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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海南湾岭农产品综合物流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于 2020年 6月

17日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附件 1）。海南湾岭

热带农产品综合物流园位于琼中县湾岭镇，东至金手指白鹭湖度假

区，南至中线高速乌石互通口，西至湾岭镇供水厂，北至湾岭镇香玲

村，总用地面积 621.3293公顷。总体功能定位为：服务海南中部、

面向岛内外市场，以农产品加工、物资集散、交易展示及农业技术服

务为主的综合物流园区。

QZ-2020003地块位于物流园南片区，南至中心大道，北至物流

北路，西至物流西路，控规用地性质为行政办公用地、供燃气用地和

加油加气站用地。

图 1-1 项目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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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用地情况

根据叠加琼中县 2018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统计，项目申请用

地总面积 2.4970公顷，其中果园 0.0631公顷，其他园地 1.1154公顷，

有林地 1.2219公顷，其他林地 0.0149公顷，农村道路 0.0817公顷。

具体土地利用现状见下表 1-1所示。

表 1-1 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表

一级类 二级类
面积（公顷） 百分比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02 园地
021 果园 0.0631 2.53%

023 其他园地 1.1154 44.67%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1.2219 48.93%

033 其他林地 0.0149 0.60%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4 农村道路 0.0817 3.27%

合计 2.4970

根据叠加《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数据统计，项目规划用途分别为：园地 1.2194公顷，其他农用地 1.2776

公顷。规划用途详见下表 1-2所示。

表 1-2 项目用地规划地类统计表（调整前）

地块 规划地类 面积（公顷）

QZ-2020003地

块

园地 1.2194

其他农用地 1.2776

合计 2.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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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项目遥感影像图

图 1-3 项目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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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修改的原则和依据

（一）规划修改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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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规划修改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2）《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2018年修正）；

（3）《海南经济特区林地管理条例》（2018修订）；

（4）《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

的意见》（琼府〔2019〕13号）；

（5）《海南省省和市县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试行）》；

（6）《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推进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琼自然资规〔2020〕1号）。

三、规划修改方案

（一）总体情况

《海南湾岭农产品综合物流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于 2020年 6月

17日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根据《海南省省和

市县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试行）》中第十六条“经批准实施的城

镇、产业园区、旅游度假区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以及村庄规划，在确

保开发边界内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不增加、耕地和林地面积不减少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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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因优化建设用地布局需要对市县总体规划用地布局进行调整

的”的规定，经琼中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后对总体规划进行相应调整

（附件 2），并在批准实施后 3个月内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

备案。

此次规划调整不涉及调整（或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

田、Ⅰ级和Ⅱ级保护林地、生态公益林地布局。未在自然保护区、饮

用水源保护区等各类自然保护地中增加规划建设用地。

（二）总体规划指标调整情况

此次规划调整不涉及调整规划耕地、永久基本农田、林地布局调

整，在确保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不增加、耕地和林地面积不减少的前提

下，对建设用地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因此，规划调整前后，对全县规

划控制指标不影响。规划调整前后全县指标变化详见 3-1所示。

表 3-1 规划调整前后全县指标变化情况表

指标类型
面积（公顷）

省下达指标 调整前 调整后

耕地保有量 11013 11247 11247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8686 8715 8715

林地保有量 230790 232334 232334

建设用地总规模 7632 7632 7632

新增建设用地 1370 1370 1370

规划调整前，海南湾岭农产品综合物流园土地总面积 621.3293

公顷，规划地类情况为农用地 382.7451公顷（其中永久基本农田

66.5817公顷、一般耕地 4.1908公顷，Ⅲ级保护林地 1.9002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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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 223.5079公顷，其他用地 15.0763公顷。

规划调整后，海南湾岭农产品综合物流园土地总面积 621.3293

公顷，规划地类情况为农用地 382.7451公顷（其中永久基本农田

66.5817公顷、一般耕地 4.1908公顷，Ⅲ级保护林地 1.9002公顷），

建设用地 223.5079公顷，其他用地 15.0763公顷。

（三）总体规划调整情况

（1）建设用地调整情况

根据项目建设的需要，拟将位于湾岭镇岭门村委会 QZ-2020003

地块 1宗用地 2.4970公顷，占用的现状地类分别为：果园 0.0631公

顷，其他园地 1.1154公顷，有林地 1.2219公顷，其他林地 0.0149公

顷，农村道路 0.0817公顷；占用总体规划地类分别为：园地 1.2194

公顷、其他农用地 1.2776公顷，共计 2.4970公顷，调整规划为保税

物流园区。详见表 3-2。

表 3-2 规划调整调整前后规划地类统计表

地块名称
调整前规划用途 调整后规划用途

规划地类 面积（公顷） 规划地类 面积（公顷）

QZ-2020003

地块

园地 1.2194 保税物流园

区
2.4970

其他农用地 1.2776

合计 2.4970 合计 2.4970

本次规划调整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为 2.4970公顷，为保证琼中县

规划期间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指标，将位于湾岭镇坡寨村委会 2宗

用地 2.4970公顷，占用的现状地类分别为：水田 0.0053公顷，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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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67公顷，其他园地 1.7346公顷，有林地 0.1993公顷，其他林地

0.1826公顷，农村道路 0.0085公顷，现状地类大部分为其他园地，

实地调查为其他园地；占用总体规划地类为市县产业用地 2.4970公

顷，调整规划为园地。详见表 3-3。

表 3-3 拟核减地块地类统计表

地块

名称

现状用途 调整前规划用途 调整后规划用途

地类名称 面积（公顷）
规划地

类

面积（公

顷）

规划地

类
面积（公顷）

核减

地块

水田 0.0053

市县产

业用地
2.4970 园地 2.4970

旱地 0.3667

其他园地 1.7346

有林地 0.1993

其他林地 0.1826

农村道路 0.0085

合计 2.4970 合计 2.4970 合计 2.4970

图 3-1 核减地块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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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耕地、林地调整情况

本次规划调整，不涉及耕地、林地占用与补划，对耕地、林地保

有量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规划调整方案实施影响评价

（一）对建设用地总规模的影响

本《调整方案》中新增规划建设用地 2.4970公顷，建设用地指

标从核减地块用地指标中核减，保证了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所选

的核减地块近期不会进行开发建设，而且在近期规划中也不会安排项

目入驻，在此情况下，将该地块建设用地指标核减到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上，不仅确保了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规划指标，而且可以保证项

目建设的顺利开展。因此，本项目建设用地核减方案可行，对全县建

设用地总规模没有影响。

（二）对耕地保有量的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不涉及耕地占用与补划，对耕地保有量不产生实

质性影响。

（三）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占用与补划，对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目标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对规划林地的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不涉及林地占用与补划，对林地保有量不产生实

质性影响。

（五）对其他规划实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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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未落入生态红线范围内，不属于生态敏感区。海南湾岭农产

品综合物流园属省级产业园，拟建项目符合海南产业政策。

五、规划调整方案实施的保障措施及建议

（一）做好审批工作

项目要在总体规划调整方案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按有关

规定程序办理用地报批手续。

（二）做好存档备案工作

《调整方案》一经依法批准，县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好该

项目地块总体规划调整的规划图件、数据库更新、存档备案工作，做

好规划衔接，确保规划成果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三）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该项目正常运行不会产生环境污染，该项目的主要环境问题是开

挖地基土方的影响。

由于该项目地基土方量较大，在施工中开挖土方的堆积，运输的

过程中，处理不当必将给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最好尽量缩短工

期，路面修复后尽快回填、清扫。土方堆积时应少占道路，减少运输

过程中的洒落，修整后多余土方尽快运走。在开挖过程中，应尽量避

免损坏周边绿地和树木，应将草皮和树木完好移走，以便完工后及时

补栽。

六、附件附图

（一）附件

附件 1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海南湾岭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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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综合物流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琼中府函〔2020〕224号）；

附件 2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公文处理单。

（二）附图

附图 1 海南湾岭农产品综合物流园物流片区QZ-2020003地块总

体规划图（调整前）；

附图 2 海南湾岭农产品综合物流园物流片区QZ-2020003地块总

体规划图（调整后）；

附图 3 琼中县湾岭镇土地利用现状图（局部）；

附图 4 海南湾岭农产品综合物流园控制性详细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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