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鹦哥嘴管理站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扉页

项目编号：2022-KG-11

项目名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鹦哥嘴管理站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

委托单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编制单位：海南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自资规甲字 21460461

地 址：海口市海府一横路七号美舍大厦

联系电话：0898-65365615

电子信箱：hnsages@126.com

传 真：0898- 65327510

邮 编：570203

完成时间：2022 年 12 月

项目组成员

法人代表：杨 澍 院长、高级工程师、硕士

项目监制：徐 斌 高级建筑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

项目负责：林 敏 高级规划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

参加人员：赵钟鑫 高级规划师、硕士

符喜秋 规划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

高文萍 助理规划师

江东鹏 助理规划师

单昊辰 规划师

秦子桐 规划师

王 皓 规划师

李 杰 助理规划师

李涛智 助理规划师

李佳丽 助理工程师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鹦哥嘴管理站项目用地

控制性详细规划

文 本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鹦哥嘴管理站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1

第一条 编制目的 ...................................................................................................................1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

第三条 规划原则 ...................................................................................................................1

第四条 规划范围 ...................................................................................................................2

第五条 成果组成 ...................................................................................................................2

第六条 规划法定效力 ...........................................................................................................2

第七条 规划解释权 ...............................................................................................................2

第八条 规划实施 ...................................................................................................................2

第二章 目标与定位 .......................................................................................................................2

第九条 发展目标 ...................................................................................................................2

第十条 功能定位 ...................................................................................................................2

第三章 用地布局规划 ...................................................................................................................2

第十一条 用地规划 ...............................................................................................................2

第四章 规模容量 ...........................................................................................................................3

第十二条 建设规模预测 .......................................................................................................3

第五章 综合交通规划 ...................................................................................................................3

第十三条 对外交通规划 .......................................................................................................3

第十四条 内部交通组织 .......................................................................................................3

第十五条 静态交通组织 .......................................................................................................3

第十六条 道路竖向规划 .......................................................................................................3

第六章 市政工程规划 ...................................................................................................................3

第十七条 给水规划 ...............................................................................................................3

第十八条 排水工程规划 .......................................................................................................3

第十九条 电力通信工程规划 ...............................................................................................4

第二十条 燃气工程规划 .......................................................................................................4

第二十一条 管线综合规划 ...................................................................................................5

第二十二条 环卫设施规划 ...................................................................................................5

第七章 环境保护规划 ...................................................................................................................5

第二十三条 环境保护目标 ...................................................................................................5

第八章 综合防灾规划 ...................................................................................................................5

第二十四条 消防规划 ...........................................................................................................5

第二十五条 防震规划 ...........................................................................................................6

第二十六条 排涝规划 ...........................................................................................................6

第二十七条 应急救援通道规划 ...........................................................................................6

第二十八条 应急救援设施规划 ...........................................................................................6

第二十九条 应急避险场地规划 ...........................................................................................6

第九章 地块开发建设控制 ...........................................................................................................6

第三十条 地块用地性质 .......................................................................................................6

第三十一条 开发强度控制 ...................................................................................................6

第三十二条 建筑风貌引导 ...................................................................................................7

第十章 规划实施 ...........................................................................................................................7

第三十三条 规划实施建议 ...................................................................................................7

第十一章 附则 ...............................................................................................................................7

第三十四条 规划生效 ...........................................................................................................7

附表 1规划建设用地统计表 .........................................................................................................8

附表 2地块开发控制指标一览表 .................................................................................................8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鹦哥嘴管理站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

1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编制目的

因项目地块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城镇开发边界外，无控规覆盖，为扎实推进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加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保护和管理，维护生态安全，立足全民公

益性的国家公园理念，为全社会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以及科研、教育、文化、生态旅游等公众

服务，实现全民共享、世代传承，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报规报建，保障规划建设的有序进行，特

启动《鹦哥嘴管理站项⽬⽤地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编制⼯作。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3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2020）；

4 《海南省省和市县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2022）；

5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规定（试行）》（2021）；

6 《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2022）；

7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试行）（2020）》；

8 《海南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试行）》（2020）；

9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10 《海南省城镇建设项目停车场（库）配套标准》（2012）；

11 其他相关的基础资料及文件。

第三条 规划原则

（1）保护优先、科学规划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保护优先、科学规划。严格执行国家及海南省有

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对国家公园的保护和管理为本位目的，采用最小干预、简约轻量的

绿色营建理念，统筹空间布局，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优良生态

产品、优质生态服务的需要。

（2）突出特色、合理利用

深入挖掘和合理利用热带气候、海岛雨林、黎苗聚居等特色旅游资源，探索自然保护和资

源可持续利用新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和保护性开发机制，在充分利用原有设施基

础上，建设和完善必要的保护、 宣传、解说、教育、科研、监测以及环保等基础设施，开展

生态保护修复、游憩体验、自然教育等活动，实现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和普惠性。

（3）区域统筹、环境协调

深入研究国家公园内外不同功能定位、产业结构，统筹协调园内园外“五网”基础设施、旅

游接待等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区域协同、内外联动。本规划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应当与自然景观

和文化特色相协调，其选址、规模、风格等应当符合国家公园环境管控要求，采取必要措施减

轻对核心资源和生态功能的不利影响。

（4）对标世界、可持续发展

将国家公园的资源保护与公共自然游憩有机结合，对标世界一流标准，高质量打造一批科

普考察、生态游憩、环境教育等复合型生态旅游产品，提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美誉度和

国际知名度， 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国家公园核心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资源利用

的世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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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国土空间范围为 3.33公顷。

第五条 成果组成

本规划成果包括法定文件与技术文件。其中法定文件由规划文本与规划图则组成， 技术

文件由说明书、图纸及附件组成。

第六条 规划法定效力

本规划法定文件中文本与规划图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两者应同时使用，不可分割。

本规划文本中带有下划线的黑体字为本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强制性内容是本规划实施进行

监督检查的基本依据，违反本规划强制性内容进行建设的，应依法进行查处。

第七条 规划解释权

本规划解释权属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第八条 规划实施

本规划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后，自批准之日起，规划范围内一切建设和土

地利用活动，应遵照本规划要求执行。

第二章 目标与定位

第九条 发展目标

鹦哥嘴管理站根据国家公园内不同区域资源的差异性，以国家公园宣传、热带雨林生态系

统保护、特有动植物及栖息地保护和本土文化保护传承等为目标，依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的保护工作基础，策划面向以社会公众为目标的研学市场以及服务于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的科普

宣教产品，努力把鹦哥嘴管理站打造成琼中生态和旅游的新名片，主要发展目标有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保护和科研服务保障基地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智慧科普宣教形象窗口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生态旅游及研学体验基地

第十条 功能定位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智慧科普教育片区综合服务中心。

第三章 用地布局规划

第十一条 用地规划

本次规划用地规模为 3.33公顷。其中规划用地性质一级类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二

级类为科研用地/文化用地/机关团体用地的混合用地，面积为 3.33 公顷。其中科研用地建筑

比例不低于 55%，文化用地建筑比例不低于 12%，机关团体用地建筑比例不高于 8%，预留 25%

的弹性空间（规划建设用地统计表详见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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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模容量

第十二条 规模预测

本次规划服务人口规模约 5 万人，办公人口约 29 人。

地块建筑总规模约 26619.53 平方米。

第五章 综合交通规划

第十三条 对外交通规划

本规划地块对外交通主要依托出入口道路与国道 G361衔接，与什运乡、县城、五指山市、

白沙县城等进行联系，G361道路红线宽度为 9 米，出入口道路红线宽度为 5米。交通运行状况

较好。

第十四条 内部交通组织

本规划地块内部道路与国道 G361相连，主要车道宽度为 4-5米，兼顾人行通道。尽端路设

置 15米×12米的回车场。

第十五条 静态交通组织

本规划参照《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51149-2016）》要求，共设置地面停车位 84 个，配

置不少于 6个充电桩设施。

第十六条 道路竖向规划

道路竖向遵循现状，主干路道路交叉点竖向标高为 590.22 米，次干路道路交叉点竖向标高：

607.01米，道路竖向坡度为 8.18%，符合道路竖向规划要求。

第六章 市政工程规划

第十七条 给水规划

1. 用水量预测

本规划用水总量约为 233.1m³/d。

2. 供水设施

规划区水源以鹦哥岭山泉水作为第一水源、什运河水源作为补充水源，接市政管网，进行

集中供水。

3. 给水管网布置

给水管网建议推广使用 UPVC 管材。 配水主干管均匀布置于主干道下。 规划干管管径为

DN150-DN300，保证每户的用水水量和水压；给水管在行车道上敷设的覆土厚度不小于 0.7m，

非车行道上敷设的管道覆土厚度不小 0.6m。

第十八条 排水工程规划

1. 排水体制

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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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污水量预测

规划区内污水量主要为生活污水，根据用地性质，污水量按用水最的 85%计算，则最高污

水量约为 198.14m³/d。

3. 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经市政污水管网收集，汇流至什运乡污水处理设施，进行集中处理。

4. 污水管网布置

污水管网宜采用自然重力排污管道体系统一收集，然后流入下游污水处理厂。根据室外排

水设计规范，污水管网在街道下最小管径为 DN300。

污水管道建议采用水力条件较好的塑料管道（如 pvc等）。

5. 雨水管网布置

雨水管网沿道路铺设，埋在人行道、绿化带或慢车道下，并宜顺坡敷设，减少工程埋深，

尽可能采用自然方式排放，尽量提高管底标高，减少工程埋深。雨水管渠计算采用延时计算法，

为尽量降低埋深，水力坡降尽可能利用道路纵坡，雨水管道均采用钢筋混凝土圆管（n=0.013）。

第十九条 电力通信工程规划

1. 用电负荷预测

本规划用电总量为 1165.5kW。

2. 变电设施

规划电源仍采用白沙 35KV 水电站供电。

3. 电力线布置

10KV线路沿规划道路布置，规划区内均采用 YJV型电缆埋地敷设。低压配电线路在本规划

地块内布置。

4. 通信系统规划

通信传输线路采用管道电缆方式，与通讯光纤同管敷设。

有线电视以光缆传输为主，采用埋地敷设方式，与通信管道同侧，并位于其外侧，实现光

纤到户，规划区网络覆盖达 100%，实现全数字化传输。线路考虑与通讯电缆同沟敷设。

5. 通信线路规划

通信线路采用地下管道敷设为主。通信线路原则上沿道路南、东侧敷设，并与电力线路分

设两侧。通信线路的位置应尽量设置在人行道或绿化带下，以便于施工和维护。 城市道路上

的电信主管道，应预留 2～3 个管孔供电视电缆、防灾通信和其他弱电线路专用。

第二十条 燃气工程规划

1. 气源规划

规划气源接什运乡区北侧燃气储配站，采用天燃气管道的供气方式。

2. 输配系统布置

配气管道：规划区内为低压管网，沿内部道路敷设，管径为 DN60。管材采用钢管，管道

沿规划区道路的人行道布置。

供气方式：供气方式采用中压一线供气系统，即：区域高压输气管线→场区储配站→用户

楼栋调压箱→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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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气管材：配气管材采用钢管或 PE 塑料管，管道一般沿规划道路的东侧或北侧人行道布

置。

管网布局：燃气管网原则上布置在道路的东、北侧的人行道上，中压干管尽量靠近用气量

大的地块以节省投资。除部分跨越工程外，均采取直埋敷设，管道埋设深度满足以下最小埋设

深度覆土厚度要求：车行道下不小于 0.8m，非车行道下不小于 0.6m。

第二十一条 管线综合规划

1. 管线布置

工程管线在道路下面的规划位置宜相对固定，管线的布置尽量与道路红线或建筑平行。管

线自道路红线向道路中线水平方向布置顺序为：电信、电力、燃气、给水、污水、雨水等管线。

各种工程管线交叉时，自地表面向下排列的顺序为：电力、电信、燃气、给水、雨水、污水等

管线。各种管线在车行道路下的覆土深度不小于 0.7m。

2. 管线避让原则

当工程管线竖向位置发生矛盾时，宜按下列规定处理：

(1) 压力管线让重力自流管线；

(2) 可弯曲管线让不易弯曲管线；

(3) 分支管线让主干管线；

(4) 小管径管线让大管径管线；

(5) 临时管线避让永久管线。

第二十二条 环卫设施规划

规划区内共设置 1处垃圾收集点，方便环卫车辆进行转运收集。在规划区主干道的两侧每

隔 50～80m设置一个垃圾箱，规划区垃圾应逐步实现分类收集、封闭运输、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公厕以配建为主，不独立占地。

第七章 环境保护规划

第二十三条 环境保护目标

1. 大气环境质量目标

规划区范围内所有区域空气质量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的一级标

准。

2. 声环境质量目标

规划区声环境按功能分区达到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以居住、文教

机关、医疗卫生、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的区域昼间≤55dB，夜间≤45dB。

3. 固体废物控制目标

规划区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及处置率 100％，无害化处理率 95％。

第八章 综合防灾规划

第二十四条 消防规划

1. 消防安全布局

新建建筑以一、二级耐火等级为主，限制三级耐火等级建筑的发展。当建筑沿街部分长度

超过 150m 或总长度超过 220m 时，应设穿过建筑的消防车道；沿街建筑应设连接街道和院内

的通道，其间距不大于 80m；建筑内开设的消防车道，净高与净宽均应大于或等于 4m。

2. 消防站布局

在规划区内布置微型消防站 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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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防供水规划

消防用水由给水管网供给，消防按城市低压制消防系统进行考虑，规划地块内应建设消防

储水池，其消防水容积不小于 400m³。室外消防最不利点的消火栓出口水压不能小于 10 米水柱，

消防栓间距不能大于120米，消火栓保护半径不应超过150米。消火栓的接口直径不小于150mm。

4. 消防通道规划

完善规划用地内外道路系统，满足消防通行能力。规划消防通道间距不大于 60 米，消防

通道净高、净宽不小于 4米。当建筑物长度超过 80米时，应在底层加设人行通道，当超过 150

米或总长度超过 220米时，均应设置穿越建筑物的消防通道，净高净宽不小于 4 米。尽端式消

防通道的回车场尺度不能小于 12m×12m。

第二十五条 防震规划

规划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规划区内所有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必须达到此设防要求，

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生命线工程(如给排

水、供电、通讯、堤坝、桥梁等)提高 1°设防。

第二十六条 排涝规划

按 20 年一遇洪水高程设置。

第二十七条 应急救援通道规划

以规划区周边主要道路作为人员疏散和物资运输的救援通道，应急救援主要通道保证震后

7米以上的宽度。

第二十八条 应急救援设施规划

规划区内的应急救援设施包括卫生应急、交通应急和消防应急等，用于保障国家公园内人

群安全和野生动植物安全。

建立应急救援通信专用通道，建立 119、120、110 联动报警系统，达到多功能，多渠道

报警、救护要求。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与城市供电、供水、供气、医疗、交通、以及消防重点单位设置消防专

线通讯，以保证报警、防灾、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二十九条 应急避险场地规划

避灾人口疏散主要考虑就地疏散。应急避险场地主要为绿地、广场、停车场等。

第九章 地块开发建设控制

第三十条 地块用地性质

本规划地块用地性质大类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类为机关团体用地，按照《国土

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大类性质禁止变更；中类性质需要

有相关分析论证，经专家评审和规划主管部门核准后方可变更。

第三十一条 开发强度控制

地块建设指标确定为“A-01地块容积率≤0.3，建筑密度≤10%，建筑限高≤12m，绿地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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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退距

本次规划建筑退让规划道路红线最小距离为 3m，退让用地红线最小距离为 3m。

2. 配建停车位

本次规划配建公共停车场（库）停车位参照《海口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的配建公

共停车场（库）停车位控制指标表中标准进行配置。

第三十二条 建筑风貌引导

1. 建筑形式

建筑形式简单大方，富有现代气息和文文化特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2. 建筑风格

建筑风格兼顾文化性与生态性。一方面立足本项目的地域文化特色，提取黎族特色文化元

素，植入到景观小品以及建筑设计中。另一方面，突出项目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采用有

机建筑材料，打造绿色、低碳建筑。

3. 建筑色彩

建筑色彩应与周边区域范围内色彩相协调，且相邻建筑色彩宜在变化中色彩搭配和谐统一。

单体建筑的墙面色、屋顶色和点缀色应合理搭配。

4. 建筑高度

考虑到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环境协调，建筑高度建议以低层为主，局部可达到建筑

限高的上限要求，以实现与周边环境的协调。

1.1.1. 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应以本土材料为主，体现地域性特征，同时鼓励采用环保型材料，体现生态性。

第十章 规划实施

第三十三条 规划实施建议

1.分期开发建设，规划要着眼长远，尊重现状，突出重点，逐步分期实施，保障规划建设

的有序进行，对地块实行分期开发建设。

2.衔接相关规划，应与上位规划、相关规划做好衔接，确保规划符合上位规划和相关规划

的要求。

3.指导项目建设。本规划应对修建性详细规划具有指导作用，指导项目的报规报建工作。

4.严格落实控制指标。严格控制地块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等各项用地指

标，保证土地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规划生效

本规划自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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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规划建设用地统计表

用地分类名称、代码
面积（平方米） 比例（%）

一级类 二级类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科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

（0803）/机关团体用地（0801）
33274.41 100%

合计 33274.41 100.00%

其中混合用地比例要求为科研用地比例≥55%，文化用地≥12%，机关团体用地≤8%，预

留 25%作为弹性发展空间。

附表 2 地块开发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

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

建筑

高度

（m）

绿地率

（%）代码 名称

A-01
0802/0803/

0801

科研用地/文化

用地/机关团体

用地

33274.41 ≤0.8 ≤30% ≤20m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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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意见及修改答复 专家评审意见答复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鹦哥嘴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专家评审意见修改答复

意见一：

应补充“三区三线”外准入目录；

答复：已补充，详见附件《开发边界外准入目录》 。

意见二：

用地性质应符合需求，为科研用地、文化用地和机关团体混合用地。

答复：已按未来发展需求确定为科研用地/文化用地和机关团体混合用地，并确定了混合用地中各

类用地的建筑量比例要求，详见用地布局规划。

意见三：

建筑退线按 3 米控制。

答复：已根据要求，建筑退线按 3米控制，详见开发强度控制的建筑退距。

意见四：

污水工程宜就地就近消化；

答复：已按要求，污水工程采用生态污水处理设施就地就近对污水进行处理；

意见五：

建筑布局中访客中心宜靠近主要出入口。

答复：已按要求将访客中心进行重新布局，调整至靠近主要出入口位置，详见城市设计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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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背景

2019 年 1 月 23 日，中央深改委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

案》。2019 年 4 月 1 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揭牌成立。2021 年 9 月 26 日，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成果在海南省新闻发布厅发布，国

家公园提供的生态产品贴上了"价格标签"。2021 年 9 月 30 日，国务院同意设立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2021 年 10 月 12 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入选第一批国家公园。

因项目地块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城镇开发边界外，无控规覆盖，为扎实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加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保护和管理，维护生态安全，立足全

民公益性的国家公园理念，为全社会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以及科研、教育、文化、生态旅游

等公众服务，实现全民共享、世代传承，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报规报建，保障规划建设的有序

进行，特启动《鹦哥嘴管理站项⽬⽤地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编制⼯作。

1.2. 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3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2020）；

4 《海南省省和市县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2022）；

5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规定（试行）》（2021）；

6 《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2022）；

7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试行）（2020）》；

8 《海南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试行）》（2020）；

9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10 《海南省城镇建设项目停车场（库）配套标准》（2012）；

11 其他相关的基础资料及文件。

1.3. 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战略目标，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紧紧围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

导意见》、《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规划》等有关文件，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通

过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构建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保护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实现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当代人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为子孙留下自然遗产，

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绿色生态屏障，全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构建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1.4. 规划原则

（1）保护优先、科学规划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保护优先、科学规划。严格执行国家及海南省有

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对国家公园的保护和管理为本位目的，采用最小干预、简约轻量

的绿色营建理念，统筹空间布局，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优良

生态产品、优质生态服务的需要。

（2）突出特色、合理利用

深入挖掘和合理利用热带气候、海岛雨林、黎苗聚居等特色旅游资源，探索自然保护和

资源可持续利用新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和保护性开发机制，在充分利用原有设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鹦哥嘴管理站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说明书

2

施基础上，建设和完善必要的保护、 宣传、解说、教育、科研、监测以及环保等基础设施，

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游憩体验、自然教育等活动，实现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和普惠性。

（3）区域统筹、环境协调

深入研究国家公园内外不同功能定位、产业结构，统筹协调园内园外“五网”基础设施、旅

游接待等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区域协同、内外联动。本规划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应当与自然景

观和文化特色相协调，其选址、规模、风格等应当符合国家公园环境管控要求，采取必要措

施减轻对核心资源和生态功能的不利影响。

（4）对标世界、可持续发展

将国家公园的资源保护与公共自然游憩有机结合，对标世界一流标准，高质量打造一批

科普考察、生态游憩、环境教育等复合型生态旅游产品，提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美誉

度和国际知名度， 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国家公园核心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资源

利用的世代传承。

1.5.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国土空间范围为 3.33 公顷，与《国有土地使用证》面积一致。

1.6. 技术路线

以规划地块现状建设为基础，以国家公园相关规划要求及鹦哥嘴管理站的功能需求为导

向，依据《海南省省和市县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中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建设项目准入目录，

根据《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规定（试行）》等相关要求，认真解

读相关规划，充分分析项目的功能需求和影响，在考虑到本规划项目的长远发展需求基础上，

预留一定的弹性空间，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提出地块控制指标体系，形成符合实际、

符合政策、科学合理的编制成果。

2. 相关规划解读

2.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专项规划（2020-2035）》

2.1.1. 规划内容

总体目标：依托海南优质的热带雨林资源和黎苗世居之地的特色风情， 在《总体规划

（试行）》的指导下，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依托“国家雨林博物

馆、国家黎苗文化博物馆、国家雨林步道、户外探险天堂” 4大核心项目，将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打造成为中国生态旅游与环境教育首选目的地，铸造海南“海岛雨林”旅游新品牌，与

“阳光沙滩”共同构建海南全域旅游国际新形象。

空间结构：规划形成 “一环、九区、多板块”的总体空间形态。

一环：国家公园风景道：依托多个不同等级、不同景观的道路，穿山越岭，构建一条环

绕国家公园的可观、可游的开放性、生态性的风景道。

九区：九个主题游览分区：依托资源条件和开发条件的差异，构建九个主题游览分区，

包括南高岭森林生境展示区、鹦哥岭智慧科普教育区、黎母山黎族文化体验区、五指山热带

雨林探秘区、吊罗山热带雨林休闲区、 霸王岭雨林文化体验区、大广坝生态亲水区、尖峰岭

原生风景观赏区、卡法岭生态修复展示区。

鹦哥岭智慧科普教育区：结合鹦哥岭独特的地形地貌资源和动植物资源，以热带雨林生

态系统为教育体验对象，开展虚拟现实技术（VR）、增强现实技术（AR）等国际前沿人工智

能设施带来的高科技科普宣教活动。

2.1.2. 规划解读

本项目位于鹦哥岭智慧科普教育区，承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鹦哥岭热带雨林科教

馆职能，为项目的功能定位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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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三区

三线批复版）

2.2.1. 规划内容

本规划范围内地块不在城镇开发边界内，属于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建设用地，应符合《海

南省开发边界外建设项目准入目录》要求，总用地面积为 3.33 公顷，未涉及生态红线占用。

2.2.2. 规划解读

项目用地为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建设用地，应符合《海南省开发边界外建设项目准入目录》

要求。

3. 现状概况

3.1. 区位条件

本规划项目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西部的什运乡，地处鹦哥岭山脚。项目地距什运乡

镇区约 9公里，距琼中县城 39 公里，距白沙县城 32 公里，距五指山市区 59 公里。

本项目位于什运乡北部，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嘴保护站建设用地，隶属于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东临 310 省道、英哥岭水库、西靠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山林环绕，风光秀丽。

3.2. 自然条件

鹦哥岭主峰形似鹦哥，海拔 1811.6 米，为海南岛第二高峰，是一个原始、神秘、尚未

开发的天然绿色公园。登山顶可眺望五指山，尽览美景。全年日照 充足，具有典型的热带山

区气候特征，常年月平均气温 22.7℃。鹦哥岭高山绵延、森林茂密、飞瀑处处、溪流纵横，

具有发展山林探险、户外漂流的良好基础。

3.3. 交通条件

规划区通过什运互通与海三高速相连，实现与海口、三亚等外部交通的快速抵达。国道

G361 从规划区的东边穿过，是联系什运乡与白沙县的主要道路。

3.4. 社会经济条件分析

本规划所在的什运乡作为以农业为主导的乡镇，主要发展桑蚕、养山鸡、养鹅、养蜂、

养羊、养牛、养豪猪、益智、冬种瓜菜等特色农业，建立了 12 个产业扶贫基地。目前拥有

海南鹦哥岭原生态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 琼中什运山地白玉豆农民专业合作社、琼中便文黄

花梨农民专业合作社、琼中什运天然牧场牛羊专业合作社等 17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机构，

覆盖全乡 6 个村委会,24 个自然村。

3.5. 地形地貌

规划区高差较大，最低点位于东侧，高程为 590.5 米，最高点位于场地西侧，高程为

622.24 米，地势总体西高东低，场地高差明显，为 31.64 米。地块坡度主要在 10%以下，较为

平缓，适宜建设。

3.6. 用地现状

本项目用地为国有土地，土地用途为机关团体用地，用地面积为 33274.41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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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现状建筑质量分析

现状已建若干栋管理站相关功能建筑，主要为动植物博物馆、多媒体会议室、办公楼、

餐厅、消防配电房、木屋等，建筑质量主要以一类建筑为主，其中 2 层以上建筑 4 栋，占比

约 69%；2 层以上砖混结构建筑 3栋，建筑面积为 2996.79 ㎡，占比约 65%。

3.8. 公共设施现状

主要配套了管理站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动植物博物馆、多媒体会议室、办公楼等

设施。

3.9. 现状道路交通情况

规划区内部已建道路与外围道路衔接，兼用作车行道和人行道，主要道路宽度为 5 米。

3.10. 现状基础设施概况

规划区基础设施不完善，燃气和排水设施尚未建设，周边已建成道路其他市政基础设施

均已敷设。

给水：市政管网集中供水。

排水：场部尚无污水处理厂，基本没有排水系统，雨污水随地形自行排放。

电力：接白沙水电站 35KV 电力线。

电信：通信传输已实现光缆到规划区。

燃气：未配备燃气供给管道，以电能和液化气供给为主。

4. 目标与定位

4.1. 发展目标

以国家公园宣传、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保护、特有动植物及栖息地保护和本土文化保护传

承等为目标，依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不同区域资源的差异性和保护工作基础，策划面

向以社会公众为目标的研学市场以及服务于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的科普宣教产品，努力把鹦哥

嘴管理站打造成琼中生态和旅游的新名片，主要发展目标有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保护和科研服务保障基地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智慧科普宣教形象窗口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生态旅游及研学体验基地

4.2. 功能定位

鹦哥岭作为海南热带雨林国际公园的智慧科普教育区，主要结合鹦哥岭独特的地形地貌

资源和动植物资源，以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为教育体验对象，开展虚拟现实技术（VR）、增强

现实技术（AR）等国际前沿人工智能设施带来的高科技科普宣教活动。

鹦哥嘴管理站根据国家公园内不同区域资源的差异性，为鹦哥岭智慧科普教育提供主要

空间载体，为管理站的科研人员提供生活和办公场所，也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提供旅游

服务支撑，是高科技科普宣教活动的形象窗口，也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游客服务和咨

询中心。

因此，本规划的功能定位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智慧科普教育片区综合服务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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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设规模需求与预测

4.3.1. 建设需求分析

根据《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条例（试行）》规定，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在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内建设多元化展示区，设立科研科普、环境教育、生态体验、

展览展示等中心或者基地，开展科普、环境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促进原住居民及其他进入

人员了解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资源和价值，增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理念，提升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鹦哥嘴管理站作为国家公园管理结构，基本功能板块包括生态保护、科研科

普、办公管理、环境教育、旅游服务、展览展示等功能要求，因此，本规划地块应在配备管

理站基本科研办公及管理等功能设施基础上，完善市政公用及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还应配

备旅游服务设施、停车场等设施。

4.3.2. 建设规模需求分析

参照国家相关规范规定，根据地块建设概念方案设计，其中已建建筑面积为 4435.73 平

米，包括动植物博物馆、多媒体会议室、办公楼、消防配电房等，同时规划新建访客中心、

热带雨林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世界珍稀野生动物种源基地、环境教育中心、研学基地、

科教馆等，规划建筑面积约 20034.24 ㎡。总建筑面积为 24253.87 ㎡

4.3.3. 建设规模需求预测

本次规划基于方案设计，考虑到项目长远发展的需求，容积率建议小于等于 0.8，建筑密

度建议小于等于 30%，绿地率建议大于等于 40%，因此地块建筑建设总规模约 26619.53 ㎡。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类别 建筑名称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备注

科研用地

热带雨林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 1800 8200 未建

世界珍稀野生动物种源基地 1500 6000 未建

环境教育中心 450 900 未建

访客中心 300 600 未建

研学基地 450 1350 未建

文化用地
动植物博物馆 1361.53 1867.47 已建

科教馆 1000 2500 未建

机关团体

用地

多媒体会议室 340 340 已建

办公主楼 274.95 549.9 已建

餐厅 245.6 245.6 已建

办公副楼 292.44 579.42 已建

辅助设施

消防配电房 253 253 已建

生活垃圾收集站 100 100 已建

宿舍 192.12 384.24 改建

宿舍 192.12 384.24 改建

总用地面

积（㎡）
33274.41

总占地面

积（㎡）
8751.76

总建筑面

积（㎡）
24253.87

容积率 0.73

建筑密度 26.00%

绿地率 40%

4.4. 人口规模预测

现状旅游接待设施为动植物博物馆，建筑面积为 1867 ㎡，年度旅游接待人数约 2 万人，

随着访客中心、环境教育中心、研学基地等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建设，并考虑到国家公园知名

度的进一步扩大，预测本项目未来旅游接待人口约 5 万人。

办公人口规模预测：按人均办公面积 30 ㎡预测，则办公人口约 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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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地布局规划

5.1. 用地规划

规划以《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作为依据，所涉

及到的用地主要包括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用地性质一般划分至中类，本次规划范围 3.33 公顷，

与《国有土地使用证》面积一致，本次规划用地的一级用地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二

级类为科研用地/文化用地/机关团体用地的混合用地，其中混合用地比例要求为科研用地比例

≥55%，文化用地≥12%，机关团体用地≤8%，预留 25%作为弹性发展空间。用地面积为

33274.41 平方米，未占用生态红线。具体详见表 5-1。

表 5-1规划用地分类统计表

用地分类名称、代码 面积（公

顷）

比例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8）

科研用地（0802）/文

化用地（0803）/机关

团体用地（0801）

/ 3.33 100%

合计 3.33 100%

6. 综合交通规划

6.1. 规划原则

（1）加强对外交通联系

本规划应加强与国道 G361、高速之间联系，为办公和旅游人群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

（2）完善交通设施布局

充分利用与完善现有道路交通设施，合理布局公共停车场等交通设施，为规划区内人们

提供便利的交通设施和优质的交通服务。

6.2. 对外交通规划

本规划地块对外交通主要依托出入口道路与国道 G361 衔接，与什运乡、县城、五指山市、

白沙县城等进行联系，出入口道路红线宽度为 5 米；G361 道路红线宽度为 9 米，交通运行状

况较好。

6.3. 内部交通组织

本规划地块内部道路与国道 G361 相连，主要车道宽度为 4-5 米，兼顾人行通道。依据规

范要求，尽端路设置 15 米×12 米的回车场。

本规划共设置地面停车位 54 个，参照《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51149-2016）》要求，配

置不少于 6 个充电桩设施。

6.4. 道路竖向规划

道路竖向遵循现状，主干路道路交叉点竖向标高为 590.22 米，次干路道路交叉点竖向标

高为 607.01 米，道路竖向坡度为 8.18%，符合道路竖向规划要求。

7. 市政工程规划

7.1. 给水工程规划

7.1.1. 用水量预测

按照《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参考相关给水量指标，根据地块用地性质对用水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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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预测：

表 7-1：规划区用水需求测算表

用水分类 用水量指标（m³/h ㎡·d） 规模（h ㎡） 用水量(m³/d)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水 70 3.33 233.1

合 计 233.1

备注：表中指标已包括管网漏失水量及未预见水量，且为最高日用水指标。

7.1.2. 供水设施

 水源及水厂

规划沿用现行的水源，以鹦哥岭山泉水作为第一水源、什运河水源作为补充水源，通过

高压水塔将水引入管网，进行集中供水。

 输水管道及配水管网

给水管网建议推广使用 UPVC 管材。 配水主干管均匀布置于主干道下。 规划干管管径

为 DN150-DN300，保证每户的用水水量和水压；给水管在行车道上敷设的覆土厚度不小于

0.7m，非车行道上敷设的管道覆土厚度不小 0.6m。

7.2. 排水工程规划

7.2.1. 排水体制

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

7.2.2. 污水量预测

规划区内污水量主要为生活污水，根据用地性质，污水量按最高日用水量的 85%计算，则

最高污水量约为 198.14m³/d。

7.2.3. 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经市政污水管网收集，就近排入生态污水设施点，进行集中处理。

7.2.4. 污水管网布置

污水管网宜采用自然重力排污管道体系统一收集，然后流入下游污水处理厂。根据室外

排水设计规范，污水管网在街道下最小管径为 DN300。

污水管道建议采用水力条件较好的塑料管道（如 pvc 等）。

7.3. 雨水工程规划

7.3.1. 排水体制

规划区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完全分流制。

7.3.2. 雨水量预测

雨水强度公式：

q=2338（1+0.4lgP）/（t+9）0.65（L/s·ha）

式中：q 为暴雨强度，单位为升/秒·公顷；P 为重现期，取 P=3 年；t 为汇水时间，单位

为分钟。

采用海口暴雨强度公式计算：

Q=ψqF（L/s）

式中：Q—计算雨水量，Ψ—地面径流系数，它与本地区建筑层次，降雨历时、强度及雨

型覆盖、坡度、汇水面积等因数有关。F—汇水面积，q—暴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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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雨水管网布置

规划雨水管渠考虑近、远期结合，便于分期实施，以节省工程投资费用。利用自然坡度，

雨水就近排入天然水体，以缩短输水距离，减小雨水管渠断面及埋深。

雨水工程建设中注重推进海绵型道路与广场建设，改变雨水快排、直排的传统做法，增

强道路绿化带对雨水的消纳功能，在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停车场、广场等扩大使用透水铺

装，推行道路与广场雨水的收集、净化和利用，减轻对市政排水系统的压力。

根据规划人口容量和道路规划布置雨水管网和排水口。

7.4. 电力工程规划

7.4.1. 用电负荷预测

本次规划地块实际情况，并根据小城镇现状用电状况，确定本规划用电负荷采用负荷密

度法。

规划区用电量预测表

用地名称 规划面积（h ㎡） 用电指标（kW／h ㎡） 用电负荷（kW）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3.33 500 1665

合 计 1665

取负荷同时率为 0.7，计算出总用电量为 1165.5kW，确定规划区总用电量为 1165.5kW。

7.4.2. 电源选择

现状电源主要接白沙 35KV 水电站。规划期末本规划的用电总负荷约为 1165.5KW，用电

负荷较小，所以规划电源仍采用白沙 35KV 水电站。

7.4.3. 电网规划

规划在充分利用好原有供电线路的基础上，考虑地块远景发展作出预留。

10KV 线路沿规划道路布置，规划区内均采用 YJV 型电缆埋地敷设。低压配电线路在本规

划地块内布置。

电力线敷设方式以直埋或电缆沟埋设为主，主要沿道路东或南侧埋设，电缆沟两侧各留

0.75 米的平行保护区，电缆埋地敷设时在人行道下埋深不少于 0.5 米，过机动车路段需穿

金属管保护，埋深不少于 0.7 米。当沿同一方向敷设的电缆数量小于 6 根时宜采用穿管直

埋方式敷设。

重要基础工程设施、应急救援中心等应设专用线路供电，并设置一定容量的备用电源。

7.5. 通信工程规划

7.5.1. 邮政工程

规划依托现状乡区的邮政所，委托其承担相关邮政业务。

7.5.2.通信系统规划

通信传输线路采用管道电缆方式，与通讯光纤同管敷设。

有线电视以光缆传输为主，采用埋地敷设方式，与通信管道同侧，并位于其外侧，实现

光纤到户，规划区网络覆盖达 100%，实现全数字化传输。线路考虑与通讯电缆同沟敷设。

7.5.2.通信线路规划

通信线路采用地下管道敷设为主。通信线路原则上沿道路南、东侧敷设，并与电力线路

分设两侧。通信线路的位置应尽量设置在人行道或绿化带下，以便于施工和维护。 城市道路

上的电信主管道，应预留 2～3 个管孔供电视电缆、防灾通信和其他弱电线路专用。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鹦哥嘴管理站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说明书

9

7.6. 燃气工程规划

7.6.1. 气源规划

规划气源接什运乡区北侧燃气储配站，采用天燃气管道的供气方式。

7.6.2. 用气量预测

用气量标准：居民生活耗热定额为 2500 兆焦/人•年，其他用气量可按一定的比例来计

算。

技术参数选择：天然气低热值取 34.25MJ/m3。用气不均匀系数：月高锋系数 Ky 取 1.2；

日高峰系数 Kr 取 1.2；小时高峰系数 Ks 取 2.5；

用气量预测：采用不均匀系数法计算。

7.6.3. 供气管网布置

配气管道：采用低压管网，沿内部道路敷设，管径为 DN60。管材采用钢管，管道沿规划

区道路的人行道布置。

供气方式：供气方式采用中压一线供气系统，即：区域高压输气管线→场区储配站→用

户楼栋调压箱→用户。

配气管材：配气管材采用钢管或 PE 塑料管，管道一般沿规划道路的东侧或北侧人行道布

置。

管网布局：燃气管网原则上布置在道路的东、北侧的人行道上，中压干管尽量靠近用气

量大的地块以节省投资。除部分跨越工程外，均采取直埋敷设，管道埋设深度满足以下最小

埋设深度覆土厚度要求：车行道下不小于 0.8m，非车行道下不小于 0.6m。

7.7. 管线综合规划

7.7.1. 管线布置

管线敷设应满足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工程管线在道路下面的规划位置宜相对固定，管线

的布置尽量与道路红线或建筑平行。管线自道路红线向道路中线水平方向布置顺序为：电信、

电力、燃气、给水、污水、雨水等管线。在满足路面上的荷载、管道强度、覆土深度等要求

条件下，将给水、电力、电信等管线在排水管线以上穿过。各种工程管线交叉时，自地表面

向下排列的顺序为：电力、电信、燃气、给水、雨水、污水等管线。各种管线在车行道路下

的覆土深度不小于 0.7m。

7.7.2. 管线避让原则

当工程管线竖向位置发生矛盾时，宜按下列规定处理：

(1) 压力管线让重力自流管线；

(2) 可弯曲管线让不易弯曲管线；

(3) 分支管线让主干管线；

(4) 小管径管线让大管径管线；

(5) 临时管线避让永久管线。

7.8. 环卫设施规划

7.8.1. 规划目标

生活垃圾逐步实现袋装化分类收集、密闭化中转运输、无害化处理，达到卫生、无蝇、

无臭要求，并开展资源化综合利用，实现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的目标。

7.8.2. 环卫设施规划

规划在地块内设立垃圾收集站 1处。方便环卫车辆进行转运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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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主干道的两侧每隔 50～80m 设置一个垃圾箱，规划区垃圾应逐步实现分类收集、

封闭运输、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7.8.3. 公共厕所设置

规划区的公共厕所以配建为主，不独立占地。

7.9. 环境保护措施

7.9.1. 大气环境规划措施

对大气污染源应严加控制，规划区范围内所有区域空气质量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1996）》中的一级标准。

7.9.2. 环境噪声控制

加强对交通、社会生活噪声的监测和治理。设立机动车通行禁区及禁止鸣号区，降低交

通噪声的影响。加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

7.9.3. 固体废弃物处理

完善规划区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系统，严格控制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对生活垃圾进行

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5%以上，提倡和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8. 综合防灾规划

8.1. 消防规划

8.1.1. 规划目标

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完善城镇消防基础设施。提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抗御火

灾的能力和全民的消防意识，最大限度地减少火灾造成的损失。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消防

队伍和设施向多功能发展，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1.2. 消防安全布局

本着“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合理布点”原则，统一规划消防站、消防用水、消防通道

和消防通信网，保证消防通道畅通，提高预防和扑救能力。

新建建筑以一、二级耐火等级为主，限制三级耐火等级建筑的发展。当建筑沿街部分长

度超过 150m 或总长度超过 220m 时，应设穿过建筑的消防车道；沿街建筑应设连接街道和院

内的通道，其间距不大于 80m；建筑内开设的消防车道，净高与净宽均应大于或等于 4m。

8.1.3. 消防站布局

按 5 分钟至责任区边缘，标准普通型消防站责任区范围 7 平方公里以内进行设置后消防

车到达火场的时间不宜超过 5min。按照上位规划布局，已在什运乡布置二级普通消防站 1 处。

为保护海南热带雨林资源和满足森林防火要求，在规划区内布置微型消防站 1 处。

8.1.4. 消防供水规划

按国家规范采用同一时间内发生 1 次火灾，一次灭火用水量 35 升/秒，灭火时间 2 小

时计。消防供水与生活供水管网合一，消防供水标准按照国家规范，采用同一时间内发生火

灾 2 次，一次灭火用水量为 55L/s。消防栓栓口水压不小于 10m。室外消火栓沿主要道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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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主路口设置，其间距应不超过 120m，距道路边缘应不超过 2m，距建筑物外墙不宜小于

5m。消火栓应有一个直径为 150mm 或 100mm 和两个直径 65mm 的栓口。

8.1.5. 消防通道规划

完善规划用地内外道路系统，满足消防通行能力。规划消防通道间距不大于 60 米，消防

通道净高、净宽不小于 4 米。当建筑物长度超过 80 米时，应在底层加设人行通道，当超过

150 米或总长度超过 220 米时，均应设置穿越建筑物的消防通道，净高净宽不小于 4 米。尽端

式消防通道的回车场尺度不能小于 15m×15m。

8.2. 防震规划

本规划地块地处海南岛穹隆构造边缘，地质构造运动少，地震基本烈度为Ⅵ。规划区内

所有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必须达到此设防要求，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建设

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结果确定抗震防设要求，进行抗

震设防。不符合抗震设防的建筑物，可采用加固、改建拆除等措施。

8.3. 排涝规划

为了防止内涝灾害，规划各雨水排放口管底高程按 20 年一遇洪水高程设置，局部困难地

段亦不得低于常年水位。

8.4. 应急救援通道规划

以规划区周边主要道路作为人员疏散和物资运输的救援通道，应急救援通道保证震后 7

米以上的宽度。

8.5. 应急救援设施规划

规划区内的应急救援设施包括卫生应急、交通应急和消防应急等，用于保障国家公园内

人群安全和野生动植物安全。

建立应急救援通信专用通道，建立 119、120、110 联动报警系统，达到多功能，多渠道

报警、救护要求。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与城市供电、供水、供气、医疗、交通、以及消防重点单位设置消防

专线通讯，以保证报警、防灾、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

8.6. 应急避险场地规划

避灾人口疏散主要考虑就地疏散。应急避险场地主要为绿地、广场、停车场等。

9. 城市设计引导

本地块项目建设应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以低影响开发为主。建筑风貌控制为低层、低

密度、通透、轻盈的建筑景观形态。

9.1. 景观风貌规划

本规划地块周边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以热带雨林景观为主。规划地块

内的景观风貌应与热带雨林景观相融，形成热带特色雨林生态景观，成为展示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形象的宣传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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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建筑风貌引导

9.2.1. 建筑形式

建筑形式简单大方，富有现代气息和文化特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9.2.2. 建筑风格

建筑风格以现代风格为主，兼顾生态性和黎苗文化特征。立足本项目的地域文化特色，

提取黎族特色文化元素，同时突出项目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采用有机建筑材料，打造

绿色、低碳建筑。

9.2.3. 建筑色彩

建筑色彩应与周边区域范围内色彩相协调，且相邻建筑色彩宜在变化中色彩搭配和谐统

一。单体建筑的墙面色、屋顶色和点缀色应合理搭配。

9.2.4. 建筑高度

考虑到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环境协调，建筑高度建议按照乡村建筑高度管控，以

低层为主，不超过 12 米的高度进行控制，以实现与周边环境的协调。

9.2.5. 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应以本土材料为主，体现地域性特征，同时鼓励采用环保型材料，体现生态性。

10.地块开发控制

10.1. 开发强度控制

（1） 容积率的确定

基于本规划地块的区位特征，考虑到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环境协调及管理站未来

发展的需要，规划地块容积率确定为小于或等于 0. 8。

（2）建筑密度与建筑限高的确定

由于本规划地块周边都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因此，地块内的大部分建

筑不宜太高，考虑到环境协调性，参照海南对城镇外的乡村地区的建筑风貌管控要求，因此

本规划地块的建筑限高为 20米。与容积率和建筑限高相匹配，建筑密度应控制在小于或等于

30%。

（3）绿地率的确定

鉴于规划地块周边均为生态与景观良好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形成景观的连续性，

故本规划地块绿地率按不低于 40%控制。

（4） 停车泊位的确定

参照《海南省城镇建设项目停车场（库）配建标准》，餐饮、娱乐按照建筑每 100 平方

米 1.0 个停车位配建，会议中心按照每 100 座位 3-5个停车位配建，行政办公按照建筑 100平

方米 0.8 个停车位配建，博物馆按照建筑每 100 平方米 0.3个停车位配建等要求。考虑到本规

划地块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停车泊位采取地面停车为主。

（5） 附属配建设施的确定

附属配建设施是指为保障本次项目地块建成之后正常营运必须要配建的设施。主要有环

卫、市政公用等设施。本规划要求地块配建附属公共厕所、停车场、变配电室、光交箱、生

态污水处理设施、燃气调压室等各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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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地块开发控制指标

综上所述，本次规划各类地块开发控制指标详见下表：

地块开发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

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容积率

（%）

建筑

密度

（%）

建筑

高度

（m）

绿地率

（%）代码 名称

A-01

0802/0

803/08

01

科研用地/文

化用地/机关

团体用地

33274.41 ≤0.8 ≤30% ≤20m ≥40%

其中混合用地比例要求为科研用地比例≥55%，文化用地≥12%，机关团体用地≤8%，预

留 25%作为弹性发展空间。停车位以建筑物配建为主，不少于 84 个。

11.规划实施与保障措施

11.1. 分期开发建设

规划要着眼长远，尊重现状，突出重点，逐步分期实施。依托现有基础的紧凑布局和滚

动推进原则，加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保护和管理，维护生态安全，立足全民公益性的

国家公园理念，为全社会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以及科研、教育、文化、生态旅游等公众服务，

实现全民共享、世代传承，保障规划建设的有序进行，对地块实行分期开发建设。

11.2. 衔接相关规划

本规划应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相关政策法规及规划相协调，

以更好地服务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同时促进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

本规划的实施还须与下一层次的规划与设计良好衔接，协调道路、管线等各种专项工程

设计，指导修建性详细规划，指导项目的报规报建工作。

11.3. 严格落实控制指标

严格控制地块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等各项用地指标，保证土地合理开

发和有效利用。另外，本规划在设计中强调景观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强调对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和环境协调性，因此，在建设时要严格控制开发强度，保证规划的最终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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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恳请批复鹦哥嘴管理站建设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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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启动鹦哥嘴管理站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请示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文件

琼中自然资〔2022〕297 号 签发人：方海鹏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启动鹦哥嘴管理站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

划编制的请示

县人民政府：

我局收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关于恳请批

复鹦哥嘴管理站建设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函》（鹦园函〔2022〕49

号），该项目用地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无控规指标，为高质量建设

国家公园，加快推进该项目报规报建工作，我局申请启动鹦哥嘴管理

站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现呈请县人民政府批准开展此

项工作为盼。

妥否，请批示。

附件：关于恳请批复鹦哥嘴管理站建设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函

（鹦园函〔2022〕49 号）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 年 9 月 18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鹦哥嘴管理站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说明书

16

3. 呈批单：关于启动鹦哥嘴管理站项目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请示 4. 土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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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地证 5. 现状照片

现状航拍

办公楼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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