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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建设内容及意义

项目规模一期 32 公顷，二期 50 公顷，总投资额 30300

万元，项目位于营根镇加钗村（见图 1）。

项目以热带特色花果及世界名优热带水果的种植、加

工、科研产业链为核心带动链条；立足海南特色文化及热带

农业旅游优势，打造热带花果创意农业的实体园区和销售展

示平台；充分利用当地区位，资源优势，依托热带特色花果

产业链发展，打造集热带特色花果农业种植、研发加工、养

生度假、乡村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热带特色花果健康产

业园。项目的建成将促进田园综合体、“美丽海南百镇千村”、

美丽乡村建设、从而带动全省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和快速发

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图 1 项目区域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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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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花果山项

目拟申请规划调整用地面积 2.0000 公顷，其总体规划用途

为Ⅲ级保护林地 1.5139 公顷，Ⅳ级保护林地 0.4628 公顷，

其他农用地 0.0132 公顷，园地 0.01016 公顷，自然保留地

0.1763 公顷，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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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地控制线
Ⅲ级保护林地 1.5139

Ⅳ级保护林地 0.4628

其他农用地及未利用地边界线
其他农用地 0.0132

园地 0.0101

合计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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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花果山项目拟申请规

划调整用地面积果园 1.6772 公顷，其他林地 0.0010 公顷，

其他园地 0.0419 公顷，有林地 0.2799 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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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园 1.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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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林地 0.0010

其他园地 0.0419

有林地 0.2799

合计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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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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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符合十二条第（一）

种情形，即需在开发边界外新规划建设经营性建设项目的，

由市县政府向省政府申请批准市县总体规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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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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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公顷。拟将位于营根镇加钗

村原规划用途为 1.5139 公顷Ⅲ级保护林地，0.4628 公顷Ⅳ

级保护林地，0.0132 公顷其他农用地，0.0101 公顷园地，

调整规划用途为乡村建设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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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公顷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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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补划 1.9767 公顷Ⅲ级保护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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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地控制线
Ⅲ级保护林地 1.5139

Ⅳ级保护林地 0.4628

其他农用地及未利用地边

界线

其他农用地 0.0132

园地 0.0101

合计 2.0000

调整后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线 乡村建设用地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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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7632 7631.61

林地保有量 230790 230799.9 1.9767 230790 230799.9

4 建设用地核减方案

琼中花果山项目范围内拟新增规划建设用地 2.0000 公

顷。为确保调整前后规划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拟将位于湾

岭镇中朗村委会 2.0000 公顷原规划用途为旅游建设用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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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情况详见表 5 及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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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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线 乡村建设用地 2.0000

调整后 其他农用地及未利用地边界线 园地 2.0000

图 2 核减地块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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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林地补划方案

琼中花果山项目占用林地位置位于营根镇加钗村，共占

用规划林地 1.9767 公顷Ⅲ级保护林地、Ⅳ级保护林地。根

据《海南省林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林地补划要坚持“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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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补一”的原则。拟将位于湾岭镇新仔村委会集体土地

1.9767 公顷的原规划用途为后备林地的地块调整其规划用

途为Ⅲ级保护林地。根据 2018 年琼中县土地利用变更调查

成果分析，该地块现状地类为其他园地。在三调阶段成果中

为园地、乔木林地，符合补划林地要求。林地补划情况详见

表 6 及图 3。

表 6 补划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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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地控制线 后备林地 1.9767

调整后 林地控制线 Ⅲ级保护林地 1.9767

图 3 补划林块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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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结论

综上所述，琼中花果山项目用地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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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开发边界外新规划建设经营性建设项

目的，由市县政府向省政府申请批准市县总体规划调整”的

情形，项目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持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原

则，符合保护林地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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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花果山项目投资备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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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中花果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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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花果山项目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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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花果山项目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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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花果山项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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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 8：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局部）——补划林地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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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划林地地块（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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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0：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土地利用现状图（2018 年）

（局部）——补划林地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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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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