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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水土资源复合利用促进京津冀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双赢
王洪波１ꎬ２ ꎬ郧文聚１ꎬ２ ꎬ汤怀志１ꎬ２

(１.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３５ꎻ２.国土资源部农用地质量与监控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００３５)
摘

要: 伴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加速ꎬ区域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ꎬ存在着土豪式生态

环境建设、限制农业用水、铁路公路效益降低和圈占优质耕地等倾向性问题ꎮ 任由粗放型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产业
发展ꎬ会导致谁种地和怎么种地的问题更加突出ꎬ影响区域粮食安全ꎬ迟滞水土污染的有效治理ꎬ并且导致区域经
济发展的不稳定ꎮ 该文根据区域水土资源同生态环境建设和产业发展具有系统性的原理ꎬ以水土资源复合利用及
其生态功能的涵养和挖掘为核心ꎬ提出了克服薄利多销思维惯性、确定合理适度生态建设目标、涵养和挖掘农用地
生态功能、利用城市土壤蓄积雨洪、建设半小时生活圈和实施耕园林草梯度开发等一系列保障环境与产业协调发
展的政策建议ꎮ
关键词:京津冀ꎻ水土资源ꎻ生态环境ꎻ产业发展ꎻ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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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 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 的发布ꎬ京津冀

一体化的研究持续升温ꎬ专家学者们围绕就业与人
口ꎬ都市圈与房地产ꎬ产业转移与升级ꎬ养老、休闲观

２

涵养与挖掘水土资源保障能力是京津冀

环境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关键

２.１

生态与产业在水土资源上的粗放竞争会制约

京津冀一体化进程

光与乡村旅游ꎬ港口物流、轨道交通、公路网和航空

京津冀地区的土地面积、土壤资源和水资源是

运输ꎬ财税政策与金融合作ꎬ人才培养、交流与技术

有限的ꎬ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一定面积的

转移ꎬ水资源合作和水环境保护ꎬ空气质量与雾霾治

土地、优质的农用地和足量的水资源ꎮ 各种生态环

理ꎬ城市群基础设施与综合承载能力等方面的研究

境建设ꎬ如生态城市及生态小区建设、森林生态和绿

越来越深入ꎮ 目前京津冀地区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均

地生态建设、水环境生态保护等也都离不开水土资

衡ꎬ为缓解京津地区的压力ꎬ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京

源的支撑ꎮ 如果放任生态环境建设与产业发展在平

津地区人口和产业外移至河北成为一种趋势ꎮ 同时

面上围绕土地、土壤和水进行粗放的竞争ꎬ会制约京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进程不断提速ꎬ推动京津冀高速

津冀地区环境与产业的协调发展ꎬ阻碍一体化进程ꎮ

公路网络的改造ꎬ推进便捷高效的城际铁路网建设
等工作逐步启动ꎮ 伴随着人口、产业的转移和交通

２.２

区域水土资源同生态环境建设和产业发展具

有系统性

一体化进程的加速ꎬ京津冀都市圈呼之欲出ꎬ但同时

区域土地资源、土壤资源和水资源是由该区域

也给该区域的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

的土壤圈和水圈共同决定的ꎬ相应的土壤资源和水

力ꎮ

资源又决定了生物圈的发展水平ꎮ 区域的土壤、水
和生态环境具有内在的联系ꎬ但是产业发展往往会
对区域的土壤、水和生态产生胁迫ꎬ从而出现产业发
展了而水土条件和生态环境却发生退化、乃至恶化
的状况ꎮ 基于区域土壤、水、生态和产业发展的这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１０

密切关系ꎬ科学挖掘水土资源保障能力必然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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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定级估价工作ꎮ
本文系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京津冀土地优化利用
一体化管控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 (２０１５１１０１０) 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２.３

水土资源复合利用及其生态功能的涵养与挖

掘为环境与产业双赢提供了契机
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是通过各种水土保持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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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对维持、改良和保护人类及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
自然环境条件的综合效用ꎬ包括保持和涵养水源、保

３.３

１７

铁路公路伴随着规模扩大出现了效益降低的

倾向

持和改良土壤、维持生物多样性功能、固碳供氧、净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ꎬ修高速已经多年ꎮ

化空气、防风固沙和维持环境景观 ７ 项功能ꎮ 其中ꎬ

一个经济学常识是ꎬ随着通车里程的增加ꎬ高速公路

以及减少土壤侵蚀来衡量ꎻ保持和涵养水源功能通

算ꎮ １９９７ 年日本每公里高速公路对应的汽车保有

保持和改良土壤价值通过保存土壤、减少泥沙淤积
过防洪和保护水资源来衡量ꎻ净化空气价值通过吸

收二氧化硫、吸收氟化物和降低粉尘来衡量ꎻ固碳供
氧价值通过植被吸收二氧化碳和释放氧气来衡量ꎮ
通过水土功能的复合利用ꎬ将水土保持学、生态学、
生态经济学理论综合运用ꎬ为生态与产业协调发展

建设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ꎬ即修建高速公路不再划
量达到 １.２ 万辆ꎬ韩国也有 ０.８ 万辆ꎬ美国为 ０.２ 万
辆ꎬ中国只有 ０.０６ 万辆ꎮ 到了 ２０１０ 年ꎬ中国汽车的
保有量大幅上升ꎬ每公里高速公路对应的保有量也
达到了 ０.１ 万辆ꎬ但还是倒数第一ꎮ 高铁属于交通

工具中的奢侈品ꎬ投资回收期很长ꎬ且长期亏损的可

提供了契机ꎮ

能性也很大ꎮ 农民工承担不起高昂的交通费用ꎬ也

３

无法等到高速公路或高铁通车了才去外地打工ꎮ 高

京津冀生态环境建设与产业发展中存在

的四个倾向

３.１

京津冀一体化中土豪式生态环境建设的倾向
平原城市不惜占用优质耕地资源大搞平原造

林ꎬ这是一种“ 土豪” 式的生态环境建设ꎬ而有些科
学家以增加碳汇和制氧机等诱人的科学语言为此摇
旗呐喊ꎮ 欧洲一些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ꎬ

铁和高速公路建设确实拉动了经济增长ꎬ带动了相
关产业的发展ꎬ同时也给中国造成了债务和土地浪
费ꎮ “ 要致富先修路” 的逻辑存在缺陷ꎬ在京津冀交
通一体化中要慎重对待ꎮ
３.４

通过以租代征、非农化等形式圈占优质耕地的

倾向
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预期ꎬ“ 以租代征” 的现象在

空气中的 ＰＭ２.５ 含量只有十几或几十ꎬ我们只有在

基层屡禁不绝ꎮ 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征收涉及基本

当北京市 ＰＭ２.５ 爆表时ꎬ因为林地净化空气功能降

由国务院批准ꎮ 一些用地单位通过“ 以租代征” 方

晴朗、有风的天气条件下才能勉强达到这种水平ꎮ
低几个或十几个 ＰＭ２.５ 含量无济于事ꎬ反而会削弱
了风的作用ꎬ导致雾霾持续的时间更长ꎬ危害更严
重ꎮ 在中国治理雾霾基本靠风的大环境下ꎬ以损失
优质耕地为代价ꎬ机械的向欧洲一些国家学习建造
城市森林的经验并不符合我们的国情ꎮ
３.２

京津及周边地区限制农业用水的倾向
部分专家认为粮食作物和蔬菜耗水是造成地下

水漏斗的主要原因ꎬ因此建议广泛采取限制农业用
水的措施ꎮ 农用机井因为成本的原因深度一般也就
在 ８０ 米左右ꎬ而工业和生活用水动不动就是几百

米、近千米的钢管井ꎬ这才是造成大型地下水漏斗的
主要成 因ꎮ 京 津 地 区 水 资 源 的 短 缺 不 仅 体 现 在

农田或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 ３５ 公顷的ꎬ都必须
式方便地占用土地ꎬ同时逃避应向国家缴纳的各种
税费ꎮ “ 以租代征” 违法占地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家
建设用地审批程序ꎬ违反了国家正常的土地管理秩
序ꎮ 在发展现代农业、设施农业等政策的激励下ꎬ农
业流转在局部地区加速发展ꎮ 据农业部相关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ꎬ中国土地流转中流入工商企业的面
积为 ２ ８００ 万亩ꎬ比 ２００９ 年增加了 １１５％ꎬ占流转总
面积的 １０.３％ꎬ尽管总量不高但增速显著ꎮ 考虑到
工商资本具有更加强烈的趋利冲动ꎬ会挤压农民的
利益空间ꎬ同时造成大量耕地“ 非粮化” 、甚至“ 非农
化” ꎬ因此国家相关部委连续出台了规范工商资本
下乡圈地的文件ꎬ但是实施效果还有待观察ꎮ

“量” 上ꎬ更重要的是体现在“ 质” 上ꎮ 农业用水无论

４

与工业产生的污水往往成分更复杂ꎬ污染更严重ꎮ

４.１

渗入地下还是蒸散到空气中ꎬ都有生态价值ꎮ 生活
根据总量平衡原理ꎬ简单的限制农业用水反而会助
长生活和工业产生更多的污水ꎬ这一点应该引起社
会的广泛关注ꎮ

粗放型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的潜在危害

分析
谁种地和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突出
由于在上一轮土地承包时在农村地区普遍采用

了肥瘦搭配的方式ꎬ造成田块分散ꎬ少的三五块ꎬ多
的二三十块ꎮ 丘陵山区ꎬ田地小平大不平、高低错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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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ꎬ农路不通、灌排不便ꎻ部分地区至今仍靠人力、畜
力耕种ꎬ农机无法使用ꎬ农业效益低、强度大ꎬ农村青
壮年劳力都不愿在家种田ꎮ 同时ꎬ外出务工的农民
是否愿意长期转租土地ꎬ取决于外出务工农民对于
自己在城市立足可能性的考量ꎮ 农民工有叶落归根

５

加强京津冀水土资源复合利用促进生态

环境与产业发展双赢的政策建议

５.１

要摒弃薄利多销和掠夺性增长的发展模式
利用价格杠杆调节收是市场经济中最普遍的现

的想法ꎬ就不会将自己的土地长期转租ꎬ以规模效率

象ꎬ但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ꎬ薄利多销、谷贱伤农

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就无法顺利实现ꎮ 谁种地

就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两种特殊经济现象ꎮ 一般认

和怎么种地的问题不解决ꎬ继续维持糊口农业ꎬ那么

为ꎬ价格的变动会引起需求量的变动ꎬ价格变动的幅

我们的农业就会始终是一种弱质产业ꎮ 在很大程度

度小ꎬ而需求量变动的幅度大ꎬ需求价格弹性大于

上靠雇佣农民工降低成本来支持的工业、服务业也

１ꎬ适合采用薄利多销的方法ꎻ反之ꎬ则会出现谷贱伤

丧失了长期发展的后劲ꎮ
４.２

农的情况ꎮ 一种商品可以被其他商品替代的程度越

影响区域的菜篮子与米袋子

低ꎬ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的地位越重要ꎬ其需求价格弹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资料证实ꎬ世界上粮

性也就越小ꎬ也就越不适合薄利多销ꎮ 我们在修路、

食根本解决的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三个国

炼钢、稀土上搞薄利多销、可以说京津冀搞国家公园

家ꎬ这三国的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在世界上不是最高

也是“ 薄利多销” ꎮ 可以这么考虑ꎬ在资源性产品上

的ꎬ而其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 １ ０００ 公斤ꎬ主要原因

的薄利多销ꎬ其实质就是掠夺性增长ꎬ是涸泽而渔ꎮ

是其人均耕地拥有量特别高ꎬ分别为 １４. ６ 亩、２６. ９

根据经济学原理ꎬ土地资源、土壤资源和水资源都不

矛盾越来越突出ꎬ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 ９０％ꎮ 大豆

最大供给量基本上不具有弹性ꎬ采用“ 薄利多销” 掠

亩和 ４８.５ 亩ꎮ 中国粮食供求总量趋紧ꎬ而且结构性

是简单意义上的商品ꎬ而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ꎬ其

对外依赖度达到 ８０％ꎮ 在粮食安全目标上ꎬ我们已

夺性增长的发展思路ꎬ必然会出现“ 谷贱伤农” 的结

经被迫将“ 粮食基本自给” 目标调整为“ 口粮绝对安

果ꎮ

全” 目标ꎮ 中国 ２０１３ 年进口大豆 ６ ３４０ 万吨ꎬ相当

５.２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３) 资料ꎬ大豆进口增速将明显放缓ꎬ至

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ꎬ必须树立

每人每年消费 ９０ 多斤ꎮ 根据« 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确定合理适度的生态环境建设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ꎬ面对资源约束趋紧、

２０２３ 年大豆进口量预计为 ７ ３６９ 万吨ꎮ 从粮食安全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ꎻ促

的本质上看ꎬ放弃了大豆的谷物基本自给是不可靠

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

的ꎮ

山青水秀ꎬ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ꎬ给农业留下更

４.３

水土污染形式严峻不容乐观

多良田ꎬ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

根据全国农业地质调查结果ꎬ中国 １９ 个城市群

园ꎮ 生态环境建设应本着为当代人和后代人均衡负

周边土地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ꎬ总体以轻度为主ꎬ

责的宗旨ꎬ转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ꎬ节

占 ４６％ꎻ中 度 和 重 度 污 染 占 ２６％ꎮ 同 一 个 城 市 群

约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ꎬ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ꎬ修复

中ꎬ污染较严重的地段主要集中在城市建成区及周

和建设生态系统ꎬ为国家和民族的永续生存和发展

边区域ꎬ如京津冀城市群污染严重地段主要分布在

保留和创造坚实的自然物质基础ꎮ 生态环境建设从

北京、天津和保定等大中城市周边ꎮ 在水资源上ꎬ京

内容上可分为水生态建设、森林生态建设、农田生态

津冀三地多年人均水资源量分别为 １７６ｍ ꎬ１１１ｍ

建设、荒漠生态建设和城镇生态建设等ꎮ 水土资源

３

３

和 ３０７ｍ ꎬ仅相当于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 ５％ － １３％ꎬ
３

的高效利用构成了水生态建设、森林生态建设、农田

均属严重缺水地区ꎮ 在地下水方面ꎬ三地地下水开

生态建设、荒漠生态建设和城镇生态建设的共同的

发利用程度偏高ꎬ导致京津冀地区地下水位下降态

物质基础和核心内容ꎮ

势明显ꎮ 北京市与河北省开发利用埋深大于 ３０ 米

５.３

染、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是一个伴生的过程ꎬ因此很难

了自然景观和人工景观ꎬ在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

在短期内得到有效地扭转ꎮ

源涵养、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都具有优越的生态

地下水的比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ꎮ 由于土壤污

实施农用地生态功能的涵养与挖掘
农用地作为一个半自然的生态系统ꎬ全面融合

王洪波等:加强水土资源复合利用促进京津冀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双赢

系统服务功能ꎮ 因此ꎬ农用地的配置可纳入城市的
空间规划中ꎬ如以耕地作为卫星城市间的绿色隔离
带ꎬ从而实现耕地保护、城市绿化的双赢ꎮ 综合挖掘
农用地的生产、生态和景观功能ꎬ一是在京津冀地区
率先推行“ 公园、果园和菜园” 三园合一的土地复合
利用模式ꎬ在各种国家公园的规划中ꎬ因地制宜地建

１９

“ 榜眼” ꎬ“ 探花” 之位则有天津以 １.１５ 个小时摘得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京津城际高速铁路正式通车ꎬ运行时速
３５０ 公里ꎬ２９ 分钟走完全程ꎮ 京津唐高铁开通后ꎬ位
于北京东部ꎬ居京津双城中央的京津生态新城ꎬ１９

分钟到长安街ꎬ半小时贯通 ＣＢＤꎮ 很多广告宣传ꎬ

同京津生态新城一样ꎬ香河、燕郊、蓟县、武清等都会

设菜地、果园和林地草地ꎮ 二是推广生态性林地与

成为北京人前去生活和置业的理想场所ꎮ 半小时生

殡葬用地的复合利用模式ꎬ通过生态性林地解决天

活圈建设同乘坐高铁半小时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

价墓地的问题ꎬ同时通过殡葬用地促进山区致富和

概念ꎬ因此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目标需要慎重考虑ꎬ

绿化ꎮ 三是在平原区发展殡葬、林地和生物多样性

不然的话会打造出更多疲于奔命的通勤族ꎮ

保护为一体的生态岛建设ꎮ

５.６

５.４

利用城市土壤蓄积雨洪深化海绵城市建设

实施耕园林草梯度开发模式实现粮食安全、经

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多赢

城市土壤与农业土壤、森林土壤、草原土壤、荒

随着人们生态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ꎬ耕地变林

漠土壤、湿地土壤一起构成了全球六大土壤景观单

地、草地往往被鼓励ꎬ而林地、草地变耕地往往被怀

元ꎬ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ꎮ 城市土壤零星地分布于

疑是在破坏生态环境ꎮ 从农用地资源利用的一般规

城市的各个角落ꎬ长期以来由于城市土壤面积狭小、

律来看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和荒草地等利用方

利用经济效益微薄等原因ꎬ城市土壤一直处于被城

式ꎬ土地立地条件对大农业用途的适宜性逐次降低ꎬ

市管理者和学术界遗忘的状态ꎮ 在加强城市土壤利

限制性逐次增强ꎮ 通俗的说ꎬ耕地需要的土地条件

用方面ꎬ一是利用零星城市土壤实施立体绿化ꎬ在高

要比园地苛刻ꎬ园地需要的立地条件比林地苛刻ꎬ按

层楼房的建设中为爬山虎类植物设计和建造“ 驻足

如此规律ꎬ荒草地一定是立地条件最差、对农业利用

点” ꎬ结合厨房废水利用实现分层垂直绿化ꎮ 二是

存在严重限制性的土地ꎬ荒草地开发时应该优先考

沿条带状城市土壤挖掘蓄水暗沟ꎬ对面状城市土壤

虑牧草地和林地用途ꎬ最不应该开发为耕地ꎮ 因此ꎬ

进行下挖式改造ꎮ 三是优化城市排水系统ꎬ改直排

需要按照资源合理利用的规律ꎬ实施园地转耕地、林

式为溢排式ꎬ利用面状城市土壤大量消减污染物ꎬ规

地转园地、牧草地转林地、荒草地转牧草地的农用地

划地下水补给场地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城乡建设部发布

资源梯度开发利用模式ꎬ建立耕、园、林、草优化配置

的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旨在优先利用自然排水系

的土地整治新模式ꎮ 根据资源禀赋和各类用地对土

统ꎬ建设生态排水设施ꎬ充分发挥城市绿地、道路、水

地条件的需求ꎬ因地制宜的优化区域土地利用布局ꎬ

系等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推动耕园林草大土地整治新模式ꎬ可以有效实现粮

发布的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指标分为水生

食安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多赢ꎮ

态、水环境、水资源、水安全、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
显示度六个方面ꎬ可见城市土壤的作用在海绵城市
建设中考虑的不够ꎮ
５.５

确定合理的交通建设目标促进半小时生活圈

建设
半小时生活圈不能单纯的理解为坐车从甲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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