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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water price is the
principal approach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water waste, and water price should become a critical economic mechanism to regulate agricultural water use. The target price of agricultural water price reform is the cost of water supply, and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subsidized at
the same time. The future research emphasis of agricultural water price reform should be as follow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water pricing, the scientific adjustment of water price
subsidies, and the correct choice of water price reform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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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外的研究普遍认为，农业水价改革是解决农业用水浪费问题的主要途径，水价应该成为调节农业用
水的重要经济机制。农业水价改革的目标价格是供水成本，提价的同时应该给予适当补贴。农业水价
改革的未来研究重点应该是：农用水定价的理论依据、水价补贴的科学调整、水价改革路径的正确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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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据统计，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 2200 m3，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25%。在
我国，农业(灌溉)是用水大户，每年的用水量大约占到全国用水量的 70%左右，但农业用水的浪费现象
也非常惊人，输水和田间灌溉过程中的跑冒滴漏等浪费的水量大约接近农业用水总量的一半。理论研究
和现实实践均已表明，水价扭曲(农业水价严重偏低)是导致农业用水效率低下和水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之
一。过低的水价不仅失去了对农业节水的激励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浪费性用水。为了解决
农业水价偏低的问题，从 1965 年以来的 50 多年时间里，我国一直在倡导农业水价改革，中央及有关部
门先后下发过数十项法规和文件，然而，水价改革始终没有到位，水价扭曲和水资源浪费依然非常严重。
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农业水价需要继续改革，农业水价改革问题需要继续研究。本文拟对国内外已有
研究做一梳理，以期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鉴。

2. 农业水价改革的国际认知
世界范围内，农业水价过低被普遍认为是造成水资源过度使用的重要影响因素，改革和提高水价被
认为是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激励农业节水的重要经济手段[1]。欧共体水框架指南明确表示，水价
政策应该是鼓励用水户高效率利用水资源的有效机制[2]。当然，质疑水价机制的声音同样存在，他们认
为，由于农用水资源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特别小，导致了水价机制失灵，农户对水价变化不敏感，水价
机制无明显的节水效应[3]。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似乎都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水价安排状态，
一方面强调应该提高水价鼓励节约用水，另一方面又对农业和居民生活用水进行高额补贴，在很大程度
上抵消了提高水价对用水户节水的激励作用；全球发展中国家用于饮用水和灌溉用水补贴的估计，每年
发展中国家的补贴在 450 亿美元左右[4]。韩国从 1960 年代以来，面对越来越大的用水压力，不断调整其
国内水资源管理战略，逐渐从原来的供水管理转向用水管理，借助价格机制调节农业用水需求量，通过
提高水价、实行用水价格累进制(对超过正常用水的用水户征收更高的水费)，激励大家节约用水[4]。
Arid Dinar 的研究表明，水价是调节农业用水数量的有效工具之一；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制定激励农
业节水的水价政策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用水价调节农业用水量，激励农户采取先进措施或改变种植结
构来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培养农民的节水意识；以色列的实践表明，灌溉技术、水价、农业收益、
政府对灌溉设施和节水行为的补贴共同影响着农民的节水决策[5]。

3. 农业水价改革的国内讨论与主流导向
3.1. 农业水价改革的国内讨论
国内学者也强调水价是影响农业用水量的重要因素，建议通过建立合理的水价体系，有效调节农业
用水量[6]。我国的农业水价太低，定价原则极不合理，即远远低于供水成本，更不反映资源稀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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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价值被抛弃，导致人们节水意识淡漠，灌溉用水粗放，浪费严重。水价过低，也制约了农田水利
事业的发展，水管单位经营困难，长期靠财政补贴度日。调整和提高农业水价是一种必然趋势，建议采
用多元水价制度，适当提高农业水价，同时鼓励用水户参与农业水价改革。但是，农业水价改革可能会
导致农业成本上升，甚至因为收益下降而导致部分农民的部分农业生产放弃灌溉，影响正常农业生产，
因此，国家应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给予一定补贴，其性质与良种补贴、新技术补贴类似，应该符合国际规
则要求[7]。
吴季松、阮本清、汪恕诚等通过大量研究得出结论，水价机制应该成为农业用水管理的重要机制，
水价是影响农业用水量和用水效率的首选机制；当然，在生产实践中，受田间计量手段的限制而不能按
实际用水量收费，使得价格机制在实践中难以有效应用[8] [9] [10]。
贾绍凤、康德勇计算了农业用水(华北地区)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他们的研究结论指出，“当灌溉水
价从 0.03 元/m3 提高到 0.10 元/m3 时，节水幅度达到 50%，水资源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为 0.21；当灌溉水价
从 0.03 元/m3 提高到 0.20 元/m3 时，节水幅度达到 60%，水资源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为 0.11；当灌溉水价从
0.03 元/m3 提高到 0.30 元/m3 时，农田灌溉将全部采用节水灌溉，节水幅度达到 80%，水资源需求价格弹
性系数为 0.09”。因此，农业用水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很低，要想真正发挥农业水价激励节水的理想作
用，农业用水必须大幅度提价，例如，5 倍或 10 倍，小幅度提价没有多大的节水效应[11]。
于法稳、陈永福等也曾通过农户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内蒙古河套地区的水资源需求价格弹性做过研
究，核心问题及答案是：1.37%的受访农户表示会增加用水，25.64%的农户会减少用水，72.80%的农户
认为用水量不会变化，0.20%的农户未作回答。该项调查提出的其他数据，还从农户用水方式的改变及种
植结构的调整等角度，对农用水资源的需求价格弹性情况给出了佐证：水价调整(提高)后，57.53%的农
户选择节水灌溉，39.92%的农户仍然采用目前的灌溉方式(不进行节水灌溉)，2.54%的农户未作回答；46.77%
的农户表示会调整作物结构，53.03%的农户表示不调整作物结构，0.20%的农户未作回答，其中，在上游
地区，只有 29.79%的农户表示，水价调整之后，会调整作物结构，而 70.21%的农户则表示不进行作物结
构的调整。当然，他们的研究没有涉及农业用水的提高幅度，因此，回答起来比较模糊，没有明确的参
照系数，处于一种类似的“无知帷幕”情景，如果告知了提价幅度，用户的回答可能更可靠、更具有参
考价值[12]。
陈永幅、于法稳(2006)对内蒙古河套灌区的研究表明，灌溉费用投入在农业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农
户的蔬菜种植比重、玉米种植比重和小麦种植比重越大，农户意愿灌溉水价越低；在灌溉水价提高时，
如果农户选择调整作物结构或选择节水，农户意愿灌溉水价越高；农户实际灌溉水价与农户意愿灌溉水
价产生巨大差距的原因在于该流域的实际灌溉水价的变动幅度较小[12]。

3.2. 农业水价改革的国内主流导向
至于农业水价改革的目标方向，有人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水价改革，农业水价改革的重点应
该是：改革先行的农业水价计收方式，核实终端农业水价；建立农业用水转让机制，鼓励农业节约用水
并使其得到相应的收益，使农民的节水收益得到保障；规范水利工程的成本核算，降低农业供水成本，
建议实行“四到斗”(输水到斗、计量到斗、收费到斗、服务到斗)和“四公开”(水量指标公开、水价公
开、实际水量公开、水费账目公开)制度，解决农业供水成本不实的问题；要充分利用 WTO 规则，建立
农业供水补偿机制，在农业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制定和计算上，国家投入的资金不应该计入农业供水成
本和价格[13]。
还有人提出应该向边际成本和全成本定价过渡，同时还要考虑农民承受力分阶段改革[14]。还有研究
认为，农民对农业水价的承受能力非常有限，当农业水费占到农民年收入的 4%~6% (支出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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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投入的 10%~12%和产出的 8%~10%时，农民普遍认为水价合理或基本合理，表示基本可以接受、愿
意交纳，说明水费没有超出农民的经济和心理承受能力[15]。
两部水价制度实际上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业水价，超出水管单位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因此，实际执行
并不到位，两部水价制度实际推行有困难。建议进一步加强宣传，建立和完善农业用水群管组织，调动
农民群众力量，推广水价先进制度，同时要改进两部水价的核算，科学核算才能顺利推进[16]。
陈丹、陈菁、陈祥、褚琳琳使用计量分析模型和江苏省五岸灌区的实际数据，分析研究了农户的水
价承受能力，研究认为，农民承受能力是农业水价改革必须考虑的因素，研究区域内的农户对农业水价
改革已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很不均衡，部分低收入农户没有承受能力，是农业水价改革中应该重点考
虑的对象，现状水价与农民的总体承受能力相比，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17]。
还有研究指出，农业水价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科学的价格形成机制，走市场化与公共定价相结合的道
路。农业水价具有很强的公益性、政策性和非强制性等特点，从灌溉农户的角度构建了农业需水价格函
数，农业水价改革应该充分考虑农业的公益性和弱质特性，在实施农业水价改革的过程中，安排好应有
的政府补贴[18]。过低的水价导致节水收益抵不过节水所需要的，投资，难以激励农户采用节水措施，但
是，水价过高也不一定能够激励节水，也可能会使得其反；他们的研究还指出，机制节水最为重要，是
决定农民是否节水的关键所在，“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综合收费、阶梯计价”的综合机制对于激励农
业节水具有很好的作用。河北省张北县的水价(费)制度，效果明显，其要点是：定额内用水基准价 0.2 元
/m3，超定额用水加收阶梯水费，实现了有效节水。薛小颖(2014)通过对安徽省合肥市农业水价改革调研
建议，农业水价改革应该重点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实行分类水价和“两部制”水价(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
其中，基本水价保农业生产，计量水价鼓励农民节水[19]。

4. 农业水价改革研究述评与展望
现有研究多数认为水价是调节农业用水量的一种重要机制，提倡利用水价机制促进农业节水并指出
了水价改革的目标方向，但是，从既激励农业节水又不损害农业和农民根本利益的目的和角度考虑，“农
用水如何定价”、“农业水价如何改革”、“改革措施如何推进”、“农业和农民利益如何保障”等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尚没有根本解决。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正视我国农业水价改革的理事实践，农业水价改革研究应该着重回答三个问题：
1) 农业用水的目标价格是什么？通过回答这一问题，为农业水价改革提供理论上的“基准价”。延伸的
问题是“成本价真的科学吗”？2) 水价改革如何能够促进农业生产？水费是农业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改革水价一般意味着提高水价，这必然会增加农业成本，影响农业发展能力和农民收入，如何有效
协调这一问题？水价补贴真的好使吗？3) 如何推进农业水价改革？从现有价格到目标价格应该是一条
什么样的路径？一步到位还是今渐进式靠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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