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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难点及对策建议
张鲁婧

!济南市邢家渡引黄灌溉管理处"山东 济南"#%&!&&$

!摘"要""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对提高用水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农业节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本文总结了济南市农村水利现状"分析了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难点"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为农业水价改革

全面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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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与农业)农村发展紧密相关"中

国农业水价改革一直在不断摸索中& 农业水价先后经

历了最初的农业用水不收水费"公益性无偿供水阶段$

国家着手制定水费标准"水价改革起步阶段$开始改革

水价"通过价格杠杆使水价达到合理水平"综合推进探

索阶段& #&!!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农田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制定合理的农

业水价政策& #&!R 年 ! 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明

确了方向& #&!' 年 R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

部)农业部)国土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扎实推进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要求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

先行开展水价改革"将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纳入试点

范围&

济南市属于资源型缺水城市"水资源总量不足"人

均水资源占有量偏低"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农业用水

量较大"是节水潜力所在"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对

提高用水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农业节水和农业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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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灌溉用水量占全市总用水量的

(%Z & 济南是*泉城+"水环境用水需求较大"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会更加尖锐"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制约性愈来愈突出&

!$#"农田水利建设管理情况

济南市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

初步成效"为全面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积累了一定

的经验&

济南市耕地面积 %(&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QP( 万

亩"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为 '!Z$节水灌

溉面积 #(# 万亩"节水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为

(%Z"其中管道输水灌溉工程面积 !S! 万亩"微灌面积

!P 万亩"喷灌面积 ( 万亩& 有大中型灌区 Q# 个"其中

大型引黄灌区 ( 个"中型灌区 #P 个& 乡镇水利站和流

域站 %( 个"农民用水合作组织 #R& 个"R 县#区%建了

!!R 水利服务热线& #&!( 年以来"先后在章丘)济阳)

商河开展农田水利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管护试点"在

试点区落实了*两证)一书)一台账+管理制度"明确了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产权及使用权"落实了工程管护

主体和责任&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难点

当前农业水价较低"灌溉输水损失较大"水资源浪

费严重"同时"农业水费占农业生产成本的比重较大"

提高农业水价"推进农业水价改革"是难中之难&

#$!"农民对征收农业水费认识度不高

随着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国家增加了农

业生产过程的多项补贴"但是灌溉用水仍要收费"水费

占农业生产成本的比例较大"一些农民群众认为全社

会都在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农业灌溉用水也不该收费&

再加上对水价改革认识不足"认为水价改革就是要提

高水费"增加农民负担"较易引发群众对水价改革的不

满"加大了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和水费征收的难度&

#$#"农田水利设施计量设施不配套

!SSP 年以来"国家实施了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济南市 ( 个大型灌区均进行了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对灌区干支渠进行维修改造"输水能力有了明

显提高& 但是很多中小型灌区及大型灌区的末级渠系

损毁老化"配套率不足"节水灌溉工程较少"水资源利

用率不高& 农田水利工程计量设施建设较少"计量方

式较落后"骨干工程支渠以上计量未实现全覆盖"末级

渠系)小型灌区计量设施普遍较少"既无法按方收费"

也不能计量到地块& 农业水费大多采取按亩收费或者

按电量收费"水费多少与用水量没有直接关系"造成灌

溉用水的浪费&

#$Q"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不合理

大型灌区骨干工程水价一般实行政府定价"水价

未达到供水成本"而且没有计入利润和税金& 末级渠

系灌溉水价一般通过协商定价"井灌区多采取以电折

水"只收取电费"不再收水费$引黄灌区"引河)引库灌

区"小水源灌区一般按亩收费& 现行水价制度不能体

现水资源的稀缺程度"不利于农业节水和农田水利工

程的运行维护&

#$("农田灌溉和工程维护服务水平较低

农田水利工程数量多)分布广"长期以来"多部门

投资建设农田水利工程"工程产权和管理责任不明晰"

有人建无人管的现象普遍& 农民用水户协会一直处在

试点和推广阶段"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扶持"

部分基层管理人员专业水平不高"缺乏工程运行维护

经验"协会发挥的作用有限& 长期以来重建轻管"管理

维护资金投入不足"完善的工程运行管护机制尚未建

立"工程损坏得不到及时维修"影响了工程效益发挥&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对策建议

#&!' 年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济南市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在全市开展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计划 #&#( 年年底前"建立合理反映农业供水成

,&%,



本)有利于节水和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的农业水价

形成机制&

Q$!"科学合理规划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作& 水价改革

涉及水利)发改)财政)农业)物价等多个部门"要强化

组织领导"出台政策文件"细化部门分工和责任"协同

推进& 编制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要与农田水利

产权制度改革)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等相关改革衔接$要

结合当地实际"广泛调研"充分征求群众意见"调查农

民水价承受能力"综合考虑当地水资源情况)灌溉条

件)经济发展水平)种植业结构等$先从水源条件好)渠

系配套完善)基层用水组织健全的地方推广"抓好试点

示范"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先易后难"逐步

扩展&

Q$#"完善水价形成机制

出台农业水价政策"制定农田水利工程供水价格

核定计收办法"明确农业水价构成及核算方法等"为建

立农业水价机制提供政策支持& 综合考虑种植结构)

供水成本)水资源条件)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科学测

算农业供水成本"合理确定农业水价格& 在终端用水

环节"推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分类分档水价"对不同作

物)水源实行差别价格"经济作物水价要高于粮食作物

水价"地下水价格要高于地表水"枯水季节水价要高于

丰水季节水价"农业水价要根据水资源的紧缺程度动

态调整"发挥水价的杠杆作用&

Q$Q"加强农业用水许可管理

以县级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为基础"按照灌溉用水

定额"确定农业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并逐步把用水指标

分解到用水主体"落实到具体水源"明确农业用水主体

的初始水权"实施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

严格农业取水许可审批"核定取水许可水量"发放取水

许可证"明确审批主体和对象"加强农业取水许可日常

监督管理&

Q$("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必然要提高水价"为了保

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调动农民参与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的积极性"要对农业水价进行补贴"制定补贴标

准"要综合考虑农户承受能力"根据用水成本与运行维

护成本的差额确定& 对积极调整种植结构)采用节水

灌溉技术的用水主体进行奖励& 要多渠道筹集精准补

贴和节水奖励资金"落实资金来源&

Q$%"节水工程与计量设施并驾齐驱

完善农田水利工程体系"推广节水灌溉工程"发展

管道灌溉)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设施$加快计量

设施建设"新建项目实行量水设施与工程同步建设"已

建工程通过改造"完善配齐计量设施&

Q$R"深化工程产权制度改革

进一步推进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管

护试点"在前期改革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积累经验"扩

大改革范围"在全市推广"明确工程所有权和使用权"

落实管护主体和管理责任"探索采取农民合作组织)专

业服务队)物业化管理)公司化管理等多种管理模式"

确保农田水利工程的效益发挥&

F&结&语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与粮食安全)水安全紧密相关"

既有工程建设又有制度建设"既涉及政府)水管单位"

又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必须统筹考虑工程)制度)管理)技术)资金等多方面因

素"综合实施"协调推进"在适当提高农业水价促进节

水的同时"实施精准补贴和节水措施"做到节水)粮食

双丰收&

!

参考文献

.!/"杜娟云" 王宗强I新疆喀什噶尔河流域水价改革与水资源

统一管理探讨.8/I水资源开发与管理" #&!%#!%!'STP!I

.#/"李亚平I江苏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实践与探索.8/I

水利发展研究" #&!R" !R#'%!!TRI

.Q/"李俊艳I供水工程水价测算浅析.8/I水利建设与管理"

#&!R#P%!(PT%!I

,'%,

张鲁婧U济南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难点及对策建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