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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质量保护和建设共同责任机制的建立途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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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为了切实保障中国的耕地资源产能安全,该文在分析中国耕地质量等别现状、特点、面临问题和机遇
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耕地质量破坏鉴定机构、补充耕地等别的国家督查制度、耕地等别和产能年度报告制度、耕
园林草大土地整治模式和占用耕地综合效益年度报备制度等五条落实耕地质量保护和建设共同责任机制的途径。
关键词:土地评价;耕地等别;土地产能;责任机制
中图分类号:F301. 2摇 摇 文献标识码:A摇 摇 文章编号:1671-2404(2013)55-0001-05

摇 摇

1摇 前言
有土才有粮。 保护和建设一定质量等别和生产

源管理部门提升耕地等别和产能的共同责任机制。

2摇 中国耕地质量等级研究概况

能力的耕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推进

根据《 禹 贡》 记 载, 九 州 农 用 地 被 评 为 三 等 九

耕地等别提升与产能建设,留给子孙清洁优质的高

级;《 管子·地员篇》 将土地分为 18 类,按其性质分

等别农田,才是耕地质量保护和建设的核心任务。

为上土、中土、下土三等。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农用地

要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而且决不能搞账面

分等定级。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各个朝代都或多或

平衡,必须做到面积和产能的双平衡。 耕地资源产

少地开展了农用地的调查与评价工作。

能安全是实现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比较系统的耕地质量研

从中国耕地质量保护和建设的现状来看,有限

究工作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科学院在二十世

的耕地资源,面临多种用途的竞争,用地部门占用耕

纪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中期编绘了《 中国 1 / 100

地导致的产能损失不清,缺乏耕地质量破坏鉴定的
技术标准和专门机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惯性
分配用地指标等问题还将长期存在。
保证耕地资源产能安全的难度很大,需通过法

万土地资源图》 ;二是农业部门依据《 全国耕作类型
区、耕地地力等级划分》 ( NY / T 309 -1996) ,将全国
划分为 7 个耕地类型区、10 个耕地地力等级。 由于

技术方法限制,上述两项成果的全国可比性比较差。

律手段有效遏制耕地破坏;需在补充耕地、农田基础

三是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的全国农用地分等

设施建设等工作中建立等别和产能考核指标;需所

工作及其形成的成果,在技术上实现了全国耕地质

有的用地部门共同努力,共同节约集约用地。 应将

量等别的可比。 以《 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 ( GB / T

损失产能数量、补地任务完成情况和占地的效益水
平作为分配用地指标的依据。 应该以耕地质量保护
和产能建设为抓手,进行区域产能安全评价,摸清用
地部门占用耕地导致的产能损失和带来的综合效益
状况,有效配置农用地资源,从而落实用地部门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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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7-2012) 和《 农用地定级规程》 ( GB / T 28405 -

2012) 的发布实施为标志,中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
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价的技术方法体系。

3摇 中国耕地质量等别的现状和特点
3. 1摇 中国耕地质量等别的现状
3. 1. 1摇 全国耕地质量等别结构

依据全国农用地分等成果,全国耕地评定为 15

个等别,平均等别为 9. 80 等,依据农用地等别和生
产能力的关系,生产能力大于 15 000kg / hm2 的耕地
仅占 6. 09% ,等别总体偏低。 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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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 25 亿公顷,其中以 7 至 13 等耕地为主,面积均

别调查与评定成果,测算并确定全国 52 片耕地集中

国耕地按照 1-4 等、5-8 等、9 -12 等、13 -15 等划分

3. 2. 3摇 耕地质量等别分布具有复合性

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中城市中有 73 个分布在全国 52 片耕地集中分布

大于 1 千万公顷,占评定总面积的 78. 10% 。 将全
为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和低等地,优、高、中、低等
2. 67% 、29. 98% 、50. 64% 、16. 71% 。

分布区域,包含约 10 亿亩耕地,其中 6 亿亩可灌溉。

通过分析发现,中国 83 个 50 万人口以上的大

区,即中国最强劲的经济发展区域与最需要保护的

3. 1. 2摇 31 省耕地质量等别的分布

集中连片的优质耕地分布区域在空间上是复合的,

分布在湖北、广东、湖南等 3 个省,占全国优等地总

优质耕地,而补充的耕地则分布相对比较零散,从而

从 31 个省( 区、市) 的分等结果看,优等地主要

形成面对面的冲突,这些区域经济建设占用的多为

面积的 90. 71% ;高等地主要分布在河南、江苏、山

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耕地的细碎化和耕地整体质量

东、四川、安徽、广西、湖北、广东、江西、河北、湖南、

的降低。

浙江 等 1 2 个 省 ( 区 ) , 占 全 国 高 等 地 总 面 积 的

3. 2. 4摇 耕地质量等别分布具有互补性

宁、新疆、四川、安徽、贵州、山东、河北、山西等 11 个

局部性的耕地资源匹配程度低,但从整体来讲,存在

90. 74% ;中等地主要分布在黑龙江、云南、吉林、辽

虽然中国的自然条件南北、东西差异大,区域、

省( 区) ,占全国中等地总面积的 74. 97% ;低等地主

耕地资源与要素资源的空间互补性,从而增加了耕

要分布在内蒙古、甘肃、山西、黑龙江、河北、陕西、贵

地质量的稳定性和抗逆性。 比如全球气候变暖已经

州等 7 个省( 区) ,占全国低等地总面积的 89. 42% 。

对中国的降水产生了影响,据有关部门观测研究,中

从农用地分等的 12 个国家一级区来看,农用地

多可以提高西北地区耕地质量,但是对于西南地区

南区,平均质量等别依次为 6. 37 等、7. 07 等和 8. 18

耕地质量等别分布的复杂性、优质耕地的集中

3. 1. 3摇 农用地分等国家一级区间等别的分布

国西北地区的降水量近年来呈现增加趋势,降水增

质量总体最优的前三位是长江中下游区、华南区、江

的耕地,可能会加大土壤侵蚀的影响。

等;总体最差的后三位是黄土高原区、青藏高原区和

性、复合性和互补性特征,决定了中国优质耕地流失

内蒙古高 原 及 长 城 沿 线 区, 平 均 质 量 等 别 依 次 为

很容易,但耕地质量的总体提升却非常困难。

11. 84 等、12. 17 等和 13. 39 等,从优到劣依次为长
江中下游区、华南区、江南区、黄淮海区、四川盆地
区、云贵高原区、横断山区、东北区、西北区、黄土高
原区、青藏高原区和内蒙古高原及长城沿线区。
3. 2摇 中国耕地质量等别的分布特点

3. 2. 1摇 耕地质量等别分布具有复杂性

中国地域辽阔,山河纵横,地质地貌结构复杂决

定了自然地理环境结构复杂多样;同时,因所处纬度
及距海远近不同,使中国具有多种温度带和干湿地
区,加上地势高低相差悬殊,更增添了气候的复杂
性。 中国自然灾害较多,是多地震国家,有些山区易

4摇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和建设面临的问题和
机遇

4. 1摇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和建设面临的问题
4. 1. 1摇 耕地平均等别存在降低趋势

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 -2020 年) ,

到 2020 年,全国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为 4 500 万
亩;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义务量为 4 500 万亩;国
家整理复垦开发重大工程补充耕地规模 1 000 万
亩,因此到 2020 年将有 1 亿亩的耕地在空间上易

位。 由于建设占用的耕地往往是城市周边的优质耕

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以上各种自然条件

地,而新开发整理的耕地往往是光温水土资源配置

综合作用,决定了中国耕地质量等别分布的复杂性。

的较差的质量较差的耕地,虽然在数量上持平,甚至

3. 2. 2摇 耕地质量等别分布具有集中性

略有盈余,但在总体质量水平却存在着降低的趋势。

中国耕地分布集中性特征显著,沿大兴安岭、燕

山、太行山、大巴山( 即中国地貌的第二阶梯前沿)

4. 1. 2摇 耕地等别分布有进一步恶化的倾向

从宏观上看,近年来西北和东北地区增加耕地

以东地区,集中了全国 80% 以上耕地,其中主要分

较多,东南沿海省份和经济发达省份耕地减少较多,

布在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洞庭

耕地重心已经向东北、西北地区偏移。 西北地区干

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等区域。 同时,依据耕地质量等

旱少雨,东北地区低温渍涝,导致耕地等别分布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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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趋势。 从微观上看,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
导致优质耕地被大割小;农业生产中一户多田导致
现有耕地的经营性细碎化;补充耕地分布零散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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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摇 耕地质量保护与建设面临的机遇
4. 2. 1摇 耕地等别提升工作日益重视

201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着力提高耕地

新增耕地的细碎化,这些也都与发展现代农业、促进

质量冶 的要求。 国发也2010页47 号提出,依据耕地分

土地规模经营的根本方向相背离。 在透视湖北省耕

等定级技术规范和标准,大力推进以高产稳产基本

地资源现状一文中,“ 没有耕地,何来‘ 湖广熟爷 冶 一

农田建设为重点的农田整治,稳步提升新增耕地产

4. 1. 3摇 耕地补充的前景不容乐观

略行动,各地掀起了“ 万顷良田冶 、“ 高产良田冶 、“ 标

地开发,目前主要是通过开发荒草地等未利用地实

重大工程等多种建设工程,涉及上千亿资金,每年支

句让人猛醒。

从土地利用来看,因为相关规定限制林地和草

现新增耕地目标,违背了依据资源禀赋差异,林转
耕、草转林、荒草地转牧草地,梯度开发的原则,导致
新增耕地无法达到优质水平。 从具体占补平衡过程
来看,受后备资源限制,经济发达地区实施的“ 让良
田上山下海冶 置换占用了大量优质耕地,而新获得
的耕地,质量等别一般较低。
4. 1. 4摇 耕地等别提升无法形成合力

国土部门以地籍、规划、审批为主,形成了以数

量为主的管理模式;农业部门侧重于服务农业生产,
分散的中低产田改造无法兼顾耕地质量保护和建设
全局,地力培肥的局限无法通过农业工程措施大规
模有效的改善土地生产条件;水利部门强调的是水
利骨干工程,往往以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大型的区域
水利开发工程为主,常常出现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林草部门过于强调单一职能的管理,最关心
的是增加林地和草地面积,无法从全国耕地资源安
全的角度优化配置农用地资源,反而会出现过分强
调退耕还林还草的倾向;道路、城市建设等主管部门
以争取用地指标为主,大多是以修更多的路、建更多
的房为主要政绩,在节约集约用地方面没有硬性的
考核指标。
4. 1. 5摇 耕地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如 2011 年 2 月 28 日参考消息称:有媒体报道,

在中国 1. 2 亿公顷农田中,至少 10% 受到有毒重金

能。 围绕粮食安全,国家启动了增产千亿斤粮食战
准良田冶 、“ 吨粮田冶 以及重在增加耕地的土地整治
农资金有 6 000 亿。

4. 2. 2 耕地优化调整契机千载难逢

随着小城镇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未来 30 年将

是一个土地利用格局快速变化的时期。 如山东省诸
城市将 1 249 个村庄规划为 208 个农村社区。 河南
省大搞“ 三项整治冶 ,仅周口一市,就可以新增耕地

90 多万亩,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农业大县的耕地保有
量。 刘彦随研究员在山东的研究表明,通过整治空
心村有 50% 以上的村庄用地可以节约出来。 通过

农村土地整治,农民居住向中心村镇集中,耕地向适
度规模经营集中,使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变为耕地成
为可能。 农村用地结构布局演化面临“ 劣质、细碎、
分散冶 和“ 优质、集中、连片冶 两种前途,同时也为促
进基本农田向优质、集中、连片转变,建立适应现代
农业的基本农田整备提供了一个契机,机遇与挑战
并存,不调控就失控。
4. 2. 3摇 耕地全要素管理基础初步形成

新近开展的第二次全国土地大调查工作,奠定

了耕地全要素管理的数量基础;“ 十五冶 和“ 十一五冶
期间开展的全国农用地分等工作,奠定了耕地全要
素管理的质量等别基础;“ 十一五冶 开展的全国农用
地综合生产能力调查与评价工作,奠定了耕地全要
素管理的产能基础;地球化学质量评估工作,奠定了
耕地全要素管理的环境基础。

属污染。 还有抽样调查发现,样本中 10% 的中国产

5摇 耕地保护和建设共同责任机制的实现途

稻米也受到了有毒重金属污染。 一项新批准的全国

径

性防治规划列出 14 个省区,称这些地区受重金属污

5. 1摇 成立专门的耕地质量破坏鉴定机构

度,故意破坏和污染耕地。 虽然上述报道的真实性

为一项基本国策,但是却一直没有关于耕地质量等

和科学性有待证实,但是耕地污染问题已经向国人

别破坏的技术标准和专门的鉴定机构。 2009 年 7

染影响最为严重。 有些地方为了减少耕地占用难

敲响了警钟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冶 作

月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征求《 非法占用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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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造成种植条件严重毁坏认定办法》 ( 征求意见稿)

强。 通俗的说,耕地需要的土地条件要比园地苛刻,

遭受破坏的认定条件进行了规定,但是该认定办法

地一定是立地条件最差、对农业利用存在严重限制

修改意见的函( 国土资厅函也2009页585 号) ,对耕地

园地需要的立地条件比林地苛刻,按如此规律,荒草

主要是从数量方面进行了界定( 即耕地大于 10 亩,

性的土地,荒草地开发时应该优先考虑牧草地和林

基本农田大于 5 亩) ,而质量破坏方面没有明确的

地用途,最不应该开发为耕地。 因此,需要按照资源

意见。 需要国家组织编制和颁布耕地质量破坏鉴定

合理利用的规律,实施园地转耕地、林地转园地、牧

的技术标准和法定程序,成立专门的耕地质量破坏

草地转林地、荒草地转牧草地的农用地资源梯度开

鉴定机构,使耕地破坏的鉴定依法进行,具有权威

发利用模式,建立耕、园、林、草优化配置的土地整治

性,有效遏制耕地破坏行为。

新模式。

5. 2摇 建立补充耕地等别的国家督查制度

5. 5 摇 建立占用耕地综合效益年度报备制度

的部门和国家重点工程,试点建立耕地产能损失评

的产能而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估报告制度。 如南水北调、高速铁路建设等国家重

益的目标。 不同行政区域,占用单位耕地产生的综

点工程,往往是从节约投资、减少建设难度等角度选

合效益不清,没有报备的效益指标,占用耕地项目转

线,大多存在走平地避山地的现象,虽然在很大程度

变用途时没有基于效益指标提升的规则,导致耕地

上节约了建设投资,但是却占用了更多的优质耕地,

一经批占就完全脱离了耕地保护相关制度的约束。

造成了更大的产能损失。 因此,建立重点区域、用地

耕地等别提升和产能建设的最大压力来自于优质耕

大户和国家重点工程占地产能损失的报告制度,可

地的占用,而不是耕地本身,因此必需建立占地项目

以促进各项建设避让优质连片的基本农田,采用优

在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承诺指标,

化选址、增加桥涵比、提高利用率等各项措施减少占

并分年度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报备,并申请核查制

用优质耕地,将优质耕地减少和产能损失控制在更

度;用地项目用途转变时,也需要按照国土资源部门

低水平上。

制定的规则,提升已有承诺指标,以促使有限用地指

针对耕地减少较多的重点区域、占用耕地较多

5. 3摇 建立耕地等别变化和产能安全年度报告制度

区域的耕地等别变化和产能安全不只是遏制耕

地减少的问题,而是由耕地增加、占用和建设三个因

土地利用应该占用最少最差的耕地,损失最小

标在多年的利用中实现利用方式不断升级,以减少
闲置土地、建新的不拆旧的、说是搞环保的实则上污
染企业等浪费和破坏耕地资源的现象。

素共同决定的。 不同部门,耕地占用导致的产能损
失情况不清,占用单位耕地产生的综合效益不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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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country 's arable land capacity safety,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the arable land忆 s quality , characteristics , issues and opportunities in China, puts forward five ap鄄
proaches to implement the arable land protection and set up a common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the first is to es鄄

tablish the supervisory watchdog to assess the arable land destruction;the second is to set up the inspection system
for the reclaimed arable land grading; the third is to build the annual reporting system for the arable land grading
and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evaluation; the fourth is to consolidate all forms of agricultural land including the arable
land, garden, forestry and grassland; the final is to constitute the annual filing system monitoring the comprehen鄄
sive efficiency of the occupied arable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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