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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总结 

综述 

 

1. 改进灌溉用水的定价，使灌溉用水的价格足以涵盖末级渠系灌溉或斗渠设施运行

维护和管理成本，是保证灌溉服务效率和用水户协会可持续性的至关重要的要求。本研

究对末级渠系灌溉水价制定的关键方面进行了调研，包括水费构成、水价制定、水费收取

和水费管理各方面，目的是为灌溉水价制定、加强用水户协会从而改善末级渠系运行维护

的政策决策提供具体的参考和指导。根据对中国国内文献的检索结果，本研究是第一项旨

在支持末级渠系水价改革政策制定的研究，它同时研究了在末级渠系水费改革背景下末级

渠系水价的制定和用水户协会发展两方面的事宜。   

2. 自 1995 年第一批用水户协会建立以来，中国用水户协会发展较快，到 2008 年已

经建立了 5 万多个用水户协会。中国政府通过实施国内项目和世界银行（世行）资金支

持的项目，对用水户协会给予大力支持，推动了用水户协会覆盖面积的快速扩展。中国于

1995 年开始在湖北和湖南建立第一批用水户协会，到 2004 年全国用水户协会数量就已经

达到约 2 万个，到 2008 年则超过 5 万个。截止 2008 年底，用水户协会覆盖面积超过了 2
千万公顷，约占全国灌溉面积 6 千万公顷的 34%，已建的用水户协会覆盖面广、多种多

样且条件各异。据报告，预计到 2020 年，用水户协会将覆盖全国 80%左右的灌溉面积。   
 
3. 在世行投资项目用水户协会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开展了密切

合作。到 2009 年，在世行投资的各项目下共建立了约 5,000 个改进型用水户协会。世行

自 1995 年起投资支持长江流域水资源项目，在试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的第一批用水户

协会，这些协会覆盖了湖南和湖北的 7 个大型灌区。继湖北和湖南用水户协会的成功发展，

世行支持的 6 个水资源和灌溉项目以及全球环境基金（GEF）支持的项目都支持了用水户

协会发展和改善及其在全国的推广。由英国国际发展署提供资金、世行管理实施的“面向

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基于以上项目的经验教训, 于 2004 到 2009 年间在全国 10
个省内共建立了 497 个以示范和推广为目的的改进型用水户协会。“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

水利改革项目”由水利部和国家农发办共同实施，它在如何发展和改善用水户协会、其影

响和效益、未来用水户协会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支持诸方面提供了许多经验及教训，并为国

家农发办推广用水户协会提供了培训、支持和经验教训。   
 
4. 早期建立的用水户协会产生了大量的直接效益，如作物增产和节水效益。在此经

验的基础上，“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就是为了制定更为完善

的用水户协会发展标准、示范如何采用这些标准来发展改进型用水户协会，并且通过使

用对比组来进行“有项目”和“无项目”情况下的比较，对改进型用水户协会的具体影响

和效益进行监测和评价，这是对用水户协会影响和效益的第一次监测评价。“面向贫困人

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所建立的改进型用水户协会使 130 万人受益，覆盖面积总计 16.5
万公顷，并为妇女和贫困人口增加了收益。总的来说，与对比组相比，仅在 2008 年一年

中，这些用水户协会粮食产量就增加了约 23.8 万吨，农业收入增加了 7.7 亿元，农户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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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增加了 18.46 亿元，节水 1.98 亿立方米, 节省水费 1780 万元1; 作物产量和水分生产率分

别增加了 21%和 35%；妇女的参与程度得以提高, 并且使妇女和贫困人口能够公平地分享

供水和用水户协会的效益。与对比组相比，用水户协会人均收入平均高出了近 40%，而

其中贫困户的收入增长百分比略高于此比例。用水户协会覆盖区域内贫困人口的比例从

18%降低到 11%，约有 17,000 人脱贫。 在 2008 年一年中，与对比组相比，“面向贫困人

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的用水户协会作物产量增加和节水量价值约为 4.705 亿元，是

该项目总费用的两倍多，并远远超过了该项目中用于用水户协会的直接费用和协会的建立

成本。因为该项目不包括对硬件和设施的投资，这些效益代表了与传统方法对比，改进型

用水户协会通过改善用水管理和增加农民参与所产生的影响。 
   
5. 用水户协会填补了灌溉管理制度中的组织或机构空白，并产生了重大的间接或非

定量性效益，尤其是在减少或消除用水冲突和提高水费收取率方面。1980 年人民公社解

体后，在灌区骨干工程系统和农户间出现了一个供水空白; 没有任何一个主体来负责末级

渠系运行维护和向农户的供配水。尽管各村在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但用水管理不是它们的

主要职责或托管责任。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和专门机构负责当地用水管理，供水和用

水混乱、不确定和不可靠状况常常出现。  其结果是，末级渠系的水浪费严重、水分生产

率低、用水管理公平性差，尤其是妇女和贫困、老年人口这样的弱势群体常常得不到他们

应得的水量份额。但基于参与和民主管理建立起来的改进型用水户协会使得其所有成员都

能得到他们应得的供水份额。此外，通过消除为用水而产生的争斗，用水户协会也减少了

农户为引水和看水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和“体力”水平，这使更多农民能够外出务工。在

“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用水户协会范围内的农民外出务工的数量增加

了一倍多，外出务工为用水户协会成员的家庭提供了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用水户协会还

产生了其它重要的、非定量性效益，如降低了当地政府和村在灌溉管理和运行维护方面的

负担、增加了灌区的收入。2008 年中，在“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用

水户协会范围内的水费收取率为 95%，而对比组的水费收取率为 70%，中国其它大中型

灌区的平均水费收取率仅为 57% (2006 年数据)。   
 
6. 与中国早期的用水户协会和其它多数用水户协会相比，“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

改革项目”下的用水户协会得到了改进和提高。该项目下的用水户协会以项目下制定和

遵循的一系列标准和条件为基础，尤其是用水户协会发展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

包括在该项目的实施要求和法律协议中，是用水户协会的检查验收和费用报账标准，并且

项目下建立了用水户协会监测评价(M&E)系统对协会的各指标进行主动监测。该“五项原

则”要求每个用水户协会应：(a) 是农民自己的组织 (即用水户协会应通过选举从农民中选

定用水户协会的领导人，应注册并有自己的银行账户等等)；(b) 应基于水利边界而不是行

政边界建立；(c) 有量水设施并测定用水户协会从供水单位接受到的水量；(d) 从其成员收

取水费，根据接受到的水量直接将水费支付给供水单位；(e) 有充足和可靠的水利设施和

供水水源。这些原则和标准主要基于以往实施的世行项目和国内资金支持的项目下用水户

协会发展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尽管大多数用水户协会都产生效益，在“面向贫困人口的农

村水利改革项目”下的改进型用水户协会则产生了超出一般的更高效益，证明了基于更高

                                                        
1 尽管上述节水量并不全是“真实的”或资源性节水量，水费节省对农民来说则肯定是真正的资金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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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建立的改进型用水户协会的价值。另外，该项目下的用水户协会具有强有力的地方政

策支持，这使得它们有权收取水费；它们还得到了针对农民的大量专门培训支持，而政府

机构预算通常不会包括这种培训支持。但是，即便这样的改进型用水户协会也没有足够的

资金对末级渠系开展适当的、可持续的运行维护和管理。这一点在“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

水利改革项目”接近结束时已清楚地显现，这为进行本项关于保证用水户协会可持续性的

水费计收模式的研究提供了主要动力。   
 
水价制定和用水户协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7. 尽管中国的用水户协会发展迅速，它们仍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尤其是在财务、法

律和机构方面的挑战。只有应对好这些挑战，才能使用水户协会在水价制定改革和渠道灌

溉管理改革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并保证它们自身的可持续性。 
 
8. 末级渠系的适当运行维护和管理资金缺乏。用水户协会的收入通常不足以涵盖它

们的末级渠系配水系统管理和运行维护成本，这直接威胁到末级渠系和用水户协会的可持

续性、灌溉系统的运行和用水户协会未来的发展。全国有 67%的用水户协会报告了存在

的财务困难。即使是在“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得到特别支持的用水户协

会当中，也有 45%的协会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涵盖运行维护费用。尽管这一问题对用水户

协会区域和非用水户协会区域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只有“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

目”下进行的、对用水户协会财务状况的监测评价能够清楚地确认这一问题的存在。 
 
9. 由于制度上存在的各种缺陷，许多用水户协会的法律地位、能力和农民参与程度

受到了限制。由于没有充分的法律或规定的支持，用水户协会缺少所需的法律权力，如

决定、收取和使用水费的权力。作为一个“法人实体”向当地民政局注册，可以帮助用水

户协会获得或至少表达其应有的某些法律权力、利益或保护，如设立银行账户及拥有对其

财产的权利。但全国目前仅有 40% 的用水户协会已注册，大多数用水户协会未经注册，

是在所在地的村委会之下组建。这样一来，它们虽是合法组织，但不具备独立性，常常为

村委会所管控。这种安排可能不利于用水户协会管理水费、保证灌溉设施正常运行维护，

并使农户难以将用水户协会看做是自己的组织而不是村委会组织的一部分，从而对农户支

持和参与协会活动带来了不利影响。这种情形也使用水户协会难以建立与当地灌区和供水

组织的合作关系，当地灌区和供水组织对妥善收取水费，使用水费支持灌溉骨干工程系统

的运行维护和管理很关注，但对末级渠系的运行维护则没有直接的利益或责任。  
 
10. 末级渠系的灌溉成本估算、水价制定、水费收取和水费管理诸方面都存在问题，

直接影响用水户协会的运作和可持续性。灌区对其供水所收取的国有水费和用水户协会

（或村委会）为末级渠系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收取的末级渠系水费在费用估算、价格制定、

水量测量、水费收取和水费管理方面都是不同的。由当地物价局核定的水费通常仅考虑或

主要考虑法定的国有水费，因此不足以涵盖末级渠系的运行维护成本。不规范的水费收取

做法可能会出现，如乡镇将无关的和未经政府批准的税费加入农民的水费中，或将一部分

水费挪用，用于与灌溉无关的活动。这些问题降低了农民支付水费的支付意愿，成为水费

低收取率的原因之一，对末级渠系灌溉设施和水的分配以及用水户协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

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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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目前，水价改革和用水户协会在国家和当地层面上都普遍缺乏充分的法律和政策

支持。在国家层面上，虽然已经有了支持用水户协会的总体政策及一些关于末级渠系水

费的政策，但其中没有一个政策对用水户协会的运行维护成本估算、水价制定和水费及由

用水户协会收取费用做出足够具体的规定，也没有支持用水户协会的、全面的国家法律或

规定。一些地方政府颁布了支持用水户协会的政策，但这些政策通常是针对特定的项目。

对于向用水户协会赋权和为发展改进型用水户协会、进行用水户协会水价改革建立一个有

利环境来说，国家和当地层面上对上述方面提供充分的法律和政策支持是必需的，缺乏这

样的法律和政策支持会严重限制用水户协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水价改革。 
 
研究重点和方法  
 
12. 本研究的重点是中国灌区内末级渠系或斗渠水利设施的水费计收方法。本研究确

定了水费计收方法的代表性类型以及在一些灌区内管理末级渠系的用水户协会的典型类型，

为支持用水户协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种具体的水费改革方法建议，并且为实施水费改革、

加强用水户协会及其未来发展以适应水费改革的需要，提出了一些行动和政策建议。本研

究未推荐具体的末级渠系水费收取水平，而是建议由经过改进和提高的、规范的用水户协

会采用更为系统的方式来进行末级渠系的水费确定、收取和管理，因为这样的用水户协会

已经显示出它们在改善末级渠系灌溉系统的运行维护、管理和效能及提高水费收取率方面

的作用。在理想情况下，应将末级渠系水价改革作为灌溉系统（包括可交易的水权）财政

政策改革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不过那也就超出了本研究的范畴。本研究工作团队对不同

区域内的代表性用水户协会的水费计收情况进行了案例实地调查。为对用水户协会进行评

价，本研究采用了“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的结果，该项目制定了改进型用

水户协会的标准并在 10 个省内实施。本研究还采用了水利部正在实施的 “水价改革项目”

的初期结果。本项研究由中国的一个专家组设计并实施，该专家组于 2009 年进行了实地

调查，并在 2010 年撰写了研究报告初稿。世界银行水合作伙伴项目提供赠款支持了本项

研究。 

13. 本研究涉及中国灌溉和用水户协会水价制定的四个主要方面，对这四个方面的分

析针对不同类型的用水户协会分别进行。研究的重点是与水价制定政策相关的四个专题，

包括：(a)灌区及用水户协会的水费确定和收取总体情况； (b) 用水户协会的水费及其对于

末级渠系运行维护的充足度；(c) 用水户协会的水价确定和水费收取方法；(d) 灌溉水费补

贴机制可选方案。 

14. 研究工作组对 5 个省区内 8 个灌区的 12 个用水户协会进行了详细的案例研究。研

究工作组所选定的灌区代表了中国主要的农业气候区，即湿润的南方地区、半湿润的东北

地区、干燥的华北地区和干旱的西北地区。案例分析采用从研究区 99 个农户收集的结构

性数据，以及通过与用水户协会负责人、政府官员访谈收集的数据和其它来源的数据。尽

管不具有统计代表性，这些案例研究区的选择是为了调查和例举水费、供水情况、用水户

协会的代表性类型。  
 
15.  根据水源情况，将用水户协会分为三类：(a)水资源依赖型，该类型用水户协会的

供水大部分或全部依赖于灌区或供水单位；(b) 水资源补充型，该类型用水户协会有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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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水源，但也使用灌区或供水单位的供水作为其自有水源的补充；(c) 水资源独立型，

该类型用水户协会有自己的独立水源，没有（或不需要）灌区或供水单位的供水。 
 
16. 研究中确认了三类水费制度。水费由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组成，其中国有水

费是为了涵盖灌区骨干渠系的运行维护费用，而末级渠系水费用于涵盖用水户协会对末级

渠系的运行维护费用。水费的类型对用水户协会的可持续性、运行和管理有很大影响。水

费的类型包括: (a) “两费制” -指农户要分别支付两个不同部分的水费: 供水公司收取的

国有水费和用水户协会收取的末级渠系水费。也有一些灌区是由供水组织收取全部水费，

但会将其中的一小部分返回给用水户协会，返回的水费通常不足以涵盖末级渠系的运行维

护费用；(b) “综合水费 制”– 指农户向用水户协会支付单一的综合水费，该水费是国有

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之和，而用水户协会按照从供水组织接受的水量的测定数量，将国有

水费支付给供水组织；(c) “国有水费一费制”- 指农户仅支付由供水组织或政府其它单位

收取的国有水费，而不支付末级渠系水费。尽管中国许多灌区都采用这种水费，但这种水

费中不包括末级渠系的运行维护成本，与用水户协会的末级渠系水费和运行维护问题无关，

因此本研究中未对这种水费进行调查或分析。  
 
17. 本研究及其建议的重点是末级渠系水价制定的方法、程序和所需的政策支持，目的

是合理地制定末级渠系水价并改善用水户协会，使其在末级水价制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不是计算量化的水价数值。此外，尽管采用用水户协会作为分析单位，研究中调查发现

的许多水费事宜和问题在非用水户协会区域也同样存在，特别是末级渠系运行维护资金不

足问题以及缺乏经过授权、有能力的法人实体具体负责末级渠系水费的制定、收取和使用

这一问题。  

研究发现  

水价制定和收费收取机制 
 
18. 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或一致的末级渠系水价制定机制。不同区域和灌区之间，在

水价制定方法、末级渠系水价制定和管理、用水户协会类型方面存在差异。所有区域普遍

存在水费收取率低的问题，其结果是供水组织和用水户协会通常都有资金困难。一般来说，

“两费制”水费在中国北方缺水地区更为普遍，那里的用水户协会更大程度地依赖供水组

织；中国南方地区普遍采用的是“综合水费制”，那里的用水户协会对供水组织的依赖程

度较低。 
 
19. 在不同地区和灌区之间，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在总水费中所占比例差别很大。

末级渠系水费所占的比例在中国北方地区较小，在南方地区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用水

户协会对供水组织的供水依赖程度有关。在中国南方，用水户协会一般都有自己的水源，

这些水源将降低它们对供水单位的依赖性并增加它们独立决策的自主权，而北方地区的用

水户协会普遍更为依赖供水单位，供水单位通常垄断着水源。  
 
20. 用水户协会是末级渠系管理的合适组织，并将在水费改革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对

于用水户协会的政策支持不足。目前还缺乏明确用水户协会的角色、职能、法律地位和

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和规定，以及明确它们在水费收取中的作用的法律和规定；只有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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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年颁布了支持用水户协会的一个省级综合性规定。许多用水户协会在决定和收取

水费的过程中只有有限的权利或没有权利，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进行运行维护，而一些协

会，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协会，还没有任何末级渠系水费。因为没有法律或法规做出具体

规定，用水户协会的主席常由村长或灌区水管站工作人员担任，而不是由农民选举产生。

这样的弱点不利于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用水户协会缺乏清晰的

政策和法律依据造成的。若要使用水户协会完全可持续并能承担改进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和

管理以及水价改革中的更多责任，就需要解决好这些政策法律弱点。 
 
21. 研究结果表明，在“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建立的那些改进型用

水户协会的绩效优于其它用水户协会，能够有效地实施“综合水费制”。这些改进型用水

户协会根据“五项原则”规范组建和运作（见前文第 7 节），得到了项目下的政策支持，

以及培训和能力建设支持，这些都是改进用水户协会及其运作绩效的要求。 
 

用水户协会的水费及其相对于末级渠系运行维护要求的充足性 
 
22. 水费测算不考虑末级渠系运行维护成本是一种常规做法。这些成本本来是期望由

村或用水户承担的，尽管当时还没有像用水户协会这样的专门组织使得村或用水户能够承

担这些成本。中国多数灌区的水费都没有包括末级渠系运行维护成本，“国有水费一费制”

仍是实施 普遍的水费制度。其结果是，无论灌区规模或所处位置如何，末级渠系运行维

护不足都是影响灌区灌溉效率和绩效的 严重的限制因素之一。用水户协会是新生事物，

协会在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中的作用和财务需求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解。 
  
23. 从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是，末级渠系水费通常不足以支持末级渠系的运行维护和

管理。这是由于若干原因造成的，如：当地物价局在计算和审批水费时，对末级渠系运

行维护成本只允许包括很少或不允许包括末级渠系运行维护成本；用水户协会没有充分的

权力来确定足够的末级渠系水费；用水户协会的机构和组织薄弱。用水户协会的低水费可

能也与农民的支付意愿有关。实地调查表明，农民普遍认为作物价值的 5%大体上就是可

接受的和过高水费之间的分界线(尽管他们的态度也取决于所种植的作物的价值)。北方地

区农户水费一般在灌溉作物价值的 5%以上，南方地区的则略低于 5%，这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两个地区不同的缺水程度。 
  
24. 农民用水户协会的末级渠系运行维护成本包括三部分，其比例说明末级渠系需要

修复改造。运行维护成本包括：灌溉设施的维修成本(平均为 55%)，渠道管理和运行人员

报酬(占 32%)，以及用水户协会的其它运行成本（如办公成本） (占 13%)。一般来说，北

方地区的末级渠系成本约占总水费的 10%，南方地区的则达 70% 左右，主要是因为国有

水费在南方地区所占比例较小。根据案例研究结果，多数用水户协会的维修支出都相对较

高，说明末级渠系设施状况不好，需要修复和改造(在许多案例中，末级渠系也需要配套)。  
 
用水户协会的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方法 
 
25. 与“两费制”相比，尤其是与“国有水费一费制”相比，“综合水费制”具有重要

优势。“综合水费制”的优势包括：由于用水户协会为供水单位收取全部水费，灌区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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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员工成本降低；由于用水户协会水费收取率较高（在“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

项目”下为 95%），供水单位收入增加；用水户协会和末级渠系运行维护的资金得到保证，

这对农民有利并能增强他们的水费支付意愿；减少用水户协会和农民的水浪费，因为用水

户协会按水量向供水单位支付水费；减少因水费被用于非灌溉用途而导致的水费流失。由

于存在各种缺点，“两费制”可以被看作是从“国有水费一费制”向“综合水费制”的过

渡，而传统的“国有水费一费制”没有考虑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成本。  
 

26. “两费制”有关键缺陷。其中包括：供水单位没有能力实现量水到户和收水费到户；

供水单位量水到户和收费到户的交易成本高；多数供水单位资金短缺，无法承担量水到户

和收费到户产生的额外成本；供水单位滞留水费，而不是将资金转交给用水户协会用于末

级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农民缺乏对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的“所属权”和参与；水费

收取率低(中国平均为 57%)；降低了用水户协会的权力和独立性，使得协会在农民看来是

政府或供水单位的一个分支部门，而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在特定情况下，即在供水单位

量水到户、监督所收取的末级渠系水费的使用，并监督和公布每个农户的水价、接受的供

水量和水费的情况下，“两费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供水单位这样做成本很高，

这样的做法也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供水单位本身也没有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

的法定权限。中国 普遍的做法仍是“国有水费一费制”，对所灌溉的面积收取单一水费。 
 
27. 在“两费制”下，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作为两种水费分别收取。通常做法是，

国有水费由供水单位从农民收取，而末级渠系水费由村或用水户协会收取。在一些案例中，

当地水管站代表供水单位收取两种水费，将国有水费交给供水单位并保留末级渠系水费，

用水户协会向水管站申请使用末级渠系水费；或者村委会收取末级渠系水费，即使当地已

经建立了用水户协会。与此相反，在“综合水费制”下，用水户协会收取全部水费、根据

接受的供水量向供水单位支付水费，并使用末级渠系水费进行末级渠系的运行维护。   
 
28.  在一些地方，末级渠系水费由供水单位（和国有水费一并）收取并管理，用水户协会

须向供水单位申请方可使用末级渠系水费。供水单位用这种方式控制用水户协会，农户

对水费如何使用不知情，而协会的作用仅限于在供水单位的指导下进行末级渠系的运行维

护。这种方式不透明，会挫伤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使得用水户协会变成（在农民看来是）

供水单位的一个分支机构，而非农民自己的组织。不过，当用水户协会较弱时或仍在发展

中，可以将这种方法作为一个临时过渡方法。 
 

29.  关于末级渠系水费计算的明确政策和法规尚未制定。相比之下，国有水费的计算已经

有了专门的政策导则和方法，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物价局一般都采用国家规定的方法计算国

有水费。该方法通常基于灌区的实际成本，包括全部成本的回收/折旧，按照该方法计算

的国有水费通常较高，而物价局实际批准的国有水费常常比计算值低。即便如此，降低后

的水费也常常超出农民的支付意愿，水费收取率往往较低。但是，关于末级渠系水费的政

策或计算方法尚未制定，各灌区和各地区目前使用的计算方法不同。北方地区水资源匮乏，

供水成本高，物价局一般为末级渠系水价制定一个固定价格或一个灵活价格（价格区间），

有时以占总水价的比例表示。在南方地区，用水户协会一般更具独立性，可以在协会的农

民成员之间根据需要协商确定末级渠系水价，物价局的作用不像在北方地区的那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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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缺乏关于末级渠系水费制定的明确政策和法规，即类似于现行国有水费政策和导

则那样的政策、法规，是用水户协会和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得到足够资金支持的严重阻碍。

没有专门的法规或导则，当地物价局确定末级渠系水费缺少依据。其结果是，末级渠系水

费常被物价局忽略或定得太低，这种做法被当做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方式。虽然这样做是可

以理解的，但末级渠系水费定得太低常常导致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资金不足，也限制

了用水户协会基于实际成本制定水价，即使是农民情愿支付基于实际成本的水费。 
 
31. 需要进行水量计量，按水量向用水户协会和农民收取水费，从而鼓励节水。在北

方和西北干旱地区，水量计量到用水户协会或在用水户协会内部量水较为普遍。在南方地

区，建立了用水户协会的灌区通常量水到协会，但一些用水户协会即使安装了水量计量设

施，但并未用于测量和计算协会的供水量和水费。东北灌区几乎未开展量水到协会和协会

内的量水，每个农户或小组不经量水按需取水。用水户协会的量水点位置也很重要，量水

点位置在各地区的协会之间存在差别。在华北和西北地区，量水点的位置相对靠下，常常

是在协会渠首，一些地方是在农渠取水口。在后一种情况下，可实现量水到户，尤其是在

用水户协会能够帮助收水费的地方，但这对供水单位意味着高成本。  
 
32. 关于节水，供水单位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有时会有直接的冲突。例如，在山西省，

有的供水单位鼓励农民多用水，因为供水单位作为供水垄断者，希望使自己的售水收入

大化。这样做可以提高供水单位的收入，但却与节水需求相悖。黄河流域缺水严重，引水

成本相对较高，作为引黄区域，山西省的节水尤其重要。从公共利益出发，应查明和取缔

这种做法。 
 
33.   为促进节水，一些灌区采用了用水定额制度，但这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用水定额

决定了农户的水价，在农户超过定额用水时水价将增加。但是，所规定的基本定额在同一

灌区只有一个，没有区分灌区内各处灌溉设施条件和土壤类型，但同一灌区内的用水会协

会之间，甚至同一个用水户协会内各处的情况可能会差别很大。灌溉设施条件和土壤类型

对用水量和水浪费的影响很大，农民对此无能为力。例如，在渠道设施较差、效率低的地

方，水的浪费多，对此农户无法避免。实际上，超定额加价收费制度只是为供水单位提供

了额外收入来源，对供水单位不改善渠道设施、不提高供水效率提供了财务激励，并且增

加了农民的水分负担。 
 
34. 总之，灌溉水价制定处于“保持水费低水平、控制在农民的支付意愿范围内”和

“需要为骨干工程系统和用水户协会运行维护和管理提供足够资金”这两难之间。由于

水费低于实际成本，渠系维护被延迟，导致渠系条件恶化和灌溉服务效率、质量下降，以

及农民支付水费（包括国有水费）的能力和意愿降低。这对末级渠系的影响尤其严重，因

为末级渠系既没有明确的资金来源或水费制定方法，也没有责任明确的被赋权实体负责其

运行维护。 
 
农民的成本和水费补贴可选方案 
 
35. 许多灌区都存在着农民的支付意愿和供水成本之间的资金缺口。可能需要提供补

贴来弥补这一缺口。本研究识别和分析了四种补贴可选方案： (a) 对国有水费的折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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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补贴; (b) 对国有水费(折旧加骨干工程系统的运行维护成本)进行部分或全部补贴；(c) 
直接补贴用水户协会；(d) 直接补贴农户。总的来说，补贴的理由包括：许多农民没有能

力或不愿支付包括全部成本的水费；需要减轻农民负担；运行维护资金不足造成灌溉渠系

状况恶化，修复费用高；国家粮食安全取决于高效、高产的灌溉系统。根据调查，当水费

支出占农业产值比例超过 5%时，农民一般认为不能承受，这样的水费支出超出了他们的

支付意愿，不过，水费数量占农业产值相对比例往往影响他们的支付意愿。  
 

建议 

 
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机制 
 
36. 应逐步在中国全国推广实施“综合水费制”，并逐步取消“两费制”和“国有水费

一费制”。对“综合水费制”和“两费制”的对比分析表明，前者有益于水费改革、末级

渠系运行维护和用水户协会可持续性。“两费制”水费在特殊情况下，如协会尚未建立或

需要加强的情况下，可作为向“综合水费制”的过渡临时使用。“国有水费一费制”不包

括末级渠系运行维护资金，应尽早代之以“综合水费制”。  
 
37. 用水户协会在“综合水费制”实施中有着关键作用，需要实施具体项目来为用水

户协会的发展和改进提供政策支持、能力建设。这些具体项目的实施应基于以往项目的

经验教训，如“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和“水价改革项目”，这两个项目证

明了基于“五项原则”和“综合水费制”的改进型用水户协会的效益。国家和省级政府

（及其下级政府）也需要为末级渠系水价改革和用水户协会提供一致的政策和法律支持

（法律及/或法规）。这种政策和法律支持应赋予用水户协会独立法人地位、明确的权力、

权利和责任，以及决定、收取和管理末级渠系水费的权利，并应支持用水户协会联合会的

发展以便赋权给用水户协会。    
 
38. 水利部应起草关于水费改革和支持用水户协会的国家法律。在发展之初，用水户

协会一般依靠当地政府的政策文件和规定以取得必要的政策支持，而目前的综合水费改革

和用水户协会则需要国家和省级两个层次上的法律和法规的支持。除包括其它方面的内容

之外，这样的法律草案应：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综合水费制”，明确用水户协会在水

费制定、收取和管理中的角色，规定用水户协会水费计算的参数和方法，为改进型用水户

协会发展提供政策和其它支持，并保证政府预算和灌溉投资项目为用水户协会发展、工作

人员和农民培训、监测评价提供资金。湖北省 2009 年颁布了支持用水户协会的法规，其

经验可以作为指导。法律的起草和批准需要时间；在 2005 年颁发的国家政策文件（第

502 号通知：“关于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发展的意见”）的基础上，水利部应发布关于水费

改革和用水户协会的暂行规定。 
 

39.  需要立即着手进行的是，各省根据当地条件，参照湖北省政府的“用水户协会管

理规定”(2009) 颁布一部省级暂行规定。国家应颁布一部类似的用水户协会综合法规，提

供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和指导。这些法规应支持综合水费改革和改进型用水户协会的发展，

应吸收“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水价改革项目”和本研究总结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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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赋予用水户协会根据自己的成本和需要决定、收取和管理末级渠系水费的权利。此外，

国家需要发布根据用水户协会运行维护成本计算末级渠系水价的导则，省级及其下级政府

也需随后发布相关规定。  
 

40. 各级政府应促进新的和已建用水户协会的登记并提供便利。需要进行用水户协会

注册，以便加强它们实施“综合水费制”的能力。用水户注册有许多有利方面。为支持和

改进用水户协会，促进末级渠系水费改革，当地政府也应发布自己的政策和规定，对于没

有建立末级渠系水费制度的灌区来说，发布这样的政策和规定尤其紧迫。为了加强用水户

协会发展，所有国内、国际资金支持的灌溉投资项目都需要包括关于用水户协会培训、能

力建设和发展方面的内容，与综合水费改革结合起来实施。这些项目内容应参考改进型用

水户协会“五项原则”的要求，并借鉴“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和“水价改

革项目”及本研究提供的经验教训。   
 
41. 供水单位应支持用水户协会的加强，并帮助用水户协会实现财务独立和自我管理。

这将使供水单位受益。供水单位应帮助已发展成熟的、改进型的用水户协会决定、收取和

管理末级渠系水费，帮助它们提高会计、财务和水费管理能力，并保证用水户协会全面负

责末级渠系运行维护，且有所需的充分技术支持以便开展末级渠系的运行维护。供水单位

应指导和帮助而不是控制用水户协会；薄弱的或新的用水户协会将会需要更多系统和深入

的培训和支持。此外，应逐步取消由除了用水户协会以外的其它组织（如村、供水单位或

承包商）向农民收取水费。  
 

用水户协会的水费及其相对于末级渠系运行维护要求的充足性 
 
42. 在采用综合水价的情况下，用水户协会收取的水费应涵盖协会运行维护成本。这

对保证末级渠系适当的运行维护和管理是必要的。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成本中包括协

会从供水单位购水的成本，购水成本应作为协会的运行成本。农民向协会支付的水费应基

于协会的全部运行成本计算，用水户协会还应积累准备金以备渠系小修之用。  
 
43. 物价局应在其水费计算中包括末级渠系运行维护成本。在实行“综合水费制”情

况下，水费计算应包括供水单位的供水成本和用水户协会进行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的

成本两部分，视具体情况，还应包括末级渠系小修所需的少量准备金。   
 
用水户协会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方法 
 
44. 应基于计量到协会或者在协会内计量的供水量收取水费，应推广和加强用水户协

会的水量计量。水量计量是实施“综合水费制”的必要条件。应至少在协会渠首测定水

量并根据测定的水量计算所有协会成员的水费。在可能的情况下，水量应计量到用水小组，

以确定用水小组成员的水费，在一些情况下还应计量到协会每个农户，以确定每个农户的

水费。所有地区都应计量水量，并以此为基础计算供水单位向用水户协会供水的成本。水

量计量在干旱的华北和西北地区尤其重要。在协会内或用水小组内，可以基于协会或用水

小组从供水单位接受的水量的成本和协会或用水小组的运行维护成本，根据农户的灌溉面

积收取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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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用水户协会的水费应透明，应公布每个农户的水价、水量和水费成本并向每个农

户开具收据。此外，对于通过用水小组向农户收取水费的用水户协会，用水小组应向协

会提供每个农户的付款信息，并给每个农户提供缴费收据。协会应核对付款信息和缴费收

据，以保证账目的一致、准确和透明。  
 

46. 供水单位应减员、降低其它成本，并要提高运行效率。供水单位应根据国家标准

限制工作人员数量，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供水成本。国有水价应依照“水利
工程供水成本管理办法” (暂行) (发改价格第[2006]301 号文)的规定计算成本，供水单位

也应以此文为依据定员、定预算。随着改进型用水户协会的发展，供水单位的人工成本会

下降。  
 

47. 政府应为用水户协会修复和改善末级渠系提供投资。这将减少用水户协会的维修

成本，使协会有可用资金用于支付运行维护费用和人员报酬，并能降低末级渠系水费和实

现节约用水。在计算末级渠系水费时，末级渠系大修或改造成本不应计入用水户协会的成

本。用水户协会应代表农民成员直接参与他们的末级渠系的规划、布局设计和建设各阶段

的工作。农民通常为这样的工程成本做出一部分贡献（通常以投劳的形式），这就产生了

他们对这些设施的“所属权”并激励他们为这些设施进行适当维护。政府对末级渠系的投

资应支持用水户协会的发展和改善以及“综合水费制”的实施，并应激励用水户协会更好

地维护末级渠系。这样的投资还应有激励措施，以便避免用水户协会因为对修复和改善资

金的预期而忽视对末级渠道的维护。 
 

48. 国家应考虑为供水单位建立一个“稳定收入制度”。该制度的目的是使供水单位的

收入在湿润年份保持稳定，并在干旱年份用水较多而水费增加时，为农民维持合理的用水

成本和合理收入。为此目的可以采取的方式包括：建立“供水单位收入稳定准备基金”；

开展供水单位收入稳定保险；实行国家直接支付；或者以上三者联合使用。可以实施一个

供水单位收入稳定“平衡支付”计划，作为政府水费补贴综合计划的一部分。 
 
49. 应审查和修改超定额水费政策和制度，以保证它们不会产生负面的公益激励。超

定额水费政策和制度应真正促进农民节水，不应是仅仅增加了供水单位收入。此外，超定

额水费收入应用于投资建立一个“用水户协会节水投资基金”，由用水户协会使用和管理，

用于改善末级渠系、节水和降低超定额水费。   
 
农民的成本和水费补贴可选方案 
 
50. 政府应考虑根据供水成本（国有水费加末级渠道水费）和农民的支付意愿及支付

能力间的缺口补贴农民水费。应基于农民的支付态度确定他们的支付意愿，并应根据作

物净收入考虑他们的支付能力（本研究未对支付能力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水

费超过了农民的支付意愿（如作物价值的 5%），许多农民可能拒绝支付水费。补贴方法

应平等、促进节水、范围确定和具体、透明，并尽可能与“综合水费制”的实施相结合。  
 
51. 根据研究结果，建议采用的补贴方案为：(a) 取消国有水费的折旧成本 (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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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资本成本回收)；(b)降低或取消国有水费，由政府财政承担国有水费未涵盖的供水单

位管理和运行维护成本部分。应按优先顺序对这些可选方案进行评价。如果供水成本对

农民来说过高时，应考虑补贴可选方案 (3) “直接补贴用水户协会的成本”，尤其是当用

水户协会没有供水单位作为上游部门时。可选方案(4) “在没有用水户协会的地方，直接

给农民提供水费财务补贴”是 后一个可选方案，但不是推荐方案，因为它不支持末级渠

系运行维护或用水户协会。在适当的情况下，可联合使用头两个或第三个可选方案。此外，

为减少所需的补贴，还应改善水利设施条件、减少冗员。对农民收取的水费不应完全取消，

补贴制度的设计应为供水单位有效供水提供激励、促进用水户协会和农民节水，并且帮助

当地灌溉管理实现财务自立和自我管理。补贴可以包括在水价改革设计中，而且应考虑对

补贴潜在的道德风险的限制措施，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少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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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和研究背景 

 

1.1 综述  

灌溉用水水价制定足以涵盖末级渠系设施运行维护和管理成本，是用水户协会可持续

性至关重要的条件，也是保证末级渠系设施的充分、可持续维护和运行质量，从而保证灌

溉服务效率的必要条件。本研究项目对中国末级渠系灌溉用水定价的关键方面进行了调研，

其中包括灌溉用水的水费构成、水价制定、水费收取和管理，以及用水户协会在水价制定

中的作用。 
 
本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灌溉用水定价的政策制定，以及加强用水户协会从而改善末

级渠系运行维护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具体的参考和指导。水价改革对于高回报灌溉系统

的长期可持续性是必不可少的，而提高用水户协会的质量则是有效的水价改革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除重点研究政策方面以外，本项研究也致力于研究用水户协会水价制定实务，

为各地区的用水户协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和指导。根据对中国国内文献的查阅结果，本

研究是第一项针对末级渠系水价和用水户协会的研究，也是第一项旨在为末级渠系水价制

定和用水户协会发展综合政策的制定提供帮助和指导的研究。 
 
本章介绍了在水价制定和用水户协会可持续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两者的关联，强调了

合理和有效的水价制定模式对用水户协会和末级渠道灌溉系统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及其对

中国灌溉投资达到高绩效水平的重要性。  
 

1.2 研究的必要性   

中国用水户协会发展较快，到 2008 年已经建立了 5 万多个用水户协会，现已覆盖了

全国灌溉面积的三分之一。然而，其中的许多用水户协会质量不高，且仅有 40%经过注

册成为独立和长期的法人。用水户协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经费问题—它们的收入不足

以涵盖其运行维护成本。这直接影响了用水户协会的运作，并常常危及其存在和可持续性。

这一问题也威胁到用水户协会的长期发展以及末级渠道灌溉工程系统的质量，而这些灌溉

系统是为所有灌溉作物种植系统提供高效供水和可靠用水的保证。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

全国约有 67%的用水户协会存在资金困难问题。 
 
水费是用水户协会维持运行维护和管理的稳定资金投入 重要的、 合理的来源。但

是，目前在用水户协会的水费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水费核算方法、收取、管理方面

的问题，以及用水户协会相对于灌区和村委会在水费计收中的地位、作用和能力等方面的

问题。同时，在用水户协会改善所需的具体政策支持（包括当地和国家层面上的政策支持）

方面也存在问题，甚至是缺乏这样的政策支持。政策支持是关键性的因素，但目前用水户

协会及其水价制定还缺乏统一的政策支持。在国家层面上，虽然有一些总体政策在以不同

方式支持用水户协会，也有一些关于末级渠系水费的政策，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政策全面、

具体规定了用水户协会的地位及其运行维护成本测算、水价制定、水费收取和其它有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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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此外，已有很多研究分别针对农民支付的水费、灌区和供水单位为骨干工程运行维护

而收取的国有水费，但目前还很少有或尚未开展针对用水户协会所管理的供水工程系统运

行维护所需的末级渠系水费的调查和研究，以及将灌区和供水单位收取的国有水费和末级

渠系的供水水费（即构成农户总水费的两部分）相结合的调查和研究。本研究旨在填补这

些空白。 
 

1.3 研究目的和内容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 (a) 为支持用水户协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

水费收取和水价制定机制来支持用水户协会对末级渠系进行适当的运行维护和管理，提供

科学的决策依据； (b) 帮助促进和改革末级渠系水价的制定，并加强与末级渠系水价紧密

关联的用水户协会在末级渠系水价制定中的作用。此外，本研究明确提出了用水户协会在

机构和财务方面存在的具体弱点，这些弱点对末级渠系水价制定、运行维护和管理有着负

面影响，本研究针对这些弱点提出了改进建议。 

本研究涉及中国用水户协会水费的四个主要方面，即水费的构成、水价测算、水费收

取和水费管理。它分不同的水价制定方法、水费类型和用水户协会的不同类型对上述方面

进行了分析。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报告主要包括与用水户协会灌溉水价制定政策相关

的四项专题：(a) 灌区和用水户协会水费收取的总体情况； (b) 用水户协会的水费及其相

对于末级渠系运行维护要求的充足性；(c)用水户协会的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方法；(d)用
水户协会灌溉水费的补贴机制。 

在本项研究中，研究工作组对 5 个省区内 8 个灌区的 12 个用水户协会的水价制定和

相关事宜开展了详细的调查。案例研究采用的数据包括从研究区 99 个农户收集的结构性

问卷数据，以及通过与用水户协会负责人、灌区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访谈及其它来源收集

的数据。从案例研究和其它来源取得的、关于用水户协会的数据为本项研究提供了科学基

础，并为本研究的政策建议提供了科学依据。在研究过程中还收集并采用了用水户协会的

一些特定案例和用水户协会发展总体情况的大量原始数据和信息。 
 

1.4 用水户协会的发展现状和主要制约因素 

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建立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用水户协会以来，随着农村税费

改革及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国家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增加，用

水户协会快速发展。截止 2008 年，全国已建 5 万多个用水户协会，所管理的灌溉面积共

3 亿余亩（2,000 万公顷），占全国灌溉总面积的 34%。大型灌区内建立用水户协会 1.68 万

个，覆盖灌溉面积 1.02 亿亩（680 万公顷），占大型灌区灌溉面积的 40%。 

大多数用水户协会的建立由供水单位、水利厅/局、村委会和当地政府发起；供水单

位和水利厅/局 是水利部指导（而不是管理）下的水行业管理机构。已建的 5 万个用水户

协会中的大多数是由水行业管理机构或村委会组建，其中约 5%是在世行项目下由水行业

管理机构组建的。此外，国家综合农业开发办公室（国家农发办，隶属于财政部）管理中

国 大的田间和末级渠系工程投资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国家农发办在世行项目支持

下已经建立了 1500 多个用水户协会，它对末级渠系的水价制定和用水户协会的发展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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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在国家农发办领导下，世行投资的“加强农业灌溉二期贷款项目”建立了 516 个用

水户协会，世行投资的“加强农业灌溉三期贷款项目”建立了 1020 个用水户协会。与水

行业管理机构建立的那些用水户协会不同，国家农发办所建立的用水户协会由国家项目提

供资金和培训。  

自 2004 至 2009 年，水利部和国家农发办共同实施了英国国际发展署投资、世行管理

的“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项目下根据世行在中国和其它国家已实施的项

目的经验，制定了改进型用水户协会的发展方式和标准。按照这些经改进的方式和标准，

该项目的 10 个项目省共组建了 497 个用水户协会，其中 231 个协会由水利部组建，266
个协会由国家农发办组建。该项目还建立了专门的用水户协会监测评价系统，使得认定和

评价这些改进型用水户协会的效益第一次得以实现。根据该项目监测评价系统的分析，改

进型用水户协会产生了大量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为进一步改进用水户协会，水利部

实施的“水价改革项目”和国家农发办实施的“加强灌溉农业三期项目”在设计中吸收了

“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的经验教训，致力于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改进型用水

户协会（尽管与总的需求相比，这两个项目的覆盖面相对较小）。  

对“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进行的成本效益分析计算显示，该项目所建

立的用水户协会所产生的效益远大于成本。虽然测定的效益体现为粮食产量增加、更大的

节水量，但用水户协会还有许多其它效益。该分析表明，在改进用水户协会运行绩效方面

的投资回报非常高。例如，在 2008 年 (即仅在一年中), 该项目下经改进和规范的用水户协

会的粮食产量增加和节水所产生的效益值为 4.705 亿元，是该项目总投资 2.036 亿元（赠

款加上配套资金）的两倍多，并远远超过了该项目中用于用水户协会发展所发生的实际成

本 1,120 万元。根据这些计算，用水户协会投资（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包括有

限数量的协会基础设施改善成本）的回收期小于 6 个月；这是将用水户协会区域与灌溉设

施条件类似的对比组地区进行对比的结果。如不考虑项目的间接成本（如监测评价成本），

用水户协会的净增量效益会更大，而回收期会更短。另外，计算中未考虑农户家庭因用水

户协会开展的活动而节约了劳动力、减少了用水纠纷，从而可能增加非农收入的大量经济

效益。 
 
在发展改进型、规范化用水户协会方面的投资明显产生了很高的经济回报，远高于单

纯的灌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所产生的效益。“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的实质

性效益使更多的受益人受益：使 29.2 万户的 130 万人受益，覆盖面积总计 16.51 万公顷。

为使这些受益人受益，对用水户协会的投资总计为 1,200 元/公顷，与对比组相比，它所产

生的增量效益在 2008 年一年就超过了 1600 元/公顷。尽管这些效益与成本相比显得高得

难以置信，但应当指出的是，按照项目设计要求，在项目下的所有协会（及对比组区域内）

灌溉设施都基本完善（或经改造后得以完善）。从“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

中取得的经验仍然是，若用水户协会已有基本完善的设施，对其进行相对较少的投资就可

以有产生很高回报的可能性。这些经验的取得为本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原动力。与发展改进

型用水户协会相结合，进行水价改革改善用水户协会的可持续性能够为全国的农民带来巨

大效益。 
 
尽管实现了快速发展并取得了大量效益，用水户协会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制约因素，

若不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和制约因素将会危及用水户协会的生存以及未来新的用水户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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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这些挑战包括： 
 

1) 用水户协会注册困难, 不经注册，用水户协会将不是独立法人，也就不可以拥有

财产、银行账户，也不能开展包括签订协议或借贷在内的其它活动； 

2) 用水户协会的末级渠系水费不足以维持其运行维护和管理支出；  

3) 用水户协会法律地位薄弱，其财产所有权（包括对其灌溉设施的所有权）、法律

权利和责任不明晰； 

4) 缺乏资金对农民、工作人员和管理者进行关于改进型用水户协会发展实务的培

训； 

5) 缺乏资金支持用水户协会的组建成本，包括注册、办公设施、用水计量和设备

成本；   

6) 渠道老化破损，尤其是末级输水渠系，令用水户协会难以改善、管理和有效运

作； 

7) 用水户协会的管理、技术和财务能力薄弱，需要对农民进行长期培训，但没有

培训资金来源； 

8) 农民、村委会成员、灌区和政府官员对用水户协会的了解有限，需要开展长期

培训和提高认识，但却没有用于培训的资金。 

另外，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规定用水户协会 基本质量标准的任何法律或规定。仅湖

北省有一个支持用水户协会提高质量的省级规定，即“湖北省用水户协会管理办法”

（2009）。由于组建动机、背景和条件不同，用水户协会相互之间质量差别很大。一些用

水户协会仅是为了完成政务考核目标数量而组建的。仅根据数量来评价用水户协会的成功

常会产生误导，因为这样做是忽视了用水户协会的财务状况、法律地位及其运行绩效。    

尤其是，用于运行维护和管理的水费不足直接限制了用水户协会的可持续运行和未来

发展。目前，许多用水户协会依赖从供水单位返回的一小部分水费，而供水单位本身因预

算紧张会有将大部分水费留作己用的动机。另有一些用水户协会主要依靠村委会的补贴作

为运行维护资金。村补贴只占协会所需运行维护资金的一小部分，且因为村级各项事务支

出相互竞争，这一小部分资金的提供也会受到限制。以上两种情况降低或消除了用水户协

会的独立性，并且挫伤农民的参与积极性。 

用水户协会缺乏足够的运行资金是普遍现象。“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

下所建立的 497 个用水户协会的数据显示，其中约有 45%的协会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适

当的运行维护，而水利部进行的全国性调研发现，约有 67%的用水户协会面临财务困难。

用水户协会所处地区的经济条件各异，多数协会无法得到外部的经济支持来维持适当的运

行维护。“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数据表明，非水费收入平均只占用水户协

会总收入的 3%，这说明末级渠系水费仍是大多数用水户协会的主要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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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灌溉水价制定现状和存在问题 

灌溉水费由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组成，其中，国有水费上缴供水单位，用于国有

（骨干）工程设施的建设、管理及维护；末级渠系水费用于用水户协会管理的末级渠道

（输水）系统的管理、维护及人员报酬等。末级渠系工程改造一般由政府和农民共同投资，

因此农民对这些设施有明确的“财务”兴趣。在总水费的两个组成部分中，末级渠系水费

对用水户协会的可持续发展、灌溉供水的生产率和效益有直接的影响。 

目前，灌溉水费面临两难境地。一是供水单位普遍亏损，财务状况十分困难；其结果

是，许多工程系统维修严重延迟，这对供水系统的运行和效率带来了不利影响。据 2006
年水利部对 551 个大、中型灌区进行的调查，国有水价平均为 0.065 元/方，仅占实际供水

成本的 38%。另外，国有水费实收率平均仅为 57.37%。也就是说，实收国有水费仅占灌

溉供水实际成本的 22%。这导致了很多供水单位，特别是纯农业供水的供水单位年年亏

损严重，运行维护严重不足，对许多国有灌溉工程的正常运行、产出和效益带来了负面影

响。 

从农民的角度来看，许多地区农民支付的水费超出了他们基于种植收入所能承受的水

平。根据水利部对 200 个农户进行的调查，农户水费支出平均为 42 元/亩, 约占其作物产

值的 5%。部分地区农户的水费支出超过 80 元/亩，占其作物产值的比例达 10%。而且，

随着国家对农户直接补贴范围的扩大，农民对缴纳水费越来越不情愿。水费占作物产值的

比例这样高，由此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降低了农民的支付意愿，这就降低了供水单位的

水费收取率，从而减少了运行维护资金，运行维护资金的减少则降低了灌溉工程系统的绩

效，进而导致了作物产量的降低，而作物产量的降低则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的支付意愿。用

水户协会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可以帮助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但这只能在用水户协会有足够

资金进行末级渠系设施运行维护、有法定资格收取用于末级渠系运行维护的足够水费时才

能实现。“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的数据表明，经过改进的、规范的用水户

协会能够产生非常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并且帮助逆转这个恶性循环，但这取决于

用水户协会是否有足够的末级渠系水费保证其财务可持续性。因此，保证用水户协会可持

续性的水价制定是用水户协会未来运行绩效的关键要求，也是保证中国粮食需求、节水、

社会平等和稳定、农村全面发展的关键要求。 
 

1.6 在用水户协会层次上的水费构成、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 

本研究从灌溉水费的构成、水价制定、水费收取和收取程序几个方面对灌溉水费价格

制定进行了调研。基于研究分析发现，在用水户协会层次上的水费计收有下列几种情况：  

(1) 水费构成：有四种类型：(a)水费由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两部分构成（“两费制”

水费），且分别定价征收；(b)将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加总为一个水费（“综合

水费”），以一个水费向农户征收；(c)水费只包括国有水费（“国有水费一费制”），

末级渠系运行维护资金来源不明确，依靠供水单位返回的一小部分水费，或者村集

体或其他来源的资助；(d)水费只含末级渠系水费，如一些由用水户协会而不是供

水单位运行管理的小型灌区内的水费。本研究主要对前两种类型进行分析。 

(2) 水价制定：研究中主要发现并研究了两种情况：(a)国有水价和末级渠系水价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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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收取，其中，国有水价由当地政府物价局制定，采用固定的政府指令价，而

末级渠系水价有执行政府物价局指令价、政府物价局指导价（即政府给出一个价格

区间，用水户协会可在价格区间内制定其水价）等多种方式；(b)实施用水户协会

制定的综合水价，该综合水价根据协会为其接受的供水支付的国有水费及协会的末

级渠系运行维护费用核算。综合水价因地区而异，可能完全由协会自主决定，或者

必须由当地政府物价部门批准。 

(3) 水费收取机构和程序：根据水费收取主体（负责收取水费的机构或单位）的不同，

水费收取有以下几种方法：(a) 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分别定价征收，国有水费

由供水单位直接从农户收取，末级渠系水费由用水户协会收取；(b)在一些实施综

合水价的用水户协会，由协会收取综合水费，协会将国有水费交供水单位，将末级

渠系水费留存，用于自己的运行维护活动；(c)一些地区即使成立了协会，但水费

仍由村或乡镇收取，乡镇将全部或部分国有水费交供水单位。  
 

1.7 末级渠系水价制定面临的主要问题 

由用水户协会运行的末级渠系的水价制定面临以下主要问题：(1) 有的灌区没有制定

末级渠系水费政策；(2)目前的末级渠系水费标准偏低，不足以支持末级渠系正常的运行

维护；(3)一些地区末级渠系水费由政府物价局制定；(4)由政府确定用水户协会的统一水

费标准，未考虑各协会间条件的差别（也就是说，政府所确定的统一水费标准未考虑各用

水户协会条件和成本的不同）。但在一些地区，政府忽视了对实际收取的末级渠系水费的

监督和检查，致使冲突发生，这常常会导致不平等并会挫伤农民参与的积极性。(3)末级

渠系水费标准的制定缺少农民用水户的参与，因此缺少其支持；(4)负责末级渠系水费收

取和管理的组织或单位常常不是用水户协会。末级渠系水费应该由协会收取和管理，协会

要将该水费收入直接用于供水、运行维护和管理，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情况却是末级渠

系水费收入往往由水管单位收取和管理，即便供水单位不负责末级渠系的运行维护和管理。 

1.8 建立用水户协会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标准的必要性 

目前，不同地区末级渠系水费的构成、负责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的主体及水费收取程

序有较大差异，且用水户协会、供水单位及当地政府在水价制定方面的权责也有很大的差

异。如上所述，有些用水户协会在水费构成、定价方式、水费收取主体、水费征收程序方

面存在问题。为适当制定用水户协会的水价，有必要了解各协会不同的水价制定方法，以

便建立适合当地水资源和土壤条件、灌溉设施条件、灌溉方法并经过改进的水价制定制度，

从而保证协会有充足、稳定的水费收入来支持末级渠系的运行维护和管理，使协会能够有

效地管理用水并实现财务可持续。经过改进的水价制定制度应能：  

 保证用水户协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末级渠系的正常运行维护. 末级渠系水费由用水户

协会直接用于支付运行维护和管理费用。经改进的用水户协会水价制定模式能够明

确水费的构成、运行维护成本的计算、价格确定、运行维护费用的使用范围、水费

收取程序等。这将有助于保障用水户协会可持续发展和末级渠系适当的运行维护。 

 促进用水户协会在水价制定方法和质量方面的规范化.  各利益主体，如供水单位、

用水户协会、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等，在用水户协会/末级渠系水价制定和灌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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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管理方面的权责不明确。一些地区是用水户协会收取和管理水费，而另外一些地

区是由供水单位或乡镇、村负责收取水费，由协会负责运行维护。在后一种情况下，

由于缺少资金和农户参与，用水户协会难以开展工作，致使末级渠系运行维护不当。

水费计收是用水户协会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用水户协会水价制定制度，

也就明确了各利益相关主体在水费计收和管理中的权责，这将有利于用水户协会的

规范发展和运行。同时，协会自身的质量提高和规范也很重要，只有这样它们才能

够担当末级渠系水价制定的更大责任，并能开展更为有效的灌溉工程运行维护和管

理。 

 帮助消除农户的不合理水费负担、保证水费计收更为公平、透明和公正，从而促

进农民的参与. 很多用水户协会存在水费构成不明确、协会供水及成本测算不科学、

群众参与水价制定不充分、水费收取程序不规范、在水价制定、水量计量和水费收

取过程中缺少群众监督等问题，因此常会出现多收水费和“人情水费”现象，从而

导致不公平和冲突。其结果是加重了农户的水费负担，不公平的水费计收常会导致

农民间的矛盾，降低他们的参与积极性。要建立用水户协会合理、公平的水费计收

制度，就需要明确水费的构成，监督水量计量和水费的计算，使之准确、科学，并

要鼓励在水价制定、水量计量和水费收取过程中的群众参与。这将有助于取消不合

理收费、减轻农民的水费负担、保证水费计收更为公平、透明和公正。 

 促进节水、提高产量和灌溉生产率. 如能通过发展改进型用水户协会来适当设计和

规范用水户协会水价，从而改进和建立用水户协会水价制度，就将会为农民节水提

供经济激励，而且能提高水的生产力（将稀缺水资源用于能产生 高价值的用途）

并鼓励农民支付水费。 “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建立的 497 个改

进型用水户协会已经明确显示出这些影响，这些影响也已经过了测定。运行规范的

改进型用水户协会是开展水价改革的必要载体，而反过来说则是，水价改革将有助

于改善和规范用水户协会，并有助于提高其实现这些效益的能力。 
 

1.9 关于水费和水价制定的相关政策和规定 

在国家层面上，虽然已经有一些关于用水户协会的政策，以及一些关于末级渠系水费

的政策，但这些政策没有对用水户协会的运行维护成本估算、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做出足

够具体的规定。一些地方政府颁布了关于用水户协会水费的一些政策，但其中通常没有明

确用水户协会的角色和责任。需要对这些政策进行改革。对现有相关政策的研究2 表明，

除了湖北省 近颁布的规定外（见前文所述），用水户协会和末级渠系水价制定普遍缺乏

明确和充分的支持。  
 
“湖北省用水户协会管理办法”(2009) 是第一个由省级政府颁布的用水户协会管理规

定。该管理办法明确了用水户协会是指经过注册的“法人”。它规定了用水户协会的权利

和责任，如灌溉管理、从农户收取水费、对灌溉设施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参与末级渠系水

价制定等。重要的一点是，用水户协会应“决定”而不是仅仅“参与”制定末级渠系水价。

                                                        
2 请参见附件 II 中的国家和省级相关政策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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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管理办法还明确了协会成员的权利和责任、协会执委会成员和协会主席的权利和责任、

协会管理规定的主要内容、民政局和水利局在协会注册和运行中的责任、协会的组建和注

册程序等。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和开拓，也是用水户协会政策支持十分必要的一个步骤，

能够使得用水户协会在末级渠系水价制定和管理过程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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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本章描述了本研究中的案例研究方法和所进行的分析。案例研究地点的选择对保证研

究结果反映全国的不同条件至关重要，尤其是华北、西北、东北和南方地区的不同条件。

研究中根据水资源条件和所采用的水价制定方法，对选定的用水户协会进行了分类，并根

据全国不同地区用水户协会的不同类型，分析了水资源条件对其水价制定方法和协会独立

程度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是为调查和分析工作选择代表性灌区和用水户协会的基础。  
   

2.1 实地调查  

如上所述，本项研究共完成了 99 分农户问卷、12 份协会问卷和 8 份灌区问卷。访谈

对象包括：协会主席、用水小组组长、协会的农民成员；负责协会事务、水费收取、供水

设施管理和配水的灌区负责人、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灌区供水单位；水管站负责人和工

作人员；省水利厅；村和当地政府负责人、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包括乡镇政府负责人和工

作人员等）。 
 
研究中共选择并实地调查了吉林、山西、新疆、湖北、湖南 5 个省区的 8 个灌区，其

中包括 6 个大型灌区、1 个中型灌区和 1 个小型灌区，及这些灌区内共 12 个用水户协会。

调查对象为国有供水单位、用水户协会、普通农户和相关乡镇、村负责人。 
 
这些灌区代表了中国的主要农业气候条件，即湿润的南方地区、半湿润的东北地区、

干燥的华北地区和干旱的西北地区（见表 2-1）。在这些灌区内选择的用水户协会涵盖了

不同的水费构成模式、水源和水资源利用情况。山西的灌区内尽管没有用水户协会，但有

类似的当地灌溉管理机构，即末级渠系管理委员会（斗管会）；研究中之所以包括山西的

灌区是因为它们的管理模式在华北较为普遍，且它们引入的一些灌溉管理改善做法可以为

其它地区用水户协会的水价制定提供经验。   
  
灌区选择所依据的标准如下： 

 
 灌区水价制定方式具有区域代表性;  
 灌区管理体制改革及水价制定在省内比较先进； 
 灌区内有质量较好的用水户协会； 
 能为条件相似的灌区提供用水户协会水价制定方面的经验。 

 
表 2-1:案例研究所选灌区所处位置 

 
灌区名称 省 地区 气候 灌溉类型 

东风 湖北 南方 湿润 地表水自流灌溉 

石鲁 湖北 南方 湿润 地表水自流灌溉 

屡丰堰 湖北 南方 湿润 地表水自流灌溉 

铁山 湖南 南方 湿润 地表水自流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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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屯河 新疆 西北 干旱 地表水自流灌溉+地下水灌溉 

三屯河 新疆 西北 干旱 地表水自流灌溉+地下水灌溉 

前郭 吉林 西北 半湿润 地表水抽水灌溉 

夹马口 山西 北方 干燥 地表水抽水灌溉 
 

对国有供水单位的调研内容主要有：灌区工程管理权责划分，灌区供水流程，灌区水

价政策，灌区水费计收流程，国有供水单位经济状况，灌区管理体制改革及用水户协会发

展情况，以及其他关心的问题。对用水户协会的调研内容主要有：用水户协会范围内工程

管理权责划分，用水户协会供水流程，用水户协会水费标准及水价制定方法，水费收取流

程，用水户协会收支情况，以及其他关心的问题。 
 
对农户的调研内容主要有：其支出及构成，水费收取方法，水费承受能力，投劳情况，

农业投入和产出，以及其他关心的问题。被调研农户的抽样选取标准是在每个用水户协会

按上、中、下游位置抽取 3 个用水小组；在每个用水小组中，根据上、中、下游位置，抽

取 3 户。每个协会共抽取 9 户农民。在调研中采用了半结构座谈方式，调研人员与农户面

对面座谈。 
 

2.2 研究内容和任务 

调查和研究不同地区、灌区、用水户协会在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方面的不同做法，并

进行分析、评价、比较和总结，发现经验和教训。根据用水户协会的特点将它们分成不同

的类型，分别研究其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方法。总之，本研究力图帮助明确 佳的水费来

源，以支持用水户协会运行维护和管理，从而保证用水户协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末级渠系的

有效运行维护和管理。本研究的主要任务如下： 

(1) 对灌区及用水户协会的灌溉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开展案例研究。调研内容包括水

费的构成，水费收取程序，以及农户实际支付的水费数量。 

(2)对用水户协会运行维护和管理成本开展案例研究。调查一些有代表性的用水户协

会，分析其运行维护费的组成及支出情况。 

(3)研究并制定用水户协会水费计收的方法。在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

的用水户协会，分别研究科学、合理的用水户协会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方法，包括水费构

成、水费核算方法、水费收取程序和水费管理等内容。 

(4)对灌溉水费可能采用的补贴机制进行研究，包括提出、分析和对比水费财政补贴

的不同方法和途径。 

2.3 水费分析中采用的用水户协会分类方法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用水户协会进行分类，包括从用水户协会水资源利用情况、水费

构成、用水户协会服务质量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型，甚至也可以根据用水户协会负责人的身

份（即负责人是农民还是村领导）、用水户协会的规模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型。分类中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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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哪些因素对用水户协会的运行，特别是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会产生 大影响。 
 
在进行案例研究之前，研究工作中分析了“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在

10 个省内的 497 个用水户协会，以及水利部“水价改革项目”在 11 个省内的 155 个用水

户协会的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情况。通过分析发现，用水户协会的水源特点是决定其运行

特点、管理权责、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方式的关键因素。 
 
可根据水源情况将用水户协会分为三种类型. 每一类型的特点如下所述。 

 “水资源依赖型”. “水资源依赖型”用水户协会指那些基本上依赖供水单位供水，

没有自己的水源或者自有水源仅作为补充供水的用水户协会。这类用水户协会主要

依靠供水单位的支持，供水单位检查、监督用水户协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控制用

水户协会。由于供水单位在用水户协会的供水中处于垄断地位，它对用水户协会内

部事务有很大影响，并参与以至指导用水户协会的决策；有时用水户协会的负责人

就是供水单位职工。“水资源依赖型”用水户协会多分布在西北、华北干旱地区的

大、中型灌区内。  

  “水资源独立型”. “水资源独立型”用水户协会指那些有自己的独立水源（小型

水库、塘坝、机井、泵站等）、独立的灌溉系统，没有从供水单位供水的用水户协

会。此类用水户协会在组建及运行中主要依靠村组织，也有少数跨村的用水户协会

需要乡镇政府协调。由村干部担任此类用水户协会负责人的情况较多。用水户协会

负责管理自己的水源、灌溉系统。此类用水户协会的运行管理方式比较简单。由于

没有供水单位来负责给其供水，此类用水户协会的灌溉保证率较低。“水资源独立

型”用水户协会在小型灌区中较多。 

 “水资源补充型”.  该类用水户协会是指那些拥有自己的水源，但在自有水资源不

足时使用供水单位的水作为补充的用水户协会。这些用水户协会中，有一些使用供

水单位的水量多一些，还有一些使用自己的水源多一些。该类用水户协会多分布中

国南方大型灌区以及北方井渠结合灌区。一般来说，这些用水户协会全面负责管理

协会范围内的末级渠系和小型水源工程。  

根据水费构成对用水户协会分类.  所谓“水费”指供水单位及/或用水户协会向农户

收取的水费，不包括用水户协会以下的组织（如用水小组等）收取的水费。水费可能并不

等于农户支付的灌溉总费用，比如，它可能还包括农户的投劳。而且在有些地区，无论是

供水单位还是用水户协会都很难直接配水到户，农户除了向供水单位及/或用水户协会缴

纳水费之外，可能还要向用水小组支付服务费，或者支付其他水源（如属于个人的管井）

费用。有时，在一些地方还有不合理收费，使得水费构成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农户实际

支付的灌溉费用称为“农户水费”，以与“水费”相区别。 
 
本研究按照水费构成将用水户协会分为三类进行分析，具体包括： 

 
 实行“两费制”(国有水费 + 末级渠系水费)的用水户协会. “两费制”指农户支付

的水费由两部分组成，即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有些地方称“群管费”或末级

渠道管理费，而在另一些地方，末级渠系水费由几项费用组成），由供水单位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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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户协会分别向农户收取。末级渠系水费主要用于末级渠道维护支出、配水劳务报

酬、办公费支出等。 

一般来说，“两费制”用水户协会的供水依赖供水单位，即“两费制”用水户

协会属于“水资源依赖型”，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如山西、陕西、新疆等地。  

在国家实施水管体制改革以前，许多供水单位已经直接供水到支渠口或斗渠口。

支渠或斗渠以下的灌溉设施由村组管理。随着水管体制改革的推进，用水户协会已

经成立，负责在供水单位指导下进行配水管理，取代了村组的配水管理。 

在执行“两费制”水费的用水户协会中，国有水费由政府规定，由供水单位直

接向农户收取。国有水费不包括在用水户协会的财务成本内。 

相比之下，末级渠系水费原则上应由用水户协会直接向农户收取。但是，末级

渠系水费由供水单位和国有水费一并收取的情况比较普遍，这是因为：目前大部分

用水户协会建立时间短，和乡/村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在西北、华北等干

旱缺水地区，农业供水和水费收取显得更为重要，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都由供

水单位收取的做法更为普遍。此外，末级渠系水费的价格制定、水费收取、管理和

使用对供水单位和农户来说都是比较敏感的事，尤其是在末级渠系水费由供水单位

收取和管理、没有农民参与的地区。在供水单位收取全部水费的地方，多数情况下

用水户协会必须向供水单位申请使用末级渠系水费，以便进行运行维护和管理，这

在农民看来，用水户协会就是供水单位的一个分支机构，因而阻碍了他们的参与和

用水户协会的自我管理。 

 实行“综合水费制”的用水户协会.  这类用水户协会从农户收取全部水费，

其中包括： (a) 国有水费部分，用水户协会按照从供水组织接受的水量将国有水费

支付给供水组织, 国有水费作为协会运行成本之一（因而作为购水成本纳入协会成

本核算）；(b)末级渠系水费部分，基于协会的末级渠系配水设施运行维护和管理成

本进行核算。用水户协会负责末级渠系的设施管理和配水，以及从农户收取水费。

用水户协会按照全部成本（即以上两部分的合计）向农户收取一项水费。用水户协

会作为独立法人，与供水单位是水的买卖关系，通常与供水单位签订供水协议。协

会根据协议、基于其接受的水量向供水单位支付水费；供水单位不与农户直接接触。

协会内部实行独立的成本核算，成本为从供水单位购水的成本加上协会内部末级渠

系运行维护和管理成本，如：灌溉工程维护成本、配水成本、管理人员费用、办公

费用等。用水户协会水价成本核算一般不包括末级渠系设施的折旧、改造。从理论

上来讲，水价应由协会内部民主商定，由政府批准或备案，但实际上政府常常在水

价制定中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 

 “综合水费”在“水资源独立型”及“水资源补充型”用水户协会中比较常

见，尤其在南方地区较为普遍，如湖南、湖北等地。“水资源独立型”用水户协会

与“水资源补充型”用水户协会之间的区别只是前者没有国有水费。  

少数“水资源依赖型”用水户协会也可能采用“综合水费”，如水利部“水价

综合改革项目”新疆项目区。农户直接向协会支付一项水费，这项水费将国有水费

和末级渠系水费合二为一。用水户协会向国有供水单位支付国有水费部分，即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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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并接受的水量的成本，协会将末级渠系水费部分用于自己的运行维护、管理及

其它用途。 

 实行“国有水费一费制”的用水户协会.  “国有水费一费制”指农户只缴纳国有水

费，不支付末级渠系水费。因为这些地区没有实施末级渠系水费政策，用水户协会

完全依靠国有水费返回（通常是很少一部分）维持运行维护。国有水费由供水单位

直接向农户收取，或者委托用水户协会向农户收取。委托方式有多种，如有些只是

供水单位收费员由用水户协会陪同收费；有的供水单位可能委托用水户协会代收水

费，并根据收费数量给用水户协会固定数量或一定比例的水费返回；这这些情况下，

用水户协会被看作代表供水单位收费的代收人，这会阻碍农民对用水户协会活动的

积极参与和支持。由于水费返回量少且不确定，至多仅够支付协会收费员和配水员

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用水户协会很难保证末级渠系维护费用，导致末级渠系运

行维护状况较差和田间无序供水。此外，没有任何实体有明确的责任和授权负责末

级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因为用水户协会只是一个托收代理人。用水户协会无法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协会可持续发展风险很大。尽管存在这些高负面风险，这种水费

模式在中国还是相当普遍，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地方。“国有水费一费制”没

有对末级渠系水费定价，用水户协会也未发挥作用。因此，本研究中未包括对这种

末级渠系水费模式的分析，也不推荐此类做法，在这里提及只是因为它的末级渠道

管理是一个严重问题，亟须调查和纠正。 

除了执行上述三种水费的用水户协会之外，还有的地区虽然成立了用水户协会，但是

协会不负责收水费，而是由地方政府（乡镇）或村委会收取水费，地方政府或村委会给予

协会一些资金支持协会工程的运行维护。资金量的多少取决于当地经济条件以及地方官员

对灌溉系统运行维护及用水户协会资金需求的重视程度。地方政府/村和协会并没有一个

契约关系，基本上可以看成上下级关系（也就是说，用水户协会只不过是村委会的一个分

支）。这种水费管理方式在南方一些地区比较多见，不利于协会独立、可持续的运行，因

为协会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这种水费管理方式也不能促进农民参与，因为农民会把

用水户协会看作是村委会的一部分。 

从总结经验的目的出发，研究工作组重点研究了执行“两费制”或“综合水费制”两

种用水户协会的水价制定方法。研究中所调研的用水户协会和灌区的基本信息见表 2-2。 

 
表 2-2:  案例研究中所选定灌区的水资源利用和用水户协会情况  

 
省 序

号 
灌区 气 候 类

型 
灌区供水
结构 

用水户协会水资
源利用主要类型 

农业水费构成主要形式 

吉林 1. 前郭灌区 半湿润 纯农业 水资源依赖型 国有水费一费制 

山西 2. 夹马口灌区 半湿润 纯农业 水资源依赖型 两费制（国有水费+末级渠系
水费） 

新疆 3. 头屯河灌区 干旱 农业为主/
工业 

水资源依赖型 两费制（国有水费+末级渠系
水费）；协会综合水费制 



14 
 

4. 三屯河灌区 干旱 纯农业 水资源依赖型或
补充型 

两费制（国有水费+末级渠系
水费） 

湖北 5. 东风渠灌区 湿润 城市为主/
农业 

水资源补充型 协会综合水费制 

6. 石鲁灌区 
（ 中 型 灌
区） 

湿润 纯农业 水资源补充型 协会综合水费制 

7. 屡丰堰灌区 
（ 小 型 灌
区） 

湿润 纯农业 水资源独立型 协会综合水费制 
独立小型灌区，无国有水费 

湖南 8. 铁山灌区 湿润 城市为主/
农业 

水资源补充型 协会综合水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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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机制 
 

本章主要介绍案例研究的结果，特别是水价制定和收费收取方面的调研结果，重点包

括水费构成、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对与水费管理相关的水量计量和用水户协会运行也进

行了描述。此外，对案例研究所选择的灌区和用水户协会的水价制定现行方法及其水价制

定过程和存在问题，本章也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3.1 案例研究选定灌区3的水价制定和用水户协会总体情况 

吉林省前郭灌区 –东北地区. 国有供水单位管理干、支两级渠道。斗渠层次上成立了

用水户协会。两个样本用水户协会都是在国有农场内组建，并在国有农场管理框架内和供

水单位的支持下运作。供水单位建立用水户协会的初衷是希望通过用水户协会从农户收取

国有水费，但未能奏效。目前，供水单位自己从农民收取水费，或委托农场或村收费。总

体情况是，用水户协会在工程管理、灌溉管理及/或水费收取中的作用并不明显。用水户

协会主要依靠供水单位供水。水费仅包括国有水费，不收末级渠系水费。 

山西省夹马口灌区 – 华北地区. 国有供水单位管理到斗渠口，斗渠以下成立“斗渠管

理委员会”（简称“斗管会”，与用水户协会有部分共同特点，但农民参与有限），由斗管

会负责末级渠系（斗渠及以下渠道）的管理。斗管会聘用斗长来负责末级渠道的维护、清

淤及配水到户。斗管会由村委会组建，未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因此不具有法人资格，无

银行账户。夹马口灌区的斗管会依靠供水单位供水。水费实行“两费制”，即水费包括国

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水量计量到斗渠口（斗管会的渠首）；基本实现计量到户，收费

到户，开票到户。  夹马口灌区的末级渠系水费主要指斗渠管理费。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

水费皆由供水单位直接从农户收取，末级渠系水费由供水单位管理，斗管会向供水单位申

请使用末级渠系水费。   

新疆头屯河灌区 ——西北地区. 头屯河灌区的多数用水户协会属于“水资源依赖型”，

依靠供水单位供水。用水户协会多实行“两费制”水费，少数用水户协会实行“综合水

费”。比如下营盘用水户协会，其水费实行“两费制”，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分别计收，

在支渠口计量。两种水费由供水单位直接从农户收取，末级渠系水费由供水单位保存，用

水户协会向供水单位申请使用末级渠系水费。  

头屯河灌区的另一个用水户协会—南头工协会实行“综合水费”。该协会在支渠口按

0.054 元/方的价格向水管单位买水，在农口按 0.082 元/方的单一价格向农户收费。用水户

协会实行计量到户、收费到户、开票到户。 

新疆三屯河灌区 ——西北地区. 该灌区的用水户协会多属于“水资源依赖型”，依靠

供水单位供水。少数用水户协会的主要水源是机井（拍卖或承包给个人经营）。水费实施

“两费制”，即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分别计收。在斗渠口计量水量。两种水费由供水

单位直接向农户收取，其中末级渠系水费由供水单位管理，用水户协会可申请使用。  

湖北及湖南灌区内的“水资源补充型”用水户协会 ——华南地区. 湖北和湖南的大中

型灌区内的用水户协会通常属于“水资源补充型”，即不完全依赖供水单位供水。用水户
                                                        
3 详细内容请参见附件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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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或农户拥有其它供水水源，用来补充供水。对于补充性供水部分，协会水费实行“综

合水费”。国有供水单位收费到用水户协会，用水户协会向农户收取补充供水水费；协会

对从协会自有水源的供水可能会向农民收取附加费用。在这些灌区内，一些用水户协会直

接向农户收取水费，另外一些用水户协会则通过用水小组或村委会向农户收取水费。 

“水资源独立型”用水户协会 —华南地区.  在湖北省调研的一个用水户协会—屡丰

堰用水户协会，是在一个小型灌区内，属于“水资源独立型”。农户支付的水费为“综合

水费”。在该用水户协会内，农民自我管理水源及渠系工程，并实现了供配水和水费收取

到户。 

表 3-1:  案例研究中调研的用水户协会的特点 

省 序
号 

协会名称 供 水 单
位 

灌溉面
积
（亩） 

农 户
数 

村数 主 要
灌 溉
作物 

协会利用水资源情
况 

农业水
费构成 

吉林 1 前 郭 灌 区
莲 花 泡 协
会 

前 郭 灌
区 管 理
局 

18000 654 1 农场 水稻 依赖型（依赖于前
郭 灌 区 松 花 江 提
水） 

国有水
费一费
制 

2 前 郭 灌 区
红 光 农 场
二 引 干 协
会 

前 郭 灌
区 管 理
局 

38250 3800 1 农场 水稻 资源依赖型（依赖
于前郭灌区松花江
提水） 

国有水
费一费
制 

山西 3 夹 马 口 灌
区 张 仙 村
斗管会 

夹 马 口
管理局 

4000 460 1 苹果 资源依赖型（依赖
于 夹 马 口 黄 河 提
水） 

两费制 

新疆 4 头 屯 河 灌
区 南 头 工
协会 

头 屯 河
管理处 

19000 624 1 小 麦
玉 米
番茄 

资源依赖型（依赖
于头屯河水） 

协会综
合水费
制 

5 头 屯 河 灌
区 下 营 盘
协会 

头 屯 河
管理处 

8880 402 1 小 麦
玉 米
番茄 

资源依赖型（依赖
于头屯河水） 

两费制 

6 三 屯 河 灌
区 三 畦 协
会 

三 屯 河
管理处 

10300 328 1 小 麦
玉 米
番茄 

资源依赖型（主要
依赖于三屯河水，
外引 500 工程水，
自有 2 眼机井） 

两费制 

7 三 屯 河 灌
区 曙 光 协
会 

三 屯 河
管理处 

34500 690 1 小 麦
玉 米
番茄 

资源依赖型（主要
依赖三屯河水，已
拍 卖 的 机 井 55

两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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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另外自有 5 眼
机井） 

湖北 8 湖 北 枝 江
市 石 仔 岭
中 剅 协 会
（ 东 风 渠
间灌区） 

枝 江 市
石 鲁 灌
区 管 理
处 

14250 1268 4 水 稻
油菜 

资源补充型（主要
依靠各用水小组及
农 户 自 有 的 小 水
源 ， 但 协 会 无 水
源，灌区石仔岭水
库水作为补充） 

协会综
合水费
制 

9 湖 北 东 风
渠 灌 区 三
干 渠 协 会
（ 直 灌
区） 

东 风 渠
灌 区 管
理局 

25000 3543 3 乡镇
9 村 

水 稻
油菜 

资源补充型（主要
依靠协会水库、各
用水小组及农户自
有的小水源，东风
渠水作为补充） 

综合水
费制 

10 湖 北 远 安
县 屡 丰 堰
协会 

无 1900 408 1 水 稻
油菜 

资源独立型（主要
依靠自有的拦河坝
引水） 

综合水
费制 

湖南 11 湖 南 铁 山
灌 区 长 塘
联合协会 

铁 山 管
理局 

12000  11 水 稻
油菜 

资源补充型（主要
依靠协会水库、各
用水小组及农户自
有的小水源，铁山
水作为补充） 

综合水
费制 

12 湖 南 铁 山
灌 区 井 塘
协会 

铁 山 管
理局 

480 972 4 水 稻
西瓜 

资源补充型（主要
依靠协会水库、各
用水小组及农户自
有的小水源，铁山
水作为补充） 

协会综
合水费
制 

备注: 山西省的斗渠管理委员会 (斗管会)在一些方面与用水户协会类似，但不是用水户协会。它们由村委会
委任的斗长管理，而不是由农民选举产生的负责人管理，并且未实行用水民主管理和农民参与。 

3.2 水费类型  

从调研中可以发现，西北（新疆）和华北（山西）的用水户协会一般实行“两费制”。

这些协会不把国有水费纳入协会运行成本，因为协会不负责国有水费的收取和管理；农民

支付的水费分为“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两部分分别支付。用水户协会在末级渠

系水费的收取和管理中可能会起作用，也可能不起作用；有些情况下协会主要负责管理末

级渠系的运行维护和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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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新疆三屯河灌区，国有水费为 0.08904 元/方，在斗渠口（用水户协会渠道进

口）计量。按此价格，灌区供水单位计量用水到户、收费到户。末级渠系水费由政府规定

为 0.024 元/方，也在斗渠口（用水户协会渠道进口）计量。供水单位按此价格收取末级渠

系水费并存入协会账户；协会要使用此项资金则必须向供水单位申请，供水单位监督或控

制协会如何使用末级渠系水费。在这种情况下，用水户协会仅为部分地独立，在某种程度

上作为供水单位的一个下属机构自我管理和运行。 

 表 3-2: 实行“两费制”水费的灌区或用水户协会的水价制定情况 

 国有水费 末级渠系水费 

灌区
（或协
会） 

国有水
价 

计量位
置 

直接
征收
对象 

末级渠系
水费成本
核算范围 

末级渠系水
价 

定价方
式 

计量
位置 

征收及管
理、使用
者 

直接
征收
对象 

山西夹
马口灌
区 

0.47 元/

方 

斗渠口
（斗管
会进水
口） 

农户
（通
过斗
长收
取） 

供水到户 斗管费 3~5

分/方（部
分村组另收
提水费、斗
渠改造费） 

政府规
定范
围，具
体斗管
会商定 

斗渠
口 

水管单位
代征代
管，协会
使用 

农户 

新疆头
屯河灌
区下营
盘村协
会 

0.054 元/

方 

支渠口
（协会
进水
口） 

农户 供水到户 2 分/方 政府规
定具体
价格 

支渠
口 

水管单位
代征代
管，协会
使用 

农户 

新疆三
屯河灌
区 

0.08904

元/方
（480 方/

亩定额
内，超定
额加半） 

斗渠口
（协会
进水
口） 

农户 供水到户 2.4 分/方 政府规
定具体
价格 

斗渠
口 

水管单位
代征代
管，协会
使用 

农户 

备注:  对在同一灌区内所调研的使用同样水价制定方式的几个用水户协会,表中仅列举了其中的一个用水户
协会。斗管会在表中被列为一个用水户协会，尽管从技术上来说它并不是。 

表 3-3: 实行“国有水费一费制”水费的用水户协会或灌区的水价制定情况 

 国有水费 

灌区（或协会） 国有水价 计量位置 直接征收对象 

吉林省前郭灌区 70 元/亩（含水费 700 元/公顷，抽
水电费 360 元/公顷） 

无计量 农户（或村或国营农场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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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对在同一灌区内所调研的使用同样水价制定方式的几个用水户协会,表中仅列举了其中的一个用水户
协会。  

北方灌区的用水户协会中也有一些实施“综合水费制”，如新疆头屯河灌区南头工协

会。该协会是水利部“水价综合改革”项目区，自 2009 年从实行“两费制”转为实行

“综合水费制”。该协会按 0.082 元/方直接向农户收取水费，并按 0.054 元/方（在支渠口，

即协会渠道进口计量）向供水单位缴纳国有水费，剩余水费，即 0.028 元/方由用水户协会

管理，用于协会运行维护和管理。这种水价制定方式与同一灌区的其它用水户协会不同，

其它协会都使用“两费制”水费。 
 
根据调研结果，南方灌区中的用水户协会实施“综合水费制”较为普遍，将协会为其

接受的供水单位供水所支付的国有水费纳入协会运行成本核算。与北方灌区不同的是，南

方有些协会的农户还要向用水小组支付灌溉服务费。如湖南省铁山灌区的井塘用水户协会，

它以 0.032 元/方的价格向供水单位（岳阳县铁山渠道管理所）买水，并将该项费用作为协

会运行成本之一。协会根据其运行成本（包括购水费、执委报酬、维修费、管理费等）核

算水费，根据用水小组的面积向各用水小组收取水费（约 18~22/亩元）。各用水小组据此

向农户收取水费并如数转交协会。用水小组还向农户另外收取用水小组配水费（约 5~10
元/亩），因为用水小组人员的报酬并不包括协会水费，即未纳入协会支出账户。 

表 3-4: 实行“综合水费制”的用水户协会或灌区的水价制定情况 

灌 区 （ 或
协会） 

国有水费 协会综合水费 

国 有 水
价 

计 量 位
置 

直 接 征
收对象 

协会水费
成本核算
范围 

协会水
价 

定价方
式 

计 量 位
置 

征 收 及
管 理 、
使用者 

直接征
收对象 

新 疆 头 屯
河 灌 区 南
头工协会 

0.054 元
/方 

支 口
（ 协 会
进 水
口） 

协会 协会供水
到户 

0.082

元/方 
政府批
准 

农 渠 进
口 

协会 农户 

湖 北 枝 江
市 石 仔 岭
中 剅 协 会
（ 东 风 渠
间灌区） 

0.035 元
/方 

干 渠 进
口 （ 协
会 进 水
口） 

协会 供水到户
（用水小
组配水员
由协会出
报酬） 

0.047

元/方 
协会内
部商定 

中 剅 干
渠 进 口
（ 小 组
轮灌） 

协会 用水小
组（农
户按面
积 分
摊） 

湖 北 东 风
渠 灌 区 三
干 渠 协 会
（ 直 灌
区） 

0.055 元
/方 

三 干 渠
进 口
（ 协 会
进 水
口） 

协会 供水到户
（用水小
组配水员
由协会出
报酬） 

0.055

元/方 
协会内
部商定 

支 渠 口
（ 小 组
进 水
口） 

协会 用水小
组（农
户按面
积 分
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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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远 安
县 屡 丰 堰
协会 

无 无 无 协会供水
到户 

25 元 /

亩 

协会内
部商定 

无 协会 农户 

湖 南 铁 山
灌 区 长 塘
联合协会 

0.032 元
/方 

支 渠 口
（ 协 会
进 水
口） 

受 益 村
或 联 合
协会 

供水到村
（村配水
员报酬不
计入协会
成本） 

18~22

元/亩 
协会内
部商定 

无 协会 村（由
村收农
户 水
费） 

湖 南 铁 山
灌 区 井 塘
协会 

0.032 元
/方 

支 渠 口
（ 协 会
进 水
口） 

协会 供水到组
（用水小
组配水员
报酬不计
入协会成
本） 

18~22

元/亩 
协会内
部商定 

无 协会 用水小
组（由
用水小
组直接
收农户
水费） 

备注:  对在同一灌区内所调研的使用同样水价制定方式的几个用水户协会,表中仅列举了其中的一个用
水户协会。头屯河灌区内的南头工用水户协会自 2009 年从“两费制”转为“综合水费制”，但灌区其它用
水户协会仍实行“两费制”。 

 
在西北和华北的灌区中，供水单位直接收水费到户、用水户协会配水到户较普遍；而

南方灌区内更多的是由协会供水到用水小组、从（即通过）用水小组收取水费，用水小组

配水到农户并从农户收取水费（也就是说，用水小组发挥着用水户协会中介的作用）。然

而，在南方也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用水户协会直接供水到户、收费到户，如湖北省屡丰堰协

会，该用水户协会拥有并运行着一个独立的小型灌区。 
 

3.3 水费核定  

从水价核定的权限看，国有水价完全由各级政府通过物价局规定。在西北和华北地区，

政府对末级渠系水价的控制已经延伸到群管组织，包括用水户协会，政府对末级渠系水价

的管理/控制严格。国有供水单位负责末级渠系水费的收取和管理，并代表政府对协会进

行监督。 
 
例如，新疆末级渠系水费由省（自治区）政府定价，如三屯河灌区末级渠系水费均为

0.024 元/方，在斗渠口（用水户协会渠首）计量；头屯河灌区南头工协会综合水价为

0.082 元/方，在农渠口计量。  
 
在华北地区山西省的灌区采用的另一种方式是，末级渠系水价执行政府指导价，即由

政府根据总水费规定一个价格区间。例如，在山西省的夹马口灌区，按照山西省政府文件

“山西省水利工程水费标准和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斗管费（末级渠道管理费）应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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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 15-20%。但实际上夹马口灌区实行的斗管费为 3～5 分/方，仅占总水价的 6%～10% ，
但这个比例事出有因：一是因为该灌区内的灌溉工程系统还比较新，所需的维护较少；二

是由于该灌区是从黄河抽水灌溉，抽水扬程较大，国有水费成本较高。斗管费标准由斗管

会讨论确定后向用水户公示，并报灌区管理单位审核后报物价局备案。在水费确定过程中

没有农民的参与。斗管会和斗长由村委会任命。 
 
南方地区用水户协会的自主权较大，协会成员内部商定水费标准。比如，湖南省铁山

灌区井塘协会的水费根据协会的运行成本经民主协商确定，以 19 元/亩作为基准价。该基

准价每年会有浮动，可以通过半年度协会代表会议调整，2008 年为 19 元元/亩，而 2009
年为 22 元元/亩。  

 
政府对末级渠系水价管理的松紧程度与缺水程度、农户的水费相对支出比例有关，西

北和华北地区的缺水程度和农户水费相对支出比例都比南方地区高。因此，北方地区的农

户对供水单位的供水服务质量及自己的水费支出更为敏感。  
 

3.4 水费收取  

在一些地区，协会自己直接从农户收取水费，用水小组配水人员的有关费用已经核算

到协会收取的末级渠系水费中。协会配水到户或到用水小组，但用水小组不再向农户收取

另外的费用（即协会收取的水费包括了用水小组的费用，是全部的末级渠系水费）。 
 
采用这种方法，农户支付的水费数量比较透明，易于被他们理解。如夹马口灌区、三

屯河灌区、头屯河灌区等，这些灌区实现了收费（计量）到户，末级渠系水费中包括了用

水小组配水费用。用水户协会（在一些情况下是斗管会，或供水单位）和农户直接见面收

取水费；用水小组不承担收取水费任务。例如，吉林省的前郭灌区虽然按面积计收国有水

费，全灌区没有水量计量，但水费由各村（在一些情况下是国营农场）直接从农户收取。

此外，在一些地区，总水费十分复杂，除了供水单位的收费外，协会从农户收取的实际水

费常包含其它水源的费用，如机井抽水费用。如新疆三屯河灌区三畦用水户协会的一个农

民共有 48 亩地；他使用供水单位从三屯河的供水花了约 2200 元，使用村里的机井水花了

约 1600 元（80 元/亩），使用政府其它水源工程的供水花了约 500 元，以上三项合计约每

年 4300 元，平均水费为 90 元/亩。 
 
在地形复杂、水源众多的大、中型灌区（这在南方地区尤其多见），要求用水户协会

计量到户、收费到户是不现实的，由用水小组按面积收取水费却完全可行。但这就需要协

会完善管理制度，改善对用水小组收费的管理，做到收费透明。例如，湖南省铁山灌区井

塘协会建立了用水小组水费收取和监督的一个有效制度。该协会按面积收取水费；水费收

取的程序是：农户将水费支付给用水小组，由用水小组组长收取，然后用水小组将水费交

给协会。用水小组开三联单收据，一联给每个农户，另一联和所收取的水费一并交协会。

协会使用收据联单核对小组的总水费及每个农户的水费，然后向用水小组开具协会水费收

据。协会根据水费收据配水到小组，用水小组相应地配水到户。一般情况下农户不参与田

间放水（因为所种植的作物主要是淹灌的水稻，所以不需要去田间放水），所以用水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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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户收取一小部分灌溉服务费，一般在 5-10 元/亩，由农户直接付给用水小组组长。灌

溉服务费标准根据灌溉面积、渠道长度、水源复杂程度等因素，由用水小组所有农户通过

民主协商确定。 

3.5 用水计量和综合水价  

用水计量对于采用综合水价的用水户协会尤其重要，因为它是计算协会要从综合水费

中向供水单位支付的国有水费部分的基础。协会是供水单位的客户，应向供水单位支付所

接受的实际供水量的国有水费，就像为商品支付费用。不进行用水计量，也就没有计算基

于供水量的国有水费的准确基础。另外，用水计量还能够促进用水户协会的节水，从而降

低其成员的用水成本；节水和降低成本是用水户协会的重要目的和效益，尤其是在缺水地

区。 
 
用水计量方式在地区之间差异很大，甚至在同一地区、同一灌区内的用水户协会之间

也存在很大差异，即使是在用水计量更为普遍的缺水地区也是这样。南方地区的一些中型

或大型灌区在供水单位和用水户协会之间安装了量水设施，目的是测定向协会的供水量，

以便确定从协会收取的国有水费。铁山灌区井塘用水户协会是此类情况的一个典型例子。

但是，有一些用水户协会尽管在供水单位和协会之间有量水设施，但用水计量的习惯还未

形成，或者量水设施已经损坏，如在铁山灌区内的另一个协会：长塘用水户协会。南方地

区的一些用水户协会还测量向用水小组的供水量，根据供水量向用水小组收取水费，如湖

北省的东风三干渠用水户协会。   
 
在西北和华北灌区内，水量计量点位置各异，变化范围从在用水户协会的渠首直到在

农渠口，但总体趋势是更为接近农户。例如，山西夹马口灌区和新疆三屯河灌区的水量计

量点是在斗渠进口（协会渠首），而新疆头屯河灌区的南头工协会的水量计量点则在农渠

口，基本实现了量水到农户。东北地区的灌区很少进行水量计量；吉林省前郭灌区全灌区

的用水都未进行计量，按面积而不是按测定的水量收费—当地将这种情况称为“吃大锅

水”，所有用水户按需要取水，无论用水量多少，均按灌溉面积交水费。据介绍，这种方

式由于缺乏节水激励，造成了很大的用水浪费。 

3.6 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的比例  

在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占总水费的比例方面，西北/华北和华南地区的灌区之间

存在着较大差异，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每个地区的用水户协会的水资源条件不同，其中包括

国有供水的垄断程度不同，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华南地区的用水户协会更多地拥有自己的

水源，所以国有水费比例较低。华北地区的供水单位倾向于将其水费管理延伸到更低的层

次，一些供水单位甚至在农渠层次上管理水费，这产生了国有水费在总水费中的较高比例。

例如，新疆三屯河灌区的末级渠道水费仅占总水费的 20%，国有水费占 80%; 与此形成对

比的是，湖南省井塘用水户协会末级渠系运行维护费用占总水费的 70%，总水费中仅有

30%是支付给供水单位的国有水费。与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地区用水户协会可用于末级渠

系运行维护和管理的水费数量较少，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占总水费的比例来看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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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占总水费的比例见表 3-4 和表 3-5。对于实行“两费制”的

用水户协会，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是分开的，该比例是直接根据国有水价和末级渠系

水价的合计值计算的。对于实行“综合水费制”的用水户协会，可根据每个协会的水费总

收入和向供水单位购水的费用计算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的比例。在用水户协会拥有全

部或一些所用水源的情况下，协会向农户售水的价格可能低于供水单位向协会收取的国有

水费价格。  
 

表 3-5: 实行“两费制”的用水户协会国有水费及末级渠系水费的数量和比例 
 

灌区（或协会） 国 有 水 价
（元/方） 

末 级 渠 系 水
价（元/方） 

总 水 价
（元/方） 

国有水费占农
业水费比例 

山西夹马口灌区 0.47 0.04 0.51 92% 

新疆头屯河灌区下营盘村协会 0.054  0.02  0.074 73% 

新疆三屯河灌区 0.08904  0.024  0.113 79% 

新疆头屯河灌区南头工协会 0.054 0.02 0.074 73% 

 
如上表所示，头屯河灌区南头工用水户协会在农渠口计量的农户水价为 0.082 元/方，

在支渠口计量的农户水价为 0.074 元/方。2008 年，南头工协会按照“两费制”收取水费，

因此作为实行“两费制”的协会被列入上表中,但它在 2009 年转为实施“综合水费制”。 

表 3-6 实行“综合水费制”的用水户协会的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的比例 

 
协会 协会水费总

收入（元） 

购 水 费
（元） 

协 会 可 支 配
水费（元） 

国有水费占农业水
费比例 

湖北枝江市石仔岭中剅协会 13000 9680 3320 74% 

湖北东风渠灌区三干渠协会 25000 11000 14000 44% 

湖北远安屡丰堰协会 34167 不适用 34167 不适用 

湖南铁山灌区井塘协会 78158 23834 54324 30% 

湖南铁山灌区长塘联合会 110000 28000 82000 25% 

  备注：“不适用”指屡丰堰协会没有供水单位的供水，因而没有国有水费，其综合水费等于末级渠系水费，必
须涵盖该协会的所有成本，包括其所拥有的引水工程的运行维护成本。 

 

总体上来说，与实行“综合水费制”的用水户协会相比，实行“两费制”的协会国有

水费比例相对较高。不过，这可能是由于许多实行“综合水费制”的协会拥有自己的水源。

例如，湖北省枝江市狮子岭钟楼用水户协会没有自己的水源，完全依靠供水单位或农户自

有水源，其国有水费接近实行“两费制”的协会（见表 3-6）；该协会仅向农户二次出售

它从供水单位购得的水，这导致国有水费占总水费比例相对较高。 
 
应当指出的是，湖北和湖南的用水户协会是中国国内建立时间 长的协会，这些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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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世行贷款“长江水资源项目”支持下从 1995 年起建立，或其建立与该项目相关。该

项目引进了用水户协会和协会的综合水费价格制定概念，并建立了中国的第一批协会。因

此，它们在综合水价制定方面相对成熟，更有经验。 

3.7 向“综合水费制”转变的限制因素  

实施“两费制”的灌区/供水单位通常不愿意向“综合水费制”转变。在一些灌区，

特别是西北和华北的灌区，政府和供水单位已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实行供水到户、按方

收费。因此，一些灌区基本上做到了定价到户、计量收费到户，并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

体系。在这些灌区，国有供水单位不愿意放弃付出很大努力、花费巨大成本才建立起来的

收费体系。他们也担心现有的收费人员难以重新妥善安排、国有水费收缴率可能下降，以

及政府管理下的末级渠系水价政策难于实施（如新疆）。此外，一些地区虽然建立了用水

户协会，它们基本上无法在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中行驶职责，因为国有供水单位已经建立

了一个相当成熟的、直接收费到农户的体系；并且供水单位担心协会与国有供水单位相比，

可能没有能力适当地开展水费收取工作，而国有供水单位已在直接管理和收取国有水费和

末级渠系水费。 
 
在这些收费体系建设开始时，多数地区还没有建立用水户协会，而一些供水单位目前

仍纯粹或主要考虑使用收费体系来收取国有水费，而没有考虑其它方面，如按照计量的水

量直接从农户收取水费所涉及的高成本，以及用水户协会在水费收取中可以起到的节约成

本、提高效率的作用。在“综合水费制”下，用水户协会在与国有供水单位的卖方/买方

市场关系中是一个独立法人；它向供水单位支付所购买的水量的水费，而后将水供给农民

用水户并向他们收费。尽管中国国内改进型用水户协会的大量经验表明，建立实行“综合

水费制”的用水户协会后，实际上收费收取率和水费收入都会提高，而不是下降，供水单

位可能把这看做是失去了对自己的资金的控制权，它们的收入完全依赖于国有水费收入。 
此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采取了措施加强用水和水费收取的透明度，所有农民的水

费支出一直在下降；这看起来会降低用水户协会的预期效益，但实际上，改进型用水户协

会的经验表明，它们能够巩固和有助于保证这种透明度，能进一步降低农户的用水成本，

并能改善灌溉服务和增加节水。农民和供水单位都能从用水户协会和“综合水费制”两者

的结合中受益。    
 
根据调研结果，“综合水费制”应是用水户协会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的未来发展方向，

它有利于供水单位、用水户协会，尤其是农民和社会。特别是，在用水户协会运作较好、

自我管理更为完善的区域可以采用“综合水费制”；供水单位可以从用水户协会收取水费，

用水户协会再向农户收取水费。在西北缺水的新疆头屯河灌区南头工协会，以及南方的湖

南省井塘用水户协会，这种做法已经得到成功实施并证明了其效果和效率。由供水单位从

农户收取两种水费的“两费制”应有计划地逐渐向“综合水费制”过渡，从而实现由用水

户协会收取单一水费并向供水单位支付国有水费，应制定一个转换计划以避免水费收取工

作出现混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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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灌区和用水户协会实地调研总结 

在调查分析中所发现的、在水价制定方面好的做法和经验教训如下： 
 

1) 一些灌区实现了供水到户、定价到户、计量到户、收费到户、开票到户，实行了水

量、水价、水费的“三公开”。 如山西夹马口灌区采用“国有水费+末级渠系水费

（斗管费）”的模式，实现了水量计量到农户。在斗长的帮助下，由水管单位统一

计量、收费、开票。新疆头屯河灌区的南头工协会采用“水管单位—协会—农户”

逐级计量和收费的模式。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意味着供水单位和用水户协会在支

渠口（协会渠首）计量，而在协会内部是由协会与农户在更低层次上的渠道进口计

量供水。在南头工协会，协会和农户是在农渠口计量，实现了综合水价模式下的农

户计量水价。  

2) 在施行“国有水费+末级渠系水费”，即“两费制”的一些灌区中，由供水单位管

理末级渠系水费的情况较为普遍。末级渠系水费一般由供水单位代表用水户协会收

取和管理，末级渠系水费的使用由供水单位管控。末级渠系水费支出明细详尽，财

务管理规范。如山西的夹马口灌区、新疆的头屯河灌区及新疆的三屯河灌区等，在

这些灌区内，供水单位管理着末级渠系水费。  

3) 一些创新性强、运行经验较为丰富的协会实现了“综合水价制”。如湖南省铁山灌

区的井塘用水户协会，它将国有水费作为协会运行成本之一。该协会水费标准根据

协会运行成本确定，水价制定科学、民主，水价由协会自己制定。协会根据运行成

本核定水费，保证了协会可持续运行。应将这种先进的用水户协会水费核算方法推

广到其他灌区和地区。 

4) 有些协会对用水小组收费进行监督。如湖南铁山灌区的井塘协会，用水小组对所收

取的水费开具三联收据，一联给农户，一联由小组保存，另一联上交协会，这种做

法便于农户和协会对用水小组的水费收取进行监督。 

5) 有些协会为农户提供了完善的供水管理服务。如湖北省远安县屡丰堰协会，该协会

直接配水到每个农户的田地里，农户成员不用去田间守水。该协会的配水管理有序、

和谐。  

 
基于调研结果，对关于水费和用水户协会的主要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总结如下： 

1) 有些灌区水量计量和收费实施情况欠佳。如吉林省前郭灌区，全灌区没有量水设施，

无论用水量多少一律按面积收水费。这种做法缺乏节水激励机制，导致水资源的低

效使用。其它一些灌区虽在供水单位与协会分界点安置了量水设施，但计量的习惯

还没有形成，一些计量设施已经破损。调研中还发现一些计量粗放或者不用计量设

施的情况，如湖南省铁山灌区的长塘协会。  

2) 一些用水户协会因为没有独立性（也就是说，它们受供水单位或村委会控制），未

参与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或者没有被政策赋权来行使这些职责。许多用水户协会

的末级渠系水价主要由政府统一规定，通常不能涵盖不同条件协会的运行维护和管

理成本。许多这样的协会运行成本超出政府确定的水价，即末级渠系水费不足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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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末级渠系的运行维护和管理成本，而协会也不敢另外收费。资金不足导致了协会

运作困难。相反，一些有着新修或新近改造设施的协会运行成本低于政府定价，即

使农民不愿支付远超出末级渠系运行维护需要的多余部分费用，协会也必须执行政

策水价政策。 

3) 是否由供水单位管理末级渠系水费与协会的发展阶段和管理水平有关，也与供水单

位的固有观念及其资金缺乏有关。调查结果显示，管理规范的协会可以并应该自己

自主决定末级渠系水价，并收取末级渠系水费的权利，供水单位应提供支持而不是

控制。 

4) 有些协会水费收入不足以保证适当的运行维护，因此无法行使其运行维护职责。如

吉林省前郭灌区没有施行末级渠系水费制度，协会运行维护和管理费用无固定来源，

协会因而无法有效运作。如果为了减轻农民的水费负担而将末级渠系水费定得很低，

将导致协会没有充足的水费收入用于运行维护和支付协会人员的工作报酬，其结果

是工程供水保证率低，协会的灌溉服务较差。    

5) 与其它农民合作组织不同，用水户协会是一个有固定成本水的中间买方和卖方，它

作为一个用户所有的公共事业运作，而且没有可靠的市场收入。用水户协会的水的

购买和成本由外部决定；如果它向农民的售水价格也由外部决定并低于其运行成本，

它就将是财务不可持续的。用水户协会和用水户协会成员因此需要充分参与到根据

协会的成本确定农户水费的过程中。这对用水户协会和末级渠系可持续性，以及综

合水费制度的可持续性，都是必不可少的。  

6) 在节水目标方面，农户、供水单位及社会存在需求冲突。如在山西省夹马口灌区，

供水单位鼓励农户多用水以提高其收入；供水单位给斗长分配用水量任务，通过将

卖水量与斗长们的报酬联系起来鼓励他们给农户多卖水。虽然这可以提高供水单位

的效益（收入），实际上是和节约用水这一社会或公共关键需求相悖，在水资源短

缺的引黄区域尤其如此。特别是，在水资源严重不足的黄河流域，引水成本相对较

高，这种做法和矛盾应引起政府特别重视，应予纠正。国家应该从社会公益出发制

定政策，为供水单位或农户节水提供激励。 

7) 末级渠系水费的使用、协会财务状况和财务管理应向农民进一步公开，保证透明，

并且应加强协会的财务管理。一些协会的财务管理不规范，既没有账本，也看不到

财务公示。需要对协会进行正确财务管理方面的更多培训，尤其是对于实行“综合

水费制”的协会，因为它们将完全负责自己的内部财务管理。加强协会的财务管理

是一项主要要求，也是说服供水单位采用“综合水费制”的需要；用水户协会财务

管理是“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协会培训的一个主要方面。 

8) 在实行“两费制”水费情况下，末级渠系水费由供水单位收取，支出过程由供水单

位完成，供水单位的财务管理内部审计，或也由政府进行外部审计。但农民未参与

这一过程，对他们支付的末级渠系水费如何使用并不知情。这无疑会挫伤他们的合

作和支付水费的积极性。末级渠系水费的使用、管理和监督不应该只由供水单位内

部进行；至少应由用水户协会代表农户监督水费的收取和使用，以便加强供水单位

的诚信责任和用水户的反馈。应对农民公示水费的支出情况，应鼓励农民通过用水

户协会组织参与对水费使用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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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些协会对用水小组向农户收费的监督不够，特别是南方的一些协会，它们只关心

用水小组向协会交多少水费，不监督用水小组向农户实际收多少水费。这容易导致

在协会和用水小组成本以外的搭车收费。协会应建立对用水小组的财务运作和供水

工作进行监督的体系，以便保护协会成员的利益。在对用水小组进行监督这一方面，

应推广湖南省铁山灌区井塘协会采用的做法，尤其是应要求用水小组向协会提供每

个农户水费支付的缴费明细（三联单收据）。  

10) 基于定额的水价政策及实施有待改进。一些灌区对农民超定额用水实行累进加价，

尽管目的是节水，但通常是在同一灌区各个区域不区分工程条件和土壤条件采用同

一定额。比如，在工程配套不完善的区域，超定额灌溉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样实行

超定额加价，农户水费负担增加了，但农民个人在节水方面无能为力，因为灌溉设

施条件差超出了他们（甚至是协会）的能力范围。对于供水单位，超定额加价的做

法只不过成为了它们的一项额外收入来源，而不是节水动机，因此对它们改进灌溉

设施或定额制度没有激励作用。建议用超定额水费建立“节水投资基金”，用来支

持在超定额用水区域进行设施改造和加强节水能力；应由用水户协会监督该基金的

管理，并向用水户和协会公开该基金的使用情况。通过建立该基金，超定额用水区

域的协会支付的额外水费可以用于支持这些协会的节水改造，而不是成为供水单位

的额外收入，这将有助于在将来消除超定额用水和水的浪费。 

11) 由当地乡镇或村而不是用水户协会收取水费有时会导致困难。一些灌区由村委会收

取水费，这对系统的水费收取工作和农民支付水费的积极性带来了不利影响。同样

地，当地乡镇水管站常常面临资金困难；当它们只能向协会或农户收取资金时，会

对协会的独立运作带来负面影响，导致农民抱怨并挫伤他们支付水费的积极性。在

基层进行用水管理改革，是保证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的可持续性的一项非常

紧迫的任务。  

12) 许多用水户协会（全国有 60%）和像夹马口灌区的斗管会这样的用水户组织一样，

尚未注册成为法人，而是隶属于村委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在渠道管理、灌溉管

理、水费管理等过程中参与程度较低。此外，因为不具有法人地位，这些组织就不

具备开具银行账户或签订供水合同这样的重要能力，它们也没有独立存在的权利。

这些是这些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存在的关键问题。为克服这些问题，以村基础组建的

用水户协会（及斗管会）应注册成为具有法人地位的独立用水户协会。. 

13) 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用水户协会的加强需要各层次上的政策支持。目前，协会除了

可成为注册组织外，没有得到法律规定的其它支持，但它们需要各级政府的政策和

规定的支持。迄今为止，湖北省是颁布了支持用水户协会专项规定的唯一省级政府。

此外，尚需要支持用水户协会的专项国家立法，需要加强对用水户协会这样的政策

支持，以便它们能够有效开展综合水价制定工作并能够可持续。在“面向贫困人口

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为支持 10 个省内 497 个用水户协会，各级政府共颁布

了 1044 个政策文件。这些政策文件对帮助项目下的用水户协会具有适当的法律支

持和政府机构的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14) 实地调研的结果还说明，对农民、政府进行关于用水户协会的培训对加强协会开展

综合水价制定工作也十分重要。从“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中吸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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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教训表明，充分的、高质量的培训对于用水户协会的成功和可持续发展是关键

因素，这在实地调研中得到了证实。  新疆头屯河灌区的南头工协会是实地调研在

新疆所选择的样本中唯一采取综合水价制度的协会，只有在水利部“水价改革项目”

提供培训情况下，它才有可能实行综合水价制度。从总体上来说，项目投资预算或

机构预算中都很少有或没有用于用水户协会培训的预算资金，这种常规做法需要改

变。没有经过适当和充分的培训，用水户协会就不可能在综合水价制定中发挥有效

的作用，供水单位也就不会相信用水户协会有能力发挥这种作用，它们会继续不愿

接受综合水价制度，认为综合水价制度的风险太大。  

15) 实地调研进一步表明，许多用水户协会的组织质量需要改进，以使它们有能力承担

综合水价制度所要求的更多责任。如上所述，中国大多数用水户协会还没有注册成

为独立法人，多为“村委会的”用水户协会。也就是说，它们是在村委会下建立的，

作为村委会的一个附属组织或一个单位在运作。而且即使是建立在同一灌区内、同

为质量较好、建立完善的用水户协会，协会之间的运作也会不同，例如，在铁山灌

区内，井塘协会测定从供水单位接受的水量，而长塘协会内用水通常不计量。“面

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为改进用水户协会而制定和实施了专门的标准和

原则，也就是说，该项目根据这些原则，即“五项原则”，对用水户协会进行了规

范。该“五项原则”要求项目下每个用水户协会应：(a) 是农民自己的组织 (即用水

户协会应通过选举从农民中选定用水户协会的领导人，应注册并由自己的银行账户，

等等)；(b)应基于水利边界而不是行政边界建立；(c)有量水设施并测定用水户协会

从供水单位接受的水量；(d) 从其成员收取水费并根据接受的水量直接将水费支付

给供水单位；(e)有充足和可靠的水利设施和供水水源。该项目通过将这“五项原

则”与协会项目费用报账相联系，加强了这些原则的实施。这些原则的作用是保证

该项目下建立的所有用水户协会满足所制定的质量提高标准，实施这些标准是确保

这些组织的可持续性和效率的需要。这些经过改进的用水户协会通常具有较高的收

益率，与对比组地区未经改善的用水户协会相比，它们产生了巨大的增量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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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用水户协会的水费及其相对于运行维护要求的充足性 

 
本章讨论了用水户协会的水费定价、水费对满足运行维护要求的充足性，以及协会的

财务状况的详细情况。收取末级渠系水费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有适当的运行维护，而用水户

协会的运行维护成本应是估算末级渠系水价的基础。本章研究分析了“面向贫困人口的农

村水利改革项目”和“水价改革项目”下的用水户协会运行维护成本，并在对案例研究中

调研的用水户协会的运行维护成本和收入进行对比分析后，进一步分解和分析了所调研的

用水户协会的运行维护费。  

4.1“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用水户协会运行维护费分析 

“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对项目下建立的 497 个用水户协会的运行维护

费进行了监测，在一些地区的监测历时四年。国有水费占总水费的比例近年来没有出现大

的变化，2005、2006、2007 和 2008 年该比例分别为 89%、92%、92%和 90%。同期，国

家农发办在“加强农业灌溉三期项目”下建立的用水户协会该比例略低，平均为 87%、 
79%、76%和 75%，各年间变化也较小。但这一比例存在地区和省份之间的差别。根据湖

南、湖北和新疆 2008 年的监测数据，该比例分别为 71%、93%和 94%。 
 
湖南省的协会多在支渠组建，从支渠口开始收取和保留末级维护费，因此协会的末级

渠系运行维护费较多；比较起来，湖北省的一些协会主要依靠供水单位返回水费，返回水

费通常较少（主要来自所收取的、用于供水单位运行维护的国有水费）。新疆的国有水费

占总水费的比例从 2007 年的 99%降为 2008 年的 94%，说明 2008 年末级维护费政策(??)
实施的效果较为明显，使协会拥有了留用部分水费用于末级渠系维护的权利。 

 
“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的所有用水户协会总的（合计）财务情况见

下表（表 4-1）。从表中可以发现，这些协会总收入及水费收入均在增长，总支出也有增

长，原因是协会为从供水单位得到的供水所支付的国有水费增加了。但是，协会的运行维

护费支出在这几年中减少了，原因可能是一些灌区内的工程改造项目改善了末级渠系的条

件。另外，2007 年以前末级渠系水费不稳定，在 2008 年出现增长，原因是一些地区（如

新疆）实施了末级渠系水价改革，自 2008 年起，这些地区的用水户协会开始正常收取末

级渠系水费。 
 
“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虽然对协会的一些维护总费用进行了监测，但

对一些维护费的具体构成缺少详细监测。为了完善今后对协会运行维护费和末级渠系水费

的监测评价，应对此进行改进。  
 

表 4-1: “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所有协会的总体财务情况 
 

 年份 
收入  

(元/年) 

实际支出 

(元/年) 

末级渠系水费
收入（元） 

向供水单位支
付的国有水费
占总水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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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 
水费收
入 

其它
收入 

总支出 

支付给供水
单位的国有
水费支出 

协会运
行维护
支出 

  

2005 133747 129256 4491 133956 114926 19030 14330 89% 
2006 135783 131391 4392 135839 120435 15404 10956 92% 
2007 138120 133320 4800 136334 122861 13473 10459 92% 
2008 143687 140110 3577 140032 125567 14465 14543 90% 

 
从 2005 年到 2008 年，协会运行维护费支出平稳下降，净利润增加。这是因为通过工

程改造项目的实施，末级渠道条件得到了改善，而且协会的管理技能由于“面向贫困人口

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提供的培训和支持得以提高（见表 4-2）。同期，农民的水费（元/
亩）保持稳定，用水量下降了 20%，从 2005 年 687 方/亩降低到 2008 年 560 方/亩，说明

通过改进型用水户协会实施对末级渠系的管理实现了很大的节水效益。 
 

表 4-2: “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所有协会的运行维护支出 
和末级渠系水费收入情况  

 
年度 运行维护费支出/

协会（元） 

末级水费收入
（元） 

余（+）缺（-）
（元） 

亩均水费
（元/亩） 

2005 17533 14330 -3203 34 
2006 13595 10956 -2639 30 
2007 12255 10459 -1796 31 
2008 11045 14543 +3498 31 

4.2 水利部“水价改革项目”用水户协会运行维护费分析 

水利部“水价改革项目”于 2008 年开始实施，对项目中包括的 11 个省共 155 个改进

型用水户协会的运行维护费进行了监测。本研究收集并分析了 2009 年的数据，分析结果

见下表（表 4-3）。数据表明，协会的运行维护费（不含外购水费）一般主要用于工程维

修，占协会总成本的 57.6%，其次为人员报酬，占 31.8%。再次为管理费，占 10.6%。 
 

表 4-3 水利部“水价改革项目”用水户协会运行维护支出 
单位：千元 

 协会 运行维护费支出总计 工程维修 比例 人员报酬 比例 管理费用 比例 

山西省 49.90 31.53 63.2% 11.28 22.6% 7.09 14.2%

内蒙古 30.50 14.41 47.2% 14.79 48.5% 1.30 4.3% 

吉林省 41.50 29.00 69.9% 4.50 10.8% 8.00 19.3%

黑龙江 7.95 3.78 47.5% 2.67 33.6% 1.50 18.9%

安徽省 17.80 14.20 79.8% 2.30 12.9% 1.30 7.3% 

江西省 21.81 4.63 21.2% 15.09 69.2% 2.09 9.6% 

山东省 20.44 3.54 17.3% 14.60 71.4% 2.30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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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21.58 13.02 60.3% 6.40 29.7% 2.16 10.0%

湖南省 56.88 31.75 55.8% 19.39 34.1% 5.74 10.1%

四川省 4.35 2.60 59.8% 1.45 33.3% 0.30 6.9% 

新 疆 49.95 37.25 74.6% 10.23 20.5% 2.47 4.9% 

平均   57.6%  31.8%  10.6%

 

4.3 案例研究中所调研的用水户协会运行维护费来源和支出 

用水户协会运行维护费（主要源自末级渠系水费，尽管有时是来自供水单位和村的少

量资金）的充足程度直接关系到协会的可持续运行。末级渠系水费应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

平，太低不足以保证协会正常运行，太高则加重农户负担。一般来说，末级渠系水费应以

够运行维护支出之用为标准。运行维护费的来源应是农户支付的总水费扣除国有水费后的

部分（一些用水户协会有其它收入或捐助，这里不做考虑）。偶然性的收入或支出、工程

建设投资不应作为运行维护费，而应从协会运行维护财务数据中剥离出来。运行维护费的

支出应主要用于末级渠系维修、协会人员报酬、协会管理等。工程改造项目不在末级渠系

运行维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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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案例研究中所调研的用水户协会的运行维护费来源及支出 (元) 

序号 协会 日常收入 购 水 费
支出 

运行维护支出 盈余 

源自水费的收入 其它 工程维修 人员报酬 管理费用  

1. 夹马口灌区卫村斗管
会 

1942 （ 末 级 渠 系 水
费） 

0 0 277 1490（配水、护渠、清淤） 380（办公） -205 

2. 夹马口灌区半滩斗管
会 

3543 （ 末 级 渠 系 水
费） 

0 0 676 2457（配水、护渠、清淤） 541（办公） -131 

3. 头屯河灌区南头工协
会 

45309（末级渠系水
费） 

0 0 16807 40570（配水人员报酬，执委
不从协会拿工资） 

7773（办公、会议、奖
励、水费减免等） 

-19778 

4. 头屯河灌区下营盘协
会 

47483（末级渠系水
费） 

0 0 42821 26100（配水人员、会计出纳
报酬，执委不从协会拿工资） 

2828 -24266 

5. 三屯河灌区三畦协会 47699（末级渠系水
费） 

0 0 26457 10700（配水人员报酬，0.5 分/

方。执委不从协会拿工资） 

2775 7767 

6. 三屯河灌区曙光协会 60464（末级渠系水
费） 

0 0 47555 11660（配水人员报酬， 0.3 分
/方。 

执委不从协会拿工资） 

10841（办公） -9592 

7. 湖北枝江市石仔岭中
剅协会 

13000 0 9680 0 1650（护渠人员费用，4 名，
250 元/人/年，配水员费用，水
费的 5%） 

0 1670 

8. 湖北东风渠灌区三干
渠协会 

25000（多年平均） 5500

（ 鱼 池
承包） 

11000 0 16108（主席工资 6000 养老保
险 4308、执委、配水人员工资
5800） 

6720（办公等） -3328 

9. 湖北远安屡丰堰协会 34167 0 0 10000 15900（会长、出纳、会计每
人每年 2000 元，配水员每亩 9

元） 

0（由村委支出） 8267 

10. 湖南铁山灌区井塘协
会 

78158 7700 23834 26230 27110（主席 4400 元/年，会计
4000 元/年，其他 3 名执委每人
3600 元/年） 

11142（办公、会议、水
费减免等） 

-2458 

11. 湖南铁山灌区长塘联 110000 13000 28000 10000 40000（主席、会计、出纳共 3 22000（水费的 2%返回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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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 万元；水管员 6 个约 1 万元） 村，2000，交镇水管站
管理费 2 万元） 

备注: 对上表中“来自水费的收入”，对于实行“两费制”水费的用水户协会，指的是源自末级渠系水费的收入;对于实行“综合水费制”的协会，它指的是农户向协会支付的水费；“购水费”指从
供水单位购水的支出（即协会为从国有供水单位得到的水量向供水单位支付的国有水费) 。   

 



 
34 

 

根据对案例研究及水利部“水价改革项目”的数据分析，多数用水户协会的工程维修

支出相对较高，说明协会设施条件一般较差。政府应提供投资支持末级渠系的改造，这将

降低协会工程维修成本，使协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维护和人员费用和报酬，并能改进协会

的运行绩效和增加农民的效益。用水户协会应根据实际成本在水费收入范围内作出运行维

护支出预算。 
 
夹马口灌区分别记录每条斗渠的末级渠系水费收支情况。末级渠系水费由国有供水单

位收取和管理，每条斗渠由斗管会聘请斗长管理。末级渠系水费支出由斗长经手，记入供

水单专账。 

头屯河灌区南头工协会 2008 年之前实施的是“两费制”，但 2009 年开始实行“综合

水费制”。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用水户协会应支付执委会人员报酬，而不是依靠村干部。但是有

些情况下协会是在依靠村干部，目的是减少协会开支，其代价是协会的财务和运行无法独

立，尤其是当这些村干部是村长或村委会成员时。在研究中发现，新疆的用水户协会普遍

存在执委会成员不从协会拿工资的现象，因为执委会成员一般都是村干部，已经有工资。

这样一来，协会的工作成为村干部的日常工作之一，但是由于参与协会事务和活动，这些

村干部的工作负担大大增加，但他们对协会事务的时间投入却没有任何报酬。除了新疆以

外，其它省内也有这种情况。然而，考虑到村长和村委会成员的工作负担已经很重，而且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能够或不愿意为协会事务分配足够的时间，尤其是没有额外报酬的情

况下。在为执委会成员支付报酬的用水户协会，这种报酬被称为“误工补贴”，它反映了

协会事务占用协会执委会成员和农民的时间的机会成本，在有些情况下该成本较高。此外，

村委会和协会的的要求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会很难充分代表协会

和协会成员的利益。   

用水户协会自有水源的存在也可能会使协会的运行和管理复杂化。如湖北省枝江市中

剅协会只负责渠系维护和将从灌区购买的水量的分配，对协会范围内的小型水源没有进行

管理，而是由各用水小组或农户自行管理。在丰水年，农户很少用灌区的水，协会因而没

有水费收入（也没有其他收入），所有无法保证协会的正常运行。比如，该协会 2008 年水

费收入为 13,000 元，而 2009 年农户没有用供水单位的水，协会就完全没有水费收入，致

使协会运行处于停滞状态。这会使协会的可持续性受到威胁并削弱供水单位的财务能力，

尤其是会挫伤协会负责人的积极性，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丰水年没有工作报酬时还得努力

维持协会的存在和运作。  

与研究中调研的其他协会执委会不同的是，湖南省井塘协会 5 名执委会成员负责协会

三条主渠道的管理、配水和维护，工作量较大。但相对于组织农户开展这些工作而不是由

执委会成员自己完成这些工作的其它协会，井塘协会的执委会成员报酬较低，且没有村上

的补助。 

协会在实际运行中，基本上是以收定支，通常是在收入范围内维持协会基本运行，避

免负债。所研究年份的当年运行维护费用的余/缺状况只是一个参考，并不反映协会运行

质量和实际运行结果。  

用水户协会运行维护费支出主要有三部分，即：（1）工程维修费，通常包括材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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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人员费用；（2）人员报酬，主要是配水人员报酬，以及执委会成员、会计、出纳的

报酬，费用标准由协会内部民主协商确定；（3）管理费和其它费用，如管理费、办公场所

的租金和维护、特困户水费减免等。从案例研究中所调研的协会的情况来看，运行维护费

用（不含支付给供水单位的水费）分别用于：人员报酬，占 55%；工程维修，占 32%；

其它支出（如管理费等），占 13%。 

由于存在着当地条件、人员报酬标准、渠系管理难易程度方面的差异，在案例研究中

所调研的各个协会之间各项费用支出比例有一定差别。有些协会运行维护费主要用于人员

报酬，这可能有两种情况：(a)协会运行维护费收入较低，协会仅仅支付人员报酬以维持

简单运行，但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工程维修，如湖北枝江市中剅协会；或者是 (b)协会工

程条件很好，不需要太多的维修资金，如夹马口灌区的卫村斗管会，在其运行维护费中，

人员报酬约占 69%。新疆三屯河灌区各协会的运行维护费主要用于工程维修，占运行维

护费的 68%。有的协会管理费支出偏高，如湖南省铁山灌区长塘联合协会，其管理费支

出占运行维护费的 31%，其中大部分是协会支付给乡镇水管站的水库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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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用水户协会的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方式 
 

5.1 概述  

在对不同地区的各灌区及用水户协会进行调研、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前两章描述并

分析了各类用水户协会的在水价制定方面的实际经验和存在问题，以及它们的水费相对于

协会运行维护要求的充足度。本章主要分析用水户协会适用的两种水价制定方式，即“综

合水费制”和“两费制”下的水价计算、确定以及收费收取方法，尤其是“综合水费制”

的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方法，但也对“两费制”下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方法进行了分析。  
 
水价制定方法应该以公平、公正为原则，并应促进节水和改进目前的做法。本研究确

定并分析了协会水价制定的四个方面：(a)水价计算和确定；(b)水费的构成（即组成内容）；

(c)水费收取程序；(d)水费的使用管理。  
 
如前文所述，水费通常由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组成。在实施“两费制”的灌区/

用水户协会，这两笔费用一般是分别由供水单位和协会从农户收取的(尽管在一些情况下

是供水单位收取总水费并在协会返回一小部分)。另一方面，实行“综合水费制”的灌区/
协会将“国有水费”和“群管水费”合二为一，由协会一并向农户收取。以整个小型灌区

为范围组建的用水户协会拥有灌溉系统，由协会负责供水，则不收取或支付国有水费。  

国有供水单位（国有水费）的水价已经有全面、专门的政策提供充分支持，计算方法

有专门的政策文件和成熟的方法可循，如政府文件“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等。目

前，对末级渠系水费很少有政策支持。末级渠系水费及其计算也需要类似程度的、全面和

专门的政策支持。  

本章重点讨论与协会可持续性相关的末级渠系水费的水价计算，尤其是实行“综合水

费制”协会的末级渠系水费的水价制定。目前，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末级渠系

水价被逐渐纳入政府的价格管理范畴，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农
业末级渠系水价管理的通知”中的要求。目前不能确定的是，这对水价计算的准确含义是

什么，因为上述通知没有对水价计算做出规定。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实行“两费制”还是“综合水价制”，由政府确定末级渠

系水价的范围作为定价区间比较合适。但如果由政府为末级渠系水费确定一个固定的、具

体的价格，则不是 适当的做法，因为保证该具体的水价适合每个协会的需要将是很难或

不可能做到的，更不用说还有通胀因素。在多数情况下，即使对整个灌区使用平均末级渠

系水价，也不可能适合于该灌区内的所有协会，因为灌区内各处的条件也不尽相同。由于

各种原因，一些协会的成本可能超过政府批准的价格，因此按照政府规定的成本价计算的

末级渠系水价就不能涵盖这些协会的运行维护成本。另外，“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也规定，“政府鼓励发展的民办民营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支持采用价格

区间。根据调研，建议赋予已建用水户协会根据基本政策要求和价格范围自己制定末级渠

系水价的权利，这将是一项重要的、非常需要的改革。 

下文分析了实行“综合水费制”和“两费制”的用水户协会的价格制定方法。“国有

水费一费制”虽然已在不少地区施行，但它没有为末级渠系运行维护提供资金，不利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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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渠系的良性运行及用水户协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本研究中未作为可选方案考虑。而

且，应有计划地逐步淘汰“国有水费一费制”，以“综合水费制”取代它。  

5.2 实行“综合水费制”的用水户协会的水价计算和收取 

中国北方和南方地区的水源和供水条件差别较大。北方地区供水单位通过渠系直接供

水到田间。南方的供水相对则更为复杂，供水单位所供的水往往先进入协会的小型水库或

塘坝，而后协会再将自有水源的水或购得的水一起分配给农户。因此，“综合水费制”的

水价计算方法在南、北方地区的略有不同。对于南方的用水户协会，协会从供水单位购水

的成本与其它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成本一起包括在协会的运行成本中，“综合水价”

是基于协会所有的运行成本，包括从国有供水单位购水的成本。北方的用水户协会首先计

算末级渠系水价，然后将末级渠系水价加到供水单位的国有水价中合计成为一个“综合水

价”。   

南方地区用水户协会综合水费的计算.  南方 WUA 的水价计算方式有两种，即按水量

计价或按面积计价。 

协会水价（元/方）=协会成本/协会供水量 
或者： 

协会水价（元/亩）=协会成本/协会供水面积 
 

协会成本包括购水成本、人员报酬、工程维护和维修费、管理费等。以井塘用水户协

会为例，其水价计算如下： 

表 5-1:井塘协会的水价计算 
编号 a) 协会成本和水价计算 成本项 数量 

(元) 

①  从供水单位购水 以 0.032 元/方，购得 74.5 万方 23840 元 

②  维护和维修  26230 元 

③  人员报酬 主席 4400 元/年，会计 4000 元/年，其
他 3 名执委每人 3600 元/年,其他 7910 

27110 元 

④  管理费 办公、会议、水费减免等 11142 元 

⑤  合计 a) +②+③+④ 88322 元 

⑥ b) 协会供水面积 根据协会统计 4800 亩 

⑦ c) 协会水价 (按面积计算) ⑤/⑥ 18.4 元/亩 

⑧ d) 协会供水量 根据协会统计 360 万方 

⑨ e)计算协会水价 (按协会主渠
进口水量计算) 

⑤/⑧ 0.024 元/方 

 

南方用水户协会的综合水费收取方式. 水费收取的基本原则为公开、公平，程序规范，

监督机制健全。南方地区实施“综合水费制”的协会，国有水费由协会根据协会和供水单

位之间的供水合同规定的价格按水量支付。对于协会向农户收取水费，推荐采用以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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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方式。  

一种方式是协会直接向农户收费。这种方式特别适合规模较小的协会。协会应向农户

开具水费票据，并将所有农户公示缴费情况。另一种方式是协会通过用水小组向农户收取

水费。这种方式可应用于规模较大的协会。用水小组应向协会提供经各农户确认的收费清

单，并保证/证实清单上水费与上交协会数额相对应。用水小组 好给农户出具一联水费

收据，并将给农户的每份收据的底联和水费一起交协会，这样就有了已收水费和已付费水

量的证明。有这样的收据联单，协会就能够监督用水小组的财务活动，以便确保公平和符

合协会水费政策。 

协会应公示用水小组内各农户水费支付情况和各不同用水小组的水费支付情况。水费

存到协会的银行账户，由协会自主管理。 

根据研究也建议，南方较大规模的用水户协会，如协会灌溉面积大于 3000~5000 亩的

协会，应测定对每个用水小组的供水量，并根据测定水量计算用水小组内每个农户的水费。

由于用水小组之间水源条件不同，尤其是有些用水小组拥有自有水源，而其它用水小组没

有自有水源，协会给不同用水小组的供水量会有很大差别。如仅按总面积计算水费就难以

体现公平。 

协会的“综合水费”中不包括用水小组的服务费。用水小组可以为其对农户的配水服

务收取合理数量的服务费，但必须在协会的协调下，根据农户民主协商的原则确定。  

北方地区用水户协会综合水费的计算.  北方地区“综合水费制”水费是从“两费制”

水费演化而来的，即将原来的“国有水费”与“末级渠系水费”合并而成。“综合水费”

将两部分水费合并为一个直接由农户支付的水费。为便于表述，将有关概念定义如下： 

P：协会综合水价 (元/方) 

P1：国有水价(元/方) 

P2：末级渠系水价 (元/方) 

W1：供水单位向协会的供水量 (方) 

W2：在末级渠系 末一级计量点的水量(方) 

N：末级渠系水利用率(%) 

北方地区水资源稀缺，水价较高。对于较大的协会，建议将协会与农户之间的计量点

设在协会内的干渠或斗渠，以利于公平收费、用水管理和节水。国有供水单位和协会之间

的计量点不变，仍在协会渠首。本研究称之为“两级计量”。协会内部应尽量计量到户。

如难以实现计量到户，可进行联户计量。协会进行“两级计量”时，综合水价为： 

P=（W1*P1+W2*P2）/W2 

当用水户协会与农户间的计量位置和国有供水单位与用水户协会间的计量位置相同时，

即“一级计量”，则综合水价为： 

P= P1+P2 

末级渠系水利用率为两级计量点之间的渠系供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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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2/W1 

两级计量点之间的渠道应由协会负责管理，用末级渠系水费支付，即末级渠系水费是

两级计量点之间的水费。第二级计量点以下的渠道应由用水小组的农户管理。 

目前，北方地区很少有协会与供水单位建立水的买卖关系。然而，在一些地区已开始

尝试直接面向农户的综合水价制度，如新疆头屯河灌区的南头工用水户协会。  

末级渠系水价包括人员报酬、工程运行维护、办公等成本，不包括向国有供水单位的

购水成本。  

以下以南头工协会为例计算综合水价。国有水费计量点为灌区支渠进口（协会渠首）。

末级渠系水费计量点在农渠进口。由农户支付的综合水费（包括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

的计量点为农渠进口。 

表 5-2: 南头工协会的水价计算 
a) 计算农渠进口水量 W2 

1 协会从供水单位购得的水量 W1（在支渠
进口/协会渠首计量） 

WUA 与 WSO 共同测定 679 万方 

2 末级渠系（支渠进口到农渠进口）水利
用率 N 

现场试验测得 0.85 

3 在农渠进口的水量 1*2 577 万方 

b) 计算协会运行维护成本 

4 工程维护和维修  三年平均值  102900 元 

5 人员报酬 平均值  33300 元 

6 管理费 平均值  10000 元 

7 协会运行维护成本合计  146200 元 

c) 计算末级渠系水价 P2 

8 末级渠系（农渠进口）水价 P2 7/3   0.0253 元/方 

d) 国有水价 P1 

9 国有水价（支渠进口）P1 由政府定价 0.054 元/方 

e) 计算协会综合水价 P 

10 协会农户的综合水价 (农渠进口） （1*9+3*8）/3  0.0888 元/方 

 

原则上，协会向农户收取水费的水价可按上述方法测算和实施。但是，北方地区用水

户协会实施的“综合水价”也纳入了政府管理，许多情况下是由政府定价和控制。如上例

中新疆头屯河灌区的南头工用水户协会，其综合水价（农渠口）为 0.088 元/方，但自治区

发改委批复的价格为 0.082 元/方。因国有水价不变，批复的综合水价低于计算值，所以水

价中的实际末级渠系水价少于计算值。这将无法完全涵盖协会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的

成本。  

从以上分析可见，对于协会综合水价即末级渠系水价，政府不宜统一定价。目前，由

于用水户协会运行还不规范，农户和利益相关人之间的磋商还不够充分或民主，有必要由

政府为协会综合水价，尤其是末级渠系水价确定价格区间。随着用水户协会运行逐渐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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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逐渐停止对协会的综合水价和末级渠系水价的管理，应仅建立末级渠系水价制定的

框架，重点进行对水价的监测和监督，以保证水费计算遵从框架的要求，且公正实施、不

会产生负面刺激（如浪费水）。  

北方地区用水户协会综合水费的收取.  实施“综合水费制”的协会，国有水费应按根

据政策计算并经物价局批准的水价，由协会直接向国有供水单位支付，国有水费的价格和

水量应在供水单位和协会间的供水合同中规定。农户应将全部水费直接支付给用水户协会。

协会可以直接向农户收取水费，并向农户开具协会专用水费票据。所有农户水费支付情况

予以公示。  

对于小型用水户协会，采用在协会取水口的一级计量即可。规模较大的协会可能需要

采用二级计量。如果采取轮灌方式，则应测定和记录每个农户的灌溉历时，以便计算每轮

灌溉每户的用水量（假定流量已知或至少稳定，且渗漏损失很小）。如不是轮灌，则应记

录有哪些农户进行灌溉，由那些农户按每户灌溉时间或灌溉面积比例分摊水量。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渠道渗漏损失、渠道衬砌范围和条件、设施状况、土壤条件等技

术变量，计量到户也未必能做到绝对公平。一般来说，在每个农户农田进口计量很难做到

也成本太高，因此水量计量是在农渠口。但是，如果渠道条件差或未衬砌，则离计量点远

的农户水损大，离计量点近的农户水损小，这意味着在同一渠道取水的农户得为相同水量

支付不同数量的水费。靠近农田计量水量并不自动产生更多公平，在确定 优计量点时，

考虑其它条件和因素也是重要的。  

5.3 实行“两费制”的用水户协会的水价计算和收取  

“两费制”指总水费由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两部分构成，但这两部分是由供水单

位和协会分别从农户收取，尽管后者有时也由供水单位代表协会收取。鉴于国有水价已由

政府根据国家规定制定，本研究主要对末级渠系水费计算进行了分析。 

对于末级渠系水价，目前通常采用的做法是将其纳入政府价格管理，实施政府固定价

格或政府确定的价格区间。末级渠系水费由供水单位和国有水费一并收取，然后（全部或

部分）返回给协会使用。  

“两费制”水费中的末级渠系水价计算方法与北方地区“综合水费制”中末级渠系水

价核算方法相同（参见上文）。 

“两费制”水费的收取方法如下所述。 

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由供水单位管理的“两费制”水费.  目前，在实施“两费制”

的用水户协会中，有大部分协会的末级渠系水费由国有供水单位收取和管理。国有水价部

分由政府确定。国有水费由供水单位直接向农户收取。但末级渠系水费部分的确定有多种

方法，常常不能反映协会的实际成本。 

根据协会核算，末级渠系水价执行政府确定的固定价格或价格区间。如新疆三屯河灌

区末级渠系水价执行政府统一定价 0.024 元/方，与国有水价一样在斗渠口（协会渠首）计

量。与此相对照，山西夹马口灌区末级渠系（斗渠）水价执行政府规定的价格区间，根据

“山西省水利工程水费标准和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斗管费应为总水价的 15-20%。但

因为夹马口灌区的设施较新，所需维护较少，该灌区实际执行的斗管费价格为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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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元/方，仅占总水价的 6%～10%。斗管费标准由斗管会确定后向用水户公示，且要由

灌区供水单位审核后再报物价局备案。末级渠系水价不管是执行政府确定的固定价格还是

价格区间比例，都应由斗管会的代表大会审批。如果不可能实现量水到每个农户，应把在

较小面积内的几个农户作为一个小组（在一条支渠或斗渠内），对他们同时量水，对每个

农户按面积收取水费。在这样的小组内，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同样都应按水量或面积

分摊。目前，在北方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这种方法运用广泛，效果也较好。 

在这种水费制度下，末级渠系水费由国有供水单位与国有水费一并向农户收取，向农

户开立两张供水票据，一张是国有水费收据，另一张是末级渠系水费收据。末级渠系水费

由国有供水单位代为管理，供水单位（或其水管站）建立协会的专帐。协会按规定的程序

向供水单位申请使用末级渠系水费，从供水单位报账。末级渠系水费使用情况向农户公示，

接受农户监督。目前，由于末级渠系水费由水管单位代管，很多用水户协会末级渠系水费

管理规范，如上例，但是向农户公示还不够，农户很少参与末级渠系管理，这是这种方法

的缺点之一。另一个缺点是只在供水单位和用水户协会计量水量，而不是计量点下移到用

水小组或接近或下移到农渠进口。  

用水户协会管理末级渠系水费的“两费制”水费. 采用这种“两费制”水费，协会自

己管理末级渠系水费，末级渠系水价应由协会根据其运行成本通过内部民主协商确定。末

级渠系水费应由协会自己收取和管理，国有水费应由供水单位直接向农户收取。虽然目前

实行“两费制”水费的用水户协会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对末级渠系水费实行自我管理，但它

们可以作为从 “两费制”向“综合水费制”的过渡。 

5.4 协会运行成本计算   

协会运行成本应作为末级渠系水费计算的基础。如上所述，协会的运行成本包括向供

水单位的购水费用、人员报酬、工程维护、办公费用等。协会应根据以往的成本经验在年

初估算末级渠系水费（包括通胀预备金），制定水费预算，并在年末根据实际发生的成本

进行决算，确定 终水价。如果运行成本在年内发生变化（如从供水单位购水量超出估算

量）， 终水价与原先估算相比可能会有所浮动。  

向供水单位的购水量.  向国有供水单位的购水费用可依据过去几年的平均供水量和现

在的国有水价做预算（这是应坚持在协会取水口计量和记录供水量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如协会成立不久，可根据种植结构、灌溉定额、正常降雨量、自有水源等情况估算外购水

量。   

人员工资和报酬.  确定人员报酬的主要因素有人数、工作天数、报酬标准。由协会支

付报酬的人员包括协会执委会成员、出纳、会计和配水人员（看水员）。协会执委会成员、

出纳、会计等的报酬可以以固定工资一次性或分次支付，配水人员一般按工作量（配水面

积或配水量）或工作天数支付报酬。人员报酬标准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及职员和普通

工的报酬标准来确定。具体哪些人领取报酬、标准是多少应由用水户协会代表大会商议通

过。 

对于已经建立完善的用水户协会，人员报酬可依据上一年情况做预算。刚成立的协会

可按 3~5 人/万亩配置配水人员。10,000 亩以下的协会应将管理人员控制在 5 人以下，



 
42 

 

5,000 亩以下的协会的管理人员应控制在 3 人以下。 

维护和维修费用. 工程维护费用应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由于工程状况的不同，很难有

可参照的标准。有些专家推荐根据协会渠系资产价值的百分比粗略估算渠系工程维护费用

（如按新设施资产价值的 3-5%估算）。在实际操作中，这个比例很难确定，因为如果渠系

很老，老的田间工程的资产价值很难核算（这个方法因此可能不适用），这种情况下可能

要采用重置成本。特别是对于较老的渠系，如可能， 好根据过去几年的实际经验估算维

护和维修费用。  

管理和办公费用. 管理支出也应该参照多年经验，不宜超过估算的运行维护费（不包

括购水费）的 15%。 
 

5.5 未来用水户协会水价制定采用“综合水费制”或“两费制”的对比  

目前，大部分实施“两费制”的用水户协会末级渠系水费由国有供水单位代收代管， 
“两费制”中的“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在同一位置计量，通常是在协会渠首计

量。很多实施“两费制”的灌区，国有供水单位与用水户协会分界计量点控制的面积较大，

有的协会灌溉面积达到 10,000 亩以上，如在协会渠首量水，则很难做到直接量水到户，

也很难做到农户之间的用水公平和促进节约用水。因此，对协会内农户用水的计量点有必

要尽可能下移。但是，国有供水单位的管理权限在协会进水口计量点以上，而且，由于受

其财力、人力制约，国有供水单位很难在协会进水口以下的计量点进行持续、有效的计量。

如新疆三屯河灌区虽然出台了末级渠系水费收费到户的政策，而且要求在农渠口计量，但

实际上供水单位只能做到在斗渠口计量，即在国有供水单位与用水户协会的分界点（协会

渠首）计量。因为供水单位面临技术、人力和财务限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在实践中需要二级计量，第一级在协会渠首，第二级在协会渠系内，如在用水小组一

级或在农田进水口计量。协会内的二级计量点只能由用水户协会自己来管理，并将作为向

农户计收水费的依据，即使该计量点是在用水小组一级而不是直接在农户农田的进水口。

在这种情况下，协会应负责向农户收取全部水费，包括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要是由

供水单位收取，则出现的问题是，以前的国有水费是以国有水管单位与用水户协会的分界

点作为计量点，该计量点可能离二级计量点较远，离农渠也较远，两点间水的损失可能很

大，所以供水单位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考虑水损并确定在二级计量点上的“等价国有水价”。

两级计量点之间的水损将使计算复杂，且随着协会内部各处条件不同及两个计量点间距离

的增加，还会有更多不准确性。 

在目前的水利工程管理权责划分下，国有供水单位对国有水费的计量点不可能下移到

末级渠系即协会内，实际上也确实没有必要下移。对此，解决办法是改变供水单位收取国

有水费的对象，将向农户收取改为向协会收取，同时让协会负责以协会内二级计量点为依

据再向农户收取水费。这样，国有水费计收位置就更接近农田进水口，协会代表供水单位

收取国有水费（以及自己的末级渠系水费），但不会增加供水单位成本。实际上，这样一

来水费收取模式就从“两费制”转变为“综合水费制”。  

从研究结果可见，在“两费制”下，尤其是当国有供水单位与用水户协会之间的计量

点（协会渠首）控制范围过大的情况下，供水单位不可能实现持续地、在大面积灌区内准

确、公平地计量到农户、按方收水费。并且，如果要这样做，供水单位将需要巨大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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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力资源。只有在第一级计量点的控制面积相对较小的灌区内，供水单位才能基本上实

现准确计量到户（即第一级计量点与农户足够近，到户的量水基本准确）。在这种情况下，

实行“两费制”是可行的，但即便这样，用水户协会应该可以作为独立法人进行自主管理。

随着协会的不断改进及其运行的逐渐规范，末级渠系水费的确定和管理也应逐渐移交给协

会，协会与供水单位间应通过签订供水合同建立合同关系。   

通过协会的不断改进，“综合水费制”也将成为水价制定的标准制度。“综合水费制”

将使协会在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中更为独立，有助于保证末级渠系运行维护资金，鼓励农

民更多地参与，增强已建协会的可持续性和用水户协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并通过降低成本

和提高水费收取率（改进型用水户协会普遍做到了这些）帮助改善供水公司的财务状况。

下表对比并总结了“综合水费制”和“两费制”两种水费制度的特点和优缺点（见表 5-3)。 

表 5-3: “综合水费制”和“两费制”的对比 
 

分项 综合水费制 两费制 

水价制定特点 

谁制定末级渠系水
价 

协会自己制定 政府 

谁从农户收取水费 协会 供水单位 

谁管理末级渠系水
费 

协会 供水单位 

可能采用的最靠下
的水量计量点 

在农户和协会之间（在农户的农田进水口） 在协会和供水单位之间(协会渠首) 

优点和缺点 

协会在确定末级渠
系水价中的权利 

强 弱 

协会在水费收取中
的作用 

强 弱 

协会在末级渠系水
费管理中的作用  

强 弱 

对农户的水量计量  如必要，协会可计量到农户 难以计量到农户，尤其对较大协会 

供水单位所需的末
级渠系管理工作人
员数量 

很少  许多 

供水单位收取水费
的成本 

低/最低限度 (仅需测定协会渠首处的水量并
向协会收水费) 

高 (在渠首及/或更低层次测水和管理水
费，在协会申请后给协会支付末级渠
系运行维护费 

供水单位水费收取
率 

经改善的协会收取率高，但存在协会较弱时
收取率降低的风险 

收取率很高且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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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水费的透明度 经改善的协会透明度高，但存在一些协会较
弱时搭车收费的风险（尤其是当协会是在村
委会下组建时） 

国有水费相对透明，但末级渠系水费
不是这样 

 
从以上对比可见，“综合水费制”比“两费制”更易于纳入和促进协会的自我管理和法

人地位，为供水单位提供很大效益并降低其成本，并促进目前灌区倡导的“供水单位+协
会+农户”模式的发展。但是，这些及其它优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水户协会的质量。

的确，协会的加强和发挥重要作用是实施“综合水费制”的必要条件，“综合水费制”凸

显了改进和规范用水户协会及其能力的迫切需要。实行“综合水费制”的、改进型用水户

协会能实现更准确的水量计量，比如，改进型用水户协会甚至能在其渠首和农户的农田进

水口之间的计量点测定水量，或在农户的农田进水口处计量水量，这是供水单位很少能做

到的。改进型用水户协会还能实行综合水价制定，其中包含向供水单位支付的国有水费和

末级渠系水费，一些用水户协会已经在采用这种综合水价。但是，对于较弱的、发展不完

善的协会，应在供水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逐渐向其移交确定和实行综合水费的权利，同

时要加强和改善这些协会（如通过实施“五项原则”，提供政策支持、培训等），以便它们

承担更多的责任。 
 
显然，成功实施综合水价和用水户协会发挥更多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水单位

和灌区的有力、有效支持。向用水户协会移交更多的责任和引入“综合水费制”将有利于

供水单位、协会及农户。因此，供水单位应把对协会的支持看做是对未来的投资，这种投

资将帮助它们改善其运行效率和效果，并降低其成本。 
 
后，正如前文所述，应尽早停用“国有水费一费制”水价制定方式，但应采取战略

计划性的方式进行，因为“国有水费一费制”是目前采用 普遍的水费计收模式。进行这

项改革是一个紧迫的要求，因为“国有水费一费制”没有包括末级渠道水费，它既不支持

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也不支持用水户协会承担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的责任，而

且在采用这种水费制度的灌区，因为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差，灌区的运作和协会的财务可持

续性都将受到威胁。 

5.6 不同灌区用水户协会水价制定方式的选择  

对“综合水费制”的有效引入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是 – 如何根据北方和南方地区的灌

区和用水户协会的不同条件选取和设计末级渠系水价制定方法。南、北方在缺水程度、气

候、水土资源、种植结构、灌溉方式、工程管理、习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一些情况

下工程规模也有差异。显然，水价制定模式应足够灵活，以适应当地条件，而“综合水价

制”可以适应不同条件。另外，从前文表 3-1 可见，“综合水价”和“两费制”都有一定

的优势和局限，但总体上来说，“综合水价”看来更灵活，能够大大降低供水单位的成本。

但是，它要求用水户协会，尤其是改善用水户协会，来为供水单位降低风险。根据本研究

所进行的调研，“综合水价”和用水户协会可以适应多种条件。如，在“面向贫困人口的

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的协会分别在 10 个省内，所处条件各不相同，这些协会大多采用

了某种形式的“综合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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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灌区，“两费制”水费较为普遍。由于缺水和用水成本高，用水户协会多为

“水资源依赖型”，供水单位通常更愿意保持对水费的控制，以保证其成本回收。但是，

在多数情况下，供水单位应计量水量并按方向农户收取水费。如果在第一级计量点（供水

单位和协会间的计量点）下灌溉面积较小，由供水单位计量、收费到农户（或用水小组）

是可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两费制”水费是实用的，如山西省夹马口灌区，尽管在

这种情况下也可使用“综合水费制”。但是，如果在第一级计量点（供水单位和协会间的

计量点）下灌溉面积较大，如超过 5,000 亩或甚至超过 10,000 亩，仅依据第一级计量点的

测定对农户按水量计算水费则是无法实现的。由供水单位在农户或用水小组层次上实测水

量成本高且困难（有时也不可能），因此“两费制”水费不太可行，也不划算或公平。在

这种情形下，“综合水费制”很适宜，应予引入和实行。 

在多水源的南方灌区， “综合水费制” 已在许多灌区实施。由于不缺水，南方的用

水户协会普遍不计量到户或靠近农户田地计量，而是根据灌溉面积分摊水费，而且南方用

水户协会的国有水费比北方的协会相对较少。较大的用水户协会水量计量到用水小组，根

据各用水小组的水量和按用水小组灌溉面积比例分摊的协会运行总成本来计算用水小组的

水费。用水小组再按其成员的灌溉面积分摊水费。但对于较小的协会，则可以根据农户的

灌溉面积和协会运行成本计算每个农户的水价。  

根据实地调查发现：用水户协会有权在协会内部制定水价和收取水费很重要。从农户

支付水费意愿来讲，这一点尤其重要。“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的数据表明，

在有改进型用水户协会时，水费收取率提高。如果末级渠系水价由用水户协会自己根据其

成本（包括购水成本）确定，农户就能理解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运行维护，支付末级渠系水

费将有益于他们。但如果协会内部的末级渠系水价由政府确定（即由供水单位或乡镇确

定），农民们会认为建立用水户协会只不过是增加了水费，增加了农民的水费支出（即使

不管协会存在与否，末级渠系水费都会存在）。这就会降低他们的支付水费和参与协会活

动的意愿。并且，如果他们认为政府提高了水价（政府需要这样做以便包括末级渠系水

费），他们就可能不愿意支付水费。较好的选择是在建立用水户协会的同时引入综合水价

制，将综合水价作为用水户协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将协会的改善作为水价改革的一

个组成部分），以便水的成本、价格制度和水费收取透明、容易理解，不是由政府或供水

单位完成，而是由农民自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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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农民水费支出和水费补贴方案分析 
 

6.1 概述 

缺少水费收入将减少用水户协会对末级渠系的运行维护和管理，而高水费又将加重农

民的负担。这是灌溉水价制度面临的、 基本的困境。协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的水费负

担在价格制定过程中都应考虑。政府出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愿望，可能也会在政策上选择补

贴灌溉成本，而不是让农民承担灌溉服务的全部成本。基于“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

革项目”、“水价改革项目”的数据，特别是案例研究实地调查取得数据，本章对农民的灌

溉用水成本和作物价值进行了研究、分析和对比，并且根据农民的态度对农民灌溉水成本

占农业生产投入和产出的比例进行了分析，作为衡量农民的灌溉支出负担的一种方式。从

这些分析中发现，在一些地区，农民的灌溉支出负担相对较高，超出了农民的支付能力和

支付意愿，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如何为骨干和末级渠系灌溉系统的适当运行维护提供资金

支持成为了一个问题。根据研究结果，建议政府提供补贴，以保证国有工程和末级渠系的

可持续运行，并降低农民的灌溉支出。根据水价制定方法和水利工程类型，本章提出并分

析了了四种补贴方式并明确了几方面重要事宜。  
 

6.2 “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农民的水费支出 

由于该项目下进行了用水户协会水费收取和价格改革，项目区内农民水费支出下降。

该项目自 2005 年起对项目下建立的 497 个协会的农户收费支出进行了监测。2008 年农民

水费支出平均为 31 元/亩，比 2005 年减少 3 元/亩；与无协会对比区相比，同期水费支出

减少 5 元/亩。 

此外，在该项目下，有更多的农户水费按水量支付水费。项目下建立的用水户协会的

农户根据水量支付水费的比例逐年提高，从 2005 年的 70％提高到 2008 年的 84％。各地

实行按水量收取水费的情况差别较大，尤其是北方干旱地区和南方湿润地区之间的差别很

大，这是由于水资源条件、气候、作物条件不同造成的。如 2008 年，新疆项目区的用水

户协会按水量收费的比例达到 100%，而湖南为 56% 。.  

在该项目下，用水户协会的建立减少了水费收取的中间过程或中间商，有时亦称为

“中间环节”，使水费收取率逐年提高。2008 年，水费收取率为 95％，比 2005 年提高

4％，较无协会的对比组高 25％ (见表 6-1)。  
 

表 6-1: 项目下用水户协会和无协会对比区的水费对比 

年份 按水量收取水费的比例 水费收取率 水费支出（元/亩） 

项目区 无协会对比
组 

项目区 无协会对比
组 

项目区 无协会对比
组 

2005 70% 29% 91% 54% 34 37 
2006 85% 42% 92% 57% 30 40 
2007 88% 36% 94% 65% 31 42 
2008 84% 43% 95% 70% 3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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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农民水费支出占灌溉作物产值的比例在近年中相对稳定，2008 年约为 4.9% 
(见表 6-2)。“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对用水户协会和对比组的总的水费成本

进行了监测，并和作物产值进行了对比。但是，监测缺少水费构成、价格制定、收取过程

等详细信息。在案例研究中对这些内容进行了调查。 
 

表 6-2: 项目下的水费支出和作物产值 

年度 灌 溉 作 物 收 入

（元/亩）① 

水 费 支 出

（元/亩）② 

水费占农业收入比例

②/① 

2004 652 29.75 4.6% 
2005 561 32.94 5.9% 
2006 585 29.3 5.0% 
2007 595 29.8 5.0% 
2008 642 31.2 4.9% 

 

6.3 水利部“水价改革项目”农民的水费支出 

水利部“水价改革项目”于 2008 年开始实施，该项目对 11 个省的 155 个用水户协会

的水费支出进行了监测。本研究收集并分析了 2009 年的数据。农民灌溉成本占粮食作物

产值的比例平均为 5.1%；占经济作物产值的比例平均为 2.5%。平均数据显示的比例相对

较低。但是，在有些省内这些比例明显较高，如山西、新疆的灌溉水费占粮食作物产值的

比例分别达到 14.9%和 9.3%。在多数灌区，对于所种植的这些类型的作物，这样高的比

例超出了农民的支付意愿。灌溉成本占作物生产成本的比例分别为，粮食作物平均为

10.9%，经济作物为 6.6%（见表 6-3）。 

表 6-3: “水利改革项目”用水户协会的水费支出与作物产值对比 

序
号. 

省区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水费支出 
(元/亩) 

水费占作物产
值的比例 (%) 

水费占作物生产
成本的比例 (%) 

水费支出 
(元/亩) 

水费占作物产
值的比例 (%) 

水费占作物生产
成本的比例 (%) 

1 山西省 62.4  14.9 22.2 90.0 3.7  6.2 

2 内蒙古 41.1  4.5 15.7 29.2 2.8  12.3 

3 吉林省 41.6  3.9 9.4  

4 黑龙江 31.0  3.5 7.5  

5 安徽省 32.1  4.2 10.5 17.6 2.1  9.8 

6 江西省 19.3  1.5 2.7 14.4 0.6  0.7 

7 山东省 44.1  3.8 8.4 37.1 1.9  4.8 

8 河南省 34.6  4.4 11.9 27.2 2.5  3.9 

9 湖南省 22.2  1.9 6.5 5.0 0.3  5.6 

10 四川省 35.9  4.3 7.9 21.4 2.9  4.9 

11 新 疆 59.3  9.3 17.6 56.0 5.7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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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38.5  5.1 10.9 33.1 2.5  6.6 

 

6.4 在本研究中进行的农户实际灌溉成本调研的结果  

农户支付的水费不包括农户为工程维护和维修投入的劳力或现金投入。因此，在衡量

农户因接受灌溉服务而承担的负担时，仅参照协会向农户收取的水费显然是不正确的。农

户的实际成本还应包括农户为实施灌溉和渠道维修投入的无偿劳力。对于专业化管理水平

高、管理深入的协会，协会收取的水费可能高一些，但是农户交给用水小组的中间服务费

就会少一些，或者甚至没有中间费用。   

农户对自己支付了多少水费是清楚的，但不清楚这些钱的去向，也不知道其中各有多

少分配给了用水小组、用水户协会和国有供水单位。对于协会来说，收到多少水费它是清

楚的，但一些协会可能不清楚每个农户的实际支出是多少，因为有些灌溉服务是用水小组

向农户提供的，用水小组直接向农户收取服务费，但并不向协会提供记录。协会可能不统

计用水小组向农户收取的费用。因此，协会的水费总收入与所有农户的水费总支出并不一

致。只有当协会服务到户、收费到户时，协会的水费收入和农户的水费支出才是一致的。   

由于不同灌区、不同用水户协会的水费收取方式不同，使用的水源多样，农户实际的

水费支出和成本无法根据供水单位或用水户协会的账目统计确定，只能根据对农户的实地

调查得出，在南方一些灌区尤其如此。北方灌区水费构成略为简单，因为北方灌区直接供

水到户，供水单位或用水户协会有每个农户支付供水单位水费的数据。即使在供水到户执

行很好的北方灌区，供水单位或用水户协会也仅有农户使用灌区供水的水费数据。农户使

用协会管理范围以外的其它水源（如机井、塘坝等）所支付的水费不在协会的统计之内。 
本报告第三章已提到的一个例子是，新疆三屯河灌区三畦用水户协会的孙敏叶使用三个不

同水源的水，但协会的供水量仅约占他用水成本（平均约为每亩 90 元）的一半。另一例

是湖南省铁山灌区井塘用水户协会，该协会向农户收取 19~22 元/亩的水费，但农户还向

用水小组支付 5~10 元/亩的配水费。 

因此，只有通过对每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才能得到准确的数据和理解，以便分析农户

的水费支出实际情况。案例研究中被调研农户的抽样选取方法是，在每个用水户协会按上、

中、下游位置抽取 3 个用水小组；在每个用水小组中，根据上、下游位置，抽取 2~3 户。

每个用水户协会共抽取 6~9 户。 

根据收集到的农户数据，下表（表 6-4）列出了案例研究中所调查的用水户协会的实

际水费支出和这些成本与作物产值和作物生产成本的对比结果，以及无偿劳力投入对灌溉

成本的影响。下表（表 6-5）总结了所访谈农户对水费的态度。必须记取的是，大多数农

民说感觉水费过高。 

表 6-4:  水费支出、作物成本及其对比调研结果 

序
号 

协会 调查
农户
数 

主要作物 灌溉作物
产值（元
/亩） 

总生产
成本
（元/

亩） 

水费支
出（元/

亩） 

水费/农
业产值 

（%） 

水费/生
产成本 

（%） 

无偿投劳
价值（元
/亩） 

水费+无偿
投劳价值
（元/亩） 

1. 吉 林 前 9 水稻 1114 620 71 6.4% 11.5% 4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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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灌 区
莲 花 泡
协会 

2. 吉 林 前
郭 灌 区
二 引 干
协会 

9 水稻 1213 489 71 5.9% 14.5% 20 91 

3. 山 西 夹
马 口 灌
区 临 晋
斗管会 

6 苹果 2600 1264 155 5.9% 12.2% 11 166 

4. 山 西 夹
马 口 灌
区 东 张
斗管会 

8 苹果 2265 991 131 5.8% 13.2% 12 143 

5. 新 疆 头
屯 河 灌
区 南 头
工协会 

9 棉花、小
麦 

1001 437 28 2.8% 6.4% 2 30 

6. 新 疆 头
屯 河 灌
区 下 营
盘协会 

9 棉花、小
麦 

1090 559 44 4.0% 7.9% 27 71 

7. 新 疆 三
屯 河 灌
区 三 畦
协会 

8 番茄、小
麦、棉

花、玉米 

1131 693 66 5.9% 9.6% 10 76 

8. 新 疆 三
屯 河 灌
区 曙 光
协会 

8 番茄、棉
花 

1081 757 102 9.4% 13.4% 4 106 

9. 湖 北 中
剅协会 

6 水稻、油
菜、小麦 

1940 788 34 1.8% 4.6% 16 50 

10. 湖 北 东
风 三 干
渠协会 

7 水稻、油
菜 

1376 363 10 0.7% 2.6% 11 21 

11. 湖 北 远
安 县 屡
丰 堰 协
会 

6 水稻、油
菜 

1713 568 25 1.5% 6.5% 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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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湖 南 铁
山 长 塘
协会 

7 双季稻 1445 613 18 1.2% 2.9% 28 46 

13. 湖 南 铁
山 灌 区
井 塘 协
会 

7 双季稻 1803 693 30 1.7% 4.3% 42 72 

 总计 99    1521 680 60 4.08% 8.43% 17 78 

备注: 在山西的调研增加一个斗管会是为了查证山西的高成本；本表及及下表包括了 13 个用水户协会的数据。  

 

表 6-5: 农民对水费支出的态度 

 

序
号 

协会 调查农户数 水 费 支 出
（元/亩） 

水费 / 农业
产值 

认 为 水 费 基
本 能 接 受 的
人数 

认为水费较
难承担的人
数 

认为水费很
难担负的起
的人数 

1. 吉林前郭灌区莲花泡
协会 

9 71 6.4% 2 4 3 

2. 吉林前郭灌区二引干
协会 

9 71 5.9% 3 3 3 

3. 山西夹马口灌区临晋
斗管会 

6 155 5.9% 2 3 1 

4. 山西夹马口灌区东张
斗管会 

8 131 5.8% 3 3 2 

5. 新疆头屯河灌区南头
工协会 

9 28 2.8% 5 3 1 

6. 新疆头屯河灌区下营
盘协会 

9 44 4.0% 3 5 1 

7. 新疆三屯河灌区三畦
协会 

8 66 5.9% 2 4 2 

8. 新疆三屯河灌区曙光
协会 

8 102 9.4% 1 2 5 

9. 湖北中剅协会 6 34 1.8% 5 1 0 

10. 湖北东风三干渠协会 7 10 0.7% 7 0 0 

11. 湖北远安县屡丰堰协
会 

6 25 1.5% 4 2 0 

12. 湖南铁山长塘协会 7 18 1.2% 5 1 1 

13. 湖南铁山灌区井塘协 7 30 1.7% 6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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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合计 99 60 4.08% 48 32 19 

 

6.5 对农户水费支出的调查结果总结  

本研究对 11 个用水户协会和 2 个斗管会（在夹马口灌区）共 99 位农户就水费支出进

行了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询问。农户平均水费支出为 60 元/亩，占农业总产值的

4.08%。如果包括农户因实施灌溉而无偿投入的劳力，则总灌溉成本为 78 元/亩，占农业

总产值的 5.13%。  

北方地区农户水费支出通常高于南方地区。在调查的灌区中，山西夹马口灌区斗管会

的农户支付的水费绝对值 高，如所调研的临晋分会，农户水费支出平均为 155 元/亩，

但由于种植高价值经济作物（苹果），农户能承受这样高的水费，至少目前能承受。  

根据抽样调查，北方地区农户水费支出占作物产值的比例普遍超过 5%，农户水费支

出占作物产值的平均值为 5.8%。如新疆三屯河灌区的曙光用水户协会，该协会农户水费

支出占农业产值比例达 9.4%，而在南方地区这个比例一般在 5%以内。根据实地调查数据，

南方地区这个比例平均仅为 1.4%。 

对农户态度的调查显示，在 99 个农户中，48 个农户能接受目前的水价，32 个农户觉

得水费支出相对较高，而 19 个农户认为水费超出他们的支付能力。从调查中发现，农户

水费支付意愿受水费支出占作物产值的比例影响，并不只是受水费支出的绝对值影响。当

水费支出占作物产值的比例低于 5%时，44 个农户中只有 3 个农户认为水费难以承受，13
个认为水费较高，持这两种观点的人数占 44 个农户的 36%。而当这一比值达到 5%以上

时，55 个农户中有 16 个认为水费无法承受，19 个认为水费较高，持这两种观点的人数占

55 个农户的 64%。 

一般认为，水费支出占作物产值约 5%是农户可承受的范围。这一认识在本次调研中

也得到了证实，尽管这不适用于高价值作物。在调研中大部分农户表示，如果农产品价格

能保持稳定（即不下降），目前的水费水平可以接受，或至少基本可接受。   

然而，国家的农业补贴已经改变了农户的心理。根据访谈，农户不像以前那样愿意支

付水费。国家一方面给农户提供农业补贴，一方面又从农户收取水费，农户对此不理解。

另外，提供补贴和收取水费增加了政府的工作成本，并占用了农户的时间，农户也难以理

解。农业补贴旨在补偿农户的农业成本并使农户满意，但这对农户水费支付心理有负面的

影响。这值得政府进行详尽的调查、监测，并加强对农户的解释工作，使他们了解对农户

的农业补贴及其与水费的关系是不同的。作为一方之见，一些用水户协会建议，应由协会

接受农业补贴并从中扣除农户水费，用补贴代替水费来支付协会的运行维护和管理费用。

这会使收取的水费更可接受，但现行政策不允许这样。总之，对任何这样的政策, 实际上

对于任何农业补贴制度，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保护农民节水的积极性，这是中国优

先考虑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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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水费补贴的理由和背景  

根据前文提出的关于农户成本的数据和农户对水费支出的态度和意愿，考虑提高水费

补贴是合理的，是支持供水单位和用水户协会财务可持续性的一个合理方式。虽然中国国

内已有一些关于灌溉水费补贴不同方法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多数缺乏对不同补贴方法前提

条件的分析。由于缺乏基于不同补贴对象和现有不同水费计收方式的研究，难以针对不同

情况确定合理的补贴方式。本章旨在为弥补这一空白做出努力。 
 
如前所述，目前灌溉水费面临两难境地。供水单位亏损普遍而严重，维持运行日益困

难，同时农民的水费支付意愿和能力有限，且政府不想加重农民负担。据水利部 2006 年

对 551 个大、中型灌区进行的调查，国有水价平均为 0.065 元/方，仅占实际供水成本的

38%，水费实际收取率平均为 57.37%。也就是说，实收水费仅占实际供水成本的 22%。

很多供水单位亏损严重，管理运行费严重不足，纯农业供水单位尤其如此。 
  
这种情况对全国的水利工程的运行带来了不利影响。根据调研，如吉林省前郭灌区批

准的供水价格为 0.025 元/立方米（抽水费用另外计收），而供水单位 2008 年测算的实际供

水成本为 0.091 元/立方米（不包括抽水费用）。总体上来说，实际价格只占实际成本的

27.2%，供水单位职工得到的工资只是国家工资标准的 60%。与此同时，农户的水费为 71
元/亩，已经不低，也很难有加价的空间。又比如，在南方的湖北省东风渠灌区，农业供

水水价为 0.055 元/方，而实际供水成本为 0.143 元/方，实际水价仅为成本的 38%。幸运

的是，东风渠灌区兼有城市和水力发电供水功能，以此弥补了农业供水的亏损，所以供水

单位能维持日常运行。 
 
从支付方来说，部分地区水费已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而且，随着国家对农户直接补

贴范围的扩大，农民开始变得不愿意支付政府制定的水费。在调研中发现，农户实际水费

支出平均为 60 元/亩，占农业总产值的 4.08%。如果包括农户在灌溉中投入的无偿劳力，

则农户总成本平均为 78 元/亩，占农业总产值的 5.13%。北方地区农户水费支出占农业总

产值的比例常常超过 5%，如新疆三屯河灌区的曙光用水户协会，该协会的农户水费支出

占农业产值的比例平均为 9.4%。 

由于目前农民的水费支出较高（农民认为太高），国有水价或末级渠系水价的提价空

间已很小。在用水户协会层次上，末级渠系维护所需资金短缺，协会工作人员的报酬也很

难落实；这两者是对末级渠系工程正常运行和用水户协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 

鉴于这一水费两难境地，水利部于 2008 年启动了“农业水价改革项目”，目的是减轻

农民水费负担、保证水利工程良性运行、节约水资源。该项目的长期目标是帮助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主要措施是：增加用于灌区末级渠系改造的财政资金投入；加强计量，实现农

户终端水价。通过灌区末级渠系改造，可以提高灌溉保证率，减少水量损失和毛用水量，

从而减少农户水费支出。但是，该项目每年的投入只能用于某些试点项目，远不能满足有

效解决灌溉水价制定两难困境的实际需要。 

综上所述，从本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为，有必要实施明确的水费财政补贴计划， 终

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该计划有四个直接目标：(1)减轻农民的水费负担；(2)扭转供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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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长期亏损的局面，保证灌区的可持续运行；(3)保证末级渠系工程正常运行维护和管理，

以及用水户协会可持续发展；(4)节约水资源，并保证供水单位和用水户之间公平的利益

分配。 

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允许补贴供水、排水系统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农业设施，

如灌溉设施。因此，研究其它国家的农业用水补贴政策，了解他们采用的方式，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尽管在全球范围内，未来可能发生的水危机已经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用水

者的节水意识仍需增强，对水利工程和及其运行成本的投资需求以及通过水价调整减轻政

府财政负担的需求这些方面的认识也尚需提高。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实行了农业用

水高额补贴政策。根据 Demoor 和 Calamai 对 1997 年全球发展中国家用于饮用水和灌溉用

水补贴的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的水补贴在 45 亿美元左右。  
 
发展中国家对农业水费的财政补贴综述.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数据，在发展中国家中，

亚美尼亚的灌溉系统主要用地表水，由几个大的集体农场管理。地下水灌溉大多由私人管

理。国家对抽水灌溉水费进行补贴。水费按面积计收，价格只有供水成本的 27%左右。

埃及每年用于灌溉的补贴在 50 亿美元左右，农民不需交水费，只负责自己田间的排水和

灌溉系统的的维护。印度每年补贴灌溉 12 亿美元左右，灌溉总体价格水平低，高水费也

只在 6－7 美元/公顷。印度尼西亚农民不需要交水费，农民只负责自己田间的灌溉系统的

维护。墨西哥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每年用于灌溉系统运行维护的费用占全国 GDP 的

0.5%。摩尔多瓦的灌溉供水成本全部由政府承担。巴基斯坦每年用于灌溉的补贴约 6 亿

美元，收费方式多样。 
 

发达国家对农业水费的财政补贴综述.  美国加州不同灌区的水价变化较大，用水户通

常拥有可交易的水权，美国对农业的综合补贴相对较高。加拿大水费征收较为普遍，水价

约为供水成本的 14%，其他成本由政府补贴。法国普遍实行丰枯季节水价政策，用水高峰

季节加价，但 50%左右的供水成本由政府补贴。以色列农民的用水基于每年的降雨和水资

源量分配，水价只包括了供水成本的很小一部分。  

20 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各国开始面对水资源短缺和灌溉用水低效率问题。其结果是，

通过提高水价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需求。但是，如果提高水价是以

节水为目的，则水价应基于水量，所以，作为防止超额用水的一种方式，世界各国对于灌

溉用水的直接补贴呈现减少趋势。但是，通过征收灌溉水费补偿全部的供水成本在实行市

场经济政策、农民较富裕的发达国家不常见或政治上不可能，在农民支付能力通常更为有

限的发展中国家更为少见。由此看来，各国高度重视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和食物安全，通

过加强农业供水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财政补贴为农业产业提供支持和保护。 
 

6.7 水费补贴的原则 

农业水费补贴应符合以下几个原则:  

1) 先完善工程后补贴水费。首先要保证工程条件能满足正常灌溉要求。在工程条件较

差、无法满足正常灌溉的情况下，应先完善工程，然后再考虑水费补贴。 

2) 应在适当的水管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实施水费补贴。应由当地政府定岗、定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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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费用及维修养护费用，以避免不必要的成本。 

3) 不应完全取消农业水费。重要的是使所需的补贴 小化并保证实现其它目标，如保

持对降低成本和节水的激励。完全取消水费，将会失去水费对节水和用水效率的经

济杠杆作用，这对节水不利。许多发达国家也没有完全取消农业水费。在一些发达

国家，灌溉和供水工程直接由政府管理或委托企业管理，政府承担主要工程系统的

建设和运行费用，不向用水者征收水费以回收资本成本，但工程的运行维护费用由

用水户承担。 

水费补贴的 低限度应是帮助保证农户能承受水费。同时，保证供水单位能 100%
得到应收水费，不管是从农户收取还是政府补贴。根据调研结果，农户实际水费支

出平均值占农业总产值的 4.08%，而且北方地区常超过 5%，有一例达到了 9%。相

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农户水费支出仅占农业产值的 2%~3%，这为水费补贴提供了

一个大致的总体目标。 

此外，据调研，目前国有大、中型灌区供水单位水费实收率平均仅为 57.37%。如

果这个比例能达到 100%，即使不提高水价，也能大大改善国有供水单位经济状况。

实行“综合水费制”的改进型用水户协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实现高水费收取率，

因为用水户协会直接向供水单位支付水费，而经验也表明，改进型用水户协会的水

费收取率比常规情况下的高出很多。 

4) 水费补贴方式应基于各种情况，不搞“一刀切”。农户利用的水利工程形式多样，

有大、中型灌区的末级渠系，有堰、塘、机井、泵站等。农户支付的水费构成也因

水源情况不同而不同。一些地方的水费由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组成；而另一些

地方的水费是单一水费。还有的地方的水费由亩均基本水费和计量水费两部分组成。

水费收取者也不同，在有的地方是由国有供水单位收取，而另一些地方由用水户协

会、村或水管站收取。 

5) 水费补贴可以交给供水单位或用水户协会，但 好不要直接交给农户。水费补贴的

数量可以仅包括国有水费，或者也包含末级渠系水费。补贴的数量和覆盖范围是关

键问题。不同地区的农户都有水费负担，如何针对不同负担程度来确定补贴的额度

也是应考虑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仔细考虑，要考虑不同的目标的实现，包

括节水和用水户协会自我管理的目标。因此，水费补贴的方法、对象、范围、数量

应适合不同的水费计收现状，既体现公平，又产生积极影响，并能降低农户的负担

和供水单位的损失。 

6) 水价改革是水费补贴的基础和一个组成部分。目前，许多地区对农户的水费征收过

程不透明。虽然政府规定了国有水价，但是农户支付的实际水价与国有水价之间的

关系不清晰，造成实际水费的构成不明确。水费征收者多样，有时还并不可靠：一

些地方由村或乡收取水费，存在水费挪用、搭车收费情况。水费补贴应与目前的水

费计收方式改革同时进行，应同时明晰水费构成，确定 优的收费方式和征收者，

并明确各利益相关人的责权。  

7) 水费补贴资金应用于改善灌溉系统。除了减轻农户的水费负担，水费补贴应鼓励农

民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并节约用水。水费补贴并不是简单地把钱给农户，而是应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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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钱用于水费支付和田间工程的建设、管理和维护。不应无条件地直接把水费补

贴交给农户。 

8) 水费补贴应首先用于支付国有工程建设全部或大部分成本，然后用于支付供水单位

的运行维护费用，再然后，用于支付末级渠道建设和运行维护成本的一部分。如可

能，一部分末级渠道建设和大部分末级渠道运行维护成本应由农户承担。 

9) 国有供水单位的管理范围、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在总水费中的比例在不同灌区

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别。因此，水费补贴的具体数量应根据水费构成现状和当地条件

确定。 

10) 水费补贴应被设计成为能够保证国有供水单位可持续发展及国有工程良性运行，并

能保证用水户协会可持续发展及末级渠系工程良性运行。水费补贴的目的是帮助农

户和国有供水单位。目前大部分国有供水单位处于亏损状态，国有水利工程得不到

适当维护，因此供水保证率低，而农户支付能力和意愿都处于低水平；而且一般即

使农户有钱也买不到高质量的供水服务。灌区投资的综合效益是国有骨干灌溉系统

和农户的末级渠系共同产生的效益，两者对实现灌溉的高效益同等重要。因此，水

费补贴应该兼顾国有供水单位和农户，兼顾国有骨干工程系统和末级渠系。 

11) 保证水费补贴促进节水。这是中国的关键需求。实施水费补贴是否会消弱农户的节

水意识是各级决策者非常顾虑的一个问题。“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

在促进节水方面的经验表明，项目下的用水户协会按水量从供水单位购水，然后相

应地收取农户水费，这种“按方收费”的水费收取方式对激励农户节水作用 大、

直接，而且农户对此的响应适当而强烈。此外，供水单位可以通过供水协议规定

水量，按协议水量向协会供水，可通过加强用水定额管理、实行超定额收费等方式

促进节水。但是，“按方收费”是促进节水的 重要的工具，仅根据面积或超定额

（如当灌溉设施较差时）提高水费对促进节水作用极小，只会增加农户的水费负担。  

12) 应根据节水行为差别灵活调整水费补贴。对于节水，供水单位和用水者时常会出现

态度和行为上的冲突。有些灌区，特别是纯农业灌区，在丰水年作物灌溉需水少时，

供水单位可能会鼓励用水户多用水，以便维持水费收入。否则，如果用水需求少于

灌区设计供水能力，灌区将会遭受财务损失。所以，这些灌区供水单位注重卖水量

并把卖水量作为其下属水管站的目标。例如，在山西省夹马口灌区，一些斗管会给

多用水的用水户提供水价折扣。丰水年对农户有利，对供水单位则不然。农户不必

要地多用水虽然可以改善供水单位的财务状况，但这和节水的社会公益相悖，尤其

是在水资源严重短缺、提水成本很高的黄河灌区，如夹马口灌区。政府应监督和纠

正这种鼓励多用水的消极做法。应为供水单位和农户节水提供激励，同时应保护供

水单位的财务健全性。 

13) 与上述情况相反，干旱年灌区供水量不能满足用水需求时，灌区常会通过提高水价

等措施来限制用水户用水，如采用超定额累进加价、季节水价等。尽管这对供水单

位财务是有利的，农户的水费负担却会大大增加。只要水量有保证，供水单位在旱

年会得益。比如，新疆昌吉市三屯河灌区采用超定额累进加价，以 480 方/亩为基

本用水定额，超定额用水加价 50%。多数农户表示，他们想节水，但田间工程条

件太差，令他们无法节水。另外，所规定的用水定额也不够用。定额政策的初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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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但是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有些简单的细节问题被忽略了，如：农户是

否能在实际用水中响应、规定的定额是否科学合理、如何应对不同的工程条件或不

同的气候条件、超定额水费如何管理。 

14) 需要建立一种监督协调机制，通过经济措施来保证供水者和用水者真正在节水。虽

然灌区供水单位遵循的国家有关法规及政策都旨在节水，但经济诱因常常对供水单

位和用水者的水资源利用产生不当影响。这种现象既不利于节水，也不利于整个社

会。不管是丰水年还是旱年，供水单位的基本收入和农户水费支出都不应有太大的

变化。丰水年用水量应减少，而政府应给予供水单位适当的补贴，以维持其运行维

护。应检查和核实灌区在几年中的平均供水量，然后政府可根据供水量不足的比例

计算适当的补贴数量。具体的比例可以根据供水成本和减少的售水收入计算。旱年

农户用水量增多，政府应给予农户适当的补贴，以保证在干旱年份水费支出很高时，

农户有适当的生计。可检查和核实农户在几年中的平均水费，超过部分由政府补贴；

或者将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超定额用水水费用政府补贴支付。工程条件、气候变化

导致的超定额用水责任不应完全由农户承担。应使用超定额水费收入建立节水基金，

用于节水投资。从农户收取的超定额用水水费应用于农户，不应变相成为供水单位

增收的渠道。 

6.8 水费补贴方案比较 

分析结果表明，水费补贴有如下 4 种方案可供选用： 

(1) 对国有水费的折旧部分进行补贴.  该补贴方案是一个首选方案，应该也是水费补贴

实施中会被第一个考虑的方案。这种补贴的优点在于，折旧是基于资本成本回收的

一项会计费用，而不是一种真正的运行成本，所以实际上它对政府不是一项直接的

预算开支。但是，许多灌区的水费收取率较低，这种补贴方法不会帮助那些供水单

位，也不会减轻那些不缴纳水费的农户的负担。在现行实际水价比计算供水成本

（包括折旧）低很多的地方，取消折旧可能也无法降低农户的实际水价。不过，对

于许多灌区来说，重新计算不包括折旧的国有水价会导致农户支付的国有水费更少，

这对供水单位不计提折旧是否有帮助，或者这只不过是一种会计方法的改变，这些

将取决于供水单位对折旧费的财务处理方式。  

(2) 对国有水费进行部分或全部补贴.  这种方案减少或取消了农户支付的国有水费。减

少或取消国有水费，重新计算由农户支付的水费，会使农户受益，并为供水单位提

供了一个可靠的收入来源，以支持供水单位的运行和管理。这种方案可以通过政府

向供水单位简单的预算转移支付在所有大、中型灌区运用，但需要在政府预算中为

每个供水单位列出补贴资金款项。国有水费减免的具体数量应根据每个供水单位水

费的构成（国有水费占总水费的比例），供水单位保持其为用水户服务定位的需要，

当地经济条件，尤其是农户的支付意愿，现状水费收取率，以及其它因素决定。必

须谨慎对待，以鼓励农户支付剩余部分的水费和节水。 

(3) 直接补贴用水户协会.  此方案是要将全部或部分水费补贴直接给用水户协会。在实

行“综合水费制”情况下，该补贴可用于抵减农户的水费支出。该补贴应只在用水

户协会有效运作、由协会收取水费的灌区使用，对实行“综合水费制”的协会尤其

合适和方便。这种补贴方案也可以和前两种补贴方案有效地结合使用，但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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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取决于用水户协会的质量和能力的提高，只有质量高、有能力的协会才能够有

效率地、正确地处置补贴。  

(4) 直接补贴农户.  该方案是将水费补贴直接给农户，不适于广泛应用，也不是人们会

首选的方案，它需要针对每一个灌区仔细设计，以保证节水和公平。但是，在没有

国有供水单位或用水户协会的地方，以及用水户协会较弱的小型水利工程系统内，

这可能唯一能采用的方案。 

根据分析和调查，方案 (1)和 (2) 是几种水费补贴方案中被认为是 可行的、也是

受偏爱的方案，它们与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做法一致，能够为使用公共财政支持提供正当理

由。如果国有水费占总水费的比例较低，在取消国有水费后，农民的水费负担没有明显降

低，可将补贴范围扩大，将对末级渠系水费的补贴也包括在内。对末级渠系水费的补贴可

采用方案(3)，或者也许可以采用方案(4)。在补贴末级渠系水费的情况下，方案(3)，即将

补贴直接给用水户协会应是优先采用方案，可以先从运行较好的用水户协会开始，实施试

点补贴项目，然后根据试点进行推广。但是，此方案有效运作的基本要求是用水户协会必

须运行有效并经过改善，尤其是在协会的财务管理方面。方案(4), 即直接补贴农户，应谨

慎实施，因为它可能对用水户协会和末级渠系的运行维护起到反作用。无论选取哪种补贴

方案，理想的做法是对农户提供无形补贴，即让农民可以看到其水费支出因补贴而减少，

但看不到补贴本身，而且要使农民仍有节水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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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和建议 

 

7.1 概述 

本研究的主要建议是: (a) “综合水费制”是中国灌溉水价制定的首选方式；(b) 用水户

协会应是基于“综合水费制”的末级渠系水价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技术和机构两方面

的原因，“综合水费制”优于传统的“两费制”。此外，根据本研究的结果，“两费制”水费应

作为向“综合水费制”的过渡。“国有水费一费制”应被逐步取消。  
 
对于有效的末级渠系水价改革和运行维护，尤其是“综合水费制”的实施，用水户协

会的运行有效性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用水户协会和用水户协会的发展需要得到加强和

支持，以使用水户协会能够有效地担当起更多的责任。本研究以及“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

水利改革项目”和“水价改革项目”的结果表明，需要根据规范化发展原则，如“面向贫

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制定的用水户协会发展“五项原则”，来改进用水户协会。 
 

7.2 研究发现   

A. 灌区和用水户协会的水费计收: 
 

1) 中国的灌溉水价制定还没有一个统一或一致的制度或方法。各地区之间，用水户协

会、水价制定方法和末级渠系水价制定和管理都差别很大。这种差别在某种程度上

是缺水和当地条件所致，另一部分原因是历史和传统的影响，在末级渠系管理和水

价制定政策设计中，这种差别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如此，本研究中对用水户协会

进行分类所采用的三类水费制度广泛地代表了中国全国范围内目前正在使用的水费 
制度。  
  

2) 国有水费相对于末级渠系水费在农户支付的总水费中所占比例在各灌区之间差别也

很大。根据“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和“水价改革项目”的数据，末

级渠系水费约占总水费 10%，在实际当中该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水户协会

的替代性水源及其对供水单位的依赖程度。与北方地区相比，南方地区用水户协会

一般有更多的管理独立性，末级渠系水费在所支付的总水费中比例较高，而且南方

地区的多数用水户协会有自己的水源，自有水源减少了对供水单位的水的需求量和

对供水单位的依赖程度。这在增加了这些用水户协会的管理范围的同时，减少了供

水单位的管理范围，使得南方地区的用水户协会比北方的协会普遍有更多的自主决

策权。北方地区的用水户协会普遍更为依赖供水单位，供水单位通常垄断着水源。 
 

3) 在节水方面，供水单位和用水户协会的财务利益和社会公益有时有直接冲突。 在
在山西省的斗管会，供水单位要求斗长鼓励农民多用水，因为供水单位想使其售水

收入 大化。这样做尽管可以增加供水单位的收入，但也鼓励了浪费水，与社会的

节水需求有直接冲突，而节水是水资源短缺的北方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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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严重短缺、供水成本相对较高、节水代价很高的黄河流域。政府需要查明、

认真监督和评价这种做法，杜绝这种违反公共利益的反常现象。 
 

4) 为促进节水，一些灌区采用了用水定额制度，对农户超过规定定额的用水部分加价

收费。但是，所规定的基本定额在同一灌区只有同一个，没有区分灌区内各处灌溉

设施条件和土壤类型，而实际上，在同一灌区内的各用水会协会之间，甚至在同一

个用水户协会内各处，灌溉设施和土壤条件可能会差别很大。例如，在渠道设施较

差的地方，水的浪费多，对此农户无法避免。其结果是，定额制定只是加重了农户

的水费负担，并为供水单位提供了额外收入的“外快”来源，对供水单位不改善渠

道设施、提高供水效率提供了财务激励。 
 

5) 用水户协会是中国管理末级渠道灌溉系统的 合适的组织，末级渠系水费是用水户

协会末级渠道运行维护和管理费用的 主要的、 合理的来源。末级渠系水费的公

平核算、规范和公正收取和有效使用，对用水户协会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生存至关

重要，也确实是灌溉系统的高效率和高回报所必需的。  
 

6) 尽管用水户协会在改善末级渠系水价制定和运行维护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从目前

用水户协会的发展范围和许多已建用水户的质量缺陷来看，它们承担这些责任的能

力目前还相对有限。从总体上来说，目前还没有政策支持、法律和法规可用来确立

和规范用水户协会的角色、职能、财产所有权和法人地位，以及它们在水费（水价）

制定、收取和管理中的作用。虽然国家在 2005 年颁布了关于用水户协会的总的指

导原则，全国各省中只有湖北省颁布了省级用水户协会法规（2009 年）。许多用水

户协会依靠当地的“暂定”政策取得法律支持，仅有 40%的用水户协会是独立法

人实体。多数用水户协会是由村委会授权建立的，其运行服从村委会的领导。需要

通过发展改进型用水户协会来纠正这些和其它一些限制因素。  
 

7) 在“面向贫困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建立的那些改进型用水户协会更接近理想质

量水平，比其它用水户协会运作要好，它们有效率、有效果地实行了“综合水费

制”。在该项目下的所有用水户协会（在 10 个省内，共 497 个）都是根据项目下规

定的、统一的原则和标准建立的，这些用水户协会产生了很大的增量效益，项目对

用水户协会的投资成本在不到 6 个月时间内就已回收。该项目证明了大规模发展改

进型用水户协会的效益、潜力和方法。“水价改革项目”吸收了“面向贫困人口的

农村水利改革项目”的经验教训，如用水户协会注册、设施拥有权转移和专门的监

测评价，并把这些经验推广到其它地区。但与已建的共 50,000 个用水户协会规模

相比，该项目的规模很小，需要大幅度扩展。  
 

8) 一些用水户协会，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协会，根本没有建立末级渠系水费制度，没有

运行维护资金的固定来源，因此面临严重的财务困难。许多这样的用水户协会可能

完全依赖供水单位返回的一小部分国有水费。但是，国有水费中不包括末级渠系运

行维护费用，在多数情况下甚至不能涵盖供水单位的成本，因此供水单位不大可能

给协会返回可用于末级渠系运行维护的足够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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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改进型用水户协会可为农民和社会带来大量效益，综合水价的制定需要它们发挥更

多的、更有效的作用，而培训和能力建设是它们的关键需求。目前，政府预算中不

包括用于协会农民培训或用于协会发展的资金，对于灌溉管理人员、当地官员和村

干部关于用水户协会事宜的培训资金也很少或没有。世行贷款项目和“面向贫困人

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用水户协会成功的一个原因是，上述培训和能力建设有

项目分配的专项资金的支持。 
 
B. 用水户协会的水费及其相对于运行维护要求的充足性:  
 

1) 农民的水费支出存在地区之间的差别，从水费绝对值和及其相对于作物产值的相对

值来说，北方地区的农民水费支出普遍高于南方地区。根据实地调查数据，农民支

付的水费平均为 60 元/亩 (1 亩=1/15 公顷)，占灌溉作物总产值的 4.08%。如果计入

农民的劳力投入，总的灌溉水费（水费加农民劳动力价值）的平均值为 78 元/亩，

占所种植作物总产值的 5.13% 。农民的水费支出在北方地区一般超过所灌溉作物

产值的 5%，在南方地区这个比例低于 5% 。  
  

2) 用水户协会内部运行维护成本（不包括供水单位所供的水的成本）主要包括三部分：

灌溉设施维护成本 (平均为 55%，根据抽样调查的用水户协会的数据) ；管理和配

水人员报酬 (32%)； 协会其它运行成本(13%)，如办公费。各用水户协会之间这些

支出的比例不同。农民提供给协会的劳力投入（有报酬或无偿），如渠道维护和清

淤劳力，由协会成员相互协商决定。 
 
C.  用水户协会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方法:  
 

1) “两费制”存在一些严重不足和弱点，只能作为向“综合水费制”的一个过渡。它

在一定程度上的效果主要是在供水单位监督所收取的末级渠系水费的使用，且每个

农户的水价、接受的水量和水费都实行监测和公开的地方实现的。但是，这些做法

并不普遍，不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水单位来说难以实现且成本太高，因

为供水单位没有管理末级渠道设施的法律责任。  
 

2) “两费制”的关键弱点在于: (a) 对于基于水量计量从每个农户收取水费这项工作，

供水单位能力有限; (b) 由供水单位开展密集性的水费收取和水量计量工作，费用很

高且难以实施；(c) 供水单位本身普遍缺乏资金，因而有尽可能多地将它们所收取

的全部水费留作己用的趋向，而不是转交给用水户协会用于协会的运行维护；(d) 
水费完全由供水单位收取不能促进农民参与用水户协会的活动，并增加了农民的水

费支出；(e) 用水户协会的权利和责任未经法律或法规规定，这意味着用水户协会

在末级渠系运行维护、管理以及水价制定中的角色没有明确定义，而且用水户协会

在与供水单位、村和乡镇讨论末级渠系水费制定和收取事宜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此外，在实行“两费制”情况下，供水单位和用水户协会之间一般不签订供水合同，

两方间的法律关系和相应权利和责任没有明确规定。 
 

3) 由于缺乏关于末级渠系水费制定的明确政策和法规，即类似于现行国有水费指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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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那样的政策、法规，水价不足以支持末级渠系的适当运行维护，进而造成用水户

协会财务困难的现象普遍发生。没有这样的政策或导则，当地物价局通常以降低农

民负担为主要目的，基于特别调查确定末级渠系水费，或者可能仅考虑国有水费，

而将末级渠系水费整个排除在外。目前中国全国大多数灌区都在采用这些常规做法。 
 

4) 物价局在决定末级渠系水价中的角色及其确定末级水价的方法存在地区差异，在一

个地区内不同地点间也有差异，特别是北方和南方地区在这一方面的差异较大。政

府物价部门管理末级渠系水费的严格程度与缺水程度和农民的水费支出相关。在北

方地区，水资源匮乏，供水成本高，物价局一般为末级渠系水价制定一个固定价格

或一个灵活价格（价格区间），有时以占总水价的比例表示。相比之下，南方地区

的用水户协会一般更具独立性，可以在协会的农民成员之间根据需要协商确定末级

渠系水价，因为这些协会通常有替代性水源。  
 

5) 许多用水户协会进行水量计量，这是按方收水费的需要，也能够鼓励农民节水。协

会内的水量计量及计量位置是水价制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各地区之间，水量测量

和测量位置有很大不同：在干燥的华北地区和干旱的西北地区（如新疆），水量计

量较为普遍，而南方地区次之。南方地区的一些用水户协会虽然安装了测定从供水

单位接受的供水量的设施，但并未使用，这常常是因为它们有替代性水源。所以，

这些协会无法根据所用的水量收取水费，也无法鼓励有效率的用水。东北灌区几乎

未开展水量计量。  
 

6) 在实行“两费制”情况下，一些地方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是分别收取的。国有

水费由供水单位直接从农户收取，末级渠系水费由村或用水户协会收取，尽管在许

多地方虽然已经建立了协会，末级渠系水费还是由村委会收取。在一些情况下，当

地水管站代表供水单位收取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并且保留末级渠系水费，协

会向水管站申请使用末级渠系水费。这种做法不仅增加了水管站的工作量，而且不

能调动农民和协会的积极性，无法保证协会运行和末级渠系运行维护的需要。村委

会和乡镇也常常收取水费，但常导致水费收入“渗漏”到其它用途，这是应该避免

的。  
 

7) 关于用水户协会水费收取，一些协会由用水小组直接从农户收取水费，但对用水小

组的监督不足。例如，南方地区的一些用水户协会所关心的多是用水小组向协会缴

纳了多少水费，而不监督用水小组从农户实际收取的水费数量是多少。这种做法有

时导致超出协会成本的额外费用，挫伤了农户参与协会活动的积极性，无法保证供

水单位和协会的灌溉服务成本的回收。 
 

8) 关于水费的管理，在一些地方末级渠系水费由供水单位和国有水费一并收取和管理，

用水户协会必须向供水单位申请使用末级渠系水费。供水单位独立地控制着用水户

协会的支出和财务管理，农民对水费如何使用并不知情。这种方法不透明，且挫伤

农民参与积极性，并使协会作为（像是）供水单位的一个下属机构在运作，而不是

农民自己的组织。这种方法至多只能在协会组建之初还未充分开展活动，仍需要供

水单位支持时使用，但它带来的风险是供水单位将来不愿放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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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目前，供水单位的国有水价计算基于供水单位的实际成本（包括全部资本成本回收

/折旧成本及运行成本）。尽管物价局批准的国有水价常低于实际成本，但即便如此，

在一些地区水费数量也常超出农民的支付意愿（也可能是支付能力）。其结果是，

那些地区的水费收取率普遍很低，供水单位没有足够资金进行运行和维护，骨干灌

溉系统效率较低。这种情况导致农民水费支付负担沉重，供水单位财务困难。 
 

C. 用水户协会水费补贴机制可选方案: 
 

1) 根据农民调查结果，当农民水费支出占农业产值比例超过 5%时，农民会认为水费

支出超出了他们的支付意愿。不过，尽管有这种看法，农民的实际支付意愿看来受

作物价值和水费数量占农业产值相对比例的影响更大，而不是仅由水费的绝对值或

水费占作物价值的比例一个因素影响。 

7.3 建议 

A. 灌区和用水户协会的水费确定和收取: 
 
1) 应逐步在中国全国推广实施“综合水费制”，而“两费制”和“国有水费一费制”

应逐步取消。这将需要国家层次上的政策决策，以及省级及其下级政府的政策和法

规（及预算）支持实施。   
 

2) 用水户协会在“综合水费制”实施中有着关键作用，国家和省级政府需要确立、投

资和实施具体项目来发展、加强和改善用水户协会，使得它们能够发挥作用。  
“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已经具体地证明了如何发展改进型用水户协

会，而且该项目和“水价改革项目”的经验和教训应被用于帮助指导这类项目的设

计和实施。“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尤其证明，那些根据具体的质量

标准和原则建立起来的改进型用水户协会运作规范，其运行、管理、效益和可持续

性在各种条件下、在各不同地区都有很大改善，该项目也证明了这样的用水户协会

在实施“综合水费制”中的作用。 
 

3) 国家和省级政府（及其下级政府）也需要为末级渠系水价改革和用水户协会提供一

致的政策和法律支持（法律及/或法规）。这种政策和法律支持应以帮助改善全国范

围内的用水户协会为目的，使它们在末级渠系水价制定和管理中能够发挥更强有力

的、更为独立的作用，并帮助保证用水户协会的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成本包括

在水价中。政策支持应包括赋予用水户协会独立法人地位、明确的权力、权利和责

任，以及决定末级渠系水费定价和收取的权利。为全面支持用水户协会的长期发展，

应制定关于末级渠系水价制定和用水户协会的国家专门法律。 
 

4) 需要立即着手进行的是，各省根据当地条件、参照湖北省政府的“用水户协会管理

规定”(2009)颁布一部省级法规，国家应颁布一部类似的用水户协会综合法规。这

些法规应吸收“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水价改革项目”和本研究总

结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应赋予用水户协会决定和管理末级渠系水价的权利。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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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这一法规制定过程，应对湖北省关于用水户协会的法规的实施情况和影响进行

监测和评价。 
 

5) 国家、省和省以下政府应配合对用水户协会的政策支持，颁布根据用水户协会末级

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成本计算末级渠系水价的指导原则（类似于国有水费计算的指

导原则）。除了其它方面，这样的指导原则要明确的事项中应包括：末级渠系水价/
水费应由用水户协会根据协会成本计算和确定，由协会向农民收取，并由协会告知

政府（物价局及/或供水单位）；用水户协会应从其农民成员收取“综合水费”，并

根据接受的供水量，将国有水费部分之间支付给灌区/供水单位。这样会帮助确保

用水户协会运行维护和管理成本能包含在水费中，而且能加强用水户协会与相关政

府机构有效沟通的能力。 
 

6) 各级政府应促进新的和已建用水户协会的登记并提供便利。国家民政部已经颁布了

促进用水户协会注册登记的规定，该规定应得到执行。用水户协会登记注册有许多

有利方面，尤其是能表达协会具有的、法律规定的“法人”地位，能加强协会实施

“综合水费制”的能力，赋予协会管理自己的财务和灌溉事宜的更大的独立性，促

进农民的参与，并能使得协会拥有财产和银行账户的权利。    
 

7) 在关于水费和用水户协会的高层次政策和法规能够颁布之前的过渡时期，当地政府

应根据上述原则颁布自己的、关于用水户协会和末级渠道水费的政策和法规。除其

它方面之外，当地政府政策和法规应使得用水户协会能够实施“综合水费制”，尤

其是能使它们根据自己的运行维护和管理成本决定水费和从农民收取水费。这在用

水户协会目前还没有建立适当的末级渠系水费制度（如仍实行“国有水费一费制”）

的那些灌区中，是一项 紧迫的需要。 
 

8) 为了帮助加强用水户协会发展，所有涉及末级渠道灌溉投资的国内资金和国际资金

支持的项目和计划，都应包括一个关于用水户协会发展和支持的专门部分，在其中

包括根据“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的经验和教训发展改进型用水户协

会的资金安排和发展计划。这样的资金安排应至少足以涵盖：农民、工作人员和当

地政府官员的培训；能力建设；用水户协会组建；用水户协会示范和推广；基本的

监测评价以及政策支持。这些资金安排应包括在水利部和财政部/国家农发办的投

资中。 
 

B. 用水户协会的水费及其相对于末级渠系运行维护要求的充足性: 
 

1) 政府应为用水户协会恢复和改善末级渠系提供投资，这将减少用水户协会的维修成

本，使协会有可用资金用于支付运行维护费用和人员报酬，节约用水并可能降低农

民的末级渠系水费负担。基于农作物价格和净收入，末级渠系大修、恢复、改造或

扩建成本一般超出农民的支付意愿（可能也超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因此，在计

算末级渠系水费时，应不计入用水户协会的成本。但是，农民通常为这样的工程成

本提供一部分贡献（比如说三分之一，通常以投劳的形式），所以事实上他们是这

些工程的部分“所有者”。用水户协会应代表农民成员直接参与末级渠系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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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设计和建设各阶段的工作。  
 

2) 国家应考虑为供水单位建立一个“稳定收入制度”，使供水单位的收入在低用水年

保持稳定，并帮助它们维持基于作物净收入令农民愿意支付的合理水费。在丰水年

用水需求较低时，国家应为供水单位提供支付。在枯水年作物用水较多时，农民支

付给供水单位的水费增加，政府可以稳定农民的国有水费成本。这种支付制度可以

与国有水费补贴计划结合起来实施。 
 

3) 应审查和修改超定额水费政策和制度，以保证它们不会产生负面的公益激励，而且

超定额水费收入应用于投资建立一个“用水户协会节水投资基金”，而不是只是增

加了灌区收入。超定额水费应由用水户协会使用和管理，由协会建立和运行节水基

金，用于投资末级渠系节水和减少将来的超定额水费。超定额水费还应根据末级渠

系条件和土壤类型进行调整，保证公平，不应增加农民负担，而且不能用来增加供

水单位的收入（这会对供水单位产生不当激励）。 
 

C. 用水户协会水价制定和水费收取方法: 
 

1) 在“综合水费制”下，用水户协会收取的水费应基于协会为保证末级渠系适当运行

维护和管理所需的实际成本条件（即：工资标准，所需人员数量，设施运行成本，

设施条件等），还应包括协会从供水单位购水的成本，购水成本应作为协会的运行

成本。所有这样的成本都应包括在协会活动经费预算中，根据该预算计算农户支付

的水费。久而久之，用水户协会在预算中还应积累少量准备金，放在一个独立账户

中以备渠系小修和急用。 
 

2) 相对成熟的改进型用水户协会应自主管理末级渠系水费的收取和使用，提高协会会

计管理和水费管理水平，接受农民成员的指导、监督和审计，并且应由当地供水单

位/水管站或水利局监督。供水单位应支持这一过程，帮助用水户协会实施自主和

自我管理，而不是促使协会继续依赖供水单位。末级渠系水费的收取和支出应向协

会农民成员公布。 
 

3) 应避免和尽可能不再允许由除了用水户协会以外的其它组织（如村、供水单位或承

包商）向农民收取水费。 
 

4) 向农民收取的水费应基于测定的水量，应推广和加强用水户协会的水量计量。水量

计量是实施“综合水费制”的必要条件。应至少在协会渠首测定水量，并根据测定

的水量计算所有协会成员的水费。在可能的情况下，水量应计量到用水小组，以确

定用水小组成员的水费，甚至计量到协会每个农户，以确定每个农户的水费。 水
量计量在干旱的华北和西北地区尤其重要。但是即使是在湿润的南方和东北地区，

水费也应包括供水单位给每个协会所供的水的成本。在协会内或用水小组内，可以

根据每个农户灌溉面积按比例分摊协会或用水小组从供水单位接受的水量，从而计

算每个农户的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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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水户协会的水费计收过程应透明，因此，应像新疆三屯河灌区那样，公布每个农

户的水价、水量和水费成本，并向每个农户开具收据。此外，特别是对于通过用水

小组向农户收取水费的协会，用水小组应向协会提供每个农户的付款信息，并给每

个农户提供缴费收据。协会应核对付款信息和缴费收据，以保证农户支付给用水小

组的水费与用水小组支付给协会的水费一致。 湖南省铁山灌区井塘协会采用这种

方法取得了较好效果。  
 

5) 为帮助减轻农民负担，供水单位应提高效率、控制成本，并根据国家标准限制工作

人员数量。国有水价应依照“水利工程供水成本管理办法” (暂行) (发改价格第

[2006]301 文)的规定计算成本，供水单位也应以此文为依据定员、定预算。 
 

D. 用水户协会水费补贴机制可选方案: 
 

1) 政府应考虑根据供水成本（国有水费加末级渠道水费）与农民的支付意愿及支付能

力间的差距补贴农民水费。农民的支付意愿基于其支付的态度和能力，取决于作物

净收入（本研究中未对支付能力进行调查）。农民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对水费收

取都很重要。如果水费超过了农民的支付意愿（如作物价值的 5%），许多农民可

能拒绝支付；而如果水费超过了农民的支付能力，许多农民将没有能力支付。此外，

补贴方法应平等，能够促进节水并尽可能在水费制度内作出规定/纳入水费制度。  
 

2) 根据本研究的分析发现，可选用依优先序列出的下列补贴方案：(a) 取消国有水费

的折旧成本 (也就是说，取消资本成本回收)；(b) 如果取消折旧后供水成本仍超过

农民的支付意愿及/或支付能力，则降低或取消国有水费，由政府财政承担供水单

位的部分或全部运行成本；(c) 直接补贴用水户协会的成本，尤其是当用水户协会

没有供水单位作为上游部门时；(d) 在没有用水户协会的地方，直接给农民提供水

费财务补贴(非推荐方案)。这些可选方案可联合使用，但这些可选方案应保持对供

水单位有效供水、用水户和农民节水的激励。此外，用水户协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

使当地灌溉管理尽可能实现财务自立和自我管理，补贴方案的选择和设计应与此目

标一致。 

7.4 下一步工作 

作为后续行动，下一步工作需要支持和整合两个总体目标：(a) 末级渠系水费改革；

(b) 用水户协会加强和改善。为使成功能够延续，这两个目标和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活动需

要共同规划、相互协调和共同实施。此外，对于用水户协会实施有效的自我管理、自主制

定水价、作为一个独立法人运作和可持续发展，加强用水户协会的民主运作是至关重要的，

应作为一个关键目标，包括在用水户协会改善中。   
 
本报告下文中对实现上述目标所需开展的下一步工作的过程，以及应实施的一些关键

活动提出了建议。水利部直接负责水利行业的工作，并负责综合水价制定和用水户协会事

宜。然而，其它部门，如国家农发办、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也关注这些事宜，因此它们

也应从开始就密切参与后续工作过程中所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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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讨会 
 
为帮助提高认识和启动后续工作过程，应组织一个高层政策研讨会对上述两个专题进

行重点研究。该研讨会应以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关键决策层领导为参会人。研讨会的主要

目的是介绍和宣传本研究具有独创性的发现和结果，并得到政策层面的意见反馈和对下一

步工作 佳做法的反馈意见。该研讨会还应包括对末级渠系水费改革的选择性介绍，以说

明本研究在特定方面的结果，如介绍新疆南头工用水户协会实行的综合水价，以及湖南省

井塘用水户协会的长期运作情况。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就末级渠系水费改革和用水户

协会改善的规划纲要达成共识，这将是在本研究结果基础上的后续工作之一。   
 
概念规划和项目规划的制定  
 
根据上述纲要，应制定一个摘要性概念规划并分发，以便征求意见，从而就制定支持

水价改革和用水户协会发展的具体项目规划达成一致意见。在项目规划中，也应根据本研

究和其它研究的结果，将水费补贴计划包括在内。该项目计划还应明确实施该计划所需的

人员、资金和其它资源。可以寻求世行及/或其它国际投资机构帮助制定和实施该计划。

鉴于世行在中国用水户协会发展和与相关机构密切合作的长期经验，世行的参与可以为这

一后续工作过程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和巨大的贡献。  
 
水价改革试点项目  
 
一项关键的后续活动将是在全国范围内选择灌区和地点，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全面的水

费改革试点项目。这样的试点项目将引入全面的水价改革，建立改进型用水户协会及/或
加强已建用水户协会。在条件适合的地方，还可试验和实施有限度的补贴。总体上，这些

试点活动将结合“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和“水价改革项目”的经验和教训，

以及本研究的明确结果。特别是，试点项目中的改进型用水户协会的发展将根据“面向贫

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制定和得到证明的“五项原则”进行规范，并将得到适当

的政策支持、培训和能力建设支持，而且项目中将包括为特定目标设计的监测评价系统。

该监测评价系统应为衡量“有项目”和“无项目”（即包括对比组）和“项目前”与“项

目后”情况下的影响和效益而专门设计 。 
 
试点项目中应有一些能包括整个灌区或灌区的较大区段。在这样的灌区或灌区区段，

将建立完整的 “供水单位 + 用水户协会 + 农民”管理系统，实行“综合水费制”并发展改

进型用水户协会 (如：供水单位将从用水户协会收取国有水费，用水户协会从农户收取综

合水费（国有水费加末级渠系水费）。这种做法将在所有地区实施 (特别是北方和南方地

区)，可以先在选定灌区渠道沿线用水户协会覆盖的大面积内实施，这样取得的结果比在

许多分散的小型用水户协会试点取得的结果更有意义。  
 
后续研究  
 
另一项关键活动将是后续研究，即要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和经验教训，对更大范围内的

水价制定进行研究。在此项后续研究中应包括大量灌区、用水户协会和农户，选择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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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地点，包括更多区域和子区域，以便尽可能使案例研究包括有代表性的样本。  
 
在“水价改革项目”下先启动项目规划中的活动 
 
“水价改革项目”目前还在实施中，有资金支持并与末级渠系水价和用水户协会密切

相关。应将上述发现、建议和意见尽可能地纳入“水价改革项目”中。特别是，可以根据

本研究的经验教训和该项目正在开展的活动的结果，在该项目下先开展一些试点活动。由

于该项目仍在进行，在该项目下的试点活动几乎立即就可以开始，活动开展的增量费用可

能也较少。   
 
应基于试点项目、本研究、“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水价改革项目”

和其它研究和项目的结果，修订和完善综合水价改革的详细项目规划，并提交给相应政府

机构，以便取得对后续工作的支持和资金支持。该详细项目计划可以为提出世行投资项目

的项目建议提供基础，世行投资项目可以将水价改革、用水户协会发展以及适当的硬件投

资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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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关于用水户协会的文献综述和已有研究结果 

 
 

灌溉总水费由（应该由）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组成，后者只用于末级渠系设施的

运行维护。 
 
对于用于灌区骨干工程系统运行维护的国有水费的计收，国家已经颁布了专门的法规，

对此的研究也较多，如郑通汉等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讲义”，对国有水利工程

供水价格的测算、定价、收取、使用等有较为详尽的叙述。此外，还有一些关于灌溉水费

的研究，研究对象为农户的水费，如柳长顺等的“华北地区井灌区农户灌溉用水状况研
究”，对农户的用水情况、水费支出情况及水费对农户的影响等有所描述；年自力等的

“农业用水户的水费承受能力及其对农业水价改革的态度”比较了农户水费支出及农业收

入情况，提出农户收费承受能力：刘晨霞等的“农业水费计收与管理探讨”分析了我国农

业水费计收与使用现状，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规范水费征收和使用及建立节

水补偿机制等对策；汪志农教授等对陕西关中九大灌区进行了连续 5 年入户调查，调查涵

盖农业水费支出、各种生产资料投入与农业产出与收入等内容，对水费占总生产成本比例、

占农业毛收入比例及占农业净收入比例进行了分析；王金霞等对华北地下水灌区农户水费

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水价对农户灌溉意愿的影响。 
 
2002 年，水利部组织了对近百家大、中型灌区的大范围水价调研，调研主要针对国

有水利工程，调研的重点是国有水费，而不是末级渠系水费。此调研提出的建议是，应延

伸政府的管理范围，将末级渠系水费纳入政府管理范围。此项建议对解决当时末级渠系乱

收费的问题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是，它同时压缩了用水户协会对末级渠系水价的管理权

力，其影响仍存在。 
 
到目前为止，对末级渠系水费研究较为系统的成果主要是郑通汉等人的“水利工程供

水价格核算研究”，该研究对北方地区（陕西、河北、新疆等地）的末级渠系水费进行了

调查和研究，提出了根据农民接收到的供水的测定量实行农民终端水价的概念，与按灌溉

面积收费的传统做法不同。该研究对末级渠系水价的测算、定价、收取和管理也提出了建

议，并建议要加强政府对末级渠系水价的管理和监督。但在当时对用水户协会在水价制度

和水费收取的作用研究尚不足，致使用水户协会没有在该项研究中得到考虑。而且，该研

究的范围仅限于北方地区，研究结果无法适应全国的情况。 
 
水利部“水价改革项目”于 2008 年度实施，对 11 个省 155 个 WUA 的水费计收进行

了监测，收集了关于用水户协会水费的大量数据，如：基于测定的水量的农户水价、水量

测定地点、农民水费支出、农户的农业投入和产出等。但是，与上述研究成果类似，水利

部“水价改革项目”发现，北方地区的研究结果难以用于指导条件大为不同的南方地区的

水价改革。而其它研究也缺乏对于与用水户协会相关的末级渠系水费研究。 
 
 “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对项目下的 497 个用水户协会进行了水价和

水费计收事宜的详细监测评价，包括国有水价、农户实际水费支出、水费征收主体、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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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协会水费收取率等，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但是，监测评价没有涉及协会水费计量位

置、水费征收程序、协会运行维护成本、各利益相关者在水价制定中的角色等内容，而对

于评价协会水价制定涵盖末级渠系运行维护和管理成本、按水量收取水费和与协会水价制

定的其它关键问题，这些是必要的数据。 
 
“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对促使本项研究的开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项

目将结束的年份中，显然即使是该项目下建立的、具有有力的政策和机构支持的用水户协

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财务困难。这主要是由于许多协会的末级渠系水费收入低，不足以维持

其运行维护和管理。 
 
总之，对于农民支付的水费和国有水费目前已有许多研究。但是，尚没有将构成农户

支付的总水费的两部分，即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结合起来进行调研的研究，也就是说，

没有分析和评价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两者及其对农户的影响的研究。国有水费和末级

渠系水费在成本测算方法、定价、计量、收取方式、管理和使用方面都不同，目前从上述

构成及协会角度进行的分析即便是有，也极少。对协会的水费构成（国有水费和末级水

费）、定价、计量、收取、管理等缺乏系统分析，也很少考虑不同区域在这些方面的多种

差别。此外，目前也没有针对用水户协会及其条件、质量和需求对上述方面开展的任何研

究。  
  
因此，从水费构成（即国有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入手研究用水户协会的水价制定是

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的研究能够清晰反映末级渠系水价制定和协会所需要进行的水费改革，

并清晰反映各主要利益相关者在水费计收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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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关于水费和水价制定的政策和规定  

 
国家层面的主要政策.  国家层面上关于水费的政策和规定以及本研究基于的水费计收

模式包括：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2006）. 其中，与用水户协会水价政策有关的描述

有：“民办民营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这意味着用水户协会作为民营

水利主体，其水价不宜由政府定价，而是由协会制定价格，由政府进行指导。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于 2005 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农业末级渠系水价管理的通

知》. 它规定：将农业末级渠系水价纳入政府价格管理范围，逐步推行农业用水计

量收费并实行基于农民计量用水的终端水价制度。末级渠系水价按照补偿农业末级

渠系运行和维修养护费用的原则核定，末级渠系水费要全额用于末级渠系的运行管

理和维修养护，收取水费要开具由政府有关部门监制的水利工程供水专用票据，无

专用票据或不出具票据向农民收取水费的一律视为乱收费，农民有权拒交。农业未

级渠系水费计收实行公示制。 
 

对于上述政策中所述“农业末级渠系水价纳入政府价格管理范围”存在着不同

的解释，有些人认为这是指由政府定价，但这显然与《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不一致。本项研究结果表明，“纳入政府价格管理范围”应被理解为由政府决定的

可变价格（末级渠系水费的价格范围），以及政府可以且应该明确末级渠系水价和

用水户协会水费管理责任。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的
通知（发改价格[2006]310 号）规定：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是指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在调查、测算、审核供水经营者供水成本基础上核定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

本的责任。此办法既适用于国管水利工程，也适用于民办水利工程（包括用水户协

会）。此项政策表明用水户协会水价由政府指导，即由物价局管控。 
 

省级和当地政府主要法规.  以下例举了本研究范围内各省关于用水户协会和末级渠系

水费的主要政策和规定: 
 

1) 山西省政府《山西省水利工程水费标准和管理办法》，除规定国有水利工程水价制

定外，对用水户协会等群管工程也作出了水价制定规定。所规定的末级渠系水费为

总水费的 15-20%。 
2) 《吉林省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实施办法》，仅规定国有水利工程水价制定；没有

涉及群管工程（如用水户协会的工程）的水费。 
3) 吉林省物价局、吉林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农业用水价格的通知》（吉省价

工字【2002】8 号），仅规定了国有水利工程水价，没有涉及群管工程（如用水户

协会的工程）的水费。 
4)  前郭县人民政府于 2006 年颁布的《关于调整前郭灌区供水价格的通知》，将农户

支付的国有水费按面积折算为基于水量计量的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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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湖北省政府《湖北省水利工程水价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国有水利工程水价制定

办法。该办法还规定禁止乡镇政府向农户收取水费。 
6) 《湖南省水利工程水价核定及水费计收使用管理办法》，仅规定国有水利工程的水

价制定，没有涉及群管工程（如用水户协会的工程）的水费。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仅规定国有水利工程水费计收，

没有涉及群管工程（如用水户协会的工程）的水费。 
8) 新疆水利厅、发改委《关于加强我区农业末级渠系维护费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

对末级渠系水价制定过程、用水计量、水费收取和使用作出了原则性规定。 
9) 新疆昌吉州政府《关于昌吉州执行灌区末级渠系维护费标准的批复》（昌州政函

【2006】95 号），该文规定（制定了标准）末级渠系维护费标准为 0.024 元/方，并

对末级渠系的用水计量、维护费收取和使用做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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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对所选灌区、用水户协会及其水价制定模式的详细描述 

 
 执行“两费制”的灌区和用水户协会 
 
执行“两费制”的灌区 —山西省夹马口灌区 
 

夹马口灌区基本情况.  夹马口灌区是山西省大型引黄提水灌区，灌溉面积为 50.3 万

亩（(33,500 公顷)。该灌区属纯农业灌区，种植的主要作物有：苹果（占灌溉面积的 80%），

棉花（占灌溉面积的 15%）。灌区内的国有供水单位管理到斗渠进口，斗渠以下成立了

“斗渠管理委员会”（斗管会），负责末级渠系的管理。该斗渠管理委员会以村为单位组建，

未向民政局注册，因此不具有法人资格，无银行账户。夹马口灌区于 2000 年开始组建斗

管会，到 2009 年共组建了 155 个斗管会。末级渠道布局、量水点及供水单位和斗管会的

管理范围参见下图（图 3-1）。 
 
夹马口灌区与本研究中其它选定灌区不同，灌区内没有建立经过注册登记的用水户协

会，而是使用斗管会管理末级渠系。夹马口灌区具有华北地区的典型灌溉管理条件，因此，

尽管该灌区内没有协会，它对本项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该灌区内的第一批斗管会于

2000 年成立，取代了供水单位聘用的末级渠系管理承包人。到 2009 年，该灌区内共成立

了 155 个斗管会。 成立这些斗管会是为了收取水费和负责末级渠系（夹马口灌区内的斗

渠）的运行维护。这些斗管会是按村为单位组建，可能涵盖几条斗渠，它们未向民政局注

册，因而不是法人。一个斗管会的服务区可能涵盖几条斗渠。每个斗管会的成员由农民选

举产生，包括斗管会会长、渠长和农民代表。与用水户协会类似，每个斗管会都有自己的

章程和规定来指导其管理和运行。渠长由农民选举、由斗管会聘用，斗管会用当地水管站

代表供水单位管理的斗渠收费给斗长支付报酬。渠长负责向农户供水、从每个农户收取水

费并保证渠道的运行维护。这些斗管会是未经注册的、由各村建立的用水者组织，不隶属

于供水单位，类似于未注册的用水户协会，它们受村委会的管理，在中国北方灌区常见。 

夹马口灌区基于斗管会的水价制定方法也是北方许多灌区的典型做法。斗管会和村

（在政府的指导下）制定末级渠系的水价、为末级水费的使用作预算并制定和实施末级渠

系维护计划。夹马口灌区是北方灌区中第一个实行“三公开”（即水价公开、水量公开和

每户水费公开）的灌区，这种做法后来推广到北部其它省的许多灌区，如陕西、河北和新

疆的灌区。  

尽管是对传统的末级渠系管理方式的一种改善，斗管会也存在与未注册及/或以村为

单位组建、实行“两费制”的用水户协会类似的缺点，也因末级渠系水价可持续性相关的

重大问题而受到困扰，尤其是：由供水单位而不是斗管会自己管理末级渠系水费（水费的

使用和水费数量）；斗管会未经注册因而不是法人，所以不能拥有资产、不能签订合同或

开设银行账户；农民的参与和“拥有”灌溉和渠道管理的程度较低或不存在。山西省夹马

口灌区斗管会面临的问题在其它地方未注册用水户协会或以村为单位建立的用水户协会中

普遍存在，可以为中国北方和其它地区的类似灌区避免这些问题提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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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项研究的 终目标是促进所有类型用水户协会制定可持续的末级渠系水价，研

究中包括了斗管会，并对斗管会进行了和用水户协会一样的分析，尽管它们不是用水户协

会。与未经注册/按村组建的农业用水户协会所需进行的改进和加强类似，斗管会若要制

定可持续的末级渠系水价，就需要进行改善和解决所存在的问题。例如，要进行注册并增

强农民的参与。本研究对未经注册/按村组建的农业用水户协会和斗管会需要进行哪些改

进工作提供了指导。将夹马口灌区斗管会包括在本研究内并不意味着本研究赞成成立未经

注册的斗管会，或未经注册以村为单位组建的用水户协会这种概念，只是斗管会的做法确

实为改进用水户协会和末级渠道水费提供了有用的借鉴，应对这些进行分析和宣传，以帮

助改善用水户协会并促进可持续的末级渠系水价制定。 

 

 
 
 

夹马口灌区目前的水价制定和水费计收模式.  夹马口灌区水价分为两部分：国管水价

和末级渠系水价。国管水价由水管机构测算、政府物价局核定批准。现行国管水价为

0.47 元/方，以斗渠进口计量。根据 2006 年进行的测算，供水单位的供水完全成本为

0.62 元/方，其中折旧 0.11 元/方，运行成本 0.51 元/方。根据这些测算，供水单位的成

本大大超过了实际执行的水价 0.47 元/方， 也超出了不包括折旧（即只包括运行维护成

本）的估算成本。尽管因为冗员、遗留成本高和效率低等问题，实际的运行维护成本可能

有一定程度的高估，但即便夹马口灌区采用高水费，也可能出现缺乏资金不足维持运行维

护的情况。 

 
供水单位 

水管站 (隶属于供水单
位) 

在斗渠进口计量, 按 0.047 元
/方收取国有水费，按

0.03~0.05 元/方收取末级渠
系水费.斗渠长从农户收取总
水费并交给供水单位(水管
站).末级渠系水费由供水单
位保管、斗管会使用。对每
个农户进行供水计量。 

 
支渠 

斗渠

干渠 

斗管会 

农田 

图 3-1: 夹马口灌区末级渠系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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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级渠系水费通常指斗渠的运行维护和管理费。在夹马口灌区，有些村的末级渠道水

费还包括抽水费用及末级渠道改造费。根据“山西省水利工程水费标准和管理办法”规定

的标准，末级渠系水价应为总水价的 15-20%，但夹马口灌区实际执行的末级渠系水价为

0.03-0.05 元/方，仅为总水价的 6%～10%。末级渠系水价标准由斗管会讨论确定后向用水

户公布，而后在报灌区供水单位审核后报物价局备案。末级渠系水费由配水费、护渠费、

办公费、维护费、清淤费等组成。  
 
农户实际支付的水价为：国有水价（0.47 元/方）+末级渠系管理水价（即斗管费，

0.03～0.05 元/方）+末级渠系改造费（部分村）+抽水费（部分村）。国有水费由供水单

位收取；末级渠系水费、改造费和抽水费由斗管会和供水单位聘用的斗长一并收取。这些

水费都由供水单位管理。水量均在斗口计量，按方收费。水费的构成和使用见下图（图
3-2).  

 

 

 

 

 

夹马口灌区的水费收取与管理.  夹马口灌区的水费包括国管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有

些情况下还要加上抽水费、斗渠改造费），两费一并收取。每轮灌溉一收、一核、一公布。

每轮灌溉的水费收缴程序如下：  
 
斗长统计汇总各户需水量，根据本斗渠需水量，灌前垫付一定的资金到供水单位的水

管站购买水票，供水单位付给其所垫资金 1%（国有水费的 1%）的服务报酬。 
 
斗长凭水票在斗渠进口（斗管会渠首）接水，负责配水到户。每个农户用完水后，在

分户用水表上签字，与斗长共同确认本户用水时间、用水量、应交水费。 
 

 
农户 
水价 

斗管费 

水管单位 
0.47 
元/方 

配水费（配水员报酬） 

护渠费 

维护费 

办公费（含斗管会

会长报酬） 

斗渠改造费 

抽水费 

清淤费 

图 3-1   夹马口灌区的水价构成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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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结束后，斗长持农户签字的分户用水表到水管站为每个农户打印水费收据，然后

凭用水收据向农户收取水费。 
 
斗长收齐水费后，到水管站办理水费结算手续，多退少补。 
 
每轮次灌溉结束后，由供水单位的水管站公布每个农户的水价、水费、用水量。 
 
国有水费通过水管站上交管理局。斗长收取的末级渠系水费、末级渠道改造费及抽水

费交给水管站代管。每个水管站设末级渠系水费总帐和各斗管会分帐。具体过程见下图

(图 3-3)。 
 
该灌区实现了水价到户和一票到户，这是一个重大创新。灌区还在村内或水管站内建

立了农户水费交纳信息查询平台，包括触摸屏查询、电话查询等。夹马口灌区水费收取率

从 1998 年至今一直达到 100%。 

 

 

末级渠道水费由供水单位的水管站代管，由斗长直接使用。末级渠道管理费包括配水

劳务费、护渠费、办公费、维修费、清淤（障）费等，有些村还包括小型泵站提水费及渠

道改造。申请使用末级渠道水费的程序如下：斗长向斗管会提出申请，斗管会同意后报水

管站（提供有关支出票据）审核，由水管站报夹马口供水单位审批，得到批准后由水管站

向斗长批准的数量。该申请和审批过程见下图所示(图 3-4)。 

 

三公开 

监督 

三公开 

图 3-2 夹马口灌区供水收费流程示意图 

1.斗长预交水费买水

票（1%垫资费为其

服务费）

斗口接水 
2.配水到户，填写

分户供水计时表 
3.农户签字认可供

水表 

监督 

4.斗长到水管站开具

机打小票送农户 

用
水
结
束 

5.凭小票向农户收

取水费 

6.斗长到水管站结

清水费 

灌区供水管理局

供水管理站 

三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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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斗管费标准制定及费用开支流程 

 
执行“两费制”的灌区——新疆三屯河灌区 
  

三屯河灌区基本情况.  三屯河灌区总灌溉面积为 77.68 万亩（51,800 公顷），其中包

括一个大型兵团农场。地方（非兵团农场）灌区种植面积为 47 万亩（31,300 公顷），种

植的作物为小麦、玉米、棉花和番茄。自 2005 年以来共组建了 38 个协会，其中有 33 个

协会为“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下组建的协会；这些协会覆盖了灌区内的全

部灌溉面积（不包括兵团农场）。 
 
三屯河灌区隶属于昌吉市管理，设流域专管机构—三屯河流域管理处。该管理处（供

水单位）负责管理三屯河水库、渠首和干渠。支渠由管理处及乡镇共同管理，但是支渠的

产权不清，水管单位成本和预算中并不包含支渠运行维护费用。这意味着支渠的管理责任

没有真正落实。对协会供水到斗渠（末级渠系）渠首，斗渠以下由协会管理。乡镇水管站

人员转归管理处管理后，对每个协会供水的计量点下移至斗渠进口。该灌区的渠道管理责

任、渠系布局和量水点分布见下图（图 3-5 和 3-6)。 

斗  长 

斗管会 

灌区管理站所 灌区管理局 

价格主管部门 

申请 支出 

同意、签字 

同 意 后

上报

同
意
并
上
报 

同意并备案 

申请调整斗管费流程 斗管费开支流程 

同
意 

监督实施 

实施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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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屯河灌区的水价制定.  2005 年起，国有水价实行定价 0.08904 元/方，在协会渠首

（斗渠进口）计量。另外，该灌区实行水量定额管理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全灌区统一定额

为 480 方/亩（在斗渠进口计量），超定额用水按标准定价的 1.5 倍，即 0.134 元/方收费。

家庭承包地以外的其他土地也按 0.134 元/方收取水费。根据昌州政函[2006] No.95 文件

“对执行灌区末级渠系维护费标准的批复”，自 2006 年起，末级渠系水价固定为 0.024 元/

 
供水单位 

水管站  
(隶属于流域管理处) 

斗渠口(协会渠首)量水, 水价
为 国有水价 0.08904 元/方和
末级渠道水费 0.024 元/方。 
供水单位 (水管站)从农户收
取总水费，末级渠系水费由
供水单位留存，供协会使
用。对每个协会计量供水
量。 

 
支渠 

斗渠

干渠 

协会 

农田 农渠 

工程管理责任 

干渠及以上工程：三屯河管理处管理

支渠工程：乡镇、水管站共同管理 

斗渠及以下工程：用水户协会管理 

图 3-5 三屯河灌区工程管理责任划分 

图 3-6: 三屯河灌区的渠系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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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农户在定额内用水所支付的水价为 0.11304 元/方，如超定额用水，则按 0.174 元/方支

付。水价构成情况参见下图（图 3-7）。 

 

2008 年，供水单位的全部成本水价为 0.148 元/方， 其中包括灌溉系统运行委会和供

水成本 0.09 元/方。末级渠系运行维护的实际成本估算值为 0.027 元/方。 
 
三屯河灌区的水费收取和管理.  协会一般采取轮灌方式；水量由供水单位和协会配水

员共同计量到每个用水小组。用水小组内每个农户的用水量根据其灌溉面积估算。 
 
根据上述估算，供水单位在其设在每个乡镇、协会的水费大厅直接从农户收取国有水

费。每轮灌溉前，农户去收费大厅预交水费，供水单位向农户开具“非税收入收据”。供

水单位将国有水费上缴给其提供预算资金的地方财政局。 
 
末级渠系水费由供水单位与国有水费一并收取。供水单位向农户开具末级渠系水费专

用收据（由供水单位监制，加盖协会章）。末级渠系水费存入协会的银行账户。 
 
末级渠系水费的使用程序为：协会经“一事一议”（协会农户间民主协商和决策的一

种方法）后提出末级渠系水费使用申请，由村理财小组组长、村书记、协会会长、供水单

位的水管站站长审批。2,000 元以上的开支申请需要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审批。协会每年向

供水单位的水管站缴纳 600 元末级渠系水费的管理费。 
 
三屯河流域管理处建立了微机系统，用以记录和管理每个农户每轮灌溉的水量及水费。

+
农户承包土地 

0.08904元/方 

0.134元/方 

480方/亩以内

480方/亩以外 

其他经营性土地 0.134元/方 

0.024元/方 

0.024元/方 

0.024元/方 +

+

末级渠系维护费 

图 3-5 三屯河灌区水价构成 

国有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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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水管站可以通过网络与三屯河流域管理处的中心管理站联系，以便监测和实时更新数据。  
 
每轮灌溉用水结束后，三屯河流域管理处将打印每个农户的用水清单，并送每个协会

张榜公布；该清单包括每个农户的用水量和所支付的水费。水费和收取收取过程见下图所

示（图 3-8）。 

 

执行“综合水费”的灌区和用水户协会 
 
综合水费-新疆头屯河灌区南头工用水户协会 
 

头屯河灌区水价制定情况综述.  头屯河灌区灌溉面积 42 万亩(28,000 公顷)，包括

河东灌区与河西灌区。流域内设供水专管机构—头屯河流域管理处，隶属于自治区管理。 
 
该管理处管理干渠及干渠以上的水利工程，支渠及其以下水利设施由用水户管理。河

东灌区主要是兵团农场，实行企业化管理，河西灌区由地方农民所有和管理。 
 
该管理处采用二级供水管理模式。在河东灌区，头屯河流域管理处通过国有骨干工程，

将水按计划分配给各农场（兵团农场管辖下的分支农场），再由各农场将水配给用水户，

供水水价实行自治区发改委（计委）核定的 0.0540 元/方的标准。农场内部二级水价（末

级渠系水价）由各农场进行测算，在 0.15-0.2 元/方间。在河东灌区内，各农场或多或少

代替了用水户协会，实行综合企业化管理。 
 

河西灌区为属于地方的农业灌区。目前灌区内已成立了 4 个用水户协会，覆盖面积占

农户 

协会

流域管理处下设

乡镇水管站 

流域管理处 

斗 口 水 价

0.08904+ 末级渠

系维护费 0.024 

斗 口 水 价
0 08904

开具非税收入专用收据 

末级渠系维护费

0.024 存于协会帐

户 

图 3-8 三屯河灌区水费收缴流程 

申请使用

开具末级渠系维护费专用票据 

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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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灌区 64%。已成立协会区域的水费管理模式为：头屯河流域管理处+协会+农户；未

成立协会区域的水费管理模式为：头屯河流域管理处+乡镇水管站+村+农户。国有水费为

0.054 元/立方米（与兵团农场的相同），末级渠系水价为 0.02 元/立方米，计量点均为支渠

进口（协会渠首）。总的水价为 0.074 元/立方米。南头工用水户协会于 2004 年组建，于

2009 年成为是水利部农业水价改革项目试点协会（详情后述）。 
 
在成立之后，该协会开始负责管理支渠，其所属的用水小组管理斗渠，受益农户负责

分段管理农渠。该协会从支渠配水给斗渠上的用水小组，用水小组再配水到各农户。末级

渠系水费由管理处收取和管理，存入管理处单独建立的银行账户中。水管处代管末级渠系

维护费也须缴纳所得税，由于该所得税，水管单位不太愿意代管末级渠系水费，但是政府

要求水管单位履行代管职责。 
 
在未成立协会的区域内，是乡镇水管站对支渠进行管理，村委会负责管理斗渠，农渠

由受益农户管理。乡镇水管站从支渠到斗渠配水，村里再配水到农户。末级渠系水费的

45%供乡镇水管站支出，其余归村委会使用。 
 
南头工用水户协会基本情况. 南头工用水户协会位于昌吉市三工镇，成立于 2004 年，

从 2008 年起成为水利部农业水价改革项目试点协会。协会覆盖整个村，下设 9 个用水小

组，耕地面积 19,000 亩（1,267 公顷），共有 624 户，计 3125 人。主要粮食作物为小麦、

玉米，经济作物为番茄、棉花、葡萄。   
 
南头工协会末级渠系由上、下两条支渠工程系统组成。上支渠灌溉系统有斗渠 5条，

农渠 30 条；下支渠灌溉系统有斗渠 4 条，农渠 26 条。协会支、斗、农渠道总长 97.5 公

里，支渠、斗渠全部衬砌，农渠部分衬砌。 
 
从 2004 到 2007 年，协会平均用水量为 974 万方，其中由供水单位供水 679 万方，其

余 295 万方为八钢工业污水和从河道引用的春、冬季洪水。2007 年，支渠口计量的平均

亩灌溉用水量为 464 立方米/亩，农户的平均水费为 34.8 元/亩。 
 
南头工协会的水价制定.按照新计价费【2002】668 号文的要求，头屯河灌区农民

终结算水价为“国有水价+末级渠系水价”，而末级渠系水价为 0.02 元/方，在农渠口计量。

然而，由于农渠上缺乏计量设施，计量点实际上是在支渠进口,在该处的总水价为 0.074

元/方（即：国有水价 0.054 元/方+末级渠系水价 0.02 元/方）。2009 年，作为水利部农

业水价改革项目的试点协会，南头工协会实施了水价改革，具体做法包括：根据协会的运

行维护成本核算末级渠系水价，在农渠进口量水并作为收费依据，将支渠进口的国有水价

合并到在农渠进口的末级渠系水价中，核算出农户支付的单一“综合水价”。根据核算，

在农渠进口计量的末级渠系水价为 0.0253 元/方，国有水价在农渠进口为 0.0635 元/方，

因此，农渠进口终端水价为 0.0888 元/方。南头工协会的渠道布局和水价核算见下图所示

（图 3-9）。 
 
2008 年，自治区物价局及水利厅组织了终端水价听证会， 后批准的终端水价为

0.082 元/方（在农渠进口计量）。据此，若使批准的终端水价与末级渠系水价之差可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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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涵盖在农渠进口计量的国有供水单位的真实估算成本（国有水价 0.0635 元/方）时，则

实际实施的末级渠系水价为 0.0185 元/方（在农渠进口计量）,低于根据成本测算的

0.0253 元/方。自治区物价局所批准的此末级渠系水价的实际效果是，在保持国有水价不

变的同时，实际上降低了末级渠系水价。收入减少会减少协会可用于末级渠系运行维护的

资金。这种情况可能对协会带来财务和运行压力，使其无法长期持续运作，需要对此进行

重新考虑，以保证协会的末级渠系成本包含在其水价中。 

 

 

 

南头工协会的水费收取和管理.  根据水利部“水价改革项目”计划，在水价改革实施

后，该协会水价发生了变化。原先的支渠口水价 0.074 元/方变为对农户直接计量的农渠

进口水价 0.082 元/方。依渠道和其它输水损失的具体情况，这有可能增加农户的亩均水

费。 
 
水费收取程序如下: 根据协会和供水单位在支渠进口（协会渠首）计量的水量，协会

按 0.054 元/方向供水单位缴纳水费。根据协会配水员和农户在农渠进口计量的水量，协

会按 0.082 元/方从农户收取水费。以上两项水费的差额须涵盖水损和协会的成本。 
 
农户得在每轮灌溉之前预交水费，协会给农户开具专用收据（0.082 元/方，农渠进

口计量）。其中，国有水费（0.054 元/方，支渠进口计量）存入管理处开设的水费账户，

必须在年底前结算。末级渠系水费（0.0185 元/方，农渠进口计量）则存入协会的独立账

户、由协会管理。以上两个账户必须在年底结算，因为水费是根据估算的供水量预交的。 
 
每个农户都有用水证，由农户和协会记录其每轮灌溉时间，根据灌水时间和流量计算

流域管理处 

南头工协会 

农户

支渠进口计量点 0.054 元/方，协

会据此向管理处交水费 

农渠进口计量点 0.082
元/方，协会从农户收取

末级渠系综合水费并保

留供协会使用 

支

渠 

斗渠 

农

渠

干渠 

图 3-9 南头工协会水价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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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户的水费(参见图 3-10)。 
 

 
执行“综合水费”的协会—湖南铁山（大型）灌区井塘用水户协会 
 

铁山灌区水价制定情况综述.  铁山灌区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灌溉面积为 95.37 万亩

(63,300 公顷)。该灌区是中国 早发展用水户协会的两个灌区之一，也是”面向贫困人口

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的示范灌区。自 1995 年起，铁山北部灌区在世行投资项目下建立

了首批用水户协会，协会 终覆盖了铁山北部灌区的大部分区域。在铁山北部灌区早期用

水户协会建设取得成功的基础上，铁山供水单位于 1998 开始在南部灌区组建用水户协会。

该灌区已建了 60 个用水户协会，覆盖灌溉面积 36.8 万亩，约占灌区总灌溉面积的 40%，

其中包括了铁山北部灌区的大部分区域。 
 
铁山灌区渠系工程分级管理。铁山供水工程管理局（铁山供水单位）负责管理水库枢

纽、南北总干渠和 5 条干渠（岳阳县境内的 2 条干渠由岳阳县供水单位管理）。支渠及支

渠以下渠道工程由协会或当地乡镇管理，其中铁山北部灌区多为协会管理。该灌区的水费

收取方式多样，依所处位置，各不同区域通常采用的水费收取方式共有三种： 
 

 铁山管理局→岳阳县渠道管理所→乡镇（或协会）→农户； 
 铁山管理局→协会（按水量或面积）→农户 
 铁山管理局→乡镇（按水量或面积）→农户； 

铁山北部灌区的水费计收方式与南部灌区的不同。灌区内有一些协会并不收水费，而

由乡镇水管站收取水费。一些乡镇水管站委托协会收取水费并交给乡镇水管站，乡镇水管

站再将一部分水费中返给协会，用于末级渠系的运行维护。由于铁山北部灌区是利用世行

农户 协会 
管理处 
过渡账户 

管理处基本

账户 

农渠进口水价 0.082
元/方，由协会收取 

农渠进口水价 0.082
元/方，由协会收取

支渠进口水价 0.054 元

/方，支付给供水单位 

开具供水票据 开具供水专用发票 

协会收取水费的剩余部

分用于末级渠系运行维

护，存于协会账户 

图 3-10 南头工协会水费收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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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于近期建设完成（于 2000 年建成），而且项目下所引入的管理体制上要求协会计收水

费，所以北部灌区由乡镇收取水费很少见。与北部灌区相反，南灌区属于老灌区，多为乡

镇直接收取水费，这已成为传统和难以打破的习惯。据调查，在铁山北部和南部灌区内所

有已建协会中，只有约 40%的协会收取水费，其余由乡镇或村收取水费。在北部灌区共

19 个协会中，有 13 个协会计收水费；而在南部灌区协会收取水费的比例较低，41 个协会

中只有 13 个协会收取水费。 
 
井塘协会基本情况.  井塘用水户协会在岳阳县筻口镇境内，位于铁山灌区崩山干渠下

游。该协会成立于 1998 年 9 月 18 日，是铁山南部灌区的第一个用水户协会，是为了促进

用水户协会从北部灌区向南部灌区的扩展而专门组建的。该协会也是岳阳市节水示范协会，

由于运行效果好，它后来被“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作为示范协会使用。 
 
该协会涉及 4 个行政村，37 个村民小组，受益农户 972 户，人口 3,632 人，水田

4,800 亩，旱地 650 亩，种植双季稻及西瓜、蔬菜和其它经济作物。 
 
该协会的水系和工程情况如下：协会内有一条引水渠从崩山干渠引水，在引水渠进口

（协会渠首），协会与岳阳县渠道管理所（供水单位）计量水量，作为缴费依据。引水渠

连接井塘水库（库容 150 万立方米）和鳅塘水库（库容小于 100 万立方米），将从供水单

位购得的水引入协会管理的这两个水库中。协会拥有并管理中、东、西三条干渠，渠道总

长 7,500 米（全部为 U 型衬砌渠道）。在干渠以下，协会拥有并管理 13 条支渠，有 108 条

田间渠道由农民管理。这些渠道总长为 33,700 米。该协会还拥有并管理两座小型水库、

87 处塘坝和 3 个泵站。该协会实施分级管理，分工明确。 
 
与其它大多数协会相比，井塘协会的工程管理和运行规定细致、明晰，为其它协会提

供了一个好的学习榜样。此外，井塘当地的 4 个村都在协会之内，各村村长都是协会内的

村民代表，村委会在本村内协调各用水小组的工作，各村及各用水小组由协会总体协调—

协会已经成为各村的领导者！这也是其它协会学习的一个榜样，因为出于对用水效率的考

虑，用水户协会应基于水力边界而不是村庄边界组建，需要与各村协调并进行各村之间的

协调。井塘协会有下述三级管理层次，见下图（图 3-11）。  
 
协会的 5 名执委负责引水渠、两座水库、3 条干渠、3 座泵站的日常看护和运行，实

行三包，即包排障、维修和清淤（农户无需支付劳务费或投劳），负责安全度汛、灌溉配

水（配水到用水小组）。 
 
支渠由各行政村村委负责组织维修养护，每个用水小组按灌溉面积组织出工。3）87

个山塘和田间渠道由各用水小组组织农户维修养护。该协会代表中的大多数是用水小组组

长和村委会委员。87 个塘坝和田间渠道由各用水小组组织农户维修养护，这些塘坝和田

间渠道为协会和各用水小组的供水提供了替代性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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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塘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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鳅塘水库 

协会包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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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干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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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用水小

组出工维护 

用水小组

出工维护 

量水设施 

崩山干渠 

图 3-11  井塘协会供水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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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会正常年份灌溉用水 360 万立方米左右，其中，利用自有水源 280 万立方米左右，

此外还从供水单位购水 80 万立方米左右作为补充水量。  

该协会机构人员情况：协会有 5 个执委，包括主席 1 名，副主席 2 名，他们中有 1 名

兼任会计；1 名兼任工程员，负责工程的运行维护和灌溉管理；1 名兼任出纳，负责协会

的财务管理。此外，协会会员选举产生了 49 名会员代表，其中包括 5 名执委（由会员代

表选举产生），37 个用水小组组长和 4 个行政村的 7 名村委会领导。协会代表定期开会，

根据需要代表全体会员做出决策，而协会全体成员会议一年召开一到两次。只有 5 名执委

从协会领取工资。  

与所研究的其它许多协会不同，井塘协会（通过用水小组）直接从农户收取水费，而

不是由村委会收取水费。在 2001 年之前，水费是由村委会收取后再交协会。但由于村委

会与农户之间历史形成的债务问题，村委会收费困难。因此，2001 年之后改由协会通过

用水小组直接向农户收取水费，这种做法看来是行之有效的。  

用水小组每年在每个灌溉季节前召开会议讨论以下事宜：(a) 由农户在村两会成员的

监督下推选产生用水小组组长；(b)协商确定用水小组组长的配水报酬，一般为 5-10 元/亩，

由农户分摊；(c)确定支渠和田间渠道清淤维护投工数量，一般为每亩半个工。村两委成

员授权用水小组组长组织本组农户投工，或者投资代劳，每工日 40 元。 

井塘协会水费计收.  井塘协会的农户缴纳的灌溉费用包括两部分：支付给协会的水费

和交给用水小组组长的灌溉服务费。支付给协会的水费标准根据协会运行成本核算，协会

的成本中包括：从供水单位购水的成本、执委的工资、工程运行维护费（包括机埠提水电

费）、办公管理费等。该协会从岳阳县供水管理所按 0.032 元/方购水，在该协会从供水管

理所干渠引水的引水渠进口计量。协会通常每年 6 月份向管理所提出需水计划，先付水费

后供水。 
 
该协会依据包含上述成本的水费和每个农户灌溉的面积收取水费。协会内的三条支渠

都安装有量水设施作为配水的依据，而不是水费计收的依据。协会成员根据协会的运行成

本，通过民主协商确定基本水价。基本水价每年会有变化，通过协会代表会议调整。例如，

2008 年该协会的平均水价为 19 元／亩，而 2009 年为 22 元／亩。协会根据各用水小组自

有水源（塘坝等）的情况来确定每个小组的水费；自有水源多的用水小组交协会的水费较

少。每个用水小组的基本水价和水费由每年年终召开的协会代表大会确定 
 
水费收取的程序（资金流）是：农户→用水小组（由用水小组组长收取）→协会。用

水小组开收据（三联单）给每个农户，并将其中一联交协会，以便协会为每个缴费的农户

建立水费账目。协会根据从用水小组收到的总水费给每个小组开具水费收据。每年年终时，

协会公布各用水小组的用水及水费收缴情况，各用水小组公布每个农户的用水及水费收缴

情况。农户一般是在每年的 9 月份根据估算用水量预交一次水费，在年终时根据实际用水

结算水费。如果协会需要从供水单位大量引水，需要农户就需要在 7 月份的用水高峰之前

预交水费，以便协会将水费交付给供水单位。 
 
由于自支渠进口以下的配水和到每个农户的配水由用水小组组长负责，，一般情况下

农户不用去田间参与放水（井塘协会的灌溉主要是为了水稻种植），用水小组的配水员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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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放水，所以用水小组向农户收取一定的灌溉服务费。灌溉服务费标准基于用水小组的灌

溉面积、渠道长度及水源的复杂程度，由用水组所有农户民主协商确定，一般约为 5-10
元/亩，由农户直接交给用水小组组长 

 
井塘协会的水费收取线条清晰、监督到位。农户支付的水费实际上是协会水费和用水

小组灌溉服务费两项之和，约为 25-34 元/亩。该协会和用水小组共同保证了灌溉服务质

量，其水费计收模式见下图（图 3-12）所示。 

  
执行“综合水费”的小型灌区用水户协会 – 湖北远安屡丰堰协会  
 

屡丰堰是个独立的小型灌区，位于湖北省远安县境内。屡丰堰协会始建于清朝乾隆年

间，使用沮河上的一小型坝引水，坝总长 200 米，干渠长 3.8 公里，2 条支渠总长 10.6

公里，灌溉面积合计 3,252 亩（217 公顷），分布在三个村，其中三板村的灌溉面积 大，

有 1,100 亩自流灌溉面积和 800 亩提灌面积。三板村于 2001 年在当地民政局注册成立屡

丰堰用水户协会，协会会员共 408 户，包括 1160 名村民（18 周岁以上公民）。2001 年，

该村村委会筹集 40 万元资金、5,000 多个工日改建了屡丰堰。该协会会员选举产生了协

会的执委会，包括会长 1名（村民组长兼任）和委员 2名，两名委员分别任出纳和会计。

其监视会由 3人组成，负责监督执委会成员的工作。协会有 3个用水小组，共有 4名配水

员（负责开闸配水）和 25 名协会代表。配水员配水到每个农户，因此农户自己不用去田

间灌溉（因为种植的是水稻）。  
 
工程管理：干渠管理由协会的 3名委员负责，支渠的管理由配水员负责。每年有 1次

岁修；协会组织农户进行清淤、除草等维护工作。工程的扩建、新建与改造等较大项目由

村里组织。协会负责供、配水，工程的日常管护，以及水费收取和防汛等。  
 
水费计收：自 2009 年起，水费按每亩 25 元收取。这个标准由协会代表大会确定，也

是允许的水费 高标准；宜昌市物价局和水利局的文件规定该区内的水价标准不得超过每

亩 25 元。对于提水灌区，水费为 8.3 元/亩，电费另外支付。水费由协会直接从农户收取，

协会给每个农户开具一份缴费收据。 

农户 用水小组 

协会水费约 22 元/亩 

协会 

配水服务费约

5-10 元/亩 

协会水费约 22 元/亩

农户缴费收据底联

收据 收据 

图 3-12  井塘协会水费计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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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进行清淤维护的劳务费由协会支付（2001 年取消了农民义务投劳）。农民投劳可

抵扣水费，目前该协会还欠农户劳务费。协会会员开会半天每人可得到 10 元，由村委会

而不是协会支付。 

 

协会的财务与村财务是分开的。配水员负责配水，但不负责收费。农户到协会将水费

支付给协会的会计。该协会水费收取率很高，2009 年是 100%。年初进行水费预算；年中

和年末对账，协会在年末公布财务支出情况。 
 
该协会管理制度全面、简单、细致，能跟实际情况紧密结合。协会财务透明，接受村

委会监督；开支超过 1000 元时，协会需得到村委会审批。该协会的水费计收模式见下图

所示（图 3-13）。 

 
 

 

 
农户 

 
屡丰堰协会 

 25 元/亩 

图 3-13: 屡丰堰协会水费计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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