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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县评估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客观、公正地做好国家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县

（以下简称示范县）评估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示范县评估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

证评估数据真实可靠、评估过程公开透明、评估结果客观公

正。 

第三条  水利部农村水利司负责组织实施示范县评估

工作。 

第二章 评估内容与指标 

第四条  本办法主要对示范县发展政策环境、灌排工程

体系建设、农业用水水平、工程运行管理长效机制、信息化

建设等五个方面进行评估。 

（一）发展政策环境。采用高效节水灌溉发展规划编制

及审批、示范县建设工作方案制定、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发展

的政策措施 3项指标评估鼓励、支持高效节水灌溉发展的政

策环境。 

（二）灌排工程体系建设。采用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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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2项指标评估高效节水灌溉整体

发展水平。 

（三）农业用水水平。采用节水效率、灌溉用水管理制

度、主要作物灌溉制度 3项指标评估农业水资源整体利用水

平。 

（四）工程运行管理长效机制。采用产权制度改革、基

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水权交易流转制

度 4项指标评估高效节水灌溉设施建后运行管理整体水平。 

（五）信息化建设。采用工程运行管理信息系统 1项指

标评估高效节水灌溉建设管理信息化应用程度。 

评估指标共 13 项，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定量为主

的方式进行打分评估。 

第三章 评估方法 

第五条  评估基础数据或材料按以下三个层级获取： 

（一）统计部门发布的统计年鉴数据； 

（二）水利部门发布的水利统计数据； 

（三）现有统计调查制度未覆盖的，由县人民政府指定

牵头部门通过测试、实验、整理、分析等手段获取所需的基

础数据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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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根据国家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县评估赋分表（试

行）计算各评估指标实际得分，综合得分为各评估指标得分

之和。 

第七条  评估赋分采用百分制，合格标准为：综合得分

在 75 分以上（含），且 1-7 项一票否决的评估指标全部符合

要求。得分合格的县，经评估程序确认后，授予“国家高效

节水灌溉示范县”称号。 

第四章 评估程序 

第八条  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评估数据的获

取、整理、核实，开展自评，自评合格后，编制申报材料，

经地（市、盟、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报送省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 

第九条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县人民政府报送的申

报材料进行初审，并将初审合格的县级申报材料和推荐名单

报送水利部农村水利司。 

第十条  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省级推

荐报送的县进行评估。 

第三方机构评估采取材料审查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第三方机构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前应制定详细的考察

工作方案，并提前 10 天将考察要求通知有关省级水行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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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和县人民政府，考察天数每县应不少于 5天。有关省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县人民政府应积极按要求做好准备工

作，为第三方机构顺利开展评估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十一条  第三方机构评估结束后，评估结果将在水利

部网站上公示 10 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后，水利部农村

水利司将及时公开发布最终评估结果，对示范县进行命名和

通报。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县人民政府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主要责

任，应严格要求有关部门科学获取相关指标数据和材料，严

禁虚报。 

第十三条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县级申报材料真实

性负审核责任，应明确数据、材料审核责任人，制定完善审

核措施，发现虚报数据应予驳回。 

第十四条  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应加强对评估工作的监

督管理，对虚报数据、材料的县，以及审核不力、把关不严

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第三方机构，视情节予以通报批评

或撤换。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5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水利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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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县评估赋分表（试行） 

序号  评估内容 测算指标  分值  打分标准 
实际 

得分 

是否为一票

否决指标 

1 

发展政策

环境 

（15 分）

高效节水灌溉发展规划编制

及审批 
5 分 

县级高效节水灌溉发展规划已编制，并经县人民政府或县人大常委

会批准得 5分。否则不得分。 
  是 

2  示范县建设工作方案制定  5 分  制定了示范县建设工作方案的，得 5 分。否则不得分。    是 

3 
高效节水灌溉发展政策措施

制定 
5 分 

制定了鼓励高效节水灌溉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得 5 分。否则不得

分。 
  是 

4  灌排工程

体系建设

（20 分）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0 分
全县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大于 20 万亩且占灌溉面积的比例在 50%以

上，得 10 分。否则不得分。 
  是 

5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10 分
全县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55 以上，得 10 分。否则不得

分。 
  是 

6 

农业用水

水平 

（20 分）

 

节水效率  10 分 农业灌溉用水比传统灌溉节约 20%以上，得 10分。否则不得分。    是 

7  灌溉用水管理制度  5 分 

建立了“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的灌溉用水管理制度。灌溉定额合

理，计量控制设施完备，灌溉用水控制在可利用水量及分配的用水

总量控制指标范围内，得 5 分。否则不得分。 

  是 

8  主要作物灌溉制度  5 分 
通过灌溉试验制定了主要作物灌溉制度，用水户普遍根据灌溉制度

进行灌溉，得 5 分。否则不得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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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估内容 测算指标  分值  打分标准 
实际 

得分 

是否为一票

否决指标 

9 

工程运行

管理长效

机制 

（35 分）

产权制度改革  10 分

实行了农田水利工程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了长效运行管护机

制，工程产权明晰，运行管护主体明确、责任落实、制度健全、经

费保障，得 10 分。未基本完成工程移交和确权发证的，扣 4分。

管护主体、责任、经费未基本落实的，各扣 2分。 

  否 

10  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  15 分

基层水利服务机构验收在 75 分以上（含），且人员编制全部落实、

经费全额纳入县财政预算；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基本成立了农民用

水合作组织或其他专业合作组织，并能按照章程有效开展用水管理

和服务；积极培育发展灌溉服务、设备维修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并取

得初步成效，得 15 分。基层水利服务机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

社会化服务组织达不到要求的，各扣 5 分。 

  否 

1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5 分 

基本完成了县域内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了超定额累进加价制

度。根据水资源紧缺程度、工程建设成本、工程受益主体以及种植

结构等，实施了差别水价，得 5 分。若只在部分项目片区开展了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否 

12  建立水权交易市场  5 分 
进行了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开始建立水权交易流转制度，得 5

分。否则不得分。 
  否 

13 

信息化建

设 

（10 分）

建立工程运行管理信息系统  10 分

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建立了工程运行管理信息系统，在灌溉用水调

度、取用水计量监测以及工程运行、管理等方面初步实现了自动化

和信息化，得 10 分。若只开展了相关试点并取得良好成效，得 5

分。否则不得分。 

  否 

综合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