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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与生态约束下的中国口粮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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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在城镇化和生态建设的背景下,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该文分析了资源低效利用经济粗放
增长与粮食安全的内在关系,阐述了荷兰、日本和以色列等资源紧缺型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提出了重新认识
耕地质量内涵、提高粮食主产区粮食商品化率、提高粮食非主产区口粮田建设积极性、稳布局调结构挖潜力、提升
城镇建设用地管控水平和发挥多部门合力等一系列保证口粮绝对安全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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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 国的粮食消费量占世界粮食总消费量的

1 / 4,相当于全球粮食贸易量的两倍。 在全球还有
10 亿人严重缺粮的情况下,寄希望于粮食进口是不
现实的,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只能立足国内。 中国人

的饭碗里要装中国粮。 中国的粮食安全不是短期问
题,而是长期问题;不是流通问题,而是生产问题;不
是谷物问题,而是食物问题;不是价格问题,而是数
量问题;不是局部性问题,而是全局性问题;不是农
民的目标,而是政府的目标。
粮食“ 十连增冶 ,中国粮食安全的压力还没有得

1摇 粮食安全压力有增无减

1. 1摇 粮食安全目标被迫做出调整

中国粮食供求总量趋紧,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

出,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 90% 。 大豆对外依赖度达
到 80% 。 在粮食安全目标上,我们已被迫将“ 粮食
基本自给冶 目标调整为“ 口粮绝对安全冶 目标。 中国
2013 年进 口 大 豆 6 340 万 吨, 相 当 每 人 每 年 消 费
94. 6 斤。 大豆及其制品是中国及东亚东南亚地区

国家的主要副食之一,进口这些大豆,尤其是转基因

到根本的解决。 首先,由于我们增产的幅度还不能

大豆,无论从粮食安全角度还是基因安全角度看,都

够完全满足消费刚性增长的幅度,因此我们还要继

存在着潜在危险。 根据《 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2014

续进口粮食,而且进口数量在增加。 其次,中国的化
肥、农药等生产要素的使用已经接近极限。 再次,
“ 无人种地冶 和“ 无地可种冶 的矛盾日益突出。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资料证实,世界上粮

食根本解决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个国家,其
人 均 粮 食 占 有 量 均 超 过1 0 0 0 公 斤 , 其 中 加 拿 大

1 700 公斤、美国 1 250 公斤、澳大利亚 1 450 公斤。
这三国的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在世界上不是最高的,
而其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 1 000 公斤,主要原因是
其人均耕地拥有量特别高,分别为 14. 6 亩、26. 9 亩
和 48. 5 亩。 因此,中国离真正的粮食安全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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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资料,大豆进口增速将明显放缓,至 2023 年

大豆进口量预计为 7 369 万吨。 从粮食安全的本质
上看,放弃了大豆要实现谷物基本自给不可靠。
1. 2摇 农产品品质安全成为社会问题

作为食品安全的源头,农产品质量安全一直是

社会关注的重点。 湖南镉超标大米、黄浦江漂浮死
猪、滥用高毒农药而引发的蔬菜问题等事件引发媒
体和公众广泛关注。 根据国土资源部组织完成的全
国农业地质调查结果,中国 19 个城市群周边土地均
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总体以轻度为主,占 46% ;中
度和重度污染占 26% 。 同一个城市群中,污染较严
重的地段主要集中在城市建成区及周边区域,如京
津翼城市群污染严重地段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和
保定等大中城市周边。 由于菜农对污染有切身体

党中央副主席,研究员,博士;郧文聚,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王洪波,

会,因此在部分地区出现了“ 一菜两制冶 的现象。 由

研究员。

于有毒有害农产品同土壤污染、大气污染和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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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一个伴生的过程,因此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有效

生产强度很大,农村经济发展依然高度依赖于自然

地扭转。

条件,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土地资源利用程度不高。

1. 3摇 谁种地和怎么种的问题突出

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和效益处在较低水平

由于在上一轮土地承包时在农村地区普遍采用

上。 城镇建设用地闲置问题突出,2010 年全国查处

了肥瘦搭配的方式,造成田块分散,少的三五块,多

闲置房地产用地 2 648 宗,面积 11 944 公顷。 从投

的二三十块。 丘陵山区,田地小平大不平、高低错
落,农路不通、灌排不便;部分地区至今仍靠人力、畜
力耕种,农机无法使用,农业效益低强度大,农村青
壮年劳力都不愿在家种田。 同时,外出务工的农民
是否愿意长期转租土地,取决于外出务工农民对于
自己在城市立足可能性的考量。 农民工有叶落归根
的想法,就不会将自己的土地长期转租,以规模效率
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就无法顺利实现。 谁种地
和怎么种地的问题不解决,继续维持糊口农业,那么
我们的农业就会始终是一种弱质产业。
1. 4摇 农民不存粮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农村外出打工,农村不储粮,总认为随时可以到

市上买粮。 山区、贫困地区认为种粮效益不好,有限
的口粮田也改种经济作物。 一旦发生灾害,就要依
靠运输。 粮食主产区在北方,运输储粮成本高。 农
民不储粮,国家必须储粮,而且时刻准备应付突发断
粮事件。 如果选择国家存储粮食作为主要途径,那

入强度上看,中国有些开发区土地投资额不足 30 万
元 / 亩,而法国的开发区平均投资额是 60 万美元 /

亩,新加坡、中国台湾省等地均在 100 万美元 / 亩左

右。 从产出水平上看,土地利用最集约的上海市,
2003 年工业用地产出效益仅 20 亿美元 / 平方公里,
开发区用地产出 77 亿美元 / 平方公里,而日本东京

都工 业 用 地 地 均 产 出 水 平 在 1 9 8 5 年 就 达 到 了

192. 39 亿美元 / 平方公里,2001 年更是高达 522. 80
美元 / 平方公里。

农村人均建设用地超标,“ 空心村冶 现象普遍。

农村人口密度从 1996 年的 55. 87 人 / 公顷降低到

2008 年的 42. 60 人 / 公顷,而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面
积高达 232 平方米 / 人,远远高出 150 平方米 / 人的
国家标准。 目前,农村空闲住宅面积约占村庄建设
用地总量的 10% -15% 。

2. 2摇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困难

当前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考虑由一家

么各级粮库的硬件建设、机构队伍、收购政策、安全

一户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导致的“ 农田细碎化冶 的

储藏和加工销售等,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变得非常复

问题。 农田细碎化有两个基本类型,一个是自然细

杂和重要。

碎化,另一个是制度细碎化。 自然细碎化是由农田

2摇 粮食安全是资源低效利用经济粗放增长

位置的自然分割因素造成的,比如南方山区的旱坡

的必然结果

地,不少农田是大字报田、草帽田。 制度细碎化是由
缺乏弹性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的,由于农村

2. 1摇 资源低效利用导致双保矛盾突出

人口变来变去,农民承包农田分来分去、换来换去,

有限的土地资源,面临多种用途的竞争,尤其是

不仅关系混乱,而且越来越细碎。 实践证明,农地效

在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表现得非常突出。 农用地利

率是可以不断提高的,但是更容易陷入小农经济社

用程度不高,保护耕地任务繁重;城市建设用地和农

会的陷阱。

村集体建设用地粗放,以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推动经

现代农业发展,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提升的一个

济发展的模式难以迅速扭转,保障发展的任务艰巨。

重要领域是农业生产经营空间结构及其内部结构的

中国农用地利用程度不高。 红线内的 18 亿亩

优化,黑龙江建三江农垦管理局的农业效率,很大程

亩,15 度以上坡地 3 亿亩,还有不少耕地是草帽田、

率,科技威力、技术装备的威力才得以充分发挥。 新

耕地,约有 10 亿亩是旱地,25 度以上坡地近 1 亿

度是空间效率和组织效率。 正因为有了这两个效

天梯田。 相当数量的耕地地块零碎不整,田坎、沟

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生产经营实践也证明了这一

渠、道路、坑塘面积过多,田块大小不一,道路弯曲狭

点。 为了保证耕地的规模效率,中国台湾地区规定

窄,土墩、坟墓、杂树星罗棋布,内流小河道时有时

优质集中连片 25 公顷的耕地不得切割,美国规定

无,农户土墙瓦房散落其间。 长期以来,由于对农业
投入少,部分农民只能靠肩挑背驮、锄挖犁耕,农业

80 英亩不得切割。 根据中国实际,建议规定优质集
中连片 20 公顷耕地不得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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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摇 工业化城镇化管控水平的制约

中国近十年的城镇化发展,伴随着剧烈的土地

利用变化,其变化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镇化
的模式及特点。 首先是土地快速非农化反映了中国
城镇化的加速过程。 2000 年-2010 年,中国城镇化
率从 36. 2% 提高至 49. 7% ,城镇人口每年以 3. 8%

3

艺占 35% ,农田作物占 9% 。

3. 2摇 以色列:沙漠农业的奇迹

以色列从一个既缺水又缺耕地的沙漠小国,发

展成为一个年出口 10 多亿美元新鲜农产品和加工
食品的发达国家。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滴灌技术得

到广泛应用,农产品产量成倍增长,沙漠改造突飞猛

的速度增加,相应的,全国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从 597

进,可灌溉耕地面积增加 8 倍。 种植业产值 90% 以

其次是土地利用效率低显示了中国城镇化还处在初

到 10% 。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色列开始进行农业

万公顷增长到 943 万公顷,年均增长速度达 4. 4% 。
级阶段。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土地利于效率

上来自于灌溉农业,占耕地 44% 的旱地农业产值不
生产结构调整,从以粮食生产为主,逐步转向发展高

较低。 从人均水平上看,2000 年 - 2010 年间,中国

质量花卉、畜牧业、蔬菜、水果等出口创汇农产品和

平方米 / 年;从产出上看,上海市 2012 年建设用地产

益,建成了一整套符合国情的节水灌溉、农业科技和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从 130 平方米 / 年增至 142

技术,并用高科技和现代管理手段不断提高农业效

出率只有纽约的 1 / 29、中国香港地区的 1 / 14,这说

工厂化现代管理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投入、高

明中国城镇化还处在空间扩张为先、为主的初级阶

科技、高效益、高产出的现代产业。 以色列先后研制

段。 最后,土地利用结构揭示了中国城镇化的工业

出了喷灌和滴灌等世界上最先进的灌溉技术和装

驱动主导和农民工“ 半市民化冶 特征。 “ 十一五冶 期

备,水资源的利用率高达 90% 以上,每毫米降水可

倍多,受此影响,城镇工矿用地承载的人口从每平方

3. 3摇 日本:政府干预下的农业现代化

间中小城镇建设用地扩张速度是“ 十五冶 期间的两
千米 7 700 人降至 7 000 人,下降了 10% 。 工业用
地产出率低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以产出率较高的
上海市为例,其 2010 年工业用地产出率为 14. 4 亿

生产粮食 2 公斤( 中国不足 0. 5 公斤) 。

日本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己经基本上实现

了农业现代化。 到 70 年代中期,达到了农业全面现
代化的水平。 日本政府干预农业的主要措施,一是

元 / 平方千米,仅为 20 世纪 80 年代纽约和东京的

制定农业立法,引导分散的小农经济归于国家的统

对绿色开敞空间的保护和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协

“ 耕地整理法冶 ,20 世纪 40 年代的“ 农业协同组合

1 / 3 和 1 / 7。 大城市继续“ 摊大饼式冶 发展,不注重

一指导,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如 1899 年的

调配置,城际交通散乱布局造成生态空间破碎化,严

法冶 ,“ 水和资源开发促进法冶 ,“ 批发市场法冶 和“ 农

重影响城镇空间生态环境质量。

3摇 资源紧缺型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

产品期货贸易法冶 等。 二是制定农业政策,包括财
政补贴政策、信贷支持政策、价格补贴政策等。 三是
对农业进行直接投资,日本政府对农业进行直接投

3. 1摇 荷兰:资源小国农产品出口大国

资不仅表现在投资兴建大型农业基本建设项目,而

浙江省。 1996 年,荷兰农产品出口额 467 亿美元,

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三结合的农业科技体系,日

荷兰国土面积相当于海南省,人口密度略高于

且还提供小型水利工程投资的 4 / 5。 四是制定完善

进口 267 亿美元,净出口额 200 亿美元,是仅次于美

本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由政府的农业改良普及事业

国、法国的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 荷兰农业的优势

和农协共同完成,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

是地势平坦,降雨充足;劣势是土壤中淤沙较重,光

体系,是战后日本迅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保障。

照不足,发展大田作物制约因素较多,却适宜牧草和

在日 本 的 农 民 中, 高 中 生 占 75% 左 右, 大 学 生 占

花卉种植。 荷兰坚持发展外向型创汇农业的思路不
动摇,充分利用比较优势,以单位土地产值最大化为
主攻目标,逐步削减自己缺乏优势的土地密集型农
业( 大田作物) ,增加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农业( 园艺

和畜牧) ,从而使有限的土地资源产生最大的经济
效益。 在荷兰农业产值构成中,畜牧业占 56% ,园

60% 左右。

4摇 保证口粮绝对安全的建议

4. 1摇 重新认识耕地质量的内涵和生态功能

提升耕地质量,不仅仅是提升土壤肥力、提高土

壤有机质含量,最重要的是提升耕地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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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树立“ 以数量为前提、以产能为核心、以健康为保
证、以用养为基础、以效率为导向、以监管为手段冶
的耕地质量观。 同时,要特别注意各种耕地质量建
设项目中存在的忽视耕地生态功能的现象。 一是片
面硬化,结果是多了一片混凝土少了分天然地,损失
了一分寄养野生动植物的栖息之所;二是过份强调

10 000 亩大坝均纳入基本农田重点区域,多措并举
盯死守牢千亩以上坝区耕地,建设“ 人均半亩口粮
田冶 ,实现了保护耕地、保障发展的多赢目标。 云南
省 94% 国土面积为山地、高原,俗称“ 坝子冶 的山间
小盆地只占 6% 。 2011 年,云南省启动声势浩大的
保护坝区农田、建设山地城镇的行动。 云南向低丘

人机通行方便、水流顺畅,用水时快来快去,不用水

缓坡扩展,既是发展的选择,也是保护坝区农田的选

时渠干沟枯,断绝河水涵养万物的功能;三是片面强

择。

调耕地面积增加,填了池塘、洼地,挖了土丘、山岗,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口粮田少,调研中赣南农民

不能因地制宜的开展生态建设,断绝了野生动植物

反映,不愿种地,主要是地不好种、没法种,灌排不

的生机。

良、农道不通,老小种田,既无力抗旱涝、又没法用机

4. 2摇 实施良田工程,提高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商品化

器;而经过质量建设的田地,一亩地一年可以节省 5

摇 摇 良田工程是建设现代农业建设的主要抓手,有

亩增加粮食 160 公斤,增收 416 元。 两项相加增收

率

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土地产出效率和劳动生产
率,并有效提升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商品化率。 据统

个工,按一个工一天 100 元计算,可增加 500 元;每
916 元。 协调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与现代农业

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加快省力农业发展,可以有效地

计分析,实施土地整理后,可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5%

推进粮食非主产区的口粮田建设。

30% 。 在黑龙江农垦系统,其农田规模大、机械化水

作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还要突出强调相对集中、连

率高 30% ~ 40% 。 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的生产能

带和低山丘陵地区的耕地面积、提高基础设施建设

~ 10% , 增 产 10% ~ 20% , 农 机 效 率 提 高 20% ~

耕地质量建设,不仅要抓住大面积集中连片耕

平较高,与地方相比,期土地利用率高 10% 、生产效

片的山垄田、旱坡地整治,稳定山缘地带、农牧交错

力研究表明,东北地区农用地生产能力和生产潜力

水平。 重点支持粮食生产大户,积极探索农田基础

巨大,远景生产能力可达 5. 8 亿吨,其中黑龙江省

设施建设管理与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深度

生产能力可达 1. 8 亿吨,其中黑龙江省 8 537 万吨、

4. 4摇 保护农业核心区,稳布局、调结构、深挖潜,实

能力只有 1. 35 亿吨,其中黑龙江省 5 630 万吨、吉

摇 摇 保护耕地和粮食安全,首先是要把全国主要耕

4 亿吨,其中黑龙江省 2 亿吨、吉林省 1. 05 亿吨、辽

局,从战略高度,本着对中华民族千秋万代负责的态

龙江省 2 907 万吨、吉林省 876 万吨、辽宁省 781 万

集中区,把黄淮海农区、东北农区和长江中下游农区

2. 8 亿吨、吉林省 1. 6 亿吨、辽宁省 1. 4 亿吨;近景
吉林省 5 611 万吨、辽宁省 3 940 万吨,而实际生产
林省 4 735 万吨、辽宁省 3 159 万吨。 远景生产潜力

融合。
现生产生活生态多赢

地和粮食安全的大局稳定下来。 应该着眼宏观全

宁省 0. 95 亿吨,近景生产潜力 4 564 万吨,其中黑

度,在国家层面上确定战略性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吨。 由此可见,实施良田工程,挖掘粮食主产的生产

的大面积、集中连片、优质高产的基本农田圈定住、

潜力,可以有效提高粮食商品化率。

保护好,防止各类非农建设包围和切割基本农田保

4. 3摇 调动地方积极性,推进粮食非主产区的口粮田

护区。

摇 摇 贵州近年来把“ 三少四无冶 ( 即占用耕地少、破

“ 脏、乱、差冶 来形容。 “ 脏冶 是指长江中下游农区在

质灾害、无生态破坏) 作为项目科学选址的基本原

长阶段,农业和农村环境形势不容乐观,需要下大力

则;把“ 六得冶 ( 耕地得保护,用地得保障,农民得实

气、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确保绿色农业生产能

惠,生态得改善,城乡得统筹,管理得创新) 作为项

力;“ 乱冶 是指黄淮海农区农村土地利用的混乱、无

目实施的基本目标,将生产条件好、51 个集中连片

序状态,必须在该区域的各项发展建设中结束无序

的 10 000 亩以上大坝和 114 个集中连片的 5 000 -

用地走向有序用地,结束自然用地形态走向规划用

建设

坏林地少、拆迁少和无基本农田、无农民不愿、无地

中国三大农区耕地保护问题非常突出,可以用
经济发展中经历了“ 家家点火,户户冒烟冶 的粗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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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态;“ 差冶 是指东北农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差、
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水平差,在这个地区农垦系统
以外的广大农区,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经
营格局。
在丘陵山地区,统筹安排农业、林果业和工业生
产用地,留足生活、生态用地,防止争相占用耕地与
过度开发耕地。 积极探索低丘缓坡开发利用,把解
决发展用地的注意力转移到科学合理开发低丘缓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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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2003 年报告,穗深港走廊 1990 年总人口 890 万,

2000 年 2 242 万,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 62% ,外来
人口净增长率 22% ,而当地人口净增长率只有 2% 。
未来十年,如果中国城镇化率保持年均增长 1

个百分点的速度,每年将新增城镇人口约 1 800 万
人,按照新增 1 个城镇人口需要新增用地 209 平方

米测算,建设用地总需求量预计在 1 000 万亩左右,
不仅使土地资源状况难以支撑,也会对生态环境和

上来,积极引导工业和城镇等建设用地上山上坡,充

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 事实上,中国在存量建设

分利用未利用地、残次林地、低效园地用于开发建

用地利用方面还有很大潜力,一些地方探索实施低

设,减少工业发展和城乡建设用地对优质耕地、林地

效用地再开发等政策,逐步降低对新增用地的依赖,

的占用,在满足经济建设发展的同时,有效保护优质

推动了城镇发展模式的转变。 广东省的节约集约用

耕地资源。 引导“ 工业上山冶 ,建设“ 梯田工厂冶 ,提

地试点,在 2009 年-2011 年改造完成 14 万亩,腾挪

优惠政策,缓解工业项目用地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

活存量土地政策,在近年实现每年 50% 以上的供地

倡、推广低丘缓坡的合理利用,出台鼓励坡地工业的
盾,形成保护耕地资源与保障发展用地的双赢格局,
为山区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奠定基础。 遵循适宜性原
则,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合理安排低丘缓坡治理,生
态退耕、休耕,以生态为前提,粮食安全为底线,科学
布局和划定土地利用空间界限,防止过度开发所引
起的水土流失等生态保护问题。

增加可利用土地 6. 1 万亩;江苏省苏州市实施的盘
来自存量土地目标;浙江省嘉兴市通过实施低效土
地再开发,在 2012 年腾出 7 200 亩土地。 在适度投

放增量的情况下,下大力气调整用地结构、盘活利用
存量土地,基本可以满足未来 5 -10 年城镇发展的
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需求。

国家和省级层面要通过编制和实施城市群地区

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地区,合理配置和建设绿

等区域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做好土地资源承载能

色基础设施用地,适度发展和培育休闲观光农业,可

力与城镇化目标、模式和空间格局的协调。 市级和

以满足都市生态涵养和休闲观光的需要。 上海提

县级层面,要严格划定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和规

出,保护上海的 300 多万亩耕地,就是管护上海的

模边界、禁止建设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强化对城乡

海的“ 湿地冶 。 上海大力推进设施良田、设施菜田建

自然水系、森林绿地等生态廊道、耕地特别是水田灌

“ 绿肺冶 ;保护上海的 160 多万亩水田,就是管护上

建设规模、布局和形态的管控,充分利用河道湖泊等

设,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夯实了物质基础,上海市

溉系统等自然空间边界,促进城镇组团式发展。

绿叶菜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已经成为一个成功范例。

4. 6摇 在耕地质量建设上要多部门协作发挥合力

4. 5摇 提升工业化城镇化管控水平,优化土地利用空

在耕地质量建设上多部门管理,在实践中还是

间格局

存在一些问题。 在低丘缓坡区,一些土地开发整理

摇 摇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办企业,乡镇企业异军突

项目往往会因为一些稀疏、自然生长的树木,而被林

起,曾支撑起 GDP 的半壁江山。 中国的社会学家、

业管理部门以保护林地为由拒绝开发。 农业部门开

经济学家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观察、分析,形成了不少

展土壤改良、地力培肥和高产示范创建工程,财政部

论断。 社会学家费孝通一生关注这个问题,提出了

门搞的区域综合开发项目,水利部门搞的水土保持

“ 小城镇、大问题冶 的论断。 在中国东部地区形成的

和治理工程,林业部门在林区为职工搞的工资田,所

“ 超级村庄冶 ,土地利用特点是不合法、不合规、不集

有这些与区域耕地质量变化有关的工程,目前都无

中、不集约。 广东东莞城市用地面积过大威胁生态

法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土地资源监管平台上来,并最

安全,有专家指出东莞原生生态系统 “ 破碎化冶 严

终导致全国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工作底数不清。 森

重,正呈现出一种“ 城市沙漠冶 状况。 中国的人口资

林法、草原保护、林地保护、湿地保护等各种各样的

源环境特点决定了中国发展必然是由超大城市群里

规章条例,导致了实施耕园林草大土地整治模式,促

的超级工业体系所支撑的。 中山大学曹小曙教授博

进农用地数量、质量、生态的全要素管理还有很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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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要走。
系统的推进耕地质量建设和保护工作,需要调
整完善各级国土资源部门的管理职能,建立职责明
确、各有侧重、上下联动、监管和实施有力的新型管
理体制;需要建立“ 政府主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
农民为主体、国土搭台、部门参与、统筹规划、整合资
金冶 的工作机制;需要建立激励机制,完善新增费分
配制度,在进行项目资金分配和项目安排时重点向
高标准基本农田示范县倾斜,根据权利责任相平衡
原则,促进新增费分配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
相互匹配;以及探索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充
分调动地方和农民参与土地整治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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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food security problem in

China becomes increasingly pressing.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food security and the

extensive economic growth with in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then introduces the experiences in developing modern

agriculture of resource-poor countries such as the Netherlands, Japan and Israel,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policy suggestions, including re-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boosting the commer鄄
cialization of food in main grain production region while improving the motivation of grain ration farmland construc鄄
tion in non-major grain production region,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strengthening multi-sec鄄
tors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realizing stable layout,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potential t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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