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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镇化进程所导致的耕地数量剧减和失地农民增加，
是当前阶段下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经济
社会问题。为探究中国耕地征收的空间差异及其所导致的失地农民群体分布差异，
基于省级尺度研究
了 2005 年、2008 年和 2011 年中国耕地征收的省际差异，
并在分析各省耕地资源分布差异的基础上，
于
省级尺度下更精细地测算全国失地农民数量和揭示年新增失地农民分布的省际差异。探讨了影响失地
农民规模估算结果的其他因素，
包括更精细的尺度上推、
违法征地和农村超生人口所导致的低估。针对
中国耕地征收和失地农民的空间差异现状，
提出应对山东、
浙江、
福建，
以及河南、
四川和湖南等经济发
达或快速发展诸省区的征地规模进行重点管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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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ovincial Variations of Farmland Expropriation in China and the
Estimation of Lost-Land Farmers
Zhou Bingbing, Zhou Shenglu, Lv Ligang, Lu Chunfeng
(School of Ge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With the unprecedente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rapid loss of farmland and the increasing of
consequent lost-land farmers are among the key social-economic problems facing us.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al
variations of farmland expropriation as well as the consequent lost-land farmers in China, given the available
data, this paper studied their interprovincial variations in 2005, 2008 and 2011. Our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estimation of lost-land farmers’quantity was more accurate at the provincial scale than at the country scale,
with the later underestimating by 10 to 20 percentages. Furthermore, other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stimation of
lost-land farmers’quantity including the scaling-up at finer scales, illegal farmland expropriation and nonregistered rural population were discussed. We proposed a stricter control of the farmer land expropriation
activities in some developed provinces like Shandong, Zhejiang and Fujian as well as a few rapid developing
provinces like Henan, Sichuan and Hunan.
Key words: farmland expropriation; interprovincial variations; lost-land farmers; scale effect
0 引言
当前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53.73% [1]，正处于快速城
镇化阶段[2]，未来将新增 3 亿城镇人口[3]。另一方面，城
镇化进程所导致的耕地资源剧减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4]。
对京津冀地区的研究发现，约 74%的新增城镇用地来

自耕地[5]。耕地数量急剧减少及由此带来的失地农民
数量急剧增加，已成为当前阶段下中国所面临的一个
重要经济社会问题 [6]，对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产生着深刻影响。
对城镇化进程中的耕地征收征用问题，当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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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的是其征收过程中的价值量化与补偿估价，如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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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顺等 运用收益还原法量化了耕地的生活保障价

简 称“各 省 区”）所 研 究 指 标 的 数 量 或 取 值 ，基 于
ArcGIS 软件平台，采用空间可视化技术，直观地揭示

格、医疗保障价格和再就业保障价格，陈丽等[8]基于分

所研究事物空间分布的省际差异。

解求和法、替代法和影子价格法等多种方法从生活保
障、失业保障和社会稳定等角度探讨了耕地资源估价
较多，如对其理论基础 [9] 与经济机制 [10] 的分析；汪晖 [11]

1.1.2 失地农民数量测算 本文采取主流的人均耕地面
积法[6,13,15] 进行估算，即各省所征收耕地面积总量除以
当地人均耕地面积得到其失地农民数，然后加总各省
区得到全国失地农民总规模。耕地征收直接影响到其

以土地征收最为频繁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为例探讨了土

承包经营权人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使用权人，前者一般

地征收的法理基础和征地补偿机理；有研究从征地范
围的界定、征收补偿标准的制订、
失地农民的安置和征

在具体的征收补偿事务中要加以考虑，后者可以反映
耕地征收对农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从

[7]

补偿方法。另外，对土地征用制度的相关研究成果也

收机制与程序的完善 4 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以应对

户籍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人数 2 个角度分别计算人

现有征地制度所存在的主要问题[12]。但是，现有研究

均耕地面积，
从而测算出 2 个层次的失地农民数量。
1.2 数据来源

对中国耕地征收的空间差异问题仍鲜有关注，还无从
查证中国耕地征收的总体格局以厘清耕地征收的管控

本文研究区包括除港、
澳、
台外的 31 个省区，
研究

方向和重点区域。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征收对农村经

包括 2005、
2008 和 2011 年 3 年各省区的耕地征收和失

济社会的巨大冲击，学界对农地征收所导致的社会影
响特别是失地农民问题也有丰富研究。相关成果涵盖

地农民问题。所需数据如耕地征收面积等都来自国研
网 中 国 区 域 社 会 经 济 统 计 数 据 库 (http://data.drcnet.

失地农民的产生原因、群体规模、利益补偿、社会保障

com.cn/web/default.aspx)和相关统计年鉴。限于数据
可得性 ，各省人均耕地面积的计算以 2008 年为基期
年，
这一简化处理的影响将在讨论部分进行分析。

[13-14]

和农民市民化等方面

。特别地，
迄今对中国失地农
民规模的估计还未有共识，而这是推进中国城镇化进
程所必须预先考虑的基础问题。目前主流的测算方法
为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法，如何格等 [15] 基于经验数据以
每征收 0.067 hm2 耕地产生 1.5 个失地农民及全国每年
需新征地 16.67 万~20 万 hm2 计，得到中国将年新增失
地农民 375~450 万人；类似地，杨涛等 以城郊农民人
均0.047 hm2 集体土地、
每年全国征地16.67万~20万hm2
[13]

计，认为中国年增加失地农民达 357~429 万人。另有
学者如刘凤朝和孙玉涛则基于耕地减少面积、耕地净
减少面积和乡村人口、乡村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两两
组合的 6 种不同标准进行测算，认为 1984—2004 年全
国失地农民数量约 3000 万~18000 万人，且失地农民的
年新增量差异明显。但是，现有研究多基于全国尺度
数据直接推算，而中国耕地资源分布具有显著的地域
差异，这种尺度上推过程中的估算误差有多大还未见
研究。
因此，根据数据可得性，
本研究拟基于省级尺度研
究中国耕地征收的空间差异，并在分析各省耕地资源
分布差异的基础上，于省级尺度下更精细地测算全国
失地农民数量，并揭示年新增失地农民分布的省际差
异。最后进一步地探讨失地农民测算的不确定性因
素，并总结全文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空间差异分析 根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下

2 中国耕地征收的省际差异
从各省区耕地征收面积占该年度全国总征收面积
的比重来看（图 1），
西北地区显著要小，
而华中和华北
地区则相对要大，
且耕地征收大省的动态变化较为明
显。从 2005 年到 2008 年、
2011 年，
“黑河-腾冲”线以东
的人口相对密集区耕地征收面积都较大，
而至 2011 年
新疆地区也成为耕地征收大省。传统的经济强省江
苏、
山东和浙江其征地面积都较大，
但同为经济强省的
广东、
上海、
北京、
天津和重庆则相对较少，
这可能与各
省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耕地资源禀赋有关。此外，
人口
大省河南省及四川省，
其经济总量都较高但人均水平
较低，
而两者的征地面积都一直较大，
值得重点关注。
另一方面，
从各省区耕地征收面积占其耕地总面
积（以 2008 年各省区耕地面积数为基准）的比重来看
（图 2），
依然呈现了类似的空间分异格局，
各年份华中
和华东各省区的耕地征收面积占本省区耕地资源总面
积的比重也较大，
其次是耕地资源较为丰富的东北地
区，
再次是华南地区，
最后是人口密度较低和经济欠发
达的西北地区。有意思地是，
除指标的分级区间差异
外，
图 2 与图 1 各年份由于征收所导致的耕地损失分区
是一致的。
综合两方面来看，
中国耕地征收的空间差异较为
明显，
重点省区为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和耕地资源较为
丰富的经济发达地区。从大的区域性来讲，
华中、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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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省耕地征收面积占全国总征收面积比重的差异

图 2 各省耕地征收面积占其耕地总面积比重的差异

和西南地区的耕地征收需要重点管控。
3 中国失地农民的数量测算
3.1 中国耕地资源分布的省际差异
失地农民的测算与各省区的耕地资源数量特别是
人均耕地面积密切相关，
明确中国耕地资源分布的省

际差异，
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耕地征收可能导致的直接
和间接影响。
从 2008 年各省区耕地面积数量的对比来看（图
3A），
黑龙江、
内蒙古、
河南、
山东和河北的绝对量居各
省区前列；
东南诸省区如浙江、福建、广东和江西以及

周兵兵等：
中国耕地征收的省际差异与失地农民测算研究

· 287 ·

西北的西藏和青海等省区其耕地资源丰度不高；
面积

东南向西北、
东北递减的明显空间梯度特征；
基于农业

较小的省区如北京、
天津、
上海、
重庆、
海南和宁夏等耕
地资源相对很好；
而其他广大的华中、西南、东北等地

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图 3D）也呈现类似的梯度。
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在 0.38~0.60 hm2

区耕地资源都在 2.83 万~6.32 万 km2 之间。进一步地，

之间 ；新疆、吉林和宁夏 3 省的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约

从各省区耕地面积占其辖区总面积的比重来看（图
3B），
山东、
河南、
江苏、
安徽和天津 5 省为第一梯度，
说

0.24~0.37 hm2 ；
其他 26 省区的农村人均耕地面积都在
0.24 hm2 以下，
其中东南诸省区和四川、
重庆、
北京、
天

明省内耕地资源丰度较高，
区域土地资源禀赋优越，

津等 12 省区更在 0.12 hm2 以下。但是，
从农业劳均耕

1/3~1/2 的辖区面积都是耕地；
其次为东北三省、
河北、
山西、
湖北、
重庆、
贵州、
海南和宁夏等 10 省区，
1/5~1/3

地面积来看，
则情况相对乐观的多。黑龙江、吉林、内
蒙古和新疆 4 省区的农业劳均耕地面积均在 8.12~

的辖区面积都是耕地；
北京、
陕西、
甘肃、
四川、
云南、
广

15.25 hm2 之间，
宜中等以上规模化农业发展；
辽宁、
天

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等 12 省区，
其
辖区约 1/20~1/5 部分为耕地；
而国土面积较大的青海、

津、山西、宁夏、甘肃和江苏 6 省区农业劳均耕地面积
在 4.95~8.11 hm2 间，
可进行中等规模农业生产；
山东、

内蒙古、西藏和新疆等 4 省区仅约 1/20 的辖区面积为

安徽、
西藏、
青海等 12 省区农业劳均耕地面积在 3.14~
2
4.94 hm 间 ，可从事中小型规模化农业生产 ；即便河

耕地。
另一方面，
从人均的角度来看又不一样。首先从
基于户籍农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来看（图 3C），
呈从

南、
四川、
浙江、
广东等劳均耕地面积较小的 9 省区，
其
2
也在 1.82~3.13 hm 间，
如无撂荒等应可形成小规模现

图 3 中国耕地资源空间分布的省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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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农业。

别为 116.84 万、
108.00 万和 189.80 万人，
潜在失地农业

2005、2008、2011 年全国国家批准的耕地征收面
积分别达到 161315、149112 和 262043 hm2。作为近似

劳 动 力 农 民 数 分 别 为 3.83 万 、3.54 万 和 6.21 万 人
（表 1）。由于中国耕地征收和耕地资源分布都存在较
显著空间差异（图 1~3），
因而从数学上容易证明全国

基期年的 2008 年全国尺度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和农业
劳均耕地面积分别为 0.14 hm2 和 4.22 hm2。由此可推

尺度下中国失地农民数量测算结果的精度将差于省级

算 2005、2008、2011 年相应的潜在失地户籍农民数分

尺度下的估算精度。

表 1 省级尺度与全国尺度下失地农民数量测算对比
全国失地农民数①/万人

全国失地农民数②/万人

2005 年

2008 年

2011 年

2005 年

2008 年

2011 年

省级尺度估算

150.22

141.06

215.71

4.48

4.24

6.81

全国尺度估算

116.84

108.00

189.80

3.83

3.54

6.21

相对误差/%

22.22

23.43

12.01

14.62

16.64

8.74

注：
①为以户籍农村人口计失地农民数；
②为以失地农业劳动力计失地农民数。另，
相对误差为全国尺度估算结果相对省级尺度的误差率。

因此，
根据同样的方法，
本文测算了各省区失地农
民数（图 4、5）。将各省区失地农民数加总，
即得到省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级尺度下估算的全国失地农民数（表 1）。2005、2008
和 2011 年 所 对 应 的 潜 在 失 地 户 籍 农 民 数 分 别 为
150.22 万、
141.06 万和 215.71 万人，
潜在失地农业劳动

在中国失地农民数量测算问题上，
本研究限于数
据仅从省级尺度进行了研究。事实上，
省级尺度下的
估算精度同样相对更精细尺度下的估算精度要低。由

力农民数分别为 4.48 万、4.24 万和 6.81 万人。对比两
尺度下对全国失地农民数量的测算结果发现，
全国尺

于农村人均耕地资源的空间差异性，
省级尺度下的估
算结果同样相对市级、县级甚至村级尺度是低估的。

度下的推算将低估中国失地农民群体规模，
且其估算
误差相当大 ，达到次数量级影响 ，甚至超过 20%（表
1）。由此可见，
更细尺度上的失地农民数量测算是有

此外，
本文的估算结果是以 2008 年的农村人均耕地面
积为基准的，
而各省人均耕地面积由于耕地面积和农
村人口同时减少而每年动态变化，
但增减都有可能[16]。

必要的。
从潜在失地户籍农民数的省际差异来看（图 4），
中国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显著少于西南、华南、华中
和东南等地区，
且华中诸省区的失地农民数有相对增
多趋势。此外，
四川、
浙江和河南等省区为失地农民大
省，
耕地征收补偿压力较大。
而另一方面 ，从潜在失地农业劳动力农民数的
省 际 差 异 来 看（图 5），类 似 地 ，失 地 农 民 问 题 比 较
严重的在西南、华南、华中和东南等地。其中 ，又以
经济发达的沿海 诸 省 区 和 经 济 快 速 发 展 的部分省
区为甚 ，如山东、浙江、福建 ，以及河南、四川和湖南
等地。前期以沿 海 地 区 失 地 农 业 劳 动 力 农民数相
对较多 ，近期中部地区失地农业劳动力问题进一步
加剧。
综上所述，中国失地农民问题具有复杂性、动态
性、多层次性和地域差异性。在全国尺度上掌握其大
致情况的同时，
也需要在更精细的时空尺度下保持对
失地农民问题的监测和研究力度。

另一可能低估失地农民数量的因素是来自违法征地造
成的耕地损失和由于农村超生导致的“黑户”人口 [13] ，
这都将造成人均耕地面积减少，
从而导致潜在失地农
民数量增加。目前，
这方面可供查证的调研数据仍很
缺乏。综上，
本文对中国年增失地农民数量的估算结
果是低估的。以市、
县两级尺度上推各低估 10%~20%
计，
违法征地和超生人口造成低估在 20%~30%计 [13] ，
且不考虑人均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
初步推断实际年
失地农民规模可能在 250 万~350 万人。
4.2 结论
（1）中国耕地征收存在较明显的省际差异，
华东、
华中和西南地区最多，
其次为华南、华北和东北地区，
西北诸省区最少。其中，
河南、
四川、
浙江、
辽宁和新疆
等省区值得重点关注。
（2）中国耕地资源分布具有明显省际差异，
集中于
华北和东北等地；
其中华东、
东北和华中土地资源禀赋
较好，
域内耕地资源比重较大；
但东北、华北和西北等
地的农村人均、劳均耕地面积显著高于东南、华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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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以农村人口计中国失地农民数量的省际差异

地。耕地征收较多的省区其域内耕地面积占比较高，
且一般经济较为发达或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
（3）省级尺度下测算中国潜在年增失地户籍农民
数在 150 万~250 万人 ，年增失地农业劳动力 10 万人
以下，
比全国尺度估算精度高，
但仍存在低估。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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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以农业劳动力计中国失地农民数量的省际差异

推断 ，实际年新增失地农民数可能为 250 万~350 万
人。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失地农民群体相对庞大，
特
别地，
山东、浙江、福建，
以及河南、四川和湖南等经济
发达或快速发展诸省区需要重点管控，
适当控制征地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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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驻马店市为例[J].资源科学,2007,29(5):150-15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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