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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资源是保障乡村发展的最基本资源ꎬ必须从制度层面保障土地合理利用ꎬ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ꎮ

该文通过对中国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土地利用格局的判断ꎬ提出现阶段农村土地利用方式难以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
要求ꎬ因此必须全面改革与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体系ꎬ必须从长远发展战略高度认识并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ꎬ实现
粮食安全、现代农业、秀美山川的资源保障ꎮ
关键词: 乡村发展ꎻ土地资源ꎻ农村土地制度ꎻ土地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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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发展ꎬ乡村始终是最重要的组成要
素ꎬ也是发展质量的重要体现ꎮ 而乡村发展最重要
的基础是土地资源ꎬ最重要的制度也是土地制度ꎮ
总体来说ꎬ在中国逐步建立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中ꎬ在城市土地市场如火如荼地发展和快速城镇化、
工业化的背景下ꎬ改革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是大势所
趋ꎮ 但是ꎬ由于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和农地生产功能
的重要性ꎬ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具体细
节上必须全面掂量ꎬ慎重考虑ꎬ严密注意防止改革可
能引起的负面结果ꎮ 近十年来我们对农村发展及其
与土地资源、土地利用、土地制度的关系进行了长期

表明ꎬ２０１６ 年末城镇常住人口 ７.９ 亿万人ꎬ占总人口
比重为 ５７.３５％ꎻ乡村常住人口 ５.９ 亿ꎮ 如果未来中
国城镇化水平达到 ６０％ － ７０％ꎬ则留在农村的人口
大约在 ４ 亿人左右ꎬ即使按照现有人口规模计算ꎬ则
至少将有 ２ 亿人左右需要从农村进入城市ꎮ 这种城

乡人口格局将是今后城乡土地利用格局分析与判断
的最基本指标ꎮ
首先ꎬ从农用地角度来看ꎬ中国 １３ 亿多人口的

吃饭问题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ꎬ因此 １８ 亿亩耕地红
线必须严格坚持ꎬ这是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ꎮ 如果
按照 ４ 亿左右农村人口ꎬ则人均耕地面积约 ０.３ 公

来传统的良田消失、产粮区北移ꎬ水与土地的污染、

顷 / 人ꎬ户均约在 ０.８ － １.０ 公顷ꎮ 由于各省( 直辖市、

食品安全等问题ꎬ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耕地保护、土地

应的人均耕地、户均耕地也会存在较大差异ꎮ 据初

实地调研和深入思考ꎬ目睹了经济发展、南方数千年

整治与良田建设对国家农业发展ꎬ以至对中国发展
的重要性、严肃性与紧迫性ꎮ

１

中国城乡土地利用格局的总体判断
中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ꎮ 统计

自治区) 耕地资源禀赋及人口规模存在差异ꎬ其相

步测算ꎬ户均耕地较大的黑龙江、内蒙、新疆ꎬ基本达
到 １.５ － ２.３ 公顷 / 户ꎬ最低的北京、上海、广东、江苏、
浙江等约在 ０.１ － ０.２ 公顷 / 户ꎮ 总体上ꎬ如果城镇化
过程中 ２ 亿进城人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的
话ꎬ则约有 １ ８００ 万公顷土地需要流转ꎬ这既是流出
人口所承包农用地继续耕种的要求ꎬ也是农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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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从建设用地来看ꎬ农村建设用地能否随着

资源管理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ｄｌｚｈｕ＠ ｃａｕ.ｅｄｕ.ｃｎ

人口“ 进城” ꎬ以及如何保持农村地区适度的建设用

农地空间形变的作用力与路径效应研究ꎮ

经济ꎬ这是今后城乡土地利用格局可能引起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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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ꎮ 现阶段所开展的“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二是土地利用碎片化严重ꎮ 中国区域资源禀赋

试点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广泛关注已经证明了这一

差异巨大ꎬ地形地貌复杂ꎬ加之传统农业人蓄耕作方

点ꎮ 资料 显 示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中 国 城 市 化 率 应 该 在

式ꎬ再加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ꎬ都决定了土

镇人口净增 １.２ 亿人ꎮ 目前ꎬ中国城镇工矿用地规

经营严重相悖的土地利用格局ꎬ它存在于人多地少、

１００ 平方米为新增城镇人口提供建设用地ꎬ至 ２０２０

农村人力资源利用低效和农业经营成本升高ꎬ从而

过了«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中规定的 １０.６５

长期存在着耕地细碎化的现象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６０％左右ꎬ城镇人口大约为 ８. ５ 亿ꎬ比 ２０１３ 年底城

地利用的碎片化严重ꎮ 土地利用碎片化是和规模化

模已突 破 １０ 万 平 方 公 里ꎬ 据 此 预 测ꎬ 如 果 按 人 均

人地矛盾突出的国家ꎬ它使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年城镇工矿用地总量将突破 １１ 万平方公里ꎬ这就超

限制了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的推进ꎮ 中国农业生产

万平方公里的控制目标ꎮ 而调查显示ꎬ２０１２ 年末全

８０ 年代初ꎬ各地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

国农 村 建 设 用 地 总 规 模 约 为 ７９３ 万 公 顷ꎬ 人 均 约

１２２ 平方米ꎮ 因此ꎬ如果能够实现农村建设用地随
着人口减少而同步减少ꎬ则可以满足城乡建设用地

中ꎬ平均主义在分配机制上占主导地位ꎬ使分配后农
户的耕地更加分散和细碎ꎮ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转型ꎬ耕地细碎化问题日益严峻ꎮ

总规模控制的要求ꎮ

三是农村基础设施严重不足ꎮ 既表现在农业生

由此可见ꎬ从中国城乡发展的总体格局来看ꎬ随

产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ꎬ农田道路不足ꎬ灌排水设施

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ꎬ农村人口将不断减少ꎬ农

短缺导致“ 靠天收” ꎬ产量不稳定等ꎻ也表现在农村

村建设用地也应相应减少ꎬ既要合理布局留在农村

居民点乃至小城镇的生产生活设施严重不足ꎬ假如

人口所需建设用地的空间安排与基础设施建设ꎬ又

农村道路不足还可以忍受ꎬ农村厕所难上则是城乡

要逐步放开市场ꎬ采用市场化手段促进资源再配置

居民均感同身受的囧事ꎬ农村居民点缺乏规划、生活

和有效利用ꎮ 但是ꎬ农村人口减少而农用地却不能

环境脏乱差更是普遍现象ꎮ

随之减少ꎬ必须保证足够的农用地用于农业生产ꎬ因

这些问题既制约农村本身的发展ꎬ也影响了农

为无论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ꎬ都需要依赖农用地

业生产及其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ꎬ更拉大了

生产的粮食及农产品来维持生存ꎬ因此既要保护足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距离ꎮ

够数量的耕地(１８ 亿亩耕地红线) 用于农业生产ꎬ又

３

要引导与促进农村人口减少所引起的闲置土地进行
再配置ꎬ促进规模化经营ꎬ提高生产效率ꎮ

２

现阶段的农村土地利用方式难以支撑现

代农业发展
与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ꎬ

有效的土地制度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
日本学者长野郎早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就指出ꎬ

“ 中国 的 土 地 制 度ꎬ 是 中 国 社 会、 经 济、 政 治 的 根
源” ꎮ 实际上ꎬ古今中外ꎬ土地制度都与社会、经济
乃至政治制度密切相关ꎬ尤其是农地制度ꎮ 因为农

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严重滞后ꎬ突出表现在土

地具有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生产功能ꎬ更对社会稳

地粗放利用严重ꎬ碎片化及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ꎬ这

定产生直接影响ꎮ 近代中国在“ 打土豪、分田地” 的

些均严重制约现代农业的发展ꎬ在资源禀赋不足的

斗争中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 ꎬ在公有化改造过程中

情况下ꎬ资本和技术要素也难以发挥作用ꎬ无法支撑
现代农业的发展ꎮ
一是农村土地粗放利用现象严重ꎮ 随着农村人
口的减少ꎬ农村土地粗放利用、闲置浪费大量存在ꎬ
抛荒现象比比皆是ꎮ 原因是多方面的ꎬ一方面是由

建立了集体土地所有制度ꎬ但由于集体化生产的低
效率ꎬ不得不实行在集体所有制背景下的“ 家庭承
包制” ꎬ既解放了农村土地生产力ꎬ也解放了农村剩
余劳动力ꎬ为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的城乡经济快速发
展奠定了制度基础ꎮ

于农村人口进城以后ꎬ缺乏土地退出的体制ꎻ另一方

随着近年来快速城镇化、工业化发展ꎬ农村人口

面也由于农业经营方式有待转变ꎬ尤其远离城市的

大量流出及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ꎬ关于农村集体土

偏远农村、山区农村ꎬ缺乏规模化农业生产的利益机

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ꎬ尽管在具体改革

制ꎮ

方式上存在一定争议ꎬ但是基本一致的观点是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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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集体土地流转ꎬ放开集体土地市场ꎬ充分利用市

决效率问题ꎬ三个方面相结合应该是农地制度设计

场机制重新配置农村土地资源ꎮ 总体来说ꎬ在中国

的根本原则ꎮ

逐步建立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ꎬ在城市土地市

４

场如火如荼地发展和快速城镇化、工业化的背景下ꎬ
改革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是大势所趋ꎮ 允许农村集体
土地流转ꎬ首先是城乡土地权利公平的要求ꎬ其次是

基于乡村发展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立

法建议
“ 坚 持 走 中 国 特 色 新 型 工 业 化、 信 息 化、 城 镇

农村土地资源有效配置的必然选择ꎬ第三也是农村

化、农业现代化道路ꎬ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

集体及农户财产合理实现的基本要求ꎮ 实践中农村

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集体土地流转也普遍存在ꎬ不仅是集体农用地流转ꎬ

相互协调ꎬ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农村宅基地流转都很普遍ꎮ 因

同步发展ꎮ” 这是新时期国家提出的战略方向ꎮ 如

此ꎬ目前的主要问题ꎬ一是需要研究具体改革细节ꎬ

何做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城乡土地合

二是如何从法律上予以明确界定ꎮ

理配置与农村土地制度建设是关键ꎮ

然而ꎬ由于农村土地的基本功能是生产功能ꎬ而

总体来说ꎬ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方向应是

且是生产包括粮食、蔬菜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基本

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上ꎬ在保障农村土地生

农产品ꎻ同时ꎬ农村与农业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又处于

产功能的前提下ꎬ有限度地放开集体土地市场ꎬ目的

劣势地位ꎬ由于其行业比较利益低下无法完全靠市

是满足农村土地资源合理流转与有效配置的要求ꎬ

场竞争实现供求平衡ꎮ 因此ꎬ对于农地市场制度的

但必须严格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和土地交易管理ꎬ清

设计必须有利于保护其生产功能的发挥ꎬ这是古今

晰界定土地产权ꎬ有效保护土地合法权益ꎮ

中外普遍通行的做法ꎮ

首先ꎬ放开集体土地市场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利

在国际上ꎬ尤其英美等发达国家均高度重视从

用市场机制实现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的合理配置ꎬ必

制度上对农地进行保护ꎮ 具体的做法主要包括ꎬ一

须防止借农村土地市场化之机搞土地资本化和非农

是采取严格的规划管制规定土地用途ꎬ以保持足够

业开发ꎬ必须从制度上防止社会资本尤其是非农业

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ꎻ二是采取税收优惠予以扶持

生产目标的资本购买乃至炒作农村土地ꎮ 对于集体

与鼓励ꎬ主要是免征农业用地的不动产税或财产税ꎻ

农用地的流转ꎬ主要是为了满足进城人员的土地转

第三是直接财政补贴ꎬ但财政补贴通常作为特殊措

出和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ꎬ其土地资产特性也主要

施而非经常性措施予以采用ꎻ第四ꎬ对农地经营规

体现农业生产过程中ꎮ 对于集体建设用地ꎬ在严格

模、交易主体等也有一定的制约ꎮ

规模控制和符合规划的前提下ꎬ主要用于开展与当

从国内来看ꎬ纵观中国土地制度历史ꎬ任何时

地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工商产业ꎬ严格禁止社会

期、任何政府都高度重视农地制度设计ꎬ都高度重视

资本大规模开发乃至炒作ꎮ 对于农村宅基地ꎬ其基

农地生产功能的发挥ꎬ重视防止土地兼并ꎮ 孙中山

本功能是满足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ꎬ可以流转ꎬ

先生对中国土地制度概括为三句话:平均地权、耕者

但当地农民或在当地从事农业产业经营者有优先购

有其田、涨价归公ꎮ 这应该始终是中国农地制度设

买权ꎮ

计的最根本原则ꎮ 所谓“ 平均地权” ꎬ是在土地分配

其次ꎬ必须制定详细的土地利用规划ꎬ实施严格

及土地经营规模上尽量平均ꎬ防止分配不均乃至大

的土地用途管制ꎮ 规划明确划分农业用地区和建设

规模兼并所引起的社会问题ꎮ 所谓“ 耕者有其田”

占地区ꎬ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范围和规模ꎬ防止农地自

是要保证农地主要掌握在耕种者手中ꎬ防止有地者

主开发、投资开发对 １８ 亿亩耕地红线的冲击ꎮ

不种地、种地者无地可种的困局ꎻ也是在社会大生产

第三ꎬ明晰界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主体ꎬ并进

中降低农业生产的地租成本ꎬ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

行全面登记发证ꎮ 这是利用产权机制进行农村土地

的要求ꎮ 所谓“ 涨价归公” 是在土地资产属性方面

保护的基本措施ꎮ 对于农村土地权属主体ꎬ从法律

解决土地收益再分配问题ꎬ防止和制约土地市场化

上既赋予其可以按用途经营使用、按生产功能享受

过程中过度追求土地增值、炒作土地等现象ꎮ 平均

财产的权利ꎬ又要明确其保护土地自然性状、防止土

地权和涨价归公是解决公平问题ꎬ耕者有其田是解

地被占用甚至被破坏的义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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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大力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ꎮ 新时期的

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过程中ꎬ需要有限度地放开农

农村土地整治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增加耕地面积ꎬ而

村土地市场ꎬ其核心目标是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资源

应该是通过整治提升耕地质量和高产稳产的能力ꎬ

有效配置与合理利用ꎬ但必须以保障农地生产功能

为实现“ 藏粮于地” 提供资源保障ꎻ通过土地整治解

为前提ꎬ严格防止城市土地资本化开发转移到农村ꎬ

决农田基础设施不足ꎬ满足现代规模农业、智能农业

必须严格地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ꎬ并建立清晰的

发展的要求ꎻ通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ꎬ全面改变农村

产权制度和科学的财产税收体系ꎬ形成农地资源与

散乱、闲置、低效利用状况ꎬ推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财产保护的有效机制ꎮ 必须从长远发展战略高度认

和新型城镇化发展ꎬ促进城乡统筹发展ꎻ通过农村土

识并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ꎬ通过综合实现藏粮于

地综合整治ꎬ推进废弃、退化、污染、损毁土地的治

地的资源保障ꎬ实现现代农业发展和稳定农业生产

理、改良和修复ꎬ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ꎬ促进土地

水平的条件保障ꎬ实现山水秀丽的生态环境保障ꎮ

资源永续利用ꎮ
第五ꎬ尽快建立土地财产税制体系ꎮ 对农用地
转为建设用地的价格增值应予以征税ꎬ对长期用于
农业生产的农用地免征地产税ꎬ从税收制度上鼓励
农业生产ꎬ制约非农业开发ꎬ保护农用地ꎮ
总之ꎬ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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