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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断开创新时代农村水利新局面

王爱国，倪文进，周 玉

( 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北京 100053)

摘要: 从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全面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快速发展、农村水利改革创新不断深化、农村水

利管理明显加强等方面总结近年来农村水利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 从农村水利供给总量不足、供给

质量不高、供给机制不活、党的十九大对新时期农村水利工作提出新要求等方面分析开展农村水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 并从加快农村水利设施提档升级、全面实施农业节水战略、全面推行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统筹推进农村水利其他改革创新、加强基层水利服务支撑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

农村水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补强短板的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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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众多，特殊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以

及水资源短缺、水土资源匹配性差、灾害易发频发等

特点，决定了农村水利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党中央、国务院历来

高度重视农村水利工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水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

对加快推进农村水利改革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各有

关部门和各地坚持把大规模推进农田水利建设、解
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作为补齐补强农业现代化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的重点任务来落实，把大力发

展农业节水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和方向性、战略性大事来抓，农村水利改革发展成效

显著，为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和重要保障。同时，农村水利发展也面临诸

多困难和挑战，短板突出问题需作为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点补齐补强。

1 近年来农村水利发展成效显著

1. 1 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全面推进

持续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配套改造，规划

内 434 处大型灌区、2 157 处重点中型灌区和 251 处

大型灌排泵站，分别已有 291 处、1 265 处和 216 处

完成规划中央投资; 新建了青海湟水北干渠扶贫灌

溉工程一期、尼尔基等一批灌区; 支持各地以县为单

元因地制宜开展高效节水灌溉、田间渠系配套、“五

小水利”工程、农村河塘清淤整治等小型农田水利

设施建设，项目基本覆盖主要农牧业县，并不断向山

丘区、集中连片贫困区延伸和倾斜; 冬春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蓬勃开展。“十二五”以来，全国净增灌溉面

积约 766. 67 万 hm2，改善灌溉面积 2000 万 hm2。支

持和指导各地超额完成“十二五”农村饮水安全规

划建设任务，解决了 3. 04 亿农村居民和 4 133 万学

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兑现了党和政府提出到

2015 年基本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庄严承诺。
“十三五”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规划顺利实施，2
年可解决约 9 000 万农村居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问

题，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达 1 000 万人。到 2017
年底，农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可达 84% 以上，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提高到 79% 以上，供水保障水平进

一步提高。农村水利设施的建设与完善，进一步增

强了农业结构调整水利支撑、夯实了脱贫攻坚基础、
提高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推
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拉动了经济增长，产

生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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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高效节水灌溉快速发展

坚持节水优先方针，加快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制度和实施《国家农业节水纲要( 2012—2020
年) 》［1］，编制实施东北节水增粮、西北节水增效、华
北节水压采、南方节水减排等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

灌溉总体方案和《“十三五”新增 1 亿亩高效节水灌

溉面积实施方案》［2］。东北节水增粮行动建成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约 253. 33 万 hm2，开启了节水灌溉建

设大规模、高投入、快见效的新阶段; 支持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西北干旱地区

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近几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和兵团每年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约 26. 67 万 hm2 ;

河北省地下水超采区累计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约

70. 67 万 hm2 ; 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南方地区

高效节水灌溉快速发展。通过项目带动、政策扶持、
开展灌区水效领跑者行动和国家高效节水灌溉示范

县创建活动等，各地因地制宜选择灌溉发展模式，膜

下滴灌、大型喷灌机组灌溉、低压管道输水、大首部

系统、IC 卡智能管水、信息化自动监控等得到推广

应用。近 年 来 全 国 每 年 新 增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面 积

133. 33 万 hm2 左右，到 2017 年底，全国高效节水灌

溉面积达到 2 080 万 hm2，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提高到 0. 542。
1. 3 农村水利改革创新不断深化

坚持两手发力，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农村水利多

元投融资机制逐步形成。不少地方财政性投入持续

增长，并通过推行“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社会公

示、群众参与”，“自主申报、竞争立项”，“政府托底、
企业保利”等机制，用好金融支持政策，激发社会力

量参与。云南、山东、安徽、广西、四川、甘肃、新疆等

地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农村水利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复

制推广和创新发展。据统计，近两年社会资本投入

高效节水灌溉和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分别约占

总投资的 13%和 30%。2016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3］，提出

用 10 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改革任务的目标要求。
水利部专门成立了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

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了一系列扎实推进改革的文

件，制定了绩效考核办法，将改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考核，强化指导督导、挖掘宣传典型经验，各省均建

立了改革领导机构或协调机制，审批出台了实施方

案，逐级压实责任，落实目标任务，结合灌区节水配

套改造、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高效节水灌溉等工程建

设全面推进改革，改革已扩大到 797 个县，完成改革

农田灌溉面积约 353. 33 万 hm2，不少地方在明晰农

业水权、完善水价形成机制、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

励机制等方面取得了成效、积累了经验、树立了典

型，涌现出“水权流转”、“协商定价”、“财政精准补

贴”等一批典型。全年完成改革农田灌溉面积约

213. 33 万 hm2。在深化灌区、泵站等水利工程管理

体制改革，推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护“三项机制”
的同时，围绕三大类工程、13 项改革措施在全国 100
个县开展了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运行管护

机制创新试点。推行“两证一书”制度，全国已有近

一半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明晰产权。落实中央财政农

业灌排工程运行管护费用补助政策，带动地方落实

工程管护主体、责任和经费。
1. 4 农村水利管理明显加强

国务院颁布《农田水利条例》［4］，在农田水利法

治建设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农村水利规划和标准体

系不断完善，规划的基础指导和刚性约束作用逐步

得到加强。加强农村水利建设管理，推动各地落实

政府责任，健全督查考核和奖优罚劣机制，构建了政

府主导、规划统筹、政策引导、制度管控、监督考核的

依法依规建设管理格局。坚持因水制宜、以水定产，

推行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结合农业种植

结构调整、耕地休耕轮作、生态修复与治理等，合理

确定灌溉规模，科学选择灌水方式，灌溉用水效率与

效益不断提高。全国共有乡镇或流域水利站 29 351
个，基层水利服务机构能力建设加快推进。加强灌

溉试验站网规划与建设及成果转化应用，灌溉技术

指导和服务支撑能力增强。支持农民用水合作组织

申报、实施和管护农田水利项目，全国发展农民用水

合作组织 8. 34 万个［5］，管理灌溉面积约 0. 2 亿 hm2，

评定全国农民用水合作示范组织 334 个，工商部门

注册登记的数量明显增加。各地采取政府购买服

务、委托经营等，探索灌区、小型农田水利、农村饮水

安全等工程专业化社会化物业式管理，全国已建立

各级抗旱抢险服务队 1. 7 万余支。辽宁、天津等 13
个省份推行村级水管员制度。农村水利基础研究以

及技术和装备的研发、集成与推广应用加强。农村

水利信息化加快推进。

2 农村水利供给侧改革要求紧迫

应该说，通过长期不懈努力，我国农田水利和农

村饮水安全事业都得到了全面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农村水利公益性强、历史欠账

多、投资需求大，农村水利建设滞后仍然是农业农村

基础设施的短板，随着“四化同步发展”和各项改革

全面深化、农村经济社会深刻变化，农村水利发展体

制机制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农村水利在推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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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要求紧迫、任务艰巨。
2. 1 农村水利供给总量不足

a． 供给总量有限。我国自然条件复杂，人口

多，人均可耕地面积和水资源量均较低，而且由于水

资源分布不均以及水土资源不匹配，一方面保障粮

食安全对灌溉农业依赖性强，另一方面发展灌溉受

水资源及生态环境约束紧。尽管我国现在仍然有近

一半耕地缺少灌溉设施，但在当前条件下大规模发

展灌溉面积难度较大，根据相关规划，我国到 2030
年农田灌溉面积的阈值不超过 7 333. 33 万 hm2，发

展空间和供给总量十分有限。
b． 现有供给能力利用不够。已有大中型灌区

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大多数建设和运行时间较长，

年久失修、配套不完善，不少低洼易涝地区排涝标准

较低。在有些地区水土过度开发的同时，仍有部分

具备水土资源条件的地方缺少灌溉设施，饮水安全

工程供水保障程度不高，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水利

基础设施薄弱，与当地干部群众改善条件、加快发展

以及脱贫致富的要求还不相称。
c．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加速、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不断发展壮大，适度规模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并

存，农业生产自主程度提高，农业布局与种植结构调

整更加弹性，农田水利布局和功效与“北粮南运”格

局、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及开展“三区”( 粮食生产功

能区、重 要 农 产 品 生 产 保 护 区、特 色 农 产 品 优 势

区) 、“三园”( 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 建

设等还需要融合对接。
2. 2 农村水利供给质量不高

a． 农村水利现代化水平较低。我国交通、能

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通过一些年的快速

发展，过去落后的面貌得到很大改观，有的在高起点

谋划、高标准建设、现代化管理等方面已处于世界领

先水平。目前农田水利建设标准不高，改造步子缓

慢，还有不少是在吃过去的老本，部分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规模偏小、设施简陋，存在不稳固、易反复的问

题，这些都与以农村水利现代化支撑农业现代化、城
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b． 我国农业节水发展相对滞后。我国水资源

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农业灌溉用水效率总体偏低，一

些地方水资源不足与灌溉用水浪费并存的问题还很

突出。我国现在虽然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灌溉

大国，但还不是灌溉强国，多数地区仍然以传统地面

灌溉甚至大水漫灌为主，喷灌、微灌、低压管道输水

灌溉等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约占有效灌溉面积的三

成，与世界上一些占比达六成以上的先进灌溉大国

相比差距较大。农业灌溉用水管理方面还没有全面

落实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制度，科学的灌溉用水管理

制度体系和技术保障还不完善。
c． 农村水利科技支撑服务能力还有限。随着

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水利设施建设与运行管

理主体也在不断变化，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工作条

件和待遇差，当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基层

技术服务管理人员明显不足，各类经营主体对农田

水利设施的便利化和多元化需求增加，农村水利科

技成果应用转化、技术人员深入基层指导帮扶等还

不够。农村水利服务要满足与调整中的农业生产经

营方式相适应的农田水利化、灌溉节水高效化、工程

建设管理专业化社会化的新需求，还需加快健全、培
育与发展完善的基层服务体系。
2. 3 农村水利供给机制不活

a． 事权还没有完全明晰。农村水利是农村公

益性基础设施，农田水利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

障，是中央和地方的共同事权。新颁布的《农田水

利条例》确立了政府主导的原则，也明确了各级政

府和各类受益主体的相应责任，但操作层面还需要

界定和细化，通过完善规划、分清事权、落实责任，保

持政策的连续性和投入的稳定性，防止过去出现农

业危机就重视、社会反响强烈就关注、财政好了政府

就多投入的不确定性。
b． 两手发力不均衡。过去农村水利建设主要

靠政府动员支持、农村集体组织投工投劳，随着农村

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目前农村水利建设政府投入占

比越来越大，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两工”后农民直接

或者间接投入都越来越少，加上一些地方财政困难

投入有限，农村水利投入单一和投入不足问题突出。
近年来在引入市场机制参与农田水利建设与运营方

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规模和

范围都很有限，还需要总结推广，在处理好政府与市

场关系，保证社会资本合理回报，制定落实好金融支

持优惠 政 策 等 方 面 还 需 要 加 大 实 践 探 索 和 制 度

完善。
c． 推进农业水价等改革较艰难。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涉及面广、利益攸关方多，有些地方认识上还

有偏差，有些地方改革的基础还不扎实，推进力度还

不够;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运行管护

机制创新尚在试点之中，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规范管

理创新发展步子偏慢。体制创新是农村水利在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2. 4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农村水利工作提出新

要求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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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 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6］，

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提出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强调要加强水利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提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提出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重申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

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党的庄严承诺; 提出推进绿

色发展，强调要实施国家节水行动; 再次作出将改革

进行到底的明确宣示，强调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

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

署，是做好新时代农村水利工作的重要遵循和根本

保障。必须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准确

把握党的十九大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和部党组各项要求贯穿到农村水利工作的全过程，

不断开创新时代农村水利新局面。必须把贯彻落实

十九大精神与践行中央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有机结

合起来，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紧

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一步理清

农村水利改革发展思路，明确目标和重点任务，详实

制定各项工作举措，确保农村水利改革发展各项目

标任务顺利实现。

3 农村水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补

强短板的重点任务

补齐补强农村水利短板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的重点任务，是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底线，是推行

绿色生产方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是

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

要基础，是激发内生动力、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

举措。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水利将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积极践行

中央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质量第一和效率优先，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针对农村

水利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深化农田水利改革，加快完善农村水利设施，以

农村水利现代化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新时代的

“三农”工作提供更加坚实的水利基础。
3. 1 加快农村水利设施提档升级

坚持系统治理，完善农田水利相关规划体系，加

快补齐补强农田水利短板。加快推进灌区建设与现

代化改造，统筹实施田间渠系和用水计量设施配套，

全面开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达标提质，持之以恒开

展冬春水利兴修，积极推进灌溉信息化和智能化，逐

步构建大中小微并举、蓄引提排结合、管理现代高效

的农田水利现代化网络，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基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

中央支持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突出管理管护、辅以

新建改造，持续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巩固提升工

程，大力发展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规模化标准化建设，不断提高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

平，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协调发展。到 2022 年，全国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6 933. 33 万 hm2 左右。全

国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 88% 以上，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达到 85%以上。
3. 2 全面实施国家农业节水战略

坚持节水优先方针，按照实施国家节水行动的

部署要求，以供定需、因水制宜，优化农业生产空间

布局和产业结构，健全完善农业节水政策体系和激

励约束机制，加快实施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行

动，建成一批规模适度、技术先进、管理科学、效益显

著的重大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加大节水灌溉关键核

心技术和装备研发攻关力度，强化技术服务支撑，注

重节水灌溉工程与农艺、农机、生物、管理等措施相

结合，加快提升高效节水灌溉比重和农业用水效率

效益。继续开展国家高效节水灌溉行动。“十三

五”全国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约 666. 67 万 hm2，

到 2020 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 55 以

上; 到 2022 年，全 国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面 积 达 到

4 333. 33 万 hm2 左右，其中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面积

达到 2 666. 67 万 hm2 左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提高到 0. 56 以上。
3. 3 全面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牢牢抓住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这个核心和关键

突破口，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部署要求，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健全工

作机制，完善实施方案，综合施策，强化典型引路

和试点示范，坚持工程基础和机制健全“软硬件”
协同推 进，加 快 合 理 水 价 形 成 机 制 建 立、水 价 调

整、工程基础完善和计量设施配套、用水管理和精

准补贴、节水奖励等举措落地生效，不断推广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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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价综合改革范围，引领和带动农田水利改革向

纵深发展。
3. 4 统筹推进农村水利其他改革创新

坚持两手发力，把农村水利作为各级财政支持

的优先领域，强化规划统筹整合作用，落实好土地出

让收益计提农田水利资金、金融资金等政策，把农田

水利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形

成的补充耕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益投资重点，完善

竞争立项、以奖代补、先建后补机制，出台价格、税

费、金融、风险补偿等改革措施，以及支持地方政府

通过招商引资、股权投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合
同节水管理、设立专项投资基金等形式，鼓励和引导

社会资本参与农村水利工程建设运营。加快推进农

田水利工程产权量化为资产、转化为股权等改革和

运行管护机制创新。加强水文化建设和水文化遗产

的发掘、保护与传承。加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以及

古井等古水利设施和遗址遗迹的保护与利用，建设

水韵水美宜居乡村。
3. 5 加强基层水利服务支撑体系建设

全面落实河长制，推行村级水管员和斗( 渠) 长

制，加强乡镇水利站、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专业化服

务队伍等建设，建立健全行政管理、专业管理和受益

主体民主自治管理相结合的乡村水利治理体系。加

大农村水利科技支撑以及人才培养、引进等政策保

障力度，采取定向培养、制定优惠政策、适当降低人

才招聘门槛等措施，充实基层水利服务机构的水利

专业技术力量。扶持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多元化创新

发展，健全完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申报、实施、管护

和持有农田水利的体制机制。培育和发展专业化、
社会化服务队伍，推进农村水利工程专业化物业式

管理。强化农村水利重点领域立法和综合执法，推

进农村水利法治化、智慧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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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社团改革发展的部署和要求，遵循智库发展规律，

创新管理方式，强化制度约束，不断完善以章程为核

心的各项管理制度，织紧织密制度的笼子，强化制度

约束。进一步完善民主办会、依靠会员办会的机制，

更好调动和发挥会员在研究会工作中的作用，体现

会员的意愿和要求，加快形成自立、自主、自律、自强

的组织体制和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促进学会持续

健康发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打造廉洁社团、阳光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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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oughly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spirit of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solidly
promot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water
conservancy /YE Jianchun ( Ministry of Water Ｒesources of P．
Ｒ． China，Beijing 100053，China)

Abstract: The new situations of deepen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the new era are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adapting to the world supply system to accelerate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solving the main contradiction in
the new era of China，and creating a new situation of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modernization． The main directions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water conservancy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upply quality，supply efficiency and
development motivation． Finally，the following six new tasks are
proposed to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water conservancy in the new era: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water infrastructure network，actively carrying out
the national water-saving initiatives，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ing the river chief system，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epening the
reform in the key areas，and legally administrating the water and
scientifically promoting water conservancy．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main direction; new task

Taking opportunity of deepen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o solidly promote research work of water
conservancy economy /DONG Li1，2 ( 1． Ministry of Water
Ｒesources of P． Ｒ． China，Beijing 100053，China; 2． China
Society of Water Economics，Beijing 100053，China)

Abstrac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promoting innovations of
quality，efficiency and driving for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en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re analyzed． The key areas of the researches
on water conservancy econom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re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nducting the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ater conservancy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actively carrying out the researches on 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water resources，and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n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think tank for researches on water conservancy
economy is clearly put forward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integrating superior resources and setting up a macro guidance
research platform，insisting to the main line of water economy
and cultivating the characteristic brand，demand-orientation and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service in a comprehensive way，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Water Economics
and promoting its capaci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economy;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ocus area;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Deepen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o continuously
create new situation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in new era /
WANG Aiguo，NI Wenjin，ZHOU Yu ( Water Conservancy
Department of Ministry of Water Ｒesources of P． Ｒ． China，

Beijing 100053，China)

Abstract: The not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in recent years are summarized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construction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rapid develop of efficient and water-saving
irrigation，deepening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and strengthening of management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The urgency of carrying out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rural water is analyzed from the viewpoints of
insufficient supply， low quality， and ineffective supply
mechanism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and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in the new era． The key tasks of
improv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are put forward as follows: speeding up the
upgrading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agricultural water saving， fully
carrying out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water price，

making overall plans for other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in rural
water conservancy，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water conservancy service support system．
Key words: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new era; key task

Speeding up securitization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assets to promote structural reform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of water conservancy /DUAN Hongdong1，2

( Development and Ｒesearch Center of Ministry of Water
Ｒesources of P． Ｒ． China，Beijing 100038，China; 2． China
Society of Water Economics，Beijing 100053，China)

Abstract: The securitiz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ssets is one
of the main measures of market financ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mechanism of steady growth of water conservancy investment，
and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of water conservancy．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the PPP model are
analyzed． The basic concepts of asset securitization and the types
of securities are introduced，and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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