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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德县渝河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成效
杨翠娥

!隆德县水务局"宁夏 固原!E$DH###

!摘!要"!本文以隆德县渝河灌区水价综合改革为例"通过完善渝河灌区工程计量设施$健全农民用水者协会$确

定合理水价形成机制及建立健全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四项措施完成渝河灌区水价综合改革% 通过农业水价

改革的推行"促进了水资源的合理配置"群众的水权意识和水商品观念逐步树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由'要我节水(

到'我要节水(的转变%

!关键词"!农业水价&水费&改革&渝河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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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用水大户#也是节水潜力所在( 水价作为

农业灌溉的调节杠杆#水价改革涉及农业种植效益和

灌溉成本#事关农民切身利益( 解决好这一问题#需从

%收支&两方面入手#推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加大财

政对农业灌溉的支持力度#完善农田水利设施#保障工

程良性运行#减轻农民负担#依据工程性质'灌溉技术'

种植结构#实行分类水价(

$&灌区概况

渝河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位于沙塘'

神林两乡"镇$境内#灌区面积 CFCI 万亩( 灌区流转土

地 "FGD 万亩由种植大户'公司'合作社经营#其余 #FIC

万亩由农户自行经营#农民用水者协会管理( 项目区

主要种植马铃薯'菊芋'药材'花卉'苗木'蔬菜等作物#

年灌溉可供水量 GKIFI 万 6

H

( 项目区通过整合资金#

灌区末级管道及田间灌溉设施基本配套完善#灌溉水

利用系数 #FI$#工程完好率 K$J以上( 已建工程投入

运行 H 年来效益显著#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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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价改革前存在的问题

9F项目区近 $ 年实际平均供水量 GDK 万6

H

#需水

量 GG" 万 6

H

#水价执行政府核定的 #FCC 元O6

H

标准#

现行水价低于供水成本#没有实现分类定价和超定额

累进加价制度#长期低价供水#无法实现以水养水的良

性循环(

CF灌区的末级管道及田间灌溉设施基本配套完

善#但由于田间灌溉缺乏控制及精准的计量设施#灌水

秩序混乱#水费收缴仍延续按亩均摊方式#农户节水意

识淡薄#水量浪费严重(

2F由于取水口较多#灌溉季节开关取水闸阀频繁#

造成管护人员管理困难( 管理主体责任界限不明确#骨

干工程管理基本到位#但协会及合作组织管理混乱#田

间设施破坏严重#每年需花费大量资金进行维修(

%&具体改革措施

HF"!完善工程计量设施

利用水价改革项目完善工程计量设施( 量水系统

由三大部分组成!管理软件平台#智能水量控制器#水

控计量阀( 管理软件平台安装在农民用水者协会服务

中心#智能水量控制器和水控计量阀安装在用户取水

口( 用户用水需刷卡取水#用户到服务中心通过售水

软件缴费购水( 服务中心和用户取水口之间通过

LN[%公网的私有 RN'实现远程监测#从而实现数据

统计'分析(

以每个田间出水口为计量单元#配备智能水量计

量控制设备#采用自动计量#网络信号自动传输到灌区

信息中心#用于实时在线记录'显示'传输和处理( 控

制方式可为闭环或半闭环方式( 自控闸门采用交流电

供电#数据传输通过数据传输光缆传输至管理站终端

管理系统(

HFC!用水组织建设

按照灌区受益村灌溉面积管辖范围#成立各农民

用水者协会(

HFCF"!硬件设施建设

由于灌区骨干工程管线长#灌溉面积大#各协会采

取分段'分散管理#办公场所比较分散( 为了便于统一

管理#水量信息统一采集'水价统一核算#方便群众缴

费等现实问题#试点区实行%统一管理'集中办公#资源

共享&的管理模式(

HFCFC!完善组织建设

9F组织协会或合作组织登记注册并开设账户(

CF民主选举( 通过试点改革#广泛宣传#发动群

众#在项目区以用水户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方式#更新协

会组成人员#将责任心强'能力突出的管理人才吸收到

协会中#保障了协会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服务#体

现了群众的意愿(

2F内部管理与监督( 以各乡镇为单位成立农民

用水者协会监事会#监督用水者协会执行机构的工作(

监事会设会长 " 名"由各乡镇长兼任$#副会长 C 名"由

各乡镇主管农业副乡镇长'纪委书记兼任$#委员 G 名

"由各乡镇水利站长'经管站长和 C 名村干部担任$#负

责和指导本辖区内协会的运行管理#履行监督'协调的

职能( 协会在监事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接受监事会'

村委会以及村民理财小组的三级监督#并接受水行政

主管部门和水管单位的监督和业务指导(

HFCFH!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

加强协会管理#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包

括一个章程'三个职责'四个办法'五项制度(

HFH!确定合理水价形成机制

9F明确水价计算方法( 按照+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试点末级渠系水价测算导则"试行$,规定!

农业供水终端水价i国有水利工程水价 p末级渠

系平均水利用系数S末级渠系水价

工程水价i工程运行成本p工程供水量国有水利

工程水价分为运行成本水价和完全成本水价( 运行成

本包括骨干工程固定资产投资'工程运行维护费"水源

工程运行维护费'骨干工程运行维护费'日常管理费及

其他$'人员经费'水资源费( 完全成本包括运行成本

和固定资产折旧费(

末级渠系水价也分为运行成本水价和完全成本水

价( 末级渠系运行成本水价包括末级渠"管$系及田间

工程固定资产'工程运行维护费'管理费'配水人员劳务

费用)完全成本水价包括运行成本和固定资产折旧费(

CF分类水价执行标准( 在项目区内按粮食作物'

一般经济作物'高附加值经济作物和设施农业三种类

型在终端用水环节实行差别化水价(

2F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以灌溉定额核定

的计划水量作为第一量级#对于下一量级的用水量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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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mH的原则#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按照作物

的用水量级划分#按不同级别确定加价幅度( 用水量

小于第一量级时按确定的供水价格收取#用水量在第

一量级和第二量级之间时按加价 "#J收取水费#用水

量在第二量级和第三量级之间时按加价 H#J收取水

费#用水量大于第三量级时按加价 $#J收取水费(

HFG!建立健全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为保障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建立健全农业用水精

准补贴机制和节水奖励机制(

9F精准补贴( 补贴对象为水管单位#年终由水务

局根据粮食作物灌溉用水量对水管单位直接补贴#资

金来源为节水奖励基金(

!粮食作物执行水价标准低

于供水成本水价#水管单位亏本运行#应予以补贴#补

贴标准为供水成本水价 #FG#I 元O6

H

与粮食作物执行

水价 #FH" 元O6

H

"用水定额内$'#FHG" 元O6

H

"用水量

在第一量级和第二量级之间$'#FG#H 元O6

H

"用水量在

第二量级和第三量级之间$的差额 #F#KI 元O6

H

'#F#DE

元O6

H

'#F##$ 元O6

H

)

"一般经济作物终端水价执行标

准与供水成本水价标准相同#且低于农民承受能力水

价标准和全县综合农业自流水价标准#不予补贴)

'高

附加值经济作物和设施农业终端水价执行标准高于供

水成本水价和农民承受能力水价标准#且高于全县综

合农业自流水价和扬水工程水价标准#但高于供水终

端完全成本水价只有 #F#CH 元O6

H

#由于其经济效益明

显#不予以补贴(

CF节水奖励( 奖励对象是有水权证用户#年灌溉

用水量低于水权水量#节水突出的用水合作组织'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用水户( 奖励标准按所交水费的 "$J

给予奖励( 资金来源从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收入'高

附加值经济作物和设施农业供水利润"高附加值经济

作物和设施农业水价 #FDIE 元O6

H

#超出终端成本水价

#FG#I 元O6

H

的部分 #FCEK 元O6

H

$'非农业供水利润'

水权转让收益'县级财政配套 $# 万元等途径筹集#建

立节水奖励基金(

!制订节水奖励基金管理办法!在

隆德县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设立基金账户进行统一管

理#水务局负责确定奖励对象#核定奖励额度#通过直

补或转账形式给予支付)审计局负责账务的审计和监

督工作(

"奖励办法!水管单位年终将节水奖励对象

的奖励资金统计汇总#经奖励对象确认#在试点项目区

公示无异议后#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财政局根据隆

德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试点项目区奖励节水对象

的通知,#按年度将奖励资金拨付至沙塘水利站#由水

管单位发放至各奖励对象(

E&改革成果

自 C#"G 年推行农业水价改革以来#群众的水权意

识和水商品观念已树立起来#基本实现了由%要我节

水&到%我要节水&的意识转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显著( 工程改造改善灌溉面积 CF"I 万亩#增

产粮食 DI 万 :.)通过精准计量#定额灌溉促使用户增

强节水意识#提高节水效率达到 "#J以上#年节约水

量 CI 万6

H

)用水经费采用Z]卡刷卡收费#水费收缴率

由 G#J提高到 "##J#年增加水费收入 G#F" 万元#增

加的水费可以大幅度增加工程管理单位水费收入#使

管理单位加大对工程维修养护的投入#促使工程进入

良性运行轨道(

9F改革以精准计量#水费实行Z]卡充值收费实现

灌区智能化管理为基础#组建农民用水者协会#让农民

用水户在分配的水权内用水#使用水户自觉把%水&当

成%钱&来用#真正做到了用%明白水&#交%放心钱&#实

现了水资源高效利用'降低农业用水成本的必要措施(

CF项目实施合理提高水价#建立了农业用水精准

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能充分调动起用水户节约用水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灌区工程经济效益增加#更好地

促进灌区水利的发展#提高灌溉保证率( 供水价格以

动态不断调整#通过水价杠杆作用#推动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推动农'林'牧生产和地方经济由粗放型经营向

集约化经营转变#农牧业生产向高标准'规模化经营方

向发展#促使农民进行高产植作物'经济作物种植#从

而促进农业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F通过自动化的闸门系统和自动量水设施的运用#

提高了科学管理水的水平#减轻了职工的工作负担#同

时#增强了群众对水商品的认识#划小了灌溉供水单元#

改变了%吃大锅水&的现状#水费计量到户#为最终实现

终端收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同时协会规范化建设和

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农民自主管理'自我发展的意识增

强#用水配水计划性提高#水费水量计量到户#减少了

群众用水纠纷#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灌溉秩序(

通过隆德县渝河灌区水价综合改革可使水利工程

产权明晰#经营方式得到改善#管护责任得以落实#安

全运行获得保障#群众节水意识不断提高#种植结构给

予调整#节约用水的目标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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