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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经过3年的努力，截至2009年

12月 31日，我省全面完成了农村
土地调查、城镇土地调查、基本农
田调查上图、专项用地统计调查等
工作，建立了覆盖省、市、县的集影
像、图形、地类、面积和权属为一体
的土地调查数据库及管理系统，形
成了省、市、县第二次土地调查数
据成果、图件成果和文字成果。

耕地总量有何变化？

河南是农业大省，在众多的
调查数据中，耕地面积受到格外
关注。这些年来耕地保护目标实
现了没有，耕地总量有何变化？

河南省担负着国家粮食生产
核心区的重任，以用占全国 1/16
的耕地，生产了全国 1/4的小麦、
1/10 的粮食，素有“中原粮仓”的
美誉。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单产无
法突破的情况下，耕地保护工作
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省国土资源厅负责人说，省
委、省政府历来十分重视耕地保
护工作，守住耕地保护的红线，就
是守住了粮食生产的底线，也就
是守住了我们的生命线。从二次
调查数据看来，一次调查以来的
十多年间，我省土地管理工作在
保障全省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用
地的情况下，全省耕地面积没有
出现大的波动，确保了耕地数量
有增无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

就。2013年河南粮食总产 1142.7
亿斤，较上年增产 15 亿斤，实现

“十连增”，在全省工业化、城镇化
快速发展时期，取得这样的成绩
十分不易，这既是河南的重要贡
献，也是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奉献。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我省
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共同
责任机制，严守土地用途管制、耕
地占补平衡、基本农田补划等耕
地保护制度，构建起了“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
与、上下联动”的耕地保护格局。
据二次调查和数据变更统计，截
至 2009 年年底，我省耕地面积
12288 万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10176万亩，均高于国家下达的我
省保护指标。

二次调查数据显示，耕地总
面积12288万亩，比第一次土地调
查逐年变更到2009年的耕地数据
多出389万亩。

调查结果有何启示？

二次调查主要数据能反映出
我省面临哪些现实矛盾，又能给
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省国土资源厅负责人说，从
调查结果来看，耕地面积的“账
面”数据虽有所增加，但全省实际
有效耕种面积并没有发生变化。
随着人口增加等因素，全省人均
耕地数量呈下降趋势，已经从
1996年的人均1.33亩下降到2009

年的 1.23 亩，低于全国人均 1.52
亩的水平。适宜开垦的耕地后备
资源严重不足，耕地保护的形势
仍十分严峻。我们必须继续坚持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
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毫不动摇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
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
底线，确保全省实有耕地数量和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持续稳定。

几年来，我省的节约集约用
地水平有明显的进步和提高，但
是土地利用总体水平比较粗放，
必须进一步强化最严格的节约用
地制度，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

我省建设用地增速较快，一
些地方存在建设用地布局不合
理、结构失衡、利用粗放等问题。
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我省单位
建设用地的投资强度、产出效率
等指标差距较大，闲置浪费和低
效利用土地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还
比较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
土地供需矛盾。因此，我们必须
进一步强化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
度，大力推进以节约集约用地为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合理控制增
量土地，加大盘活存量土地，优化
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和结构，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

生态用地变化明显，生态建
设面临较大压力，必须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由于长期以来土
地的高强度开发利用，可开发利
用的土地资源非常有限，耕地保

护红线不可逾越，建设用地刚性
需求强劲，生态建设用地面临诸
多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开
发补充耕地和生态建设并重，科
学划定生态“红线”，划定生产、生
活、生态管制界线，充分发挥大生
态农业的作用，促进生态建设、农
业生产与城镇建设协调发展。

调查成果怎么使用？

二次调查历时三年，投资逾
十亿元，所获得的数据对我省今
后的发展能带来什么好处？这些
调查结果具体用于哪些方面？

省国土资源厅负责人说，土
地调查是土地管理的一项重要基
础工作。根据土地法规规定，土
地调查结果经本级人民政府审
核，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
社会公布。我省二次调查结果已
经报经国务院同意，经省政府同
意后予以发布。

二次调查结果将极大地提高
国土资源管理的科学化、信息化、
便捷化、精准化水平。二次调查
坚持“一查多用”原则，在助力国
土资源实施“批、供、用、补、查”
综合监管手段和措施方面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重大基础支撑作
用。我省充分利用二次调查成
果、年度变更调查成果、遥感影
像开展了对全省耕地全覆盖监测
工作，为加大耕地保护力度提供
了技术支撑。在土地执法监察方

面，开展了“土地卫片执法检查”，
形成了“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
的违法用地动态监管机制。在建
设用地审批、土地利用与权属管
理、土地整理复垦等方面，为耕地
保护工作提供了翔实的土地利用
现状基础数据、图件资料等。目
前，二次调查成果已被应用于省、
市、县三级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修编，以及耕地保护、用地审
批、土地利用管理、土地整理和复
垦开发、土地执法监察等日常工
作中，促进国土资源工作由以往
的“以数管地”向“以图管地”的方
式转变，在构建和创新国土资源
管理新机制等方面发挥了重大基
础作用。

同时，二次调查主要数据成
果，对于准确判断我省资源省情、
省力，客观分析土地承载能力、发
展潜力，正确认识土地利用形势
和任务，科学制定全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实施经济
社会宏观调控等具有重要的基础
性作用。目前，我省二次调查成
果已经在国土资源管理、人口普
查、农作物调查、林业规划编制、
地理国情普查等领域得到应用。
下一步，我们还要进一步完善省、
市、县三级土地调查数据库和管
理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公开查
询。随着二次调查数据成果向社
会的公布，其应用价值和社会效
益将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征
程中进一步得到彰显。

用好二次调查成果 推进节约集约用地

我省是全国重要的人口大省，
耕地资源稀缺。第二次全省土地调
查结果表明，2009 年人均耕地 1.23
亩，低于全国人均1.52亩的水平，远
低于世界人均3.38亩的水平。当前
我省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
展时期，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尖锐，人
均耕地仍将持续下降，经济建设与
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矛盾长期存
在。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节约集约
用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

节约集约用地，一是节约用地，
就是各项建设都要尽量节省用地，
想方设法地不占或少占耕地；二是
集约用地，每宗建设用地必须提高
投入产出的强度，提高土地利用的
集约化程度；三是通过整合、置换和
储备，合理安排土地投放的数量和
节奏，改善建设用地结构、布局，挖
掘用地潜力，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
效率。

土地利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

度，按照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
结构、提升效率的总体要求，采取切
实有效措施，促进资源消耗水平明
显降低、城乡区域空间结构不断优
化，形成经济质量效应与土地利用
效率同步提升的新格局。

推动节约集约用地，必须采取
规划管控，整体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实现
建设用地总量的合理调控。适当降
低土地供应中新增建设用地比例，
盘活存量城镇工矿用地，支持建设
用地再利用。

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设是
根本，创新发展是关键，执法监察是
保障。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反映
土地资源稀缺度的市场机制。进一
步深化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完善建设
用地储备制度，严格落实工业和经营
性用地的招拍挂制度，合理确定和缩
小土地划拨范围，构建城乡一体化的
土地等级和价格体系，有序推进土地
市场建设。（作者系河南大学土地资
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显示，2009
年全省耕地12288万亩，大家千万不
要以为我省耕地实际面积增加了，多
出的389万亩只是账面数据的变化，
实际的耕地并没有增加。从我省耕
地总体状况来看，形势不容乐观，耕
地保护制度不能放松。

我省耕地质量总体较好，全省
约70%的耕地集中分布在黄淮海平
原和南阳盆地，这些耕地坡度小，灌
溉设施齐全，是我省的高质量耕
地。在耕地保护的“占补平衡”中，
一定要占多少补多少、“占优补优”，
对于确需占用城镇周围的高等级耕
地，而补充的耕地质量又不能达到
被占耕地质量的，相关部门应投入
资金予以改造，提升耕地质量。

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占补
平衡难度加大。目前全省未利用地
中，水面、滩涂、沼泽、裸岩石砾地比
例较高，其余的受地形坡度、水资
源、土层厚度等限制，可以开发利用
的耕地后备资源非常有限。适宜开
垦的耕地后备资源日趋减少，农村

建设用地拆旧复垦难度越来越大，
占补平衡将愈加困难。据调查，目
前我省郑州、许昌、漯河、商丘等市
后备资源已近枯竭。

增强忧患意识，耕地保护制度
不放松。综合考虑现有耕地数量、
质量、生态和后备资源状况，以及人
口增长、粮食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等
因素，我省仍必须长期坚持“十分珍
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
地”的基本国策，继续实行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要
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要逐步改善
农田生态环境，以水土可承受的能
力安排粮食生产的规模，保持粮食
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发挥农民保护
耕地的主体作用，调动农民保护耕
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耕地保
护的全社会共同责任机制，强化耕
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土地卫片执
法和执法监察等各项工作，构筑牢
不可破的耕地保护防线。

（作者系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
究所研究员）

我省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数据
显 示 ，2009 年 我 省 耕 地 总 面 积
12288 万亩，人均耕地面积 1.23 亩，
低于 1996 年我省人均 1.33 亩的水
平。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
足，是我省的基本省情，随着工业
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优质耕地逐
年减少，同时我省还肩负着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责任，这些因素
决定了我省必须坚持实行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

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除了要落实责任制、调动地方政府
和广大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落
实耕地占补平衡、占优补优外，还应
当探索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利益补偿
机制。

当前我省耕地保护的利益补偿
等长效机制不够完善，地方政府、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耕地保护
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探索建
立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以进一
步调动各方耕地保护的积极性，促
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区域协
调发展。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补偿
机制的关键是解决补偿资金来源。

设立耕地保护基金，实行“工业反哺
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让公共财政
更多向农村倾斜、公共服务更多使
农民受益。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
筹措资金：一是提高耕地占用税
费。这实际上是提高了建设用地的
取得成本，从经济上遏制用地者浪
费土地的冲动，从而减少多占耕地、
盲目扩张用地等现象；补偿标准提
高后，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仍
然用于耕地，专项用于基本农田建
设和保护、土地整理、耕地开发，并
向粮食主产区倾斜；二是提高征地
补偿费。合理地调整供地者和用地
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建立相对公正、
公平的土地资源收益分配机制；三
是加大耕地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力
度。“种粮大县”往往是“财政穷县”，
当地政府没有足够财力为当地群众
提供公共服务，可以通过财政转移
支付的方式，支持耕地保护任务重、
成绩突出的地方政府，加大涉农补
贴力度，实现耕地保护地区福利的
均衡。

（作者系河南省国土资源科学

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是国务院部署的
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摸清我国土
地资源家底的一次重要调查，也是进一步
加强和改善土地管理的基础工作。调查成
果真实、准确、可靠，是调查工作的生命。
而全新的调查技术和严格的质检手段是确
保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准确可靠的根本。

全新的调查技术在调查中得到充分运
用。调查首次采用了统一的土地利用分类
系统。此前，国内土地利用类型划分标准
不统一，给土地调查和管理带来困难。在
第二次土地调查中，根据用途的差异、利用
的方式、经营的特点和覆盖的特征等因素
对土地进行科学分类，统一制定了土地利
用分类的国家标准，采用二级分类标准，包
括8个一级类，38个二级类，历史性地统一
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调查口径，为科学的
土地利用分类和土地调查工作提供了重要
依据。

首次采用全覆盖卫星遥感影像作为调
查底图，做到图、数、实地相一致。调查中，
采用法国Spot5卫星、美国高分辨率商业卫
星“快鸟”影像，以精确的像控点为基础，在
严格配准时将全色影像和多光谱影像进行
融合处理，充分发挥全色影像高空间分辨
率和多光谱影像色彩丰富的特点，优势互
补，制作成 1∶1 万比例尺数字正射影像图
作为调查底图使用，调查底图的空间分辨
率实地分别达到2.5米和0.6米。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耕地园地以及其他土地类型实
地面积分别达到0.6亩、0.9亩和2.25亩，并
进行了调查上图，确保了土地调查数据空
间位置和面积的精确性，各类土地利用面
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完全可靠的。

采取GPS RTK等高精度测量设备和技
术，城镇土地调查精度达到厘米级。实时
动态 GPS RTK(Real Time Kinematic)测量技
术以其高效、实时、不受通视条件限制等优
点，使传统的测量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
与常规 GPS 静态测量相比较，可节省大量
时间,减少了重复设站率,可大大地提高工
作效率。

随着连续运行参考站网(Continuously

Operating Reference Stations,简称 CORS)技
术的成熟，我省在城镇土地调查中实时采
用了比 GPS RTK 技术更为先进的 CORS 技
术。该技术由若干连续运行基准站及数据
中心、数据通信网络组成,提供数据、定位、
定时及其他服务的系统，能够连续不间断
运行，测量精度更是达到 1～2 厘米，用户
只需一台 GPS 即可进行实时、准实时的快
速定位。CORS 系统的高效率、高精度、低
成本的特点，在城镇土地调查中具有显著
的优势。

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是确保调查成果
质量的重要手段。为保证调查数据成果的
客观性、全面性和准确性，二次调查采用了

全新的组织模式，即依据统一下发的卫星
遥感正射影像图，逐地块进行实地调查上
图、入库，初步形成县级土地调查成果；经
过县级自检、市级复查，省土地调查办公室
对县调查成果进行全面检查，合格后上报
全国土地调查办公室；全国土地调查办对
县级成果逐个进行了内业复核并形成复核
意见下发各县，县土地调查办组织有关人
员逐图斑进行核实后再次上报；国家对经
核实后仍存疑问的图斑派出技术人员到实
地进行检查。

此外，坚持全过程质量监理制度。第
二次土地调查全过程监理，是通过招投标
方式选择经过省土地调查办评审公示的单

位，对作业单位调查项目的进度、阶段性成
果、最终成果等进行全面的监督、检查和控
制，对有效推进调查工作进度、确保调查成
果的高质量奠定了基础。省土地调查办制
定发布了调查成果验收办法，建立了县级
自查、市级复查、省级审查的三级检查制
度，并抽调业务骨干、专家教授组成检查
组，在县级全面内外业检查、市级全面复查
的基础上，通过与遥感影像套合实行全覆
盖对比审查、外业实地抽查、专业软件质检
等手段进行全面检查，有效保证了调查成
果的真实性。

（作者系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空

间信息学院教授）

土地调查人员在焦作市野外开展测量工作

精准的二调成果来源于全新的调查技术和严格的质检手段

关于第二次全省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

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国发[2006]
38 号）和《河南省人民政府贯彻国
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
查通知的意见》（豫政[2007]35 号）
要求，河南省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
开展第二次全省土地调查（以下简
称二次调查），于2009年12月31日
结束。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第
二次全省土地调查以国家下发的省
级调查控制界线为调查区域，依据
国家规程、标准，将土地利用现状数
据统一到2009年12月31日标准时
点。二次调查首次采用统一的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首次采用
政府统一组织，地方实地调查，国家
掌控质量的组织模式，首次采用覆
盖全省遥感影像的调查底图，实现
了图、数、实地一致，全面查清了全
省土地利用状况，掌握了各类土地

资源家底。
根据国家总体部署，经省政府

同意，现将主要数据成果公布如
下：

一、全省主要地类数据
耕地：819.20 万公顷（12288 万

亩）。其中，水田75.90万公顷（1138
万亩），水浇地461.25万公顷（6919万
亩），旱地 282.05 万公顷（4231 万
亩）。全省基本农田 678.39 万公顷
（10176万亩）。

园地：23.10万公顷（347万亩）
林地：350.69 万公顷（5260 万

亩）
草地：67.99万公顷（1020万亩）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205.24 万

公顷（3079万亩）
交通运输用地：42.91 万公顷

（644万亩）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105.43

万公顷（1581万亩）
另外为其他土地。
二、全省耕地分布与质量状况

（一）耕地分布
全省耕地按地貌类型划分，平

原区耕地 569.11 万公顷（8537 万
亩），占 69.47%；丘陵区耕地 171.48
万公顷（2572 万亩），占 20.93%；山
区耕地 78.61 万公顷（1179 万亩），
占9.60%。

（二）耕地质量
全省耕地按坡度划分，2 度以

下 耕 地 698.80 万 公 顷（10482 万
亩），占 85.30%；2～6 度耕地 57.29
万公顷（859万亩），占6.99%；6～15
度耕地 49.28 万公顷（739 万亩），占
6.02%；15～25 度耕地 12.27 万公顷
（184 万亩），占 1.50%；25 度以上的
耕地（含陡坡耕地和梯田）1.56万公
顷（24万亩），占0.19%（见表1）。

表1 全省25度以上坡耕地面积

全省耕地中，有灌溉设施的耕地
537.15 万 公 顷（8057 万 亩），占
65.57%，无灌溉设施的耕地282.05万
公顷（4231万亩），占34.43%（见表2）。

三、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坚决守住
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确

保我省实有耕地数量基本稳定
第二次全省土地调查数据显

示，2009 年全省耕地 819.20 万公顷
（12288 万亩），比基于一次调查逐
年变更到 2009 年的耕地数据多出
25.95 万公顷（389 万亩），主要是由
于调查标准、技术方法的改进和农
村税费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第二
次全省土地调查的数据更加全面、
客观、准确。

从耕地总量和地貌看，全省有
250.09 万公顷（3751 万亩）的耕地
分布于山区、丘陵。其中，相当部
分需要根据国家退耕还林、还草、
还湿和耕地休养生息的总体安排
作逐步调整；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
因质量问题，已影响正常耕种。

从人均耕地看，全省人均耕地
1.23 亩，较 1996 年一次调查时人均
耕地 1.33 亩有所下降，低于全国人
均1.52亩的水平。

综合考虑现有耕地数量、质量
和人口增长、发展用地需求等因
素，我省耕地保护形势仍十分严
峻。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
足的基本省情没有改变。同时，建
设用地增加虽与经济社会发展要
求相适应，但许多地方建设用地格
局失衡、利用粗放、效率不高，建设
用地供需矛盾仍很突出。土地利

用变化反映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也
很严峻。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坚持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
地制度，在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
的同时，进一步加大盘活存量土地
的力度，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四、相关政策说明

充分共享应用二次调查成果。
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编制规划和
计划时应采用二次调查成果数据，
切实发挥调查成果的基础性作用，
充分发挥二次调查数据的平台作
用，推动二次调查成果广泛应用。

二次调查成果公布后，相关支
农惠农政策，不因地类变化而改变。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河南省统计局

河南省第二次全省土地调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4年6月3日

地区

全省

平原区

丘陵区

山区

面积（万公顷）

1.56
0

0.35
1.21

占全省比重（%）

100
0

22.44
77.56

地区

全省

平原区

丘陵区

山区

有灌溉设施耕地

面积（万公顷）

537.15
430.61
80.60
25.94

占耕地比重（%）

65.57
75.66
47.00
33.00

无灌溉设施耕地

面积（万公顷）

282.05
138.50
90.88
52.67

占耕地比重（%）

34.43
24.34
53.00
67.00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河南省统计局 河南省第二次全省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冯伍法

坚守好节约集约战略
陈常优

耕地保护制度不能放松
王国强

完善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
魏也纳

表2 全省有灌溉设施和无灌溉设施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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