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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专家解读

以最严格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姜文来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促进农业节水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坚持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治水思
路的必然要求，既是现实之需，更是长远发
展之要。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
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
进一步明确了工作重点和政策
要点，对指导各地加大工作力度、将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推向新的阶段具有重要意义。

和可持续发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部署的一部分。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发挥水价
的杠杆作用，引导农民节约用水，推动工程
设施完善，
优化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特别是
在调结构方面，可以促进地表水过度利用、
地下水严重超采等缺水地区适度调减高耗
水作物面积，
选育推广需水少的耐旱节水作
物，
建立作物生育阶段与天然降水相匹配的
农业种植结构与种植制度。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意义深远

改革要把握关键原则

首先，有利于保障国家水安全。我国
水资源短缺，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只有 2100
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按
照国际标准，我国属于中度缺水的国家，华
北则属于严重缺水地区。农业是我国用水
大户，占总用水量 60%以上。在水资源十
分紧缺的同时，我国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
不高，粗放、浪费用水问题普遍存在，大水
漫灌的灌溉方式仍普遍存在，农业用水跑
冒滴漏问题严重。据统计，2017 年我国农
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只有 0.542，远低
于 0.7—0.8 的世界先进水平，节水潜力巨
大。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以综合手段提升农
业用水效率，减少农业用水总量和强度，有
利于缓解我国用水紧张的态势，保障国家
水安全。
其次，有利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粮
食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丝毫马虎不得。
水是支撑农业发展最重要的物质资源，水
利是农业的命脉。长期以来，由于农业水
价总体低于成本水平，农田水利工程运行
维护经费难以得到有效保障。通过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统筹价格和补贴，构建农田水
利工程的良性运行机制，有利于从根本上
破解农田水利工程“有人建、没人管”的顽
瘴痼疾，进而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水利基
础。同时，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通过设施节
水、农艺节水、管理节水，在水资源稀缺的
国情下，有利于用更少的水资源，生产出更
多更好的粮食，提高粮食生产保障能力，这
方面的成效在东北节水增粮、西北节水增
效等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已经得到证明。
第三，
有利于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农业发展面
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关系到农业高质量发展

2016 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
（国办发
〔2016〕2 号），明确提出用 10 年左右时间，
建立健全水价、水权、奖补和建管等机制，
促进农业用水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化转
变。随后，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各司其职，指
导支持各地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各级政府积极落实改革主体责任，遵循因
地制宜、试点先行的原则，以点带面，积极
探索，统筹机制建立和工程建设，逐步扩大
改革实施范围。据了解，截至去年底，全国
近 800 个县（灌区）开展了改革试点，改革
实施面积累计达到 5200 万亩以上，其中
2017 年新增 3000 万亩以上，改革面积稳
步扩大，探索形成了一批典型做法和经验。
试点区节水成效初显，亩均节水约 100 立
方米，灌溉周期平均缩短约 20%。
此次《意见》是在国办发〔2016〕2 号文
件的基础上，立足于建立促进水资源节约
的价格政策，进一步提出了深入推进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的要点，这些要点充分体现
了推进改革的 4 个关键原则。
首先，多措并举。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是一个系统工程，其重要特点就是统筹建
立用水管理、工程建设和管护、农业水价形
成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等机制。通过机
制，实现促进农业节水的作用，保障工程的
建设和维护管理，有效避免了长期以来农
田水利工程重建设轻管理的弊端，避免出
现“短命”工程，促进农田水利工程可持续
利用和管理，让农田水利工程发挥长远效
益。
《意见》提出，不仅要提高水价水平，还
要健全水价制度，也就是全面实行超定额
用水累进加价，并同步建立精准补贴和节
水奖励机制，体现了多措并举、协同发力的

原则。
其次，两手发力。改革注重发挥政府
和市场的协同作用，农业用水兼有商品和
公共产品双重特征，农业水价的制定，既不
能完全靠市场调节，也不能完全靠政府补
贴。完全靠市场，会造成农业水价过高，农
民难以承受，对农产品生产和粮食安全有
一定影响；完全靠政府补贴，会造成“福利
水”
“ 大锅水”，用水效率低，也影响农田水
利工程和水资源持续利用。
《意见》明确提
出，完成农业节水改造的地区，要充分利用
节水腾出的空间提高农业水价，同时建好
用好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总体上不
增加农民负担，切实保护农民合理用水权
益，这都是坚持政府与市场两手协同发力
的具体体现。
第三，因地制宜。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区分不同地区水资源
禀赋、灌溉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种植养殖
结构等差异状况，结合土地流转、农业经营
方式转变，尊重农民意愿，探索符合实际、
各具特色的做法，有计划、分步骤推进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
《意见》提出改革试点地区
要将农业水价一步或分步提高到运行维护
成本水平，有条件的地区提高到完全成本
水平，充分地体现了该原则。
第四，以点带面。由于我国地区发展
不均衡，经济、资源环境差异较大，
《意见》
在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方面采取了
“区别对待”的方式，明确各方面条件相对
具备的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
省份 2020 年底前率先完成，以及农田水利
工程设施完善的缺水和地下水超采地区要
率先完成，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要率先完成改革任务。这
些地区的改革，将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全国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向前推进。

以“啃硬骨头”精神抓落实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也是一项长期任务。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要
进一步深化，涉及农民、政府、水利工程管
理单位等多方利益，面临的问题复杂多变，
需要有“啃硬骨头”的决心和毅力，不畏艰
险，真抓实干，取得成效。
首先，统一思想认识，落实主体责任。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农业节水工作的“牛

鼻子”，事关重大、意义深远。改革的方向
和政策设计已经明确，关键要靠各级地方
政府的落实。要充分认识深入推进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落实主体
责任，把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作为
改革重点任务，积极推动落实。
其次，明确改革任务，细化实施方案。
大中型灌区和小型灌区，渠灌区和井灌区，
自流灌区和提水灌区，情况都有所不同，改
革模式不可能千篇一律。各地具体的改革
实施方案应该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
结合本
地实际制定，实施方案要注重可操作性，明
确到 2025 年前要完成多少改革实施面积，
改革要达到哪些具体目标、
采取哪些具体措
施、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进改革，只有明确
了这些内容，
改革的成效才是可预期的。
第三，统筹资金使用，完善考核机制。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需要资金的保障，工程
建设需要资金，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
机制需要资金，各级政府在增加投入的同
时，要对相关涉农涉水资金进行整合，提高
资金的利用效率。新建、改扩建农田水利
工程要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标准，同步推进
相关机制建立，特别是新增高效节水灌溉
项目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推进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的主体责任是地方政府，建
议国家进一步完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考核
指标，并提高其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中的分
值，以加大考核力度，促进深化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
第四，加强宣传引导，鼓励探索创新。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
社会高度关注。相关部门要加强政策的宣
传解读引导，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农民易
于接受的方式，有效传递水资源短缺的信
号，准确阐述政策，选好典型、讲好故事，生
动形象地展示改革成效，营造良好的改革
氛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难度很大，要鼓
励试点地区大胆探索，充分发挥基层的首
创精神，只要是符合改革方向，符合发展规
律，符合本地实际，都可以大胆地试、大胆
地改、大胆地探索，最大限度调动基层推动
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还
要及时总结提炼，规范完善，在面上推广。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

长江流域 11 省市将
构建司法协作新机制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为进一步加强重点
流域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将推动长
江流域 11 个省市高级法院构建司法协作新机制。
这是记者从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上获悉的。
7 月 2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欧洲环保协会联合主办的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在北
京召开。会议主题为“司法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
用”。
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通过的《环境司法国际研
讨会共识》认为，司法在环境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呼吁各国环境法官以实现公平正义和执行环
境法律、推动环境法治体系的完善为己任，通过司法
裁判回应民众关切，保障民众环境权益，以最严格的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说，今年 8 月，最高
人民法院将推动长江流域 11 个省市的高级人民法
院签署司法协作框架协议，构建审判协作、诉讼协
调、信息共享、区域互动的司法协作新机制。与此同
时，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强理论与实务研究，认真借鉴
各国有益经验，依法审理涉及气候变化应对和绿色
金融等新类型案件，并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
领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据介绍，最高人民法院 2014 年设立专门的环境
资源审判庭，全国法院共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
庭或巡回法庭 1040 个，依法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
件，加强环境资源司法理论研究，推动中国环境司法
不断迈上新台阶。2017 年，中国法院共审结一审环
境资源刑事案件 20602 件、民事案件 190125 件、行
政案件 30866 件。

趣味宣讲暑运安全知识

6 月 30 日，在江西南昌至景德镇的列车上，南昌
客运段动车一队南动 43 组列车长黄自华用漫画等
形式给小朋友们宣讲暑运安全知识，丰富了孩子们
的旅途。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