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9 卷 第 12 期
2015 年 12 月

中国土地科学
China Land Sciences

Vol.29 No.12
Dec.,2015

《中国土地科学》2015 年（第 29 卷）
总目次
土地管理
（2-38）
土地督察信息公开的风险影响评价——以专项督察制度为例......................................................... 汤其琪等
（2-46）
中国城市人口与建成区土地面积异速生长关系分析——基于 652 个设市城市的实证研究.......... 傅建春等
（2-54）
基于耕地综合质量的基本农田布局优化——以河南省温县为例.................................................... 刘霈珈等
（4-90）
基于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法的土地变更调查数据质量评价研究.................................................... 季佳佳等
（5-31）
中国建设用地数量配置对资本回报率增长的影响研究..................................................................... 彭山桂等
（5-39）
城乡建设用地流转中置换指标的预警研究——以重庆市地票交易为例...................................... 瞿忠琼等
（5-48）
补偿核算新视角：土地征收与农民“被动性”市民化——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唐云锋等
征地拆迁的预期意愿与行为差异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 金细簪等（6-11）
空间异质性下农地流转状况及影响因素——以武汉、荆门、黄冈为实证........................................ 王亚运等（6-18）
地方政府耕地保护义务量配置与对策研究......................................................................................... 蔡燕培等（6-26）
农户农村土地退出风险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重庆的实证.......................................................... 王兆林等（7-81）
（7-89）
基于耕地非经济价值基础的省级耕地保护责任量配置..................................................................... 祁欣欣等
中国园区建设中的工业地价、产业升级及其地区差异：城市层面的产业发展雁行模型............... 藏

波等（8-24）

政策预期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成都市
（8-33）
耕地保护基金为例.................................................................................................................................. 余亮亮等
（8-41）
土地执法监察网格划分创新研究——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 李明月等
（10-28）
论不动产登记的电子化和自主化........................................................................................................... 张保红
（10-35）
丘陵山区劳动力老龄化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识别........... 周来友等
（10-42）
土地登记与用途管制的制度关联性分析：一个系统论的视角........................................................ 陈利根等
（11-25）
城中村改造的人本尺度与福利平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鲍海君等
农地规模经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村庄调查数据.............................................. 张 兰等（11-32）
微观福利视角下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基于湖北省 4 个典型村的
（11-40）
实证分析................................................................................................................................................ 王丹秋等
中介组织作用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基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陈姝洁等（11-48）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发育类型及其绩效评价——基于 215 家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调查........林乐芬等（12-34）
土地经济
农地城市流转对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影响研究................................................................. 彭开丽等（1-71）
兼顾城市规划因素的城镇土地定级技术路线探讨——以武汉市商业用地定级为例.................... 陈 韦等（1-79）

89

中国土地科学 2015 年 12 月 第 12 期

土地入股合作社：交易成本、价值攫取与绩效增长——以吉林省 F 县双胜村为例........................ 周

敏等（2-89）

城市住房价格局部线性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以湖北省黄石市为例............................................ 王新刚等（3-82）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政策演进分析......................................................................... 吕

晓等（4-25）

耕地生产、
生态功能视角下巨型城市区耕地补偿分区与补偿金配置研究——以珠三角为例......... 杜继丰等（4-34）
房地产项目开发时机与土地闲置问题研究——基于 34 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 翟

东等（4-41）

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的空间分化及其土地市场影响............................................................................. 王

洋等（6-33）

南昌市住房限购政策效果的时空特征及土地溢出效应......................................................................... 王雪峰（6-41）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权益及其价值研究............................................................................. 王

文（7-34）

以地谋发展：土地出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杜雪君等（7-40）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的村委会行为分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尹

奇等（7-48）

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农户受偿意愿研究——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陕南水源区为例.........................周

晨等（8-63）

城市偏向视角下的征地价格扭曲：机理、测度与特征........................................................................ 谭术魁等（9-58）
中部地区农地流转经济效益分析——基于湖北省 27 个村 313 户农户的调查................................ 曹瑞芬等（9-66）
中国商品住宅库存及其消化能力研究................................................................................................. 沈孝强等（9-73）
中部 6 省土地要素投入对城市经济增长效率影响研究...................................................................... 徐

枫等（10-4）

陕西省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研究：基于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双重视角.................................... 靳亚亚等（10-12）
试论土地经营权租赁合同的完善——基于 102 个家庭农场的调研............................................... 肖

鹏等（10-20）

基于耦合协调度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空间差异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杨丽霞等（11-83）
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牧草地流转价格调查与确定................................................................... 萨日盖等（11-89）
土地政策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土地供应量的视角................................................................... 何怡瑶等（12-51）
土地整治
煤炭开采的生态效应及其地域分异..................................................................................................... 杨永均等（1-55）
土地整治区耕地质量重估方法研究..................................................................................................... 童陆亿等（2-60）
基于农民视角的湖北省鄂中平原类型区农地整理项目立项决策评价............................................ 文高辉等（2-67）
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投资的时空分异及地域分区研究..................................................................... 杨

俊等（2-74）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土地整治项目绩效评价..................................................................................... 李冰清等（3-68）
基于 SEM 的土地整理项目“三农”效益评价——以陕西省揉谷镇 347 份农户调查为例................... 王云霞等（3-75）
黑龙江省垦区居民点体系优化分析——以建三江管理局为例......................................................... 杜国明等（4-65）
不完全与不确定信息条件下农地整治项目绩效评价研究................................................................. 汪文雄等（6-75）
农户利益导向的居民点重构模式研究——以江西省赣县大都村为例............................................ 刘建生等（7-73）
土地整治项目社会经济影响的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与实证.................................................... 徐霄枭等（8-73）
规划引导与耕地质量约束下农用地整理时序研究............................................................................. 潘洪义等（8-81）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的县域农村居民点体系重构研究——以重庆市长寿区为例.....................潘

菲等（8-89）

基于制度构成理论的农地整理建后管护的农民愿意研究..................................................................... 赵 微（9-89）

90

《中国土地科学》2015 年（第 29 卷）总目次

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点布局调整研究............................................................................... 鄂施璇等（10-80）
农地整治项目农户利益损失补偿研究——基于禀赋效应理论的实证分析....................................... 吴诗嫚等（11-8）
大城市郊区农村居民点整治效应研究............................................................................................... 张正峰等（11-18）
土地利用
集约用地理论模式探析.......................................................................................................................... 王芳芳等（1-41）
中国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刘新平等（1-48）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集聚农户共生认知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叶琴丽等（4-82）
（5-77）
江苏省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差异分析............................................................. 王希睿等
基于 PRA 和 LCA 方法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环境效应评价——以河南省传统农区为例................梁流涛等（5-84）
村庄与人口搬迁对平朔矿区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 韩武波等（5-93）
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建设用地空间安全预警分析................................................................................. 李

灿等（6-49）

土地利用变化空间多尺度驱动力耦合模型构建................................................................................. 赵俊三等（6-57）
（9-42）
广州 T.I.T® 创意产业园土地利用结构演化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徐雅雯等
家庭分工视角下农户耕地转入和耕地利用效率研究——以赣抚平原农区农户样本为例.............杨

（9-50）
俊等

（10-49）
城市雾霾管控：土地利用空间冲突与城市风道................................................................................ 徐建春等
基于格网化表达的县域基本农田集中连片特征提取....................................................................... 荆耀栋等（10-57）
南方丘陵区土壤有机质空间插值模型及采样点密度对农用地分等精度的影响——
以福建省龙海市为例............................................................................................................................ 范胜龙等（10-65）
基于 VW 模型的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及时空特征分析——以安徽省市域为例............................卢

涛等（12-60）

耕地非农化的空间过程与扩散路径研究——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 任

平等（12-68）

吉林省土地利用空间均衡度评价研究............................................................................................... 卞凤鸣等（12-74）
土地法
（3-32）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的反思............................................................................................. 苏方元
（3-39）
法学视角中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离改革..................................................................................................... 申惠文
城镇化背景下坟地复垦的法律规制研究................................................................................................. 刘

（3-45）
羿

（4-11）
论基于物权路径引入发展权之不可行性............................................................................................. 杜茎深等
中国水权与土地使用权关系探微......................................................................................................... 曾玉珊等（4-18）
（5-56）
中国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法律路径................................................................................................. 操小娟
（5-62）
集体土地权利冲突与构造......................................................................................................................... 刘佳星
高层建筑之地下空间权利冲突探析——兼论对结建地下空间开发的规制与激励............................ 罗秀兰（5-70）
深化改革背景下农村房屋买卖路径探析............................................................................................. 杨
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政治与经济属性平衡论......................................................................................... 徐

俊等（6-67）
文（9-81）

政府与相对人土地冲突博弈的宏观成因与治理创新——以土地行政复议为例...........................陈会广等（10-73）

91

中国土地科学 2015 年 12 月 第 12 期

土地制度
水库移民征地补偿长效模式的法制规范与制度构建............................................................................. 胡大伟（1-86）
耕地非农化风险及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 宋 戈等（3-53）
（3-62）
论城乡一体化视域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走向..................................................................................... 陶钟太朗
（8-49）
宅基地使用权去身份化改革的两难困局及其突破............................................................................. 张菡冰等
资本下乡、产权演化与农地流转冲突................................................................................................... 周 敏等（8-55）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中国节约集约用地政策演进分析......................................................................... 吕 晓等（9-11）
农户分化、产权预期与宅基地流转——温州试验区的调查与实证.................................................. 钱 龙等（9-19）
农户分化对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 王丽双等（9-27）
破解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困境的路径选择研究................................................................................... 牟 燕等（12-18）
土地征收的社会效率阶段性比较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米 强等（12-26）
土地评价
浙江省大陆岸线资源的适宜性综合评价研究..................................................................................... 徐谅慧等（4-49）
市场比较法的不确定性传播研究......................................................................................................... 蔡剑红等（4-57）
基于 GWR 的湖北省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 陈

彧等（6-89）

（11-56）
基于土地利用规划实施的中心城区扩展监测评估研究——以淮南市为例....................................... 田志强等
（11-63）
中国城市化发展与农民宅基地粗放利用的动态关系研究............................................................... 吴郁玲等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研究——对政府主导与农户主导型农地流转的比较分析.................. 诸培新等（11-70）
耕地质量占补平衡的绩效评价........................................................................................................... 李武艳等（11-78）
土地生态
（1-63）
区域耕地生态价值补偿量化模型构建——以江苏省为例................................................................. 张皓玮等
陕西省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李春燕等（4-72）
成都平原经济区耕地生态系统涵养水源价值时空演变特征........................................................... 马伟龙等（10-85）
基于 PSR 模型与集对分析的耕地生态安全诊断............................................................................... 郑华伟等（12-42）
土地信息
基于 ArcEngine 的城镇土地定级估价信息系统设计与实现............................................................... 李玉华等（1-92）
（3-90）
土地利用图中面状要素缩编的质量评价............................................................................................. 王晓妍等
基于 Markov-C 5.0 的 CA 城市用地布局模拟预测方法....................................................................... 孟 成等（6-82）
长时间序列土地利用数据时空索引技术研究..................................................................................... 郜允兵等（9-34）

92

《中国土地科学》2015 年（第 29 卷）总目次

土地权籍
论区分建设用地使用权.............................................................................................................................. 张 坚（1-34）
（2-82）
基于任务协同的房地登记数据整合模式研究..................................................................................... 付丽莉等
土地资源
（7-54）
城镇化的土地资源效应界定及评估方法——以辽宁沿海经济带为例............................................ 王永超等
（7-63）
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与优化途径................................................................................................. 李 辉等
参考与借鉴
（12-81）
德国土地税收制度及其改革探索的启示：基于土地收益共享的视角............................................ 王荣宇等
学科建设
（1-20）
土地科学学科独立性研究——兼论土地科学学科体系研究思路与框架............................................ 冯广京
（2-30）
中国土地科学学科范式框架构建研究................................................................................................. 严金明等
（3-22）
论土地科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朱道林等
土地科学研究对象和学科属性的思考................................................................................................... 林 坚等（4-4）
（5-22）
中国土地科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综述及展望..................................................................................... 徐玉婷等
（7-17）
土地科学学科在中国的兴起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彭 毅等
“年度土地科学研究重点进展评述和展望”价值和影响力分析........................................................ 郎海鸥等（7-27）
（9-4）
土地生态学发展历程及中国土地生态学发展建议............................................................................... 郭旭东等
关于土地科学学科名称的讨论................................................................................................................. 冯广京（11-1）
关于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土地（系统）”定义的讨论............................................................................ 冯广京（12-1）
综述
（1-4）
2014 年土地科学研究重点进展评述及 2015 年展望............................................................................. 冯广京等
2014 年土地科学研究重点进展评述及 2015 年展望——土地市场和土地制度分报告..................... 藏

波等（2-4）

2014 年土地科学研究重点进展评述及 2015 年展望——农用地保护分报告....................................朱道林等（2-12）
近 15 年来中国土地利用冲突研究进展与展望.................................................................................... 周 德等（2-21）
2014 年土地科学研究重点进展评述及 2015 年展望—— 土地利用与规划分报告............................ 李婧怡等（3-3）
（3-13）
2014 年土地科学研究重点进展评述及 2015 年展望——土地整治分报告....................................... 胡振琪等
2014 年土地科学研究重点进展评述及 2015 年展望——相关文献受资助情况分报告......................林

坚等（5-3）

粮食适度经营规模的文献评述与理论思考........................................................................................... 陈秧分等（5-8）

93

中国土地科学 2015 年 12 月 第 12 期

应加快推进《土地管理法》新一轮修改完善工作——推进依宪修改完善《土地管理法》
专题研究座谈会综述.............................................................................................................................. 刘

俊等（5-16）

工业用地市场及工业与居住用地比价研究综述................................................................................... 赵

松等（6-4）

国土空间管制、土地非均衡发展与外部性研究：回顾与展望.............................................................. 文兰娇等（7-4）
（系主任）
城乡土地利用冲突与土地制度改革——第十四届全国高校土地资源管理院长
联席会
暨中国土地科学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专业创立 3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沈

悦等（7-13）

“多规冲突”根源与“多规融合”原则——基于“土地利用冲突与‘多规融合’研讨会”的思考...........孟

鹏等（8-3）

中国大陆地区土地利用结构研究进展................................................................................................. 王

群等（8-10）

边境土地利用变化及其与贸易发展互动关系研究进展..................................................................... 李秋萍等（8-16）
经济发达地区建设用地减量化研究——基于“经济新常态下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与
建设用地减量化研讨会”的思考......................................................................................................... 刘红梅等（12-11）

（上接第 67 页）
［8］ 余敦，陈文波 . 江西省土地利用可持续性评价与时空特征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2009，23（4）：43 - 47，69.
［9］ 刘芳，张红旗 . 我国农产品主产区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J］. 自然资源学报，2012，27（7）：1138 - 1153.
［10］ 刘庆，陈利根 . 长株潭地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及空间分区［J］. 农业工程学报，2013，29（6）：245 - 253.
［11］	FAO. FESLM: A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R］. Rome: World Soil Resources Report
No.73, 1993.
［12］ 吴冠岑，牛星 . 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的惩罚型变权评价模型及应用——以淮安市为例［J］. 资源科学，2010，32（5）：992 - 999.
（VIII）——变权综合原理［J］. 模糊系统与数学，1995，（
［13］ 李洪兴 . 因素空间理论与知识表示的数学框架
9 3）：1 - 9.
［14］	李洪兴 . 因素空间理论与知识表示的数学框架（IX）——均衡函数的构造与 Weber-Fechner 特性［J］. 模糊系统与数学，1996，
10（3）：12 - 19.
（自然科学版），2002，38（4）：455 - 461.
［15］ 李德清，李洪兴 . 状态变权向量的性质与构造［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7）：116 - 118，131.
［16］ 朱勇珍，李洪兴 . 状态变权的公理化体系和均衡函数的构造［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9，
（1）：32 - 38.
［17］ 朱哗，叶民强 . 区域可持续发展预警系统研究［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5）
［18］	郭永奇 . 基于惩罚型变权的农地生态安全预警评价——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
：149 - 154.
［19］ 陈百明，张凤荣 . 中国土地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的理论与方法［J］. 自然资源学报，2001，16（3）：197 - 203.
［20］ 毛德华，夏军，王立辉，等 . 洞庭湖洪涝高风险区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研究［J］. 农业工程学报，2005，21（7）：46 - 51.

（本文责编：郎海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