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18 年 1 月

第 26 卷

第1期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Jan. 2018, 26(1): 146155

DOI: 10.13930/j.cnki.cjea.170315
孙晶晶, 赵凯, 牛影影. 构建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基于河南滑县 473 份农户调研数据[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18, 26(1): 146155
SUN J J, ZHAO K, NIU Y Y. Key issues of economic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s based on a survey of 473 farmers[J].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18, 26(1): 146155

构建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
——基于河南滑县 473 份农户调研数据
孙晶晶, 赵

凯 **, 牛影影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

杨凌

712100)

要: 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是当前落实耕地保护政策的重要举措。为了科学合理地构建耕地保护经

济补偿制度, 论文从农户认知视角出发, 结合河南滑县 473 份的农户调研数据, 运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重点
围绕实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必要性、补偿依据、补偿标准、补偿周期、补偿资金发放方式、受偿主体、支付
主体、资金管理主体和监督主体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农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度较高; 在耕
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设计中, 尽管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的认知程度较低, 但对实行耕地保护经济补
偿的必要性认知度较高。补偿周期应以年为单位。补偿依据应以耕地面积为准; 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方
面, 若考虑耕地质量差异, 高、中、低等地补偿标准分别为 5 446.43 元·hm2·a1、4 910.71 元·hm2·a1、4 481.71
元·hm2·a1; 反之,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为 5 209.92 元·hm2·a1。受偿主体为农户, 补偿资金应全部发放给农
户, 支付主体与管理主体均为中央政府。最后, 提出应积极建立健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相关制度和政策, 提高
实际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 应组建实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组织机构, 加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资金筹集、使
用及管理; 加大耕地保护宣传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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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issues of economic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s based on a survey of 473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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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 compensation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rmland
protection in the new period. In order to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build economic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key issues of constructing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economic compensation system in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s. From farmer-willingness perspectiv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Hua Coun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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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an Province, one of the major grain-producing counties, and the data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survey built data on the
necessity for construction, compensation basis, compensation period, compensation fund assignment, acceptance and payment
subjects, capital management subject, etc. Results suggested that: 1) Farmers’ cogni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was high.
2) For constructing economic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farmers’ cognition was low. However,
they thought that economic compensation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was very necessary. 3) In terms of compensation standard, high, medium and low compensation standards were respectively 5 446.43 ¥·hm2·a1, 4 910.71 ¥·hm2·a1 and 4 481.71
¥·hm2·a1. The average compensation standard was 5 209.92 ¥·hm2·a1. 4) Compensation funds collected by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were completely distributed to farmers annually by using farmers’ individual accounts. The main body for the
payment and management w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5) For recommendations, there were needs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ctive economic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ctual economic compensation standard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mprovement could be conducted by increasing farmers’ subsidy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behavior. It was necessary to set up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mpensation system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order to strengthen raising, using and managing funds for economic compens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Finally, the
publicity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lso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words: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Economic compensation system;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粮食安全事关我国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粮食

小平等 [10]、牛海鹏 [11]、赵凯 [6]、余亮亮等 [12] 的研究

主产区是实现粮食安全的主要载体。当前, 我国 13

都为构建全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提供了理论参

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75%以上,

考; 二是对实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测算, 如

特别是黑、吉、辽、蒙、冀、鲁和豫 7 个省的粮食

任平等 [13]、陈秧分等 [14]、王利敏等 [15]、陈艳蕊等 [16]、

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约五成 [1] 。但粮食主产区面临着

牛海鹏等 [17] 的研究; 三是对典型地区耕地保护经济

财力有限, 对粮农补贴力度不够, 涉农配套资金负

补偿实践的案例分析, 如卢艳霞等 [18] 对四川省成都

担大, 地方财政不堪重负, 承担的扶农、护粮义务与

市、广东省佛山市、浙江省慈溪市等典型地区的耕

[2]

经济总量不相称等问题日益突出 。新形势下, 要实

地保护实践进行对比分析, 朱兰兰等 [19] 选择已试行

现粮食安全, 粮食主产区的耕地保护就显得尤为重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区与尚未实行经济补偿的耕地保

要。当前, 尽管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耕地保护, 已

护区域 6 个典型区域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案例分析

经制定并执行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但

局限于地方特色, 普适性较差。可见, 现有研究从农

[3]

由于 长 期以 来我 国 耕地 保护 政 策重 约束 轻 激励 ,
[4]

造成耕地资源配置失灵 , 其中作为耕地直接保护
[5]

户意愿表达的视角来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的
研究相对不足。农户是实施耕地保护的直接主体,

主体的农户自身利益被忽视 , 加之农业收益比较

其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的补偿标准、补偿周期、

低, 农户收入结构非农化现象突出, 使得农户缺乏

补偿资金发放方式等关键要素的认知在构建我国耕

[6]

保护耕地的内在动力 , 出现弃耕和粗放利用耕地
[7]

[8]

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具有重要作用。2016 年 6 月 12

的现象 , 致使耕地保护工作效果并不显著 。2017

日, 河南省财政厅与农业厅联合印发了《河南省

年 1 号文件指出, “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2016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

稳定产量大县奖励政策”及“严守耕地红线, 保护优

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及农资综合

化粮食产能。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政策

补贴等 3 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其政

措施, 实施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行动。”可见, 在粮

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

食主产区如何运用经济手段, 调整耕地保护过程中

营。县级行政区域内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 调研区

的经济关系, 建立健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 将

域耕地地力补贴标准为 1 515 元·hm2·a1。基于此,

耕地保护的外部效应内部化, 以调动耕地保护主体

本文从农户视角出发, 以河南滑县作为粮食主产区

的内在积极性, 是当前提升粮食主产区地位, 切实

的典型代表, 运用 473 份农户调研数据, 对实施耕

实现耕地保护的必然选择。

地保护经济补偿必要性、补偿依据、补偿标准、补

当前, 国内外学者对如何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

偿周期、补偿资金发放方式、受偿主体、支付主体

偿制度做了大量研究, 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 一是

和资金管理主体等关键要素进行详细分析, 并提出

[9]

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的研究, 如朱新华等 、周

完善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的建议, 以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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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土地收益在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间的利益分配

所示。此外, 在论文分析过程中, 部分河南省统计数据

及调整, 协调区际经济发展, 构建我国耕地保护经

均来自于河南省统计网。

济补偿机制。

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1.1

研究区域
河南省是我国的第二个产粮大省。2016 年, 河

南省粮食产量为 5 946.6 万 t, 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9.65%。滑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 农业生产条件较好,
是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 素有“豫北粮仓”美誉, 是
全国唯一的“十二连冠”粮食生产先进县。2015 年粮
食种植面积 1.886×105 hm2, 平均单产 523.96 kg, 总
产 1.482×109 kg, 总产连续 24 年位居河南省第一位。
但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耕地资源保护态势十分严
峻。因此, 作为粮食生产核心区, 选择滑县展开此次
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1.2

图1

数据来源

Fig. 1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为课题组于 2016 年 12 月对滑
县的实地调研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受访者的家

1.3

调查区域(河南省滑县)样本分布图

Distribution map of survey questionnaires in survey
area of Hua County, Henan Province

样本特征

庭社会经济特征、土地承包经营情况、受访者对耕地保

在受访的 473 名农户中, 男性占 69.77%, 年龄

护的认知及意愿、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认知及受偿意愿以

在 40~60 岁的受访者占 55.18%; 受访农户的文化程

及问卷有效性检验 5 部分。问卷采取随机入户面对面的

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及初中部分(75.69%), 其中初中

访谈方法, 保证了较高的问卷回收率和问卷质量。共发

文化程度占比达 47.15%; 家庭人口在 4~6 人之间的

放问卷 500 份, 剔除无效问卷, 收回有效问卷 473 份, 有

家庭占到受访家庭的 46.72%; 农业劳动人口数在 2

效率为 94.6%, 可满足统计分析需要。调研区域覆盖滑县

人及以下的农户有 293 人, 占比为 61.95%; 家庭实

白道口镇、大寨乡、留固镇、瓦岗寨乡、王庄镇 5 个镇

际经营耕地面积在 0.4 hm2 及以上的占到 52.43%;

38 个行政村, 样本分布比例依次为 23.26%、20.93%、

只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有 347 户, 占 73.36%。对样

23.68%、10.78%和 21.35%。调查区域样本分布如图 1

本农户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1
Table 1

女 Female

户数
Household
frequency
143

占比
Proportion
(%)
30.23

男 Male

330

69.77

变量
Variable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是否党员
Political
status
受教育
年限
Education

调研区域农户基本情况特征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 households in the survey area

≤39

60

12.68

[40, 60]

261

55.18

>60

152

32.14

党员 Party member

59

12.47

非党员 Non-party member

414

87.53

文盲 Illiteracy

51

10.78

小学 Primary school

135

28.54

初中 Junior high school

223

47.15

高中/中专
Senior high school /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60

12.68

大专及以上
College degree or above

4

0.85

是 Yes

户数
Household
frequency
22

占比
Proportion
(%)
4.65

否 No

451

95.35
42.28

变量
Variable
是否为乡/村干部
Township/village cadres
家庭人口
Family population

农业劳动人口数
(包括兼业人口)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实际耕地面积
Cultivated land area

是否兼业
Part-time job

http://www.ecoagri.ac.cn

≤3

200

[4, 6]

221

46.72

>6

52

10.99

≤2

293

61.95

[3, 4]

154

32.56

>4

26

5.50

≤3

79

16.70

(3, 6]

146

30.87

>6

248

52.43

是 Yes

126

26.64

否 No

347

7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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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 [20] 。此处, 主要从耕地数量变

农户对耕地保护及其经济补偿的认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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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质量变化两个方面分析。
在耕地数量方面, 有 208 位受访者认为近几年本

农户对耕地资源保护的认知
1)农 户 对 耕 地 资 源 变 化 及 对 其 生 活 影 响 的 判

断。近年来, 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 由于

地区耕地数量有所减少, 占 43.97%; 252 人认为无明显

城镇建设用地占用、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等原

变 化 , 占 53.28%; 只 有 13 人 认 为 有 所 增 加 , 占

因, 耕地资源呈现持续减少的态势, 耕地质量有所

2.75%(表 2)。可见, 调研区域耕地资源数量紧张, 耕

下降, 加剧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增长与耕地

地保护的形势十分严峻。

表2
Table 2
序号
Number

变量
Variable

1

耕地数量变化
Change of cultivated land area

2

农户对调研区域耕地资源现状的认知情况

Farmers’ cogni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n the survey area

耕地质量(土壤肥力等)变化
Change of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指标
Index
户数 Household frequency

减少
Decrease
208

增加
Increase
13

无明显变化
No changes
252

总和
Total
473
100.00

占比 Proportion (%)

43.97

2.75

53.28

户数 Household frequency

22

169

282

473

占比 Proportion (%)

4.65

35.73

59.62

100.00

在耕地数量变化对其生活及其后代生活的影响

访农户表示农业比较收益较少, 农业生产已不再是

方面, 使用“您觉得耕地数量变化对您现在生活质量

其主要收入来源。对于后者, 61.31%的受访农户认为

的影响程度？(满分 100 分)”、“您觉得耕地数量变化

有较大影响, 8.46%的农户认为没有影响(表 3)。究其

直接或者间接对您后代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满

原因, 农户认为后代不会从事农业生产, 或者农业

分 100 分)”来衡量。对于前者, 50.74%的受访者认为

生产不会成为其后代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 随着技

耕地面积变化对农户现在的生活造成较大影响(评

术的进步, 农业生产效率及粮食单产的提高可以弥

分60), 13.74%的农户认为没有影响。归其原因, 受

补耕地面积减少导致的粮食供需缺口; 当前国际大

表3
Table 3
序号
Number
1

2

3

4

5

6

变量 Variable
耕地数量变化对您现在生活质量的
影响程度(满分 100 分)
Influence degree of arable land area
change on the living quality (full
mark is 100)
耕地数量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对后代
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满分 100 分)
Influence degree of arable land area
change on the living qua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life (full mark is 100)
耕地数量变化对国家粮食供应的影
响程度(满分 100 分)
Influence degree of arable land area
change on the nation grain supply
(full mark is 100)
保护耕地资源的重要性
(满分 100 分)
Importanc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protection (full mark is 100)
目前耕地被破坏的程度
(满分 100 分)
Damage degree of farmland
(full mark is 100)
农户进行耕地保护的意愿
(满分 100 分)
Farmers’ willingness to land
protection(full mark is 100)

调研区域农户对耕地保护认知情况

Farmers’ cognition of arable land protection in the survey area
指标
Index
户数
Households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户数
Households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户数
Households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户数
Households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户数
Households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户数
Households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0

(0, 20]

(20, 40]

(40, 60]

(60, 80]

(80, 100]

总和
Total

65

51

39

78

97

143

473

13.74

10.78

8.25

16.49

20.51

30.23

100.00

40

26

38

79

144

146

473

8.46

5.50

8.03

16.70

30.44

30.87

100.00

35

34

32

87

137

148

473

7.40

7.19

6.77

18.39

28.96

31.29

100.00

2

1

3

15

62

390

473

0.42

0.21

0.63

3.17

13.11

82.45

100.00

184

159

46

48

29

7

473

38.90

33.62

9.73

10.15

6.13

1.48

100.00

4

4

2

16

71

376

473

0.85

0.85

0.42

3.38

15.01

79.4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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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建立, 粮食需求可以通过从国际市场进口得

访农户中, 认识到保护耕地资源重要性的农户(评

到满足。可见, 粮食主产区大多数农户已经认识到

分60)占比高达 95.56%, 认为当前耕地资源破坏

耕地减少会对其及后代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

较为严重(评分60)的农户占比仅为 7.61%(表 3),

在耕地质量方面, 有 169 户农户认为有所增加,

这表明大多数农户对保护耕地资源认知程度较高,

占比为 35.73%; 有 22 位受访者认为耕地质量下降,

且 调 研 区 域耕 地 资 源 破坏 程 度 并 不严 重 。 针 对耕

占比为 4.65%; 282 位农户认为近几年耕地质量并无

地资源被破坏的原因, 排在首位的是“化肥、农药

明显变化, 占比为 59.62%(表 2)。在调研中, 农户一

过量使用”, 占比达 28.04%; 其次是工业污染、生

方面反映化肥、农药普遍存在大量使用的问题, 比

活垃圾排放严重, 其他原因占比较小(表 4)。此外,

较担忧后续耕地生产潜力问题(表 4); 另一方面, 近

耕地资源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遭到破坏的原因

年来我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

还有种粮收益低, 人均耕地面积较少, 保护耕地

程, 不断完善耕地渠系和水利设施, 对耕地质量的

的积极性较低、私人强占、修路占地等, 这表明解

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决 耕 地 保 护问 题 的 关 键是 要 处 理 好经 济 发 展 及耕

2)对耕地资源破坏程度及其成因。在 473 位受
表4
Table 4
指标
index

地保护的关系。

农户对调研区域耕地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认识

Farmers’ cognition of main problem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the survey area

城镇用地、工业用
地量侵占
Urban and industrial
land encroachment

化肥、农药过量使用
Excessive utilization
of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工业污染、生活
垃圾排放严重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domestic waste
emissions

农户对自身经营耕
地保护力度不大
Lack of farmers’
protection for
cultivated land

政府保护耕地力度不大
Lack of government’s
protection for cultivated
land

其他
Others

56

133

114

58

108

3

11.82

28.04

24.16

12.35

22.93

0.71

户数
Households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3)农户参与耕地保护行动的意愿。在 473 位受

保护意愿降低。

访农户中, 有 376 人具有较强的耕地保护参与意愿

2.2

农户对耕地资源经济补偿的认知

(意愿评分(80, 100]), 占比达 79.49%, 表明农户对

1)实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必要性。在 473 位受

耕地的保护意识很强, 较牛海鹏等 [21]根据 2009 年调

访农户中, 表示“完全没必要”、“有必要”及“很有必要”

研数据的分析结果降低了 2.08 个百分点, 这一方面

进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农户数分别占比 3.17%、

是由于研究区域的差异, 另一方面是随着经济社会

5.50%和 86.89%(表 5)。可见, 大多数农户认为当前进

的发展, 农户非农生产收益较高, 相应地对耕地的

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5
Table 5

农户对调研区域实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必要性的认知

Farmers’ cognition to the necessity of implementing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economic compensation in the survey area

指标
Index
户数
Households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完全没必要
Completely unnecessary

没必要
Not necessary

一般
General

有必要
Needed

很有必要
Necessary

总和
Total

15

3

18

26

411

473

3.17

0.63

3.81

5.50

86.89

100.00

2)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了解程度及渠道。对
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了解程度, 表示“从未听过”
的受访农户占比高达 85.62%, 表示了解程度“了解”
及“非常了解”的受访农户仅占 2.74%(表 6)。对于耕
地保护经济补偿相关信息的获取, 农户主要依赖于
网络、电视新闻, 占比达到 63.24%, 对于报纸、政
府宣传等途径的依赖程度较低。这表明研究区域农
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认知程度较低, 政府及其
基层组织需采取网络、张贴通知、发放传单、召开

村集体大会等多元化手段, 有针对性地加大宣传力
度, 提高农户的维权意识及履行作为耕地保护直接
保护主体的责任意识。

3
3.1

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中关键要素的
认知分析
实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依据
在 473 份调研问卷中, 选择按耕地面积进行补偿

的农户占比达 67.23%, 选择按产量的占比为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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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Table 6
指标
Index
户数
Households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

农户对调研区域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

Farmers’ understanding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economic compensation in the survey area
从没听过
Never heard of it

几乎不了解
Hardly know

一般
General

了解
Understand

非常了解
Know well

总计
Total

405

28

27

10

3

473

85.62

5.92

5.71

2.11

0.63

100.00

选择按照农业人口的占比 26.85%, 还有 0.85%的农

的组中值为标准, 以问卷份额为权重, 进行加权平

户选择按种地收入及按单位面积投入成本进行补偿

均, 得出农户期望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分等补偿

(表 7)。可见, 大部分农户支持按照耕地面积进行补

情况下, 依据调研区域小麦单产进行划分, 低、中、

偿, 比较符合当前实际情况, 我国在成都及东莞的

高等地的小麦产量分别为[0, 1 500] kg·hm2、(1 500,

实践均证明了此观点。

7 500) kg·hm2 和 7 500 kg·hm2 以上。经测算, 高、

表7

农户对调研区域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依据的选择

Table 7

Farmers’ choice of basi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economic compensation in the survey area

指标
Index

农业人口
耕地面积
产量
其他 1) 总和
Agricultural
Arable land Production
Others Total
population

户数
318
24
127
4
473
Households
number
占比
67.23
5.07
26.85
0.85 100.00
Proportion (%)
1)其他包括如种植收入、单位面积成本等。1) Others includes
income of farming, cost per unit cultivated land area, and so on.

3.2
3.2.1

中、低等地的补偿标准分别为 5 446.43 元·hm2·a1、
4 910.71 元·hm2·a1、4 481.71 元·hm2·a1。不同等
地之间差别较小原因在于河南省耕地等级差别较
小。河南省无优等地及低等地, 高等地为 6 407.4
khm 2 , 占比为 79.29%, 中等地为 1 673.8 khm2 , 占
比为 20.71% [22] 。不分等情况下, 耕地保护补偿金
额为 5 209.92 元·hm 2 ·a 1 。这与现有试点地区补偿
标准较为吻合, 如广东省佛山市补偿标准为
3 000~7 500 元·hm2·a1, 江苏省苏州市补偿标准为
6 000 元·hm2·a1[18], 该测算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河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补偿周期和补偿资金

南省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测算标准略低原因在于经济发

的发放方式

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制定标准时间差异, 2015

补偿标准

年河南省人均 GDP 为 39 123 元·人 1, 广东省为

确定经济补偿标准是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

67 503 元 · 人 1, 是 河 南 省 的 1.73 倍 , 江 苏 省 为

制的核心问题。应答问卷共有 473 份, 删除部分奇

87 995 元·人 1, 是河南省的 2.25 倍。

异值及不合理应答问卷后, 共有 324 个有效回答,

3.2.2

补偿周期及补偿资金发放方式

其中选择按耕地面积补偿的农户占比为 66.17%, 按

关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周期, 选择“分年补偿”

照产量补偿的样本占总样本量的 4.23%, 按照农业

的农户最多, 占比 43.13%; 选择“按季度补偿”的农

人口补偿的样本占总样本量的 20.30%。此处根据调

户占比 39.96%, 支持“按月发放”的农户占比 14.16%,

研结果, 主要从耕地面积视角出发, 从是否考虑耕

2.75%的农户选择了“其他”, 认为可按茬发放, 或者

地质量要素两方面测算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

按半年发放(表 8)。可见, 大部分农户期望耕地保护

河南省于 2016 实施了耕地保护地力补贴, 其补

补偿金按年发放。

贴面积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面积为

关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配形式, 在 473 份问

基础, 尚未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地方以二轮承

卷中, 95.56%的农户认为应全部发放给农户; 2.96%

包耕地面积为基础, 实行排除法进行调整, 据实核

的农户认为应按一定比例在农户与村集体之间进行

减改变耕地性质的面积, 其补偿标准并未涉及更低

分配, 村集体占比在 22.27%左右, 主要用于农业基

等级。但在此次调研中选择按照耕地面积进行补偿

础设施及公共设施建设, 也可用于创办企业, 带动

的 318 个样本中, 应答问卷 313 份, 其中 42 位农户

农民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 仅有 0.85%的农户认为

认为应根据耕地质量制定不同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

应按一定比例在农户、村集体及地方政府进行分配,

标准, 其余 262 位受访农户认为不需按照耕地等级

村集体与地方政府占比均为 18.33%, 其中村集体所

进行补偿。 将农户期望 的耕地补偿 金额划分为(0,

分配资金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地方政府所分配

500)元、(500, 1 000)元和 1 000 元以上, 以 3 组数据

资金用于购置保险(表 8)。可见, 农户选择全部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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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第 26 卷

农户对调研区域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周期及分配方式的选择

Farmers’ choice of period and distribution modes of economic compens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the survey area
补偿周期
Compensation period

指标
Index

分年
补偿
Year

户数
204
Households
number
占比
43.13
Proportion (%)

按季度
补偿
Quarter

按月
其他
发放
Others
Month

全部发放
给农户
All allocated
to farmers

补偿分配形式
Compensation distribution mode
按一定比例在农户与
按一定比例在农户、村集
其他
村集体之间分配
体及地方政府分配
Allocated to farmers and village Allocated to farmers, village collective Others
collective by a certain ratio
and local governments by a certain ratio

189

67

13

453

14

4

3

39.96

14.16

2.75

95.56

2.96

0.85

0.63

给农户的分配方式, 既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又能最

流转后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资金应发放给耕地实际

大限度地利用该项资金, 避免被挪用、占用, 提高资

经营者。

金运行效率, 增强耕地保护补偿金的时效性, 充分

3.3.2

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给付主体为耕地外部性的

发挥保护耕地的作用。
3.3

接受者。在 473 份问卷中, 45.62%的农户选择由中央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主体

3.3.1

给付主体

政府支付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金, 28.21%的农户选择

受偿主体

科学界定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受偿主体、给付
[23]

由各级地方政府来支付，13.03%的农户选择由占用

。

耕地者支付, 8.86%的农户选择了城市居民(表 9)。这

受偿主体为耕地外部性的输出者。在 473 份调研问

与现有研究存在一致性, 如赵凯 [6] 认为粮食生产赤

卷中, 94.95%的受访者选择将经济补偿发放给农户,

字区、城市居民以及国家都应给予资金支持; 牛海

作为耕地保护的直接主体, 在耕地上投入劳动、资

鹏等 [21] 认为区内、区际给付主体分别为城镇居民与

金等生产要素, 却只能获取耕地的经济价值, 而耕

经济发达地区。同样根据外部性原理, 耕地占用者

地作为弱生态功能体所提供的生态价值及社会价值

将耕地转为他用, 占用了耕地的全部价值, 故耕地

并未计算在内, 因此, 可将具有外部性供体特征的

占用者也应为给付主体。

主体, 影响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建立的构建

农户界定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接受主体

[21]

。选择

3.3.3

管理主体

地 方 政 府 及 村 集 体 的 农 户 占 比 分 别 为 0.81% 和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资金管理主体, 对资金的筹

3.64%(表 9)。在现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环境下,

集与分配进行统筹安排。60.25%的农户认为应由中

对于补偿资金的支付方式, 调研中农户更倾向于通

央政府管理, 32.14%的农户认为应由地方政府管理,

过已有一卡通账户将补偿金全部发放到农户自身,

仅有 1.06%的农户选择了村集体, 3.38%的农户选择

其原因: ①可提高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农户可自由

了村民小组, 3.17%的农户选择了“其他”(表 9)。选择

支配补偿金, 有针对性有目的分步骤地增加自家承

村集体及农户小组的农户所占比重较少, 原因是村集

包地的土壤肥力。②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与农户

体等村民自治组织具有“三重”代理特征, 大部分村民

相比, 其他 主体由于缺 乏制度约束 或目标不一 致,

认为, 村集体是为其自身或者乡镇政府谋取利益而忽

他们会采取能够使得各自效用函数最大化的最优行

视或者损害村民利益, 不信任村集体组织 [24] 。这与

动 [15], 这可能对耕地保护起到阻碍作用。③直接发

成都高度依赖于村乡镇等基层组织干部的组织、宣

放到农户手中, 可保证补贴的时效性基本能够满足

传等工作的实践不符 [25] 。但相关学者及调研区域农

生产需要, 尽最大可能保证补偿金发挥到最大效

户都认为, 村集体难以自觉成为耕地保护主体 [23] 。

用。这与牛海鹏等 [21]研究结果相符。

考虑到资金管理的可信度及运行的高效, 中央政府

对于在流转期内的已流转耕地的补偿资金发放主
体问题, 225 人选择发放给原承包方, 占比达 47.57%,
有 49.89%的农户选择发放给耕地实际经营者(表 9)。

应承担起资金管理主体的责任。

4

结论、讨论与建议

在实际的农地流转活动中, 耕地保护工作实际上主要

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

是由耕地实际经营者完成, 承包耕地农户只是对其

革中的重大举措。粮食主产区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重

耕地监管和经营者是否按照原有合同来执行。因此,

要载体。粮食主产区农户既是实施耕地保护的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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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对调研区域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资金
主体的认知

Table 9 Farmer’ choice of main body of the economic compensation fund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the survey area
变量
Variable
受偿主体
Acceptance
subject

土地流转期内
受偿主体
Payment subject
in rural land
circulation
给付主体
Payment subject

题。94.95%的受访者选择了农户作为耕地保护经济补
偿接受主体; 选择中央政府担任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
给付主体、管理主体的农户占比分别为 45.62%、
60.25%; 4)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设计中, 多数农
户认为应该以耕地面积为依据, 分年度发放补偿金。

地方政府
Local government
村集体 Village collective

4

0.81

其中, 分等补偿情况下, 河南省滑县单位面积高、中、

17

3.64

低等地的补偿标准分别为 5 446.43 元·hm2·a1、4 910.71

农户 Farmer

449

94.95

元·hm2·a1、4 481.71 元·hm2·a1; 不分等情况下, 单

其他 Others

3

0.61

位面积耕地保护补偿金额为 5 209.92 元·hm 2 ·a 1 。

225

47.57

原承包方
Original contractor
耕地实际经营者
Actual operators of arable
land
不清楚 Unknown
中央政府
Central government
地方政府
Local government
城市居民 Urban citizen
耕地占用者
Cultivated land occupier
不种地农户
No-farming farmers
其他 Others

管理主体
Management
subject

户数
占比
Households Proportion
number
(%)

153

中央政府
Central government
地方政府
Local government
村集体 Village collective
村民小组
Villager’s group
其他 Others

本文值得讨论的问题有: 一是实施耕地保护经济
补偿标准的确定。要强调在考虑农户意愿的基础上,

236

49.89

12

2.54

河南滑县耕地地力补贴标准 1 515 元·hm2·a1 相比较

216

45.62

大, 一方面耕地地力补贴只是将原来 3 种补贴的综合

133

28.21

42

8.86

62

13.03

19

3.97

财政负担。基于此, 若在考虑地方政府财政支付能力

1

0.31

的基础上进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测算, 能够使测

285

60.25

算结果更具实际操作性。在考虑政策实行效率及文章

152

32.14

5

1.06

16

3.38

15

3.17

要主体, 也是实现我国粮食安全的微观支撑单元。
因此, 基于粮食主产区农户认知视角研究我国建立
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关键要素对于我国实施耕地保
护经济补偿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河南省
滑县 473 份调研农户数据, 本文通过对粮食主产区
农户关于耕地资源保护现状及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

要结合中央、地方财政支付能力来确定。该测算结果

加总, 实施上并不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 并未考虑耕
地资源综合价值; 另一方面受到地方财力的限制。河
南省耕地地力补贴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 并未实现资
金来源多元化。加之耕地面积数量较大, 造成较大的

篇幅的基础上, 未详细阐述不同农户类型对耕地保护
机制的认识差异及其原因。此后相关研究应考虑不同
农户类型的区别, 可使研究结果更加科学。二是政策
制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政策要在充分考虑农户意愿基
础上, 考虑同期耕地保护政策、农业补偿政策、地方
财政实力等等多方面因素来综合制定。本文基于农户
视角的研究结果对于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具有
重要作用, 但不是全部。政策制定时需综合考虑各方
情况对本文所确定研究结果进行适当调整。
因此, 基于农户视角,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
的构建, 应积极建立健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相关制

偿制度各关键要素的认知进行了研究, 对各要素进

度和政策, 地方政府应 在地方财力 允许的范围 内,

行界定, 在提高耕地利用经营主体(农户)的保护耕

应对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深松整地、减少农药化肥

地积极性的同时, 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构建

用量、施用有机肥等耕地保护措施加大补贴力度,

提供支撑。研究结论表明, 1)粮食主产区农户已经认

提高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 在切实加强农业生态

识到耕地资源的重要性, 耕地资源短缺的严重性及

资源保护, 自觉提升耕地地力的同时, 进一步调动

保护耕地的迫切性。大多数农户认为对耕地破坏最

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应组建实施耕地保护经济补

为严重的是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2)大部分农户

偿的组织机构, 加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资金筹集、

有较强的意愿进行耕地保护, 且 86.89%的受访者认

使用及管理, 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提供组织保障。

为非常有必要进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 但农户获取

此外, 应加大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宣传, 使农户能

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 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认知

够全面认识耕地资源价值, 明确耕地资源的重要性,

程度较低。3)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受偿主体及给付主

增强农户进行耕地保护的主体意识及环保意识, 自

体的确定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运行的首要问

发自觉地保护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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