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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唐县2009年成功申请成为全国第一批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经过近几年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工程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管理与运行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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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Gaotang County
Jindong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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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otang County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be the first batch of small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key
counties in China in 2009. After several years of construction of small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it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Key words] small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per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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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开发区、9镇、3个街道,621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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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发

24个城市社区,总人口50万。

食作物有小麦、玉米等；经济作物以棉

项目区天然植被很少。人工植被中,

展优质粮食生产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1.2地形、地貌

并相继制定了系列发展优质粮食生产的

高唐县属黄泛冲积平原,地势比较

扶持政策,有力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

平坦,自西南向东北斜倾,地面高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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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了国家稳定、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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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村,2019年全县总人口51.47万人,

的健康发展。

花为主,其他有蔬菜、瓜果等。

2 社会经济概况

1.3水文气象

其中农业人口33.49万人。根据第四次经

为进一步加快农田水利项目县建

高唐县属暖温带半干旱季风区大陆

济普查结果,市统计局对我县生产总值初

设、促进实施农田水利建设规划,遵照

性气候,一年四季分明,具有显著的季节

步核算数进行了修订。2019年高唐县GDP

“系统化规划、规模化推进、高标准建

变化和季风气候特征：春旱多风,夏热多

达到146.42亿元,第一产业24.7亿元,第

设、新技术支撑、文明式发展、用水户

雨,秋爽易涝,冬季干冷。

二产业51.66亿元,第三产业70.06亿元,

参与”的总体要求,财政部、水利部印发

1.4河流水系

了《关于实施中央财政农田水利项目县

高唐县属海河流域南系。境内有徒

一、二、三产业比例为16.9:35.3:47.8。

3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骇河和马颊河两条骨干排水河道,分别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是农业生产的基

1 自然概况

自西南向东北纵贯全境,依其自然流势

础设施,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

1.1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分为徒骇河流域和马颊河流域。

粮食生产安全,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建设的意见》。

高唐县地处鲁西北平原,位于东经

1.5土壤与植被情况

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经济发

116°00′00"至116°30′00",北纬36

高唐县成土母质系黄河冲积物或风

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高唐县

°37′30"至37°02′30"之间,南北长

积物,由于长期受黄河及其河流流速、流

农产品供求状况有了显著改善,但农业

向的变化影响,沉积时进行了一系列的

基础薄弱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2

42.4km,东西宽40.75km,总面积949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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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制约了粮食增长、农民增收和农村

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

5.1积极推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

环境改善。为进一步落实中央、省委两

业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举措。项

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规范

个一号文,加快新时期 治水思路转变,

目建成后,项目区农业生产能力和综合

项目管理

全面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

效益将显著增强,项目区将全部变为旱

生产能力,发展优势主导产业,实现农业

能浇、涝能排,旱涝保丰收的良田,对推

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

增效、农民增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尽

进项目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

合同管理制等管理制度。

快有效的解决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瓶颈

民增 收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实施小

问题,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十分必要。

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项目

5.1.1项目法人责任制
项目法人制即项目法人责任制。项

3.1保障粮食安全的需要

4 历年建设内容及效益

目法人责任制是指经营性建设项目由项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条件,

高唐县2009年成功申请成为全国第

目法人对项目的策划、资金筹措、建设

通过实施该项目,能够着力加强和改善

一批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截止目前已

实施、生产经营、偿还债务和资产的保

农田水利条件和农田基础设施条件,通

是第八批全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自

值增值实行全过程负责的一种项目管理

过机井、泵站、PVC输水管道等水利设施

实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项目建设以来,

制度。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工程由高唐

的配套建设,可有效改善项目区的基础

工程项目共涉及高唐县12个镇(办)274

县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管理处作为项目

设施,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通过项

个自然村,工程总控制面积29.31万亩,

法人,在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的指导、协调

目区工程的配套建设,水利措施的增产

其中末级渠系节水工程改造8.87万亩,

下,负责项目的建设管理。

效益十分显著,可以实现农业节水、节地,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0.44万亩,受益人口

5.1.2招标投标制

农民省工、省时,将为农业结构调整,发

14.89万人,总投资20564.05万元。主要

招标投标制是招标人对工程、货物

展现代农业夯实基础,全面推进节约高效

建设内容：新打机井1909眼,配套机井

和服务事先公开招标文件,吸引多个投

农业的进程。灌溉条件的改善,将有力促

351眼,新建泵站10座,衬砌渠道262.99

标人提交投标文件参与竞争,并按招标

进农业增产,为区域粮食安全提供保障。

公里,铺设PVC管道1576.11公里。项目实

文件规定选择交易对象的行为。为保证

3.2提高农民增收的需要

施后,项目区年新增供水能力5531.61万

工程质量,项目法人按照招投标相关法

农民增收,事关我国社会稳定。而增

立方米,恢复灌溉面积5.72万亩,改善灌

律法规及有关要求确定各参建单位资质

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是必不

溉 面 积 16.51 万 亩 , 年 新 增 节 水 能 力

标准,分别就项目的设计、监理和施工,通

可少的条件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

1646.03万立方米,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过国家规定的招投标信息网发布招标公

生活水平逐步提 高,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2592.43 万 公 斤 , 新 增 经 济 作 物 产 值

告,公开向社会招标。投标方要严格按照

也越来越强烈。现代小型农田水利事业

3760.91万元。通过实施小型农田水利重

质量标准、工期、报价等要求,编制投标

的发展,良好灌溉条件的形成,将使农民

点县项目工程,项目区取得了较好的经

文件,最终由评标专家组择优选定响应

能够有效的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种植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招标文件要求、信誉高、业绩好的企业。

一些效益较高的农作物,或者有时间去

5 工程建设管理的主要做法

从事第二、第三产业,这些都有利于得增

高唐县政府高度重视小型农田水利

面实行阳光作业,以通过水利行业认证

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

重点县项目建设,为确保工程高标准、高

机构认证的节水产品作为首选条件,择

质量。

质量按期实施,尽早发挥工程效益,成立

优选择产品质量过硬、信誉优良、价格

3.3加快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运行

了高唐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领导

合理的材料、设备供应商作为供货单位。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及运行机制创新,

小组。具体负责项目实施中的组织、协

严格禁止“三无”产品、不合格产品入

调、资金与资源整合、资金配套和调度。

场,对材料、设备等产品进行严格的抽检,

是实现水利改革发展的关键所在。建设

材料设备实行招投标方式采购,全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通过建立农民用

项目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作为小

取样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砼、砂浆拌和

水者协会,实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

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领导小组的办事

料必须要严格计量,保证各种材料、设备

制度改革,实行农业综合水价改革,能够

机构,办公室设在高唐县水利局,是项目

符合质量要求。

明晰产权和各方责任,建立起一套完善

建设的具体组织机构。

5.1.3项目监理制

的管理组织、良好的运营机制、严格的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工程建设积极

工程监理制;英文名称：supervision

管理制度,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步入良

推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建

system of construction;即监理单位受

性的建设运行轨道。同时,农民用水者协

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组织专业技术

项目法人委托,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及有

会自主管理、自我发展,从而促进农民的

队伍,科学规划设计、精心施工,加强资

关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筑工程合

民主意识,增强农民自我管理的能力。

金监管,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不断提升工

同,对承包单位在施工质量、建设工期和

程质量。

建设资金等方面,代表建设单位实施监

总之,建设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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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项目法人通过招投标选择具有相应

和项目主管单位对资金的使用随时进行

(1)参与方案编制,建设内容充分征

工程监理工作经验、符合相应资质的监

检查、监督外,审计部门要对各个工程项

求当地群众意见,充分满足群众需求,方

理单位承担施工监理工作,按照国家有

目进行跟踪检查、监督和审计,提高资金

案建设的项目经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

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使用效率,确保工程资金专款专用和及时

确保建设内容符合实际,可操作性强；(2)

规程和制度以及批准的项目建设文件、

足额到位,促使工程项目计划任务的完

参与工程建设,工程建设内容及时在项

建设工程合同以及建设监理合同,按照

成。同时在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要主动接

目区每个村中张榜公示,使项目村群众

“三控制、两管理、一协调”的原则,

受纪律、监察部门的检查、监督,确保工

充分了解项目建设内容和重要意义。(3)

加强项目建设的投资、工期和质量控制,

程建设无违规、违纪、违法事件发生。

全程参与质量监督,项目所在村庄选派

协调有关各方的工作关系。
5.1.4项目合同管理制

6 工程运行管护的主要做法

人员与工程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人

根据高唐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工程

员一起,从机井定位、钻孔、下管,低压

实际情况,采用“镇+村委会+用水小组”

管道放线、开挖、安装、回填,高低压电

身为当事人的合同依法进行订立、履行、

三级管理服务体系的运行管护模式,明

缆铺设、变压器安装及材料设备进场等

变更、解除、转让、终止以及审查、监

确管护主体和各级体系的责任,制定合

全程参与质量监督,从源头上强化项目

督、控制等一系列行为的总称。项目法

理措施,保证工程的长期良性运行。

建设质量控制,确保了工程建设质量。

人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项目规划设计单

6.1建立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

7 结语

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材料设备供

高唐县水利管理站,为独立设置的

高唐县通过实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应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人员经费和公益性

工程,使农田灌溉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农

及其他有关法规的规定,分别与设计单

业务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水利站在基

田质量、农业生产管理水平得到较大提

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材料设备供

层水利建设管理中真正发挥了职能作用,

高,种植结构更加优化、合理。工程实施

应单位签订书面合同,以合同约定处理

保障了基层水利工作组织有序,水利工

后农田灌溉用水量、灌水时间减少,灌溉

各项争议事项。

程建设精良,水利管理服务到位,各类设

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降低了劳动强

施运行良好。

度,灌溉用工量普遍降低。高唐县高效节

项目合同管理是指项目法人对以自

5.2加强项目技术管理工作,确保工

项目区每个村均选配1名村级水管

水灌溉项目的实施,不仅极大地改善了

高唐县财政、水利、农业等专业部

员,对村级水管员进行教育培训,颁发培

项目区内农业的基础生产条件,降低了

门,在县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成立技术

训证和上岗证。村级水管员劳务费由县

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实现了

指导小组,主要进行工程规划设计审查,

乡财政给予保障,有固定的工作场所,有

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科学技术在

技术咨询、指导。各项目片区、镇(办)

通信设备和办公设施。

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同时,更新了广大

程建设质量

也相应成立技术小组,负责本项目片区
的工程设计、施工等现场技术指导。聘

6.2引导、发动、指导成立项目工程
管理组织

群众的用水观念,增强了节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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