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

2018.18 中国水利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强农业
持续生产能力，近 10 年江西省水利、
农业、国土、发改、财政等部门在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投资累计达 300
亿元左右，到 2017 年年底，全省农田
有效灌溉面积达 3 060 多万亩（1 亩=
1/15 hm2,下同），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
农田灌排体系。 按照“建管并重”的原
则，从 2013 年起，省级以上财政逐年
加大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即指为保持工程小型农田水利原设
计功能、规模和标准而每年开展的工
程日常维护、局部整修和岁修，不包
括工程新建、扩建、续建和更新改造。
下文均简称为“小农水维养”）的投资
力度， 到 2017 年年底水利口共投入
小农水维养专项资金约 4.47 亿元。为
探索小农水维养资金多元筹集和定
额维养办法，建立健全小农水维养长
效机制，2015 年江西省以 “省、县、乡
镇、受益户”四级维养资金筹集方式
为突破点，启动了小农水维养财政奖
补试点工作。 到 2017 年年底，改革试
点实施 3 年多来，共涉及 48 个县、364
个乡镇， 投入省级试点资金 4 490 万
元，维养工程 2 万余座，试点面积达

898 余万亩， 涉及维养主体 3 000 多
个，签订维养协议 3 000 多份，探索出

一批维养模式，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制
度。 为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及存在的问
题，省水利厅专题组织开展了一次调研。

一、调研方式

根据省委“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的精神和《江西省水利厅 2018 年
度“1+N+X”调研活动方案》要求，水利
厅农水处选择以 2015—2017 年小农
水维养财政奖补试点调研为题，由分
管厅领导牵头，成立专题调研组，于 4
月上旬确定调研组成员，集中讨论制
定调研方案，并选择全省具有一定代
表性的 9 个县 （区）、22 个乡 （镇、街
道）、44 个行政村为调研地，就试点地
区的工程维养现状、 群众满意度、资
金投入量、维养需求情况、试点开展
情况、存在问题和意见建议等方面进
行了全面了解。 4 月中旬到 5 月底，调
研组采取现场考察、座谈交流、书面
问卷、驻点访谈等多种形式，共召开

14 次县、乡、村三级调研座谈会，访谈
人数 200 余人，发放调查问卷 300 余
份，收集掌握了大量的实地材料并进
行研究分析。

二、意见共识

通过近两个月的实地调研，发现

大量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因建设标准
偏低，自然和人为活动损害，导致维
养任务繁重。 试点地区普遍反映工程
完好率和群众满意度较高， 但仍存
在维养主体不落实、资金筹措困难、
项目实施不规范等问题 ， 并最终形
成以政府主导为主， 以省级以上财
政投入为主，以工程项目维修为主的
维养格局。

经过认真讨论分析，调研组对试
点开展情况形成了以下共识：

1.维养标准确定为每年20元 /亩
基本合适

2015 年，根据省水利厅在余江调
研以及维养定额估算，提出了江西省
小农水维养标准暂定每年为 20 元/亩
并以此开展试点工作。 对 9 个县上报
的数据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到年均
维养费用为 22.17 元/亩。 通过此次对
分宜县、南康区、永修县实地核实得
出的年均维养费用为 19.78 元/亩。 调
查组认为在长期坚持开展小农水维养
的地区， 每年 20 元/亩的标准是基本
合适的，但同时也体现出平原区、湖区
比山区、丘陵区低，渠首比渠尾低，自
流灌溉比泵站提灌低的特点。

分宜县属丘陵地区，大部分农田
均为自流灌溉。 2016 年，杨桥镇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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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养面积 3.765 万亩， 花去维养资金

75.22 万元，凤阳镇维养面积 3.035 万
亩，维养资金 60.68 万元，平均每亩实
际投入费用为 19.98 元， 维养效果较
好，群众满意。

南康区赤土畲族乡为偏远山区，
红桃村红桃小型灌区渠线长，灌溉面
积小，清淤难度大。 2015 年，投入维养
资金 2.648 万元，维养 1 100 亩，维养
费用达 24.07 元/亩。 斜栏杆小型灌区
投入维养资金 2.352 万元，维养 1 000
亩，维养费用 23.52 元/亩。

永修县属湖区，泵站、机井较多，
其中自流灌溉面积 37.45 万亩， 提水
灌溉 13.14 万亩， 井灌区 1.72 万亩。
柘林灌区内的白槎镇灌溉面积为

1.44 万 亩 ，2017 年 投 入 维 养 资 金
26.14 万元，维养费用为 18.15 元/亩。
灌区渠系末端的建新村 ，灌溉面积

2 000 亩，家家都配备潜水泵，主要靠
提水灌溉，当年维养资金花去 4.08 万
元，维养费用为 20.4 元/亩。

但对于水毁严重或长年未维养、
维养欠账多的地区， 每年 20 元/亩的
标准则显得不足。 武宁县巾口乡在

2015 年被列为财政奖补试点乡镇后
才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地开展小农水
维养 ， 当年小农水维养资金 11.56
万元， 完成对山口、 湾里等 8.45km
渠道维修和清淤除杂，改善灌溉面积

2 000 亩， 维养费用高达 57.8 元/亩。
这种名为维养、实为水毁修复项目建
设则不具有代表性。

2.维养模式与农业经营方式紧
密结合

对 9 个试点县的维养模式认真
分析，发现余江县按照省里要求探索
实施了小农水维养财政奖补模式成
效显著。 其他 8 县“四个五块”落实
较差 ，主要是县 、乡 、受益户没有按
照要求筹集维养资金， 维养主体和
责任未落实到位。 但南丰县、渝水区
等地结合当地农业经营方式 ， 因地
制宜探索出了具有自己地方特色的
维养模式。

（1）余江潢溪模式 （“四个五块 ”
维养）

余江县潢溪镇共 13 个行政村
113 个村小组，农业经营方式是“一家
一户”的分散经营，灌溉方式属于传
统的渠道自流灌溉。 从 2015 年开始，
余江县潢溪镇以村小组为维养责任
主体， 对全镇 1 350 座小型农田水利
工程逐座落实主体，明确到 350 个具
体的责任人，率先提出并探索“四个
五块” 的四级维修养护资金筹集机
制，即省、县、乡（镇）财政对每亩维养
资金各补助 5 元 ， 受益农户承担 5
元，合计 20 元/亩。

2015—2016 年全镇共落实维养
资金 78.3 万元，其中省级以上补助资
金 20 万元， 县乡补助资金 30 万元，
受益户自筹 28.3 万元，县、镇两级财
政补助资金比例各年度有所调整，农
户则根据受益情况分摊筹集。 2015 年
向受益农户收取每亩 5 元维养护经
费共计 130 540.5 元， 其中村民按亩
交费 64 693 元， 提灌电费加价交纳

55 450 元，村委会统交 10 397.5 元。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潢溪镇

潢溪村十一支渠管水员杨河生说 ：
“自从搞了这 20 元， 我可以拍胸脯，
我管的 1 600 m 水圳能保证 300 亩农
田常年有水恰。 ”潢溪镇通过明确维
养主体， 收取受益农户维养经费，充
分调动了受益农户参与小农水维养
的自主意识和积极性，促使受益农户
真正从“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参
与者”， 提高了试点内小型农田水利
工程的维养效率。

（2）南丰模式（专业化维养）
南丰县是蜜橘之乡，属半山区丘

陵地区，耕地面积（农田有效灌溉面
积） 仅为 23 万余亩， 蜜橘园却有 70
万余亩。 为给蜜橘供水，南丰县大力
推进管道输水灌溉 ，2013 年到 2017
年， 全县管道输水灌溉面积达 8 万
亩，工程投资约 9 340 万元，蜜橘增产
近 10 万 t。

南丰县根据管道输水灌溉面积

大、维养技术要求高、维养需及时的
情况 ，2017 年县水利局通过政府采
购，将管道输水灌溉工程的维修养护
委托给南丰县丰汇水利工程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 进行了专业化维修养
护。 公司接手后对全县 33.327 km 输
水管道和水表、水泵、开关等进行维
修和更换， 解决了多年来的维养欠
账， 既确保了 13 个村组 5.7 万多亩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正常运行，又提升
了南丰蜜橘的品质和产量，提高了灌
区果农经济效益。虽然当年维养经费
达 237.33 万元， 但随后年份会大大
下降。

“专业的事专业的人做”。 琴城镇
下坊村村民余春明高兴地说：“去年
大旱，管道输水灌溉帮了大忙，橘子
大丰收，一家至少增加了 2 万多块钱
收入！ ”将管道输水灌溉工程的维修
养护转交给专业化服务队伍，既提高
了维修养护效率，又节省运行管理成
本，要是由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实施则
难以达到这个效果。

（3）渝水区鹄山模式 （种粮大户
维养）

渝水区鹄山乡积极推进土地流
转， 全乡 65%的耕地由龙头企业、种
田大户耕种。 土地流转了，农田水利
设施维养的主体也变成为种粮大户、
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他们以每亩 450~550 元左右流转费
进行土地流转，并负责水稻种植管理
和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维修养护，
政府对此进行适当补助。

鹄山乡下辖 9 个行政村，53 个村
小组，总户数 5 264 户，总人口 17 700
人 ， 总耕地面积 2.148 万亩 （水田

1.818 万亩，旱地 0.33 万亩）。 全乡有
种粮大户 10 户，共计流转了土地 1.4
万亩，土地流转率达到了 65.18%。 10
个大户联合注资 1 000 万元成立了新
余市雨禾农业投资有限公司，聘请 20
多位农民开展日常种植、放水管水和
小农水维养。 截至 2017 年年底，公司
累计完成渠道清淤 41.37 km、 渠道维

水利财务与经济

56



水

2018.18 中国水利

修 3.844 km、U 形槽维修 1.25 km 等。
财政补助维修养护经费 58.8 万元（其
中省、区、乡财政各补助 19.6 万元），
公司筹资投入25.8万元。

“分散的事集中来做”。 新余市雨
禾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木生
说：“公司每年投入到水利上几十万
元， 希望政府给我们一些项目 （补
贴）。 但话说回来，政府没有（给我们）
钱，我们也得搞”。 鹄山乡通过种粮大
户的规模经营，既解决了小农水的维
养主体， 又保证了工程的良好运行，
提高了农业生产综合效率，实现了从

“大家用，大家都不管”到“我需要用，
我必须管”的转变。

3.用省财政 5元来撬动地方资
金效果有限

试点的初衷是期望通过省级财
政投入 5 元来撬动县、乡和受益户各

5 元的维养资金投入， 但经过调研了
解， 省级 5 元的撬动效果非常有限。
通过核实分析，9个调研县 3年来省级
投入资金 1 665万元，而实际投入维养
的县、 乡、 受益农户资金只有 639.8
万元， 只占省财政资金的 38.43%，占
应投入资金的 12.81%。

（1）县级财政“重建轻管”
大部分县对小农水维养重视不

够，“重建轻管”尚未完全扭转，县级
财政对维养的资金投入较少。 在以前
没有省级资金投入的时候，县里为解
决维养需求，会适当安排部分财政资
金开展维养， 有了省级资金投入后，
部分县反而将原本用于维养的财政
资金用于其他项目。 2017 年，万年县
用于水利工程建设的配套资金达到
了 2 500 多万元， 但未安排小农水维
养资金，受益户也没有自筹，全县使
用的维养经费 180 万全部来自省级
财政补助。

（2）乡级财政“捉襟见肘”
有的乡镇全靠上级财政拨款，有

的乡镇是 “吃饭财政”， 财政较为困
难，有限的资金需要用在急需的项目
上，没有能力安排资金用于小农水维

养。 在 9 个调研的试点县中仅余江
县乡镇财政按照要求补助到位 ，其
他试点的乡镇财政补助未达到省级
的 5 元/亩标准要求，甚至没有补助。

2016 年， 吉安县官田乡樟坑水库灌
区和梅塘镇福华山灌区的 85 万元
维养资金全都是上级资金 ， 乡镇没
有投入。

（3）受益农户“等、靠、要、推”
随着现代化进程，传统的个体农

业经营比较效益逐步降低，农民从事
农业生产和参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管理的积极性也随之降低。 在取消了

“两工”和农业税之后，农民思想发生
明显转变，认为小农水工程是政府建
的， 维养之事理所当然应由政府负
责，政府投入不足，也应由村集体负
责，因此大多数农民已经不愿再投工
投劳，更不愿意缴纳维养经费。 而村
一级经济普遍薄弱，另除大型灌区之
外的农田水费收缴也非常少。 青原区
值夏镇政府维稳信息员彭海杰告诉
我们：“值夏镇 15 个行政村大部分都
没有经济能力，要他们村里出钱来搞
维养，他们宁愿不搞，而一推了之。

调研的 22 个乡镇中只有 2 个乡
镇（余江县黄庄乡、潢溪镇）受益农户
在缴纳 5 元/亩的维养经费，仅有 7 个
乡镇还在组织部分农民缴纳水费 ，

15%的受访农民在调查问卷中表示近
几年在缴纳水费，而有 62%的人不接
受缴纳水费，只有 24.67%受益农户表
示在有报酬的情况下会参与维养。

4.维养成效与维养主体能力直
接相关

调研发现 ， 乡镇水务站长能力
强、村组里有热心的能人、农民用水
合作组织运行规范、 管理到位的地
方，维养成效就好，反之则差。

（1）乡镇水务站长“头雁效应”
乡镇水务站在服务基层水利建

设管理、防汛抗旱、河长制、水资源、
水土保持、小农水维养等方面一直发
挥着重要作用。 站长作为乡镇水务站
的“领头雁”，其“一言一行”都会影响

到乡镇水务站的服务能力和工作积
极性， 从而影响到小农水维养效果。
余江县春涛镇受益农户在乡镇水务
站长陈建军的组织引导下，参与小农
水维养的积极性十分高，2015—2016
年，受益农户自筹 23.5 万元，占全镇
维养资金的 30.32%，超过受益农户应
筹集资金的 21.28%。水务站长陈建军
拿出各村的维养费收据说：“我和老
俵们说，交了 5 元，上面就来 15 元，
我会返还 20 元给你们用。 所以群众
积极性都很高。 ”

（2）村组集体的“能人效应”
由于城镇化的推进，农民集体经

济解体 ，劳动力流失 ，村里能人 “凤
毛麟角”。 万年县裴梅镇雅岗村小农
水维养都是在裴梅镇水务站的指导
下开展的， 村里只负责发现问题并
申报项目、 对工程的部分监管等工
作。 村支书叶建平叹气道：“村里哪
里还有人种田， 稍微读了点书的人
都到城里去了，我们都是农民哪里懂
这些？ ”而裴梅镇富林村就截然不同,
村里由有能力且退休的村干部牵头
开展全村的维养工作，每年在农闲时
间召集村里受益农户来做工，开展冬
季和春季两次维养， 对主要渠道进
行疏通和维修， 并号召大家缴纳水
费（12 元/亩）， 平均每年支出维养经
费 1 万元左右。

（3）农民用水合作组的“管理效应”
作为农民自主成立，专门负责放

水、管水、工程维养的农民用水合作
组织由于职能过于单一，没有经济来
源，缺乏自身造血功能，组织发育不
完全， 不能较好地承担起小农水维
养。 江西省大部分农民用水合作组
织难于正常运转， 据统计， 到 2017
年年底， 全省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尚
存6 042 家，比 2014 年数量减少了近
20%，此次调研所到地的农民用水合
作组织只有 14.33%仍在为小农水维
养服务。

试点成效较好的余江县，主要依
靠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发挥作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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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农民用水合作示范社的余江
县杨溪乡杨溪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
组织成员 23 人，服务农户数 1.785 万
人，管理渠道 17.85 km，小型农田水利
工程 350 座， 管理灌溉面积 2.45 万
亩，2017 年足额收取受益农户维养经
费 12.5 万元。该协会在各个村组设置
分会 8 个，总会和分会会长都是由各
村有威望的村干部或退休回乡的能
人担任。 总会会长陈火荣（原村支书）
告诉我们：“我是整个协会的牵头人，
是水利纽带，分会的钱也在总会的账
上，下面的人都听我分配水，一碗水
一个人当然端的平，基本上没人对用
水这些事来告状！ ”

5.维养现状存在重“应急修
复”、轻“日常养护”

目前，江西省小农水维养现状突
出表现为“应急修复”和“问题维修”，
主要是对出现问题的工程进行修复，
而对工程的日常养护工作缺乏重视，
甚至不闻不问。 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出现问题， 能凑合使用的先凑合使
用，不急着使用的就不去管。 只有当
出现了水毁、坍塌或者破坏严重而又
影响使用的时候，基层才会被需求倒
逼开展大修。 如果是一般小问题，多
数情况无人问津， 最多由受益农户

“一锹一锄”“小修小补”，能满足当前
使用即可；当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或
者突发灾情， 村里就会向上反映，争
取上级投资解决。 长期如此，小农水
维养难度增大、 技术要求也变高，花
费的资金也较多。 余江县黄庄乡党委
书记刘峰说：“省里给点钱搞维养，由
于县、乡投入难到位，任务完不成，上
级要批评，事情办不好，老俵要骂乡
里吃冤枉。 所以乡里积极性不高，平
常也不维养，如遇到水毁等灾害性破
坏，再向县里申请资金，即使县里不
能安排，再从乡财政挤一点，也容易
在班子中通过。 ”南丰县 2011 年就开
始建设管道输水灌溉项目，但在 2017
年列为维养试点县后才开始对全县
蜜橘园的管道开展维修养护，一次性

维养 33.327 km， 占到了总管道的

4.17%，维养标准高达 41.64 元/亩，主
要是多年以来积累的维养欠账。

6.维养资金使用正确与否直接
影响维养效果

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维养专项资
金并没有用在小农水维养项目上，而
是用于工程建设上，直接影响了年度
维养成效，使得这些地区小农水工程
破损严重，渠系淤积“面貌依旧”。

（1）直接用到了其他项目建设
部分试点县将小农水维养资金

当作水利建设投资用于填补新建小
农水工程资金缺口或用于工程的更
新改造、水毁修复、河道治理等项目，
没有按维养资金范围使用。 2017 年万
年县裴梅镇将全部维养资金 18 万元
用于朱溪河 9 km 的河道护坡整治 ，
青原区河东街道将全部维养资金 19
万元用于水陂水毁后修复重建，都是
超出了使用范围。

（2）被整合用于扶贫项目
按照《江西省统筹整合财政涉农

扶贫资金实施方案》要求，江西省小
农水维养资金属于财政涉农扶贫资
金， 可以被贫困县整合用于扶贫项
目。 从 2016 年开始 ，有部分县 （市 、
区）就将中央和省级的维养经费都整
合用于扶贫项目。 2017 年，渝水区整
合了全部的中央维养资金 210 万元
和省级维养资金 255 万元（含试点部
分）用于厂房建设、光伏发电等项目，
致使试点工作未开展。 永修县 2017
年被整合的维养资金达 40%，被用于
扶贫村建设，导致 3 个试点典型灌区
每年只能安排 20 万元维养经费 ，其
他灌区的维养则只能象征性地安排 6
万~8 万元/a，严重影响试点成效。

7.土地流转有利推动小农水维
养向好发展

近年，江西省积极引导群众在自
愿、有偿、依法原则下，有序合理流转
农村土地，到 2017 年 12 月底 ，全省
流转耕地面积 1 286 万亩， 流转率达
到 40.5%。 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是发

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农田水
利发展方向。 调研发现，土地流转可
有利推动小农水维养的发展，土地流
转率高的地方， 小农水维养发展较
快，效果较好。

（1）土地流转后的管理提高了小
农水维养成效

土地通过流转向种粮大户、家庭
农场、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集中后，部分原先为多户提供排涝抗
旱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变为某一个
或几个大户服务，其管理责任主体更
加明确。 且土地流转比较效益增加
后，也有一定的财力投入小农水建设
管理和维修，从而提高了小农水维养
成效。 渝水区鹄山乡 10 个种粮大户
合资成立新余市雨禾农业投资有限
公司，专门服务其流转的 1.4 万亩水
田。 为方便耕作供水，公司每年都会
投入资金开展小农水维养 ，2016 年
投入 15 万元 、2017 年投入 10.8 万
元， 农田收入从 2016 年的平均每亩
1 225.26 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1 560
元，激发了种粮大户持续投入小农水
维养的积极性。

（2）土地流转的价格倒逼小农水
维养的发展

在农田基础设施较为完好的地
方，水路通畅，土地流转较为容易，流
转费用也相对较高。 分宜县杨桥镇观
光村村支书钟海贞直指半年前刚疏
通的渠道说道：“自从搞了农田维养，
田间水通了，生产条件好了，土地值
钱了，流转也快了 ，以前一亩 300 元
流转费，现在种田大户钟小青种莲藕
流转土地花了 600 元一亩。 ”永修县
白槎镇建新村流转了 1 000 多亩土
地，农田水利设施维养好的，能灌到
水的农田， 每亩流转价格为 450 元，
灌不到水的每亩只有 150 元。

三、几点建议

随着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规模不
断增大， 而维修养护欠账越来越多，
江西省全面开展小农水维养已经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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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综上 ， 甘肃省已建的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 小型人饮工程等小型水
利工程虽然数量庞大， 但其工程资
产属性较为清晰，具备参与农村“三
变改革” 的基础条件 。 小型水利工
程建设最终目的是为农业 、 农村发
展和农民增收提供保障 ， 从这一点
来看 ，其目的与农村 “三变改革 ”的
目标相契合。 同时， 受工程管护经
费短缺等条件制约， 小型水利工程
管理体制改革及产权制度改革深入
推进遇到很大的障碍，通过“三变改
革” 将小型水利工程作为入股企业
的资产后， 企业为保证其正常发挥

效益 ， 会自觉在盈利中计提一定的
维修养护经费，并在群众的监督下实
现对工程的维修养护，是一种有效解
决小型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短缺
的途径，也是对当前甘肃省小型水利
工程管理制度的一种创新。本文通过
对小型水利工程参与农村 “三变改
革”的路径分析和探讨，旨在为甘肃
省乃至全国小型水利工程 “资源 ”
的深度 “挖掘 ”提供思路 ，同时为小
型水利工程管理提供 “三变改革 ”
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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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眉睫。 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
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实现“藏粮于地”，这对小
农水维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此提
出以下几点建议。

1.推广维养模式必须因地制宜，
不搞“一刀切”

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尊重农
户意愿，鼓励各地按照不同的地域特
点，因地制宜探索适合本地的维养方
式，不强行搞 “一刀切”。 在农民个体
种粮和参与维养积极性高的地区可
以采用“潢溪模式”，即受益农户或村
组集体作为维养主体。 在灌溉设施维
养技术难度大、种植复杂，但收益的
地域采取“南丰模式”，积极探索专业
化、物业化公司维养。 在土地流转程
度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较好的
地方可采用“鹄山模式”，实行大户为
主、政府帮扶的办法维养。

2.适当提高省级补助标准，减
轻基层压力

经过 3 年试点的摸索，省、县、乡、
受益户“四个五块”维养资金筹集机
制难以在全省推广。建议在 20元/亩维

养标准不变的情况下，适当提高省级
补助标准，降低县、乡、受益户三级资
金压力。可以考虑省级补助提高到 10
元/亩 ，县 、乡 、受益户合计 10 元/亩
（其中，县、乡、受益户负担比例由地
方政府自行确定）， 从而减轻地方财
政和农民压力。

3.重点扶持土地流转片区、“能
人”管理地区实行“定额维养”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扩大，
土地流转速度将会加快。 建议把土
地流转片区作为重点扶持对象，支持
其将土地及其附属的农田水利设施
一并纳入流转范围，在流转合同中明
确小农水工程的使用权和管护责任
归属承包方，通过“定额补助”开展小
农水维养。 对有“能人”领衔管理的乡
镇、村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重点扶
持实施“定额维养”，充分发挥基层能
人在小农水维养上的示范引领作用，
通过用一个能人，兴一项事业，富一
方百姓，积极引导群众自己的事情自
己办，自己的工程自己管。

4.加强对试点的指导和监督
虽然该项试点过程中还存在一

些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也

有成功的经验。 当前，江西省还有 12
个县（区）进行小农水维养试点工作。
为此，一要充分发挥水利主管部门的
作用，加强对试点地的指导，明确目
标任务、改革内容、实施步骤、组织领
导等，帮助解决基层在改革试点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做好调度
协调工作，确保各地按照实施方案的
要求按时完成。 二要加强对试点县

（区）的监督和规范，督促试点县（区）
实行公开公示制度，逐步落实试点区
域工程维养主体和责任，严格按照要
求，规范合理使用维养资金。 三要加
强各地交流力度，及时总结各地的好
经验好做法，做好成熟经验的推广复
制工作，为江西省全面建立健全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长效机制打
好坚实基础。 （调研组其他成员：饶奇
磊，邓海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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