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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县农村供水管理的现状
与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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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民乐县农村自来水工程建设从 &% 年代卫生改水

开始至今$经过了氟病卫生改水&人饮解困&饮水安全

这几个阶段的发展$有一村一井和多村一井的供水模

式向有水库集中连片和城市自来水向周边村&组辐射

供水多种形式并存的供水模式发展% 机井供水的村&

组由原来的水塔供水全部改为全自动智能变频供水$

水库集中连片供水村&组的供水是水库的水经过水厂

沉淀&过滤&消毒$制成符合国家标准水质要求的水$经

过各级管网输送到千家万户$这些供水模式的并存随

着饮水安全项目新建&改建&联网&配套$巩固提升阶段

的实施$基本上解决了全县 $" 万农村人口吃上"放心

水#的问题$而且改善了农村的基础生产条件和居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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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目前$不但解

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他们能够安心外出打工$还解

决了一部分行动不便人口的用水问题$也还壮大了一

定数量的庭院经济$对规模养殖&设施农业&蔬菜大棚&

功能性特色集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用水起到了一

定的方便作用$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农民

形象地称之为"民心工程# "德政工程#% 现行的收费

标准执行的是 $%%" 年的政府定价$机井供水的收费标

准是 $3$% 元SE

"

$水库集中连片供水的收费标准是

#3#% 元SE

"

% 但在管理运行当中$拖欠水费&拒交水费

问题日趋严重$拖欠户逐年增加$拖欠数额呈递增趋

势$水费收缴难度大$造成供水单位供水效益不景气$

经营运行举步维艰$职工队伍思想不稳$严重制约了供

水单位的发展步伐$现行的管理模式是供水总公司 a

基层供水管理站a用水户$从发展的眼光来看$随着农

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对饮水要求的

标准越来越高$在高标准严要求下$现行的管理模式已

难走出当前困境$因此$创新管理模式势在必行%

,&存在的问题

乡镇连片供水单位导致水费回收困难$水费回收

率不高$与供水服务&维修不及时&职工队伍思想不稳

定有很大的关系$究其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两

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本文结合实际情况浅述如下$

为类似问题提供参考%

$3#!主观原因

$3#3#!用水户对服务不满

供水不仅是公益事业$更是服务性行业% 如!水质

是否优良&水压是否充足&安装是否满意&维修是否及

时&服务是否热情&计量是否合理等% 一旦用户对服务

不满$便有了拖欠&拒交水费的借口与理由%

$3#3$!重建设轻管理

除机井供水的村组$连片供水工程建设只满足于

各级管网改造$没有考虑建设给管理带来方便$尽管在

村口上修建了管理房$架设了总表$但长期以来已形成

的总表水量无法分摊到各用水户$吃水仍然是"大锅

水#的现状还没有改变$收费也只是以行政措施挂靠到

灌区管理单位$致使供水单位只负责运行维护$灌区管

理单位按供水单位提供的各村年初在册人口督促收

缴$这样就会出现服务不及时&供水不畅的问题$时间

一长就会对维修和供水产生一定的影响$供水单位的

诚信也打了折扣%

$3#3"!户表未集中控制

按照要求$户表必须出户$以 & U#% 户为一控制

井$集中安装$每一控制井安装一块总表$然后再安装

分表$每一控制井总表累计数与村口总表对口$实现联

户监督$节约水资源$降低水成本$实现用多少交多少$

保证收费的合理与公平$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受农户经

济条件的限制$水表没有出户$不论安装何种类型的

表$都不便于管理$造成抄表收费异常困难$而且不利

于停水催交% 然而$水表出户这种管理模式必将是今

后农村供水管理走出困境的有效管理模式%

$3$!客观方面

$3$3#!水表精度不够

对于机械式湿式水表和旋翼式 #PEE口径入户水

表$最小流量在 & U#$ Ŝ1内滴水$有些水表不计量$这

在规定范围内属正常$若以 & U#$ Ŝ1 内滴水计算$一

昼夜可滴水 #O$ U$&& $̂平均每户按 M UP 口人$以

P% Ŝ-5,人.计算$一户一天的用水量仅为 $%% U

$P% $̂对于从不间断的供水模式$而滴水足可满足家庭

的日用水量$这样以来$用户吃一月的水$水表也未计

量% 但水表的始动流量不列在现行国家标准考核的技

术指标内$水表的始动流量在示值误差中与分界流量

和最小流量有密切关系$目前国际认可的尚在执行的

技术指标是 #PEE口径水表最小流量点$)级为 N% Ŝ1$

W级为 "% Ŝ1$I级为 #P Ŝ1$X级为 ##3$P Ŝ1$能达 X

级计量等级并能大批量生产销售-或出口.全国也只

有 # U$ 家% 国际上$常见的小口径速度式水表结构型

式基本上大同小异-除美国外.$如果不加结构改进$

要实现滴水计量是不大可能的%

$3$3$!不良用水户偷水现象严重

部分用水户法律意识淡薄$有关的法律&法规对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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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用水仅做了原则性和一般性的规定$操作性不强$惩

戒力度不大% 有的用水户思想不正$贪图小利$在水表

前私接管道$私拆水表偷水$有些用水户抓住抄表员定

期抄表的规律$购买作案工具定期偷水$难以发现%

$3$3"!停水收缴也有难言之隐

有时停水催交有利于提高水费回收率$但也有难

言之隐$一是拆装异常困难$二是-冬季.有些地方受

条件限制根本无法停水$三是对农村贫困户&留守老人

等的水费收缴困难%

$3$3M!管网维修与管护力度不够

由于未按成本收费$导致工程运行管理缺乏稳定

的经费来源$主干管网出现爆管&漏水和村级管道出现

破裂&漏&滴维修不及时现象时常存在$水量损耗和供

水不及时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制约

了供水单位的发展%

$&应对措施

水费是供水行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水费回

收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供水行业的效益和正常运行$

关系到职工队伍的稳定% 因此$对症下药&制定措施&

拿出方案$确保水费及时回笼$才能使供水行业走出

困境%

"3#!加大宣传力度$依法用水

加大水是商品&依法用水&用水交费的宣传力度$

可以发放宣传单&刊登媒体广告$提供咨询答疑$组织

村组干部&群众代表到水厂了解制水的工艺流程% 让

用户们深刻领悟自来水并不自来的道理$使其珍惜水

资源$降低水成本$及时维修各级管网出现的滴&漏$依

法用水%

"3$!加大巡查力度$依法治水

组建一支普查巡逻执法队伍$不定期对用水户的

管网&供水情况进行巡逻检查$重点检查夏季供水不畅

的问题% 组织村组干部及用水户协会人员$重点检查

村组农户在房前屋后&村外围边缘四周浇灌作物的情

况$一旦出现这种偷用水情况$就对收费产生影响% 要

发挥农民参与式管理的作用$健全各项供水管理制度$

遏制偷水和破坏供水设施行为的发生% 体现公平&合

理的用水理念$才能保证供水系统的正常运转$

"3"!加大服务力度$依法收费

在各村中心点位置便于取水的主管上设置消防取

水井$并在主干管道交通便利处增设消防取水井$修建

管理房$明确标示及编号$将管理房钥匙交当地消防管

理部门$以应不测之需$最大限度降低不测之灾% 以优

服促回收$各项服务工作要常抓不懈% 冬季减压$夏季

增压$分片&分巷定时轮流供水$要以用户满意不满意

为标准$做好供水管理工作% 即使停水催交$事先也应

下达停水通知$而且要灵活应对$对白天不便停水的用

户可采取夜间停水$取得用户的理解与支持%

"3M!加强水质检测$着力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

供供水保障

!!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定期对集中式供水

的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进行检测$及时掌握农

村饮用水水质状况$对检查不合格的水$要查清原因$

限期整改$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对分散式供

水也要定期进行监测$摸清本地资料$对水质不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中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

式供水水质要求的水源$应停止使用并更换水源$随时

接受当地卫生部门的监督$着力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提供供水保障%

"3P!增大科技含量投入$实行智能化管理

在实际运行中$部分用水户家里水龙头开的很小$

水缸里滴满了水$可水表没转动$生活用水就这样循环

往复地解决了% 无形中加大了供水生产成本$加强计

量设施科技含量的投入$提高管理水平$向 HI卡智能

水表&雷达区域检测化迈进$实行智能化管理$向农村

供水管理好的地方学习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样不仅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有利于避免人情水&关系水$

既节约了水资源$又提高了供水保证率%

"3N!创新管理模式$稳定职工队伍

切实维护好&巩固好已建工程成果$坚持"先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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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后建工程#$因地制宜地加强供水工程建设与改造$

科学规划&精准施策$进一步强化水源保护和水质保

障% 结合正在实施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硬

化巷道和改建入户自来水时$工程建设要向便于管理

服务考虑$借鉴农村居民用电电表出户的方式$树立创

新意识$实行一户一表$做到水表出户$以 & U#% 户为

一控制井$集中安装$实现抄表不扰民$也便于联户监

督$还便于以后更好的改进% 根据工程运行实际和农

村用水的特点$积极推行两部制水费-人口基本水价 a

计量水价.收缴制度% 本着农村供水保本微利的原

则$及时核定水价$以满足工程运行之需$足额发放

职工工资$稳定职工队伍思想$更好地服务于农村供

水管理%

"3'!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政府为民情怀

对于农村特困户&孤寡老人&'P 岁以上老人等$管

理单位在摸清情况以后$应在村组公布$无异议后造册

登记$上报政府相关部门$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后应拨专

款$每月给予最基本的清洁卫生水定额补助% 这样既

可保证工程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又可体现政府

对农村弱势群体和农村老人的关怀和保护$有利于促

进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

参考文献

0#1!鲍卫峰$张国来C延安市农村饮水现状及对策分析0_1C中

国农村水利水电$$%%&-&.C

0$1!袁华平$姜萍C浅谈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现状及管理0_1C城

市建设理论研究$$%#$-"P.C

0"1!李永来$黄银强$刘兆奇C两部制水价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中的应用分析0_1C城市建设理论研究$$%#"-"".C

0M1!靳崇涛$李水娜$张白鹤C对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的建议0_1C

科技资讯$$%#%-$O.

''''''''''''''''''''''''''''''''''''''''''''''

C

'上接第 P' 页(

点多面长线广$通过实施"互联网 a#农村饮水工程管

理模式$增加了水费收入$降低供水成本$减少运行费

用$将管网漏失率控制在 #Ph以内$开源节流的收益

完全可以支撑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为贫困地区管

理农村饮水工程探索了有效的途径%

<3"互联网 a#农村饮水工程管理为农村饮水工

程效益的可持续发挥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水资源

短缺是制约彭阳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互联网a#农村饮水工程管理为水行政主管部门科

学化调度水资源提供了决策依据$合理配置生活&生态

和工农业用水$提高科学化管理水平$使有限的水资源

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效益%

23"互联网 a#农村饮水工程管理搭建了水利工

程管理的信息平台$加快了水利信息化建设步伐% 彭

阳县建设"互联网a#农村饮水工程管理模式$重点采

用云计算和移动物联自动控制技术$通过在供水池安

装液位传感器&泵站安装自动启停控制$实现了对水泵

自动化启停控制&流量越限报警及停泵保护&水泵电机

过流过压缺相断路等自动保护$保证了水泵&电机&过

滤器安全经济运行% 同时$利用无线局域网&+YdJ 等

通信手段$实现了手机&计算机对供水系统的远程控制

和监测% 该项技术在宁夏红寺堡&盐池县&海原县农村

饮水工程运行管理中进行了推广$加快了水利信息化

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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