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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经济和科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但是,从近年来农

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导致农业水利基础设施的应用不畅。鉴于此,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合理规划了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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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层农业水利现状

水利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使水利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

农田水利工程一直是增加粮食作物产量的最佳途径之

过去的发展只关注经济增长,忽视了有可能带来的问题,为

一,也是中国实施的最有效的农业政策。农业水利工程建设

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和长期不良后果,比如环境的严重污染,

促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农田的具体情况,通过农业水利工程,

使经济增长很难长期维持下去。1991年,自然保护联盟,联合

农民可以减轻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农业

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

水利工程主要作用是调节农业生产环境,有效改善生态环境,

础上,联合发表了“保护地球”的报告。在报告中,确保人类

增加农业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农作物生产产量。在长期的

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被描述为三个方面：生态可持续性,

发展中,农业生产对水利工程的依赖性比较强,有了农业水

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而且,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

利作为保障,农业生产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农业水利就

整体。可持续性意味着维持甚至提高水利自然资本,人力资

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虽然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我国农

本,制造资本,社会资本存量的总体生产率。在自然支持系统

田水利建设和管理过程仍存在一些弊端,限制了农业水利的

的正常运行和再生的背景下,可持续水资源可以不断提高社

发展。表 1 中的某地区水利工程情况统计表就表明了现有的

会的知识,技术效率,组织和生活质量。因而此种水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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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供水能力低下的问题
表1

可以得到长久维持[3-4]。

。

某地区水利工程供水能力现状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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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理念不仅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而且强调
和谐的原则。WCED 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总结说：
“从广
义上讲,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
谐。”我们认为,水利可持续发展系统是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

392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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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水利可持续发展的最高目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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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和谐的原则

23

64

近年来,中国的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的改善,

度来看,通过调整人的行为,遵循自然规律,运用,调节和适
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水利的可持续发展。
3 农业用水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要点
3.1 优化农村水资源配置,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在可持续发展原则下优化水资源配置,是彻底改变过去
“以需定供”的传统模式。从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念

但传统农业水利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

出发,协调发展过程中人与水的关系,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

的需要,农业部门已尽一切努力对其进行改善,旨在寻找更

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合理配置社会经济用水和生态环境用

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方法。农田水利工程是在中国计划经济时

水。根据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

期提出的,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农业问题,但其

承载能力之间寻求平衡,并在有效利用水资源的资本需求与

遗留下来的建设和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后期农田水利的发

社会经济的可负担性之间寻求平衡。让稀缺的水资源在可持

展。农田水利管理模式落后,缺乏科学建设不仅无法发挥农

续利用的前提下发挥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业生产的作用,也危及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农村水资源的配置是合理的需求和有效的水资源供应

2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宏观调控和定额控制”。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统一调配

2.1 持续的原则

的原则。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考虑到水资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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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特点,在流域减少和流域两个层面统一部署水资源。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以及相关的科技攻关工作。积极引

二是经济合理的原则。根据最大的社会净福利原则,同时优

进新技术的使用,比如激光技术、遥感技术等等。

化调整水资源的供需。提高水资源综合支持功能促进区域发
展。要解决水资源配额供给条件下工农业生产与生活用水的
矛盾,必须保证生态用水。在严格经济的原则下,也应优先考

第三,积极推广使用实用技术。围绕节水技术的推广和
利用,加大推进力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3.5 加强防洪和除涝项目管理

虑生活用水,主要是协调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用水需求。要改

防洪除涝工程是一项基于社会效益的公益性水利工程。

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应根据本地区自然条件适当调整农林

首先,我们必须解决项目维护和运营管理的资金问题。通过

牧业比重,调整粮棉,油菜等经济作物比例。

划分权力获得土地和水资源或经营资产,然后通过租赁和承

3.2 加大节水灌溉的宣传和推广

包获得收益。第二,有必要确定项目管理的性质,精简和有效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的措施较多,但它们通常时通过使用

管理公益项目的管理单位,并将人事基金纳入公共财政预算

各种设备和技术达到。让农业提高质量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

的编制；要做好管养分开工作,通过企业化和市场化机制进

目的,提高作物产量。在众多水资源利用技术中,灌溉技术是

行维护工作,减轻管理单位的财务负担。有必要根据当地条

水资源利用的基本核心技术。灌溉技术的发展也开发了各种

件,水质条件,水产养殖和工业经济的特点,研究制定收费方

新技术,如地面植物灌溉技术,田间水管灌溉技术和波涌式

法。研究和制定排水标准并提供优质服务；根据能源费,工

灌溉技术。这些技术在实践中各有特点,可以满足不同模式

资,维修费,管理费,折旧费等,补贴金额,受益面积,人口保

和不同类型灌溉作业的需要,如地面灌溉技术,与过去的灌

护,企业产值和水产养殖的比例,由管理单位从受益人和受

溉方法相比,使用时可节省 20％以上的水资源。这种灌溉方

益单位收取征费,由县及县以上政府出台政策,建立财政,集

法可以节约用水并确保植物获得足够的水分。其次,水管式

体(或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机制,解决排涝费用问题。

灌溉技术也可用于经济条件和农田环境允许的地区。这种类
型的灌溉技术大大减少了灌溉中水的蒸发,因而具有良好的
节水效果。

4 结语
近年来,根据我国农业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实际使用
情况来看,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因而,为了促进农业水利的发

3.3 节水抗旱栽培技术

展,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深耕深松技术是指在土壤中蓄水,深耕和深松,以增厚

点管理,提高水利基础设施的耐久性,增强节水效果,提高基

土层,增加土壤的透水性,从而提高土壤的蓄水能力；选择抗

础设施的利用效率,为农业的增产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

旱作物品种也可以达到节约用水和干旱的目的；在旱地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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