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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机电泵站存在问题及其对策
曾庆祝
（江苏省淮安市水利局，江苏淮安２２３２００）

摘要：为对各地开展农村机电泵站建设与改造提供帮助，在介绍淮安市农村机电泵站的基础
上，分析了整个农村机电泵站体系可持续运行面临的严重危机。针对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
主要原因是泵站老化失修，技术人才缺乏，管理维护缺位等。在多方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了淮安市机
电泵站信息数据库，提出增加投入、降低成本、健全队伍、强化管理、规范制度等进一步发展农村机
电泵站的措施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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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泵站的运行安全。在全市２ ７０７座固定泵站

引言

中，１９７０年以前兴建的泵站２７６座，这些泵站大

淮安市机电排灌建设起步于１９５７年，目前

多无法正常运行；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９年兴建的泵站

全市机电泵站的保有量已达到２７．８９万ｋＷ，其中

７０９座，这些泵站已达到了设计寿命，大多需要进

固定机电泵站２ ７０７座，机组３ ５０４台，装机容

行拆建或改造；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９年兴建的泵站

量１５．９７万ｋＷ，其中灌溉站１

１

５ｌ

１座，机组１

８２２

台，装机容量７．９７万ｋｗ；排涝站９０７座，机组

０１６座，多数到了大修年限。建于上世纪８０年

代前的泵站，因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大多设计标

２５２台，装机容量６．０４万ｋＷ；灌排结合站２８９

准低、泵房简陋、土建工程强度低、机泵扬程不配

座，机组４０３台，装机容量１．８６万ｋＷ。这些星罗

套，泵站始终处于低效率、高危险运行状态。部

棋布、面广量大的泵站直接担负了全市２３．３６万

分泵站配套工程不全、水流条件差，加快了泵站

ｈｍ２耕地的灌溉任务，占全市灌溉面积的７３％，

老化的速度。据统计，全市目前有２９４座，装机容

占全市耕地面积的５８．４％，可以保证这些农田在

量１．５６万ｋＷ泵站需要拆建；有５３５座，装机容

５０天无雨的情况下能够正常灌溉；担负着全市

量４．０８万ｋＷ泵站需要大修；有７０２座，装机容

５１９个低洼圩区２

量５．９８万ｋＷ泵站需要维修。

１

１７１

ｋｍ２，９０％以上的排水任

务，可以保证圩区１１．５５万ｈｍ２耕地在一般灾害年

１．２资金投入不足。泵站建设无序

农业稳产，较大灾害年大大减轻损失。在２０００、

根据调查统计，全市目前有１ ５３ｌ座１１．６３万

２００４年抗旱及１９９１、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特大洪涝灾害

ｋＷ泵站需要拆建、改造和维修，这些工程若全面

中，机电排灌泵站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实施约需要投人２３ ３５０万元。而每年能投入泵

１

机电泵站存在的问题

站建设改造的经费仅有１ ５００万元左右，每年能
新建（改造）的泵站约有５

０００

ｋＷ，与需求相比，

虽然经过几十年发展，机电泵站有了较大

改造的工程仅占需要改造泵站的４．３％，且随着

的规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泵站逐渐显现出老

时间的推移，老化的泵站积累越来越多，每年

化失修、管理混乱、效益衰减等问题，具体则呈

仅新增的老化泵站就有近８

现出“四大”危机。

的速度远跟不上设施设备老化的速度。投人不

１．１设备不配套。自然老化严重

足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投入不足。近年来，

０００

ｋＷ，建设改造

淮安市的机电泵站大多是上世纪７０、８０年

中央、省财政虽加大了对水利工程设施投入的

代兴建，建成时间长，自然老化严重，威胁机

力度，但对机电泵站建设没有专项投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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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安排水利专项经费，多用于项目配套，

上来看，水利站管理和个体经营要比其它管理

无专项经费用于机电泵站建设改造。二是群众投

方式管理得好。管理经费的缺乏和管理方式的

人减少。随着“两金一费”和“两工”的取消，农

不足，使大多泵站存在管理设施短缺、保养维

田水利建设投人大幅减少，“一事一议”政策筹集

护不及时不到位、责任不明确等问题。有的泵

的资金用途太多，农村水利建设失去了稳定的农

站无专人管理，即使有专人管理的泵站，也大

民投入渠道，而国家对此无相关的补充政策。

多因管理技术水平低，无法发现问题，造成大

近年来机电泵站建设、改造经费虽然不

的损失。主要问题有：泵站出水渠道质量低，

多，但呈多头投入，建设管理无序，有限的资金没

开机的随意性很大；每年正常维修与保养工作

有充分发挥效用。开发、国土等部门及乡镇都能

少，水泵锈蚀、杂物堵塞，轴承中黄油干缩，

争取到项目经费，所建泵站大多未经水行政主管

仪表电器配套不全，挪用偷盗现象屡见不鲜；

部门审批和充分论证，站址选择不科学、泵站重

泵站灌溉或汛前不检查、不试车，用时仓促抢

复建设、不能与整体布局相适应。具体表现在四

修、临阵磨枪，仓促上马的现象相当严重。管

个方面：一是区域内泵站重复建设，提水能力超

理危机吞噬着泵站的效益。改制承包后泵站经

出水资源供水能力，如淮阴区淮涟二干渠沿线，

营者管理知识和经验缺乏，不懂管理维护，泵

有提水泵站３２座８６９ ｋＷ，提水流量１３．８

站用而不管，坏而不修，机泵带病运行；泵站

ｍ３／ｓ，

而淮涟二干渠首设计引水流量仅７ Ｉｎ３／ｓ；二是泵

改制回收资金流失严重，绝大部分乡镇的改制

站选型超标，泵站供水能力大于灌溉面积，涟水

回收资金已被挪用、挤用，基本是有帐无钱，

县的岔庙二站装机５５ ｋＷ，流量０．３

使用的程序和手续也很不规范。

ｍ

３／ｓ，仅灌

溉３３．３３ ｈｍ２；三是部分乡村干部为解决供水矛

２

盾、减少群众纠纷，往往是不顾原有灌区的规划，

机电泵站存在问题造成的危害

以村组为单位兴建了许多效率低、运行费用高的

由于超期服务，设备陈旧，管理不到位，

小固定泵站。全市目前有１２时以下小固定泵站

导致目前全市整个机电泵站体系动转不灵活，

ｋＷ，灌溉面积最小的仅８ ｈｍ２；四

效益衰减，危害很大。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１９７座４

３７１

１）泵站运行完全得不到保障。相当一部分

是施工单位良莠不齐，建设质量难以保证。
１．３技术人才缺乏。服务水平不高
目前从事机电泵站业务的技术人员缺乏，
技术水平不高。技术性危机使机电泵站失去了持

泵站站房成了危房，机泵非正常噪音、振动严重，
电线老化、电器发热、功率增加，在日常运行过程
中对机工的人身安全构成较大的威胁。

续发展的动力。一是县（区）水利部门基本无专人

２）受益面积减少。根据统计，全市机电泵

从事泵站管理和指导，水利部门设置的机电排灌

站设计灌溉２９万ｈｍ２，目前实际仅能灌溉２３．３６

专职岗位逐渐被其它职能取代；二是县（区）原有

万ｈｍ２。有许多原有水稻种植区改为种旱作物，

的专业抗排服务队伍纷纷解散，基本上没有服务

耕地产出率大为降低，有许多圩区排涝泵站根本

组织；三是乡级基层水利站管理人员服务技术

开不出。淮阴区吴集镇有１１座泵站，其中有６座

水平不高，不少水利站无法对全乡的泵站进行技

基本报废，从而导致全镇３ ２６７ ｈｍ２耕地，仅有

术指导和监控；四是泵站操作机工技术水平低。

１６０

ｈｍ２种植水稻。

管理泵站的机工流动性大，一般都没有经过专业

３）受害面积增加。泵站老化导致另一个结

培训，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技术力量薄弱。

果就是在雨季排涝时开不出，排涝能力不足。全

１．４管理经费不足，泵站维护缺位

市机电泵站平均设计排涝模数０．５５ ｍ３／ｓ／ｋｍ２，现

由于投入不足，机电泵站管理经费很少，

状仅能达到０．４３ ｍ３／ｓ／ｋｍ２。建于１９８２年的淮阴

泵站机工每年仅拿看管费用２ ０００元左右，还不

区凌桥毛湖东站，在２００３年７月份暴雨期间，该

能及时兑现。每年投人的维护和维修则少得可

站连续抽水１６天，由于泵站老化、效率降低、运

怜，仅能维持泵站的带病运行。管理模式对泵

行不稳定，即使临时架设５台１２时混流泵同时抽

站的管理好坏也有较大的影响。淮安市目前对

排，就这样还造成２．２５ ｋｍ２受淹，造成５３．３

机电泵站主要有乡镇管理、乡水利站、村组集

农田绝收，损失近４５０万元。

体及个人承包管理四种管理方式，从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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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严重下降，据统计，全市机电泵站的平均效

配套，且每年拿出不少于１０万元用于泵站操作

率只有４５％，低的还不足３０％。建于１９７１年的

机工的培训。

淮阴区韩桥河头泵站，经过多次大修，目前虽

２）严格按六项成本核算机电泵站水费，按一

然勉强运行，但其机泵装置效率只有２７％，与

定比例收取泵站的大修费、折旧费，用于泵站的

部颁机泵装置效率要求相差甚远。这样，不仅影

大修、改造。

响灌溉效率，而且增加了能源消耗，每公顷地比

３）加大筹资力度，实行“谁受益、谁负担”的

正常运行状态下多用电４２．７５ ｋＷ·ｈ，全市农业灌

原则，受益范围的企业要承担泵站的改造及运行

溉用水每年因此多用电９９８．６４万ｋＷ·ｈ，浪费十

费用，对于受益群众，要按“一事一议”的方式，

分惊人。楚州区季桥小弯村２０时轴流泵站，因机

适当筹集部分资金，用于泵站的改造。

泵老化，出水量相当小，以前正常使用时每年打

３．２优化工程布局。充分发挥有限资金的作用

水用电约１．３万ｋＷ·ｈ，而目前每年需用电约１．８

在泵站项目的安排上，则要立足长远，从

万ｋＷ·ｈ，且灌溉面积还减少了１３ ｈｍ２，加大了

技术、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综合考虑，统

农民负担。

筹安排、科学规划，以泵站发挥效益最高和运行

５）激化农村矛盾。农田灌溉用不上水，排涝

费用最小为目标进行科学调整。对于灌溉泵站，

打不出水，农田受灾严重，往往引起农村矛盾。最

应合理规划泵站布局，降低单位灌溉面积平均成

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民群体上访，涟水县南集桥头

本，对原有小型机电灌区进行重新规划调整，适

电灌站，因管理不善，打水不及时，致使８０ｈｍ２水

当合并一些功率较小的泵站，对于排涝泵站，则

稻有一半未正常栽插，引起上百户农民手提稻秧

应优化布局，科学确定开机顺序，降低运行成本。

上访，盱眙县也因重复投资，造成灌区泵站开机

在泵站设计、建设中，要尽可能使用先进技

时间不足，管理人员无报酬无着落，引发管理人

术，优化工程设计，提高泵站效率，降低工程成

员多次到县水务局上访。

本。在新建泵站中，供电设施、设备、线路及施工

若不积极采取措施，少则５年，多则１０年，淮

费用，占到泵站建设成本的１／５，供电部门必须

安市８０％的机电泵站将严重超期服役，一旦遭遇

取消征收的负控费，开放供电线路、供电设施的

２００３年大水或２０００年大旱，损失将不堪设想。

施工市场，实行招投标制，降低工程成本。因变

３

发展机电泵站的对策与措施
农田水利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

压器及以上部分的使用和控制由供电部门负责，
出于安全和专业要求的考虑，这部分应收归供电
部门管理。

础，农村机电泵站则是基础的基础，从淮安市机

对水利、财政、国土及扶贫等部门用于泵站

电泵站的实际出发，增加投入，遏制滑坡，恢复和

建设改造资金，要统一规划，统筹安排。新建泵

改善机电泵站的效能显得十分紧迫。

站必须报水利部门审批，符合布局规划的才能予

３．１加大投入，切实解决迫在眉捷的问题

以建设，更新改造泵站须报水利部门备案，完善

在目前情况下，需要对机电泵站建设改造

各项档案，避免工程重复建设。另外，工程完成

采取集中投入的措施，通过各种渠道，集中比较

后要加大资金审计力度，公示工程建设和资金使

多的资金，在一段期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泵站

用情况，充分发挥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率。对于泵

的突出问题，延长其使用寿命期。

站施工，则要由有水利施工资质的单位实施。

Ｉ）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要切实落实中央一号

３．３加强技术培训。提高服务水平

文件“建立稳定增长的支农资金渠道”规定，建议

针对泵站管理人才缺乏的现状，要采取有

中央、省财政要象解决灌区改造、农村安全饮水

效措施，提高人员报酬，吸引大专院校的毕业生

和农村道路等问题一样，从财政经费中设立机电

到机电排灌一线去从事该项工作。对现有职工

泵站更新改造的专项经费；市财政要从财政经

则要进行业务培训，以提高工作水平和效率。

费、土地出让金等经费中，每年列支一定经费用

省、市、县三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完善机

于泵站改造，其中至少要拿出５０万元用于购置机

电提灌管理机构，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排灌

电泵站检测设备和县乡机电泵站技术人员培训；

泵站比较多的乡镇，也应设立专管机构，配备

县（区）财政每年要拿出上级补助资金的１０％用于

专管人员。为了提高服务水平，县（区）可设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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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祝：农村机电泵站存在问题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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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排灌服务公司，成立泵站检修安装专业

全生产措施，泵站操作人员要实行持证上岗，

队，负责全县泵站循环维护检测服务，帮助解决

对机泵设备实行定期（１年或２年）检查审验，确

技术难关。而水利站要设立机电员，具体泵站要

保安全运行；二是建立泵站建设许可制度，新

安排固定机工。

建泵站必须按水利部门的统一规划实施，改造

水利部门要对县、乡泵站从业人员、泵站管

泵站则要报水利部门备案；三是实行上岗证制

理机工以及个体经营户进行培训力度。在每年农

度，在对泵站建设、运行和管理等广大机电泵

灌之前，组织对泵站的值班机电工、管放水员进

站从业人员进行培训的基础上，发给上岗资格

行一次泵站运行、常见故障排除等内容的短期技

证书，只有持证人员才能进行泵站的管理与操

术培训；在每年灌溉结束后，对泵站运行管理人

作；四是建立保险制度，鼓励各地对机电泵站

员进行泵站日常维护等知识培训。

进行保险，减少机电泵站的损失。

３．４明晰权属。强化责任。切实加强管理

要采取综合措施，加大对盗窃水利机电设

采取多种灵活经营方式，进一步明确产权

备的打击力度，一经破案，对犯罪嫌疑人在现有

关系，将产权进行划分，明晰产权归属。对上级

法律条文上从重处理。还要进一步对经营者和村

补助资金超过７０％以上的泵站，要明确产权为国

民进行政策、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教

家所有，并配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机构。在此过

育。教育经营者依法经营，自觉履行协议，及时

程中始终要把责、权、利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充

灌水，不得少开机、少灌水。同时也要教育广大

分体现谁受益谁负担，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

农户按时缴纳水费。

在确定管理主体时要因地制宜，可以将跨村

严格执行定价制度，各地物价、水利部门

泵站由乡水利站统一管理。对于村内泵站，可以

要通力合作，根据《江苏省机电排灌水费管理办

通过改制的方式，将泵站承包给个人经营。可由

法》，按机电泵站运行管理的六项成本确定合理

村组代管，但必须明确具体负责人员。无论是谁

的水费，并规范水费的收取方法，公示水费的用

管理，最终都要将责任落实到个人，水利服务部

途，增加透明度。对于不能按成本收费的泵站，各

门都要担负起技术支撑作用。可由各乡镇政府牵

级地方财政应给予补贴，并纳入财政预算，以维

头，以合同的形式，定人员、定任务、定费用、定

持泵站运行管理的良性循环，这也是防止工程老

报酬、定奖赔，向各站下达当年管理目标，考核实

化的根本的出路。

绩与管理责任报酬挂钩，实行奖励与赔偿相结合
的办法，提高泵站管理水平和工程效益。
管理经费要本着“谁受益、谁使用、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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