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卷摇 第 1 期

中

2009 年摇 摇 2 月

国

发

展

China Development

Vol. 9摇 No. 1
Feb. 摇 2009

1

国家粮食核心产区的保护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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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该文通过对东北地区的调研,提出了建设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的构想。 黑龙江省是中国重要的粮食
生产基地,农业基础雄厚,拥有大量的耕地后备资源以及现代农业基础,具备了高标准增加粮食产量的潜力。 在世
界粮价日趋增长的阶段,加大对黑龙江地区的农业扶持,建立国家粮食核心产区,对中国保障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以
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 黑龙江省目前土地整理标准低、种粮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制约了黑龙江省
成为中国粮食核心产区的进程。 作者提出了黑龙江粮食核心产区保护与建设工程,以及加快农民增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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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摇 建设国家粮食核心产区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 30 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中国千

年来的粮食生产格局,传统粮食产区已不能为中国
提供足够的商品粮。 自去年开始的全球粮价上涨,
为中国 又 一 次 敲 响 了 粮 食 安 全 的 警 钟, 据 中 国
《2006-2020 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到 2020 年,中
国耕地保有量仅为 18. 05 亿亩。 怎样在耕地不断减

400 斤的消费标准,黑龙江全省年产粮食可以满足 2

亿人口的粮食需求,除了本省内部人口消费,可以外
调的商品粮,能够满足全国按人口排序前 100 名的
所有城市人口( 不含郊区) 总和的口粮。 如果考虑
到通过开发整理增加 10% 耕地面积带来的增产量,
全省包括农垦系统总共可增加 100 亿斤的粮食生产

能力。 在原有基础上可以多解决中国香港、澳门、宁
夏、青海、西藏五地的吃饭问题。

少、人口不断增加、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保证国家

近年来,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加

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要保

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粮食综

证传统产区的稳产,另一方面要根据全国土地利用

合生产能力得到稳步提高。 但是由于地方差异,各

总体规划,建设国家粮食核心产区,以保证全国粮食

地粮食增产量多少不一,只有加大对粮食核心产区

的供给。

的建设与保护,才是增产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的

中国有条件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区的资源是有限

可行之路。 在东北地区遥感调查的基础上,作者通

的,需要保护与建设。 东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

过对黑龙江建三江农垦分局、红兴隆农垦分局辖下

粮输出基地,粮食的商品率和商品量,人均占有量和

的 7 个农场实地考察,提出在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

调出量,都名列全国首位。 黑龙江省是中国的粮食
主产区,保护和建设好黑龙江省粮食核心产区意义
重大。 目前,仅建三江农场,每年生产的粮食可以满
足北京、上海两大直辖市一年的口粮。 按照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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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建设国家粮食核心产区的重要性、可行性与政
策建议。

2摇 黑龙江省粮食生产能力分析
2. 1摇 农业基础与粮食生产商品率

黑龙江省是中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粮食

商品量和商品率均居全国首位,享有“ 北大仓冶 的美
誉。 从 2002 年至 2007 年,黑龙江省累计为国家提
供商品粮 1 188 亿公斤,年均商品率高达 72% ,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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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率达到 90% 。 2007 年粮食产量 793. 1 亿斤,占

耕地后备资源监测调查结果显示,国家级耕地后备

18 131 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 16 482 万

源大于 200 公顷,可复垦耕地后备资源大于 66. 7 公

全 国 的 8 % ,2 0 0 8 年 黑 龙 江 省 农 作 物 播 种 面 积

资源达 26. 1 万公顷( 单片规模可开垦耕地后备资

亩。

顷) ,数量较多、质量较好、分布相对集中,耕地后备

农业基础设施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中所
必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农业生产的前提,是
顺利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重要保证,包括电力和电
讯设施、道路和交通设施、水利和用水设施、文教卫
生与体育设施等。 它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
民生产生活改善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重要内容。 可以说,农业基础设施是决定一
个地区农业状况的重要因素。 黑龙江省不仅有良好
的农业基础设施和丰富的耕地资源,还有自然环境
优势、土地规模经营优势和产权制度优势,形成了产
能优势和效率优势为一体的高标准土地利用水平,
具备了持续创新的能力。
2. 2摇 耕地资源与粮食增产潜力

黑龙江省耕地 17 757. 5 万亩,占全国耕地总面

积的十分之一,耕地总量居全国第一位;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达 15 240 万亩,保护率达到 85. 5% ;人均耕
地 4. 6 亩,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3. 1 倍。 粮食增产潜
力是指通过大面积机械化作业和规模经营,利用当
地适于农作物生长的相匹配的水热条件,进行水利

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水平居全国前列。

建三江农垦分局现有后备资源未利用地 31. 6

万公顷,经土地适宜性评价,其中宜农地 4. 8 万公
顷,占 15. 4% ;宜林地 3. 2 万公顷,占 10% ;宜牧地

5. 3 万公顷,占 16. 8% ;暂不适宜利用土地 18. 3 万
公顷,占 57. 8% 。 根据集中连片、经济合理、技术可
行的原则,对宜农地按 60% 开发利用,即可增加耕
地 2. 9 万公顷。 充分发挥优势,现有耕地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还能提高。

3摇 建立国家粮食核心产区面临的问题
3. 1摇 黑土地区质量下降与土地整理标准低

目前黑土地区 87. 82% 以上土壤有机质都出现

不同 程 度 的 下 降, 其 中 降 低 20g / kg 以 上 的 达 到

40% 以上,降低 10g / kg 以上的达到 55% 以上。 南
部地区有机质主要降低在 10g / kg 以内,北部地区平
均降低幅度在 20g / kg 以上。 这种大面积降低,一方

面受气候变暖、黑土开垦后短期的影响,同时也是该
地区不重视有机肥施用的必然结果。

工程建设、土地整理、中低产田改造等措施,改善农

土地整理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根据土地利用总

业基础设施条件,较大的提高了粮食单产和总产从

体规划与土地整理专项规划,对田、水、路、林、村等

而所能达到的生产粮食的能力。 黑龙江省耕地集中

实行综合整治,调整土地关系,改善土地利用结构和

分布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地势平坦,集中连片,

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可利用土地面积和有效耕地面

仅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分局就有耕地 1 000 万亩,

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的活动。 黑龙江省,特

15 个大中型国有农场,2007 年粮豆总产 82 亿斤,占

很好的效果。 经过对已完成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

从 2007 年粮食产量看,由于旱灾和种植结构调

地开发整理项目的实地考察,发现在土地开发整理

时,农垦系统却增产 10% ,足见粮食生产保障能力

际建设需求不匹配等问题。 由于土地整理没有达到

人均耕地 40 亩,人均年生产粮食 4 万斤。 分局下辖

别是三江平原地区,土地整理示范工程已经取得了

全省总产的 1 / 10。

区、正在建设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区和待建设的土

整造成黑龙江市县部分粮食减产 4. 8% ,而与此同

整理中存在建设标准低、国家投资经费与项目区实

还有提高的余地。 以建三江为例,目前现有耕地通

预期的目标,对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造成了一定的

过优化种植业结构、土地整理提高田地标准、坚持科

影响,所以需要提高土地整理的标准。

技创新和规模经营,粮食产量可以突破 100 亿斤,比

3. 2摇 农户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提高了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将 5% 的灾害损失变为

加了一个月的生长期和 200益 的积温, 米质很 好。

2. 3摇 后备资源与增加耕地潜力

同时,东北的大米,在质量上并不比日本大米差,而

2007 年多增加 18 亿斤粮食。 如果黑龙江全省市县
稳产,就有 30 亿斤的生产潜力。

黑龙江省耕地后备资源相对丰富,根据 2006 年

东北水稻一年一季,同时采用温室育秧技术增

这样的优质粳米,与南方籼米在价格上相差不大。
日本的大米在国内的超市却能卖到几十元一斤。 只

杨邦杰等:国家粮食核心产区的保护与建设

3

有适当提高优质粮食的价格,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才

上,需要进一步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能够得到保证。 虽然现在国家从多个方面给了农民

4. 1摇 高标准土地开发整理,优先保护和建设集中连

补贴,但是通过农民们算的一笔细账中可以发现,虽

片的优质耕地

然每亩地补贴增加了 58 元,而与生产成本增加相

摇 摇 土地整理的历史有千年之久,现有的土地整理,

对黑龙江省某些地区的农户进行调查,发现当

建设过程中,要进行高标准的土地整理,通过对田水

地农场职工的生活条件和住房条件改善缓慢,农场

路林村的综合治理,调整农地结构,完善田间水利设

职工租种农场土地,每公顷纯收入只有 3 000 元左

施,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使耕地具备高产

右,究其原因主要是农场的职工不但要向农场上交

稳产的能力。 同时要把集中连片的优质耕地划入永

相当数量租金,更重要的是部分农场的收入再分配

久基本农田,加以保护和持续建设。

比,农民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实惠。

对中国保障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作用不容小覻。 在

到农场再生产环节上的资金很少,农场职工的生产

对于土地后备资源的开发,要坚持在保护生态

后劲得不到有效保证。 长久以来,农户的收入提高

环境的前提下,进行高标准的开发与建设,以达到高

缓慢,影响种粮的积极性。

效率利用,并严格进行监护与后期评价,严格限制无

4摇 国家粮食核心产区保护与建设工程

序的荒地( 特别是湿地) 开发。

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的生产能力研究表明:东
北地区农用地生产能力和生产潜力巨大:理论生产
能力即远景生产能力共计 5. 8 亿吨,其中黑龙江省

4. 2摇 促进规模化经营,实现东北地区的农业现代化

根据相关专家研究结果,在中国适合发展 5 万

亩规模的农场,一般需要配套 500 马力的动力机具。
由于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

2. 8 亿吨,吉林省 1. 6 亿吨,辽宁省 1. 4 亿吨;可实

过于分散经营,因此,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经营

龙江省 8 537 万吨,吉林省 5 611 万吨,辽宁省 3 940

科技投入,用科技手段率先带动东北地区的农业现

5 630 万吨,吉林省 4 735 万吨,辽宁省 3 159 万吨。

率农业和观光农业四为一体的综合配套体系。 并为

龙江省 2 亿吨,吉林省 1. 05 亿吨,辽宁省 0. 95 亿

其次,鼓励农民采取经济合作组织的形式,对土

现生产能力即近景生产能力共计 1. 8 亿吨,其中黑

规模化。 首先,增加对粮食核心产区的保护力度与

万吨;实际生产能力共计 1. 35 亿吨,其中黑龙江省

代化,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优质农业、绿色农业、效

理论生产潜力即远景生产潜力共计 4 亿吨,其中黑

全国农业的发展提供示范。

吨;可实现生产潜力即近景生产潜力共计 4 564 万

地进行规模化经营。 达到绿色品牌、优质高效农业

宁省 781 万吨。

应用农垦系统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土地适度规

包括资源保障能力、要素投入能力、科技支撑能力和

4. 3摇 把土地整理纳入立法范畴,规范土地整理行为

吨,其中黑龙江省 2 907 万吨,吉林省 876 万吨,辽
影响东北黑土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因素主要

抗御灾害能力四个方面,要素投入能力对粮食生产

的持续发展的目的,并在全国其他地方,充分推广和
模经营方面的做法。
在中国,对工程技术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有

的影响最大,依次为科技支撑能力、抗御灾害能力和

效防治土地退化、国土流失。 长久以来,土地整理希

资源保障能力。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该在全国

望能够坚持土地质量与数量并重,但在进行工程建

主要粮食生产区域,重点保护和建设核心生产基地。

设时,对土地和农田生态防护系统以及林网建设等

率先在东北黑龙江建设示范区,以带动全国各地,并

一直没有统一的法律约束,制约着土地整理的发展。

纳入新一轮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

所以我们要借鉴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建

划。 在粮食核心产区实现机械化作业、模式化栽培、

立与土地开发整理有关的法规和条例,从法律上规

规模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产业化发展的现代生产方

范土地开发整理工作,同时把新开发整理耕地的保

式,努力引导农户的家庭生产承包步入现代农业的

护问题加以重点研究。 通过法律的形式对土地整理

发展轨道,积极推进农业增长方式和发展机制的转

的对象、标准、权属重划、投入来源、利益分配、后期

变,大幅度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为实现这一

保护等给予规定,以确保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全面改

目标,特别是在黑龙江粮食核心产区的保护与建设

造和建设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土地条件,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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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农区土地利用由自然形态依法全面转化为规划
形态。 为了切实保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效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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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不能按地补贴,而是要直接补贴给土地的经营
人。 通过“ 普调价和激励价冶 相结合的方式,激励粮
食生产区域多产粮食,产好粮食。
黑龙江省现在的粮食商品率为 85% ,粮食调出

率为 63% ,对全国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如果
把粮食核心产区的农村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同
时高度关注生产中出现的农场上市等新的经营形
态,使农民乐于务农、安心生产,有利于农民成为粮
食核心产区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新一代生产者。
4. 5摇 产粮大县应以耕地保有量和粮食产量作为主
要政绩考核指标

摇 摇 产粮大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肩负着为国家粮

食安全作贡献的重任,而实际上普遍存在着“ 高产、
穷县、穷农民冶 的窘境,由于以 GDP 为主要考核指标
的考核体系抑制了地方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
性。 国家要粮食安全,地方政府要财力增长,农民要
生活富裕,这是需要处理好的一组矛盾关系。 不理
顺相应的利益机制,粮食安全就难有保障。
市场+政府扶持 +政绩观的调整是解决产粮大

县保持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稳定的前提条件。 运用
市场的办法提高粮食价格,以增加粮食大县的财政
收入;政府增加对农业科技、农田水利等的投入,促
进粮食生产,对粮食生产大户进行扶持,以增加粮食
生产能力;改变单纯以 GDP 为指标的干部考核体

系,而代之以分区域分类型的政绩考核标准,对粮食
主产区则考核粮食生产能力,对工业发展区则考核
经济增长,以稳定粮食大县地方政府发展粮食生产
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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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ast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latest 30 years has changed the national grain-producing

situation dominant over the past two thousand years. Today, the traditional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s cannot sup鄄

ply enough commercial grain for China.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national core grain-producing areas be established

in China after having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Heilongjiang province is an important
grain production base in China, which has a solid agricultural foundation. With plentiful reserve resources of arable

land,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s a great potential for grain prod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soaring prices of food
worldwide, it is essential to increase th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Heilongjiang to ensure the national arable land
which should be kept at the limit of no less than 120 million hectares and the food security for 1. 3 billion people in

China.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the authors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restraining factors for
Heilongjiang province to become the core grain - producing area are substandard land consolidation and sluggish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Finally, corresponding policy proposals on protect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core grain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are raised by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as well.

Key words: food security; national core grain -producing area; arable land protection; land consolidation;

Heilongjiang provi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