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基本做法和初步经验的通知

浙水办农[2017]15 号

各市、县（市、区）水利（水电、水务）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 2017 年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和《浙江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总体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政办发〔2017〕118 号）
精神，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6〕2 号）、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关于抓紧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
通知》（发改办价格〔2016〕2369 号）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水利部、农
业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080 号）
等文件要求，现将平湖市、德清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基本做法和初步经验印发给你们，
请转送当地发改、财政、农业和国土等有关部门，在贯彻落实上述有关改革文件时学习借鉴。
附件：1. 平湖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经验
2. 德清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经验

浙江省水利厅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20 日

附件 1：
平湖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经验

一、试点灌区基本情况
平湖市位于太湖流域杭嘉湖平原，是国家级商品粮、商品粮油基地市和全国无公害农产
品生产示范基地市。2016 年以来，作为浙江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首批试点县（市、区），
该市组织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试点之一的金丝浜灌区有效灌溉面积 320 亩，其
中水稻约 260 亩，芦笋 60 亩。试点灌区由泵站提水灌溉，水稻区为管道灌溉，芦笋区为滴
灌灌溉。灌区管理单位为钟埭街道大力村水利服务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下辖 24 个灌区，负
责所辖范围内灌区的农田灌排工程设施管理维护和用水管理等工作。改革之前水稻区向农业
用水户收取灌溉费 38 元/亩，收取率基本已达到 100%；农田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检修主要
由平湖市与所在街道补助，不足部分由村集体经济自筹；需要大修理时进行上报立项，由上
级财政落实。芦笋区由大户管理，打水电费、维修费用及人员工资成本全部由大户承担。

二、主要做法
平湖市开展改革试点以来，领导高度重视，各部门、乡镇（街道）积极配合，在短时间
内制定了试点改革方案，并付诸实施。具体做法如下：
1.计量实行首部控制，典型计量。平湖市作为平原地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所辖灌
区均采用泵站提水灌溉，首部控制应运而生，即以泵站为基础，开展泵站首部计量，达到首
部总量控制的目的。改革以来，根据“简便节约、群众接受”的原则，实行灌区用水总量控
制，平均到每个田块确定亩均用水量，并增加典型田块的计量设施，校核用水数据。同时配
套数据远传终端系统，开发了灌溉用水监测系统平台，实现农业灌溉用水总量的实时动态监
控。
2.定额管理由松到紧，逐年严格。平湖市试点灌区的农业用水实行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定
额管理。以试点灌区水稻为例，计划到 2020 年，将亩均用水量降至 650 立方米以下，比当
前节水约 33.4%。考虑到试点灌区改变灌溉习惯的难度，且以不明显增加农民负担为原则，
需循序渐进、逐年严格，改革方案制定了各年度实施的梯度用水定额。
3.落实资金分级补助，精准到位。现有已向农户收取部分水费 35-45 元不等，市、镇已
有对农田水利设施维修管护给予补助，考核合格的村按照市级补 10 元/亩、镇配套 5 元/亩，
对于管护到位，农业节水效果明显的村集体提高 50%补助资金。在此基础上，通过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测算农业水价成本，根据农户承受能力和原有补助资金渠道，对缺口的实行精准
补贴。将原本由村集体兜底的“暗补”资金，精准计算为“明补”资金。
4.奖惩对象不拘一格，共同承担。在改革过程中，为调动农户和放水员的积极性，对两
者实行同奖同罚。用水奖惩实行“先考核后奖惩”的方式，主要考核指标为灌溉用水量，根
据实际用水量与用水目标定额的差额确定奖惩标准，奖惩对象为放水员和农户。节水量越大，
奖励越高，每节水 10%，节水奖励标准上浮 20%。通过奖励激励措施，来进一步调动农户和
放水员的节水积极性，逐步强化农业灌溉节水观念和意识。超额用水惩罚也由农户和放水员
按比例承担。
5.终端管理模式多样，共同参与。针对平湖市合作社、大户的管理主体不同，制定了不
同的综合管理模式。其中合作社管理的散户灌区，为尊重农民意愿，采用了“民主决议会议”
的方式，让所辖散户主动参与到农业用水计量与奖惩中，切实接触到改革的内容，并达到农
户、放水员互相监督的良性氛围。鼓励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通过规模经营，达
到农田水利设施集中管理、资金集中投入的目的。
6.改革政策家喻户晓，营造氛围。为保证改革成效，提高农户参与度，在具体改革试点
实施前，试点灌区所在村组织开展好相关“村规民约”建立，使试点灌区内的农户经民主表
决后统一思想，共同认可分档水价和节水奖励机制，建立灌区公约。同时，通过召开宣传动
员会议、发放宣传资料、发送手机短信等方式，对试点灌区农户、种粮大户、放水员及村干
部开展水价改革宣传动员、政策解读以及节水灌溉技术专业培训指导，以普及节水观念，普
及节水技能和方法，明晰改革机制制度。
三、预期成效

平湖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预期效果在于达到“两不变三受益”。“两不变”，即在现有
财政补贴政策基础上实施，不明显增加财政负担，不明显增加农户负担。“三受益”，即通
过水价改革达到节水、减排、增产的目的，减轻村自筹资金负担，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目标，
最终使村集体、放水员、农户三者受益。试点灌区改革后，预计年亩均节水 280 立方米、节
电 10.2 度，节水节电比例达 30%左右；亩均减少氨氮排放 12.6 克、总氮排放 19 克、 COD
排放 391 克，按 2015 年平湖市灌溉试验数据，减排率可达氨氮 30%、总氮 12%、COD20%；同
时实行科学灌溉后，水稻产量可增加约 5%。
四、启示
1.完备的农田水利设施奠定了改革基础。平湖市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开始推广建设
低压地下灌溉管道建设，至 1999 年，全市已建成农田地下灌溉管道 2350 公里，成为全国第
一个实现农田灌溉输水地下管道化的县(市)，节水灌溉实现全覆盖。近年来，该市积极开展
农田水利标准化建设，全市目前有效灌溉面积 34.65 万亩，拥有小型灌区 1195 个，农田灌
溉泵站 1672 座，地下灌溉管道 2582 公里，U 型排水沟 1462 公里，放水阀门 25 万个，全部
实行明排暗灌，灌溉体系完备，不断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开
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现农业节水减排、稳粮促调打下了良好基础。
2.健全的管护机制解决了田间管理难题。平湖市是全国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改革试点市，
自 2013 年起开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机制改革，先后出台《平湖市小型水利工程区域化
集中管理试点工作方案》《平湖市小型水利工程区域化集中管理办法（试行）》《平湖市小
型水利工程区域化集中管理考核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政策，落实农田水利管护资金，并
创新建立村级水利服务专业合作社，明确管护主体、管护责任。目前全市共有 8 个镇（街道）
82 个村建立了村级水利服务专业合作社，专业开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工作。目前，用
水管理模式统一实行“一把锄头放水”，集中由放水员统一管水，更有利于控制灌溉管理。
3.稳定的资金投入解决了补贴资金来源。平湖市已出台对农田水利设施维修管护给予补
助的相应政策，对于年度小型水利工程区域化集中管理考核合格的村，市财政补助标准为
10 元/亩，并要求镇街道配套 5 元/亩，对于管护到位，农业节水效果明显的村集体年度考
核达到优秀的，补助标准再提高 50%。2013 年以来，市、镇两级共落实管护资金约 1400 万
元，争取中央维修资金 1180 万元，共累计完成维修泵站 875 座、地下灌溉渠道 129 公里、
分水井 2654 只、放水阀门 28716 只，清理排水沟 2281 公里。
4.长期的缴费观念解决了群众意识问题。平湖市农业灌区历来向农户收取灌溉费，即所
谓的“打水费”，主要包含提水泵站电费及放水员管理工资。因此，农户实际已承担了部分
水费，相比较其他未收取水费的地区，平湖市的灌区农户应该更容易接受水价相关改革，愿
意承担部分水价成本，这也为实施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附件 2：
德清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经验

一、试点灌区基本情况

德清县位于杭嘉湖平原西部，兼有山区、丘陵、平原三类地形，全县有效灌溉面积 33
万亩。试点之一的新开圩灌区属于小型提水灌区，位于洛舍镇张陆湾村，灌区内通过低压管
道输水灌溉，灌溉面积 432 亩，其中粮食作物以单季稻为主，种植面积 167 亩，水产养殖面
积 230 亩，经济作物面积 35 亩。改革前灌区管理单位为张陆湾村委会，日常养护由村委负
责，放水员由种植大户担任。粮食种植户按照面积收取灌溉水费 25 元/亩，水产养殖区收取
供水动力费 82 元/亩。
二、主要做法
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德清县通过完善配套工程体系、创新用水
管理、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建立用水奖惩等方面创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其主要做法如下：
1.实施提标改造，创新用水管理手段。试点灌区位于德清县现代水利示范园，为打造碧
水田园，高标准配套完善灌排基础设施，实现精准灌溉并配套建设渠首计量设施，夯实农业
节水灌溉基础。深入实施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因地制宜核定不同作物和养殖类的
用水量。综合《浙江省农业用水定额》（DB33/T 769—2016）以及灌区现状用水定额分析
考虑，合理测算试点灌区目标用水定额。试点灌区水稻用水控制定额为 500 立方米/亩，
养殖用水控制定额为 2200 立方米/亩。综合考虑到试点灌区灌溉习惯的难度，从 2017 年实
施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后，通过试点灌区用水定额逐年递减，循序渐进，至 2018 年达到目标
定额。同时，按照“政府引导、农民自愿、依法登记、规范运作”的原则，成立村农民用水
专业合作社，制定了组织章程、实现制度上墙，落实管护责任，明确管理范围、管理内容、
能力建设及运作管理机制等，保障农业用水秩序，实现终端用水自治管理，形成倒逼机制，
促进高效节水管理。
2.把握改革核心，科学推出水价机制。综合分析维修养护、供水动力、人员劳务等农业
水价成本，科学测算试点灌区成本水价。试点灌区实施用水定额管理后成本水价为 48 元/
亩，养殖区成本水价为 88.05 元/亩。按照“分类清晰、负担合理、繁简适当”的原则探索
出台试点灌区农业水价收费办法。根据成本水费承担对象和用水对象的不同，探索推行分类
水价和分档水价并行政策，厘清成本水费与政府、村集体、农户合理负担的关系，以及粮食
作物与经济作物、水产养殖有区别的水费政策，探索实行分类水价和分档水价制度。
分类水价：试点灌区粮食区基准水价为 25 元/亩，经济作物为 25 元/亩，水产养殖为
74.8 元/亩。
分档水价：用水户在定额内用水按基准水价收费，对用水户超定额用水部分，在基准水
价的基础上抬高标准，超用水量越多，水价越高。
3.激发节水动力，精准建立用水奖惩政策。一是结合试点灌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的精
准补贴机制。在不增加农户负担的基础上，维持试点灌区收取机埠电费替代水费的现状，结
合灌区补助资金的情况，测算出灌区运行维护所需精准补贴资金需求，对于难以达到运行成
本的灌区财政补贴予以倾斜。二是提出鼓励节约用水的节水奖励和超额用水的惩罚政策。对
积极推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放水员或农户给予资金奖励，节水奖励以按灌溉
定额以内的节约水量为标准，每节约 10%，可按执行水价的 1-2 倍给予奖励；对超出灌溉定
额以外的用水量，每增加 10%，按加价标准的 1-2.5 倍征缴水费。通过建立精准补贴和用水

奖惩机制，保证该加收的收明白，政府补助的补清晰，促进节约用水、优化用水结构，有效
地推动农业水价改革工作有序进行。
4.注重改革宣传，倡导全民参与节水。通过在试点及德清全县开展宣传工作，积极营造
有利于加快完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促进农业节水减排的良好舆论氛围。争取社会各界和用
水农户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理解和支持，保障农业综合水价改革平稳顺利实施。
三、预期成效
1.促进工程良性运行。德清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措施的实施，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户自觉
节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较为完善的灌溉工程体系，落实工程管护责任，有利于工程长
期良性运行，逐步理顺了灌溉秩序，有效地缓解了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问题。另一方面，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措施的实施，改善了灌溉排水条件，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通过节
约农业灌溉用水可相对增加工业和其他用水，为德清县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对发展节
水型农业、建设节水型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2.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德清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后，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可由
0.4-0.5 提高到 0.6-0.7，随着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的实施，灌溉用水量将显著下降。根据灌
区现状用水量与实施定额控制后用水量的差额，年节约灌溉用水量 25.86 万立方米，节水效
益显著。
3.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后，改善灌溉水水质，改善了灌区水环境
和田间生态环境，提高灌溉水利用率的同时也相对增大生态环境用水量，环境绿化，增加灌
区植被覆盖率，对保持水土和改善生态环境发挥重要的作用。根据南方稻田节水防污技术示
范推广应用研究成果换算，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后，降低灌水量 25.86 万立方米，试点灌
区亩均可减少氨态氮排放 21 克，减少总氮排放 3.3 克，减少 COD 排放 681 克。减轻环境压
力的同时，也节约了环境整治、污水处理的成本，对促进当地的生态环境走向良性循环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几点启示
1.领导重视经费保障。德清县领导高度重视改革工作，试点启动初期同时成立了以县政
府负责人为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并明确了各部门分工。为进一步加强农
田水利日常维修养护工作，县财政每年落实资金 1800 万元专项用于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保障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资金的来源。同时，试点灌区所在的洛舍镇是“木业重镇，
钢琴之乡”，灌区用水合作组织利用该镇工业优势，积极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利管理，
该灌区所在德华集团等企业积极回报社会，每年资助部分农田水利管理经费。
2.综合改革齐头并进。德清县是我省多项重大改革试点县，改革氛围浓厚， 自 2014
年列入全国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国家试点以来，通过改革探索，
已完成了全县的农田水利设施确权发证，完成了 29 座山塘、水库经营权流转交易，交易额
达 7600 万元；将 4.96 亿元农田水利设施经营性资产量化股权，人均新增股权 1786 元；完
成水利资产抵押融资 3 单，贷款金额 7.902 亿元。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探索，在农业用水
管理、农田水利工程维修管护上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是建立全方位农田水利建管体制的重
要方面，该县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日常管护组织和管护经费，保障了工程的长效运行。

3.改革融入现代水利。目前，正按全省开展“大花园”建设，省厅提出的建设“秀水人
居美家园”行动，打造“点上精致、线上整洁、面上美丽”农田水利的要求。德清县重点打
造的现代水利示范区，以改革为契机，通过实施泵站标准化改造提升，低压灌溉建设，进一
步改善农田水利面貌，并开展农田水利标准化管理，将试点灌区打造成“美丽田园”的示范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