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政办 (·C21)5J号

邓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邓州市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管护办法

(试行 )的通知

备乡焕人民政府 衡区办膂处 市玖府有关鄣门:

《邓”l市农田水利工翟浚庵管护办溶 (斌行》 已经市政府同

痣 现印炭给你们,谛鳍合实际认央贯彻落实。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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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州

"f农

Ⅲ水利I卩Ⅰ设施竹扩办法
(试行 )

第-扛 总 贝刂

襞-条 农田水利工f=设施僭护是农业 农柑童要的公益性

工程浚旌,为保护农田水利工程设施楚谡成柔 改变￠童建轻瞥
″

砚状 加强建后管理和荞护,做到建管并重,确猓各类农田水利

工程谡旌正赞运行,将续炭挥皴益,按熙 《河H,省 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亍●lu镊 商标准农田建诙打追全国熏要粮食生产椽心区的实施

意见》〈薮政办 ∞ ⒛ )I4章 〉 《河南饣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强农田水利设施眢护工作的指尊意见》【龈改办 (2021)⒓ 烹〉

辑文件特神,绪合莪市实际,特蒯定苯办基,

笫二条 农田水利工翟焚施管护是指对 2011苹 以来全市俊

用各级财政资奋建威的农田水利工程汲施 〈包括机电井 冢站

塘垭 (坝〉 漆雒茱遒 飧水曾道 节水谡掩 放田掩配电 生产

桥 涵洞 田问遒路 农田林网黯〉的管理 缱蝥 荞护,馊芙

倮特工程约捩计功能。

箅三袭 农田水利工程讶施懵护工作捩璩
°
谁傻用 碹管护

”

`ˉ
 ~''

和人民群众多方鲞与9t夹楚头熹共治失管格局

鬓健全组织颐导 配强管护人

蛰 确保曾护工作猜细弛 臀态

打遭市乡村三级联动 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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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膂护主体和职责

笫四条 农田水利工程琰施管护实行市乡村三级负贵蒯,蔑

立村镎护 乡潍鳖 市监蟹的管护体系 市跤府对查市农田水利

工翟菠施鳖护工作负怂贵 成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管护中心,负

责奎市农田水利工翟谡施铨护的组级协调 监膂揩导和揸查考核

等工作 同时,霭化对顼目施工的监隹管理 严格顼目琏设槔准,

夯实工程质童蕃o。l,并夺促各建汲主僭鄯门在顼目蠖工黢牧后及

时与所准乡瘘办理工程设施产杈移交嬖记手续,交接工椹档裹备

份燹料,彻底厘将产杈归确

橥五茶 顼汩所在地乡筷人民政府 (含办蔡处筹,下同〉承

钽本乡镦农田水利工程谡施嗲护的属地贵任 要俐定乡级农田冰

利工程设掩管护制度,并绪合农●L水价缘合改攀工作,由 备乡臻

农民用水者协会分会明礴⒊5名 专取工作人员,灰贵对瘩区内农

田冰利工程浚掩进行定期芥护 应尽抢馕和日常梅碜工作 同时,

萑与顼目建谈主睁部门办理工程诙施产权穰交登记孚续后,及时

同皆护实施主体 (村级缎级或新型经菅圭体簟)鳌订曾护协议和

目标贵任书,明确蓍护贵任和目标

未楚立农民用水者协蓊分含的乡铗,可先威立农田水利工程

fx施管护站承担管护工作,待乡瑛农民用水者协舍分杳威立后及

时移交膂护职责

笫六荼 村级农民月水者协会〈末成立的暂由+|党 支部负责)

承钽各村农口水利工程竣施蟹理 馊用和管护的苴接贵任,落实
“井长责任劁△ 由村级农民月水耆协套会长 〈葳村党夷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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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本村井长,负贵协谰解决农田冰利工准诙施馊用和管护中的矛

盾和问蔑 加强对管护人员约管理揩导 同时,每村应根樨农田

水利工徨烫施数I,配莓至少 2名 管护员,村级管护员应肩劳动

能力 避纪守法 热心公益守业,募餐农业汲施 智艴手机操作

带识。肘级睁护员可以从本村砚有公益岗隹 村级月水展务站水

管员 元取蔸员 村干部中犹垅,人员礴定后,由村民委员杳报

乡篱政府统-审核 再报市农田水利工程诙庵管护中心备蔑。无

特殊僚况,不得随慈烫换 削碱管护人员

笫七条 已规摸搅转趵耕地 由取得土地经啻权的家庭农坜

专JL合作社筹蕲型农业经菅主体同所在乡蘩人民敢府签订管护协

议和目标贵任书,负责承包⊥地魈阈内曲农田水利工程梭施的鳗

碜 芥护和管理工作

笫八黎 国网邓州市狭电公司要奎面加蕙对农田水利谁灞用

电南压谡施的铨护 白觉接受各级改府 村民自治9a级和群众0,

监怪,并蔑立定期巡查劁度,安排专人做妤日常管护,及时对发

砚约各类商压谖施问晟谶行维碜 确僳农田水利涔溉工程圾施正

带狭电 穗定运行

第九条 乡 村两级管护莒体要认实落实农田水利工程设施

膂护和缧修取贲,同 时加大法律法规和相*焖皮的宣传力度,臂

廷浓厍抵囿,弓 导广人群众珍惜爱护农田水利工徨谖施 因机槭

作业咸人为故痣损坏的,按照 '榷癜坏 诱恢攵
”的原则,由村

级管护圭体贵威损坏者子以修焚或缴缃缭碜费用 并逯级上报播

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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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伫护拾施

镣+蓊 裉椐商标准农田芙别和建浚时间,分类扌理 精准

啻护 由村级鬻护员 乡镇农民用水耆协会分会 〈域管护站〉和

市农田水利工翟设掩管护中心共同开屐臂护工作 在质保娴内

发砚质重问趣咸运行故陴的,村级营护员 乡唤农民用水蓍协会

分舍 (域笤护站)和市农田水利工程捩掘曾护中心拘有权狂促施

工孳位及时揸碜 整馕;质倮期满后,山觇敬陴崴损毁的,由 乡

铋农民用水者协舍分会 (域曹护站〉负贵箨修 现场测弊维碜工

程重及缑修燮用,党成碜缮或改道作业,并报市农田水利工穆波

施笤护中心鋈案

笫十-条 村级僭护员要经带惟地对本村芮标准农田进行巡

奎 巡查菏动纳入监管,平时每月不少于 2火,农忙时瑚每天至

少巡查 l次 并及时壤写巡荃记永裘,对巡查发砚的谡施墩坏

功能降碍及荽全隐忠问埂及时嗵过村级啻护组织向乡矮农民用水

常协含分会 (或留护站〉掖惨 乡镂农民用水耆协会分会 〈威管

护站〉每半卑向市农曰水利工程竣施鬻护中心报送 1火辖区内农

田水利工穆捩施曾护恃况 市农田冰利工程被施啻护中心每隼对

备乡焕农田水利工翟谈施管护倚况撞查 1X,搔查绪果将作为阜

废邋励奖励依据

燹+二紊 农田水利新琏顼目耍谈立标璀化公示牌 对农●9

冰利特定工程诙备 〈机电井 泵玷婵)的馊用方落 皙护标准

管护人员 蘖碜热线等信忠进行公示 每个机电井都要建立包含

编号 设计揩标 愎用方泫 运援记录准内的档案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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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十三黎 乡瑛农民用水耆协会分会 (威睁护站)村级营护

纽织通过日常监管愤况和耩众厦映肉问掇 及时臃决工程设施 ·n

嶷 要严格落实
°B710” 工作制废,·峻 觇的各类问捶要在 1天

内进行寅排部署 其中-放悭问捶,要求 3天 内快遽雒除诙陴,

解决到位;对蜇元泫解决的疑榷问翅,要儆妤解榉说明,并萑 7

天内獬决;对莎及群众生命财产安查的聋大问翅威因英他塬因元

法及时处理的复絷问翅,要第一时问赶赴砚场进行处里并确保 1

个月内落实解浃。

缭+四条 凡是准奎市农曰本不刂工椹区蠛内邈行修路 开沟

挖渠篾施工内容的工程建谈顼目 施工单位在施工避场前,必须

到乡蘩荻民用水者协会分舍 〈或管护玷)盔案,捷侠施工图纸,

并同施工涉仄的落村逃行业蓊对按 施工过程中,由村蹶瞥护组

级掀山专人进行监管,硇保农田水利工程区槭内的浚施不受损毁。

第四≡ 保陴机制

笫+五紊 市政府加镊对农田水剃工程诙施管护工作的领

导 定期听粟工作汇报,协谰解决管护工作存在的闩趑,挨照θ

元/亩的标准足撅落实管护资奋,纳人阜度财政预弊 市旗业农村

发改 本利 财废等鞔门要立足自身取能,全力摧动农田水利工

稹设施管护工作 市农田水利工程诶施曾护中心和各乡焕农民用

冰者t0会分含〈咸管护站〉耍i9嚷对管护 雏修人员00培训抬定

合理谒配资蹰力童,及时发现工作中存萑的·l嶷 髓出工作楚议

促进管护工作科学商级

笫+六条 各乡噢要充分绪合农|L水价缘合改萃工作,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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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亩的埘改管护资奎蕃础⊥,严格桉照￠
财政伞-春 水攒收-

焦
″
的办法统嬖摔决管护资全,谡立农田水利工翟谈施管护缂碜

专项欺户,专嶷专月。摈改策依规收取的
〃
水费△ 在夷付电攒等

臧本后,应纳入农田水利工程浚施管护维修专顼ll户  用于缪糁

农田冰利工揎谖施 (酴商压茨施〉 购里简易箨碜工央和运行裣铡

浚餐 榷进管护信忠化蔑茨 支付管护人员补助等,每隼废绪余

铘分要转为下-牟度管护运鲮蕃全。烫查不足揶分,由 答乡繁予

以补齐。同时,莰励社舍捃助 引入商业保险黧多种肜式,拓觉

商标璀农田工翟浚庵管护资餐的簿资栗遭,

工瑕谡施 〈特别是机电井簧瀵溉设施)承炮绔个人域笫三方

札枸
“
水费

”
也曲英收取的 备乡唤,9府 村级纽级应与承包方

鋈订管护协议和目标责任书 要求其负贵对承包崦豳内的工程浚

施进行管护,硇倮诙施克妤能用 并加蕙曾理,F。 照薰度对英镎

护畸况进行捡查,对于管护不到位的可取消其承包燹格。

笫+七条 村鲠曾护员朴助曲落乡镶农田水利工程竣施管护

缂修专项欺户支付,-名 管护员管护耕地 I9积 应处子 2000亩

-2500亩 之间 〈摄小留护面积不符小干 1500亩 ),芙 中管护肼地

面积大子 2000亩的 〈舍 20∞ 亩),每人每月 2oo元 ,眢护耕地面

积小干 2000亩的,每人每月 150元 乡噢农民用水考协会分杳〈域

曾护站)耍俐定拊级管护员工作煮璩办菝,加强村级管护炅的管

理,裉据日常工作开展恃况 核定工资并统一发放

笫+八茶 加大农田水利工程饮旌皙护领缄问捶的壅处力

废 珈镊审计,严褡蓝茁,儆到技术指标和牦材使用双公开,对

-7—



砧掖日领 以玖充妤 旌支超支黧违纪迄法行为严肃查处。严厉

打亩农田水利工椹捩施留护皈姨遵法行为 对故痣锒坏 损襞农

田水利工程诞施,寻峰滋扌 la夸眢护ェ作正黹开展的纽织和个

人,移交司法机关侬渚严肃处理。

箅五橐 监揖撖励

笫+九嚣 雕众评狁 市荻田水利工程浚旌留护中心要加大

回访力痰 对放施噔护和缀碜服奔质Ι琏行评lrf,评祈鳍栗作为

备乡焕农民月水者协会分含 〈咸管护站)考核依据

笫二十黎 澉励奖劢 市陵府将答乡铗农田水Tl工程竣施管

护恬况作为每年渡乡村振兴战略实致的-顼羹要内客进行莨橡,

专核绪屎作为安排顼目 评先树铳的童巽依椐,由 市埘政屙 农

●L农村局联合每牟对各乡镶农日水剃工程浚掩管护工作啼况逃行

撞查讦比并排名,对鬻护工作有力 设施保存良妤的单位由市财

政子以适当奖励,

第六≡ 附 则

笫二+=荼 本办法自下炭之日起实施,媛 中失邓州市蘩农村

工作橛导小组办公窒关子印发邓州市商标璀农田诙施管护办法

〈试行〉的通舯 0阝农飒办大 (⒛⒛)7号〉同时废止

第二+二黍 本办法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贵觯释。

‖\△∷‖  l!∶  /丨△lI|Ⅱ

抄蒸,市委备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体办公室

邓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宣 20zl车 l1月 23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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