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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攻坚战
□ 孙龙祥 杨卫锋 郭兴荣 /文

我市共有耕地面积 115.
11万亩，其中有
效灌溉面积 108.
3万亩。2013年以来，我市
先后被列为全国 80个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示
范试点县之一、全国 100个国家级农田水利
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
县之一、江苏省 15个省级小型水利工程管理
体制改革试点县之一。2016年底，上述三项
改革试点工作已全部通过验收，为全面推行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和江苏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和工
作要求，
我市必须在 2020年前全面完成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为此，
我市明确了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时间表：
2017年完成改革面积 10万
亩、
2018年 65万亩、
2019年 25万亩、2020
年全部完成。截至 2017年底，我市已顺利完
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 10万亩的任务。今
年，我市水价改革面积为 65万亩，其中高邮
灌区 55万亩，
其他涉农项目 10万亩（包括水
利、农开、国土等项目）。目前，相关工作正在
全力推进。
推进水价改革坚持
“节水优先”
水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一项重要资
源。随着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水资源在全球
范围内日趋紧张。为此，近年来，从国家到地
方都对水资源的综合利用与管理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就我市而言，
随着全市各行各业用水
量的快速攀升，省下达高邮每年的用水总量
指标更显弥足珍贵。而在我市农业生产中，
许
多农民朋友还存“大水漫灌”用水思维模式，
造成了水资源的大量浪费。
市水利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实行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节水优先”的指导思想和国务院决策部
署，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促进农业节
水，坚持供给与需求统筹考虑，坚持政府作用
和市场机制两手协同发力，创新农村水利体
制机制，
实现农田灌排工程良性运行。水价改
革主要目标任务是：分配水权，实行农业用水
定额管理和总量控制；实行用水许可，农业取
水许可基本实现全覆盖；实行供水计量，全面
完成小型提水灌溉泵站计量设施，大中型灌
区骨干工程全部实现支渠口及以下计量供
水；科学核定水价，分类测算农业供水成本，
合理核定农业用水价格；进行精准补贴，根据
农业用水原供水成本与执行水价差额确定，
超出部分由地方财政实行精准补贴；实行节
水奖励，对采取节水措施、调整生产模式促进
农业节水的实行节水奖励；明确工程产权，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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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明确给行政村，使用权和管理权移交
给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健全用水组织，实现农
民用水合作组织管理面积全覆盖。
“水价改革最终要达到‘四个到位’的要
求：一是管理服务到位，管理主体明确，管护
经费落实；二是水价核定到位，各供水单元或
供水组织水价标准核定到位；三是水费收缴
到位，供水单位向每个用水户实收水费到位；
四是政府监管到位，对农田水利设施运行、用
水合作组织服务、执行水价标准、精准补贴和
节水奖励落实等情况进行监管。”市水利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一项
系统工程，对我市农业节约用水、降低生产成
本、提升农田水利设施管理水平、缓解用水矛
盾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点经验为全面推行水价改革奠定基础
自 2013年高邮被列为全国 80个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县以来，在市委市政府
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市水利、财政、物
价等部门协同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相关做
法和经验先后被省内外主流媒体和专业刊物
争相报道。
首先，我市建立了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对
改革实施区域进一步细化分解用水指标，以
最小单元明晰农业水权，明确每亩用水定额，
并由市水利局给农民用水户协会颁发农业水
权证书，同时给每一位会员发放农户灌溉用
水量分配卡（代农业水权证书），明确了具体
的灌溉面积或养殖面积与用水量。建立了分
类水价形成制度，根据项目区农业用水量、固
定资产折旧、工程运行维护费、提水和人员费
用等因素，对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分类测算用
水价格。试点区粮食作物平均水价为 0.
102
元 /立方米、经济作物平均水价为 0.
107元 /
立方米、水产养殖平均水价 0.
112元 /立方
米。同时实行用水量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根据
用水量，对比用水定额，分为用水量≦105%
用水定额、
105%﹤用水量≦110%以及用水
量﹥110%等 3个量级，分别确定水价比例为
1:2:
3。在此基础上，市物价、水利部门联合完
成水价审核，出台了《关于下达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试点区指导价格的通知》，供改革试点区
执行。
在此基础上，我市还建立了农业精准补
贴制度，对种植粮食的农民、农民用水户协
会及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在执行全成本水价
过程中，比对现状执行水价，对超出的部分
给予补贴。为增强农业节水精准补贴机制的
可操作性，我市还专门制定了《高邮市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区农业节水精准补
贴实施办法（试行）》；建立了农业节水奖励
制度，分节水量≦5%用水指标、10%﹤节水
量≦20%以及节水量﹥20%等 3个量级进
行奖励，奖励标准分别为单方计量水价的
0.
5:1:1.
5。市级财政拨出专项资金 150万
元，作为节水奖励基金的启动资金，并根据
全市节水规模，通过适当增加财政预算内资
金投入，并在财政预算外管理的水利工程水
费中提留一部分资金，逐步壮大节水奖励基
金的规模。
与此同时，我市进一步建立完善水利工
程产权制度和工程长效管护制度。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以及“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谁
负担”的原则，对各类主体投资建设的工程产
权进行了明确，将县级工程明确给水利管理
单位，镇村级工程分别明确给乡镇、行政村，
村级工程的管理权、使用权明确给各农民用
水户协会，由其履行小型水利设施的管理、使
用权利。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小型水利工
程“1+N”管护模式，
“1”就是农村环境“五位
一体”管护模式，
“N”就是斗渠及以下田间工
程的多种管护模式，并明确小型田间水利工
程设施由农民用水户协会负责管护，管护经
费在执行的成本水价中提取。
通过几年来的试点改革和推广，我市水
价改革工作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与生态
效益。概括表现为“四减四增”：一是减少用水
数量，增强用水保障。经数据分析测算，试点
区每亩田节水量超过 100立方米。二是减少
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改革试点区全年水
费支出由每亩 100元，减少到每亩 70元左
右，同时沟渠整修与用水管理的费用全部纳
入水价成本测算中，交由农民用水户协会统
一管理，降低了单个农户人工消耗。三是减少
污染排放，增色农村环境。节水工程的完善，
用水量大幅度减少，使得化肥、农药排入水体
的数量也相应减少，污染水体程度进一步降
低;加上项目建设中同时对水、田、林、路进行
治理，使农村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四是减少
用水矛盾，增进干群关系。通过项目实施，解
决了不少边界矛盾、遗留问题、上下游纷争，
原本紧张的干群关系得到钝化、和解与改善。
几年来的水价改革试点和推广工作取得的成
功经验为我市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全面落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路线图”
根据我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路线图”，
今年全市需完成水价改革面积 65万亩，其中
大型灌区综合改革面积 55万亩、圩区及丘陵
山区改革面积 10万亩，并对实施高效节水灌
溉的区域要同步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为确保完成上述目标任务，我市由市水利部
门牵头，根据省分配我市用水控制指标，对全
市 13个乡镇、园区涉及水价改革的农业水权
进行了统一分配，明确了各乡镇园区农业用
水指标和改革实施区域用水合作组织的用水
指标，分类确定了不同作物灌溉用水定额，实
行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对农业用水实行许可
制度，
核定高邮灌区农业用水量为 3.
6亿立方
米。同时，在改革试点取得的水价形成机制的
基础上，根据《江苏省农业用水价格核定管理
试行办法》 文件精神，会同扬州大学对全市
13个乡镇的农业水价成本进行入户调查、水
价测算、成本分析等工作；由物价部门对水价
成本进行核定，出台了《高邮市农业用水价格
核定管理细则（试行）》；计划在 4月底出台指
导价格，
供实施改革区域执行。与此同时，进
一步完善配套供水计量设施。今年全市计划
新配套各类计量设施 384处。高邮灌区采用
建筑物量水和仪表量水，计划安装 137处；
圩区和丘陵地区采用仪表量水，在小型灌溉
泵站安装电磁流量计、水压差传感器、计时
器、专用计量表等设施，计划安装 247处，基
本实现改革实施区域计量设施全部配套到
位。 再次，实质化运作农民用水合作组织。
目前，我市已成立各类农民用水合作组织 68
家，其中 13个乡镇均成立了用水户联合会。
下一步，将通过加大培训指导、加大制度建
设、加大管护投入，促进联合会走上正常运转
之路，使其成为农田水利管护主体，充分发挥
应有的作用。
在此次基础上，修订完善精准补贴和节
水奖励办法。根据定额内用水成本和运行维
护成本的差额确定补贴标准；对调整种植结
构的规模经营主体、合作组织，根据节水量兑
现奖励资金。进一步落实管护经费，出台了
高邮市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实施意见，按照 15
元 /亩的管护标准，足额筹集农田水利设施
管护经费，除中央、省市补助资金外，由高邮
市财政拿出 300万元，其余由乡镇配套到
位。此外，根据《高邮市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
革实施意见》和《高邮市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落实工程产权制度
改革，对新建的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继续发放
产权证到各行政村。将工程管理权、使用权
明确给各农民用水户协会，并签订管理责任
书。做到产权主体明确，管护责任落实，民主
参与管理。
据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我
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最繁重的一年。但
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各乡镇园区
的积极配合下，目前，水价改革基础性工作已
经初步完成，大的工作方针已经明确，相信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今年的各项改革目标一定
能够顺利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