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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县政府紧紧抓住节水增产重点县建设的有
利契机，把节水灌溉作为一项重点１：作，摆上位
置，纳人日程，以两个战略升级为切人点，统一
思想，加强领导。一是认识上的战略升级。通
过不同层次的座谈讨论，借助不同作物的效益对
比，澄清了部分干部群众的模糊认识，使大家一
致感到，发展节水灌溉是战胜旱魔的最佳途径，
也是发展农业，提高作物品质，乃至农业结构战
略性调整的最佳选择。二是职责上的战略升级。
把节水灌溉作为农业产业升级，提质提效的重要
手段，不认真抓不行，抓不好，抓不到位不行，
因此他们实行县委、县政府一把手亲自抓。实施
主管领导“一条龙”责任制，县乡村层层有人抓
此项ｌ：作．形成了一级抓一级，一级促一级的全
方位的１ｉ作保障体系。
１．２全面规划。科学发展
本着“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分期开发、注
重实效”的原则，从全局和长远着眼．组织技术
骨于深入乡村，对全县土壤类型、地形、地貌、
水资源、农业气象及农业生产结构和社会经济承
受能力等情况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获取了大量翔
实的基础数据。有了第一手资料，他们在省水利
科研所专家的指导下，制定出科学的规划、设计
方案，并反复论证、修改．使方案最优化。同
时突出“开发与保护并重、开源与节流并重、建
设与管理并重”的指导思想，明确了今后一个时
期的主攻方向，计划到２０ｌｏ年，全县水浇地面积
达到１５ ３万ｈｍ２，占耕地面积的７８％，初步实现
农业水利化。按照科学的规划和构想，确立了
“小区”、“连片”、重点经济作物为主攻方向，以重
点的深人、效益的吸引拉动节灌］：作的开展。
１．３以点带面。稳步发展
为了稳步推进，循序渐进，他们坚持以点带
砥，厢高标准、有说服力和具有辐射力的典型牵
动全局。在典型培育中，力求“三位一体”（即通过
优化结构显效能．选优品种挖效能，辐射带动出效
能），多轮驱动，充分释放节水灌溉功能。１９９６
年，通过培养中心自由村、依龙公平村等５个典
型，着力完善提高、发挥效益，使干部群众对节
水灌溉有了深刻认识，为１９９７年全县大面积推广
打下ｒ坚实的基础。１９９７和１９９８两年，又在种植
结构和高产攻关上培育典型，向阳自由村喷灌小
麦产量高达６ ｏｏｏｋｇ，ｈｍ２，增产１６７％，新兴爱民
村甜菜产量高达７５ｔ，ｈｍ２以上，增产１５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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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身村亚麻产量高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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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ｍ２，增产６７％。通

过不同作物的试验、示范，带动了全县种植结构
的调整和多种作物的大面积高产稳产。
１．４规范服务，促进发展
在节水灌溉推广工作中，坚持“纵深发展、
服务先行”的服务理念，积极探索并实施了一系
列增强服务功能的新举措。一是依托服务项目搞
服务。１９９７年，他们针对发展节水灌溉需要大量
深水井管的实际，在充分搞好市场需求预测的基
础上，由县水务局与阳春、新兴两乡采取城乡联
手的方式，投资２２０万元，建成年产并管２００００ｍ
的依水井管有限公司。这个项目生产工艺先进，
生产出来的水泥井管品质精良，完全达到了国家
和省提出的质量要求，填补了省内空白，也结束
了陔县钢管打井的历史，同时，每米井管比外进
铁管节约资金１００元左右，五年共节约扣’井投资
５００多万元。１９９８年．水利物资公司又筹资ｌＯＯ
万元上马了喷灌设备厂，生产铝合金移动管道式
喷灌系统，不但满足了全县对喷灌设备的需求，
而日．每套设备比外购节省资金近ｌ万元，５年共为
农民群众节省资金４００多万元。二是形成体系搞
服务。发展节水灌溉必须有良好的服务予以保
障。为此，他们建立了五个服务体系。即规划设

计服务体系——由水务局勘测设计队负责节水灌
溉规划、设计等项工作；打井Ｊ：程服务体系——
由水利一ｒ：程公司负责电测、成井等全程工作；物

资供应服务体系——由水利物资公司负责配套供
应工作；设备安装服务体系——由水利农村自来
水公司负责设备安装调试工作；技术培训服务体

系——由水务局农田股负责乡村技术人员培训工
作。五大服务体系的建立，保证了节水灌溉工作
的有序进行。
１．５精细指导。推进发展
实践证明，发展节水灌溉是干旱地区夺取农
业增产增收的有效途径。只有采取科学的运营方
法，才能达到增产增效的目的。１９９６年，该县依
龙镇新上了喷灌设备，由于在生产中不能准确把
握喷灌时间和喷灌次数，浪费严重，提高了生产
成本，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为此，他们认
真总结经验教训，把强化技术指导作为提高经济
效益的主攻方向。１９９７年，根据历年作物生育期
天然降雨进行了经验频率分析，按照作物生育期
的需水量，确定灌溉定额，制定了《黑龙江省依
安县喷灌小麦、大豆、甜菜生产技术规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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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为四句话，即：严格品种、伏秋整地、合理播

理，由只管理技术服务，向全程质量效益上的转

期、科学用水。严格品种，就是选用抗逆性强、

变。在资产管理上，力求保值增值，每年按设施原

增产效果好的新品种；伏秋整地，就是进行伏秋

值的５％和配套设施的１０％提取折旧费，按抗旱设

整地．达到待播状态，并结合整地夹施农家肥和

施原值的４％提取修理赞；具体运行管理上，实

化肥作底肥；合理播期，就是根据作物生物习

行“六定”，即定人员、定成本、定标准、定时

性，确定合理的播种时限，使作物种在腋窝上，

限、定责任、定产量；在组织管理上，成立设施管

便于早生快发；科学用水，就是根据作物生育期

理领导小组，监督抗旱设施的各项管理工作。

需水规律和生育期间的降水情况．适时适量喷

１．７加大投入．快速发展

灌，力求喷在最佳需水期。此外，为了提高设备

发展节水灌溉，保证投入是关键。只有资会

的有效利用率，他们对一眼井喷灌两种作物进行

足额及时到位才能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只有足

了积极尝试，将小麦合理喷灌时间提前５天，与

额的运行费用才能使节灌工程充分发挥应有效

大豆共用一套喷灌设备，获取了较大成功，使单

益。建立良好的投人机制是节水灌溉事业发展的

井控制面积达到３３．４ ｈｍ２。由于强化技术指导。

重要环节。通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他们坚持

坚持科学用水，大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Ｉ

９９９

“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建立丁以

年，小麦、大豆、甜菜平均单产分别超过３００妇、

农民投人为主，国家贷款为辅，财政投入为补充

２５０

ｋｇ，与未喷灌的同样作物相比，提

的多元投人机制。一是充分调动农民的投入积极

高了５０％、６７％和ｌｏｏ％，呈现明显的增产效果。

性。广泛向农民宣传节水灌溉的优点和作用，通

１．６强化管理，持续发展

过采取降低打井费用等办法，实行政策倾斜，激

ｋｇ和５

０００

在节灌的运营和管理上，他们创造了四种形

发农民的投资热情，鼓励农民独资或合资发展节

式。一是联户经营。即以井为单位，受益农户

水灌溉，使农民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近５年

共同租赁使用集体的喷灌设施．费用南受益农户

来，农户投入资金近４ ｏｏｏ万元，共打井５１７眼。

共同承担，并且每年向村集体交纳租赁费；二是

二是争取国家扶持。对国投资金用３—５年的时间

个人承包。即由集体把喷灌设施包给懂技术的农

收回，再投入新的节水灌溉建设中，滚动使用，

户经营，集体负责协调地块，监督喷灌质量和收

扩大扶持范围，提高使用效果。ｊ是积极落实县

费价格，并收取承包或租赁费；租赁公开价格，

乡匹配资金。通过财政拨款、职工支农储蓄等办

竞价转包，时问ｌ一３年不等。三是井地捆包。即

法，保证县乡匹配资金足额到位。四是筹集水利

对喷灌控制区是机动地的，把喷灌设施和机动地

建设基金。按国发【１９９７】７号文件规定和省里的实

捆在一起，同时对外发包，喷灌设施连同其控制

施意见．依法筹集水利建设基金，对筹集到的节

地一闻由承包者经营，在正常收取土地承包费的

水灌溉建设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帐凋配，严格

基础上，同时加收喷灌设施承包费；四是股份合

管理．不挪作它用。“九五”期间，全县共投入节

作。即按照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有关规定，由各出

水灌溉资金５ １５８万元，其中群众自筹３ ９７２万

资人共同出资组建起股份合作制经营实体——抗

元，国家、省、县投资ｌ １８６万元。通过几年的精

旱服务队，其股权设置依据投资主体分为国家

心运作，充分认识了节灌设施的增产潜力．农民

般、集体股和个人股．年终按股本比例分红。在

投入的积极性高涨，加快了节水灌溉的发展。

这四种模式中，井地捆包和股份合作这两种模式
采用较多，而且成效显著。例如：ｊ三兴镇有两个
村的５眼井实行井地捆包，每眼井控制的２６

７ ｈｍ２

２

基本经验
通过５年的精心运作，他们总结出如下儿条

耕地每年可增收承包费３．２万元主要用于偿还贷款

经验：

及喷灌设施折旧。中心镇５个村３３眼井实行股份

２．１科学规划．是搞好节水灌溉的前提

合作＋运行效果也很好。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

改革落后的农田灌溉方法，推广先进的节水

着力改变过去那种重投入、轻管理，重社会效

灌溉技术，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保证农业乃

益、轻经济效益的管理方法，制定了《依安县抗

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节水灌

旱设施管理办法》，在资产、运行、组织的管理

溉的科学性和技术性较强，从事此项工作既要有

上，基本实现了由粗放向集约，由重投入向重管

现代产业意识，又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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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必要的技术规范，熟悉工程所需耍的各类设

在节水灌溉工作上，领导到位固然主要，但

施的性能，具备以上几点，规划才能具有科学

因其是系统工程，涉及财政、银行、石油、电

性，才能适应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减少运行过程

业、农业等诸多部门，单靠政府很难完成，必须

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使这项基础设施具有更高的

有各涉农部门的密切配合。今年干旱严重时期，

利用效率和更长的使用寿命，从而满足农业可持

县政俯及时协调电价，下降近０．４元，降低了节灌

续发展的需要。他们规划的新屯小区、向前、中

成本，各地全天候合闸灌溉，不然的话，由于干

心、三兴环形喷灌带，都注意了既有辐射，又有

旱时间长，面积大仅电价～项群众就无法接受。

宣传意义的问题，因而使规划达到了预期目的。

３存在的问题

２．２水利与农艺的有机结合，是搞好节水灌溉的

依安县在发展节水灌溉方面取得了成效，农

必要条件
作物产量和质量取决于品种、土壤、水分、

民确实得到了实惠。但在几年的实践中也体会到

气温等诸多因素，水分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因

下列问题仍制约着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其灌溉成本较高，所以必须加强与农艺的结合，

１）土地分散经营与集中灌溉之间的矛盾；

使其成为完美的整体。该县中心自由村、向前新

２）高额的电费使运行成本提高，影响农民

合村采用大田节灌措施，水利与农艺结合，就体

的使用积极性；

现了效果．也打破了节灌不能用于大田的误区。

３）喷灌设备质量和运行可靠性有待提高；

２．３规范运作、严细管理．是获取效益的关键

４）在大量提取地下水的同时，应注意地表
水源工程建设，在小水库、塘坝、坑泡建设上增

运行取得好的效益是最终目的。效益从哪里
出？应该说它离不开科学的种植、灌溉。离不开

加必要的投入；
５）增加对干旱地区节水灌溉资金的投入。

日常精打细算的科学管理。该县的节水灌溉之所
以取得如此可ｊ｜！Ｉ！的效益，是和他们编制的《灌溉
规程》和出台的《设施管理办法》分不开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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