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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施政府购买农田水利公共服务是提高水利服务效率的重要举措$ 目前中国云南%江苏%山东等地在

政府购买水利公共服务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 笔者分析了河北省农田水利发展现状和问题"研究引入(政府买服

务)的政策依据和可参考实例"并且对河北省实施政府购买农田水利服务提出几点建议"包括'健全制度体系"构建

政府购买农田水利服务有效运行机制"落实保障措施等$

!关键词"!政府购买服务&农田水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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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是中国 E" 个粮食主产区之一& 近年来随

着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力度加大#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得

到了很大的改观& 但是如何可持续地用好%管好这些

工程是目前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文件#要求/加快水行政管理职能转变#创新水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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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提供方式0&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水利服务对

于提高水利公共服务效率%促进公众参与农田水利建

设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E,

& 据调研#目前中国云南%山

东%安徽%江苏等许多地方在政府购买农田水利服务方

面进行了试点并初见成效& 河北省农田水利管理可以

参考这些实践经验#尝试引入/政府买服务0机制#并

进一步探索政府购买农田水利服务的范畴%购买程序%

管理机制等一系列问题#深化河北省农田水利管理体

制改革&

(&河北省农田水利发展现状

E.E!农田水利的范畴及其公共品属性分析

农田水利主要包括农田灌排渠系统设施"由取水

枢纽%输水配水系统%田间调节系统%排水系统%容泄区

和各种灌排建筑物组成$%截留提水设施"包括小型水

库设施%小型抽水站等$和水土保持设施等+$,

& 此外#

随着信息化技术在农田水利领域的应用#农田水利管

理信息系统也成为农田水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虽然规模较小#却承担着农田灌溉和排水

功能#对于农业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田水利设施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一方面#担负着

防洪%排涝%抗旱等公益性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

私人产品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农民是农田水利事业的

主体#农田水利需要广大农民参与建设%维护和运行管

理+",

& 但是#农田水利的服务对象是农业#自身盈利不

足#农田水利必然需要财政的长期大力支持&

E.$!河北省农田水利工程现状

据统计#河北省有效灌溉面积 H%%LQ8

$

#节水灌溉

面积 $%L%Q8

$

*全省 M#\以上的有效灌溉面积位于井

灌区#农田灌溉以地下水为主#农用机井 L# 多万眼*

河北省拥有万亩以上灌区 E"L 处#水池%水窖等集雨

工程 "$ 万处+H,

&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大量修建#对

于全省农业的粮食增产%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了

保障&

E."!河北省农田水利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河北省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和现状管

理方式存在差别#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类型%规模%受益

面%管理难易程度等差异较大#产权主体和运行管理方

式多样& 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投入使用后#一般将产

权移交给受益村集体#并建立使用与管理机制& 工程

运行管理主要有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联户管理和个体管理等多种形式&

但是在工程实际运行中却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一

是运行管护主体责任不到位#权责不对称& 已建成的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没有理顺#大部分小型水

利工程基本上是有人用%无人管& 二是小型农田水利

工程管理维护经费缺乏保障#致使工程损坏#不能得到

有效维修和更新&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农田水利管理和维护显得更

加重要&

,&中国政府买农田水利服务的政策支持和

典型实践

$.E!政府买农田水利服务的政策支持

近年来#中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社

会各领域/政府买服务0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广政府购买

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

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0

+%,

#要求/适合

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

组织承担0&

$#EH 年-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

指出#/加快水行政管理职能转变#创新水利公共服务

提供方式0& 这是中国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水利改革发

展的决策部署#推动水利重要领域改革的重要文件#是

首个明确提出/推行工程建设管理%运行管理%维修养

护%技术服务等水利公共服务向社会力量购买0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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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也使政府购买农田水利公共服务有了明确的政

策支持&

$#E% 年 E$ 月财政部%水利部印发-农田水利设施

建设和水土保持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首次明确提

出#农田水利公共服务可以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模式#由中央财政预算提供资金#按照市场规则

通过服务购买的方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使政府购买农

田水利服务有了更为明确的政策支持&

$#EK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大规模推进农田水

利建设0工作#提出/深化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

度改革#创新运行管护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护0& 中央一号文件从国家

发展战略的高度对政府购买农田水利服务提供了政

策支持&

综上所述#中国从宏观政策到部门规章#为政府购

买农田水利服务提供了可遵循的政策& 因此#政府购

买农田水利公共服务#已成为水利管理体制改革的

趋势&

$.$!政府购买农田水利服务的典型实践

据调研#目前中国云南%江苏等省份在政府购买农

田水利服务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

如云南省陆良县恨虎坝中型灌区试点引入社会资

本解决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0问题#在农田水利工程

建设管理中具体实施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

模式+K,

*江苏省洪泽县推行的/五位一体0管护机制#

将农田水利设施管理与交通%环卫%公共绿化%公共场

所进行综合管理#分区划片#公开招聘管护人员#层层

落实责任并制定相应激励措施*湖北省为农村水利工

程管护请/东家0#实行物业化管理*安徽省庐江县同

大镇在前期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尝试将水利工程管养

推向社会#委托专业化公司管护*安徽省阜南县将全县

HI 处排涝泵站维修养护任务%%% 处国有闸%坝工程汛

前维修养护任务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H$ 处小水厂日

常维修养护任务委托给专业机电灌排公司承担*浙江

省天台县实施的小型水利工程区域化集中管理试点#

积极探索物业管理模式#将县域范围内的小型水利工

程进行打包招标#由相关资质的物业公司承担区域化

集中管理等&

这些典型实践经验#为河北省乃至全国实施政府

购买农田水利服务提供了可参考案例&

%&河北省探索政府购买农田水利服务的

建议

".E!健全相关制度体系

政府购买农田水利服务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一

个领域#因此政府购买农田水利公共服务的行为应置

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畴& 目前中国政府购买公共

服务仍然处于初级探索阶段#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

尚不完善& 可依据-政府采购法.#并结合河北省地方

实际#制定出台地方型政府购买农田水利服务的实施

条例或实施细则#对购买农田水利服务的程序%经费保

障%解决争议等作出规定&

".$!制定专业指导目录

目前中国正在着手编制水利行业政府购买公共服

务指导目录#该目录按照水利公共服务的性质#将水利

公共服务划分为水利公共产品供给%水利技术服务%水

利公共秩序维护等三大类型& 其中水利公共产品主要

包括由各类水利基础设施提供的供水%排水%防汛%抗

旱%除涝等服务& 水利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主要包括

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运行管理和维修养护+M,

&

众所周知#河北省农田水利工程种类多样#蓄水设施如

小水库%塘坝%水池*引水设施如小型拦河闸坝%引水

闸%截潜流等*输水配水设施如渠道%管道%闸门*田间

灌水设施如喷灌%滴灌%/小白龙0%闸管灌等& 因此#

购买农田水利公共服务的指导目录需要在水利行业政

府购买公共服务指导目录基础上#将购买内容进一步

细化到每一个小项#从而形成能够直接指导政府购买

农田水利公共服务项目的依据&

"."!构建政府购买农田水利服务的运行机制

针对政府购买农田水利服务过程中各关键环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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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阶段#建立相应的原则和操作规范#以推动参与各

方协调联动#规范运行&

第一#应建立购买方的需求管理机制& 建议农田

水利经营性项目可通过 ///模式吸引社会资本进入*

与农民利益相关性较小而公益性较强的工程#如田间

排水工程%灌溉用水管理信息系统等#可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同时加强购买农田水

利服务需求论证#提高服务水平和供给效率& 第二#建

立方式灵活的承接主体确定机制& 农田水利服务购买

的是一个过程#要结合购买对象的不同特征而灵活运

用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或者单一来源的采购方式&

第三#应建立绩效评估机制& 一是根据农田水利类型

多样%分布广泛的特点#建立多元化的评估主体*二是

根据不同工程类型#设立相应的评估标准#以评分的方

式给出评价结论*三是科学的运用评估结果#使之成为

资金支付和信用考核的重要依据&

".H!强化保障机制

要真正实施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农田水利公共

服务#应严格落实经费保障#强化政府购买服务的履约

保障&

=.加强经费保障& 第一#科学安排购买农田水利

服务的预算#充分利用/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资金0

等#加大政府购买农田水利服务支持力度*第二充分发

挥政府财政的引导和激励作用#通过投资补助%政府贴

息等措施#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建设和

管理农田水利设施&

D.强化政府购买农田水利服务的履约保障& 第

一#加强供应商的履约管理& 一方面构建签约供应商

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各类服务指标量化和评分#对供

应商在农田水利服务方面的优劣进行判断*另一方面

要建立信息反馈制度#及时发现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以避免或减少政府购买农田水利服务的失误&

第二#提高政府的履约能力& 要加强政府购买农田水

利公共服务的责任意识#使政府真正树立契约精神和

契约意识#防止权力滥用#全面提升政府管理水平和服

务意识&

$&结&语

农田水利设施属于农业基础设施#是具有一定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准公共物品& 政府购买农田水

利服务既能够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又能充分利用社

会力量#提高农田水利服务的质量& 河北省在农田

水利管理中引入/政府买服务0新机制#可通过健全

制度体系#构建运行机制#落实保障机制#积极稳妥

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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