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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提升粮食产能、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的重大举措，是促进乡村振

兴、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此宏观背景下，探讨促进我国农田建设高标准高质量持续有效发

展的政策建议。［方法］ 结合日本、韩国典型区域农田建设案例，梳理日韩两国农田建设的主要做法和经

验，探讨推进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措施。［结果］ 日本、韩国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农

田建设做法、经验值得借鉴。日本农田建设主要措施包括完善的法律规章保障和标准体系; 政府重视农田

建设，资金投入力度大，水利建设优先; 兼顾多发利益，监管并举。韩国农田建设任务具有明显的时代特

征，中央政府投入力度逐步加大，农田建设与国土区划和规模经营紧密结合。［结论］ 农田建设管理是一

项系统工程，涉及自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传统农耕文明、农户心理及村庄治理等多个方面。我国农田

建设需要以制度建设为支撑，以规划为约束，建立系统的农田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强调规划的严肃性和执

行力，确保建设活动不脱离规划要求; 以统一监管为前提，以标准体系建设为切入点，提升农田建设管理

效能，根据农田建设任务、成本变化等因素，动态调整完善建设内容和投资标准，提高建设成效和资金使

用管理效率; 以财政资金为引导，创新投入模式，大力推进发行地方债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指

标跨区域调剂收入投入、利用外资投入等工作，切实加大农田建设投入力度; 以信息化为重点，以数字化

和智慧化为突破，提高农田建设管理水平，努力实现农田建设产学研有机结合，促进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科技成果产业化和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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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提升粮食产能、实施 “藏粮于地”战略的重大举措，是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按照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 2018—2022 年) 》，到 2022 年我国要建成6 670
万 hm2 高标准农田。如何高标准高质量持续有效地推进农田建设，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问题。

日本、韩国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农田建设做法、经验值得借鉴［1］。陈伟忠基于日

本《土地改良法》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土地改良区的组织体系、职能和监管以及土地改良区农田基础建

设的思路、内容、程序和相关政策措施等，并探讨了日本农田基础建设对中国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启

示［2］。程广燕等学者梳理了日本农地改良事业的发展阶段和成效，总结了日本农地改良在法律保障、政

府管理、计划评估、技术支撑及实施主体方面的主要做法［3］。强百发从新村运动、农业政策等角度梳理

了韩国土地改革、耕地建设相关措施［4］。王俊从亲环境农业政策角度探讨了韩国保护农田地力的方法［5］。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法律、制度等角度分析日本农田建设情况，针对韩国农田建设研究较少，且相关研



究较少考虑规划设计、资金投入、建后管护等因素对农田建设的影响。文章在对日本、韩国实地考察的基

础上，梳理日本、韩国农田建设做法与典型案例，从规划、监管、标准体系、资金、信息化等方面探讨推

动我国农田建设的措施及政策建议。

1 日本农田做法与典型案例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山地多、平地少，耕地资源尤为稀缺，地块零星分散。自 1949 年颁布 《土地改

良法》以来，全国相继开展土地整理合并、荒地开垦、围海围湖造田等建设，配套建设了灌排渠系、水

源工程和农用道路设施，部分稻田还配置了尾水排放处置设施，组织开展了农用地、农用设施和灌溉水等

权属改革［3］。
1. 1 日本农田建设做法

1. 1. 1 法律规章保障、标准体系完善

围绕农田建设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技术标准、指南、手册

等，包括《农地法》《农业振兴地域法》 《水利资源开发促进法》 《土地改良法》 《农业机械化促进法》
《农产检查法》《河川法》《土地改良工程规划设计规范》《土地改良工程规划设计指南》《土木工程施工

管理标准》等，为农田建设有序进行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6，7］。特别是日本农田建设标准非常完善和规

范，包括规划设计标准、计算标准、施工标准、设施管理标准等 4 类，涵盖农业用水、农场建设、水质水

温、农地保护、农地防止滑坡、水库建设、渠首工程、水路工程、管道、水路隧道、农道、泵站等方面。
在应用过程中，如果农田建设标准与实际情况存在相悖之处，相关标准的制定者会根据实际需要，对标准

进行修订。为保证这些标准得到充分体现，在农田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还会针对不同项目制定相应的操

作手册或指南，作为标准的补充和细化，详细说明工程施工所采用的方法、建设材料及安全防护设备设

施等。
农田建设标准的管理机构包括政府主管的标准化机构和民间标准化机构。政府主管的标准化机构主要

是农林产品标准委员会 ( JASC) ，由农林水产省主导和资助，负责制定包括农田建设标准在内的日本农业

标准 ( JAS) ; 民间标准化机构主要是承担 JAS 标准和本行业内需要统一的标准研究起草工作，包括农业农

村工程学会 ( JSIDＲE) 、农业土木事业协会 ( JAGＲEE) 、农业土木机械化协会 ( JACEM) 等［7，8］。农田建

设标准制定的程序是: 提出需求—调查研究—制定标准草案—调查审议标准草案—制 ( 修) 订、确认及

废除标准，即国家有关部门或相关利益人 ( 民间团体) 提出需求，民间团体调查和收集现行相关标准信

息并起草标准草案，经济产业大臣指定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对草案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后报主管大臣对标

准草案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在政府指定媒体上公布标准的基本信息，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异议即开始

实施［6-10］。
1. 1. 2 政府投入为主、水利建设优先

政府非常重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力度大，政府补贴覆盖面广。其中政府投入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占各

类公共事业资金投入首位，而且政府补助在农田建设总投入中占据主体地位。比如，农田建设面积较大的

工程投入，中央政府承担 66. 6%，地方政府承担 29. 4%，农民承担 4% ; 农田建设面积小的工程投入，中

央政府承担 50%，地方政府承担 37. 5%，农民承担 12. 5%。同时，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中央政

府还以贷款的形式将工程投入的 30% 左右提供给地方政府和农民。为此，中央政府针对农田建设特别是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专门设置 “农林公库”，无需担保即可提供贷款支持，贷款还款年限为 15 年，年

息为 0. 5%。有力的政府投入保证了农田建设工程的质量，农田建设工程使用寿命一般都在 30 年以上［11］。
农田建设工程均由农林水产省审批立项，具体实施机构分为三级政府部门，分别是农林水产省及其派

驻机构、都道府县及其派驻机构、市町村政府。建设主体分工明确，管理机制有效。工程审批立项后根据

受益土地面积不同，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分别实施。具体分工是: 建设面积超过 3 000hm2、控制面积超过

500hm2 的大型水库、干渠、提水站等，由农林水产省及其派驻机构负责; 建设面积超过 200hm2、控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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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超过 500hm2 的大型水库、泵站和大型蓄水池等，由都道府县及其派驻机构负责; 小于 200hm2 以下的水

渠、蓄水池、农田整治等，由市町村政府承担。日本农业用水大部分来源于自然河流，政府重视节约和保

护水资源，支持农业水利工程技术研发，特别是支持成本低、操作简单的新型地下水控制系统等农业新技

术、新方法的应用与推广，着力为农田建设提供了可持续的有力技术支撑［12］。
1. 1. 3 兼顾多方利益、建管并举

日本政府结合农民组织化、地块调整、土壤改良、规模经营、设施管护等工作开展农田建设，鼓励引

导多元化的投资方式。对重点项目的投资中央政府负担 2 /3，非重点项目的投资中央和地方政府负担

80%。政府规定: 一个区域内只有 15 户以上农民联合提出、2 /3 以上农户同意后才可申报农田建设项目;

如果涉及田块调整，必须百分之百农户同意才可实施; 农田建设项目区农民必须指派或选举 1 人，专门负

责协调农田建设有关事宜; 农田建设后的耕地不能转作非农用地，但是政府不干涉农民的具体种植

活动［2，3］。
针对农田细碎化和分散化严重问题，政府强调农田建设要注重耕地权属和地块调整，通过农田建设促

进农用地的流转，扩大耕作单元 ( 方田) 面积，实现规模化经营。对于调整后的地块，根据地块状况进

行田间整理工程和土壤改良，田间整理工程基本按地形条件，尽可能整理成片，以利于灌溉、排水和小型

农田机械化耕作; 田间机耕道和农村道路统一规划建设，主干道大部分铺设沥青路面，以利于生产和运

输; 土壤改良措施主要包括深松改土、土层混合耕作改土、客土改良等措施，改变土壤不良理化性状，改

善耕层以下土层土壤通气性、透水性等土壤物理性质，增加耕作层厚度，消除不同土壤类型存在的障碍性

因子。
农田工程建设完成后，根据工程设施规模、性质和用途，采取 “委托管理” “转让管理” “直接管

理”等 3 种方式开展建后管护工作。“委托管理”是由事业执行主体委托农田建设所在地民间团体或都道

府县、市町村进行管理; “转让管理”是将建设设施产权转让给直接使用该项目建设农田的有关组织，进

行运营管理; “直接管理”是根据使用者的要求，对于大型设施 ( 水库、取水枢纽) 等建设项目，由事业

执行主体直接进行管理。管护费以受益农户自行负担为主，中央和地方政府适当补助。管护费筹集只考虑

大修费和正常运行费，不提取折旧费［13］。如果工程使用期满后需要更新改造建设，投入按原来的渠道和

分摊比例，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共同负担。多数农户对工程设施管护费用支付采用缴费 ( 课金)

的方式进行，农户必须按规定向负责农田建设的机构 ( 土地整理区事务所) 交赋，不缴者将被强制征收。
1. 2 日本农田建设典型案例

所考察的位于茨城县水户市茨城町农田建设项目是日本农田建设的典型模式。茨城县是日本本州岛中

部一县，属于日本地域中的关东地方，是日本三大都市圈之一东京都市圈的组成部分，离东京 40km，东

临太平洋，北靠福岛县，西接栃木县，南有利根川与千叶县、埼玉县相接，整县面积 61 万 hm2，人口

288. 1 万，县北部是山地，从中部到南部是关东平原。农业生产位居日本第二位，农作物栽培面积居日本

第二，主要种植水稻、小麦、大豆、柑橘、葱等。
该农田整治项目涉及 13 个园区共 675hm2，总投资 133 亿日元，中央承担 66. 6%，县承担 20%，市镇

承担 8. 4%，农户承担 5%。近年来，茨城县的水户市、茨城町农民数量减少和高龄化问题突出，10 年来

农民数量下降 17%，当前年龄 65 岁以上的农业人口占农业总人口的 4 成。未开展农田建设前，区内的水

田未建设的小地段约占 80%，加上区域内农田排水不良、农道宽度不够，严重影响了机械作业，降低了

农民种地积极性。考虑到人多地少的现实条件，增加农户规模经营面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农田整

块化、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十分关键和迫切。
该农田建设项目分两步实施，第一步是先进行农民的土地规划和调整，使土地集中整块化，土地调整

时间是 2012—2015 年。土地调整的主要流程包括: 收集农地信息、调查农民意愿; 测量农地; 开展土地评

价，制定换地方案; 相关农户 2 /3 以上出席决定换地计划; 公布换地计划，对异议进行处理; 对于不平等

土地置换进行征收与支付清算金处理; 换地期间确保生产稳定，换地后登记新的土地信息。第二歩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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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的道路、农田水利设施等建设，时间是 2016—2025 年，目的是通过农田建设使当地农业生产实现规

模化经营，便于大型机械操作，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作物产量和质量。

2 韩国农田建设的做法与典型经验

韩国国土狭小，土地总面积 990 万 hm2，人均耕地仅 0. 04hm2，是典型的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国

家。韩国有计划地开展农田建设始于 1964 年，做法与日本有很多相似。主要特点如下。
2. 1 韩国农田建设任务体现明显的时代特征

韩国农田建设初期是将原来小规模、供水不稳定、生产率低的农地整理成大块农田，以利于机械耕

作。1970 年韩国开始新村运动，涉及农田灌溉设施建设、杂交水稻推广、农村电力和交通建设等多个方

面，极大地增强了农田建设的配套性和完整性，提高了农田建设整体效果和效率［11］。1997 年韩国颁布

《环境友好型农业法》，提出要大幅度减少化肥、农药施用，建立生态友好型农业，农田建设的重点任务

转变为增强农田的多功能性，并与农产品加工和流通、农村循环经济发展、乡村旅游等产业紧密结合。
2. 2 韩国中央政府投入力度逐步加大

20 世纪 60 年代，农田建设主要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中央政府承担总投入的 40%，其余由地方政府

和农民承担; 70 年代中央政府投入比例调整为 50%，地方政府承担投入的 30%，农民承担 20% ; 80 年代

初中央政府投入比例调整为 60%，地方政府投入比例为 20%，农民仍然承担 20% ; 80 年代后期中央政府

投入比例升为 70%，地方政府投入比例仍为 20%，农民投入比例降为 10%。90 年代至今按照农田建设分

类确定投入比例，其中小型农田建设工程中央政府投入比例为 80%，地方政府投入比例为 20%，农民不

需要投入; 大型农田建设工程投入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担。虽然，农民不承担投入，但要根据生产需要并征

得项目区 2 /3 农户同意后才可向政府申请农田建设项目，农田建设完成后农民还要参与到工程的运营和维

护中。由于投入有保障，韩国农田建设标准也逐步提高，仅农田排水设施建设工程就从过去的 20 年一遇

标准，提高到了目前的 50 年一遇标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提升。
2. 3 农田建设与国土区划和规模经营紧密结合

韩国《国土利用管理法》将国土按用途分为城市地区、准城市地区、农林地区、准农林地区和环境

保护地区 5 类，强调农田建设主要集中于农林地区内的耕地以及准农林地区和环境保护地区内的部分耕

地，大力促进农业农村振兴。农田建设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早期农村土地 “均田化”改革所导致的农田细

碎化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鼓励和积极推进相邻农田规模化建设，并对规模化农田建设涉

及的水利、道路、电力等公共设施配套完善成体系，提高农业整体的现代化水平，促进农业农村产业发展

和乡村振兴。

3 日韩农田建设对我国农田建设的启示和建议

3. 1 以制度建设为支撑，以规划为约束，建立系统的农田建设法律法规体系

农田建设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自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传统农耕文明、农户心理及村庄治理

等多个方面，建设前要有科学的规划和详细的调查; 建设中要有严密的组织和有效的监督; 建成后要有严

格的验收和全面的评价。完善的法规制度和规划，是保证农田建设顺利进行的基石。我国农田建设需要进

一步制定针对性、约束力都强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以明确参与及实施主体在灌排渠系、水源工程、农用道

路等设施建设和相关管理工作中的职责范围和行为规范，加强法律法规与相应农田建设制度的有效衔接，

提高农田建设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权威性。同时，要制订科学的农田建设规划，并强调规划的严肃性和执行

力，确保建设活动不脱离规划要求。
3. 2 以统一监管为前提，以标准体系建设为切入点，提升农田建设管理效能

农田建设包括零碎分散农田的适度合并、农田道路和水利灌排设施及防灾设施的改造等内容，门类繁

多。机构改革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相继发布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 GB /T3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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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等国家标准，为规范农田建设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些标准不能满足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

迫切需要借鉴日本等国家的经验，从国家层面整合制定统一的农田建设标准，加快修订高标准农田建设通

则，研究制定分区域、分类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及定额，健全耕地质量监测评价标准，并结合各地实

际，编制地方标准，构建上下衔接的农田建设标准体系。同时，鼓励各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以国家标准

和地方标准为依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操作手册和指南，增加标准执行的可操作性和监管工作的客

观性，从而为统一组织实施、统一验收考核、统一上图入库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撑。此外，要根据农田建设

任务、成本变化等因素，动态调整完善建设内容和投资标准，提高建设成效和资金使用管理效率。
3. 3 以财政资金为引导，创新投入模式，切实加大农田建设投入力度

农田建设任务多、投资大，建设内容有较大的公益、公共或准公共属性，属于政府财政事权范围内的

事项，应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但是，完全依赖政府投入不仅加重了财政负担，而且无法调动农民参与建

设和管护的积极性。无论经济多么发达，日本始终坚持农田建设农民要投入一部分; 韩国在农田建设方面

虽然最终过渡到完全由政府承担全部投入，但农民要为农田建设设施管护承担一部分费用。为了帮助农民

解决投入问题，日本政府根据不同区域特点采取差别化政策，并且设立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为农民提供年

利率在 5%左右的长期低息贷款。我国农田建设也要在稳定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的同时，积极创新投入模

式，大力推进发行地方债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指标跨区域调剂收入投入、利用外资投入等工

作; 在财政支农补贴总量不减少的前提下，探索把部分“黄箱”补贴和综合补贴调整用于支持农田建设等

基础设施改善; 采取贷款贴息、PPP、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方式，积极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参与，形成

农田建设的多元化投融资格局。
3. 4 以信息化为重点，以数字化和智慧化为突破，提高农田建设管理水平

日本中央综合农业研究所下设的农田整备部按照日本小农户以及老龄化特点设计了 1 ～ 2hm2 农田灌

溉智能化系统，在原有稻田灌溉设施基础上，增加了一系列智能化设备，可根据水稻生产周期、天气条件

和农田墒情等自动实现稻田灌溉补水。该系统设备由中央科研机构研发，向中小农户推广，售价在 100 万

～ 200 万日元，应用前景较好，市场潜力巨大。我国农田建设要密切跟踪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发展与应

用，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提升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借鉴。要加大适宜于我国中小型农户应用的智能化农田建

设设备研发力度，注重研发价格区间控制在 1 000 ～ 3 000 元的农田理化性质实时监测设备、农田墒情诊断

系统等，做好面向中小农户的应用推广工作，努力实现农田建设产学研有机结合，让农户自觉、自愿地注

重应用智慧农田系统，实现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成果产业化和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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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rmland construction is an essential measure to improve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 to increase grain production through soil conservation" ． It is also a significant starting point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is macro background，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high
standard and quality farmland construc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typical cases of farmland construction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main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of farmland construction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and discussed th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standard farmland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land infrastructure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d obtained obvious effect，its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 were worthy of reference． The main 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land in Japan included
comprehensive legal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 systems． The governmen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farmland
construction，with larg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priority to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t took into account
various interests and combined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The task of farmland construction in South Korea
reflected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gradually increased investment，and
farmland construction was closely combined with land division and scale management． Farml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involving many aspects，such as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industrial
structure， traditional farming civilization， farmers' psychology and village governance． China' s farmland
construction needs to be supported by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constrained by planning，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farmland construction law and regulation system． Farmland construction emphasizes planning seriousness
and execution to ensure that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comply with planning requirements． It also need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arml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unified supervision and started with the
standard system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farmland construction tasks，cost changes and other factors，farmland
construction should dynamically adjust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and investment standards，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struction and fund utilizing management efficiency． Taking the financial funds as the
guidance，it needs to innovate the investment mode，vigorously promote the issuance of local debt investment，and
adjust income investment in cross-regional of newly-added farmland indicators in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By us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other measures to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farmland
construction． Taking informatization as the key point，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as the breakthrough，it aim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and realiz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farmland
construction，and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China．
Keywords farmland construction; high 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Japan; South Korea;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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