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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线”统筹划定的耕地“三位一体”
保护格局优化思考

伍黎芝 江雪梅 朱有法 孙泽祥

摘要：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优化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格局是夯实我国粮食安全资源基础的需要。
本文简要分析和阐释了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演进背景与时代意蕴，辨析了三条控制线
的逻辑关系与划定优先序，明晰了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格局优化的规划路径与策略，并针对相关问题展开
了深入思考，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耕地；粮食安全；“三位一体”；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21.11.005  中图分类号：TU982.2/F301.2
文章编号：1009-1483（2021）11-0029-06  文献标识码：A

Thinking on the Optim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Trinity' Protection Pattern Based on 
Three Control Lines Overall Delimiting

WU Lizhi, JIANG Xuemei, ZHU Youfa, SUN Zexiang

[Abstract] Cultivated land is the lifeblood of  grain production. Optimizing the 'trinity' protection pattern of  
cultivated land is the need to consolidate the resource base of  food security in China.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evolution background and explains era meaning of  the 'trinity' protection system of  cultivated land in quantity, 
quality and ecology, dialectically analyze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delimitation priority of  the three control lines, 
clarifies the planning path and strategy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trinity' protection pattern, deeply 
considers the relevant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Keywords] cultivated land; food security; 'trinity'; permanent basic farm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引言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

曾用“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的形象比喻来

强调保护耕地对于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进入新

时期，我国耕地保护环境面临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席卷

全球的新冠疫情成为全球粮食危机的催化剂 [1]。我

国粮食生产在资源约束、需求增长、结构性矛盾等

多重压力下将处于“紧平衡”长期态势 [2]。另一方面，

我国耕地总量趋减、质量不高、生态退化及非农化、

非粮化等系列突出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新型

城镇化、工业化的持续推进还会不可避免地挤占部

分耕地；加之人民多样化的美好生活向往需要调整

结构和退耕增绿等。可以预见，在保建设发展和保

粮食安全的双重压力下，我国耕地保护形势将更为

严峻。

立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之大局，2019 年底，中

央作出了“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生态保

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

（以下简称“三线”）的决策部署。在此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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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格局

是夯实我国粮食安全资源基础与“四化”同步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相统筹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加快推

进国土空间规划、构建和谐“三生”空间格局的现

实需要。 

1 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演进背景与时

代意蕴
保障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始终是我国政府高度

重视的头等大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地

关系的日趋紧张与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耕地保护

历经了从严控耕地流失，到占补平衡与质量建设并

举，再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维

度跃升三个阶段，有着内在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逻辑。

1.1 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演进背景

1.1.1 耕地流失严重催育了耕地保护基本国策

的诞生

1978 年后，改革开放经过短短几年，我国城

乡建设面貌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之带来

的各项非农建设乱占耕地、滥用土地的现象极为突 

出 [3]。有的省一年减少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耕地面

积，有的城镇郊区农民几乎无地可种。有资料显示，

1978—1985 年全国耕地净减少 3810 万亩 [4]。虽然

土地承包经营制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人民吃

饭不成问题，但耕地大量流失引发的社会问题却催

生了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1986 年 3 月印发的《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

的通知》（中发〔1986〕7 号）指出，“这种情况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造

成严重后果，贻害子孙后代，必须迅速制止”，同

时提出“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

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1.1.2 耕地逐减趋势下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成

为优先选择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全国掀起了房地产

热、开发区热和基础设施建设热，大量耕地被侵占，

1986—1993 年全国年均净减耕地 465 万亩 [5]。无地

可耕、经商弃耕等导致粮食生产出现波动，加之“布

朗冲击波”①影响 [6]，中国的粮食安全成为世界关注

的话题。面对耕地总量逐减的严峻现实，为维护国

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优先保护好优质耕地，保

障口粮田的绝对安全成为优先选择。1994 年 10 月，

国务院适时发布并施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设

立了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占用审批、损失补偿、

闲置荒芜与破坏处罚、地力保养等制度。全国按照

质量从优划定的基本农田覆盖了八成以上的耕地。

2008 年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基本农田实行

永久性保护。从此，永久基本农田成为了不可逾越

的红线标志。

1.1.3 生态环境恶化要求树立耕地 “三位一体”

保护理念

优质耕地和生态空间被过多占用、生态环境破

坏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沉重代价，不仅严重

损害了耕地数量、质量依存的生态根基，而且危及

到了我国的食物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11

年 9 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国土资源部时

指出，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低和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

尚未根本扭转。要充分认识资源是数量、质量和生

态三者的有机统一，在做好数量管控的同时，加强

质量管理和生态管护。自此，我国耕地数量、质量、

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理念正式确立。2017 年印发

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

平衡的意见》中提出，要“着力加强耕地数量、质量、

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1.2 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时代意蕴

1.2.1 落实“藏粮于地”的应有之义

“藏粮于地”，意味着要确保足够数量的耕地

以确保粮食潜在产能，但并不以追求所有耕地的全

勤生产来满足粮食产量的不断递增，而是在粮食相

对充足时，通过合理轮作休耕、生态修复等方式，

让过度利用的耕地恢复健康。在粮食紧缺时，迅速

调整种植结构恢复粮食生产以满足需求。土地休耕

虽然暂时不生产粮食，但休耕后还可提高地力和生

产能力，实际上等于把粮食产能储存在土地中 [7]。

“藏粮于地”改变了我国“藏粮于仓”“藏粮

于民”的传统做法，是新时期统筹经济发展、生态

建设，有效应对非农化、非粮化的耕地保护战略创

新，与耕地“三位一体”保护在理念上高度契合，

体现了“藏粮于地”的应有之义。

1.2.2 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之策

耕地的生态功能集中表现在气候环境调善、废

弃物处理、水土保持、土地沙化和次生盐渍化防治

等方面 [8]。我国耕地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3.32%，

集中连片的广布于人类活动集聚区周围，不仅是生

态国土基底的主要构成部分，而且深刻影响着区域

人居环境质量。良好的农田生态、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和地域性的农耕文化等有机构成的美丽田园，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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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着浓厚的乡愁，成为农村发展新业态助推乡村振

兴的新动力。

目前，处于“三期”叠加②的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要实现新进步、取得新成效，应高度重视耕地生

态功能建设。尤其是对广布于地下水漏斗区、重金

属污染区、生态严重退化区、土地过度利用区的耕

地实施合理轮作休耕和生态修复，具有藏粮于地和

改善生态环境的双重功效，理应成为生态文明建设

提速落地的基础之策。

1.2.3 实施用途管制的关键之举

我国的土地用途管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城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9]。1998 年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

管制制度”，“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对

耕地实行特殊保护”。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出，

“构建以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制度，着力解决优质耕地和生态空间占用过多等问

题”。2019 年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9〕18 号）中提出，“对所有国土空间分区分

类实施用途管制”。可见，严格保护耕地既是用途

管制的初衷，也是目的。未来，坚决遏制耕地“非

农化”、从严控制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将成为分区

分类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关键之举。

2 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格局优化路径与

策略
基于“三线”统筹划定的耕地“三位一体”保

护格局优化，是建立在正确处理耕地保护和经济发

展、生态建设关系基础上的资源综合利用、区域统

筹、功能协同的全链条系统工程 [10]，是目标、布局

与策略的全方位优化。

2.1 “三线”的博弈关系与优先序

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的三条控制线，本质

上，永久基本农田是代表耕地精华的口粮田，事关

口粮绝对安全的生存线；生态保护红线是具有特殊

重要生态功能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撑持国土空间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线；而城镇开发边界则是经济社

会活动高度集聚的空间载体，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保

障线。三条控制线互为条件、彼此支撑，其博弈关

系决定了三线划定的优先序问题不可回避（见图 1）。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

生产资料和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战略性资源，

耕地尤其是永久基本农田必须得到优先保护。同时，

发展又是安全的保障。新时期的高质量发展应努力

塑造有利于保护耕地的环境，夯实发展基础。总之，

破解“四化”同步发展用地与扎牢耕地保护篱笆这

对长期存在的矛盾，必须立足于十几亿人口要吃饭

这个最大的国情，尊重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

主体功能差异的客观现实，以优化耕地“三位一体”

保护格局为突破点，优先落实生存线，因地制宜处

理“三线”落地过程中的冲突。

2.2 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格局优化路径

耕地保护格局优化的实质是人地关系调整、空

间布局调治和管控体系调理的有机融合，需要摸透

现状、把准趋势、落地目标、管控到位，应遵循以

下国土空间规划路径（见图 2）。

首先，全面透彻分析耕地现状是优化耕地“三

位一体”保护格局的前提。尤其是市场经济环境和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非农化、非粮化导致耕作层

破坏甚至功能丧失的耕地，化肥农药过度使用造成

土壤污染和功能退化的耕地，生态脆弱区、河湖地

带、地质灾害区存在的非稳定耕地，以及重点生态

功能区内的耕地等，都是影响“三线”统筹划定和

耕地布局调整的重要因素。

其次，耕地供需预测是综合平衡生态空间与

城镇空间需求、制定耕地保护目标的依据。基于保

障粮食安全的预测方法建立在一个相对封闭空间系

统、与外部不发生粮食贸易的基本假定前提下。显

然，该方法仅适用于国家总体粮食安全保障视角下

的耕地保护目标制定及约束性指标合理分解，也能

够为评估一定行政区域粮食安全程度、人地关系紧

张度进而实施差异化的耕地保护政策提供决策依

据；基于保障科学发展的预测是通过测算规划期内

城镇、交通、水利、能源等各项建设占用、生态退耕、

农业结构调整、自然灾害损毁等因素造成的耕地减

图 1 三条控制线的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永久基本农田

互为条件
彼此支撑

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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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和土地综合整治补充耕地量，经综合平衡后确

定耕地保护的数量目标。该方法可用于评估上位规

划下达保护指标的合理性，精准布局占补平衡项目。

最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耕地保护目标落地的

关键是 “保足、保优、保实”。即本级规划落地的

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能少于上位

规划下达的保护指标，并按照总体稳定、质量从优

原则，落实到图斑，确保图数一致，量质相符，实

现优质耕地优先保护并能保尽保。

2.3 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格局优化策略

耕地数量、质量、生态是有机统一体，数量是

基础，质量是基石，没有质量的数量毫无意义，而

二者都建立在生态基底之上。优化耕地“三位一体”

保护格局，既要稳定基础，又要巩固基石，更要夯

实基底。

端牢中国人的饭碗，首要的是坚守耕地数量红

线，这是 “藏粮于地”的核心要义。从我国耕地变

化的动因分析，控制建设占用、遏制非农化、力争

占补平衡是稳定耕地数量基础的基本途径。

考虑到人增地减的趋势和占优补优的难度，未

来保障 14 亿人的食物安全并过上美好生活，迫使

我们必须在提高耕地质量上做文章。我国 2/3 的中

低产地蕴藏着巨大的粮食产能 [11]，是“藏粮于地”

的最大潜力所在，无疑将成为提升耕地质量的主攻

方向。而全面推进国土综合整治，大规模建设高标

准农田，加强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则

是巩固耕地质量基石的重要手段。

研究表明，陡坡地垦殖，生态脆弱区农耕，地

下水超采，化肥、农药、地膜过量使用等行为是造

成农田生态退化的主因 [12]。因此，统筹推进耕地休

养生息，对 25 度以上坡耕地、严重沙化耕地、重

要水源地坡耕地、严重污染耕地等有序退耕还林还

草；积极稳妥推进耕地轮作休耕，因地制宜实行免

耕少耕、深松浅翻、粮豆轮作套作的保护性耕作制

度；综合采取工程、生物、农艺等措施治理退化耕地、

阻控修复污染耕地等，是夯实耕地生态基底的主要

措施。

3 相关问题思考与建议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与优化耕地保护格局互为

基础。因而，有必要针对“三线”落地中的相互冲

图 2 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格局优化路径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三大措施：推进耕地休养生息、轮作休耕、
综合治理与阻控修复

夯实基底：
耕地生态管护

三大手段：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建设高标准
农田、建设占用耕作层剥离再利用

巩固基石：
耕地质量管理

三大途径：控制建设占用、力争“占补”平衡、
遏制非农化

稳定基础：
耕地数量管控

现状耕地—建设占用—整治补充
保障科学发展

预测法

人口→粮食消费量→种植结构 / 复种指数→
粮食单产→耕地需求量

保障粮食安全
预测法

非农化非粮化耕地、非稳定耕地、动态变化
趋势、保护目标实现度

重点分析

类型、数量、质量、坡度、降雨量与熟制空
间分布、效益、问题及原因

总体分析

策略谋划

目标落地

供需预测

现状分析

数量保足、质量保优、落地保实

耕地供需预测结果比较

上位规划下达保护目标

耕
地
﹃
三
位
一
体
﹄
保
护
格
局
优
化
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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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及耕地保护体系中的薄弱不足展开进一步思考并

提出相应建议。

3.1 基于空间主体功能协调划定生存线与生态线

统筹划定中出现的生态线与生存线重叠问题，

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这部分耕地是长期垦殖的

客观存在，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起到了维持生存发展

的作用。第二，原有生态线和生存线的划定分属不

同部门主管，划定时间和要求不同。第三，对生态

保护红线的内涵理解和外延界定存在一定弹性，且

支持划定的要素精度不足。最重要的是，没有根据

区域主体功能不同而提出差异化处置的原则和办法。

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的主体功能决定了生态线

和生存线的重叠处置应有利于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

的精准落地 [13]。因此，对于农产品主产区，在不影

响自然保护地核心区功能的前提下，应以周边耕地

能保尽保为原则划定生存线。反之，在生态脆弱敏

感区，应以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为出发点划定生态

线，其中的耕地能调出尽量调出。必要时还应修正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指标，杜绝出现实有耕地

与保护任务“倒挂”现象。同时，应提高两线划定

的科学性和精准性，避免人为因素造成重叠。

3.2 基于城市发展阶段按需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现有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与城镇发展空间高度

重叠是“双评价”的普遍结论，也是保障线与生存

线协调划定的难点。因此，选择合理的划定方法来

确定合理的城镇用地规模与边界尤为重要。

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域及不同规模的城市对

空间的需求不同。处于中期城市化阶段的城市，人

口吸聚力强，人口城市化必然带来土地城市化和城

市空间规模扩张；再城市化的城市，将致力于存量

挖潜和品质提升的内涵发展，进入了空间零增长的

稳定状态；对于一些收缩型城市，随着资源耗竭、

产业衰落、人口外流，城市本身“囤积”了大量存

量空间有待消化，空间扩张动力不足 [14]。因此，应

充分正视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严格按照

资源承载能力和“以人定地”方法，合理框定总量，

严格控制增量。空间布局要尽力避开集中连片优质

耕地，防止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采用“一刀切”

的划定方法。

3.3 基于新发展理念创新完善耕地管控体系

毫无疑问，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确实在一定程

度上淡化了粮食安全风险意识，但当下全球性粮食

风险上升 [15]，警示我们必须以生存立命的危机感，

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实到一张蓝图中，着力从源头

上完善耕地管控体系。一是强化耕地红线效力，制

定耕地保护“负面清单”，控制城镇空间无序蔓延。

二是实施存量优先，促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把

“增存挂钩”、节约集约作为控制建设占用耕地的

第一选择。三是探索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建设用地，

包括占用耕地指标分配和节约、结余指标有偿交易

机制，处理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因地生财”造

成的发展不平衡与耕地保护责任不平衡。这应是促

进共同富裕的可行之道。四是构建“三位一体”保

护导向的多元可量化考核体系，促进由单一数量考

核向量质、产能、生态、节约集约与存量挖潜的全

面综合考核转型。

3.4 基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升耕地“三位一

体”保护水平

实践证明，以统筹解决耕地碎片化、布局无序

化、利用低效化、生态质量退化等问题为出发点的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重塑美丽乡村、促进要素

流动，发展现代农业等，使广大农民有了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极大地激发了他们保护耕地的主体和主

动意识。同时，通过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实现

了耕地质量提升、生态改善、面积增加和占补平衡，

成为新时期全面提升耕地 “三位一体”保护水平的

有效手段 [16]。

当前，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应以破解城乡

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紧密围绕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积极探索市县域空间尺度的

整治模式，统筹挖掘乡村空间存量潜力，为新型城

镇化提供空间保障，以减轻耕地保护压力。为乡村

振兴提供资金支持，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提高

耕地利用效益，以遏制耕地非农化。同时，推进乡

村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应着力解决农业面源污染，

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实行畜禽粪便、秸秆、农膜

基本资源化利用，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和全面升级

提供良好农田生态环境。

4 结语
实行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是落实藏粮于地、建设生态文明和实施用途管制的

题中之意。优先落实生存线是打开三线统筹划定这

扇旋转门的突破口。全面把握现状、准确预测未来、

精准落地目标是优化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格局规

划路径的三个关键节点，而强化数量管控、质量管

理和生态管护则是优化的基础、基石和基底。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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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统筹划定中的突出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

空间主体功能和城市发展阶段处理生存线与生态

线、保障线冲突的原则性方法。同时针对耕地保护

体系中的薄弱不足，从完善管控体系和推进综合整

治两大方面给出了相应建议。

注：

① 布朗冲击波：1994 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

特·布朗在其著作《谁来养活中国人》中断言，中国正以惊

人的速度从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耕地不断转用于非农用

途，人口迅速增加，到 2030 年至少缺粮 2亿吨。鉴于此种情

况，中国会成为粮食缺口大国，大量进口外国粮食，必然会

导致粮食的短缺与粮食价格暴涨，继而引起国际上的连锁反

应，导致全球粮食大恐慌。

②“三期”叠加：2018 年 5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

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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