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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通过对江汉平原 １６ 个县域行政单位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承载力的实证研究ꎬ归纳总结了江汉

平原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ꎻ以问题为导向构建江汉平原中小城市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协调发展
模式ꎬ提出在城镇化进程中加大对土地利用方式的优化与耕地保护力度ꎬ实行差别化的国土政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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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 规划纲要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常住

粗略估算每年将大约产生 ２５０ 万 ~ ３００ 万失地农民ꎮ

４５％ꎮ 推进城镇化成为“ 十三五” 规划纲要中的重

设模式对城镇化的有序平稳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

人口城镇 化 率 达 到 ６０％ꎬ 户 籍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城镇面积不断扩大ꎬ重数量轻质量的传统城镇化建

要内容ꎮ 当前ꎬ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攻坚时期ꎬ

响ꎮ 尤其是近十年来ꎬ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处于“ 急

中小城市建设发展逐步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 战

速城镇化” 阶段ꎬ超出了正常城镇化的发展轨道ꎬ人

场” ꎬ尤其是在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保护方面ꎬ中

口的过度集中ꎬ资源的过度消耗ꎬ大面积的占地、毁

小城市及县镇的作用和优势明显ꎮ 与大城市相比

地使得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

较ꎬ中小城市规模适中ꎬ具有更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

坏ꎬ土地资源耗竭ꎬ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ꎮ

境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相对简单ꎬ物

江汉平原作为中国农产品主产区其城镇化发展

质供给和基础设施相对更容易满足居民需求ꎬ在新

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土地利用问题ꎬ差别化国土政

型城镇化过程中ꎬ更具有建设宜居城市的优势ꎮ

策与配套完善机制既是实现中小城市城镇化和谐健

依据«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相关数据显示:自 １９９６ 年以来ꎬ全国建设用地面积
呈现快速增加的态势ꎬ其中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年均
增加量占建设用地增长总面积的 ５０％ 左右ꎻ然而ꎬ
城镇用地面积增长与城镇人口增长不协调现象变得
突出ꎮ 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近 １０ 年间(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中国城镇人口陡增了 ２.１ 亿ꎬ人口城镇化率由

３６.２２％ 提高到了 ４９.６８％ ① ꎮ 城镇化过程中的建设
用地占用速度加快ꎬ尤其是城镇用地面积和农村居

民点增长明显ꎬ其中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全国城镇工矿用
地面积由 ５９７.１ 万 ｈｍ ２ 增加到 ７９２.９ 万 ｈｍ ２ ꎬ平均每
年增长 ２７.９７ 万 ｈｍ ２ ② ꎻ平均每年土地征用规模达到

１６.７ 万 ~ ２０ 万 ｈｍ ２ ꎬ按人均 ０.６ ~ ０.７ ｈｍ ２ 土地推算ꎬ

康发展的基础ꎬ也是实现“ 两型社会” ꎬ切实保护耕
地资源ꎬ建设生态文明城镇化的基本保障ꎮ

１

江汉平原中小城市城镇化发展的问题
土地是城镇化发展的载体ꎬ现阶段城镇化发展

进程加快ꎬ尤其是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ꎬ城镇边界的
扩张ꎬ大规模的占地、圈地使得土地城镇化发展速度
超过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ꎬ这必然
会引起人地矛盾的加剧ꎮ 具体来讲ꎬ大致可以归纳
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１

城镇建设对耕地的破坏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中国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一直备受国内外关

注ꎬ江汉平原作为中国农产品主产区ꎬ肩负着粮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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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ꎬ不少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是以大量牺牲耕地面积
为代价的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ꎬ江汉平原内的洪湖市、江

２３

径ꎬ但人口城镇化尚且停留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
动的阶段ꎬ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城镇化ꎬ也就

陵县、荆州市荆州区、天门市ꎬ这几个县域地区的城

是说流动到城镇的人口并未享受到城镇人口应当享

镇人口减少ꎬ城镇面积增加ꎬ农业劳动人口增加ꎬ耕

有的权利和公共服务ꎮ 同时ꎬ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

地面积减少ꎮ 城镇建设扩张明显ꎬ土地城镇化发展

城镇从事第三产业工作ꎬ使得“ 空心村” 日趋普遍ꎬ

速度加快ꎬ出现建设占用耕地的现象ꎮ 因此ꎬ处于粗

农村地区很多土地闲置ꎮ 另一方面ꎬ城镇建设用地

放城镇发展阶段会带来农田的大量丧失ꎬ耕地资源

扩张以及粗放利用使得土地资源紧张ꎮ 城乡用地二

的侵占与生态资源的破坏等问题ꎬ进而影响到农业

元矛盾突出ꎬ用地结构明显不合理ꎬ无疑造成了土地

的发展ꎬ使得粮食生产安全受到威胁ꎮ

资源的浪费ꎬ阻碍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有序展开ꎮ

１.２

１.５

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
土地城镇化的过速发展ꎬ缺乏科学有效的针对

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土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土地利用

城镇空间边界划定的约束机制ꎮ 同时ꎬ由于土地利

方式ꎬ城镇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使得原本的土地生

用规划执行效果不明显ꎬ地方政府一度成为当前土

态系统组成与结构发生了改变ꎮ 土地生态系统遭到

地违法主体ꎮ 一些地方政府罔顾法纪ꎬ土地利用违

严重破坏ꎬ尤其是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功能ꎬ从而带

规违法严重ꎬ非法占用耕地ꎬ占优补劣等现象严重都

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ꎬ不少地区的土地利用生

是导致中国城镇土地总量难以控制的原因所在ꎮ 为

态效益降低ꎬ生态功能遭到严重的破坏ꎬ土地资源得

谋求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方面ꎬ地方政府往往侧重于

不到很好的保护ꎬ城镇土地总量也得不到有效控制ꎮ

城镇面积的扩张ꎬ等级规模的扩大ꎮ 如不仅一些大

２

中城市制定了以大规模新区建设和城市重心转移为
特征的扩张规划ꎬ许多中小城市也通过规划增加建
设用地规模ꎮ 蔓延式的城镇扩展模式造成城市建设

２.１

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模式构建
江汉平原“ 四位一体” 的城镇化协调发展模式
近 １０ 年来ꎬ江汉平原城镇化进程进入高速发展

用地面积逐渐增加ꎬ但大多数扩张的城镇土地基本

阶段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

处于闲置状态并未投入建设ꎬ粗放利用土地资源造

镇化四位一体的城镇化发展进程日益加快ꎮ 以大武

成土地资源无端浪费ꎮ 同时农村居民点建设占用面

汉城市群为依托ꎬ受大城市圈的辐射效应影响ꎬ江汉

积过大ꎬ且内部用地结构不合理ꎬ布局稀疏凌乱ꎮ

平原各县域地区的城镇化发展重心由西向东位移ꎮ

１.３

要实现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发展ꎬ需依靠两个

区域发展不协调和城镇内部土地利用功能定

位混乱

协调来实现:第一ꎬ整个江汉平原城市群的城镇规模

江汉平原内部各县域地区自然条件、资源禀赋

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一致ꎻ第二ꎬ江汉平原县域城镇

和土地利用特点存在较大的差异性ꎬ同时发展过程

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功能优化升级的协调同步发展ꎮ

中缺乏区域间的协调机制ꎮ 各地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以江汉平原主体功能区划为依托ꎬ科学开发利用国

侧重土地城镇化的发展ꎬ力图进一步扩大城镇规模ꎬ

土空间ꎬ优化土地利用结构ꎬ以保护耕地资源为首要

土地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伴随着重复建设以及压价出

任务ꎬ做到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用地规模ꎬ严格划定永

让土地的现象ꎬ这些都是导致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久基本农田ꎬ合理控制城镇开发边界ꎬ切实保护城郊

和布局进一步失调的原因所在ꎬ突出表现为耕地数

地区耕地ꎬ 防止城镇化 “ 空间失控” 状态的继续 蔓

量的急剧减少城镇土地数量的过快增加ꎮ 不容忽视
的一点是ꎬ不少地区也存在城镇内部土地利用结构
失调现象ꎮ 一些城镇工业用地比例占 ５５％ 以上ꎬ而
居住用地比例仅为 ２０％左右ꎬ道路设施以及公共绿

延ꎮ
２.２

维护土地利用规划和城镇规划的科学性、严肃

性、权威性
严格执行国土部的“ 三线划定” 政策ꎬ优先划定

地所占比重仅达 ２５％ꎬ分别位于各自合理区间的下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ꎬ合理确定

１.４

城乡用地结构问题突出

周边地区耕地不被侵占ꎬ保护稀缺的耕地资源从而

当前的城镇化是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的根本途

保障粮食生产安全ꎮ 切实维护土地利用规划与城镇

限ꎮ

城市开发边界ꎬ严控城镇增长空间边界ꎬ以保护城镇

２４

叶青清等:中小城市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协调发展研究———以江汉平原为例

规划的权威性ꎮ 同时ꎬ应该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

发ꎬ有效缓解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ꎬ进

为引导土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的主要依据ꎮ 着力于

一步协调好土地城镇化过程中的城镇建设、土地供

对现行规划编制、评审、报批制度的改革ꎬ从而切实

求、土地扩张三者的关系ꎮ

提高土地利用规划的合理性、可行性、科学性与连续

２.３.３

性ꎮ 在制定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的同时也要认真做

按照主体功能区划的要求对城乡发展进行

功能分区

好城镇建设用地规划ꎬ优化土地利用方式ꎬ加强城镇

在功能分区时依据区域自身发展特点ꎬ重点依

内部建设用地结构的优化升级ꎬ还应科学引导和制

据产业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农田保护、建设用

定合理可行的规划以严格控制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

地空间扩张管制等要求进行合理化的土地用途( 包

土地利用活动ꎬ从而具体协调好城镇规划与土地利

括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 的总体空间布局ꎮ 统筹

用总体规划的关系ꎬ维护规划的权威性与严肃性ꎮ

城乡总体利用规划ꎬ 确定 “ 四区四线” 空间管制 区

２.３

实施定量化的用地规模布局与城镇用地规划

空间引导

域ꎻ严格按照空间管制要求ꎬ科学划定城市空间增长
边界ꎬ对城镇的增长边界做出合理的空间引导ꎮ 引

城镇化的用地规模与城镇内部各类用地规划布

导区域走新型城镇化道路ꎬ集约利用城镇存量用地ꎬ

局应该严格按照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原则执行ꎬ建

有利于帮助探索出一条系统性的协调城镇人口变化

立起城镇空间拓展的约束机制ꎮ 各级政府在进行土

与建设用地变化的可持续发展途径ꎬ从而更为科学

地利用规划时应当注重各类规划的连贯性和一致

的指导和约束城镇用地规模空间发展的时序性和方

性ꎻ城镇化建设中要严格依照规划进行ꎬ具体操作时

向性ꎮ 全面提高城镇化的综合水平ꎬ形成有效的城

要注意到城乡建设规划中的建设用地规模、范围界

镇化ꎬ切实提升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承载能力ꎮ

定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建设用地规模、

３

范围一致ꎮ
２.３.１

切实执行耕地保护政策与优化土地利用方

式

规划城镇用地规模空间布局时要切实执行耕地

城镇化进程中加大对土地利用方式的优

化与耕地保护力度

３.１

城镇化发展应同时注重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
当前城镇化的过快发展导致了许多生态环境问

保护政策与优化土地利用方式ꎬ促进土地方式由粗

题ꎬ其中土地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ꎮ 城镇建设大

放利用向集约利用转变ꎮ 尤其是城乡一体化进程

量侵占耕地资源ꎬ使得土地生态效益日趋下降ꎬ应当

中ꎬ会出现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

尽快通过对城镇土地利用进行科学合理化的布局规

这类现实问题ꎬ因此ꎬ优化城乡内部用地结构升级必

划ꎬ同时出台一系列环境整治与土地生态保护的综

须结合城镇和村庄的自身发展需要ꎬ因地制宜确定

合防治措施以达到对土地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ꎮ 实

各类地块ꎬ如建设用地、农用地、农村宅基地、耕地等

施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ꎬ制定因地制宜的

地块分区ꎮ 着力保障对基本农田的保护ꎬ落实好土

土地利用方式ꎬ协调好城镇内部的土地利用结构ꎬ合

地整理ꎬ优化撤并农村居民点ꎬ集约合理利用农村土

理调整城镇内部各类用地的布局ꎮ 在土地城镇化的

地ꎬ在保证耕地不减少的情况下ꎬ积极探索出一条科

进程中ꎬ还应科学评价其对生态环境影响ꎬ加强生态

学合理的增减挂钩的土地流转模式ꎮ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ꎮ 地方政府、环保部门应切实开

２.３.２

展生态环境问题治理ꎬ从而综合提升土地生态效益ꎬ

协调好土地城镇化发展与城镇周边耕地保

护之间的关系

逐渐形成一套高效可行的生态环境问题综合整治措

城镇化用地的规划空间布局应当在重点协调城

施ꎮ

镇建设用地范围、确定与城镇内部用地结构布局优

３.２

化升级的基础上ꎬ协调好土地城镇化发展与城镇周

建立城镇化进程与耕地资源协同发展的长效

机制

边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ꎮ 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

从短期来看ꎬ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ꎬ城乡土地

所确定的用地指标、土地利用结构、基本农田保护、

市场尚未建立ꎬ在此形势下ꎬ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政

耕地总量平衡、耕地占补平衡等具体要求统筹城乡

策ꎬ确保耕地红线不放松ꎬ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依旧能

用地规划的空间布局ꎮ 从用地的规划布局层面出

起到保护耕地的作用ꎮ 国土部门还应建立一个科

叶青清等:中小城市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协调发展研究———以江汉平原为例

学、合理、长效的耕地生态预警系统ꎬ在确保耕地粮
食生产的基础上ꎬ对耕地生态安全ꎬ建立耕地的质量
变化全方位的动态监控体系ꎬ实时监测耕地数量质
量的变化情况ꎮ 从长期来看ꎬ要密切关注城镇化发
展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在不同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协
调关系ꎮ 同时ꎬ依据协调关系的客观规律ꎬ掌握其中

[３]

实问题ꎮ

[２]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Ｊ ] . Ｃａｔｅｎａꎬ ２００７ꎬ ６９
(１) :１－１５.

但承龙.土地可持续利用规划理论与方法ꎬ经济管理出

[５]

Ｂｒｏｗｎ Ｌ Ｒꎬ Ｈａｌｗｅｉｌ Ｂ. Ｃｈｉｎａ ' ｓ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ｃｏｕｌｄ

[６]

版社[ Ｊ] .２００４ꎬ２１(２) :３１－ ３２.

ｓｈａｋｅｗｏｒｌ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Ｊ]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ｔｃｈꎬ １９９８ꎬ １(４) :

１０－２０.

张晓松.警惕地方政府成为土地违法主体[ Ｊ] . 领导科
学ꎬ２００６ꎬ１２(１５) :９.

[７]

李翅.走向理性之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新区发

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 土地解密[ Ｊ] . 财经ꎬ２００６ꎬ

[８]

严金明ꎬ蔡运龙.我国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与小城镇合理

姚士谋ꎬ陆大道ꎬ陈振光ꎬ李昌峰ꎬ王聪ꎬ吴建楠.顺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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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卫ꎬ张定祥ꎬ陈百明.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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