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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2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日前签署第 669 号国务院令，公布

《农田水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16年 7月 1日起施行。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发展农业必须大
力发展农田水利。制定《条例》，对于加快
农田水利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条例》明确，发展农田水利，要坚持
政府主导、科学规划、因地制宜、节水高

效、建管并重的原则。
《条例》对农田水利规划的编制程序

作了规定，要求编制规划要统筹考虑农业
生产需求、灌溉排水发展需求、环境保护
等因素，广泛征求意见，特别是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和农民的意
见。《条例》明确，工程建设单位对工程质
量安全负责，要求政府投资建设的工程竣
工验收邀请有关专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和农民代表参加，

并建立工程档案。《条例》指出，要按照不
同工程类型和投资主体，确定农田水利工
程相应的运行维护主体，明确运行维护职
责，加强对履行管护责任的监督，完善工
程设施保护要求。《条例》规定，农田灌溉
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
制度，农田灌溉用水有偿使用并合理确定
用水价格，鼓励推广应用喷灌、微灌等节
水灌溉技术，鼓励采取先进适用的农田排
水技术和措施，粮食主产区和严重缺水、

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以及地下水超采地区
应当优先发展节水灌溉。

《条例》明确，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实行
政府投入和社会力量投入相结合的方式，
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农田水利工程
的建设和经营，引导金融机构推出符合农
田水利工程项目特点的金融产品，加大信
贷支持力度，建立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
系，支持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展农田灌溉、
排水和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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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快农田水利发展，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农田水利规划的编制实施、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维护、农田灌溉
和排水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农田水利，是指为防治农
田旱、涝、渍和盐碱灾害，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采取的灌溉、排水等工程措施和其他
相关措施。

第三条 发展农田水利，坚持政府主
导、科学规划、因地制宜、节水高效、建管
并重的原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田
水利工作的组织领导，采取措施保障农田
水利发展。

第四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全国农田水利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国
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农田水
利相关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农田水利的管理和
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农田水利相关
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上级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农田水
利工程建设和运行维护等方面的工作。

第五条 国家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和其
他社会力量进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经营
和运行维护，保护农田水利工程设施，节
约用水，保护生态环境。

国家依法保护农田水利工程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规划

第六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编制全国农田水利规划，征求国务院有
关部门意见后，报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
的部门批准公布。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编制本行政区域农田水利规划，
征求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意见后，报本
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七条 编制农田水利规划应当统
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土资源供需
平衡、农业生产需求、灌溉排水发展需求、
环境保护等因素。

农田水利规划应当包括发展思路、总
体任务、区域布局、保障措施等内容；县级
农田水利规划还应当包括水源保障、工程
布局、工程规模、生态环境影响、工程建设
和运行维护、技术推广、资金筹措等内容。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
织开展农田水利调查。农田水利调查结
果是编制农田水利规划的依据。

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
农田水利规划，应当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等方面的
意见。

第九条 下级农田水利规划应当根
据上级农田水利规划编制，并向上一级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经批准的农田水利规划是农田水利
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农田水利规划确需
修改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送审批。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负责实施农田水利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农田
水利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
果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十一条 编制土地整治、农业综合

开发等规划涉及农田水利，应当与农田水
利规划相衔接，并征求本级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三章 工程建设

第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农田水利规划组织制定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年度实施计划，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和单
位安排的与农田水利有关的各类工程建
设项目。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调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
力量开展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有关工作。

第十三条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应当
符合国家有关农田水利标准。

农田水利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主管
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标准化主管部门、水行政主
管部门依照法定程序和权限组织制定。

第十四条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应当
节约集约使用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农田水利规划，保障农田水利工
程建设用地需求。

第十五条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单位
应当建立健全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对
工 程 质 量 安 全 负 责 ，并 公 示 工 程 建 设
情况。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
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农田水
利工程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
织竣工验收，并邀请有关专家和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代表
参加。社会力量投资建设的农田水利工
程由投资者或者受益者组织竣工验收。
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投资的农田水利工
程，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社会
投资者或者受益者共同组织竣工验收。

大中型农田水利工程应当按照水利
建设工程验收规程组织竣工验收。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验收办法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

农田水利工程验收合格后，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造
册存档。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农田
水利信息系统建设，收集与发布农田水利
规划、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维护等
信息。

第四章 工程运行维护

第十八条 农田水利工程按照下列
规定确定运行维护主体：

（一）政府投资建设的大中型农田水
利工程，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工程管
理权限确定的单位负责运行维护，鼓励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进社会力量参
与运行维护；

（二）政府投资建设或者财政补助建
设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按照规定交由受
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
织、农民等使用和管理的，由受益者或者
其委托的单位、个人负责运行维护；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筹资筹劳建
设的农田水利工程，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或者其委托的单位、个人负责运行维护；

（四）农民或者其他社会力量投资建
设的农田水利工程，由投资者或者其委托
的单位、个人负责运行维护；

（五）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投资建设
的农田水利工程，由投资者按照约定确定
运行维护主体。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的，应
当同时明确该土地上农田水利工程的运
行维护主体。

第十九条 灌区农田水利工程实行
灌区管理单位管理与受益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等管理相
结合的方式。灌区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水
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经费合理负
担机制。

农田水利工程所有权人应当落实农
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经费，保障运行维护
工作正常进行。

第二十一条 负责农田水利工程运
行维护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建立健全运行
维护制度，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的日常巡
查、维修和养护，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调度，

保障农田水利工程正常运行。
农田水利工程水量调度涉及航道通

航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
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和农田水利工程所有权人
应当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工作
的监督，督促负责运行维护的单位和个人
履行运行维护责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
织、农民等发现影响农田水利工程正常运
行的情形的，有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和农田水利工程所有权人
报告。接到报告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和农田水利工程所有权人
应当督促负责运行维护的单位和个人及
时处理。

第二十三条 禁止危害农田水利工
程设施的下列行为：

（一）侵占、损毁农田水利工程设施；
（二）危害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安全的

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等活动；
（三）堆放阻碍蓄水、输水、排水的

物体；
（四）建设妨碍蓄水、输水、排水的建

筑物和构筑物；
（五）向塘坝、沟渠排放污水、倾倒垃

圾以及其他废弃物。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占用农业灌溉水源、农田水利工程
设施。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确需占用
农业灌溉水源、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的，应
当与取用水的单位、个人或者农田水利工
程所有权人协商，并报经有管辖权的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占用者应当建设与被占用的农田水
利工程设施效益和功能相当的替代工程；
不具备建设替代工程条件的，应当按照建
设替代工程的总投资额支付占用补偿费；
造成运行成本增加等其他损失的，应当依
法给予补偿。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制定。

第二十五条 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因
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灌溉排水功能基本丧
失或者严重毁坏而无法继续使用的，工程
所有权人或者管理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处置，消除安全隐患，并将相关情
况告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

第五章 灌溉排水管理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田灌溉排水
的监督和指导，做好技术服务。

第二十七条 农田灌溉用水实行总
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农作物灌溉用水定额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并
公布。

农田灌溉用水应当合理确定水价，实
行有偿使用、计量收费。

第二十八条 灌区管理单位应当根
据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核定的年度取用水计划，制定灌
区内用水计划和调度方案，与用水户签订
用水协议。

第二十九条 农田灌溉用水应当符
合相应的水质标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水行政
主管部门、农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农田灌溉
用水的水质监测。

第三十条 国家鼓励采取先进适用
的农田排水技术和措施，促进盐碱地和中
低产田改造；控制和合理利用农田排水，
减少肥料流失，防止农业面源污染。

第三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做好本
行政区域农田灌溉排水试验工作。灌溉
试验站应当做好农田灌溉排水试验研究，
加强科技成果示范推广，指导用水户科学
灌溉排水。

第三十二条 国家鼓励推广应用喷
灌、微灌、管道输水灌溉、渠道防渗输水灌
溉等节水灌溉技术，以及先进的农机、农
艺和生物技术等，提高灌溉用水效率。

第三十三条 粮食主产区和严重缺
水、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以及地下水超采地
区应当优先发展节水灌溉。

国家鼓励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等单位和个人投资建
设节水灌溉设施，采取财政补助等方式鼓
励购买节水灌溉设备。

第三十四条 规划建设商品粮、棉、
油、菜等农业生产基地，应当充分考虑当
地水资源条件。水资源短缺地区，限制发
展高耗水作物；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农田
灌溉新增取用地下水。

第六章 保障与扶持

第三十五条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实
行政府投入和社会力量投入相结合的
方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多渠道筹措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资金，保障农田水利建
设投入。

第三十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及
时公布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年度实施计划、
建设条件、补助标准等信息，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建设农田水利工程。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社
会力量通过提供农田灌溉服务、收取供水
水费等方式，开展农田水利工程经营活
动，保障其合法经营收益。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为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经营农田
水利工程提供指导和技术支持。

第三十七条 国家引导金融机构推
出符合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特点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方式，加大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的信贷支持力度。

农田灌溉和排水的用电执行农业生
产用电价格。

第三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将基层水利服
务机构公益性业务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
算。基层水利服务机构应当履行农田水
利建设管理、科技推广等公益性职能。

国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
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展农田灌溉和排水、农
田水利工程设施维修等公益性工作。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本级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制定农田水利新技术推广目录和
培训计划，加强对基层水利服务人员和农
民的培训。

第四十条 对农田水利工作中成绩
显著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
予表彰。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
关部门不依法履行农田水利管理和监督
职责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负有责任的领导人
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农田水利工程运行
维护单位不按照规定进行维修养护和调
度、不执行年度取用水计划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发生责任事故或者造成其他重大损失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逾期不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的，依法强制执
行；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堆放阻碍农田水利工程设施蓄
水、输水、排水的物体；

（二）建设妨碍农田水利工程设施蓄
水、输水、排水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三）擅自占用农业灌溉水源、农田水
利工程设施。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
占、损毁农田水利工程设施，以及有危害
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安全的爆破、打井、采
石、取土等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的规定处理。

违反本条例规定，向塘坝、沟渠排放
污水、倾倒垃圾以及其他废弃物的，依照
环 境 保 护 有 关 法 律 、行 政 法 规 的 规 定
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16 年 7 月
1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 6月 2日电）

农 田 水 利 条 例

《农田水利条例》已经 2016 年 4
月 27 日国务院第 131 次常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
施行。

总理 李克强
2016年 5月 17日

（新华社北京 6月 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69号
















 

本报北京 6 月 2 日讯 记者沈慧报道：环保部今天
发布的《2015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5 年全国城
市空气质量总体趋好，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
74 个 城 市 细 颗 粒 物（PM2.5）平 均 浓 度 比 2014 年 下 降
14.1%。

根据监测，全国 338 个地级以上城市中，73 个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 21.6%；265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超标，占 78.4%。目前，480 个城市（区、县）开展了降水
监测，酸雨城市比例为 22.5%，酸雨频率平均为 14.0%，
酸雨类型总体仍为硫酸型，酸雨污染主要分布在长江以
南—云贵高原以东地区。

水质方面，全国 423 条主要河流、62 座重点湖泊（水
库）的 967 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点位）开展了水质监
测，Ⅰ至Ⅲ类、Ⅳ至Ⅴ类、劣Ⅴ类水质断面分别占 64.5%、
26.7%、8.8%。

冬季、春季、夏季和秋季，劣四类海水海域面积分别
占中国管辖海域面积的 2.2%、1.7%、1.3%和 2.1%。污染
海域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江苏沿岸、长江
口、杭州湾、浙江沿岸、珠江口等近岸海域。

《公报》称，截至 2015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
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 2740 个，总面积约 14703 万公顷。
其 中 陆 地 面 积 约 14247 万 公 顷 ，占 全 国 陆 地 面 积 的
14.8%。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28 个，面积 9649 万公顷。
全国现有森林面积 2.08 亿公顷，森林覆盖率 21.63%，活
立木总蓄积 164.33 亿立方米。草原面积近 4 亿公顷，约
占国土面积的 41.7%。

《2015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发布

74城市PM2.5平均

浓度下降 14.1%

本报北京 6 月 2 日讯 记者亢舒报道：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 9 部委近日印发《关于加强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
控的指导意见》，要求统筹考虑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生
态状况等基本国情，根据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合理设置红线管控指标，构
建红线管控体系，健全红线管控制度，保障国家能源资
源和生态环境安全，倒逼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构建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指导意见》要求，要划定并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
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强化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指
标约束，将各类经济社会活动限定在红线管控范围以
内。同时，要求加快建立体现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要
求的政策机制，形成源头严防、过程严管、责任追究的红
线管控制度体系。

9部委联合印发《意见》

加强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

（上接第一版）佛山作为广东省唯一的排污权交易试点城
市，还尝试以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为契机，推进环
境经济制度创新，实现环境容量资源的最优配置。

佛山还以广泛的社会共治机制，实现环保成果最大
化。在佛山，环保大监管体系是全方位、无所不在的：自
动监控设施、无人机航拍侦查等现代化监控手段，使得排
污企业无所遁形；在广东省首创的“环保警察”，有力打击
和震慑了违法排污；招募的数百名环保社会监督员、环保
志愿者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供给侧改革促产业变“绿”

驱车行进在佛山市区，从海八路金融隧道、汾江路
隧道、华宝路隧道等城市隧道，到东方广场、汇博广场
等大型商业中心，都能看到一种色彩鲜明、图案瑰丽的
陶瓷墙壁，它们都出自在佛山陶瓷产业界深耕 20 多年
的蒙娜丽莎集团。“蒙娜丽莎自主研发的这种陶瓷薄
板，可不光是好看而已，它轻、薄、节能的特性，为佛山
迈向节能环保城市贡献了力量！”佛山市经信局副局长
谢国高说。

陶瓷作为传统污染行业，能与环保节能挂钩？好奇
之下，记者前往位于南海区西樵镇的蒙娜丽莎总部一探
究竟。“与传统建筑陶瓷相比，蒙娜丽莎陶瓷薄板能减少
原材料消耗 64%，节约综合能耗 41%，生产中 CO2、SO2和
烟尘、废渣的排放也下降六成以上。”蒙娜丽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张旗康介绍说。

创新带来的绿色升级使蒙娜丽莎成了行业“领头
羊”，但事实上，在佛山陶瓷这个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中，
更多企业已在产业升级大潮中被淘汰。随着佛山加快实
施“扶持壮大一批、调整提升一批、淘汰转移一批”的产业
转移战略，该市陶瓷生产企业已从 2007年的 400多家剩
下如今的 62 家。近几年，佛山陶瓷产量虽然减少 40%，
但产值、税收却增长 33%，能耗下降 25%。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改进传统产业生产流
程和模式，淘汰低效落后产能，推动制造业绿色化、高端
化发展，是佛山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佛
山市副市长王玲说。近年来，佛山将智能制造作为传统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出台《中国制造 2025 佛山
行动方案》和《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实施“百企智能制造提升工程”，加大工业机器人推广应
用力度。

佛山市政府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工业城市要
想走上生态文明之路，还要从产业结构上解决问题。除
了要优化巨大的传统产业存量之外，还要致力抓好增量
优质，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近年来，佛山实施产业链
招商行动计划，重视引进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相统一，重点瞄准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引进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
好、土地利用率高、财税贡献能力强的项目。如今，佛山
的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产业的高级化促进了生态的
持续好转。

从“制造之城”到“环保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