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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要要要新叶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曳系列解读之八

阴郑 颖

瑞金市自然资源局协办

新修订的 叶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曳
渊以下简称叶条例曳冤严格贯彻落实党中
央尧 国务院近年来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尧
改进占补平衡尧制止耕地野非农化冶尧防
止耕地野非粮化冶等决策部署袁进一步细
化完善了新叶土地管理法曳关于耕地保
护的新要求袁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打下
坚实的制度基础遥

严防耕地野非农化冶野非粮化冶袁筑牢
粮食产量安全防线

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
野非农化冶行为的通知曳和叶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防止耕地野非粮化冶稳定粮食生
产的意见曳提出了严禁占用耕地的野六
个严禁冶 和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等要
求遥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尧国务院决策
部署袁叶条例曳进一步明确了耕地利用的
制度边界袁强化了对耕地的特殊保护遥

叶条例曳明确规定院国家对耕地实行
特殊保护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袁严格控
制耕地转为林地尧草地尧园地等其他农
用地遥 耕地应当优先用于粮食和棉尧油尧
糖尧蔬菜等农产品生产遥 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需要将耕地转为林地尧草地尧园地
等其他农用地的袁应当优先使用难以长
期稳定利用的耕地遥

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袁筑牢耕地
数量安全防线

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是耕地保护的
重要内容遥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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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提出
改进占补平衡管理袁严格落实耕地占补
平衡责任袁拓展补充耕地途径袁落实补
充耕地任务等要求遥 叶条例曳进一步完善
了占补平衡制度袁新增了开垦耕地验收
的具体要求袁规范和细化了土地整理等
内容遥

关于开垦耕地验收袁新叶土地管理
法曳规定由省尧自治区尧直辖市人民政府
监督占用耕地的单位按照计划开垦耕

地或者按照计划组织开垦耕地袁并进行
验收遥 在此基础上袁叶条例曳进一步明确院
省尧自治区尧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对开垦的耕地进行验收袁确保开垦的耕
地落实到地块遥 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的还
应当纳入国家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严
格管理遥 占用耕地补充情况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布遥

关于土地整理袁叶条例曳规定院县级
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关于
统筹布局农业尧生态尧城镇等功能空间
的要求袁制定土地整理方案袁促进耕地
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遥 县尧乡渊镇冤
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袁
实施土地整理方案袁对闲散地和废弃地
有计划地整治尧改造遥 土地整理新增耕
地袁可以用作建设所占用耕地的补充遥

细化耕地质量提升和保护制度袁筑
牢耕地质量安全防线

为保证耕地质量袁新叶土地管理法曳
新增了省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
证耕地质量不降低袁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引导因地制宜轮作休耕尧防止土壤污染
等内容遥 叶条例曳从工作原则层面和操作
实施层面进一步明确院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袁预防和治理耕地
土壤流失尧污染袁有计划地改造中低产
田袁建设高标准农田袁提高耕地质量袁保
护黑土地等优质耕地袁并依法对建设所
占用耕地耕作层的土壤利用作出合理
安排遥 非农业建设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的袁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省尧自治区尧直
辖市的规定袁将所占用耕地耕作层的土
壤用于新开垦耕地尧劣质地或者其他耕
地的土壤改良遥

此外袁叶条例曳明确院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结构调整的
引导和管理袁 防止破坏耕地耕作层曰设
施农业用地不再使用的袁应当及时组织

恢复种植条件遥
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袁构建耕地

保护激励机制
耕地保护补偿激励是运用经济手

段开展耕地保护的有效措施遥 近年来袁
党中央尧国务院多次提出完善耕地保护
补偿激励机制袁支持地方开展耕地保护
补偿实践遥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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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明确
提出袁加强对耕地保护责任主体的补偿
激励袁积极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涉农资
金整合袁按照野谁保护尧谁受益冶的原则袁
加大耕地保护补偿力度遥 叶条例曳在总结
全国部分地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作出
明确规定院 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
度遥 具体办法和耕地保护补偿实施步骤
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规定遥

目前从各地实践来看袁耕地保护补
偿激励的方式主要包括对保护成效突
出的地区给予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奖励尧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进行普惠
式补偿或者给予资金奖励等遥 耕地保护
补偿激励让保护耕地的地方不吃亏袁让
保护耕地的群众得实惠袁从而有力调动
地方政府和农民集体尧农户保护耕地的
积极性袁形成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遥

明确耕地保护责任主体袁强化耕地
保护法律责任

叶条例曳在总结多年来党中央尧国务
院关于强化耕地保
护责任主体制度实
施经验的基础上 袁
首次从行政法规层
面明确了耕地保护
的责任主体袁 其中
明确规定院省尧自治
区尧 直辖市人民政
府对本行政区域耕
地保护负总责袁其

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耕地保护的第
一责任人遥叶条例曳明确要求院省尧自治区尧
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国务院确定的耕
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分解
下达袁落实到具体地块遥 同时规定袁国务
院对省尧自治区尧直辖市人民政府耕地保
护责任目标落实情况进行考核遥

为了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袁
采取 野长牙齿冶 的措施切实保护耕地袁
叶条例曳增加了对耕地野非粮化冶的处罚
规定袁提高了对违法占用耕地等行为罚
款的处罚额度遥 关于耕地野非粮化冶袁叶条
例曳明确规定院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发展林果业或者挖塘养鱼的袁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任限
期改正曰逾期不改正的袁按占用面积处
耕地开垦费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遥
关于违反新叶土地管理法曳第七十五条
的规定袁违法占用耕地破坏种植条件的
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尧盐渍
化的等行为可以并处罚款的袁叶条例曳规
定罚款额为耕地开垦费的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遥 此外袁叶条例曳还规定破坏黑土
地等优质耕地的袁从重处罚遥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袁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严格保护
耕地遥 各级政府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
认真落实叶条例曳的要求袁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严格保护耕地袁筑牢国家粮
食安全防线遥

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个人跨境投资
的新通道即将正式揭开帷幕遥

内地公募争相布局
公募基金是跨境理财通重要的投

资品种之一袁大湾区多家内地基金公司
纷纷布局产品迎接港澳投资者遥

融通基金早已启动了跨境理财通
野北向通冶投资产品的布局遥 融通基金国
际业务部副总监陈瀛表示袁野北向通冶的
投资产品范围包括经内地公募基金管
理人和内地代销银行评定为 R1 至 R3
风险等级的公募基金袁融通 90%以上的
公募基金产品都符合要求遥 野大部分与
我们合作的代销银行都上架了这些产
品袁 未来我们会在零售条线加大湾区 9

个城市的各个合作银行持续营销遥 冶
平安基金表示袁 公司已与外方股

东尧部分境内代销银行以及港澳合作银
行进行初步沟通袁梳理了符合要求的优
势产品线及产品类型遥 野拟优先筛选出
固定收益类绩优基金推介上架袁并积极
探讨港澳销售渠道的合作模式袁期望借
成熟的渠道资源打开港澳市场袁积累客
户基础遥 未来袁在条件成熟时袁将针对港
澳渠道特点袁境外市场环境及客户偏好
开发设计新产品袁布局新的业务条线遥 冶

基于此袁 基金公司认为风格稳健尧
追求绝对收益的公募产品袁更契合港澳
投资者在低利率环境下追求资产保值
增值的需求袁 稳健风格的纯债基金尧攻
守兼备的野固收+冶基金等产品袁有望受

到港澳投资者的青睐遥

香港逾 200 只基金符合资格
在 9 月跨境理财通正式公布试点实

施细则前袁香港基金业就已在积极筹备遥
香港投资基金公会数据显示袁过去

两年半时间里袁提供人民币类别的香港
基金数量增加了 104 只袁截至今年 6 月
底袁共有 295 只基金提供人民币类别遥

随着试点细则的落地袁基金业开始
加快布局遥 基金公会行政总裁黄王慈
明透露袁 香港的基金公司正积极与分
销银行紧密沟通袁 确保能在计划框架
容许的范围內提供合适的基金产品或
服务袁 同时也在研究需要增加哪些符
合中低风险要求的产品袁 并商议如何
做好投资者教育以及产品售前和售后
服务安排遥

华夏香港负责人表示袁已经挑选了
符合理财通第一阶段产品要求的基金袁
向香港本地银行机构推荐袁并已加入其
理财通产品池中遥 同时针对业务特点尧
营销计划等也做了专门的培训和团队
讨论遥 未来还会充分考虑内地投资者的
投资习惯尧投资特性袁有针对性地推出
相应的产品遥

瑞银资管表示袁目前已有三只专为
跨境理财通而设的香港注册基金袁目前
正与 10 多家分销合作伙伴密切合作袁
未来将会推出新产品和落实更多分销
合作伙伴遥

将改善野南冷北热冶局面
作为跨境理财通的销售前线袁香港

银行业的热情更为高涨遥
香港特区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透

露袁 已有 20 间银行申请参与跨境理财
通袁 其中 18 间申请南北双向业务袁2 间
主攻南向通业务遥 这些银行提供超过
100 种投资基金产品袁 超过 200 种债券
投资产品袁 并提供监管允许的 11 个币
种的存款产品遥

中银香港总裁孙煜表示袁跨境理财
通是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新突
破袁 中银香港已经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袁
争取早日获得监管机构同意推出跨境
理财通服务遥

汇丰银行联席行政总裁廖宜建透
露袁该行在设施尧产品等方面已全面准
备就绪袁 目前在大湾区有超过 5000 名
零售银行职员袁将提供超过 100 种中低
风险的理财产品遥 恒生银行也表示袁已
经选定内地合作银行袁并优化线上线下
服务渠道袁计划为南向通客户提供超过
140 种投资不同资产和市场的基金尧债
券及外币存款产品遥

花旗银行香港总裁及总经理林智
刚表示袁花旗香港将与一家内地的伙伴
银行合作袁 为南向通客户提供超过 100
种中低风险类型的财富管理产品袁同
时袁 为配合整体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袁
还计划在 2025 年底前在香港增聘超过
1000 名员工遥 秦薇

跨境理财通首批产品即将上架
粤港两地公募尧银行积极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