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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造了耕地产出效益系数、耕地消耗回报系数、耕地污染替代系数和耕地利用集约化系数等指标，对

湖北省现有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益进行了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从观念更新、加大财政投资力度、优化农地使

用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湖北省耕地资源利用效益的宏观对策，为合理利用耕地资源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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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资源是农业生产乃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资源［１］。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反映了

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大体上决定了国家的人口

承载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２］。我国实施耕地总量

动态平衡战略后，针对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供需

动态平衡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和研

究［３６］。所有这些研究多是针对耕地经济量的供

需动态平衡展开的，缺乏对耕地质量状态即耕地

生产力的定量经济研究。本文采用定量经济分析

方法，选取可计量的耕地利用效益指标，对１９９０

年以来湖北省的耕地资源利用效益进行分析，为

合理利用耕地资源提供了参考。

１　湖北省耕地利用的动态变化分析

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的１５ａ中，湖北省耕地数

量变化的总趋势是持续减少。国家实施耕地总量

动态平衡战略后，耕地面积减少变缓，２００２年后，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耕地面积减少加快（表１）。

由于劣质耕地的增加掩盖了优质农田的减少，致

使土地生产力波动变化明显。表１的耕地面积减

少与单产增长速度波动变化情况已充分说明了这

一点：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１年的耕地面积减少速度分

别达０．４６％和１．２４％，同期土地生产力也下降明

显，相应单产增长速度为－２．０１％和－５．３５％。

根据表１有关数据计算，１９９８年耕地面积比上年

净减１．５２９×１０４ｈｍ２，单产减少１０５ｋｇ，因耕地

数量减少而损失的产量为１．５８６１×１０６ｔ，因单产

减少而损失的产量为３．５１０×１０５ｔ。由此可见，当

前湖北省耕地数量在持续减少的同时，耕地生产

力即耕地利用效益也呈下滑趋势。湖北省作为我

国传统的农业大省和全国的商品粮、油生产

基地，耕地数量和质量状况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

表１　湖北省耕地数量与产出计算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ＡｒｅａａｎｄＩｔｓ

Ｏｕｔｐｕｔ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年份
耕地面积／

（１０３ｈｍ－２）

粮食单产／

（ｋｇ·ｈｍ－２）

耕地面积增长

速度／％

单产增长

速度／％

１９９０ ３４７６．７７ ４７５５ － －

１９９１ ３４５８．４６ ４３２０ －０．５３ －１０．０７

１９９２ ３４２１．５７ ４９０５ －１．０８ １１．９３

１９９３ ３３９２．７４ ４８３０ －０．８５ －１．５５

１９９４ ３３７５．６０ ５０１０ －０．５１ ３．５９

１９９５ ３３５８．０１ ５１６０ －０．５２ ２．９１

１９９６ ３３４９．２５ ５０８５ －０．２６ －１．４７

１９９７ ３３４２．４５ ５３２５ －０．２０ ４．５１

１９９８ ３３２７．１６ ５２２０ －０．４６ －２．０１

１９９９ ３３１０．４０ ５２５０ －０．５１ ０．５７

２０００ ３２８２．９６ ５６１０ －０．８４ ６．４２

２００１ ３２４２．８５ ５３２５ －１．２４ －５．３５

２００２ ３０９４．０３ ５２６５ －４．８１ －１．１４

２００３ ３０３３．４５ ５４０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４ ３０９１．７５ ５６５５ １．８９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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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乃至全国的粮食供应状况。

２　湖北省耕地资源利用效益的定量

经济分析

　　湖北省农业开发历史悠久，绝大部分宜农荒地

都已开垦。近年来，为改善生态环境，有些耕地还

需要退耕还林、还牧。因此，提高现有耕地利用效

益既是湖北省也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为

此，笔者构造了耕地产出效益系数、耕地消耗回报

系数、耕地污染替代系数、耕地利用集约化系数等

指标［７］，对湖北省现有耕地利用效益进行分析，以

明确其潜力空间。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犓１＝犢／犉，犓２＝犆１／犆２

犓３＝犢／犘，犓４＝犝／犆

式中，犓１ 为耕地产出效益系数；犓２ 为耕地消耗回

报系数；犓３ 为耕地污染替代系数；犓４ 为耕地利

用集约化系数；犢 为粮食单产增长率；犉为化肥施

用量增长率；犆１为人均ＧＤＰ增长率；犆２为人均耕

地减少率；犘为农药施用量增长率；犝 为城市化水

平增长率；犆为耕地面积减少率。

根据上述公式和湖北省统计年鉴，计算出湖

北省耕地资源利用效益指标数值（表２）。

表２　湖北省耕地资源利用效益指标

Ｔａｂ．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年份 犢／％ 犉／％ 犓１／％ 犆１／％ 犆２／％ 犓２／％ 犘／％ 犓３／％ 犝／％ 犆／％ 犓４／％

１９９０ ３．７９ １１．４０ ０．３３２ １１．１２ －３．７２ －２．９８６ － － －１．４３ －０．２８ ５．１１６

１９９１－１０．０７ ４．３２ －２．３３１ ７．８７ －１．８８ －４．１９０ ９．５７ －１．０５ １．３１ －０．５３ －２．４７８

１９９２ １１．９３ ５．９２ ２．０１５ １４．９５ －２．３２ －６．４５６ ８．９０ １．３４ ２．５７ －１．０８ －２．３８２

１９９３ －１．５５ ９．７０ －０．１６０ ２２．５７ －２．１８ －１０．３５２ ６．３３ －０．２５ ２．３２ －０．８５ －２．７２７

１９９４ ３．５９ ８．６６ ０．４１５ ２３．２３ －１．６７ －１３．９１５ ２７．３６ ０．１３ ６．３７ －０．５１ １２．４８４

１９９５ ２．９１ １２．３７ ０．２３５ １９．７３ －１．４６ －１３．５１１ ２６．５１ ０．１１ ３．１５ －０．５２ －６．０５１

１９９６ －１．４７ ４．８２ －０．３０６ １８．７４ －１．１８ －１５．８４１ －２１．５１ ０．０７ ２．０４ －０．２６ －７．８４１

１９９７ ４．５１ ８．４７ ０．５３２ １３．１７ －１．０２ －１２．９１３ １０．３７ ０．４４ １．８０ －０．２０ －８．９８８

１９９８ －２．０１ ３．１１ －０．６４７ ６．２０ －１．０５ －５．８９５ －２．７９ ０．７２ ０．９０ －０．４６ －１．９６３

１９９９ ０．５７ －７．５８ －０．０７５ ３．４５ －１．０３ －３．３５２ ２．９０ ０．２０ ０．６４ －０．５１ －１．２５１

２０００ ６．４２ －１．８０ －３．５６３ ９．３８ －１．２１ －７．７５６ １０．４０ ０．６２ １．００ －０．８４ －１．１８９

２００１ －５．３５ －０．７４ ７．２５３ ８．００ －１．４８ －５．３９０ －５．２０ １．０３ １．０８ －１．２４ －０．８７１

２００２ －１．１４ ４．５５ －０．２５０ ６．０８ －５．０４ －１．２０６ －３．２０ ０．３６ １．２６ －４．８１ －０．２６１

２００３ ２．５０ １４．９２ ０．１６８ ７．６８ －２．２３ －３．４３８ －６．４１ －０．３９ ２．５７ －２．００ －１．２８５

２００４ ４．５１ －７．５２ －０．６００ １４．１８ １．６５ ８．５９３ １１．２８ ０．４０ ３２．７０ １．８９ １７．３０３

２．１　耕地产出效益分析

耕地资源利用效益状况首先反映在耕地产出

效益上，耕地的产出水平主要取决于耕地的农作

物单产水平、耕地生态单产水平以及种植制度等

因素，而耕地农作物单产水平和耕地生态单产水

平主要取决于耕地的质量［６］。耕地质量的高低除

了受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外，还与技术、资本等

投入有直接关系，而化肥的投入占了资本投入的

大部分比重。若犓１＞１，表明单产的平均增长率

大于化肥施用量（折纯）的增长率，耕地产出效益

较高；若犓１＜１，表明耕地利用效益较差。图１显

示，除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０１年以外，其余年份犓１值均

小于１，说明近１５ａ来，湖北省耕地投入的增长速

度总体上大于产出的增长速度（表２），耕地利用

总体效益较差，潜伏着耕地资源退化的危机。

２．２　耕地消耗回报状况分析

耕地消耗回报状况以耕地消耗回报系数来表

征。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工业化、城市

化不可避免地要挤占一部分耕地，但其代价应是

图１　湖北省耕地资源利用效益

Ｆｉｇ．１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

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图２显示，湖

北省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的耕地消耗回报系数的绝对

值均大于１，这说明近１５ａ来湖北省国民经济的

高速增长虽以消耗耕地资源为代价，但人均ＧＤＰ

的增长速度大于人均耕地数量的减少速度（表

２），表明湖北省耕地资源消耗回报率较高，利用基

本合理，耕地生产力得到了较好发挥，但这一指标

没有考虑耕地质量的变化。

９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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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湖北省耕地消耗回报状况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３　耕地污染状况分析

由于农业病虫害的频繁发生，要不可避免地

对土地施用农药，这一方面保障和提高了粮食产

量，但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土地环境的

污染。从图１可以看出，只有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０１年

犓３值大于１，即粮食单产的增长速度大于农药施

用量的增长速度，农药的使用量适当；其余年份的

犓３值均小于１，这说明近１５ａ湖北省农业用地由

于利用方式不得当，总体上农药施用量的增长速

度超过了粮食单产的增长速度（表２），耕地资源

的利用存在着污染与退化问题，致使耕地质量衰

退，偏离了可持续利用的良性循环状态。

２．４　耕地利用集约化程度分析

以耕地利用集约化系数犓４来表示耕地利用集

约化程度。提高土地人口承载力就必须对有限的

土地资源进行集约化利用，以缓解人地矛盾，促进

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图２可以看出，１９９０年

和２００４年的犓４值大于１，说明城市化水平增长速

度大于耕地的减少速度，耕地利用的集约化水平较

高。但其他年份犓４值均小于１，总体上说明湖北

省近１５ａ的耕地利用集约化水平较差，耕地的减

少速度超过了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速度（表２）。

３　提高耕地资源利用效益的对策

３．１　科学认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内涵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是基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及

保障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基本需求而提出的。

其理论基础是人口、粮食、耕地总量与发展相协

调，以期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其直接目标是在规

定的生活质量和营养水平下，满足现在和今后我

国所有人口对粮食的持续需求。因此，耕地总量

动态平衡应不是简单的数量平衡，而应该是以质

量平衡为基础，以生态平衡为约束条件，以数量平

衡为基本要求的系统平衡［７］。但是，当前各级地

方政府在眼前利益的驱动下，只进行耕地数量平

衡，不重视或根本不考虑耕地的质量平衡或生态

平衡，这是造成湖北省耕地利用总体效益下降的

直接原因。笔者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一个耕地资

源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以保障我国耕地资源的

质量平衡。

３．２　进一步加大对农业财政投资的力度

近年来，由于各方面对农业资金的投入不足，

致使农村土地制度的正常运行日趋困难，耕地资

源利用效益不断下降。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湖北省财

政用于农业生产的资金占全省财政支出总额的比

例直线下降，由１９９０年的５．８０％逐渐下降到

２００４年的３．８０％，２００２年仅为１．３９％（图３）。

同期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虽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非常缓慢，从１９９０年的

０．８６％缓慢上升至２００４年的０．９３％（图３）。从

近十几年湖北省的财政投资力度来看，全省用于

农业生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增

长速度。因此，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各级政府加大

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力度，是提高全省耕地资源利

用效益的当务之急。

图３　农业财政投资占湖北省财政投资总额的比重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Ｔｏｔ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３　优化农地使用制度以激励农民对耕地的投入

始于１９７８年的我国土地联产承包制度对耕

地资源利用效益的提高作用十分显著，２００４年与

１９７８年相比，湖北省粮食单产提高了４５．０９％。

但任何一项产权制度的安排绝不可能是一劳永逸

的。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其短期性、均分性、静

态性阻碍了农民对所承包土地进一步投入的积极

性［８］。尽管新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都规

定农地承包３０ａ不变，但很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在土地第二轮承包中并没有认真执行，致使农民

对所承包耕地缺少投资，中、低产田得不到改良。

专家认为，科学的农地使用制度应是长期稳定和

动态流转的［９］。因此，建议在目前形势下，通过转

包、转让、出租、入股、联营等土地市场手段，使农

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以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益。

０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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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耕地资源数量平衡与质量下降的现实已成为

当前我国耕地资源利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今后，可以从以下方面加强对土地资源利用效益

的研究。

１）在研究视角上，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土地

利用结构的耦合关系有待深入探索。产业发展离

不开土地资源的支撑，产业的空间结构在一定意

义上可以说就是土地利用的类型结构。反之，土

地的利用状态实质上是各种要素集聚与配置的空

间表现，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的内在机

理。

２）在研究尺度上，应加强开展多层次、分区

域的土地利用效益研究。目前，我国土地资源的

利用效益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和各省市大中空间

尺度上。对小空间尺度，尤其是小城镇在土地利

用中所表现出来的用地增长的快速性、土地用途

变更的随意性、土地权属的交叉性、经济利益的多

元性等深层次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和深化。

３）在研究方法上，应改变传统的定性分析和

简单的定量分析，积极开展基于 ＧＩＳ技术、系统

动力学模型、人工神经网络等现代方法、模型和技

术的融合和应用研究，各种数理模型与ＧＩＳ的融

合是目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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