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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深度改革!大力度激发活力
###武城县农田水利改革创新工作经验总结

董大鹏!董风齐
!武城县水务局"山东 武城!$%""###

!摘!要"!$#EH 年 E$ 月"武城县被确立为国家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县"是山东

省 K 个国家级试点县之一$ 武城县通过两年多的试点实践"探索出了符合武城实际%具有武城特色的农田水利设

施管护模式"并于 $#EK 年 H 月在山东省农田水利改革现场会上做典型发言"与山东省 "# 个改革试点县做经验交

流$ 本文详细介绍了改革创新的主要做法$

!关键词"!武城县&农村水利&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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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农田水利建设

管护机制#一直是近几年农村水利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EH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

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提出#/开展农田

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落

实小型水利工程管护主体%责任和经费0/加大投入力

度#规范建设标准#探索监管维护机制0#将工程的运行

管护提到非常重要的高度& $#EH 年 E$ 月武城县被确

立为国家级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

护机制试点县#武城县以此为契机#全方位深度改革#

大力度激发活力#探索出了符合武城实际#具有武城特

色的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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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武城县隶属山东省德州市#隔京杭运河与河北省

相望& 现辖 M 镇 E 街 E 个省级开发区#面积 MHIQ8

$

#人

口 H# 万#耕地总面积 MH."K 万亩& 武城县属海河流域

卫运河系#西北两面有卫运河%四女寺减河#中间六五

河贯穿全县#旧城河%六六河等支流交错#互相连接#形

成了/五纵四横0的灌排骨干水利系统& 武城县现有

头屯%吕洼%辛王庄三大灌区#辐射灌溉面积 "I.KK 万

亩#全部实现了节水灌溉现代化& 三大灌区现有水利

管护人员 E%L 人#其中河道维护人员 KE 人#公司管理

人员 EI 人#维修服务队 " 支共 $E 人& 全县已建成小

农水泵站 %L 座#在建 EH 座#拟建 E% 座& 今年以来#武

城县农田水利灌溉公司灌溉服务中心累计浇灌农田及

经济作物 "% 万亩#受益群众 M 万户#公司实现效益 EK#

万元#农民协会"泵站站长$实现人均收益 E.$ 万元&

小农水已成为灌区农民及用水大户的贴心工程&

,&改革创新主要做法

按照山东省水利厅的决策部署#武城县委%县政府

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的/武城县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

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0#不断创

新投融资机制#完善产权制度和监管体制#积极推进农

田水利改革# $#EH 和 $#E% 年完成投资 E$## 万元#$#EK

年完成投资 EK#万元#极大促进了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

管理和维护& 特别是 $#E%年 K月 EI日山东省改革试点

现场会以来#武城县在省%市水利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全

方位深度改革#大力度激发活力#以市场为导向#以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以政府监管%公司运营%协会管护%市场

推进为抓手#以服务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了长

效运行管护机制#实现了水利项目的长久使用&

$.E!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E% 年 M 月 E" 日#武城县农田灌溉产权制度改革

仪式正式启动#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各镇街书记镇长%

水利站长%泵站站长"协会会长$及用水户代表 $ME 人

共同举手表决通过了-关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确权登

记颁证的指导意见"试行$.#仪式现场颁发了 %L 座泵

站的产权证和使用权证#灌溉公司与各镇村推荐的 %L

名编号用水协会"泵站站长$签订了管护协议书#完成

了产权移交#明晰了水利工程所有权属#在放活经营

权%保障收益权%促进农田水利设施良性运行与有效管

护工作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推进管护机制创新

武城县第 EK 号泵站"李家户镇辛庄站$覆盖 $ 个

村 "E%I 亩地#用水户 EE$L 户#该站有站长一名#水管

员两名#去年灌溉农田 M"$% 亩次#年实现利润 HI"H%

元#而且在整个水利泵站运行过程中管网%出水口等无

一损坏& 这与在 $#E% 年采取新的管理模式是分不开

的& 在此过程中#在市水利局的指导下#成立了农田灌

溉公司#全面管理灌溉事项#并进行市场化运作%企业

化管理#公司与各泵站站长签订管护协议#站长负责泵

站日常管护%维护%养护#承担泵站管网及各类闸阀%出

水栓的管护维修& 理清了各自的职责#充分调动了泵

站站长"协会会长$的管护积极性#让泵站站长真正把

水利设施当作自己的/责任田0#并提高用水户自发参

与管理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使以前经常遭到破坏的支

管网%闸阀%出水栓等#得到了有效管护& 自从新的管

护制度实施以来#各类闸阀%支管网%出水栓的损坏率

减少了 L#\以上& 武城县始终坚持/先建机制%再建

工程0的原则#印发了-武城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运行

管护暂行办法和武城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运行管护绩

效考评办法"试行$.& 在此基础上#$#E% 年 I 月#武城

县水务局研究制定了-武城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运行

管理细则.#明确了财政资金投入建设小型农田水利设

施管护模式%管理职责%管理办法#建立了/政府监督%

部门监管%公司运营%站长管护%分层逐级负责0的运行

管护机制& 从当前运行的情况看#倒逼的考核措施#逼

出了协会和用水户的积极性#全县水利管护平稳高效#

健康良好&

$."!激活民间资本参与项目建设的热情

为解决/谁来投0/怎么投0的问题#县政府印发了

-关于改革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实施方式的指导意

见.#意见明确了专业化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等新型主体可作为/项目法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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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农田水利项目#鼓励社会资本以////0方式投资

修建农田水利设施& 本着/谁投资%谁受益0的原则#

甲马营镇西堤口村紧邻京杭大运河#东岸滩地浇灌多

年来散而无序#受小农水的启发#该村结合实际#经过

积极引导#其中有 H 个大户投资 M# 万元#铺设灌溉管

道约 K###8#建成项目由投资人运营#实现了千亩耕地

的灌溉管道全覆盖& 灌溉时间由 E% 天缩短到 M 天#灌

溉费用低%速度快%操作方便#得到了村民的普遍认可&

$.H!突出政府在发展中的监督引导作用

$#E% 年 L 月#武城县水务局成立农田水利设施运

行管护考核办公室#与县改革创新考核办相协调#考核

镇级政府在水利设施运行管护改革中的帮扶措施#考

核村级两委在管护中的协调配合#考核农田水利灌溉

公司在工作中的管理水平#同时考核用水农户的满意

度& 如在四女寺镇卧虎庄村泵站站长推荐选拔过程

中#充分尊重群众意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投票推荐#

对推荐人选进行张榜公示#考核办全程进行监督#从该

站半年来的运行情况看#泵站管理有序#灌溉及时#群

众对自己推荐的管理人员信任%口服心服& 通过这种

模式#充分调动了镇村两级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

积极性&

$.%!提升基层水利服务能力

由于历史原因#水利站建设经过 $# 世纪一段时间

的快速发展后#始终处于低潮阶段#武城县同样面临机

构人员不健全和设备老化的局面& 自 $#E% 年山东省

农田水利改革试点现场会以来#武城县加快推进乡镇

水利站能力建设#$#E% 年底全部恢复建立了乡镇水利

站#并由乡镇主要负责人亲自分管#配备专职人员 H%

人#水利服务专用车 L 辆& 重点扶持的四女寺镇水利

站#去年以来投资 "## 万元#完善办公设施#购置办公

设备#邀请省市水利专家对水利站人员进行培训#提升

基层水利服务能力#达到了人员专业化%办公信息化%

装备现代化%服务规范化%运行长效化的效果&

%&结&语

虽然两年多来对农田水利设施改革创新进行了探

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工作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工

作的进展与省厅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下一步#武城县将

全面贯彻全省农田水利改革现场会议精神#积极学习

其他县市先进经验#继续探索完善农田水利设施运行管

护机制#努力走出一条利长远%惠民生的农田水利建管

新道路#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水利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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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接第 KK 页&振幅为 #.H$##均方差为 #.EH#88$综

合比较分析#加固方案一技术及经济上更加合理&

#&结&语

综上所述#闸墩固定完成后产生振动双倍赋值将

会进一步减小#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加固梁对

闸墩两侧造成影响& 分块分区位置上形成的加固梁实

际效果将会更加明显& 加固项目完成之后#首动唯一

方差将降低到 I%\& 最大位移方差则能够达到 HE k

E#

f"

& 闸尾位置上产生的位移方差则能够进一步下

降#最终可以达到 M%\左右& 常遇工况条件下产生的

位移方差将能够达到 E"I kE#

f"

& 通过数据分析可知#

实际减振效果十分显著&

此外#通过进行数据分析可知#闸首发生振动相对

较小#采取加固方案#设计中研究重点应当是针对闸墩

尾部位置问题的解决& 结合相关数据项可知#对比不

同方案#最终确定方案一效果最优#常遇工况条件下能

够满足十万分之一标准& 除此之外#闸墩在振动位移

方面可以与泄洪闸泄洪流等之间相关& 与此同时也会

对闸墩位置上的水位差等造成影响& 本文中发生问题

的水位差相对更大#因为尾部位置上将会产生剧烈影

响#为此#需要在设计研究过程中加强常遇工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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