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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财农〔2015〕90 号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水利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 

建设推行财政资金定额补助标准的指导 

意见》的通知 

 

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财政局、水务局： 

为进一步完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民办公助机制，着力构

建“投入、建设、管理”三位一体的小型农田水利建管体系，

财政厅、水利厅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了《四川省小型农

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推行财政资金定额补助标准的指导意

见》，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水利厅 

2015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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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推行财政

资金定额补助标准的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完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民办公助机制，着力构

建“投入、建设、管理”三位一体的小型农田水利建管体系，

根据《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实施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

县建设的通知》（财农〔2009〕92 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以民办公助方式推进财政支农项目建设的意见》

（川办发〔2010〕53 号）等有关规定，现就在小型农田水利

建设重点县（以下简称 “重点县”）建设中推行财政资金定额

补助标准（以下简称“定额补助标准”）提出如下意见，请各

地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其它财政支农资金安排的小型农田水

利（以下简称“小农水”）项目建设可参照执行。 

一、充分认识在小农水建设中推行定额补助标准的重要

意义 

定额补助标准是指由重点县财政、水利部门依据相关规

划（方案），从本地实际出发，以小农水工程的处数、长度、

水量、装机功率等为主要因素制定的，财政、水利部门用以

计算并核拨补助资金的标准和依据。 

县级财政、水利部门在组织农民开展小农水建设的过程

中，对村社集体、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户或农户联户等项目实施主体（以下统称为村社协会）所建

设工程的财政资金补助标准，是小农水建设财政补助政策的



 

 3 

核心内容和深化民办公助机制的关键，既关系到以重点县方

式集中推进小农水建设的目标实现，又事关农民群众的切身

利益。 

近年来各地实践证明，以小农水工程的处数、长度、水

量、装机功率等为单位，通过定额的方式补助财政资金，直

观明了，便于操作。通过推行定额补助标准，使财政资金的

补助政策具体化、透明化、规范化，既有利于有效发挥财政

职能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升资金管理精细化水

平和维护资金安全，又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既有利于

让农民群众进一步明确自身在项目建设与管理中的权、责、

利，推动民办公助机制进一步深化，还有利于提高群众民主

参与程度，为加快农村民主管理进程创造条件。 

二、正确把握在小农水建设中推行定额补助标准的基本

原则 

（一）县级主体。定额补助标准主要用于重点县县级水

利、财政部门对实施重点县项目的村社协会进行补助，由重

点县县级水利、财政部门制定。 

（二）依法依规。重点县县级水利、财政部门制定的补

助标准，既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制度的规定,又要与中央

及省级水利、财政部门制定的补助政策、补助标准有效衔接，

确保重点县年度及总体建设任务的完成。 

（三）因地制宜。定额补助标准的制定要适应当地农业

和农村经济发展实际，充分考虑山区、丘陵、平坝等不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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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条件对小农水工程造价的影响，经济合理、技术可行、简

便直观、易于接受。既要兼顾当地农民群众的接受能力，又

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建设的积极性，有利于推动多样化

的农田水利投入机制的构建和形成。在此基础上，还应建立

定额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使制定的补助标准与经济社会

发展相适应。 

（四）标准衔接。定额补助标准应在村社协会申报项目

前公开，在对村社协会批复项目时明确，在竣工验收合格后

按规定兑现，做到规划、申报、建设、验收、兑现等环节执

行的补助标准基本一致。同时，应做到核心项目村与非核心

项目村的补助标准基本一致，不同年度项目建设的补助标准

基本一致。同时，重点县辖区内的各类小农水项目建设的补

助标准则应尽量一致。市（州）财政、水利部门要统筹协调，

做好本市（州）内各重点县建设补助标准的相互衔接工作。 

（五）措施配套。各地在推行定额补助标准的同时，要

配套完善项目批复、技施设计、技术指导、质量监督、中间

检查、竣工验收等环节的具体措施，确保定额补助政策有序

执行、小农水建设任务保质保量完成和资金效益的充分发

挥。要按照《四川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公示暂行办法》

的规定，将定额标准补助政策作为重要的公示内容，全程予

以公开，确保农民群众的知情权。 

三、切实强化推行定额补助标准的关键环节 

（一）分类制定。按照渠道、蓄水池、山坪塘、石河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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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灌站等不同的小农水工程类别，分类明确定额补助的方

式。其中，渠道可按长度补助；渠道建筑物可按处数补助或

纳入渠道建设内补助；新建蓄水池可按新增蓄水方量补助；

整治山坪塘可按处数进行补助；新建、整治石河堰可按处数、

或拦河坝体积等进行补助；新建、整治提灌站可按装机功率

等进行补助；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可按灌溉面积等进行补助。

各地可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小农水项目分类补助的具体

方式。 

（二）分档补助。在确定定额补助的方式后，对同一类

别的小农水工程，可进一步区分新建、整治等不同建设形式，

按照不同设计流量、断面（规模）尺寸、衬砌方式、病害程

度等因素，因地制宜实行分档补助。其中，新建、整治渠道

可根据设计流量、断面尺寸、衬砌方式、老化损毁程度等因

素确定分档；渠道建筑物可根据建筑物类型、规模尺寸分档；

新建蓄水池按衬砌方式、蓄水量确定分档；整治山坪塘，新

建、整治石河堰等可按病害程度、坝体尺寸、大坝衬砌方式、

整治部位等因素确定分档；新建、整治提灌站可按设备型号、

整治部位等因素确定分档；高效节水灌溉项目按灌水方式分

档。 

（三）定型设计。分类、分档开展定型设计是做好小农

水项目定额补助标准的重要前提。各重点县要结合项目建设

实行民办公助的特点，倡导实用、经济、生态的小农水工程

设计理念，在满足规程规范要求的基础上，选择方便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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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维护、技术成熟的施工材料、施工方法。要通过定型设

计多方案比较，调整、优化小农水工程的分档，适当减少分

档数量。要向农民群众提供详实、明了的定型设计方案，便

于农民群众自主实施、自主监督。 

（四）确定标准。根据小农水工程定型设计，测算各类

各档工程的总造价及造价构成，并结合本县村社协会选择的

项目施工方式，合理确定各类各档工程的定额补助标准。 

随文印发县级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定额补助分类分档参

考表，供各地在制订定额补助标准时参考。  

四、完善重点县建设中推行定额补助标准的配套措施 

（一）强化协调配合。重点县财政、水利部门要从当地

实际出发，认真履行职责，密切配合、分工合作，共同做好

定额资金补助标准的推行工作。水利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认真做好定型设计和分类分档的测算等工作；财政部门

要做好资金预算测算和经济可行性分析等工作；财政、水利

部门要共同认真复核定额补助标准的合理性、可行性。重点

县所在市（州）财政、水利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推行定额补助

标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重点县制定的定额补助标准，

应当报市（州）财政、水利部门备案。 

（二）强化监督管理。重点县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确

保定额补助标准的有序推行。重点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项

目乡镇及村社协会对定额补助标准等国家补助政策的公示

公开是否落到实处；受益群众通过民主议事确定筹资筹劳数



 

 7 

额是否以定额补助标准等国家补助政策为前提；村社协会在

自愿申报小农水项目时是否知晓定额补助标准等国家补助

政策；申报的小农水项目是否与相关政策相衔接；批复的方

案是否与定额补助标准等国家补助政策相衔接；施工队伍选

择、合同签订等环节，政府、村社协会及施工队伍的权、责、

利的约定是否与相关定额补助标准等国家补助政策相衔接；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是否按规定的补助标准及程序及时足

额兑现财政补助资金等。 

（三）强化技术指导。强化推行定额补助标准条件下的

技术指导，确保建设任务完成，保障建设质量。各重点县不

得以推行定额补助为理由，放松对方案批复、施工队伍选择、

工程质量、资金使用及兑现的监督与管理，不得降低对重点

县建设的各项要求。要整合好技术力量，落实专人，定点、

定位进行技术指导。要全程督促村社协会、施工单位严格按

定型设计确定的标准和要求施工。对同类同档、造价变幅较

大的整治工程，要细化技术要求，明确优先整治的工程部位、

优先开展建设的工程内容，确保财政补助资金用在刀刃上。 

（四）强化竣工验收。要将工程质量作为竣工验收的主

要控制因数，对未达到规定质量标准的小农水工程，坚决要

求整改，整改合格后方能兑现补助资金。竣工验收时，要坚

持多方参与，既要按照各类小农水工程的分类补助方式认真

核实小农水工程的处数、长度、水量、装机功率等，同时又

要指导村社协会复核实际完成的工程方量，以利于村社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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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施工单位结算工程价款。 

（五）加强探索实践。重点县财政、水利部门要坚持从

本地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开展定额补

助标准推行工作。要尊重基层的创造和实践、尊重农民群众

的意愿，在合法依规前提下，只要是有利于推动民办公助方

式开展重点县建设和调动受益群众参与积极性的措施办法，

都可以积极探索实践。 

各重点县根据本意见，制定推行定额补助的具体工作方

案，分步实施。在推行定额补助标准的过程中，各地要将发

现的问题和改进工作的建议及时反馈财政厅农业处和省农

水局。 

 

 

 



工程存在的
问题

主要建设内容

0m3/s＜流量≤0.01m3/s M

0.01m3/s＜流量≤0.03m3/s M

0.03m3/s＜流量≤0.06m3/s M

0.06m3/s＜流量≤0.1m3/s M

0.13/s＜流量≤0.25m3/s M

0.253/s＜流量≤0.5m3/s M

0.53/s＜流量≤1.0m3/s M

0.01m3/s＜流量≤0.03m3/s M

0.03m3/s＜流量≤0.06m3/s M

0.06m3/s＜流量≤0.1m3/s M

0.13/s＜流量≤0.25m3/s M

0m3/s＜流量≤0.01m3/s M

0.01m3/s＜流量≤0.03m3/s M

0.03m3/s＜流量≤0.06m3/s M

0.06m3/s＜流量≤0.1m3/s M

0.13/s＜流量≤0.25m3/s M

0.253/s＜流量≤0.5m3/s M

0.53/s＜流量≤1.0m3/s M

坝长1米、坝高≤3米 M

坝长1米、坝高≤5米 M

坝长1米、坝高≤8米 M

坝长1米、坝高≤10米 M

坝长1米、坝高≤15米 M

放水设施堵塞
新建混凝土放水涵

闸
放水设施 处数 处

按放水设施处数

计算

无溢洪道
C20砼底板、M7.5

浆砌条石边墙
溢洪道 长 1米 M 按溢洪道长度计算

400米3＜容积≤500米3 M3

300米3＜容积≤400米3 M3

200米3＜容积≤300米3 M3

100米3＜容积≤200米3 M3

50米3＜容积≤100米3 M3

容积≤50米3 M3

按渠道长度计，分衬砌

类型和流量单列投资

和补助标准

山平塘 整治

按坝顶长计算，其他

规格按相近的标准补助

蓄水池

C20砼底板、M7.5

浆砌砖墙体，砖砌

栏杆、梯步，M10

砂浆抹面

蓄水池
按蓄水容积计、其他

规格按相近的标准补助

新建

渠道

渠道

内坡土体培厚、碎

石垫层+砼六棱块

、现浇砼、卵石护

坡，外坡砼框格梁

+草皮护坡，坝宽

2.5米

大坝内坡垮塌

、坝体渗漏

工程
类型

建设
性质

原有
结构

建设内容

工程部位 规格 单位 备注

县级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定额补助分类分档参考表

土石坝

整治

大坝

新建

垮塌、渗漏、

堵塞

混凝土、卵石、条

石衬砌边墙+混凝

土底板+清淤

混凝土、卵石、条

石衬砌边墙+混凝

土底板

渠道

配筋挤压混凝土U

型渠
渠道

土渠

石渠、

砖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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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存在的
问题

主要建设内容

工程
类型

建设
性质

原有
结构

建设内容

工程部位 规格 单位 备注

县级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定额补助分类分档参考表

堰高≤3米 M3

堰高≤5米 M3

堰高≤7米 M3

堰高≤3米 M3

堰高≤5米 M3

堰高≤7米 M3

新建

电源、水源、管理

房、水泵、电机、

管道等设施

0KW＜装机＜100KW KW

0KW＜装机＜100KW KW

100KW≤装机＜1000KW KW

喷灌 喷灌 1亩 亩

管灌 管道、管件等 管灌 1亩 亩

1亩

新建 无

注：此表数据仅作为参考，各地应根据实际填写。

引水

堰闸

亩

整治 局部垮塌

微灌

堰体

M7.5浆砌条石重力

式拦河堰、浆砌条

石引水渠

微喷灌、膜

下滴灌、小

管出流

电机、管道锈

蚀

管理房、水泵、电

机、管道等设施

泵站
按装机功率计，

按单位装机补助

C20现浇混凝土重

力式堰体

混凝土

堰体

按面积亩计
高效节

水灌溉
新建

电源、水源、管理

房、加压水泵、电

机、管道、管件、

喷头等设施

堰体

按堰体体积计

泵站

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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