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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建设内容

根据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琼中县养老服

务中心项目建设立项的批复》（琼中发改函〔2012〕62号）、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琼中规建〔2013〕040号）、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县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

批复》（琼中发改函〔2013〕293号），琼中县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

目位于营根河南侧，原武警部队和看守所地块，项目用地面积为

2.5615公顷，总投资 3800万元，属于政府投资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娱乐服务中心、公寓休养区、医疗康复中心、生活

服务中心等，设有床位数 200床；项目配套建设相应的基础设施，包

括区内道路工程、绿化工程、给排水工程以及电气工程等。

1.2. 项目建设意义

老龄化进程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随，与经济社会转型期各

类矛盾相交织。近年来，老年人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

神文化等养老服务需求将急剧增加。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

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国家着力破解养老服

务发展障碍，打通“堵点”，消除“痛点”，增加优质养老服务供给，

扎实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持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扩展养

老服务投融资渠道，扩大养老服务就业创业，扩大养老服务消费，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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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先后制定出台了养老服务

系列法规政策，加快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支持养老服务业高水平高质

量发展。2017年，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

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对海南省养老服务业更好更快

发展作出部署，同时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养

老服务业发展的积极性。2018年，省民政厅积极联合省发改委、省

财政厅、银保监局等单位，从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综合责任保险、农

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等方面，不断完善养老服务相关配套政策。

2019年 12月 5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成立海南省养老服务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成立了由省民政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 17个单位组成的海南省养老服

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了对养老服务工作的组织协调。

养老服务是民生工程的一项重要课题，琼中县政府在其历年的工

作报告中都提出来：要推动社会事业的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

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筑牢民生保障体系。截至 2019年，琼中县 60岁以

上老年人口已达 33622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 12.55%，老年人口较

多，而现有的敬老院床位数较少，房屋陈旧，环境较差，远远不能满

足候鸟型、异地度假养老的老年人的需求。为解决空巢老人养老难问

题，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水平，琼中县民政局

提出建设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养老服务中心。琼中县养老服务中心项

目的建设，弥补了社会化养老服务空白，加大养老服务中心和活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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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普及率，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作用，更好地履行“上为党和政府分

忧，下为人民群众解愁”的服务宗旨。更好地推进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的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了敬老的实际问题，项目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

会的需要，项目的建设十分必要。

1.3. 项目用地情况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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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拟申请用地面积为 2.5615公顷，项目区规划

用途为：园地 0.1895公顷、其他农用地 0.3113公顷、自然保留地 0.6696

公顷、未计入水库水面的河流湖泊水面 0.1755公顷、城镇建设用地

1.1710公顷、公路用地 0.0446公顷。项目区总体规划地类详见表 1。

表 1 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总体规划地类面积表

单位：公顷

类型 规划地类 面积

其他农用地及未利用地边界线

园地 0.1895

其他农用地 0.3113

自然保留地 0.6696
未计入水库水面的

河流湖泊水面
0.1755

小计 1.3459

城镇建设用地边界线 城镇建设用地 1.1710

基础设施用地边界线 公路用地 0.0446

合计 2.5615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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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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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土地利用现状地类为：旱地 0.1159公顷、有林地 0.0009公顷、灌

木林地 0.2386公顷、果园 0.0626公顷、其他园地 0.2546公顷、坑塘

水面 0.1804公顷、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1.7085公顷。项目区现状地

类详见表 2。

表 2 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地类面积表

单位：公顷

类型 现状地类 面积

非建设用地

旱地 0.1159

有林地 0.0009

灌木林地 0.2386

果园 0.0626

其他园地 0.2546

坑塘水面 0.1804

小计 0.8530

建设用地
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1.7085

小计 1.7085

合计 2.5615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养老服务中心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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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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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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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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8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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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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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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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拟申请用地面积为 2.5615公顷，根据项

目需要，拟新增 1.3459公顷规划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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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9公顷规划建设用地，以保证本次总体规划调整方案在规划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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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县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省级下达指标。具体控制指标调整情况

详见表 3。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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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9 7632 7631.61

4. 建设用地调整方案

拟将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占用的现行规划园地

（0.1895公顷）、其他农用地（0.3113公顷）、自然保留地（0.6696

公顷）、未计入水库水面的河流湖泊水面（0.1755公顷），调整规划

用途为城镇建设用地，共计新增 1.3459公顷规划建设用地。项目区

规划地类调整情况详见表 4。

表 4 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总体规划地类变化面积表

单位：公顷

调整前规划用途 调整后规划用途

类型 规划地类 面积 类型 规划地类 面积

其他农用地及未

利用地边界线

园地 0.1895

城镇建设用

地边界线

城镇建设用

地
2.5615

其他农用地 0.3113

自然保留地 0.6696

未计入水库水

面的河流湖泊

水面

0.1755

小计 1.3459
城镇建设用地边

界线
城镇建设用地 1.171

基础设施用地边

界线
公路用地 0.0446

合计 2.5615 合计 2.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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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调整前后规划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拟将位于湾岭镇国营

乌石农场的原规划其他独立建设用地（1.3459公顷）地块进行核减。

经相关部门确定、遥感影像核对及现场勘查，核减规划建设用地

地块近期未列入建设计划且不开发建设，实地现状为园地。结合核减

地块现状情况，调整其规划用途为园地。拟核减地块核减前后情况详

见表 5，遥感影像见图 1。

表 5 核减建设用地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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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建设用地边界线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1.3459

调整后 其他农用地及未利用地边界线 园地 1.3459

图 1 核减建设用地地块遥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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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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县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用地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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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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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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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部）--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位置示意图；

附图 2：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

部）--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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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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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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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