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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由点及面——
—

拨动农业节水“敏感神经”
许

航

林梦溪

李

俊

作为用水第一大户，农业用水在全省用
水总量中占比近 60%， 而且用水方式粗放，
节水潜力也最大。 我省 2008 年以来持续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让农业水价更好
地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以水价杠
杆撬动农业节水。 2018 年，我省将长沙县、
茶陵县、澧县等 20 个县（灌区）作为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重点推进县（灌区），拨动农业节
水
“
敏感神经”。

由局部试点转向全面铺开
省委、省政府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作为
全省改革工作重点任务，并列入乡村振兴战
略工作要点， 加强绩效考核和项目督办，落
实市州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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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改革工作。
2018 年 3 月，省发改、财政、水利、农
业、国土 5 个部门联合出台《2018－2019 年
度湖南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要
求各市（州）、县（市、区）和大型灌区及时制
订总体实施规划和年度实施方案，限期完成
改革任务，并在各部门的涉农涉水项目中纳
入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进一步扩大改革
实施范围。 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水利厅、
省农业农村厅正在联合出台《湖南省农业用
水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对全省的农业水
费定价原则、收费方式、定额管理、补贴机制
等作出明确规定。
各重点推进县（灌区）以完善农业水价
形成机制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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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探索形成可复制、易推广的改革模式。
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 我省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重点推进项目区从 2008 年的 4
个县扩大到了 32 个县的 75 个项目区，累计
安排专项投资 4.1 亿元，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正在由局部试点转向全面铺开。 2018 年，全
省计划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面积 33
万亩，预计全年可实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
施面积 63 万亩。 2018 年 5 月，经国家发改
委等 4 个部委实地复核，湖南省 2017 年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绩效考评结果为优秀。

激发农民节水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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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发农民节水动力。
——
—推进水权改革，变“大锅水”为“商
品水”。
长沙县桐仁桥灌区以“定额供水、计量
收费、阶梯计价、节约有奖、超用加价、水权
可流转”为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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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茶陵县茶安灌区确定基础水量为 2800
万立方米，实际灌溉面积 8 万亩，灌区平均
初始水权为 350 立方米 / 亩。
省水利厅在长沙县江背镇开展水权交
易试点工作，在试点经验基础上制定了《湖
南省水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
—建立合理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20 个重点推进县 （灌区） 根据粮食作
物、经济作物等不同种植结构，进行了水价
成本监审，并设立阶梯分段水价。
改革后的农业水价，末级渠系基本达到
运维水平。 充分考虑田间水利设施建设情
况、节水技术推广应用情况，对超定额用水
实行累进加价，以此鼓励农业节水和产业结
构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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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促进
农业节水的目的，但又不能过多增加农民的
灌溉成本。 ”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局局长朱
健荣说，“这就需要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
机制和节水奖励机制。 ”
我省 2018 年共落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奖补资金 9511 万元，各重点推进县（灌区）
均出台了与节水成效、调价幅度、财力状况
相匹配的农业用水补贴机制。 岳阳市铁山灌
区实行节水补贴、奖励政策，实现水价虽有
所提高但农民实际支出减少、用水量减少但
经济效益增加。 按照水权分配方案，铁山灌
区参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 3 个用水户协
会，每年可节约用水 460 万立方米，实现节
水增效。 涟源市、长沙县、宁乡市则实行政府
补贴水价、节水回购政策。
同时，各重点推进县（灌区）还实施了灌
区量测水设施建设、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
设、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发展、农田水利设施
产权改革等配套措施，确保了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顺利推进。

大中型灌区：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
陈宏德

李

俊

大中型灌区，是农业灌溉主力军。 我省
加快实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有效提升粮食产能，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为“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作出湖南水利贡献。

灌区节水配套改造久久为功
位于桃源县境内的黄石灌区， 主要灌溉
桃源县境内黄石、漆河、陬市等 11 个乡镇 91
个村，设计灌溉面积 37.5 万亩。 这个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
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工程隐患日益加剧，工程
效益年年锐减。 1999 年，黄石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工程正式启动， 国家先后下达了
13 个年度 15 批项目。 其中，2012 年至 2017
年实际到位资金 1.43 亿元， 到 2018 年 4 月
全面完成施工任务， 改善和恢复灌溉面积
9.17 万亩，年节约水量达 1613 万立方米。
黄石灌区只是我省众多灌区的一个缩
影。今年，我省继续扎实推进 2018 年度大型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2018 年度农业
综合开发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省级奖补
资金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等项目，基础设

施建设效益凸显。 2018 年，全省大中型灌区
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到位资金 3.1 亿元。 全部
完工后，可新建、改造渠道 791 公里，建筑物
577 座，综合效益突出：预期可新增、改善灌
溉面积 43 万亩，年新增粮食产能 3717 万公
斤， 可为灌区范围内群众年增收 3000 万
元；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将由 2017 年
末的 0.515 提高到 2018 年末的 0.52 左右，
年新增节水能力 8357 万立方米， 可有效改
善农村生态环境。 在去冬今春少雨导致蓄水
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科学调度、合理配水的
灌溉管理及综合节水措施，大中型灌区今年
保障了 2200 余万亩农田的有效灌溉，为湖
南粮食连续稳产高产提供了坚实支撑。
与此同时，大型灌区项目建设监管机制
逐步完善。 2018 年 8 月， 省水利厅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强化市州水利（水务）局对大型
灌区工程项目建管责任的通知》， 要求加强
各市州水利（水务）局对大型灌区工程项目
建设与管理工作，明确了各市州水利(水务)
局对本辖区内大型灌区工程项目的监督与
管理责任。

开启灌区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今年，在国家支持下，欧阳海灌区等

19 处 大 型 灌 区 新 增 量 测 水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至 11 月底已完成投资 7199 万元，新
建 量 测 水 站 819 处 、 改 造 量 测 水 站 128
处，基本实现大型灌区骨干渠道水情信息
远程在线监控， 改变了以往灌区粗犷、低
效率的量水方式，为落实国家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和灌 区 用 水 精 细 化 管 理 创 造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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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改善大型灌
区的管理条件和提升管理水平。 我省已建立
“
湖南省灌区信息化省级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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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通过在线监
测骨干渠道的水位、流量、墒情、雨量等数
据，以及远程闸门控制，逐步实现灌区水土
资源智能优化配置。
大型灌区现代化建设规划也取得实质
性进展。 为争取我省灌区顺利纳入国家现代
化灌区试点，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局多次调
研、部署、培训指导，加快推进大型灌区现代
化改造建设前期工作。 目前，全省已有 6 处
灌区开展了规划编制工作，开启了我省灌区
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大型灌排泵站：旱能灌、涝能排
雷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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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

从古代“抱瓮而出灌”，到后来的辘轳、
水车，再到如今的泵站，提水灌溉方式不断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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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等方
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更新改造，让大型灌排泵站重焕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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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启动实施大型灌排泵站
更新改造项目。 我省有 27 处大型灌排泵站
进入国家规划“笼子”，规划更新机组 2229
台（套）、改造装机 34.49 万千瓦，主要改造
内容包括： 泵站建筑物加固改造或拆除重
建、机电设备及泵站管理的变配电设备改造
或更新、泵站金属结构及压力管道改造加固
或更新、计算机监控及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
或技术升级、泵站管理设施及生产保障设施
完善和改造等。
截至目前，全省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
工程到位总投资 13.51 亿元，其中中央预算
内投资 11.96 亿元、 省级配套资金 1.45 亿
元。 到 2018 年 11 月 底 ，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12.61 亿元，到位投资完成率为 93.3%，共计

更 新 改 造 机 组 2103 台 （套）， 装 机 功 率
28.21 万千瓦。 其中，2018 年国家安排王家
湖、沈家湾、中洲、东保、马井、天井碈、胜前、
花岩、红岩、段江、渡口、青冲 12 处大型灌排
泵站更新改造项目，到位总投资 1.17 亿元，
已完成投资 1.08 亿元。
十年接力的更新改造，让大型灌排泵站
重焕生机。 韶花、甘溪、青山、苏洲坝、红旗、
国营、红卫、木鱼湖、许家台、大丰、南门桥、
鱼尾洲、 蒋家嘴、 竹埠港 14 处大型灌排泵
站，已全面完成规划内更新改造任务，成为
大地丰收的保障。

初步形成排灌体系，助力“灌溉网”
被誉为“亚洲第一泵”的青山水轮泵站，
位于临澧县杉板乡坪山村与新安镇洞坪村
交界处，改造前装机 8900 千瓦，设计提水
灌溉 14 个乡镇 33.02 万亩农田， 是我国规
模最大的青山水轮泵站。 2009 年，青山水轮
泵站更新改造工程开工，总投资达 9300 万
元，改造内容包括：在原有青山水轮泵房尾
部重建新水轮泵房， 安装 5 台额定功率为
2400 千瓦的水轮机、5 台功率为 2500 千瓦
的水泵及辅助设备等，泵站设计单机提水流
量 3.1 立方米每秒，泵站工艺由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水轮机与水泵同轴简单传动原理改
为通过齿轮箱增速后带动高效水泵提水。 青
山水轮泵站更新改造工程于 2013 年主体完
工并正式投入使用，总装机扩大到 1.2 万千

瓦，提水效益、输水能力大幅提升。 以前，水
轮泵开机 20 台时， 水到南干渠分水口需要
20 多个小时，现在仅需 10 小时左右。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后山溪泵站，是
该县唯一的一座中型泵站， 主要承担渠阳
镇等地农田灌溉任务，灌溉面积 1.2 万亩。
2013 年，后山溪泵站与怀化市鹤城区红岩
泵站一起立项，于 2015 年 10 月开始更新
改造，2018 年 7 月 20 日全面完成土建工
程及电器设备、 水泵机组安装等所有建设
内容。 在今年夏季抗旱的关键时刻，后山溪
泵站 3 台新装机组从 7 月 22 日至 8 月 11
日连续运行 20 天 480 多个小时， 每天抽
水 6 万余立方米输送到下游灌区， 保证了
8000 多亩严重干旱的稻田恢复灌溉。 当地
群众点赞：“后山溪泵站更新改造项目真是
及时雨！ ”
我省 27 处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项
目实施以来，累计改善、新增灌溉面积 198
万亩，改善、新增排涝面积 147 万亩，累计
增 产 粮 食 3.58 亿 公 斤 。 尤 其 是 在 抗 御
2013 年特大干旱和 2017 年洪涝灾害中，
大型灌排泵站充分发挥“旱能灌、涝能排”
的抗灾效益， 最大限度降低了水旱灾害损
失。 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局局长朱健荣表
示， 我省如今初步形成了以大中型泵站为
依托，小型泵站作补充、河网渠系相结合的
排灌体系， 为构建丰枯相济、 旱涝保收的
“
灌溉网”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8 年改造后的黄石灌区北干渠。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局提供)

澧县：“一把钥匙”管水
澧县 2016 年被列为全省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重点推进县以来，以九旺灌区为示
范引领，在城头山、大堰当等 7 个镇 3.27
万亩耕地推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激发农
民节水动力，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
迎。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启动后，项目
区分别对干、 支渠到农渠的 63 处涵闸进
行了改造，在农渠及管道分水口建设了 75
套自动量测水设施， 对项目区内 31.1 公

里田间渠道进行硬化防渗，对满足自流条
件的 1.6 万亩耕地实施高效节水灌溉。
项目区以村集体或片区成立农民用
水户分会，负责用水管理、田间工程管护、
水费收缴和使用，“一把钥匙”管水。 完善
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实行“按方收费”的水
费收取方式；推行阶梯水价、水权交易制
度，实行补贴奖励，促进节水减排。 如今，
项目区节约用水的理念深入人心，水费收
（许 航 林梦溪）
缴率达 95%。

韶山灌区：新增量测水设施建设项目
冬至时节， 韶山灌区干渠已全线停
水冬修， 正在进行信息化设施新建与改
造、量测水管理系统建设、支渠标准断面
建设、闸门启闭房和水位计房建设。 这是
韶山灌区 2018 年度新增量测水设施建
设项目的场景。
2018 年 6 月， 国家下达韶山灌区新
增量测水设施专项建设计划 2568 万元，
建设主要内容包括： 新建量测水设施 175
处，改造量测水设施 16 处，以及韶山灌区

管理局综合管理平台升级改造等。 其中：
总干渠新建 19 处、改造 9 处量测水站；北
干渠新建 36 处、改造 2 处量测水站；南干
渠新建 56 处、改造 1 处量测水站；左干渠
新建 28 处量测水站；右干渠新建 36 处量
测水站、改造 4 处量测水站。
项目已于 2018 年 10 月开工， 计划
2019 年 3 月底前完工。 项目实施后，韶山
灌区骨干工程将基本实现量测水自动化
（陈宏德）
和水情监测信息化。

攸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区流量监测站。

段江泵站：建成一处、受益一处
12 月中旬， 在涟源市桥头河镇东石
村东石机埠建设现场， 施工人员正在进
行剪力墙混凝土施工。 该机埠的建设，将
保证东石村 300 多亩农田在来年的灌溉
用水。 这是段江泵站更新改造项目的一
个缩影。
涟源市段江泵站更新改造项目于
2014 年 5 月启动建设，共更新改造 61 处
机埠，改造装机 6002 千瓦。涟源市水务局
严把工程进度和质量关，对工程实行“三

检”和第三方检测。 工程建设启动 5 年来，
未出现安全质量事故。 每完成一处机埠建
设任务， 就及时将机埠移交给各乡镇，并
要求各乡镇对机埠资产进行详细登记备
案，由乡镇明确管理负责人、安全人员、技
术操作人员等，强化建后管护，确保工程
建成一处、受益一处。 据悉，段江泵站更新
改造项目全部完工后，总计将改善和恢复
灌溉面积 5.9 万亩， 年新增粮食产能 450
（曾 璐 刘利民）
万公斤。

武冈市：以 PPP 模式加速人饮安全建设
“十三五”期间，武冈市农村饮水安全
全覆盖暨巩固提升工程规划总投入约
10.6 亿元，其中，争取专项投资和政府整
合涉农资金投入 2.6 亿元，计划采取 PPP
模式投融资 8 亿元， 以 PPP 模式加速人
饮安全建设。
2017 年， 武冈市与资质单位共同编
制完成 PPP 项目相关工作，2018 年初完
成财政入库审批工作，批准融资计划 8 亿
元，2018 年 5 月完成社会资本方招标，

2018 年 7 月与社会资本方签订 《PPP 框
架协议》及《合资协议》；9 月启动 PPP 项
目建设，现已完成融资投入 1.2 亿元。 到
2020 年，将全面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区域供水规模化、工程建管专业化”的规
划目标。
截至目前，武冈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已达 84.7%， 供水保证率达 92%以上，同
时全面解决了 92321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贺万峰）
口的安全饮水问题。

永定区：管好“水源头”，把好“水龙头”
张家界市永定区农村供水总站 2011
年成立后，按照“城乡供水一体化、区域供
水规模化、工程建管专业化”的思路，高标
准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8 年来， 永定区先后兴建和改扩建了
22 个集镇集中供水工程和单村分散供水
工程 258 处， 其中千吨万人供水工程 6
处。 目前，全区每个乡镇都建成了一个标
准化自来水厂，每个村都建成了标准化水
池、水窖，集镇通水率达 100%，村（社区）
通水率达 100%。 截至 2017 年底，永定区
22.51 万农村人口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自来水普及率达 77.18%。
管好
“
水源头”，把好
“
水龙头”。 永定区
在各饮用水水源点树立了水源保护牌，建
成了区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 将水
质常规检测指标增加到 82 项。 全区农村自
来水实行水厂自检、水质检测中心巡检、疾
控中心抽检的三级水质检测体系， 每季度
将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末梢水水质安全状
况及检测合格率情况在政府网站公示。
“源头”好，“龙头”乐，一幅乡乡有水
站、村村有水池、户户有自来水的喜人图
景正在永定区悄然铺开。 （贺万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