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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航 柳德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实施国家节水行
动。 节约用水，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在湖南省全社会用水总量中，农业用水占比
近 60%。省水利厅发布的《湖南省水资源公报》表
明，2016年， 全省各部门实际用水总量 330.36
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 195.11亿立方米。

农业是用水大户，也是节水潜力所在。 我
省持续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让农业水价更
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发挥水价
在节水中的杠杆作用， 激发农民的节水动力，
使得责任田不再喝“大锅水”。

一、拨动农业节水“敏感神经”———
激发农民的节水动力

长期以来， 我省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

运行维护经费不足， 农业用水管理不到位，农
业水价形成机制不健全，农业用水价格水平总
体偏低，不能有效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
环境成本，价格杠杆对促进节水的作用未得到
有效发挥，不仅造成农业用水方式粗放，而且
难以保障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

从 2008年以来，我省已连续 10年持续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旨在建立健全农业水价
形成机制，促进农业节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2008年至 2013年，为试点阶段。 我省选
取长沙县桐仁桥、 宁乡市黄材等 7 个灌区试
点，开展初步的改革探索。

2014年至 2015年，为正式启动阶段。 水
利部等 4 个国家部委确定我省岳阳县 (铁山
灌区）等 5 个县(市、区)为国家级改革试点，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2016 年至今，为深入推进阶段。 2016 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
意见》下发后，省政府办公厅及时出台实施意
见， 把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作为方向性、战
略性大事来抓，并确定长沙县（桐仁桥灌区）等
9 个县(市、区)作为省级层面改革单位全面推
开。 2017年，在巩固 2016年 9 个项目县的基
础上，再新增 11个县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省政府建立了分管副
省长为召集人的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省发改、财政、水利、
农业等部门密切合作，发挥价格调整、资金整
合、行业指导等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各试点项
目县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以促进农业
节水增效为目标，以完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为
核心，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从农业水权分
配、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精准补贴与节水奖励

机制、用水合作组织建设、工程建设与产权制
度改革等方面入手，着力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易推广的改革模式，
为全面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积累经验、奠定
基础。

“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目的是让农业
水价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发
挥水价在节水中的杠杆作用， 拨动农业节水
‘敏感神经’，激发农民的节水动力。”湖南省水
利工程管理局局长周新章介绍。

截至 2017 年底，我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共完成总投资 3.27 亿元， 已实施改革的农田
面积达 59 万亩，完成计量设施建设 1932 套，
补充建设末级渠系 1651 公里， 新建管道 143
公里，组建农民用水合作组织 3168个，完成工
程产权制度改革 151291处。

二、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变“大锅水”为“商品水”

在试点过程中，我省通过建立水权制度、完
善农业水价政策、 建立精准补贴机制和节水奖
励机制等多措并举，拨动农业节水“敏感神经”。

———推进水权改革，树立“水是商品”的理
念。

省政府明确，建立农业水权制度。按照“定
额供水、计量收费、梯级计价、节约有奖、超用
加价、水权可流转”的总原则，推行农业灌溉水
权。 各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省、市
（州）核定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确定县域内初
始水权分配。在初始水权以内，按成本收费；对
超定额部分，实行梯级计价模式。 鼓励用户转
让农业水权， 政府或其授权的水行政主管部

门、灌区管理单位可予以回购；在满足区域内
农业用水的前提下， 推行农业水权跨区域、跨
行业转让。

长沙县桐仁桥灌区率先实行水权改革。
“就像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分到农户一样，
水资源也可以分下去，这就是水权，不再是‘大
锅水’了。 ”桐仁桥水库管理所负责人通俗地
说。

———计量收费，改“按亩收费”为“按方收
费”。

通过计量，水权才能量化。 官庄水库浏阳
灌区根据实际用水需求，建设 20处量水设施，
均设在每一个支渠的分水口，作为与农民用水
户协会的水量计量点。 在试点项目区，水费全
部由“按亩收费”改为“按方计量收费”，全部实
现斗渠口计量。

———完善价格机制。
根据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等不同种植结

构，分类测算水价成本；根据工程类别，水价分
别实行政府定价、 政府指导价或协商定价；根
据用水额度，推行累进加价，对规模用水实行
分档水价。涟源市山茂水库灌区等部分项目单
位水价初步达到运行维护平衡水平。

涟源市山茂水库灌区实行“分类计价，超
定额累进加价”，即：超定额用水越多，加价越
多。 用水定额部分， 粮食作物的水价为 0.155
元 / 立方米，达到运行维护费用水平；一般经
济作物的水价则为 0.298 元 / 立方米，达到全
成本水平。粮食作物超定额用水，递增 80立方
米 / 亩以内， 水价按基础水价的 1.5 倍即
0.2325 元 / 立方米收取； 递增 80－160 立方
米 / 亩以内，则按基础水价的 3 倍即 0.465 元
/立方米收取。

———建立精准补贴机制和节水奖励机制。

通过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既要达到节水的
目的，但又不能过多增加农民的灌溉成本。 这
就需要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机制和节水奖
励机制。

铁山水库灌区实行节水补贴、 奖励政策，
实现水价虽有所提高但农民支出实际减少、用
水量减少但经济效益增加，当地不少农民尝到
了节水的甜头。铁山供水工程管理局发挥铁山
灌区经济结构多元优势，合理筹资补贴农业节
水：每年安排至少不低于 10万元，用于节约用
水奖励及农民用水户协会年度评比中获得先
进的单位和个人。

寒冬，正值农闲季节，可岳阳县筻口镇潼
溪村、中心村、锹塘村、均安村等 4 个村的村民
们并没有闲着， 而是忙着给田间渠道清淤、除
草。这 4个村都在筻口镇井塘用水户协会管辖
范围内。 协会会长方爱湖说，渠道畅通才能水
畅其流、灌排自如。“大锅水”变成了“商品水”，
村民们现在把农田水利设施看得更重了，维护
得更好了。 协会实行“一把锄头管水”，农业灌
溉不再是“上游水飘飘，下游干焦焦”。

作为我省最早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
项目区，铁山灌区在国家和省市支持下，分别
在铁山灌区灌溉范围内的岳阳县、汨罗市和临
湘市 3个县（市、区）的 11个乡镇 12 个农民用
水户协会进行试点（示范）建设，涉及灌溉面积
15.8 万亩，占灌区实灌面积的 26.4%。 试点项
目实施后，亩均节水 110 立方米左右，年均节
水 1700 万立方米以上，新增和恢复灌溉面积
0.8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10.8 万亩，新增粮食
生产力近 500 万公斤。“当前，铁山灌区正在
着力构建现代化节水型生态灌区，全力争创全
国大型灌区水效领跑者。 ”铁山供水工程管理
局局长熊树林介绍。

陈宏德 雷小波 柳德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
2016年 3 月 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湖南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 要研究和完善粮食安全政
策，把产能建设作为根本，实现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

农村水利，藏粮于地。 我省加快实施大型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大中型灌排泵站更
新改造等项目，大力发展农村水利，持续改善
农田水利设施，有效提升粮食产能，为国家粮
食安全作出湖南水利的贡献。

一、粮食生产，大型灌区挑大梁

韶山灌区总干渠流经湘乡市泉塘镇龙岭
村。从 11月 7日起，七八个村民每天都在给总
干渠清淤。 在四五米深的渠道底部，龙岭村村
民彭宪璋挑起一担淤泥，沿着渠道陡坡，缓步
上行。

韶山灌区管理局局长袁建明介绍，韶山灌
区 5条干渠总计 186公里，每年水利冬修时都
会组织清淤， 还会对损毁的干渠进行维修养
护，确保输水畅通无阻。

在湘潭县云湖桥镇云湖村， 韶山灌区
2017年度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正在紧张
实施。施工人员在对韶山灌区右干渠的坡面进
行“跳仓无缝浇筑”，即按“分块规划、隔块施
工、分层浇筑、整体成型”的原则施工，犹如下
跳棋一样，每隔一块浇筑一块，相邻两块混凝
土浇筑间隔时间不少于 7天，可确保混凝土没
有缝隙，减少渗漏。

像韶山灌区这样的设计灌溉面积 30 万
亩以上的大型灌区， 我省目前共有 23 处，总
计设计灌溉面积达 960 万亩， 粮食总产量达
60亿公斤，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 20%左右。作
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大型
灌区也是我省粮油棉等农产品生产基地，在我

省粮食生产中挑大梁的同时， 还担负
着城乡生活、 工业和环境供水的重要
任务。 由于大多建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大型灌区普遍存在建筑物老化、配套
设施不齐、工程标准低、渠道渗漏严重等
问题，导致灌溉效益连年衰减。 上世纪 90 年
代末，国家陆续启动以节水为中心的大型灌区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我省共有 20 处大
型灌区列入国家规划，总投资 50.9亿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快了灌区改造的
步伐，近 5年共对湖南下达大型灌区改造资金
20 亿元，其中中央投资 14.3 亿元，地方配套
资金 5.7 亿元。 安排地方配套资金时，省级财
政给予了全力支持，到 2015 年后省级配套资
金落实额度占到地方应配套资金的 80%，有
效缓解了项目建设资金不足问题。

经过近 5年的项目建设，全省大型灌区新
增和恢复灌溉面积 34.3 万亩， 改善灌溉面积
130.3万亩，增加粮食生产能力 1.74 亿公斤。

二、抗旱排涝，灌排泵站显身手

在湘乡市泉塘镇军塘村，胜前泵站军塘机
房静卧在涟水岸边， 周边的晚稻已经颗粒归
仓。

“今年晚稻丰收，搭帮这个泵站！ ”军塘村
支书胡建文说，在今年 6月下旬特大洪灾过程
中，涟水水位暴涨，军塘村所在地———被涟水
环绕的湖山垸也是内渍严重。 2016 年建成的
胜前泵站军塘机房、城涟机房、桥湾机房等 3
个机房马力齐开， 每小时排涝 5400 立方米，
24 小时连续作业，3 天排涝 40 余万立方米，
使得湖山垸 3万亩农田免受渍涝之灾，垸内群
众生产生活未受大的影响。

包括灌溉泵站、排涝和灌溉结合泵站在内
的灌排泵站，在抗旱排涝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
用。我省目前已建成大型灌溉泵站工程 14处、
191 座， 安装机组 1552 台套， 总装机容量
21.03万千瓦， 设计提水流量 391.7 立方米每

秒，设
计灌溉面积
569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356.4 万亩；已建成
大型排涝和灌溉结合泵站工程 42 处、419 座，
安装机组 2286 台套， 总装机容量 45.27 万千
瓦，设计排水流量 4352.3 立方米每秒，设计排
涝面积 1427.8 万亩，有效排涝面积 1253.3 万
亩。

作为水利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型
灌排泵站对防洪、排涝、灌溉、供水、环保和航
运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与大型灌区一样，
我省大型灌排泵站工程建设时间较早，运行时
间长，受当时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限制及维护
投入不足等因素影响， 机电灌排设施老化严
重，泵站灌排效率降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减
弱，能源浪费也比较严重。

国家先后于 2005 年启动实施大型排涝
泵站更新改造工程、2009 年启动实施大型灌
排泵站更新改造项目。 我省共有 56处大型灌
排泵站进入国家规划“笼子”， 规划更新机组
3838 台套、改造装机 66.30 万千瓦，规划总投
资约 44 亿元，其中中央定额补助 24.31 亿元。
截至目前，41 处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完毕，
开始发挥灌排效益。

位于平江县伍市镇的青冲水轮泵站，10
台机组焕然一新。青冲水轮泵站管理所所长刘
光辉介绍， 这 10 台机组自 2015 年 3 月起陆

续启用，今年夏秋时，总计
抽水灌溉 1000 万立方米， 相当
于一座中型水库的水量。

宁乡市韶花泵站更新改造后， 恰逢
2013 年大旱。 韶花泵站 100 余台 55 千瓦以
上机电设备全部开机，最长运行时间达 38天、
800多个小时，总提水量达 3340万立方米，灌
溉农田 23万亩，为抗旱发挥了巨大作用。

2017 年度， 我省山丘区大型灌排泵站更
新改造工程共实施 9 处，下达计划投资 1.2 亿
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7200 万元。 目前，9 处
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均已陆续开工， 预计
12月底将完成 80%的工程量。

三、建管并重，构建“灌溉网”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我省正在着力构
建高效安全、保障有力的“水利网”，其中“灌溉
网”是重点之一。

通过近几年来的大投入，我省已初步形成
了以大中型灌区和大中型泵站为依托，小型灌
区、泵站作补充，河网渠系相结合的“灌溉网”，
新增和恢复灌溉面积 116.26 万亩， 改善灌溉
面积 320.8 万亩， 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8.64
亿公斤，年新增节水能力 5.2 亿立方米，农田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 2012年的 0.472 提高
到 2016年的 0.505。

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局局长周新章说，建
管并重，构建“灌溉网”，可更好保障粮食安全。

构建“灌溉网”， 为粮食生产筑牢抗灾防
线。 在 2013 年全省超历史特大干旱中，大中

型灌区显示了抗御特大旱灾的屏障作用。当年
全省 23 处大型灌区抓好蓄水、保水、管水、用
水工作，保灌面积达 630 万亩，保障了灌区内
农民大旱之年无大灾， 全省农业生产基本稳
定。 2013 年 8 月，长沙市望城区坪塘镇、含浦
镇 2.3 万亩农田受持续大旱影响，岳麓区旱情
也发展迅速，部分农田脱水、开坼。在旱情紧急
的情况下，应尾灌区群众需求，韶山灌区在两
天内紧急调水 100 万立方米， 及时支持岳麓
区坪塘镇、含浦镇农业灌溉。 酒埠江、双牌、欧
阳海、澧阳平原等灌区，严格按照其灌区用水
配水方案，科学调配灌溉用水，实施分渠段用
水量总量控制，灌区管水员每天根据各支、斗、
农渠的用水情况，勤开勤关水闸，最大限度节
约用水送下游，缓解了尾灌区的旱情。其中，双
牌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32.56 万亩，当年实现保
灌面积达 31.2 万亩。 大圳灌区制订科学调度
方案，妥善解决灌溉与水力发电的矛盾，在抗
旱关键时期果断停发水电保灌溉，采取先远后
近、先下游后上游轮灌的办法，确保灌区范围
内 40 余万亩农田在有效控灌之内。 在 2017
年农田灌溉中，除因特大洪灾造成部分灌区工
程受损影响外， 大型灌区实现保灌面积 700
万亩以上，灌区农业再获丰收。

提高水资源效益，为灌区经济发展提供更
好的水利支撑。 得益于近 5年来的灌区建设，
大型灌区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逐年提升，
平均每年节约农业灌溉用水近 4亿立方米。节
约的水量，除用于扩大灌溉面积外，也为城乡
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逐步加大了供给，灌
区工程在水资源科学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
用。 但中型灌区还是农田水利设施的“短板”。
目前， 全省中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已基本完成，
水库普遍有了一个“好肚子”，能够正常蓄水运
行。 但由于中小型灌区改造严重滞后，大量骨
干渠道不畅通，没有几根“好肠子”，水库有水
送不出，制约工程效益发挥，亟待全面启动中
型灌区和泵站改造。为此，省水利厅编制了《中
型灌 区节 水配 套 改造“十三 五 ” 规 划
（2016-2020年)》，正积极谋划项目前期工作，
争取尽快实施。

践行新发展理念，创建生态型、节水型、智
慧型现代化灌区。省财政安排了大型灌区信息
化和基层站所危旧房改造补助资金，分 5 年实
施，逐步改善大型灌区的管理条件，提升管理
水平。 已建成的“湖南省灌区信息化省级平
台”，通过灌区信息化建设，推动灌区专业化、
现代化管理。大部分大型灌区都建立水管理信
息系统并接入省级平台，充分发挥“互联网 +”
的优势，通过在线监测骨干渠道的水位、流量、
墒情、雨量等数据和远程闸门控制，逐步实现
灌区水土资源智能优化配置。各大型灌区站在
新起点探索新发展， 向社会展现多方面价值。
如韶山灌区积极创建现代化示范灌区、国家一
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国家水情教育基地，现
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红色教育基地，在弘扬
和传播红色精神、灌区文化和水利行业精神方
面影响巨大； 双牌灌区利用自身条件优势，调
动灌区群众积极性，着力打造生态灌区，目前
建设的百里花果生态灌区风景带已初具雏形。

———“藏粮于地”战略的湖南进行时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促进农业节水———

责任田不再喝“大锅水”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双牌灌区正在打
造百里花果生态灌区
风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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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灌区积极创建现代化示范灌区。 图为“三湘分流”渡槽。 傅国雄 摄

� 涟源市民兵灌区 2016 年列入全省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后，在各支渠安装量水设
施，实现“按方计量收费”。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