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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国道 G361 是国道网在海南省中部地区的重要一横，起于陵水，

终于昌江，东西向连接海南中部白沙、五指山、琼中等多个经济节点，

引导海南沿海经济开发向中部辐射的重要通道，是海南省中部承担东

西向联系的重要区域型干线公路。

2017 年 5 月 7 日，海南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五指山至保亭

至海棠湾高速公路和白沙快速出口路建设实施方案，提出了 2018 年

内要保证白沙快速出口路（高速公路）开工。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

至邦溪段改建工程作为白沙快速出口路在牙叉镇的重要节点。本项目

是国道 G361 的一部分，是国道网在海南省中部地区的重要一横，是

交通运输部交通扶贫“双百”工程之一，已列入海南省公路“十三五”

发展规划。项目的建设将有力提升道路服务水平，对于改善区域交通

出行和投资环境，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促进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琼中段)拟用地

块的规划用途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不一致。根据《海南省省和市县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试行)》,该

项目用地属于“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区且符合准入要求的军事设

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民生项目规划用地”，为使该项目能

够顺利实施，现对该项目涉及的土地进行总体规划局部调整。

1.1 项目建设内容及意义

项目建设的内容：

项目起点位于琼中县什运镇什运桥与国道 G224 相接衔接，终点

接昌江县石碌镇境内的西线高速邦溪互通。沿线连接什运镇、元门乡、

牙叉镇、打安镇、七坊镇和邦溪镇，衔接琼乐高速、西线高速、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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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24、国道 G225 等主要交通干线，是海南省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衔

接的主要公路。

2004 年-2005 年由海南省县际及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指挥部组织

对什邦线全线按二级公路标准进行改造，改造后路线全长99.9 公里，

其中琼中境内 12 公里，白沙境内 86 公里，昌江境内约 1.9 公里。

近几年，公路部门对局部路段进行了路面改造，但路面宽度仍较

窄，其中：四车道 18.7 公里，双车道 81.2 公里。路面有沥青混凝

土和水泥混凝土路面两种形式，其中沥青混凝土路段 64.4 公里，水

泥混凝土路段35.5 公里。沿线既有桥梁34 座，其中圬工拱桥21 座，

钢筋混凝土拱桥 1 座，空心板梁桥 11 座，装配式组合箱梁 1 座。

涵洞 273 处。

项目建设的意义：

1. 是改善国省干线交通安全状况，提升道路服务水平的需要

项目路横向贯穿海南省中部区域，是国道G361 的重要组成部分，

连接海南环岛高速公路和中部高速公路，是较重要的区域干线公路。

项目路又称作什邦线，由于项目路为山区道路，现状运行条件极差，

线形标准极低，其道路服务水平、安全性能、运输效益等各方面的表

现均不佳，无法与海南省即将形成的“田字形”高速公路网紧密衔接，

影响琼中县的对外出行效率。

因此，从改善国省干线交通安全条件，提升道路服务水平的角度

出发，亟需对本项目进行提升改造。

2. 是推进琼中县生态旅游业发展，打造海南国际旅游岛的需要

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全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做支

撑，完善的物流、人流、车流通道，才能够带动投资和旅游的繁荣。

项目路作为生态路、旅游路、景观路，其建设可完善海南中部区域路

网结构、提高区域路网服务水平，打通海南中部生态旅游的旅游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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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地支撑琼中县和海南省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发展。

3. 是改善琼中县对外出行条件，加快沿线乡镇经济发展的需要

从增强片区城乡发展引力，加强沿线乡镇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推

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角度看，琼中县亟需改善对外出行条件，为沿线

乡镇经济腾飞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4. 是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加强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力度的需

要

项目路在琼中县和白沙县之间构筑起一条快速通道，极大地方便

了当地农副产品和旅游特色产品的输出，缩短其与经济发达地区的经

济交通联系，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先

导性的重要作用。本项目的修建也是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加强扶

持少数民族地区力度的需要。

1.2 项目用地情况

1.2.1 项目区规划地类情况

根据《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分

析，该项目用地的总体规划地类情况为：园地 0.1472 公顷、Ⅱ级保

护林地0.4442公顷、Ⅲ级保护林地0.0848公顷、Ⅳ级保护林地0.1405

公顷、其他农用地 5.1978 公顷、自然保留地 0.3245 公顷、未计入水

库水面的河流湖泊水面 0.0075 公顷，非建设用地小计 6.3467 公顷；

城镇建设用地 0. 9302 公顷、乡村建设用地 0.1382 公顷、公路用地

12.7336 公顷，建设用地小计 13.8020 公顷，合计 20.1487 公顷。

表1 项目用地规划地类情况表

单位：公顷

总体规划地类名称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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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地类名称 面积

项目区

非建设用地

园地 0.1472

Ⅱ级保护林地 0.4442

Ⅲ级保护林地 0.0848

Ⅳ级保护林地 0.1405

其他农用地 5.1980

自然保留地 0.3245

未计入水库水面的

河流湖泊水面
0.0075

非建设用地小计 6.3467

建设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 0.9302

乡村建设用地 0.1382

公路用地 12.7336

建设用地小计 13.8020

合计 20.1487

1.2.2 项目区现状地类情况

根据琼中县 2018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分析，该项目用地的

土地利用现状地类情况为：水田 1.0100 公顷、旱地 0.4359 公顷、果

园 0.1168 公顷、其他园地 0.1957 公顷、有林地 9.5892 公顷、灌木

林地 3.9246 公顷、其他林地 1.6023 公顷、坑塘水面 0.1553 公顷、

设施农用地 1.0732公顷，农用地小计 18.1030 公顷；河流水面 0.0337

公顷、裸地 0.1914 公顷、其他草地 0.1147 公顷，未利用地小计 0.3398

公顷；采矿用地 0.0860 公顷、村庄 1.4669 公顷、风景名胜及特殊用

地 0.0311 公顷、公路用地 0.1219 公顷、建设用地小计 1.7059 公顷，

合计 20.1487 公顷。

表 2 项目用地现状地类情况表

单位：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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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地类名称 面积

项目区

农用地

水田 1.0100

旱地 0.4359

果园 0.1168

其他园地 0.1957

有林地 9.5892

灌木林地 3.9246

其他林地 1.6023

坑塘水面 0.1553

设施农用地 1.0732

农用地小计 18.1030

未利用地

河流水面 0.0337

裸地 0.1914

其他草地 0.1147

未利用地小计 0.3398

建设用地

采矿用地 0.0860

村庄 1.4669

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0.0311

公路用地 0.1219

建设用地小计 1.7059

合计 20.1487

1.2.3 项目区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区情况

将项目区（琼中段）与海南省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叠加分析，项目

区占用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共 0.7931 公顷。根据《海南省和市县

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试行)》中“确实无法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的需

符合我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要求”。该项目为列入“十三五”交通扶

贫“双百”工程——百项骨干通道工程目录中的国道项目，符合《海

南省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区开发建设管理目录》中海南省陆域Ⅰ类和Ⅱ

类生态保护红线区保护与开发建设准入目录清单。

项目区（琼中段）拟占用生态公益林地 0.4442 公顷，根据《海

南省省和市县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项目涉及占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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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公益林地的，应当先行依法按照相关程序报批。

1.3 规划调整依据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省和市县总体规划实施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该项目符合第十二条“涉及占用生态保护

红线区且符合准入要求的军事设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民生

项目规划用地调整”情形，可以调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

（空间类 2015-2030）》。

跨市县的建设项目涉及调整市县总体规划的，应由相关市县政府

联合向省政府申请开展市县总体规划调整。

二.规划调整的原则

1.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持保护、改善生态环境；

2.严格保护耕地、林地，坚持节约集约用地；

3.严格落实省下达的规划控制指标；

4.项目符合产业政策。

三.规划调整总体情况及指标调整情况

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琼中段) 项目申请用

地总面积 20.1487 公顷，其中占用的园地 0.1472 公顷、Ⅱ级保护林

地 0.4442 公顷、Ⅲ级保护林地 0.0848 公顷、Ⅳ级保护林地 0.1405

公顷、其他农用地 5.198 公顷、自然保留地 0.3245 公顷、未计入水

库水面的河流湖泊水面 0.0075 公顷，非建设用地小计 6.3467 公顷；

城镇建设用地 0.9302 公顷、乡村建设用地 0.1382 公顷、公路用地

12.7336 公顷，建设用地小计 13.8020 公顷。其中，12.7336 公顷的

公路用地规划保持不变。城镇建设用地及乡村建设用地调整为公路用

地，属建设用地内部调整，不影响建设用地总规模。将拟占用非建设

用地规划用途调整为公路用地,调整后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 6.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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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为确保规划调整前后，各项控制指标不突破省下达指标，需核

减 6.3467 公顷规划建设用地，补划 0.6695 公顷林地。

项目拟占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中规划非建设用地 6.3467 公顷，建设用地调整方案中核减了 6.3467

公顷建设用地，规划调整后，保证了规划期内琼中县建设用地总规模

未增加，不突破省级下达指标；

项目拟占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中规划林地 0.6695 公顷，林地补划方案中补划了 0.6695 公顷林地，

规划调整后，保证了规划期内琼中县林地保有量指标不减少。

表 3 规划控制指标变化情况表

指标类型
调整前后指标变化情况（公顷）

省下达指标 调整前 调整后

建设用地总规模 7632 7631.6111 7631.6111

林地保有量 230790 230799.8950 230799.8950

四.建设用地调整方案

国道G361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琼中段)占用6.3467公

顷规划非建设用地，为确保调整前后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增加，拟

将位于南平村委会 4.701 公顷原规划用途为乡村建设用地的地块和

位于什运村委会 1.6457 公顷原规划用途为乡村建设用地的地块，调

整规划用途为非建设用地，根据现阶段琼中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

果，核减建设用地地块现状地类为水田、园地和其他林地、设施农用

地及内陆滩涂用地。根据琼中县遥感影像数据判读，核减地块未建设

痕迹，符合核减要求，具体详见下表 4及图 1：

表 4:核减建设用地地块（调整后）总体规划地类面积表

单位：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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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地类名称 面积

核减建设用地地块 非建设用地

一般耕地 0.044

后备林地 3.0988

园地 3.1417

其他农用地 0.0582

滩涂 0.004

总计 6.3467

建设用地调整方案实现了建设用地“增一减一”，确保了全县建

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

图 1核减建设用地地块遥感影像图

五.林地补划方案

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琼中段)占用林地位置

分布在什运乡什运村委会和鹦歌岭牧场，共占用规划林地 0.6695 公

顷。其中：1.按林地保护等级分：占用规划Ⅱ级保护林地 0.4442 公

顷、Ⅲ级保护林地 0.0848 公顷、Ⅳ级保护林地 0.1405 公顷;2.按森

林类别分：生态公益林地 0.4442 公顷，商品林地 0.2253 公顷。

根据《海南省林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林地补划要坚持“占一

补一”的原则。拟将位于营根镇加钗农场二十一队 0.6695 公顷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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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用途为后备林地的地块调整其规划用途为Ⅳ级保护林地。根据琼

中县 2018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分析，该地块现状地类为有林地。

根据琼中县最新遥感影像数据判读，补划地块为林地，符合补划林地

要求。

图 2补划林地地块遥感影像图

补划林地方案，确保了规划调整前后琼中县林地保有量指标不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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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综上所述，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琼中段）

项目用地符合《海南省省和市县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试行)》中调

整市县总体规划的条件。该项目属于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区且符合

准入要求的基础设施项目，项目符合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持保护、

改善生态环境原则，符合保护林地，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原则，符合供

地政策和项目相关产业政策原则，规划调整方案切实可行。

规划调整后，琼中县林地保有量规划控制指标均保持不变，规划

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控制指标，对《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

(空间类 2015-2030)》的实施不产生不利影响。规划调整方案经审查

通过后，将按照规定及时做好数据库更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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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相关文件

1.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批复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

溪段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琼发改审批函〔2017〕1779 号）；

2.海南省规划委员会关于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

程项目规划意见的函（琼规管函〔2018〕343 号）；

3.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

程项目建设范围内压覆矿产资源和地质灾害情况的复函（琼国土资函

〔2018〕546 号）；

4.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

段改建工程项目用地预审意见的函（琼自然资函〔2019〕1505 号）。

（二）附图

附图 1：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

部)--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琼中段) 项目用地及

核减补划位置示意图；

附图 2：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

部)--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项目区(琼中段)（调整

前）；

附图 3：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

部)--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项目区(琼中段)（调整

后）；

附图 4：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土地利用现状图（2018 年）（局部）

--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项目区(琼中段)；

附图 5：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

部)--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琼中段)核减建设用

地地块（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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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

部)--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琼中段)核减建设用

地地块（调整后）；

附图 7：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土地利用现状图（2018 年）（局部）

--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琼中段)核减建设用地地

块；

附图 8：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

部)--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琼中段)补充林地地

块（调整前）；

附图 9：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

部)--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琼中段)补充林地地

块（调整后）；

附图 10：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土地利用现状图（2018 年）（局

部）--国道 G361 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琼中段)补充林地地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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