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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沙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规划
王颖秋

%沈阳市苏家屯八一灌区管理处' 辽宁 沈阳!##%##(&

!摘!要"!浑沙灌区是沈阳地区的大型灌区'一直发挥着当地粮仓的作用( 农业用水水价的改革可以改善农业生

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 本文对浑沙灌区农业用水水价存在的问题

进行分析'说明引起水价问题的原因'并提出进行农业用水水价改革的必要性和具体的改革方案( 针对具体的改

革方案'预测水价改革后产生的效果为"可以改善农田周边的整体环境'增加灌溉面积'减少机井提取地下水'提高

地下水位'有效地保护地下水资源(

!关键词"!灌区) 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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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沙灌区基本情况

#H#!自然条件

浑沙灌区位于沈阳市的西南$沈阳至大连高速公

路&太子河浑河围城的区域内$东界沈大高速公路$东

南及南为北沙河及太子河$西及北为浑河% 灌区总土

地面积 )%&R;

$

$灌溉作物主要为水稻% 灌区设计灌溉

面积 )%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H$ 万亩% 浑沙灌区属

平原地区$地势平坦$东北向西南倾斜% 南北向地面坡

降为 #V$%%% T#V"'%%$东西向坡降为 #V#+%% T#V"&%%$

北部较陡$南部较缓%

#H$!社会经济条件

浑沙灌区自建成以来$为促进地区经济和农业稳定

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该地区是辽宁省重点粮食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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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浑沙灌区地势低洼易涝$适合进行水稻生产$水稻

亩产 +(% T((%RA$总产量达到 '$+(万T&&(( 万 RA$是辽

宁省优质稻米生产基地$是"辽星#米业的水稻货源地%

"辽星#米业集团公司生产的优质米$远销全国各地及日

本&韩国&东南亚$享有很高声誉%

#(灌溉农业用水水价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6H灌区设施不完善$水量计算方法简单% 灌区支渠

以下破损严重$水量损失大$利用率低$供水不及时$用水

矛盾突出$用户反应供水服务质量不高而拒绝交水费% 量

水设施简单$水量计算方法简单$灌区内的水量计量只靠

渠系建筑物水面观测水位$用建筑物尺寸反推水量$与实

际用水量差别很大$有的还采用按提水泵站用电量和按灌

溉面积计算水量$给水费征收带来新问题$制约了计量供

水和收费的新机制$难以实现节水灌溉%

BH农业水费计收面积难以核定% 水费按亩计收

存在诸多矛盾和不合理因素$水费计收面积不实$使灌

区受损% 同时$缺乏科学合理性$用水多&用水少一样$

从而引发用水和收费的矛盾$不利于水资源的合理调

配使用和节约用水%

;H基层农村干部对交农业水费认识不足% 前些

年存在拖欠&乡镇截留&挪用现象$灌区农民对"水是商

品#的意识很差$尽管近几年不断有专家通过媒体呼吁

水资源短缺$仍不能引起足够重视$主观上对缴纳水费

产生抵触情绪% 另外有人认为引水渠上引水缴费$排

水沟上引水可以不缴费%

EH农业水费征收成本高$水供养人员过多$缺口

严重%

AH灌区对征收中违规行为处罚难以实施% 由于

体制和农业用水的特殊性$考虑到维护广大农村地区

的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大局$水管单位难以

实施关闸停水的举措%

针对上述情况$水费收不好$造成灌区正常管理运

行资金匮乏$职工生活困难$水利工程维修管理资金不

足$严重影响供水服务质量$农村生产用不好水$农民群

众意见大$这些情况都将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诱因%

%(灌区农业用水水价改革的必要性

通过积极展开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可以实现下列

目标!

6H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

BH促进灌区农民增收的需要%

;H促进农业节约用水的需要%

EH为探索农田水利良性运行机制积累经验%

'(灌区农业用水水价规划内容

+H#!选用灌溉定额

根据灌区内多年种植的农作物灌溉用水情况$以

水稻为对象进行灌溉制度分析% 选择沈阳站为气象代

表站$沈阳地区历年水稻生育期降雨量为分析依据%

灌溉方式以辽宁地区常用的浅湿灌溉$每次灌水

# T"K;水层$待自然消耗后$呈一定湿润状态后再灌下

次% 灌溉定额按水稻的育苗&抛填&生育期补水情况计

算% 根据(节水灌溉技术规范) -GW$%'.*&/的要求$

规划大型灌区渠系水利用系数不应低于 %H(($灌溉水

利用系数不应低于 %H(% 浑沙灌区多年渠系水利用系

数为 %H))&田间水利用系数为 %H&)$灌溉水利用系数

为 %H('%

各水平年M '̂(S保证率的净灌溉定额 (%(;

"

V亩$

推求的毛灌溉定额为 &&%;

"

V亩%

+H$!测算灌区的终端水价

终端水价M包括国有水利工程供水价格 M

#

和末

级渠系水价M

$

%

+H$H#!测算国有水利工程供水价格M

#

国有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按照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

理办法核定$供水量按节水改造后年平均供水量核定%

计价包括两部制水价$即基本水价-D/和计量水

价-a/% 两部制水价的各项供水生产成本&费用划分

为两部分!

D部分供水生产成本&费用 职̂工薪酬 b管理费

用b(%S折旧费b(%S修理费

a部分供水生产成本&费用 (̂%S折旧费 b(%S

修理费b直接材料费b其他直接支出b制造费用

经计算$D部分供水生产成本&费用为 $()%H%+

元'a部分供水生产成本&费用为 '*#H)$ 元%

农业用水两部制水价核算!

,(',



基本水价 D̂部分供水生产成本&费用V设计供水量

$̂()%H%+V-"+H) r&&%/ %̂H%&+-元V;

"

/

计量水价 â部分供水生产成本&费用V计量供水量

'̂*#H)$V-"+H) r&&%/ %̂H%$)-元V;

"

/

因此$M

#

基̂本水价b计量水价 %̂H##-元V;

"

/

+H$H$!测算末级渠系水价M

$

测算原则!在明晰产权&清产核资&控制人员&约束

成本以及清理&取消农业用水中不合理收费和搭车收

费的基础上$按照补偿末级渠系运行管理和维护费用

的原则核定%

末级渠系水价由合理的管理费用&末级供配水人

员劳动补贴&末级渠系维护养护费用三部分构成%

根据灌区 $%%(.$%%' 年用水合作组织的调查$每

个用水协会管理面积 +%%% 亩'办公设施费用 #+ 万元$

按 "% 年摊销$每年 %H+))' 万元'办公费用 # 万元'人

员培训费用 %H( 万元'管理人员工资 + 万元'合计

(H*))' 万元$每亩费用为 #( 元$亩均用水量 &&%;

"

$末

级渠系水价计算结果为 %H%#' 元V;

"

%

+H$H"!测算灌区终端水价

在核定国管水利工程供水价与末级渠系水价后$

测算终端水价M% 终端水价等于国有水利工程供水水

价与末级渠系水价之和除以终端计量点计量的水量$

计算公式如下!

MP-M

#

-

#

XM

$

-

$

/A-

$

-#/

式中!-

#

...国有水管单位支渠计量点计量的水量'

!-

$

...终端计量点计量的水量$按改造后

&&%;

"

V亩计%

M -̂%H## r#%%% b%H%#' r&&%/V&&% %̂H#+$-元V;

"

/

+H"!农民水费承受能力

农民水费承受能力计算!以水费站亩均产值 U的

一定比例I-取 (S T&S/&占亩均纯收益<的一定比

例/-#%S T#"S/测算农民水费承受能力范围$单位

为元V亩% 计算公式如下!

0P;6:-UWI$<W// -$/

!!亩均产值和亩均收益根据作物种植制度和复种指

数综合确定%

6H按亩均产值测算!

0 )̂%% -公斤V亩/ r#H)+ -元V公斤/ r-(S T

&S/ -̂+*H$ T'&H'$/元V亩

BH按亩均纯收益的-#%S T#"S/测算!

0^"&+ -元V亩 / r- #%S T#"S/ ^- "&H+ T

()H+$/元V亩

这样$农民水费承受能力范围在-+*H$ T'&H'$/

元V亩之间%

亩均水费 &&% r%H#+$ #̂$( 元$在农民税费承受

能力范围之外% 但由于供水量得到有效保证$可增产

粮食 +%RA左右% +% r#H)+ )̂(H) 元$比改造前 (% T'%

元V亩$#$( l'% (̂( 元$)(H) l(( #̂%H) 元$实际每亩

水费少缴 #%H) 元%

/(效果预测

(H#!经济效益

灌区终端水价政策的实施建立在末级渠系改造的

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灌溉的效率$使农作物尤

其是水稻增产效果明显$同时也节约了灌溉的输水损

失$加快了灌溉速度% 按灌水定额计算$亩均水费为

#$( 元$每亩水费增加 (( 元$但由于供水量得到了有效

保证$可增产粮食 +%RA左右$增收 +%RAr#H)+ 元VRÂ

)(H) 元% 按实际亩均水费约 '% 元V亩$每亩水费增加

#$( l'% (̂( 元$则实际每亩水费少缴 )(H) l(( ^

#%H) 元$按 " 万亩计$可实现净效益约 "#H& 万元%

(H$!社会效益

灌区终端水价政策实施后$通过利用价格杠杆$科

学调配$合理安排$充分发挥有限水资源的最大社会效

益$不但稳定了灌溉面积$而且粮食生产连年丰收% 工

程效益的提升促进了灌区生产的发展$增强了抗御风

险的能力$灌区为服务"三农#$增加粮食总产$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同时$由于水管单位和

用水户节水意识的不断增强$节约的水量对缓解其他

方面的用水$发挥了重要作用%

(H"!生态效益

灌区终端水价政策实施后$末级渠系的改造可以

改善农田周边的整体环境% 另外$由于供水的顺畅$灌

溉面积大大增加$这样就会减少地下水用水量$提高地

下水水位$有效保护地下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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