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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武政办发〔2019〕51号

武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武定县

县管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调整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有关部门：

《武定县县管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调整方案》已经十四

届县委第 102次常委会议和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 59次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9 年 12月 2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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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县县管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调整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的意见》（国办发〔2016〕2 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1143

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16〕81 号）和《楚雄州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推进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的实施意见》（楚政办发

〔2017〕4 号）要求，深化全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建立健

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促进农业节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

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和水利体制机制创新，结合实际，制定本方

案。

一、改革的重要性

武定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总体降水充足，但水资源缺乏，

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全县多年平均降雨量 900 至 1000mm，为

滇中高原降水低值干旱区、蒸发量高值区，干旱频繁，水资源

问题已成为制约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主要瓶颈之

一。水价是调节水供求关系、优化水资源消费结构、促进节约

用水、保护水资源最核心的经济杠杆。积极推进水价改革，发

挥价格杠杆在水资源优化配置、调节用水需求和水污染防治等

方面的作用，促进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确保全县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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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可持续利用，为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提

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对推动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具有

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水价改革文件精神，按照“四

个全面”战略部署，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理念，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

发力”治水方针，坚持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两手协同发力，从

适当提高水利工程水价、加强需求分类管理、拓宽资金渠道和

推动结构调整等方面入手，以促进节水增效为目标、以完善水

价形成机制为核心、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以明晰水权、定

额管理为前提，以完善计量设施为基础，以发展农民用水合作

组织为保障，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着力深化水价改革工作，

为全县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1．调整水价水平与理顺水价结构相结合原则。按照水利工

程水价形成机制，区别农业与非农业供水对象实行不同的水价

政策，发挥价格机制对用水需求的调节作用，提高用水效率和

效益，建立与全县水资源状况联系更加紧密的价格机制。

2．促进水价改革与水务事业建设相结合原则。统筹考虑供

用水各方利益关系，科学合理核定用水价格，建立和培育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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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利用市场，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加强供水设施建设促

进节水工程建设和技术推广，水利工程公益性经费由财政承担，

逐步建立和完善水价改革与困难群体生活补偿机制。

3．统一政策与分级管理相结合原则。按照改革目标、责任

与权利统一，水利工程水价改革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

4．水价改革与供水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原则。强化供水成

本约束，发挥价格杠杆在水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强化供水

管理，健全运行机制，提高供水服务效率，全面提高农业用水

精细化管理水平。

（三）改革目标

1．总体目标。用 3 至 5 年时间，建立合理反映我县水利工

程供水成本、有利于节约用水和水利改革创新、与投融资体制

相适应，探索实行分类用水价格政策，农业用水价格总体达到

运行维护成本水平，非农业用水价格逐步趋于供水全成本水平，

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促进水资源健康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供

水工程水价形成机制和水价体系；逐步建立实行节水奖励灌溉

和精准补贴制度，实施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和累进征收水资源

费制度，推行高效农业节水减排合同管理制度；拓宽水利投资

渠道，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水利建设、管理、运营；进一步深化

国管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提高供水服务能力和精细化管理

水平，实现供水工程良性运行。

2．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目标。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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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实行；可持续的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约束机制普遍建立，

先进适用的农业节水技术措施普遍应用，农业种植结构实现优

化调整，农业用水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渠道供水价格

在完善供水计量设施和水费计收机制的基础上，县管水利工程

农业水价力争用 3 至 5 年时间使粮食作物水价逐步达到运行成

本水价，经济作物、养殖及其他水价至少达到全成本水平；管

道供水农业水价力争用 3 至 5 年时间使粮食作物水价至少达到

运行成本水平，逐步达到全成本水平，经济作物、养殖及其他

水价至少达到全成本水平。

3．非农业水价目标。原则上工业水价至少达到运行成本水

平，尽快调整到全成本、合理盈利水平；城镇生活原质水水价

力争 3 至 5 年达到运行成本水平，逐步达到全成本、适当盈利

水平。

三、主要内容

（一）非农业供水价格

从水库取水的生活供水（城镇生活原质水）价格：定为 0.55

元/m³，3 至 5 年后调整到 1.63 元/m³（不含水资源费），与滇中

引水价格基本一致。从水库取水的工业用水参照此执行。

（二）农业供水价格

1．渠道供水工程农业用水终端执行水价。渠道供水工程农

业用水终端水价由水利工程水价和末级渠系水价两部分构成。

（1）粮食作物水价：定为 0.13 元/m³（其中水利工程水价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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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m³，末级渠系水价 0.03 元/m³），3 至 5 年后调整到 0.2 元/m³。

（2）经济作物水价：定为 0.25元/m³（其中水利工程水价 0.22

元/m³，末级渠系水价 0.03 元/m³），3 至 5 年调整到 0.4 元/m³。

（3）养殖及其他水价：定为 0.25 元/m³（其中水利工程水

价 0.22 元/m³，末级渠系水价 0.03 元/m³），3 至 5 年调整到 0.4

元/m³。

尚未规范组建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的灌溉区暂不执行末级渠

系水价。

2．管道供水工程农业用水终端水价。

（1）管道供水工程的常规粮食作物：定为 0.8 元/m³（其中

水利工程水价 0.111 元/m³，管道运行水价 0.689 元/m³），3 至 5

年后调整到 1.63元/m³（与滇中引水价格基本一致）。

（2）管道供水工程的常规经济作物：定为 1 元/m³（其中水

利工程水价 0.25 元/m³，管道运行水价 0.75 元/m³），3 至 5 年后

调整到 2 元/m³。

3．死库容用水供水价格。在特殊情况下动用水利工程死库

容用水的供水价格，按照正常供水价格的 3 倍核定。

具体调整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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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县国管水利工程水价改革各类执行水价调整表

项目名称 国管水利工程供水单位成本（元/m³）

拟调整水价（元/m³）

拟调整执行水价 3至 5年后调整的终端水价

水库

取水
非农业

生活供水 0.48（不含水资源费） 0.55（不含水资源费） 1.63（不含水资源费）

发电供水 0.08（不含水资源费）

渠道

工程
农业

粮食作物

0.202

0.13 0.2

经济作物 0.25 0.4

养殖

及其他
0.25 0.4

管道

工程

常规

农业

粮食作物

0.689
0.8 1.63

经济作物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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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整乡镇管理水利工程供水价格。乡镇管理水利工程供

水各类用水价格，可参照国管水利工程各类水价标准实行，但需

经县水务局审核报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农村集中供水实

行计量收费、分类计价，合理调整水价。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执行

水价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核定，净资产利润率原则上不超过 3%；

工业生产用水执行水价按照全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核定，净资

产利润率不超过 6%；农村公共用水执行水价按运行成本且不高

于城镇生活水价水平核定。对社会资本投资的水库，可采取“一

库一策”的方式制定价格。具备条件的可采取由供水方和用水方

协商的方式确定。协商定价的需经县水务局审核并报县价格主管

部门备案后执行。

5．完善地下水价格政策。根据《云南省地下水管理办法》

（省人民政府令第 153 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

推进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的指导意见》（云政办发〔2016〕28

号）要求，农业用地下水实行限额管理，对超限额的按照不低于

0.5 元/m3征收水资源费。在此基础上，我县地下水水资源费分类

征收标准具体按省、州制定的分类征收标准执行。

6．建立社会资本投入农业水价。按全成本并获得合理利润

的原则确定，以投资者税后资本金内部收益率高于当期发行的 5

年期储蓄式国债利率 1 至 2 个百分点核算。

四、相关措施

（一）加大宣传力度。全县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是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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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下推进农业供水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各级各部门要结合水

资源日益匮乏的严峻形势，加大水价改革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逐步转变灌溉模式，提高用水效率，促

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二）建立长效机制。一是大力支持引进社会资本参加续建

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的建设管理，明确产权关系，逐步推进农业

终端水价改革，降低工程运行成本，减轻农民负担。二是按照“政

府引导、农民自愿、依法登记、规范运作”的原则，培育以农民

用水户协会为主的农民用水自治组织，承担末级管道的维修、使

用和管理职责，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三是对建设好的主管、

支管和计量设施，明确产权主体，颁发产权证书，落实管护责任

主体，逐步形成完善的高效节水管网体系，确保我县水资源高效

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三）建立与农业水价相关的配套机制。一是初步建立农业

用水总量控制的初始水权分配机制。二是建立农业节水激励约束

机制和精准补贴机制。三是建立群众全程参与乡镇水利工程建

设、运营和管理机制。四是建立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运营和

管理机制。五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国管水利工程的运营和管理机

制。六是初步建立节水减排合同管理机制。

（四）建立困难群体水价优惠措施。对五保户、烈属、长期

卧病在床的特困家庭凭相关证明免收农业用水水费；对残疾人、

家庭困难的退伍军人及因病、因灾临时返贫的困难家庭，按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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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水价减收 30%的水费。

（五）建立灌溉用水优惠政策。在保障水利工程正常运行的

基础上，探索利用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收入、地下水提价收入、

高附加值作物或非农业供水利润、财政安排的维修养护资金、水

权转让收入、社会捐赠等资金渠道建立节水奖励基金，对采取节

水措施、调整生产模式促进农业节水成果显著的农民用水合作组

织或用水户给予奖补。

五、执行时间

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武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2月 2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