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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M针对现有研究未明确集约和粗放的具体界限"初始依赖性强和横向可比性差"未区分耕地初级利用和次级利用等缺陷#本文综

合采用增长核算方法和集约化度测算方法#开展针对动态过程的耕地集约化利用评价$ 在对农业生产增长来源进行核算分解的基础

上#构建了耕地利用的初级"次级和综合集约化度测算模型#实证评价了全国 "#$#%"#$% 年的耕地集约化利用情况$ 研究指出#集约

化度等于 #!) 是耕地集约化利用与粗放化利用的具体界限#依据集约化度大小可将耕地利用归属为完全粗放化"高度粗放化"粗放化

优势"集约化优势"高度集约化"完全集约化等不同模式$ 研究发现!"#$#%"#$% 年整体而言#全国耕地利用综合集约化度大小为

$!$$#初级集约化度&#!W)'小于次级集约化度&#!,%'#表明全国农业产出&粮食产量'的增长整体上是在耕地投入数量下降情况下完

全依靠耕地复种生产率提高而实现#且是以耕地单种生产率提高为主要途径"以耕地复种指数提高为次要途径$ 分年度来看#全国耕

地利用综合集约化度大小基本呈现出连续下降态势#初级和次级集约化度都存在较大幅度年际波动#反映出全国耕地利用综合集约

化动力在持续减弱#初级和次级集约化进程都不够稳定$ 横向比较来说#浙江"上海和北京的耕地综合利用均属于粗放化模式#而青

海"贵州"宁夏和甘肃的耕地综合利用都处于完全集约化进程#表明发达地区的耕地集约化利用程度并不一定高#不发达地区的耕地

集约化利用程度并不一定低$

关键词M耕地(集约化利用(单种生产率(复种生产率(集约化度(增长核算

中图分类号MXW"%!$MM文献标识码M.MM文章编号M!""# $#!"%&#"!&'"% $""'( $!"))*+,!!"-!#".#/0123-#"!(!!"%

MM在农业经济领域!粗放和集约是农业经营的两种基本

方式#$ +"$ * 其中!集约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途径*

由于耕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农业集约经营主要体现

为耕地集约利用* 在土地利用领域!用途转换和集约度增

减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两种主要形式#W$ * 由此!耕地集约利

用研究作为农业经济和土地利用的交叉领域!受到学术界

的普遍重视和关注#( +%$ *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是耕地集约

利用研究的基础工作和核心内容!现有研究成果已有许

多#,$ * 然而现有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仍然存在多方

面缺陷!有待通过进一步研究加以克服*

$M文献述评和研究切入

现有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

评价路径* 一种是采用单一的综合性指标&通常被称为集

约度' #* +$W$ !一种是采用多指标构成的综合性指标体

系#$( +$'$ * 其中!单一综合性指标方法最为主要!综合性指

标体系评价方法实质是选用系列指标来构建单一综合性

指数!可看作是单一综合性指标评价方法的扩展*

现有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未能突

出和抓住集约与粗放这一对概念之间的根本区别!未能明

确指出耕地集约利用与耕地粗放利用的具体界限!不能回

答耕地利用集约度达到多大或集约分值达到多高就属于

耕地集约利用这样的问题* 二是基本都以耕地利用的时

点状态为评价对象!以特定时点的地均耕地投入或耕地生

产率的高低等为主要依据!这实质上是静态视角和静态评

价#"#$ !其缺陷在于难以直接反映动态过程!评价结果的初

始依赖性强&初始水平高低对评价结果有很大的决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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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横向可比性差&难以消除耕地质量)气候条件等基础

性非集约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同样的评价分值在不同

评价研究中所代表涵义往往很不相同'* 三是尽管注意到

了耕地复种现象!常把耕地复种指数作为重要指标!但却

未能严格区分耕地单种生产率和复种生产率的区别以及

耕地初级利用和耕地次级利用的不同!未能深入分析不同

地区耕地集约利用在初级和次级两个阶段上的差异表现*

为克服现有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的前述三方面主

要缺陷!本研究首先强调在概念表达上将集约和集约度修

正为集约化和集约化度!并明确界定耕地集约化利用与耕

地粗放化利用的内涵区别!然后基于此倡导开展针对动态

过程的耕地集约化利用评价* 同时!为细化和深化耕地集

约化利用评价!本研究主张区分耕地初级集约化利用)次

级集约化利用和综合集约化利用!并分别构建耕地初级利

用)次级利用和综合利用的集约化度测算模型* 进而!以

全国为对象展开实证* 期望通过本研究!能够补充和深化

对耕地集约化利用概念内涵)动态过程和两个阶段的准确

理解!能够为开展耕地集约化利用实践管理和政策制定提

供科学依据*

"M评价方法与模型构建

集约概念是+东方,学者提出用以指代+西方,学者所

说的要素生产率提高#"$$ !原本就是从过程角度而言!是一

个动态概念!+集约化,作为概念表达更为严谨和准确!

+粗放化,是其对应概念* 已有研究明确指出#"" +")$ !依靠

要素生产率提高来实现产出增加就是经济集约化增长!而

依靠要素投入的扩大来实现产出增加就是经济粗放化增

长* 基于此!本研究首先采用增长核算方法对产出增长来

源进行分解!然后从生产率变化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角度构

建集约化度评价模型!同时严格区分耕地的初级利用和次

级利用两个阶段*

"!$M增长核算方法

增长核算是指将产出增长或产出增长率在引起增长

的决定因素之间进行分配* 将增长核算方法应用于耕地

利用领域对农业产出来源进行分解!有助于对耕地集约化

利用与耕地粗放化利用)耕地初级集约化利用和耕地次级

集约化利用这两对概念进行清晰的理解和定义!从而为克

服现有研究缺陷开展耕地集约化利用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和奠定坚实基础*

"!$!$M基于增长核算方法的一般生产产出增长来源分解

一般而言!把生产率 !&"'定义为是产出 #&"'与要素

投入$&"'之比!由此可得到产出函数(

#&"' Y!&"' Z$&"' &$'

假设产出函数在时间上连续可导!对公式&$'两边求

导可得如下公式(

#%&"' Y!%&"' Z$&"' [!&"' Z$%&"' &"'

公式&"'两边分别除以公式&$'的两边!可得如下产

出增长率分解公式(

#%&"'
#&"' Y!%&"'

!&"' [$%&"'
$&"' &W'

根据公式&W'!产出增长源于要素生产率提高和要素

投入扩大两方面* 依靠要素生产率提高实现产出增长就

是集约化!而依靠要素投入扩大来实现产出增长就是粗放

化* 对该公式进行变换!可得到如下恒等式(

$ Y!%&"'&!&"'
#%&"'&#&"' [$%&"'&$&"'

#%&"'&#&"' &('

该恒等式右边的前半部分表示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产

出增长的贡献率!亦即集约化度&\4@>4J2F>B>5I>>!缩写为

\B'!而该恒等式右边的后半部分表示要素投入扩大对产

出增长的贡献率!亦即粗放化度&:P@>4J2F>B>5I>>!缩写为

:B'!两者之和恒定为 $*

据此可以明确地指出!集约化度等于 #!)&或粗放化

度等于 #!)'是集约化与粗放化的具体界限!集约化度大

于 #!) 则属于集约化增长模式)小于 #!) 则属于粗放化增

长模式* 其中!集约化增长模式可进一步分为完全集约化

增长&'(!$')高度集约化增长&#),)"'(
#

$')集约化优

势增长&#))

#

'(

#

#),)'等子模式!粗放化增长模式也可

进一步分为完全粗放化增长&'("#')高度粗放化增长

&#

#

'("#)")')粗放化优势增长&#)")

#

'(

#

#))'等子

模式*

")$)"M基于增长核算方法的农业生产产出增长来源分解

在前述基础上!考虑到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将耕地生

产率区分单种生产率和复种生产率* 从增长核算角度!类

似于前述推导过程!可以得到如下产出增长率分解公式(

#%&"'
#&"' Y*!%&"'

*!&"' [+,%&"'
+-&"' &)'

#%&"'
#&"' Y*%&"'

*&"' [.!%&"'
.!&"' [+,%&"'

+,&"' &%'

其中!*!&"')+,&"')*&"').!&"'分别表示耕地复种

生产率)耕地投入数量)耕地复种指数)耕地单种生产!

*!&"'等于*&"'乘以 .!&"'*

公式&)'和&%'表明!农业产出增长有两大来源(一是

提高耕地复种生产率 *!&"'!二是扩大耕地投入数量

+,&"'* 其中!前者存在提高耕地复种指数 *&"')提高耕

地单种生产率 .!&"'两种途径* 类似于建设用地利用包

含初级和次级两阶段#"%$ !耕地利用也可以分为初级利用

和次级利用!这两阶段联合起来就是耕地综合利用* 相应

地!提高耕地复种指数和提高耕地单种生产率这两种农业

产出增长途径可分别可视为是耕地的初级集约化利用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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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集约化利用!这两种途径的联合就是耕地的综合集约

化利用*

"!"M集约化度测算方法

"!"!$M耕地初级利用"次级利用和综合利用集约化度测
算的理论模型构建

据前所述!耕地集约化利用可以分为初级和次级两个
阶段!耕地初级集约化利用即在耕地投入数量和耕地单种

生产率不变情况下依靠提高耕地复种指数增加农业产出!

耕地次级集约化利用即在耕地投入数量和耕地复种指数

不变情况下依靠提高耕地单种生产率来增加农业产出!耕

地初级和次级集约化利用的联合就是耕地综合集约化利

用!亦即在耕地投入数量不变情况下依靠提高耕地复种生

产率来增加农业产出* 相对应地!所谓耕地粗放化利用即

在耕地复种生产率不变情况下依靠扩大耕地投入数量来

增加农业产出* 针对此!依据公式&)'和&%'!可以科学地

定义耕地初级)次级和综合利用集约化度* 具体而言!公
式&)'和&%'两边分别除以 #%&"'&#&"'!可得到如下两个

恒等式(

$ Y*!%&"'&*!&"'
#%&"'&#&"' [+,%&"'&+,&"'

#%&"'&#&"' &,'

$ Y*%&"'&*&"'
#%&"'&#&"' [.!%&"'&.!&"'

#%&"'&#&"' [+,%&"'&+,&"'
#%&"'&#&"'

&*'

公式&,'右端左侧项的涵义为耕地复种生产率的提
高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亦即是耕地综合利用集约化

度的定量表达-公式&*'右端左侧项的涵义为耕地复种指
数的提高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亦即是耕地初级利用

集约化度的定量表达-公式&*'右端中间项的涵义为耕地

单种生产率的提高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亦即是耕地
次级利用集约化度的定量表达-公式&,'和公式&*'右端

右侧项的涵义为耕地投入数量扩大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

献率!亦即是耕地利用粗放化度的定量表达*

由上!耕地初级利用)次级利用和综合利用的集约化

度测算公式构建如下(

'($&"' Y*%&"'&*&"'
#%&"'&#&"' &''

'("&"' Y.!%&"'&.!&"'
#%&"'&#&"' &$#'

'(&"' Y'($&"' ['("&"' Y*!%&"'&*!&"'
#%&"'&#&"' &$$'

其中!'($&"')'("&"')'(&"'分别表示耕地初级利用)

次级利用和综合利用的集约化度* 此外!还可定义耕地综
合利用粗放化度/(&"'!且存在恒等式 '(&"' [/(&"' Y

'($&"' ['("&"' [/(&"' Y$*

/(&"' Y+,%&"'&+,&"'
#%&"'&#&"' &$"'

")")"M耕地初级利用"次级利用和综合利用集约化度测

算的实证模型构建

由上!在增长核算基础上!公式&'' ]&$$'分别定义

了耕地初级利用)次级利用和综合利用的集约化度* 须注

意的是!公式&'' ]&$$'均是理论模型!是以产出正增长

和时间连续为假设条件* 实证应用时!公式&'' ]&$$'还

需进行产出负增长和时间离散情形修正* 具体地!耕地综

合利用)初级利用和次级利用集约化度的实证公式分

别为(

#&"$'

#

#&""'时!'(&"$!""' Y

#*!&""' +*!&"$'$&#*!&""' [*!&"$'$
##&""' +#&"$'$&##&""' [#&"$'$

#&"$'##&""'时!'(&"$!""' Y

$ +
#*!&""' +*!&"$'$&#*!&""' [*!&"$'$

##&""' +#&"$'$&##&""' [#&"$'$
&$W'

#&"$'

#

#&""'时!'($&"$!""'

Y
#*&""' +*&"$'$&#*&""' [*&"$'$
##&""' +#&"$'$&##&""' [#&"$'$

#&"$'##&""'时!'($&"$!""' Y

#)) +
#*&""' +*&"$'$&#*&""' [*&"$'$
##&""' +#&"$'$&##&""' [#&"$'$

&$('

#&"$'

#

#&""'时!'("&"$!""' Y

#.!&""' +.!&"$'$&#.!&""' [.!&"$'$
##&""' +#&"$'$&##&""' [#&"$'$

#&"$'##&""'时!'("&"$!""' Y

#)) +
#.!&""' +.!&"$'$&#.!&""' [.!&"$'$

##&""' +#&"$'$&##&""' [#&"$'$
&$)'

")")WM基于集约化度的耕地利用模式分析

根据耕地利用综合集约化度的大小!可以分析耕地综

合利用的基本模式!具体如完全粗放化&'(&"$!"" '"#')

高度粗放化&#

#

'(&"$!""'"#)")')粗放化优势&#)")

#

'(&"$!""'

#

#))')二元平衡&'(&"$!"" ' Y#))')集约化优

势&#))

#

'(&"$!"" ' " #),) ')高度集约化 & #),)

#

'(&"$!""'

#

$')完全集约化&'(&"$!"" '!$'* 其中!完全

粗放化)高度粗放化和粗放化优势三种模式可合称为粗放

化模式!完全集约化)高度集约化和集约化优势三种模式

可合称为集约化模式*

相应地!也可以分析耕地初级利用和次级利用的基本

模式!如'($&"$!""'"# 或'(" &"$!""'"# 意味着耕地初级

利用或次级利用是完全粗放化的!'($ &"$!"" ' ! $ 或

'("&"$!""'!$意味着耕地初级利用或次级利用是完全集

约化的* 此外!还可以根据耕地初级利用和次级利用的集

约化度大小关系!分析判断耕地综合利用的集约化或粗放

化模式究竟是耕地初级利用主导产生的&'($ &"$!"" '#
'("&"$!""''还是耕地次级利用主导产生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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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M实证对象和数据

实证评价对象为我国除港澳台以外的省级政区!具体

以 "#$#""#$% 年为实证评价时段!以 W$ 个省级政区和七

大地区&由省级政区归并而来'为实证评价单元!以粮食

生产过程中的耕地集约化利用情况为实证评价内容!并区

分耕地初级集约化利用和次级集约化利用*

实证评价所需的基础数据主要是耕地面积)农作物播

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须涵盖 "##'""#$% 年

八个年份* 考虑数据的适用性)可获取性)一致性等要求!

评价所需的耕地面积数据从土地调查成果共享应用服务

平台获取!农作物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数

据从 "#$#""#$,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获取* 基于此!评价

中涉及到的耕地复种指数由农作物总播种面积除以耕地

面积得到!耕地投入数量由粮食播种面积除以耕地复种指

数得到!耕地单种生产率由粮食产量除以粮食播种面积得

到!耕地复种生产率由粮食产量除以耕地投入数量得到

&或耕地单种生产率乘以耕地复种指数得到'* 详见表 $*

(M评价结果分析

(!$M耕地综合利用集约化评价结果分析

全国耕地综合利用集约化评价结果!详见图 $*

"#$#""#$% 年整体而言!全国耕地综合利用集约化度大小

为 $!$$!属于完全集约化模式!反映出全国耕地综合利用

处于完全集约化进程中!具体体现为全国粮食产量的增长

是完全依靠耕地复种生产率的提高 &从 "#$# 年初的

)!,#% @̂=D"提高到 "#$% 年末的 %!,W( @̂=D" '而实现!不

仅没有增加耕地投入数量而且还通过集约化利用克服了

耕地投入数量下降&从 "#$# 年初的 '!W#" Z$#, =D" 下降

到 "#$% 年末的 '!$)$ Z$#, =D" ' 的不良影响* 但是

"#$#""#$% 年各年度看!全国耕地综合利用集约化度大小

分别为 $!$')$!#')$!#%)$!#W)#!*,)$!#" 和 #!)'!基本呈

现出连续下降态势&仅 "#$) 年有小幅回升'!特别是 "#$(

和 "#$% 年度分别下降到 #!*, 和 #!)'!耕地综合利用由完

全集约化转变为高度集约化和集约化优势!反映出这七年

间全国耕地综合利用的集约化动力在持续减弱!具体体现

为全国耕地复种生产率的年度增长幅度在下降&由 "#$#

年度的 W!(,_下降到 "#$% 年度的+#!W(_'!耕地复种生

产率提高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率在下滑* 不同于现有

相关研究得出的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在提高的结论#",$ !

这一不良趋势需引起充分重视*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

能在于我国耕地利用中农民利益最大化追求已逐步由耕

地产出最大化转变为劳动力效益最大化#"*$ !在于农民的

个体利益与耕地集约利用的整体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冲

突和不一致性*

全国七大地区耕地综合利用集约化评价结果!详见图

"* "#$#""#$% 年整体上!各地区耕地综合利用集约化度

由大到小分别为华南 (!%%)西南 $!,#)西北 $!W,)华北

$!#%)东北 #!'')华中 #!',)华东 #!%)* 各地区耕地利用

虽都属于集约化模式!但却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其中!华

南)西南)西北和华北的耕地综合利用都处于完全集约化

进程&粮食产量增长是在耕地投入数量下降情况下完全依

靠耕地复种生产率提高而实现'!东北和华中地区的耕地

综合利用处于高度集约化进程&粮食产量增长绝大部分都

依靠耕地复种生产率提高)少部分依靠耕地投入数量增

加'!华东地区的耕地综合利用处于集约化优势进程&粮

食产量增长主要依靠耕地复种生产率提高但也较大程度

依靠耕地投入数量增加'* "#$#""#$% 年分年度看!西北

地区各年度耕地综合利用集约化度都大于 $!#!完全集约

化进程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稳定和持续地完全依

靠耕地复种生产率提高实现粮食产量增长'-华中地区近

七年集约化度都呈现出连续下降趋势)耕地综合利用已由

完全集约化模式变为了高度粗放化模式&耕地复种生产率

提高对粮食产出增长的贡献逐渐降低以至于较大幅度地

小于耕地投入数量增加的贡献'-华东地区耕地综合利用

的集约化度在 "#$#""#$W 年四个年度连续下降)"#$("

"#$) 年两个年度有所回升!但 "#$% 年度又大幅减小!集约

化进程动力不够充足和稳定* 这种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主

要是由各地区不同的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

状况所导致的* 需指出的是!这种地区间的差异!如西北

地区的耕地利用集约度显著高于华东地区!有力地驳斥了

所谓+耕地自然基础条件越好则耕地越趋向于集约利

用, #",$ +耕地利用集约度由东中部地区向西部和东北递

减, #"'$等错误结论*

全国 W$ 个省级政区耕地综合利用集约化评价结果!

详见图 W* 比较而言!"#$#""#$% 年青海)贵州)湖南)重

庆)海南)福建)广西)广东)宁夏的耕地综合利用集约化程

度高)集约化度都大于 ")都属于完全集约化模式&除海南

和福建外!粮食产量都在增长)耕地复种生产率都在提高!

且后者的提高幅度是前者增长幅度两倍以上-海南和福建

的粮食产量在下降!但这完全是由耕地投入数量减少所

致!两者的耕地复种生产率都在提高'* 浙江)上海和北京

"#$#""#$% 年的耕地综合利用集约化程度低)集约化度都

小于 #!)&三者的粮食产量和耕地复种生产率都在下降!

且耕地复种生产率下降幅度大于粮食产量下降幅度'!其

中浙江耕地综合利用集约化度只有+$!W")属于完全粗放

化模式&从 "#$# 年初到 "#$% 年末!浙江省耕地复种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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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表 $M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年份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误差 标准差 峰度 偏度 最小值 最大值

粮食产量 $̂#( @

"##' $ ,$"!W" $ W$(!)# ")"!"$ $ (#(!"% #!"W #!*' '#!)W ) W*'!##

"#$# $ ,%"!*W $ W$%!(' "%"!*# $ (%W!"" #!"* #!'" '$!"# ) (W,!#'

"#$$ $ *("!%$ $ W%#!') ",,!)) $ )()!WW #!"' #!'" 'W!,W ) ),#!%#

"#$" $ '#$!*, $ W'%!WW "*(!"$ $ )*"!W' #!"* #!'# '(!*' ) ,%$!('

"#$W $ '($!,( $ W,,!## "'"!$) $ %"%!%( #!"' #!'# '%!$W % ##(!#,

"#$( $ ')*!$) $ ($(!(, "',!'* $ %)'!#* #!(% #!'% %W!'( % "("!$'

"#$) " ##(!%( $ )"$!"% W#%!," $ ,#,!," #!(, #!'% %"!%( % W"W!'%

"#$% $ '*,!'$ $ )$"!W# W##!W# $ %,"!## #!", #!'# )W!,# % #)*!)#

耕地投入数量 $̂#W =D"

"##' W #''!#% " *(*!)W )",!$W " 'W(!') ,!*% "!", '"!)' $( '##!W)

"#$# W #*)!'$ " *W*!,( )"*!#W " 'W'!'W ,!'' "!W# *(!#) $( '("!**

"#$$ W #,)!$% " ,,)!W( )"*!#* " '(#!"( ,!'W "!"' *,!"' $( '$)!)W

"#$" W #,"!), " %*"!%W )"*!*% " '((!)) ,!*' "!"' '$!#" $( '$%!*W

"#$W W #,%!(* " %W$!($ )WW!#W " '%,!,, ,!'% "!W$ *W!'% $) #W%!%$

"#$( W #,%!') " )*"!'$ )W,!$, " ''#!*) *!$# "!WW *%!'" $) $,W!$#

"#$) W #,)!*( " ))#!$' )W%!,( " '**!(( *!$W "!WW '#!W) $) $,"!"#

"#$% W #)*!'% " )$'!') )W"!%* " '%)!*( *!$# "!W" '#!%) $) #)%!'%

耕地复种生产率 @̂̂=D"

"##' %!"% %!$' #!)" "!'$ +#!)* #!)W "!($ $W!$(

"#$# %!W* %!$) #!)" "!'" +#!#$ #!,$ "!)W $(!#'

"#$$ %!%$ %!W$ #!)W "!'W +#!"" #!%" "!," $W!',

"#$" %!,( %!%, #!)$ "!*( +#!W) #!%$ "!'* $W!()

"#$W %!*# %!%W #!)# "!*# +#!"% #!%( W!#* $W!%#

"#$( %!,' %!%' #!)$ "!*" +#!), #!%W W!$) $"!')

"#$) %!*' %!*$ #!)# "!*# +#!,' #!)W W!"$ $"!,%

"#$% %!*( %!'# #!(* "!%* +#!*) #!(W W!"$ $"!*#

耕地复种指数

"##' $!"W $!"% #!#, #!(# +#!*# #!"* #!)W "!#'

"#$# $!") $!") #!#, #!($ +#!,$ #!W$ #!)( "!$W

"#$$ $!"% $!"( #!#, #!($ +#!%W #!WW #!)) "!$W

"#$" $!"% $!$* #!#, #!(# +#!,# #!W# #!)) "!#%

"#$W $!"% $!$, #!#, #!(# +#!,% #!W" #!)% "!#*

"#$( $!"% $!$* #!#, #!(# +#!*" #!W" #!), "!$$

"#$) $!"% $!$% #!#, #!(# +#!'# #!", #!), "!$#

"#$% $!") $!$) #!#, #!W' +#!,( #!", #!)* "!$"

耕地单种生产率 @̂̂=D"

"##' (!'# )!$# #!$, #!') +$!#$ +#!W, "!'' %!W#

"#$# (!') )!$) #!$, #!'( +$!#, +#!"# W!W) %!%$

"#$$ )!$" )!"$ #!$* $!#W +#!%* +#!W$ "!*, %!'*

"#$" )!"W )!$) #!$, #!') +#!%% +#!#* W!)W ,!")

"#$W )!"' )!") #!$* #!'* +#!"% +#!#, W!W# ,!($

"#$( )!"* )!W" #!$% #!** +#!W$ +#!$" W!%W ,!#%

"#$) )!W, )!W* #!$% #!'$ +#!(% +#!"$ W!,$ ,!$*

"#$% )!W' )!(, #!$, #!'W +#!W$ +#!#W W!%* ,!(#

MM注(表中的年份是指年末时点!区别于年度即从上年末&本年初'至本年末的时段!评价针对的是 , 个年度但需要的是 * 个年份数据-表中
的各描述统计量都是基于 W$ 个省级政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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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由 ,!,$ @̂=D" 下降到 %!'# @̂=D"!耕地投入数量从

$ #"W!" Z$#W =D" 上升到 $ #*'!' Z$#W =D"!粮食产量从

,*'!" 万@减少到 ,)"!" 万 @'!上海和北京耕地综合利用

集约化度分别为 #!$# 和 #!"*! 分别属于高度粗放化和粗

放化优势模式&从 "#$# 年初到 "#$% 年末!上海和北京粮

食产量分别从 $"$!, 和 $"(!* 万 @减少到 ''!" 和 )W!,

万@!耕地复种生产率分别由 $W!$( 和 ,!,, @̂=D" 下降到

$#!'(和 (!W# @̂=D"!两者的耕地复种生产率下降幅度都

高于粮食产量减少幅度'* 该结果表明!所谓+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同耕地利用集约度呈显著正相关,的结论是错误

的#W#$ !耕地集约化利用程度的高低因地而异!应具体

分析*

(!"M耕地初级和次级利用集约化评价结果分析

全国耕地初级和次级利用集约化情况!详见图 (*

"#$#""#$% 年整体而言!全国耕地初级利用集约化度&即

#!W)'小于次级利用集约化度&即 #!,%'!表明全国耕地集

约化利用主要体现在次级利用阶段)其次体现在初级利用

阶段!全国粮食产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耕地单种生

产率的提高&从 "#$# 年初的 (!*,$ @̂=D" 提高到 "#$% 年

末的 )!()" @̂=D"'所贡献!耕地复种指数的提高&从 "#$#

年初的 $!$," 提高到 "#$% 年末的 $!"W)'也做出了一定的

贡献但贡献程度较小* 我国耕地集约化利用的这种两阶

段特征!反映出了我国耕地复种指数已处于高位而提高潜

力有限)耕地单种生产率特别是对其影响很大的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仍然偏低而提升空间很大!在未来很可能会进

一步强化* "#$#""#$% 年分年度看!全国耕地初级利用和

次级利用的集约化进程都不够稳定!集约化度大小都存在

较大幅度的波动!其中耕地次级利用的集约化波动幅度要

大于耕地初级利用!特别是耕地次级利用集约化度在

MMM

"#$(和 "#$% 年度存在较大幅度的下降&相应直接导致当

年度耕地综合利用集约化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这种较大

的年度波动性!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宏观经济和农业生产自

身的波动性所致!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耕地利用政策的灵

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待提升*

全国七大地区耕地初级和次级利用集约化评价结果!

详见图 )* 各地区耕地初级利用集约化度由大到小分别

是华南 "!W,)西南 $!#")华中 #!%*)西北 #!%$)华北 #!$*)

东北 #!$))华东 #!#W!华南地区最高)华东地区最低-耕地

次级利用集约化度由大到小分别是华南 "!"')华北 #!**)

东北 #!*()西北 #!,,)西南 #!%*)华东 #!%")华中 #!W#!华

南地区最高)华中地区最低* 华南)西南)华中三个地区的

耕地初级利用集约化度大于耕地次级利用集约化度!表明

其耕地集约化利用主要体现在初级利用阶段!粮食产量增

长主要是依靠耕地复种指数的提高&三个地区耕地复种指

数分别由 "#$# 年初的 $!(*)$!$*)$!%' 提高到 "#$% 年末

的 $!)%)$!W#)$!,*'!华中地区最为突出!其初级利用集约

化度&#!%*'是次级利用集约化度&#!W#'的两倍有余* 西

北)华北)东北)华东四个地区的耕地次级利用集约化度大

于耕地初级利用集约化度!表明其耕地集约化利用主要体

现在次级利用阶段!粮食产量增长主要是依靠耕地单种生

产率的提高&四个地区耕地单种生产率分别由 "#$# 年初

的 (!#))W!'')(!(())!%) 和 $!%' @̂=D" 提高到 "#$% 年末

的 (!%%)(!'())!'" 和 )!'W @̂=D" '!尤其是华东地区!其

耕地初级利用集约化度&#!#W'不仅远小于次级利用集约

化度&#!%"'!而且还远小于耕地利用粗放化度&即 $ +

#!#W +#!%" Y#!W)'*

全国 W$ 个省级政区耕地初级和次级利用集约化评价

结果!详见图 %* 其中!浙江)上海和北京的次级集约化度

M

图 $M中国 "#$#%"#$% 年耕地综合集约化利用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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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大于初级集约化度且初级集约化度都小于零!表明三者

耕地综合利用呈现出粗放化模式主要是由耕地初级利用

的粗放化所导致的* 青海)贵州)湖南的耕地次级利用集

约化度都小于 # 而耕地初级利用集约化度都大于 )!#!表

明三省的耕地完全集约化利用都是通过耕地初级利用的

集约化所实现的!反映出三省农业产出的增长完全依靠的

是耕地复种指数的提高* 福建)广西)广东三省的耕地初

级和次级利用集约化度都大于 $!#!表明三者耕地在初级

利用和次级利用阶段都呈现出集约化特征!三者粮食产量

的增长来源于耕地复种指数提高与耕地单种生产率提高

的共同贡献* 宁夏)甘肃)陕西)四川)海南等的耕地次级

MM

图 "M中国七大地区 "#$#%"#$% 年耕地综合
利用集约化度大小

利用集约度都大于初级利用集约度且两者分别都大于 #!

表明这些省级政区的耕地集约化利用都主要体现在耕地

次级利用阶段!耕地初级利用阶段的集约化居于次要地

位* 重庆)福建)广西等的耕地初级利用集约度都大于次

级利用集约度且两者分别都大于 #!表明这些省级政区的

耕地集约化利用都主要体现在耕地初级利用阶段!耕地次

级利用阶段的集约化居次要地位*

)M研究结论和讨论

应用增长核算方法和集约化度测算方法!明确了耕地

集约化利用与粗放化利用的具体界限和判断标准!区分了

MM

图 WM中国 W$ 个省级政区 "#$#%"#$% 年耕地
综合利用集约化度大小

图 (M中国 "#$#%"#$% 年耕地初级和次级集约利用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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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集约化利用的初级阶段和次级阶段!以全国为对象进

行了实证评价* 通过本研究可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农业产出增长有提高耕地复种生产率和扩大耕

地投入数量两大来源!前者存在提高耕地复种指数和提高

耕地单种生产率两种途径* 相应地!依靠提高耕地复种指

数增加农业产出是耕地初级集约化利用!依靠提高耕地单

种生产率来增加农业产出是耕地次级集约化利用!耕地初

级和次级集约化利用的结合亦即依靠提高耕地复种生产

率增加农业产出是耕地综合集约化利用!而依靠扩大耕地

MM

图 )M中国七大地区耕地 "#$#%"#$% 年初级和
次级利用集约化度大小

图 %M中国 W$ 个省级政区耕地 "#$#%"#$% 年初级
和次级利用集约化度大小

投入数量来增加农业产出是耕地粗放化利用*

&"'耕地集约化利用程度可由耕地利用集约化度进

行测算!耕地利用集约化度有初级集约化度)次级集约化

度和综合集约化度之分!测算依据分别是耕地复种指数变

化对农业产出变化的贡献率)耕地单种生产率变化对农业

产出变化的贡献率)耕地复种生产率变化对农业产出变化

的贡献率* 根据集约化度大小!可以分析耕地利用的具体

模式!集约化度等于 #!) 是集约化模式与粗放化模式的区

分界限*

&W'"#$#""#$% 年整体来看!全国耕地利用的综合集

约化度大小为 $!$$!初级集约化度&#!W)'小于次级集约

化度&#!,%'!表明全国耕地利用属于完全集约化模式!全

国农业产出&粮食产量'的增长整体上是在耕地投入数量

下降情况下完全依靠提高耕地复种生产率而实现!且以提

高耕地单种生产率为主要途径!以提高耕地复种指数为次

要途径* 七大地区之间存在差别!如华南)西南的耕地利

用综合集约化度都大于 $!初级集约化度都大于次级集约

化度!表明两地区耕地利用都处于完全集约化进程且主要

体现在初级利用阶段!农业产出增长主要是依靠提高耕地

复种指数!而东北和华中的耕地利用综合集约化度分别为

#!'' 和 #!',!表明两地区耕地利用都属于高度集约化模

式!但东北地区的耕地利用次级集约化度大于初级集约化

度而华中地区则相反!说明东北地区的高度集约化主要体

现在耕地次级利用阶段而华中地区的高度集约化主要体

现在耕地初级利用阶段* 各省级政区情况也各不相同!如

浙江)上海和北京的耕地利用综合集约化度都小于 #!)

&整体粗放化'!初级集约化度都小于零&初级利用绝对粗

放化'!福建)广西)广东三省的耕地利用初级和次级集约

化度都大于 $!#&初级和次级利用都完全集约化'!青海)

贵州)湖南的耕地利用次级集约化度都小于 #&次级利用

完全粗放化'而初级集约化度都大于 )!#&初级利用完全

集约化'*

&('"#$#""#$% 年分年度来看!全国耕地利用综合集

约化度大小基本呈现出连续下降态势&仅 "#$) 年有小幅

回升'!初级和次级集约化度都存在较大幅度的波动&次

级阶段波动幅度要大于初级阶段'!特别是 "#$( 和 "#$%

年度次级集约化度存在较大幅度的下降!致使耕地综合利

用由完全集约化转变为高度集约化和集约化优势!反映出

全国耕地初级和次级集约化进程都不够稳定!综合集约化

动力在持续减弱* 分地区来看!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变

化特征!如西北地区各年度耕地综合利用集约化度都大于

$!#!完全集约化进程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华中

地区近七年综合集约化度都呈现出连续下降趋势!耕地综

合利用已由完全集约化模式变为了高度粗放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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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的集约化利用并不是单纯地以产出增长为

前提和目的才可以进行!产出负增长时耕地投入数量下降

而耕地复种生产率仍在提高的情形也是属于耕地的集约

化利用&如海南省和福建省'-耕地利用集约化程度与经

济发展水平)耕地产出水平&耕地生产率高低'并不存在

明确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达或耕地产出水平高的区域耕

地利用集约化程度不一定高&如华东地区!北京市)上海

市'!经济不发达或耕地产出水平低的区域耕地利用集约

化程度不一定低&如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青海省)贵州

省'*

综上!本研究克服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些缺陷!并驳

斥了现有研究的一些错误观点*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些

不足之处值得讨论和在未来加以改进(!以年为时间单位

进行耕地集约化利用的动态过程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会受

到产出年际波动的不良影响!未来在数据可获取的前提

下!可以考虑以多年为时间单位或通过多年数据加权平均

方式弱化产出年际波动的不良影响* "本研究针对的是

宏观尺度!未来或可采用本文方法开展中观和微观尺度的

研究!但这很大程度受制于所需数据的可获取性和精确

性* #本文揭示出了耕地集约化利用的地区差异和动态

变化!但对于造成这种差异和变化的原因阐释尚不够深

入!未来可以在本文基础上加强耕地集约化利用影响或驱

动因素的识别与分析研究* $集约化度并非越高越好!存

在适度集约化与过度集约化的区分问题!但这一区分的具

体界限和标准是什么值得进一步探讨* %单纯地追求耕

地集约化利用可能会给农业生态环境带来不良影响!耕地

的可持续集约化利用是更值得追求的方向!未来可在本文

基础上开展耕地可持续集约化利用评价研究* &如何针

对各地差异化的耕地集约化利用状况制定出差别化的耕

地集约化利用政策!并结合动态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也是

未来值得努力的一个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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