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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存在的
问题与建议

金晓琴
!秦安县水务局" 甘肃 秦安!LR#T$$#

!摘!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改善了农村饮用水条件"实现了饮水安全目标"提高了农村饮用水质量$ 针对

农村饮水工程如何实行规范化管理"发挥好效益"本文根据秦安县农村饮水管理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供

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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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地处甘肃省东南部#秦岭以北#渭河主要支

流葫芦河下游#天水市北部#东经 #$"cJ$dV#"$c$Jd#北

纬 KRcRRdVK"c##d之间#属陇中黄土高原西部梁峁沟

壑区( 县域内梁峁起伏#沟壑纵横#多年平均降雨量

RLRQR??#多年平均水资源量 KQML 亿?

K

#其中!地下水

$QR# 亿?

K

#自产地表水 $QLT 亿 ?

K

#水资源严重短缺(

全县辖 " 镇 #J 乡##KMR 个村民小组##JTTKR 户农户(

总人口 T#QLL 万#农村人口 "TQLL 万#占全县总人口的

LJS#其中!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 R$QO# 万#基本安全

人口 #"QLT 万( J$$" 年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启动实施#

全县农村居民饮水实现了从%基本生活饮水'到%高标

准安全饮水'质的转变(

$(主要成效

秦安县从 J$$" 年开始实施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到

J$#T 年底共建成 #L 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分别是叶

堡&郭嘉&西川&兴国&陇城&五营&魏店&千户&王铺高

湾&王窑&云山&好地&兴丰&中山&王铺&魏店南山&刘坪

.#&.



饮水安全工程#解决了全县 RTQ$K 万农村人口和 "QJM

万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MMQ"S(

新打机井 JR 眼#新建泵站 JJ 座#新建水厂 #K 处#安装

净水设备 R 台套#铺设各类管网约 K$$$P?( 农村自来

水进户率达到 M"S#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MMQ"S#为广

大农村群众提供了可靠&稳定&安全的水源#降低了劳

动强度#解放了劳动力#告别了饮用高氟水&喝苦咸水

的历史#极大地提高了群众身心健康水平#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显著(

#(工程管理现状

由于秦安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点多面广#涉及自

然村较多#如何使工程长期发挥良好效益#管理是

关键(

JQ#!组建管理机构

成立了秦安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管理站#副

科级编制#工作人员 " 名#负责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运行管理( 根据水源和供水的具体情况#下设 #$ 个供

水站#管理人员 "" 名( 各供水站设置了管理&技术&财

务&运行&维护等岗位#专业化管理#实行全员聘用制&

岗位责任制和分片包村责任制(

JQJ!制定管理制度

县政府制定下发了)秦安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

行管理实行办法+#财政&卫生&环保&物价&审计&电力

等相关部门职能管理#乡镇属地管理( 根据饮水安全

工程投资规模划分工程权属#明确管护责任#确定管理

模式( 对跨村集中供水工程由县水务局*供水管理

站*供水站*乡镇管理站*用水户协会相结合的五级

管理体制#逐级负责#包村到人( 单村集中供水工程在

乡"镇$政府和县水务局的监督指导下#由村委会和用

水户协会互相协调配合#负责供水工程的运行管理和

日常维护(

JQK!建立运行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各项长效运行管理制度是保证工程正常

发挥效益的关键( 制定了工程运行管理制度&定期巡

查制度&供水档案管理制度&水质监测制度&用水定额

管理制度和工程养护维修制度等#供水站按需设岗#水

质定时&定点检测#上级主管部门不定时巡查&抽查#确

保工程平稳&长效运行(

JQR!落实管理维护责任

供水设备由专人 JRB 轮流值班轮换#供水主管线

由各供水站负责管理维护#村级公共管网由受益村委

会和用水户协会负责维护管理#入户管网由农户自己

管理维护(

JQ"!用水计量和水费征收

一是在各水厂安装电磁流量计#对出厂水进行计

量#以月统计全年供水量( 二是对用水计量实行总表

管理&分户计量&水损分摊的管理模式( 三是从 J$##

年起新建饮水工程#按供水单元安装智能水表#推行先

付费后用水的水费收取方式#由各用户预付水费#村委

会确定专人收费&刷卡#每半年抄录用户水表#建立用

户用水台账#对每户预付水费找补一次( 四是加强财

务管理#在供水总站设立水费专户#专账管理#各供水

管理所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奖罚

并举#调动管理人员积极性(

JQT!水源保护和监管

为保证水质安全#一是按照)甘肃省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水源与水质监测工作方案+#依法划定水源保护区

域#对集中供水水源井周围 #J$?和沿河阶地取水井上

游 #$$$?&下游 #$$?的水域保护范围#由供水站组织

人员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二是在王窑水厂

建 #J$?

J 水质化验室一座#工作人员 K 名#经过县级培

训#对水源水&出厂水&末梢水按)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bNE"L"$*J$$T$的规定进行检验(

%(存在的问题

秦安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效益显著#但在工程的

实际运行管理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饮水安全工程

效益的有效发挥#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KQ#!工程管理人员编制少#技术工人缺乏

秦安县新建成的 #L 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大多数

.$&.



位于黄土沟壑区#山大沟深#管网分布复杂( 泵站&水

厂&水质监测及化验&约 K$$$P?管网维护由 "" 人运

行&巡查和维护管理#既要运行值班#又要巡查&维护和

维修#还要抄表收费#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比如!兴丰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K$ 个自然村##$OL$ 户村民#村级

以上管网长 LOQMP?#运行管理人员只有 T 名#每天需

要 J 人 JRB 运行值班#剩余 R 人要承担工程巡查&养

护&维修&抄表&收费&水质监测及化验等#工作任务非

常繁重(

KQJ!水源地保护宣传力度不够#水质监测设备

不足

!!部分水源地宣传不够#村民家畜随意放养#没有对

水源地做保护措施#还有一部分集中供水工程水源没

有净化#用水直接进入管道输送到村民用户#水质监测

设备缺乏#且监测&检验频次不够#这些都影响了安全

饮水标准(

KQK!水价偏低#维修资金缺乏#工程管理运行维

护困难

!!一是由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涉及面积广#管网长#

漏损率高#达到了 K"S V#"S#执行水价普遍较低( 比

如!叶堡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工程运行成本 JQ$ 元#

执行水价 JQ$ 元#没有资金维修设备和管网( 二是农

村外出人员逐年增加#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

经商#农村人口大大低于工程设计人口#使得工程供水

量&村民实际用水量较低#实际征收的水费少#资金缺

口大#导致供水站盈利不足#不能保证工程正常运行和

设备&管网的维修及监测(

'(建(议

RQ#!增加各供水站编制

从各类技工学校招录有专门技术的技术工人#充

实到农村饮水工程管理队伍( 定期培训提高工作人员

业务水平( 供水站聘用人员工资低#人员普遍文化偏

低#专业知识匮乏#不懂电学#不懂机械设备原理#没有

管道维修技术( 业务主管部门应定期举办各类培训

班#提高各类人员业务水平#如水泵&电机&管道的维护

及维修#水质监测检验技术#水处理设备的正常运营及

维修等(

RQJ!进一步加强水源地管理和水质监测工作

水质监测是确保农村饮水安全的关键环节#农村

安全饮水水源保护按照%政府主导#水利负责#部门协

调'的原则#依据水利及环保法规#加强与环保&国土等

部门的协调#加大水源地保护宣传力度#利用电视&广

播等宣传对水源地保护的重要性#教育水源地周边村

民提高水源地保护意识#营造全社会参与水源地保护

的良好氛围( 在水源地保护范围设立永久性保护标

志#落实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监测中心建设导则要

求#分期建设完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监测中心#满

足农村饮水安全水质监测需要#按照规定指标和频次

做好水质监测( 同时建立水源保护及水污染突发等事

件的应急机制#做好水质异常应急预案#确保工程安全

运行(

RQK!多方筹措资金#强化投入保障#合理确定水价

一是争取国家资金和整合涉农资金( 二是争取财

政补贴( 三是动员和鼓励社会资金积极参与管理( 调

整现行水价标准( 现行水价不包括设备&管网维修费

用#造成设备&管网出现问题没有资金维修#主管部门

应按照人员工资&电费支出&维修经费等确定水价( 四

是按照规定提取工程折旧费&大修费#在工程设计中设

立工程设备&管网维修基金#确保工程长期正常运行#

发挥效益( 五是加快对老旧工程的改造提升进度#特

别是工程的自动化控制#引进管网在线监测等先进管

护措施#提高管护效率(

RQR!强化供水站管理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效益的发挥重在供水站#要进

一步提高供水站管理水平#加强水费登记和财务管理#

规范供水档案的建立和管理#健全用水户档案#签发用

户管理手册( 加强供水工作日常养护管理#对取水&净

水&配水各个环节责任到人#严格按规程操作#从供水

站内部入手强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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