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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物安全层次及其生产、消费特性

际市场上以较低风险购买玉米以弥补国内玉米生产
的不足，但玉米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贫困人口

耕地保护最重要的目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

中是作为主要口粮的，如果中国大规模进口玉米作

食物安全。 食物安全的第一层次是口粮安全，口粮

为饲料用粮，那么可能对非洲、拉丁美洲贫困人口的

包括稻谷和小麦；第二层次是谷物安全，谷物包括口

口粮购买产生影响。 为了避免这一问题，除了口粮

粮、玉米及其他杂粮；第三层次是粮食安全，粮食包

外，中国对包括玉米在内的谷物也应基本自给，中国

括谷物、豆类、薯类；第四层次是食物安全，即保证农

谷物基本自给能为其他国家的贫困人口带来正外部

产品有效供给，除粮食外，食物还包括蔬菜、水果、动

性，具有公共物品性质。

物产品等。

（ 三） 粮 食 安 全： 准 公 共 物 品。 粮 食 除 了 谷 物

（ 一） 口粮安全：纯公共物品。 口粮产量的提高

外，还包括豆类、薯类。 豆类与薯类的单产（ 特别是

主要来源于单产的提高，而单产提高的主因是技术

豆类） 相对于谷物来说很低，从成本收益角度出发，

进步，即对单位面积耕地投入大量的化肥、农药、农

农户减少了豆类与薯类的种植，其国内生产弹性较

膜，促使口粮供需达到紧张平衡。 由于种植口粮的

小。 而从国际市场来看，豆类与薯类在南北半球的

耕地常年无休、过度利用，耕地质量退化，耕地污染

收获与供给上恰好互补，国际市场供给弹性较大，从

严重以及化肥、农药等过度施用所导致的边际增产

国际市场进口豆类、薯类的风险较小。 豆类主要作

效应不断递减，口粮单产的进一步提高受到明显限

为油料及饲料用粮，有很多其他的替代品。 薯类在

制。 口粮的国内生产弹性小，且由于耕地污染，高质

市场上也有很多替代品。 谷物以外的粮食，其国内

量口粮的生产弹性更小。 同时，通过国际贸易保障

生产弹性小，国内需求弹性大，而国际市场供给弹性

口粮供给的风险较大，口粮难以通过国际市场得到

较大，为了低成本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谷物以外的

有效供给。 随着中国人口高峰期的到来，为人们提

粮食供给可以更加积极地利用国际市场。 在保障谷

供充足的、高质量、无污染的口粮对国家的稳定至关

物基本自给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耕地可以适当

重要，口粮安全关系到人们的生存安全和国家稳定，

地通过市场进行配置。 通过进口耕地密集型粮食如

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因此，口粮安全必须通过国内

大豆等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减轻国内资源环境压力，

生产实现。

通过国内生产和国际市场供给来保障粮食安全。

（ 二） 谷物安全：公共物品。 谷物除了口粮外，

（ 四） 食物安全：私人物品。 粮食的耕地约束性

还包括玉米和其他杂粮，其中，其他杂粮的生产和消

强，鉴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总的来说，国内生产

费量都较小，因此，主要分析玉米的生产、消费特性。

弹性较小，需求弹性也较小，公共物品属性较强。 而

１９９１—２０１５ 年玉米产量的提高主要是因为播种面

食物除了粮食外，还包括蔬菜、水果、动物产品等。

积的增加，而在玉米播种面积提升的同时，稻谷、小

水果、动物产品以及部分蔬菜可以通过草地、林地、

麦的播种面积呈减少趋势，因此，虽然国内玉米的生

河流、湖泊、海洋等国土资源获取，耕地约束性小，且

产弹性较大，但更多的是通过占用播种稻谷、小麦的

中国的水面、草地、林地等资源较为丰富，其国内生

耕地来增加产量。 玉米在中国主要是作为饲料用

产弹性较大，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较灵活地调整产量。

粮，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肉类等的需求将进

由于食物种类多，能通过不同类型的土地进行生产，

一步增长，对玉米的消费需求也将进一步增长。 南

国际市场上供给充足， 国际市场供给弹性也较大。

北半球在玉米收获与供给上恰好互补，中国能从国

在满足对粮食的需求后，人们对食物的需求弹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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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当某种食物短缺或价高时， 可以用其他食物替

行者同样是地方政府，而监督者是上级政府。 与基

代。 由于国内、国外生产弹性大，以及国内需求弹性

本农田保护制度相比，中央政府主要对省级政府的

大，粮食之外的食物供给完全可以通过国内市场和

耕地保有量进行控制，对其他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度

国际市场的调节，不需要对其加以过多限制。 因此，

相对较弱。 在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中，虽然制度

食物安全具有明显的私人物品性质。

规定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的数量与质量必须相等，

二、控制与效率标准下的耕地保护：
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
根据食物安全的层次性及其生产、消费特性，在
控制与效率标准下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选
择最合适的耕地保护制度安排，以最小的经济社会

但地方政府补充的耕地往往质量较差，甚至是边际
耕地，只是在数量上实现占补平衡。 地方政府的这
一行为不利于对耕地质量和生态的保护，中央政府
也了解地方政府在制度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对耕地
总量动态平衡制度进一步细化，如规定 “ 占用水田
必须补充水田” 等具体操作细则。 由于不同地区经

代价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 三位一体” 保护，切

济发展程度与耕地资源禀赋的不同，一些地方政府

实保障食物安全。

自发进行制度创新，如通过在省内转移农地发展权

（ 一） 保 障 口 粮 绝 对 安 全、 谷 物 基 本 自 给 的 耕

的方式或省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形式，实现

地：严格控制下提高效率。 口粮与谷物特别是口粮

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的协同。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的需求弹性非常小，国内与国外市场的供给弹性也

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市场机制以提高资源配置

非常小，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具有明

效率，但现阶段的农地发展权转移或城乡建设用地

显的公共物品性质，因此，需要对保障口粮与谷物安

增减挂钩模式，并不能真正实现耕地质量平衡与提

全的耕地进行严格控制。 在原有的耕地保护制度安

高配置效率。 保障谷物安全后，粮食安全只具有准

排中，中央政府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以保护一定

公共物品属性，因此，在中央政府对永久基本农田进

数量的优质耕地。 但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执行过

行严格控制后，对永久基本农田之外的耕地可以在

程中，中央政府的正式目标在组织演化过程中被地

更大程度上利用市场以提高效率，激励地方政府的

方政府的目标所替代。 地方政府作为有限理性的经

积极性。 建立全国统一的农地发展权转移市场，地

济人，在发展经济与保护耕地的双重任务下，从自身

方政府通过全国统一市场购买农地发展权，通过充

利益出发，更倾向于占用优质耕地以拉动经济快速

分竞争，既提高了土地配置效率，又保证了耕地数量

增长。 在补充基本农田时，某些地方政府以次充好，

与质量的动态平衡，从而实现对耕地的有效控制。

基本农田甚至上山入海。 基本农田质量下降，可能
威胁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

（ 三） 保障食物安全的耕地：效率为主，适当控
制。 保障粮食安全后的食物安全是私人物品，根据

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需要对一定数量

其生产、消费特性， 市场可以在其中发挥基础性作

的优质耕地进行严格控制，保护好优质耕地的生态，

用，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草地、林地、河流、湖泊、

并减少中央政府协调、 监督成本以提高控制效率。

海洋等国土资源都能提供食物，而在现有耕地保护

由于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的公共物品属

制度下，为了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地方政府将一

性，与此相对应的耕地保护应由政府提供，而地方政

些草地、林地、湖泊、海洋等资源通过土地开发转变

府是集团中的个体，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可能倾向于

为耕地以应对上级政府的检查。 但耕地数量上的平

搭便车，在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中难以形成一致的集

衡可能对总体食物供给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将草地、

体行动，因此，与口粮安全和谷物基本自给相对应的

林地等土地资源转变为耕地后，可能既不能提供粮

耕地应由中央政府进行严格控制。 将优质、无污染

食，又损失了其生产其他食物的能力，总体上降低了

的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保

国家提供食物的能力，且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护区内的耕地严禁转换。 由于地方政府难以占用永

在粮食安全得到保障后，从食物安全角度出发，

久基本农田，中央政府不需要对占用的基本农田与

应对现有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进行改进。 在粮食

补充的基本农田的数量与质量进行监督，大大减少

安全得到保障后，对农用地之间的转换应以市场配

了协调、监督成本，提高了控制效率。

置为主。 农用地之间的转换以市场配置为主，并不

（ 二） 保障粮食安全的耕地：提高效率，有效控

会导致大规模开荒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也不会出

制。 在保证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后，粮食

现将高质量耕地转变为园地、林地的行为，而只是将

安全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因此在保护与粮食安全

粮食作物生产率低的边际耕地转变为水果等农产品

相对应的耕地时，可以适当利用市场提高资源配置

生产率更高的园地、林地等农用地。 在保障粮食安

效率。 在原有制度安排中，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

全后，农用地之间的转换通过市场配置能更好地提

被用来保障粮食安全。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的执

供食物、促进农户增收。 因此，农用地之间的转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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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为导向，对质量等级较差的耕地和边际耕地

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是经济发展水平，而对农产品

转换为其他农用地不加限制，但必须是农用地之间

主产区的地方政府则主要考核其农产品供给能力。

的转换，而不能将耕地转换为建设用地。

在农地发展权转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市场上，

三、耕地保护管理体制：激励机制与
监督机制配合

城市化地区地方政府可以购买农产品主产区地方政
府的农地发展权，从而高效率地发展工业及第三产
业；农产品主产区地方政府加大对农地的投入以发

改进现有耕地保护制度之后，关键是如何以低

展农业，提高土地生产率。 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农

成本实施制度变迁。 新的制度安排也不可避免地会

地发展权转移市场来提高市场竞争程度，实现土地

遭遇信息不对称下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关键是采

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土地的总体使用效率。

取怎样的管理体制才能使代理人（ 地方政府） 与委

地方政府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能提高土地资源配

托人（ 中央政府） 的目标一致。 要解决委托代理关

置效率，但可能出现占补的耕地质量、生态不平衡的

系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目标不一致的问题，监督

问题，买方政府可能更想低价获得农地发展权或建

与激励是可以采用的两种机制。 下面具体分析如何

设用地指标，因此，在利用市场提高效率的同时，中

运用激励与监督机制使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目标与

央政府也应加强监督。 在信息较充分的前提下，中

中央政府真正保持一致，从而使永久基本农田的数

央政府监督买方地方政府，买方地方政府监督卖方

量、质量、生态得到有效保护。

地方政府，卖方地方政府在声誉机制下进行自我监

（ 一） 永久基本农田。 中央政府通过严格控制

督，在“ 三重监督” 下，通过市场实现耕地占补的数

永久基本农田对优质、无污染的耕地进行保护以确

量、质量和生态平衡， 使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互

保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但永久基本农田

补，最终实现提高效率、有效控制的制度目标。 通过

的划定工作还是由地方政府进行。 面对地方政府可
能出现的应对策略，在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时，中央政
府需加大监督力度，如果发现地方政府的工作存在

经济激励、政治晋升激励与“ 三重监督” ，通过分权

与市场降低中央政府的监督成本和制度实施成本，
真正实现耕地质量、生态的占补平衡。

问题，应加大惩罚力度，以确保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保

（ 三） 农用地、建设用地。 农用地之间的转换应

护区的耕地优质、无污染或只有轻度污染且农业基

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政府只对农用地之间的

础设施配套完善。 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后，实行

转换进行适当控制和监督。 而对于建设用地，在符

严格保护，确保其面积不减少、 土壤环境质量不下

合土地利用规划后，也应以市场配置为基础。 应改

降，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

变过去地方政府强制征收农村土地用于商业及工业

外，其他任何建设均不得占用。 在划定永久基本农

发展等的土地配置方式，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田后，中央 政 府 应 改 变 过 去 “ 撒 胡 椒 面” 的 补 贴 方

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后，城市化地区的地方政

式，各类农业补贴应向永久基本农田多的地区倾斜。

府难以通过强制手段低价占用耕地，为了发展经济，

同时，在职务晋升、荣誉等激励机制上，提高永久基

只能通过对存量建设用地进行整理、再开发或从市

本农田管护在政绩评价中的比重，激励地方政府做

场上购买农地发展权。 对存量建设用地进行再开发

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 农户直接占有永久基本

可以减少对耕地的占用，降低耕地保护压力，地方政

农田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也需激发农户管护永久基

府可以减少购买农地发展权的支出，对还有调节潜

本农田的积极性，做好农地确权工作，使农户对永久

力的处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城市化地区的

基本农田的投入有合理预期，从而实现永久基本农

地方政府而言具有内在激励，对于高度发达的城市

田的地力提升与可持续利用。 通过监督机制与激励

化地区，由于从本地区进行调节的潜力有限，可以选

机制的配合，使永久基本农田地力和生产力不断提

择从市场上购买农地发展权。 而农产品主产区的地

升，有效保障国家口粮绝对安全与谷物基本自给。

方政府通过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农村宅基地退出

（ 二）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下耕地转变为建

机制能节约更多的耕地，将此转换为建设用地指标

设用地。 为了提高市场竞争程度，激励买卖双方提

在市场上进行销售，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同时，通

高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应打破原有的行政边界，扩

过减少耕地占用及整理复垦土地能提高农产品供给

大市场容量，建成全国性统一的市场以增加市场竞

能力，对农产品主产区地方政府而言也是一种正向

争主体。 市场上买方、卖方增多，形成充分竞争，类

激励。 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能提高土地集约利用

似于市场交易，使参与交易的耕地质量与价格成正

率，降低耕地保护压力，是对农地发展权转移市场的

比，这对交易双方来说都是一种经济激励。 改革政

有益补充，有利于低成本实现食物安全与经济的可

绩评价体系，对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实行不同的政绩

持续发展。

考核体制和官员晋升机制。 对城市化地区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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