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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建设内容

琼中县环城东路至营乘路连接段市政道路工程项目位

于琼中县城南片区（见图 1），连接环城东路与营乘路，项

目北起现状环城东路，南止于营乘路（S304），路线呈南北

走向，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全长约 380m，红线宽度 25m，

设计时速 40Km/h。

图 1 项目建设位置图

道路设计起点为现状环城东路，路幅宽度 25m，双向 4

车道，路面结构为水泥混凝土，两侧用地主要为教育及工业

用地、住宅用地，管线有雨水管、给水管、电力管道、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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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通信管道等，绿化为人行道上有 2m 的绿化带，乔木

为榆树，照明为双侧对称布置的单挑路灯。

道路设计终点为营乘路，现状为双向 2 车道的水泥混凝

土路面，管线有给水管，照明为单侧布置的单挑路灯。后期

营乘路将扩将为双向 4 车道的主干路。

图 2：项目遥感影像

1.2 项目建设的重要意义

本项目为社会公益项目,项目的建设，将为琼中县城全

面开发建设创造有利条件，为县域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对落实生态省的战略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项目的建设将为改善琼中县城南片区的交通水平、完

善琼中县路网，完善了琼中县城市干路网系统，方便了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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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的日常出行，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效满足社会车辆、

周边居民的交通需求的体现。

项目的建成，除给道路使用者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外，其

远期社会效益更是巨大。本项目将片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带动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促进优势产品和资源的开

发，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从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提高人

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本项目的建成将促进琼中县城南片区土

地，特别是商业用地增值。为国家带来可观经济效益；项目

的修建还对降低噪音污染、减少交通拥挤、减少交通延误有

明显的改善作用。随着海南自贸港战略的实施，经济将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经济发展迅速将带来巨大交通需求，确保了

本项目建设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远超过建设投入，项目的建设

同时体现了政府对公益事业的支持，对提升城市形象、拓展

城市发展空间具有着重要意义。

1.2 项目用地情况

（1）项目区规划地类情况

依据《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分析项目用地规划地类情况，琼中县环城东

路至营乘路连接段市政道路工程项目拟申请用地面积

1.9639 公顷，其总体规划用途为 0.6033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

1.1669 公顷其他农用地、0.0540 公顷未计入水库水面的河

流湖泊水面、0.1397 公顷园地。项目总体规划地类面积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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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表 1 项目总体规划地类面积表

单位：公顷

类型 规划地类 面积

城镇建设用地边界线 城镇建设用地 0.6033

其他农用地及未利用地边界

线

其他农用地 1.1669

未计入水库水面的河流湖泊水面 0.0540

园地 0.1397

合计 1.9639

（2）项目区现状地类情况

依据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2018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

据，分析项目用地现状地类情况，琼中县环城东路至营乘路

连接段市政道路工程项目拟申请用地面积 1.9639 公顷，其

土地利用现状地类为 1.2479 公顷水田、0.2819 公顷灌木林

地、0.3370 公顷果园、0.0971 公顷河流水面，项目土地利

用现状地类具体详见表 2：

表 2 项目现状地类面积表

单位：公顷

类型 现状地类 面积

农用地

水田 1.2479

灌木林地 0.2819

果园 0.3370

未利用地 河流水面 0.0971

合计 1.9639

此次规划调整项目用地范围内未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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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各类自然保护地、

海岸带 200 米范围等生态敏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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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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符合十三条第（一）

种情形，即省尚未组织编制专项规划或未纳入已编制完成的

专项规划，但急需建设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民生项

目，在符合总建设用地规模不突破省下达指标的前提下，需

将非建设用地调整为建设用地的”情形，可以调整《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委托实施部分省级用地行政

审批事项的决定》，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以及《中共

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采

取超常规举措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目标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琼厅字〔2020〕22 号）要求，经过严格审核和论证，省政

府决定将“五网”基础设施用地、政府投资的公共服务设施

用地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农村村民宅基地的农用地转

用（不含跨市县、永久占用基本农田、国家授权给省政府农

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事项）等五项省级事权委托各市县

政府或其有关部门，有效期 3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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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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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格落实省下达的规划控制指标；

4.项目符合产业政策。

3 规划调整总体情况及指标调整情况

项目用地总面积为 1.9639 公顷。拟将位于琼中县城南

片区原规划用途为 0.6033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1.1669 公顷

其他农用地、0.0540 公顷未计入水库水面的河流湖泊水面、

0.1397 公顷园地调整规划用途为城镇建设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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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6

公顷规划建设用地。本次总体规划调整方案保证了规划期内

琼中县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省级下达指标。项目总体规划

地类变化情况详见表 3，规划控制指标变化情况详见表 4。

表 3 项目总体规划地类变化面积表

单位：公顷

类型 规划地类 面积

调整前

城镇建设用地边界线 城镇建设用地 0.6033

其他农用地及未利用地边

界线

其他农用地 1.1669

未计入水库水面的河流

湖泊水面
0.0540

园地 0.1397

合计 1.9639

调整后 城镇建设用地边界线 城镇建设用地 1.9639

表 4 琼中县总体规划调整前后各项指标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指标类型
调整前省

下达指标

调整前落

图面积

本次方案调

整情况

调整后省

下达指标

调整后落

图面积

建设用地指标 7632 7631.61 1.3606 7632 76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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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设用地核减方案

琼中县环城东路至营乘路连接段市政道路工程项目项

目范围内拟新增规划建设用地 1.3606 公顷。为确保调整前

后规划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拟将位于营根镇乌石农场

1.3606 公顷原规划用途为其他设施用地地块进行核减。结合

核减地块现状地类情况，按照与现状地类前后一致的原则进

行调整，调整其规划用途为园地。核减地块遥感影像见图 4，

具体调整情况详见表 5。

图 3：核减地块遥感影像图

表 5 核减建设用地规划地类变化面积表

单位：公顷

类型 规划地类 面积

调整前 基础设施用地边界线 其他设施用地 1.3606

调整后 其他农用地及未利用地边界线 园地 1.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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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调整方案实现了建设用地“增一减一”，确保

了琼中县建设用地总规模及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突破省下

达指标。项目用地总体规划局部调整后，建设用地总规模仍

不突破省级下达指标。

5 结论

综上所述，琼中县环城东路至营乘路连接段市政道路工

程项目用地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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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组

织编制专项规划或未纳入已编制完成的专项规划，但急需建

设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民生项目，在符合总建设用

地规模不突破省下达指标的前提下，需将非建设用地调整为

建设用地的”的情形，项目符合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持保

护、改善生态环境原则，符合保护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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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矢量数据

（二） 项目建设相关文件

附件 1：海南省琼中县环城东路至营乘路连接段市政道路工

程可研。

（三） 专题图件

附图 1：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琼中县环城东路至营乘路连接段市政道路工程项目用地及

核减补划地块位置示意图;

附图 2：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局部）——琼中县环城东路至营乘路连接段市政道路工程项目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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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县环城东路至营乘路连接段市政道路工程项目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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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县环城东路至营乘路连接段市政道路工程项目区；

附图 5：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局部）——核减建设用地地块（调整前）；

附图 6：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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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减建设用地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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