

占市场所有的灌溉系统百分比%是评估农业节水市场

化服务的一个关键指标1%2

( 其量化计算式为!灌溉系

统完善率i市场完善的灌溉系统0市场所有的灌溉系

统j$##U(

4-节水灌溉恢复面积( 节水灌溉恢复面积指的

是单位时间内&一般为一个年度'采取农业节水市场

化服务后%灌溉节水设备开始正常运转恢复的灌溉

面积(

:-单方水收益率( 单方水收益率指的是单位年

度内&或其他时间'单方水生产的净收益( 其量化计

算式为!收益率i净收益0平均用水量j$##U(

0-培训农户状况( 培训农户状况指的是单位年

度内&或其他时间'专业机构对农户培训的次数%一般

包括实际操作及理论培训两个方面( 由理论和实际操

作的培训次数相加而得(

I-标准化灌溉( 实施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农作

物的灌溉应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做到精量施肥及精量

灌溉%以促进农作物的精细化灌溉( 由专业的机构规

划统一灌溉标准及系统管理维护标准%不断推进农业

标准化灌溉%这也是现代化农业的改革趋势( 其量化

计算可采取 6̂OEGD, 点法进行%分为非常不标准"不标

准"一般"标准及非常标准五个级别%分别对应 $ 分""

分"& 分"/ 分", 分1+2

( 标准化灌溉率 i评分人数0总

人数j$##U(

&-"!对象服务

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中的政府"公司及农户都为

利益相关者1*2

( 因此评估指标应从相关的利益层面去

选取( 以委托单位满意度"农户满意度"单位产量变化

率"农民收益率为评估考核指标%其量化计算如下!

2-委托单位满意度( 委托单位满意度指的是水

管站"水利局"农业局及乡镇对所委托的灌溉节水单位

提供服务的满意度( 其量化计算可采用 6̂OEGD, 点法

进行%分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

等五个等级( 其满意度以评分人数除以总人数计算(

E-农户满意度( 该指标指的是被服务的农民对

服务质量的满意度%同样也是反映评估对象的重要指

标( 其量化计算式为!满意度i满意人数0农户总人数

j$##U( !

4-单位产量收获率( 该指标是单位面积土地上

产出的农作物数量( 代表在单位土地面积产量中接受

服务的占常规的比重%该指标可描述其服务质量及服

务模式( 其量化计算式为!产量变化率 i&受服务产

量.常规产量'0常规产量j$##U(

:-农民受益率( 该指标指的是单位年度内&或其

他时间'农民参加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得到的收入%减

去单位成本( 其中的单位成本为服务费用及生产成

本( 其量化计算式为!农民收益率 i收益0费用 j

$##U( !

&-&!内部运行机制

市场化服务是#政府监管"农户参与"企业实施$

的集约化管理运行模式%因此%完善的内部运行制度为

市场化服务高效运转提供了关键性保障( 其内部运行

制度的评估指标为配备专业人员"灌溉管理体系"效益

,"&,



费用比"运行组织效率%其量化计算如下!

2-配备专业人员( 该评估指标指的是单个专业

人员所辖的护管面积( 配备专业人员可保证灌溉系统

正常运转%提高系统运行率%保证灌溉农时(

E-灌溉管理制度( 该指标为定性指标%包括合理

运用和调配水资源及管理灌区工程设施( 合理的灌溉

管理制度是专业单位实施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是否符

合要求的判断标准(

4-效益费用比( 该评估指标指的是生产效益与

成本费用的比值%可描述采用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体

系后得到的收益与其需要的费用间数量关系%可为管

理者提供合理的经济管理模式( 其量化计算式为!费

用效益比i年费用值0年收益值j$##U(

:-组织运转效率( 该评估指标可对市场化服务

内部控制及项目管理的工作效率及组织化程度进行评

估%可对项目实施的需求度及满足度进行评估%可对项

目实施的政策制度及社会经济环境是否合理进行评

估( 其量化计算可采取 6̂OEGD, 点法进行%可分为效率

非常差"效率较差"一般"有效率及非常有效率五个级

别%分别对应 , 分"/ 分"& 分"" 分"$ 分(

&-/!主体发展服务

主体发展服务是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能否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而服务费收取状况则体现其可

持续发展能力( 以农户支付费用及政府支付费用为评

估指标%其量化计算如下!

2-农户服务费用( 该评估指标指的是单位年度

内&或其他时间'农户在接受服务后支付的费用( 该

费用包括培训费"维修费"通信费"劳务费及一定利润(

其量化计算式为!农户服务费用 i服务费总和0服务

面积(

E-政府服务费用( 该评估指标指单位年度内&或

其他时间'政府订立服务契约及购买服务%支付于专业

公司的服务费用( 其量化计算式为!政府服务费用 i

支付服务费总和0服务面积(

'(结(语

本文在阐述创新型农业节水市场发展趋势基础

上%揭示了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基本原理与运行模式

内涵%运用平衡计分卡基本原理%通过专家咨询"实地

调研以及文献研究等方式%构建了基于平衡计分卡理

论的农业节水市场化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阐明了

实施指标评估及筛选分析进程中应遵循的主体服务发

展"内部运行机制"对象服务以及业绩服务等 / 项准则

主要内涵( 本研究对客观"全面"科学地评估农业节水

市场化服务效果具有重要实践价值%有助于推行农业

节水市场化运营模式的风险防控%可为推动我国农业

节水市场化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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