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

CHINA WATER RESOURCES 2020.9

我国现有设计灌溉面积 30 万亩
（1 亩＝1/15 hm2，下同）以上的大型灌
区 459 处，有效灌溉面积 2.8 亿亩，约
占全国耕地灌溉面积的 27%。现有设
计灌溉面积 1 万亩以上的中型灌区
7 380 处， 有效灌溉面积 2.4 亿亩，约
占全国耕地灌溉面积的 23.5%。 大中
型灌区生产的粮食约占全国粮食总
产量的 50%，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
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并
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在北方生态脆
弱地区灌区是当地不可替代的生态
屏障。 同时，大中型灌区年均灌溉用
水量 2 150 亿 m3左右，占全国农业灌
溉用水总量的 63％，是我国农业节水
的主战场。 但是，大中型灌区的现状
与其地位和作用以及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要求都不相称，工程存在明显短
板，部分灌区取水困难和缺乏调蓄设
施，部分渠道、渡槽、隧洞、倒虹吸等
骨干工程设施存在病险和安全隐患，
骨干工程和田间工程不配套，供水计
量设施和信息化建设滞后；部分灌排
工程设施管护责任不落实、管理不规
范，设施维修养护不及时，灌区巡查、
监管部分缺失；灌区运行管理以传统
的人工凭经验操作为主， 不但用工
多、运行成本高，而且供水管理也难
以做到精准高效。

实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

代化改造是近年中央 1 号文件和《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
明确的一项重要任务。 当前正是谋划

“ 十四五”及今后一段时期水利事业
发展的关键期， 对大中型灌区而言，
既要按照中央部署适应农业农村现
代化需求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又要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科学分析、做好
顶层规划设计和确定现代化建设的
分阶段目标和分步骤任务。 笔者认为
在灌区现代化建设中应处理好以下
几个问题。

一、需求与目标

近年 ，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等单位专
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把灌区现
代化总体目标概括为 “设施完善、管
理科学、节水高效、生态良好”。 综合
专家的意见，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在部署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
代化改造规划编制时，立足于为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供水利保障，明确了灌
区现代化改造的指标，即灌溉保证率
达到设计以上标准，灌区骨干灌排设
施完好率达到 90%以上、公益性人员
基本支出和公益性工程维修养护经
费财政补助（以下简称“两费”）落实
率达到 95%以上、灌溉水利用系数达
到 0.55 以上、灌区信息化覆盖率达到

80%以上。
提出的具体指标是符合我国灌

区实际的。 骨干工程的完好率不可能
一直维持在 100%， 工程是有寿命的，
工程的改造也应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
程。 “两费”落实率充分考虑了市县级
财力可能，且“两费”随着物价、人员工
资和工程量的变化是动态上升的，若
提的要求太高也是很难实现的。

提出的具体指标中尽管没有专
门的生态型工程指标，但绝大部分指
标都包含了生态的含义。例如，灌溉水
利用系数和信息化水平指标充分考虑
了我国水资源实际、 大田作物种植特
点、 分散经营为主的基本生产特征等
因素，比现行技术标准有所提高，这样
在有效配置灌溉水资源、 提高灌溉效
率的同时，强化水肥耦合，对南方灌区
而言可以有效减少面源污染，水稻种
植区可以更好地发挥湿地效应；对北
方灌区而言， 配套必要的排水设施，
可以有效减少次生盐渍化，改善灌区
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健康。

当然灌区进行现代化建设时结
合自身的实际也会融入更多的元素，
包括多功能供水服务、灌溉遗产和水
文化、地域建筑风格、生态要求等，也
会涉及改善人员结构、 提升人员素
质、提高管理水平等目标。 即便如此，
与国家现代化目标和大众对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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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及期待也会有一定差距。 简单
地说，灌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阶段
性的、务实而有限的，考虑到了现实
与可能， 应该能够适应 2035 年前农
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并与
国际先进水平基本相当。

二、战略与战术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尽快
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大中型灌区的现
代化建设自然刻不容缓。 从国家层面
看，目前东中西部地区都有推进现代
化建设的需求，但各自所处的发展阶
段不一致，面临的形势和所需解决的
问题也不一样，实现的途径、措施也
会不完全相同。 对大中型灌区而言也
是一样，自然状况、工程现状、管理水
平、服务对象、地域特色等都不一样。

面对各具特色的灌区，实现灌区
现代化是一个战略目标。 从战术上而
言，就应该选择一批需求迫切、条件
相对好、积极性较高、资金支撑有保
障的灌区先行开展现代化建设试点
与示范，积累经验再行推广。 特别是
在粮食主产区和生态脆弱区选择一
批灌区先行试点，意义更为重大。 从
目前我国灌区的实际来看，绝大部分
灌区要达到现代化指标并不是一蹴
而就的事情。 比如要达到骨干灌排设
施完好率 90%以上这个指标，首先要
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新
建或改造灌排工程时要注重生态保
护，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其
次要善用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先进
工艺、先进设备改造灌区工程，既提
高灌溉水利用效益与效率 ， 又要环
保、生态，不能对所有的渠道简单地
采取传统的“三面光”衬砌形式，因此
对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就具体灌区而言，大部分功能由
原设计时的单一为农业灌溉服务演
变成为工农业生产供水、城乡居民生
活供水和生态补水，部分兼有防洪减
灾、水利风景区、传统教育等功能，这

些灌区推进现代化建设就是一个庞
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进行灌区现
代化建设规划时会将各种元素都考
虑进来，力求整体效益最大，这是一
种科学的方法。 但在实施安排上，第
一，要区分主体功能与辅助功能以及
轻重缓急，提出分步实施意见，将严
重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和城乡居民生
活用水的问题作为关键问题加以解
决，确保农民用水权益。 第二，要在统
筹规划的基础上优先解决现有工程
配套不全、老化失修的问题，特别是非
灌区管理单位直接管理的骨干工程状
况与现代化的要求相距更大， 要予以
特别关注。第三，要分析所解决问题的
性质，分解其公益性和经济性，研究财
政支持或采取市场融资的具体建议。
第四，研究采用适合灌区的新理念、新
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模式。随着理
念与技术的进步，规划、设计等阶段都
会面临采用措施、技术、工艺的调整，
要采取经济适用、 生态环保和可持续
利用的技术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 这
就是战术上的各美其美。

三、先进与实用

如何更好地推动灌溉自动化、信
息化、智慧化，从各地已有的信息化、
智慧化的试点灌溉工程看， 存在追求
设备先进、形式新颖方面多，注重内涵
不够等问题。部分项目区中控室、大屏
幕、现场监控等设备较先进，看似现代
气息很浓， 但实际上与灌溉制度和灌
水控制、渠系（管道）水优化配置及调
度、 土壤墒情和天气预报及灌溉的结
合、 地下水水位控制与排水排盐等方
面的应用存在缺失或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灌区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
要正确处理先进与实用的问题。 一是
技术目标的设定要实事求是。 追求技
术进步，但不一定要采用世界最先进
的技术， 要树立物有所值的实用思
维。 二是灌区管理单位和技术单位要
加强协调。 为做好灌区现代化建设的
规划和工程设计，灌区管理单位和技

术单位要加强协调，取长补短，合理
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案。 在技术方面，
要把水利和农业相关技术与信息化
工程技术密切结合，切实保证信息化
工程建设完成后实用好用。 三是重视
内容建设，要牢记工程和信息化设备
等都是要用的而不是用来展示的，并
且要立足于现有工作人员经过培训
就能用，这样就可以事半功倍。

四、硬件与软件

在灌区现代化建设中要硬件与
软件并重，更加关注软件。 加快补齐
硬件短板相对容易， 但解决管理体
制、减员增效、运行经费、确权划界、
规范化管理等这些软件问题相对较
难，受历史遗留问题、区位劣势、地方
财政困难、服务对象和产业弱质等因
素制约，灌区工作人员数量多、平均
年龄大、待遇低、知识和技能有待提
高， 灌区管理单位法律地位不明、管
理边界不清、管理手段有限、维持运
转艰难， 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
决。 没有人的现代化和管理的现代
化， 工程改造的成果就很难巩固，更
谈不上灌区的现代化。

目前， 全国约有 300 个灌区、泵
站管理单位推进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覆盖面、 推进深度都在不断扩展，但
与管理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要以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为契机，积
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统筹解
决灌区工程与管理的短板，大幅度提
升灌区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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