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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建设内容及意义 

海南省琼中县湾岭公益性公墓一期（50 亩）及入园道路

工程项目位于琼中县湾岭镇省道 307 旁、湾岭镇琼中第二座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选址入口延伸至 4 公里处。 

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该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33519 ㎡，

共设 3550 个墓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方工程、新建入园道

路及便民道路、新建管理用房及公厕、新建管理用房区域水

泥路、新建毛片石挡土墙、新建 30cmU 型槽排水沟、40cmU

型槽排水沟、新建截洪沟、新建墓道、新建护栏栏杆、新建

生态停车位、新建绿化工程、新建登山步道、新建蓄水池、

新建焚烧池、新建垃圾箱、新建室外给水管等。该项目预计

总投资为 2965.98 万元。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 

项目建成有利于减轻群众经济负担、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有利于改革殡葬习俗、

倡树文明新风，对整治当前殡葬领域存在的天价墓穴、散埋

乱葬等乱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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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区域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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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琼中县湾岭公

益性公墓一期（50 亩）及入园道路工程项目拟申请规划调整

用地面积 9.8546 公顷，其总体规划用途为 0.0123 公顷公路

用地，0.0006 公顷其他设施用地，9.2105 公顷Ⅲ级保护林地，

0.2225 公顷Ⅳ级保护林地，0.0255 公顷一般耕地，0.3442 公

顷园地，0.0390 公顷其他农用地，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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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总体规划地类面积表 

                                                      单位：公顷 

类型 规划地类名称 面积（公顷） 

基础设施用地边界线 
公路用地 0.0123 

其他设施用地 0.0006 

林地控制线 
Ⅲ级保护林地 9.2105 

Ⅳ级保护林地 0.2225 

其他农用地及未利用地

边界线 

一般耕地 0.0255 

园地 0.3442 

其他农用地 0.0390 

合计 9.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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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琼中县湾岭公益

性公墓一期（50 亩）及入园道路工程项目拟申请规划调整

用地面积 9.8547 公顷，其土地利用现状地类为 0.0123 公顷

公路用地、0.0255 公顷旱地、8.7804 公顷其他园地、0.6640

公顷有林地、0.3724 公顷其他林地，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地

类具体详见表 2，项目区遥感影像见图 2。 

表 2  项目现状地类面积表 

单位：公顷 

类型 现状地类名称 面积（公顷） 

建设用地 公路用地 0.0123 

农用地 

旱地 0.0255 

其他园地 8.7804 

有林地 0.6640 

其他林地 0.3724 

合计 9.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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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区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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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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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属于政府投资

的民生项目，项目符合十三条第（一）种情形，即“在不调整

（或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Ⅰ级和Ⅱ级保护林

地、生态公益林地布局的前提下，对尚未组织编制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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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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由市县人民政府向省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批准

市县总体规划调整”，可以调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

划（空间类 2015-2030）》。 

二是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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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

府决定将“五网”基础设施用地和政府投资的公共服务设施项

目、农村村民宅基地涉及的总体规划调整审批委托给各市县

人民政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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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拟申请规划调整用地面积 9.8546 公顷。拟将项目区

内原规划用途为 0.0123 公顷公路用地，0.0006 公顷其他设施

用地，9.2105 公顷Ⅲ级保护林地，0.2225 公顷Ⅳ级保护林地，

0.0255 公顷一般耕地，0.3442 公顷园地，0.0390 公顷其他农

用地，调整其规划用途为公路用地和其他设施用地。规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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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调整情况详见下表 3。 

表 3 规划地类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 

类型 规划地类 面积 

调整前 

基础设施用地边界线 
公路用地 0.0123  

其他设施用地 0.0006  

林地控制线 
Ⅲ级保护林地 9.2105  

Ⅳ级保护林地 0.2225  

其他农用地及未利用地

边界线 

一般耕地 0.0255  

园地 0.3442  

其他农用地 0.0390  

合计 9.8546  

调整后 
基础设施用地边界线 

公路用地 6.5374  

其他设施用地 3.3172  

合计 9.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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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17 公顷规划建设用地、补划 9.2105 公顷Ⅲ级保

护林地、0.2225 公顷Ⅳ级保护林地和补划 0.0255 公顷一般耕

地。以保证本次总体规划调整方案在各项控制指标不突破省

下达指标。具体控制指标调整情况详见表 4。 

表 4 规划控制指标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指标类型 
调整前 

省下达指标 
本次方案调整情况 

调整后 

省下达指标 

建设用地指标 7632 9.8417 7632 

林地保有量 230790 9.4330 230790 

耕地保有量 11013 0.0255 11013 

4 建设用地核减方案 

拟将海南省琼中县湾岭公益性公墓一期（50 亩）及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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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工程项目用地范围内原规划用途为公路用地、其他设施

用地、Ⅲ级保护林地、Ⅳ级保护林地、一般耕地、园地和其

他农用地，调整为公路用地和其他设施用地，调整后新增规

划建设用地 9.8417 公顷。为确保调整前后规划建设用地总量

不增加，拟将位于营根镇红岭水库内 9.8162 公顷原规划用途

为其他独立建设用地和营根镇新市农场十一队 0.0255 公顷

原乡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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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耕地。遥感影像图见图 3，具体调整情况详见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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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建设用地边界线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9.8162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线 乡村建设用地 0.0255 

合计 9.8417 

调整后 
其他农用地及未利用地边界线 

园地 9.8162 

一般耕地 0.0255 

合计 9.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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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拟核减建设用地地块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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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林地补划方案 

该项目占用林地位置位于湾岭镇乌石农场，共占用规划

林地 9.4330 公顷，其中 9.2105 公顷Ⅲ级保护林地和 0.2225

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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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一补一”的原则。拟将位于营根镇国营加

钗农场白石队 9.4330 公顷的原规划用途为后备林地的地块

调整其规划用途为 9.2105 公顷Ⅲ级保护林地和 0.2225 公顷

Ⅳ级保护林地。根据 2018 年琼中县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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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该地块现状地类为其他园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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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补

划情况详见表 6 及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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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330 

调整后 
林地控制线 

Ⅲ级保护林地 9.2105 

Ⅳ级保护林地 0.2225 

 
小计 9.4330 

 

 
图 4 补划林地地块遥感影像图 

6 耕地补划方案 

项目占用一般耕地位于湾岭镇荔枝头村西北方向 5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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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共占用一般耕地 0.0255 公顷。为确保琼中现行规划中一

般耕地总量不减少，拟将位于营根镇新市农场十一队 0.0255

公顷原规划用途为乡村建设用地的地块调整其规划用途为

一般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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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调统一时点调查成果中为

其他园地，符合补划一般耕地要求。补划情况详见表 7 及图

5。 

表 7 补划一般耕地地类变化面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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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5 

调整后 其他农用地及未利用地边界线 一般耕地 0.0255 
 

 
图 5 补划一般耕地地块遥感影像图 



 

11 

 

7 结论 

综上所述，海南省琼中县湾岭公益性公墓一期（50 亩）

及入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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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政府投资的民生项目，项目符合十三条第（一）种情形，

即“在不调整（或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Ⅰ级和

Ⅱ级保护林地、生态公益林地布局的前提下，对尚未组织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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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向省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申

请批准市县总体规划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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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控制指标，对

《琼中黎族自治县总体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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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按照相关规

定及时做好数据库更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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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1）矢量数据 

（2）批复文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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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琼中县湾岭公益性公墓一期（50 亩）及入

园道路工程项目用地及核减地块位置示意图； 

附图 2：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

2030）（局部）——海南省琼中县湾岭公益性公墓一期（50

亩）及入园道路工程项目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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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琼中县湾岭公益性公墓一期（50

亩）及入园道路工程项目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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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琼中县湾岭公益性公墓一期（50 亩）及

入园道路工程项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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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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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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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 11：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

2030）（局部）——补划耕地地块（调整前）； 

附图 12：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

2030）（局部）——补划耕地地块（调整后）； 

附图 13：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土地利用现状图（2018 年）

（局部）——补划耕地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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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复文件 

附件 1：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海南省琼中县

湾岭公益性公墓一期（50 亩）及入园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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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海南省琼中县

湾岭公益性公墓一期（50 亩）及入园道路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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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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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琼中县湾岭公益性公墓一期（50 亩）及入园道路工程项目用地及核减地

块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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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部） 

海南省琼中县湾岭公益性公墓一期（50 亩）及入园道路工程项目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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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琼中县湾岭公益性公墓一期（50 亩）及入园道路工程项目区（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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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土地利用现状图（2018 年）（局部） 

海南省琼中县湾岭公益性公墓一期（50 亩）及入园道路工程项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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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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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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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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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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 11：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部） 

补划耕地地块（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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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2：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部） 

补划耕地地块（调整后） 

 

附图 13：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土地利用现状图（2018 年）（局部） 

补划耕地地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