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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编制背景 

第一节 规划的必要性 

土地整治规划是落实总体规划目标任务的重要手段，也是指导

地方科学开展土地整治工作的重要依据。结合琼海市土地利用现状

和面临的新形势，科学编制和严格实施土地整治规划，有利于整合

资源、引导资金、整体推进土地综合整治、有效补充耕地、提高耕

地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确实落实耕地保护目标任务；有利于有

序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农村环境，完善农

村基础设施，推动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促进“三农”问题的

解决；有利于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和结构，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缓解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土地供需矛盾，促进城乡一体化建

设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 

“十二五”期间，琼海市积极推进土地整治项目，建成了一批高

标准农田，改善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条件，提高了耕地质量等

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同时在促进城乡统筹发

展、强化土地管理的法律效力、控制建设用地盲目扩张、保护基本

农田、确保耕地占补平衡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土地整治成为国家战略，全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对土

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要求越来越高，亟需编制新一轮土地整治规

划，以保证琼海市“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与土地资源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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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规划的意义 

科学制定并严格实施土地整治规划是深化改革和严格土地管理

的重大举措，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地区长远发展的大事。土地整治规

划的编制和实施有利于有效整合资源，合理引导资金，规范推进各

项土地整治活动，优化用地结构，促进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

有利于统筹协调农村土地整治、资源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促

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有序推进农

民居住条件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村环境

治理，更好地发挥土地整治在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中的抓手

作用。 

一、有效增加耕地，实现耕地占补动态平衡 

通过实施土地整治规划，能有效地增加耕地面积，缓解经济社

会建设占用耕地而导致耕地不断减少的压力，能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的合理用地需求。同时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确保粮食的生产能

力。 

二、优化土地利用布局，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通过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既能够增加耕地面积，又可以优

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拓展城乡发展空间。利用节约出来的一部

分农村建设用地，依法依规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壮大集体经

济。通过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并按有关规定将农村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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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整治节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在琼海市范围内调剂使用，获得的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指标收益返还农村，将有力地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

统筹发展。 

三、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

村发展 

随着土地整治的开展，农业生产条件将得到改善，农业规模

化、产业化经营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成本逐渐下降，农民务农

收入持续增长。通过村庄整治，改善农村散、乱、差的面貌，农民

居住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大为改善，生活水平将逐

步提高。 

四、改善土地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通过采取工程、生物等整治措施，将有效控制土地沙化、盐碱

化，减轻水土流失，提高土地的生态涵养能力。通过推进农民住宅

向镇区和中心村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

中，可以减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排放，增强工业废水、废气、

废渣处理能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 

第三节 规划实施管理经验借鉴 

土地整治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

的，对未合理利用土地的整理，因生产建设破坏和自然灾害损毁土

地的修复，以及未利用土地的开发等活动。编制土地整治规划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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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综合性、技术性和系统性较强的工作。为了使本次规划科学合

理，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根据国土资源部《县级土地整治

规划编制规程》和海南省制定的有关土地整治的规范性文件，结合琼

海市的实际，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编制。本次规划编制主要经历以下

几个阶段。 

（一）坚持完善制度建设，为规范土地整治项目管理提供保障 

为确保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规范有序推进，“十二

五”期间，海南省出台了《土地整治施工企业不良行为记录管理暂行

办法》、《土地整治项目变更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调整土地整治

项目管理程序的通知》、《关于规范土地整治项目施工合同管理的通

知》等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规章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各项

制度，进一步规范了海南省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理。 

（二）形成高效运行的项目管理体系，保障了土地整治的有效实

施 

海南省土地整治项目建立了省和市县级分工管理的工作模式。

在省厅层面，明确由土地整治办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

切配合，组织做好省级项目入库、规划设计、资金预算等前期工作

以及省级项目竣工验收工作。在市县局层面，基本形成了局长统筹

推进、土地整理中心具体负责实施、局内各有关科股或岗位分工协

作，合力推进的实施模式。完善的项目管理体系，确保了每个项目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 

（三）采取了强有力的监督措施，确保整治项目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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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落实并保证工程质量，省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采取专人分片跟踪监管、突击检查等方式，及时发现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存在的问题，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省农业、

水务、农综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及市委、政府领导也多次深入项目现

场调研，指导、协调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项目业主通过严格招投

标管理、加强技术力量、派专人驻场管理等方式把好项目规划设计

关、工程招投标关、工程质量关。通过省、市两级的监督管理，确

保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与进度。 

（四）以定期土地整治现场会为载体，不断推动整治项目加快实

施 

每年召开一次全省性的土地整治现场会，每次会议都有不同的

情况，及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评估和总结，交流经验、查摆问题，

不断增强大家的责任意识，让大家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研究

存在的问题，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不断推动土地整治工作更上新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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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轮土地整治工作评价 

第一节 上轮规划编制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对土地整治工作的高度重视，给土地整治工作的

全面推进带来机遇。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地整治在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党的十八大的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

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近几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连续聚焦“三农”问题，同时对土地整治工作提出

了“一个优先、两个并重、三个确保、四个要义”的明确要求。 

“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主题的确立，对土地规划工作提出更

高要求。新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此，中央要求各部门

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致力于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真正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机结合起

来，在转变中谋发展，发展中促转变。国土资源是国民经济与各行各

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土地规划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途径，“转方

式、调结构、促发展”这一新时期经济发展主题的确立对土地规划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顺应这一主题，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科学合

理地编制实施好区域土地整治规划，促进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促使城

乡用地合理布局，推进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节流与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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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举，推动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助推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保证经济较快平稳增长。 

第二节 上轮土地整治项目实施情况 

一、上轮规划情况 

依据《琼海市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 年），规划期限为 2011

到 2015 年，并展望到 2020 年。 

2011 至 2015 年，琼海市共规划 56 个土地整治项目，项目区总

规模为 10691.19 公顷，投资规模 37799.45 万元，预计增加耕地面积

672.42 公顷。按土地整治项目类型，上轮规划共安排农用地整理项目、

土地复垦项目、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四

个项目类型，其中农用地整理项目 1 个，建设规模 824.94 公顷；土

地复垦项目 25 个，建设规模 2579.18 公顷；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

项目 10 个，建设规模 1759.64 公顷；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20 个，建

设规模 5527.43 公顷。 

2016 至 2020 年（展望期），琼海市共规划 34 个土地整治项目，

项目区总规模为 10372.73 公顷，投资规模 56883.35 万元，预计增加

耕地规模 579.44 公顷。按土地整治项目类型，共安排土地复垦项目、

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三个项目类型，其

中土地复垦项目 1 个，建设规模 15.60 公顷；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

项目 7 个，建设规模 1047.41 公顷；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26 个，建

设规模 9309.7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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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轮规划期间土地整治项目开展情况 

“十二五”期间，琼海市按照《琼海市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

年），加大基本农田整理与土地开发整理力度，2011 至 2015 年，全

市土地整治项目实施规模 13960.32 公顷。其中农用地整理规模 717.70

公顷；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 11733.83 公顷；土地复垦规模 847.52 公

顷；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项目建设规模 661.27 公顷。补充耕地规

模 631.45 公顷。其中通过农用地整理补充耕地 44.01 公顷；土地复垦

补充耕地 19.93 公顷，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充耕地 100.06 公顷；宜耕后

备土地资源开发项目补充耕地 467.45 公顷。 

三、上轮规划指标实施情况 

“十二五”，省级土地整治规划共下达两项规划约束性指标，分别

是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和补充耕地规模。其中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

15000 公顷，补充耕地规模 204 公顷。规划期间，全市在土地整治项

目的实施过程中，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 11733.83 公顷，占下达指标

的 78.23%；补充耕地规模 631.45 公顷，较下达指标 204 公顷多出

427.45 公顷，占下达指标的 309.53%，超额完成补充耕地指标任务。 

表 2-1 琼海市“十二五”土地整治规划指标完成情况表 

                                                               单位：公顷 

指标类型 下达指标规模 实施规模 指标完成率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 15000 11733.83 78.23% 

补充耕地规模 204 631.45 3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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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土地整治取得的成就 

一、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 

“十二五”期间，全市通过实施土地整治项目补充耕地 631.45

公顷，较海南省下达琼海市“十二五”补充耕地任务（204 公顷）多

出了 427.45 公顷，实现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为坚守 18 亿亩耕地红

线和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整治后的耕地做到了小田变大田，沟、

渠、涵相通，实现了田、水、路、林综合配套，农业生产条件和耕地

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 

二、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三农”发展 

“十二五”期间，通过实施土地整理项目（不含水毁修复工程），

改善农村水电、道路等生产条件；修建灌排渠（管）道、排沟，完善

了农田水利设施，增强耕地灌排和防灾减灾能力，增加农田的有效灌

溉面积；加强了农田基础设施配套的条件，有效地优化了布局、提高

了基础设施硬件水平，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田生产能力，

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极大的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三、改善了土地生态环境，促进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十二五”期间，在土地整治项目实施中充分结合各种工程与生

物措施，积极扩大森林种植范围，大力培植防沿海沿河以及水库周边

的护林木，2015 年末，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69%，土地生态涵养能

力明显提高，农业生态气候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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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全了管理机构和制度，形成土地整治工作良好格局 

通过成立专门的土地整治管理机构，形成了专业的管理队伍。积

极配合上级部门各项工作，全面统筹全市土地整治工作的开展。严格

执行从项目审批、实施管理、资金使用到竣工验收等一系列的规章制

度，强化了土地整治的标准化管理，确保了土地整治工作规范有序进

行。 

第四节 规划实施中的主要问题 

一、人均耕地偏少，耕地后备资源供给日益趋紧 

2015 年，琼海人均耕地面积 0.073 公顷，比全国平均水平 0.10

公顷低，人均耕地面积偏少。容易开发的土地已基本开发完成，剩

余的后备资源普遍存在开发难度大，单位出地率减少，单位投资成

本增加，一部分耕地后备资源地由于受客观因素制约及受生态环境

保护的限制，开发易引发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琼海市 2015 年未利

用地面积 6785.54 公顷，其中其他草地 776.86 公顷，占未利用地的

11.45%，面积较少且空间分布不均衡，因此总体上来说琼海市可开发

的宜耕后备资源开发潜力非常有限，今后耕地开垦难度将不断加

大。 

二、部分土地整治类型难以落地，补充耕地目标难以实现 

土地整治规划中土地复垦、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等项目建设目标

难以实现。虽然海南省土地复垦补充耕地的潜力比较大，但由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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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复垦投入较大，在现阶段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难以通过实施土地

复垦项目补充耕地，采矿区的复垦也往往是复垦为投资相对较少的

林地或园地。对于规划建设项目，项目选址具有不确定性，其临时

用地（施工场地等）选址受村民意愿等因素影响变动性较大，且一般

在施工阶段才能确定；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选址，受项目区实地种

植作物情况以及村民意愿变动等的影响，部分项目在测量和设计阶

段的选址常发生变化，土地整治项目难以按照规划落地，进一步导

致补充耕地目标任务无法完成。 

三、补充耕地的质量有待于提高 

琼海市现有耕地的基础条件与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建设的要

求存在一定的差距。根据近年地力调查的结果，琼海市土壤有机

质、全氮含量中等，有效磷、速效钾含量较低，土地较肥沃的区域

主要是万泉河流域的冲积土，而补充耕地往往位于一些比较偏僻、

土壤贫瘠的地区，补充耕地的质量不高，这种状况对今后完成耕地

数量、质量占补平衡是非常不利的。



《琼海市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 说明 

 
 

12 

第三章 规划编制过程和方法 

第一节 编制规划简要过程 

编制土地整治规划是一项综合性、技术性和系统性较强的工

作。为了使本次规划科学合理，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根

据国土资源部《县级土地整治规划编制规程》和海南省制定的有关土

地整治的规范性文件，结合琼海市的实际，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编

制。本次规划编制主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一、工作准备 

1、成立领导小组，组织队伍 

琼海市成立土地整治规划编制领导小组，并确定技术承担单

位。由技术承担单位组织相关项目小组，并编制工作方案、技术方

案；市国土资源局负责报请市政府，解决经费来源。 

2、资料收集，调查核实 

项目组以村或乡镇为单位，收集自然资源条件、经济社会状

况、生态环境状况、土地利用现状、土地整治工作情况、相关规划

及标准等基础资料，并以典型调查的形式进行实地核实和补充调

查。 

二、分析研究阶段 

广泛收集资料，进行典型调查，全面评估土地整治工作开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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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在此基础上重点对以下四个方面内容进行了重点分析研究： 

1、土地整治潜力调查分析评价。重点研究分析农用地整治、废

弃工矿地复垦、宜耕后备土地开发、农村居民点整治的规模潜力和

新增耕地潜力，并对潜力进行分级。 

2、土地整治战略及土地整治项目布局安排研究。科学制定土地

整治战略和目标任务，划定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确定土地整治项

目，提出实施计划和资金使用方案。 

3、土地整治效益分析研究。结合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前后情况，

重点研究项目建设前后耕地质量变化情况，复核项目建设前后农业

生产的费用和收益，分析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和社会产生的影响。 

4、土地整治规划实施保障措施研究。在充分借鉴省内外土地整

治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机制和制度，重点研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推动土地整治工作开展，并制定相应的规划实施管理措施，为规划

实施提供保障。 

三、拟定规划方案阶段 

在全面调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土地整治潜力、社会经济

发展对土地整治的需求和可能的投入产出能力等条件，结合生态环

境保护和新农村建设等综合要求，进行方案优化与评估，提出推荐

方案供政府决策。 

四、征求意见阶段 

将初步规划成果提交国土资源局进行审查，并由国土部门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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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建设局、农林局、水务局等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并根据各部

门反馈意见，对土地整治规划相关内容进行修改，整理完善后形成

正式成果。 

五、评审报批 

由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对方案进行评审。根据

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后，经市国土资源局审核同意后，报市政府审

批，报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六、数据库建设阶段 

在前期调查结束后，与“一张图”工程衔接，同步开展土地整

治规划编制和规划信息系统建设工作，在规划方案审批后，完成规

划信息数据库建设工作。 

第二节 规划编制的依据 

一、法律法规及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5、《土地复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2 号）； 

6、《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十三五”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工作的通

知》（国土资发„2015‟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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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标准 

1、《县级土地整治规划编制规程》（TD/T 1035-2013）； 

2、《村庄整治技术规范》（GB 50445-2008）； 

3、《村镇规划标准》（GB 50188-2007）。 

三、其他相关规划和文件 

1、《海南省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 

2、《琼海市 2015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3、《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4、《琼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5、《琼海市国土资源“十三五”规划》； 

6、《琼海市统计年鉴（2015 年）》； 

7、《琼海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10-2020 年）》； 

8、《琼海市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 年）》； 

9、《琼海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 

第三节 规划编制基本原则 

一、坚守耕地红线 

围绕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大

规模建设高标准农田为重点，合理安排土地整治重点区域和重大工

程，大规模推进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耕

地数量和质量有提升，夯实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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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进城乡统筹 

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以节约集约用地为核心，统筹安排农

村建设用地整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城

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等活动，调整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布局，促进新

型城镇化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 

三、加强生态保护 

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实施山水林田湖综合整治，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和修复。坚持“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有机统一。尊重自然、

保护自然、顺应自然，提升土地生态功能，加强土地生态整治，构筑

生态安全屏障。 

四、维护群众权益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

监督权和受益权，切实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法权益，鼓励

社会资本投向农村，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五、坚持政府主导 

坚持政府主导、国土搭台、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公众参与的工

作机制，加强政府的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合作，有效发挥整体联动的

综合效应；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和农民的积极性、

主动性，推进土地综合整治。 

六、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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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琼海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顺应人民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新期待，统筹安排、因地制宜，突出地方优势，强化生态环境建设，

加快产业集聚进程。围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循序渐进、合理安排村镇建设、产业发展、农田保

护、生态涵养等用地布局，统筹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

公益事业建设用地。 

第四节 规划编制主要方法 

土地整治规划编制方法同时也是一个研究区域土地整治的系统

方法，结合土地整治工作的特点，指导规划编制并做出适当的规划

安排。规划编制采用的主要方法如下： 

一、进行典型调查 

选择不同类型地区有代表性的土地整治潜力区及已实施的土地

整治项目区、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区，深入现场实地调查，与相关部

门专业人员及当地干部群众交流测算，获取第一手资料，为进行土

地整治规划编制及研究分析提供实践依据。 

二、开展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是增强规划科学性的主要手段，采取多学科协同的方

式开展规划编制中重大问题研究工作，邀请相关行业和部门的专家

参与，用先进的理念来指导研究，用科技含量高的技术手段来辅助

研究，集思广益，提高研究水平，为规划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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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规划编制辅助系统 

开发规划编制辅助系统，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与二调成果、总体

规划成果，将土地整治潜力、土地整治项目等布局上图，建立规划

方案与图数直接对应关系，提高方案编制的科技含量。 

四、强调衔接与协调 

按照上下结合、相互协调的原则，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衔接与

协调工作：一是做好与总体规划的衔接，保证规划的合法性；二是

做好与省级规划的协调，做好与省级土地整治规划在控制指标、项

目安排、工作要求等方面的紧密衔接；三是做好与部门规划的衔

接，如林业规划、生态红线等，增强规划的兼容性。



《琼海市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 说明 

 19 

第四章 规划核心内容说明 

第一节 规划基础说明 

一、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琼海市行政管辖区域，琼海市辖 12 个镇：嘉积镇、

万泉镇、石壁镇、中原镇、博鳌镇、阳江镇、龙江镇、潭门镇、塔洋镇、

长坡镇、大路镇、会山镇。境内有 3 个国营农场、1 个华侨农场、1 个国

营林场。土地总面积 171013.69 公顷。 

二、规划期限 

规划基期：2015 年； 

规划期限：2016-2020 年。 

第二节 规划基础数据说明 

一、规划底图数据 

规划底图采用 2015 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成果图件和数据库，通

过几何体修复，拓扑处理，形成土地整治规划工作底图。 

二、自然条件数据 

土地整治规划收集的自然条件资料主要有土壤、气候、资源、土地利

用状况、生态环境以及海拔、坡度、自然属性识别等数据资料： 

1、琼海市国土资源局提供的资料。包括土地利用数据（海拔、坡度



《琼海市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 说明 

 20 

等）、土地规划数据、基本农田数据、农用地分等数据、已有和准备实施

的土地整治项目的规模、分布等相关数据。 

2、规划数据。包括总体规划、农业综合区划等数据。这些数据来源

相关部门规划资料及数据。 

3、Google 影像数据。在遥感影像识别、地形地物后备资源分布判读

等方面，影像数据全部来源 17 级高清晰 Google 影像数据，并进行影像几

何纠正处理。 

4、外业调查数据。补充耕地系数计算、项目整治区分布等在国土资

源局和部门数据的基础上经过外业实地调查分析后得出。 

5、网络数据。对一些无法收集到或者残缺不全的数据通过网络收集

加以弥补。 

三、社会经济数据 

土地整治规划收集的社会经济资料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人口

普查资料、工农业产值、土地投入产出、城市建设资料，社会经济数据主

要来自《琼海市统计年鉴（2015）》。 

第三节 土地整治目标和任务的确定 

土地整治规划目标是指为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

求，规划期内通过土地整治，所要达到的特定目的，其以定性和定量的

形式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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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依据 

1、总体规划及上级土地整治规划的要求。主要依据《海南省土地整

治规划（2016-2020 年）》和《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确定的土地整治目标任务。 

2、与琼海市自然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结合。根据琼海市自然状况、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和环境友好、资

源节约、生态优先的原则，增强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能力，充分发挥土地整治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益。 

3、与土地整治潜力相结合。根据琼海市自然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和土地整治潜力，将潜力层级类似的区域集中连片规划，针对不同潜

力分布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保规划科学性和合理性。 

4、与农户意愿和权益相结合。土地整治规划要来源于农民意愿、解

决农民的生存、生产和生活需要，反复征求农民意见，确保农民知情

权、参与权和收益权，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放在首位。 

5、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保障生态用地空间，加强生态景观建

设，全力维护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积极发展有机农业，推进节能减

排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6、与其他规划相衔接。充分与《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相衔接，并参考相关部门的行业规划，强化规划实施保障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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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和任务 

规划期内，面对琼海市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趋势，结合《海南

省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的目标任务，全面推进田、水、路、

林、村土地综合整治，改善农村生活生产条件，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

局，提升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美化城乡生态环境。 

为完成规划目标，落实以下四项主要任务： 

——以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为重点，努力提升耕地质

量。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按照“田成方、树成行、路相通、渠相连、

旱能灌、涝能排”的标准，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科学划定基

本农田集中区，优化耕地多功能布局，有效引导耕地集中连片。建立基

本农田建设集中投入制度，建设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保护示范区。 

——以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城乡发展为目标，规范推进城

镇村建设用地整治。以废弃地、闲臵地和乡（镇）企业用地整治为重点，

稳妥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加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

严格控制增减挂钩规模与范围，合理使用节余指标，确保土地增值收益

返还农村，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快土地复垦，整体推进土地生

态环境整治。加大历史遗留损毁土地复垦力度，全面实施生产建设新损

毁土地复垦，做到“新帐不欠、旧账快还”。完善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

准，加强土地复垦监测监管。加快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构建土地生

态网络体系，发挥耕地的生态功能，保持林地、水网完整性，优化沿

江、沿湖、沿河水系格局，恢复并提高城镇内绿地系统、河流水系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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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功能，进一步提升琼海市在宜昌地区和长江沿岸的生态优势。 

——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加强公众参与，完善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统筹琼海市土地整治，构建整体推进土地整治的工作模式。加强规划实

施的公众参与，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权益。健全规划实施管理制度，加强

土地整治实施监测监管。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创新土地整治激励机

制。加强土地整治法制、科技支撑能力、队伍等建设，夯实规划实施基

础。 

具体任务为： 

1、切实落实《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确定的耕地

保护目标和补充耕地目标。 

2、以建设大规模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为重点，积极开展农业良田工

程建设，大力推进土地整理，切实保护耕地，促进农业现代化、产业

化，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规划期内，全市建设高标准农

田面积不少于 9587 公顷（14.38 万亩），力争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15460 公顷（23.19 万亩）。 

3、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辅助，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前提下，稳

妥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 

4、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前提，适度开展土地开发，确保补充耕

地数量和质量。规划到 2020 年补充耕地 1633.72 公顷。 

5、建立琼海市土地整治规划数据库和项目库。 

6、提出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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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地整治潜力 

第一节 农用地整治潜力测算 

一、琼海市农用地现状 

根据琼海市 2015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统计，2015 年琼海市

农用地面积为 141134.9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82.53%。耕地面积

38082.0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2.27%，其中水田 24896.81 公顷，

占耕地总面积的 65.37%，水浇地 74.83 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

0.20%，旱地 13110.39 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 34.43%。 

根据琼海市全域基本农田划定成果，琼海市基本农田面积

33045.60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率达 86.86%。 

根据琼海市 2016 年度耕地质量年度更新评价成果，琼海市耕地

质量等别（国家利用等）分布范围为 5 等-11 等。按照 13 等-15 等为

低等地、9等-12 等为中等地、5 等-8 等为高等地、1 等-4 等为优等地

的划分原则，2015 年，琼海市高等地面积 32318.29 公顷，占耕地总

面积的 84.86%，中等地面积 5763.74 公顷，占琼海市耕地总面积的

15.14%，无低等地。 

二、农用地整治潜力及潜力分级 

以琼海市 2015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扣除《琼海市

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确定的新增建设用地、生态红线保

护区和水源保护区，以及已竣工土地整治项目等红线范围内的农用地



《琼海市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 说明 

 25 

面积后，结合琼海市耕地后备资源调查入库成果，确定琼海市农用

地整治规模。进行空间叠加分析统计后，按照集中连片原则最终获

得琼海市可整治农用地空间分布情况和可整治农用地规模。 

经统计分析，琼海市 2015 年以前琼海市国土、农业、水务等部

门已开展的土地整理面积占全市耕地比重约 14.6%，尚有较大农用地

整理潜力。 

1、农用地整治潜力规模 

经测算，规划期内琼海市农用地整理潜力为 18870.29 公顷，新

增耕地面积潜力 419.88 公顷，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系数 2.22%。琼海

市整治潜力最大的乡镇是中原镇，达 3037.47 公顷，最低的是会山镇，

整治潜力为 520.79 公顷；新增耕地潜力面积最大也是中原镇，面积

达 95.19 公顷，面积最小的是会山镇，面积 2.17 公顷。 

琼海市现有耕地平均利用等为 6.68，经农用地整治后提高到最高

的 5 等，平均提高 1.68 个等别。其中，潭门镇农用地利用等别提高

幅度达 2.42 个等别，为全市最高，大路镇土地利用等别提高幅度 0.71，

为全市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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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琼海市农用地整治潜力统计表 

单位：公顷 

乡镇 现状耕地面积 待整治区面积 新增耕地系数 新增耕地面积 
耕地等别

提高程度 

嘉积镇 4500.67  2373.53  0.54 % 19.88  1.51 

万泉镇 2851.84  769.40  1.72 % 17.02  1.83 

石壁镇 1525.40  749.21  2.33 % 17.46  1.27 

中原镇 4882.89  3037.47  2.62 % 95.19  2.14 

博鳌镇 2263.88  1447.64  1.20 % 17.16  2.08 

阳江镇 4055.54  2448.36  2.32 % 84.85  2.23 

龙江镇 1493.47  952.65  2.33 % 22.10  1.15 

潭门镇 2795.25  1172.54  0.26%  2.44  2.42 

塔洋镇 2969.20  1123.26  1.40 % 26.86  1.05 

长坡镇 5079.59  2338.52  1.10 % 75.05  1.65 

大路镇 4130.23  1936.92  1.93 % 39.7  0.71 

会山镇 1534.07  520.79  1.20 % 2.17  1.85 

合计 38082.03  18870.29   419.88 1.68 

 

2、潜力分级 

以各行政村可补充耕地规模、可新增耕地系数的平均值为标准，

采用四象限法将全市农用地整治潜力分为四个等级，分级结果如下： 

全市 296 个分区单元，Ⅰ级潜力区 65 个，主要分布在中原镇、

阳江镇，整治规模 8307.16 公顷，新增耕地 328.51 公顷；Ⅱ级潜力区

20 个，分布在博鳌镇、塔洋镇、长坡镇和大路镇 4 个乡镇，整治规

模 3050.16 公顷，新增耕地 43.54 公顷；Ⅲ级潜力区 54 个，主要分布

在塔洋镇，整治规模 560.76 公顷，新增耕地 15.55 公顷；Ⅳ级潜力区

157 个，主要分布在嘉积镇、潭门镇 2 个乡镇，整治规模 6952.21 公

顷，新增耕地 32.28 公顷。各乡镇农用地整治潜力等级详见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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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琼海市各乡镇农用地整治潜力等级汇总表 

单位：公顷 

乡镇 

Ⅰ Ⅱ Ⅲ Ⅳ 

潜力 

规模 

新增 

耕地 

潜力 

规模 

新增 

耕地 

潜力 

规模 

新增 

耕地 

潜力 

规模 

新增 

耕地 

嘉积镇 325.88 10.22 0 0 34.82 1.16 2012.83 8.5 

万泉镇 364.46 12.01 0 0 54.05 1.79 350.89 3.22 

石壁镇 658.75 15.35 0 0 90.46 2.11 0 0 

中原镇 2323.71 92.52 0 0 97.9 2.67 615.86 0 

博鳌镇 0 0 754.9 9.06 0 0 692.74 8.1 

阳江镇 2132.58 84.25 0 0 25.82 0.6 289.96 0 

龙江镇 861.14 20.06 0 0 87.37 2.04 4.14 0 

潭门镇 0 0 0 0 0 0 1172.54 2.44 

塔洋镇 618.48 18.64 106.47 1.49 139.89 4.21 258.42 2.52 

长坡镇 242.52 51.95 1444.15 18.62 30.45 0.97 621.4 3.51 

大路镇 779.64 23.51 744.64 14.37 0 0 412.64 1.82 

会山镇 0 0 0 0 0 0 520.79 2.17 

合计 8307.16 328.51 3050.16 43.54 560.76 15.55 6952.21 32.28 

三、旱地改水田潜力及潜力分级 

以琼海市 2015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中的旱地和水浇地为基

础，扣除《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确定的新增建设用

地、生态红线保护区和水源保护区，坡度 15°以上耕地，确定琼海

市农用地整治规模。 

琼海市旱地改水田潜力为 12680.35 公顷，平均等别为 8.54 等。

按照四象限法，同时考虑旱改水规模、质量等别，对琼海市宜旱地改

水田耕地进行潜力分级，共分为四级。其中，大路镇为Ⅰ级，约占琼

海市旱地改水田规模的 10.96%；万泉镇、石壁镇、龙江镇、塔洋镇、

会山镇、长坡镇为Ⅱ级，占比 40.14%；嘉积镇、阳江镇、潭门镇为

Ⅲ级，占比 31.93%；中原镇和博鳌镇为Ⅳ级，占比 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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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为琼海市旱地改水田的理论潜力，在实际工作中，旱地改造

为水田的地块要尽可能集中连片，周边有水源保障，优先选择在基本

农田保护区、基本农田整备区等区域内实施，严禁在总体规划确定的

乡村建设用地边界线、城镇建设用地边界线内实施。由于水源及坡度

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实际可以实施“旱改水”的耕地规模会偏小。 

表 5-3 琼海市旱改水潜力分级表 

单位：公顷 

乡镇 5等 6等 7等 8等 9等 10等 11等 合计 等级 

嘉积镇 0.83 41.68 206.49 433.44 191.97 179.09 154.55 1208.05 Ⅲ 

万泉镇 0 48.75 428.22 317.62 47.31 55.94 19.18 917.02 Ⅱ 

石壁镇 0 0 1.88 185.55 197.03 0 0 384.46 Ⅱ 

中原镇 4.38 13.48 22.67 85.75 0 1156.13 354.17 1636.58 Ⅳ 

博鳌镇 0 0 12.65 96.7 63.2 144.06 198.4 515.01 Ⅳ 

阳江镇 0 0 7.65 621.99 196.48 226.75 619.06 1671.93 Ⅲ 

龙江镇 0 0 36.09 215.17 198.76 0 3.85 453.87 Ⅱ 

大路镇 0 292.38 1061.68 34.84 0.42 0 0 1389.32 Ⅰ 

潭门镇 0 0 34.28 222.07 61.4 335.58 515.96 1169.29 Ⅲ 

塔洋镇 0 130.29 502.27 215.97 47.37 0.28 0 896.18 Ⅱ 

会山镇 0 32.95 553.47 85.26 21.85 11.29 6.46 711.28 Ⅱ 

长坡镇 2.38 115.82 660.47 543.63 68.89 156.07 180.1 1727.36 Ⅱ 

合计 7.59 675.35 3527.82 3057.99 1094.68 2265.19 2051.73 12680.35  

第二节 宜耕未利用地开发潜力分析 

一、宜耕未利用地现状分析 

2015 年琼海市未利用地面积 6785.54 公顷，其中其他草地 776.86

公顷、水域用地 6008.68 公顷。根据琼海市实际，宜耕未利用地的来

源为其他草地，面积较少且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分布在中原镇和阳

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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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宜耕未利用地开发潜力测算 

根据《海南省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征求意见稿），海

南省确定宜耕未利用地开发的 8 项因子：土层厚度不小于 30cm；非

严重沙化敏感区；非严重盐渍化分布区；非生态核心保护区与重要生

态廊道区；非重要水源保护区；坡度小于 15°分布区；海拔低于 800m

地区；非总体规划建设用地占用区。 

根据《县级土地整治规划编制规程(TD/T1035-2013)》、《耕地后

备资源调查与评价技术规程（TD/T1007-2003）》及海南省的各项要求，

确定琼海市宜耕后备土地资源。采用 2015 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

成果图件与影像判读的方法，在 ArcGIS 软件上对琼海市待开发未利

用土地及待开发农用地进行提取、调绘，并进行面积核算，参照《琼

海市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成果》和琼海市实际情况，通过影像判读调绘

出宜耕后备土地图班，最终得到琼海市宜耕未利用地开发规模为

235.38 公顷。 

三、宜耕未利用地开发潜力分级 

根据各行政村的宜耕未利用地规模总分频率曲线，将宜耕未利用

地开发潜力进行分级评价，共划分为三个等级。Ⅰ级潜力区分布涉及

2 个行政村，可开发的宜耕后备资源潜力为共计 130.18 公顷。Ⅱ级潜

力区分布涉及 17 个行政村，可开发的未利用地面积共计 57.10 公顷。

Ⅲ级潜力区可开发的未利用地面积共计 48.1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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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分析 

一、琼海市农村居民点现状 

琼海市市域范围内 203 个村（居）委会，辖区内还有 3 个国营农

场、1 个华侨农场和 1 个国营林场，辖区内农村居民点呈满天星式分

布，用地集约度不高。根据 2015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琼海市农村

居民点用地 10940 公顷，占全市建设用地面积的 47.37%，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35.52%），占城乡建设用地面积的 69.40%。 

据统计，2015 年琼海市农业人口 27.07 万人，人均用地 404.14

平方米，高于国家 150 平方米/人的上限，也高于海南现行人均 175

平方米的上限，用地粗放，有较大的整理空间。 

二、琼海市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 

利用总体规划法计算得到基于总体规划法的 2020 年琼海市农村

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为 1544.39 公顷，利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得到

2020 年琼海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为 6599.03 公顷。 

根据这两种方法计算的理论整理潜力，结合高清遥感影像判读，

以市级行政村为单位，调绘出琼海市实际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琼

海市 2020 年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为 1097.84 公顷，可新增耕地面积

38.19 公顷，平均新增耕地系数为 0.035。 

三、琼海市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分级 

根据土地整治规划编制规程的要求，按照各乡镇农村居民点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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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规模（可缩减规模）大小，采用 K-Means 聚类分析方法对琼海市

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进行分级，共划分为四个等级。Ⅰ级潜力区分布

在嘉积镇，该级潜力区可整治规模 223.66 公顷。Ⅱ级潜力区分布在

万泉镇、博鳌镇、会山镇，该级潜力区可整治规模 406.59 公顷。Ⅲ

级潜力区分布在石壁镇、龙江镇、潭门镇、塔洋镇、大路镇，该级潜

力区可整治规模 196.72 公顷。Ⅳ级潜力区分布在中原镇、阳江镇、

长坡镇，该级潜力区可整治规模 270.87 公顷。 

表 5-4 琼海市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分级表 

单位：公顷 

乡镇 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 新增耕地 潜力等级 

嘉积镇 223.66 6.53 Ⅰ 

万泉镇 122.47 0.83 Ⅱ 

石壁镇 59.76 8.36 Ⅲ 

中原镇 102.72 1.05 Ⅳ 

博鳌镇 150.44 2.37 Ⅱ 

龙江镇 22.52 0.57 Ⅲ 

阳江镇 95.92 0.12 Ⅳ 

潭门镇 39.56 5.92 Ⅲ 

塔洋镇 44.18 0.06 Ⅲ 

长坡镇 72.23 8.02 Ⅳ 

大路镇 30.7 2.49 Ⅲ 

会山镇 133.68 1.87 Ⅱ 

合计 1097.84 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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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土地复垦潜力分析 

一、琼海市采矿用地现状 

根据琼海市实际情况，本次土地整治规划中土地复垦的对象主要

采矿用地。根据 2015 年土地变更调查成果，琼海市现有采矿用地

482.61 公顷，占琼海市土地总面积的 0.28%。 

二、琼海市采矿用地复垦规模 

废弃工矿用地的数量和分布情况主要通过实地调查统计得出，本

次采用调查的方式，统计废弃工矿用地规模，并通过外业调查及内业

分析，剔除部分不适宜复垦的废弃地，即得到待复垦规模。经测算，

琼海市采矿用地复垦规模 143.72 公顷，主要分布在阳江镇和大路镇。

其中阳江镇待复垦工矿用地面积为 96.70 公顷，占全市待复垦工矿用

地总面积的 67.28%；大路镇的待复垦采矿用地 17.30 公顷，占待复垦

采矿用地的 12.04%。 

三、潜力分级 

根据各乡镇采矿用地复垦规模总分频率曲线，将采矿用地复垦潜

力进行分级，5 公顷以下为Ⅲ级、5-20 公顷为为Ⅱ级，大于 20 公顷

为Ⅰ级，共划分为三个等级。Ⅰ级潜力区分布在阳江镇，整治规模

96.70 公顷。Ⅱ级潜力区分布在博鳌镇、龙江镇及大路镇，整治规模

33.21 公顷。Ⅲ级潜力区主要分布嘉积镇、万泉镇，整治规模 13.81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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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琼海市采矿用地复垦潜力分级表 

单位：公顷 

乡镇名称 采矿用地复垦规模 新增耕地规模 潜力等级 

嘉积镇 4.54 0 Ⅲ 

万泉镇 4.88 0.24 Ⅲ 

石壁镇 0.31 0 Ⅲ 

中原镇 0.78 0 Ⅲ 

博鳌镇 8.60 0 Ⅱ 

龙江镇 7.31 0 Ⅱ 

阳江镇 96.70 96.22 Ⅰ 

潭门镇 3.01 0 Ⅲ 

塔洋镇 0 0 Ⅲ 

长坡镇 0.02 0 Ⅲ 

大路镇 17.30 14.62 Ⅱ 

会山镇 0.27 0 Ⅲ 

合计 143.72 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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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土地整治项目安排 

土地整治项目是指规划期内以建设高标准农田、增加耕地为主要

目的，围绕规划确定的土地整治任务，集中资金成规模进行的土地

整治活动。科学选取土地整治项目，有利于保护和改善区域生态环

境，对指导规划期间土地整理复垦开发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项目确定的原则 

1、以土地整治潜力评价分析为基础，再结合分区，参照总体规

划图，充分考虑土地整治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从景观生态的角

度来综合确定项目； 

2、土地整治潜力较大，基础条件好，这样对项目的开展、实施

很有利，并能促进项目的早日完工，及时体现出土地整治的效果； 

3、预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明显，这样可以提高群

众参与土地整治活动的热情与动力，使项目更好更快的完成； 

4、对推进全市土地整治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5、所选项目对于规划目标的实现能起到支撑作用，并且资金来

源可靠，这样可以促使整个规划目标按期有计划的进行，能保证规

划目标的实现； 

6、项目建设期一般不超过 3 年（农村居民点整理除外）； 

7、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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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项目确定的方法 

为了确保琼海市土地整治规划任务和目标，切实落实上一级土地

整治规划部署，在上一级规划重点工程的控制下，结合琼海市的自然

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土地整治资源的集中度，以琼海市各乡镇上报

建设项目为基础，以 2015 年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工作底图，以土地整

治潜力分布图为基础，初步确定重点项目区域并绘制草图；征求当地

相关部门和公众的意见，对有争议的区域进行调整，在协调一致的基

础上确定各乡镇的组成单元。 

根据土地整治潜力分布和土地整治分区及规划目标，初步提出

项目的类型、范围与规模，项目初步选定后进行实地考察，邀请当

地干部、群众座谈，实地分析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并进行公布，还

要与相关部门协商，进行综合平衡，最后确定项目的界线、面积及

建设期限。 

土地整治项目确定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1、资料收集 

以乡镇为组织单位，以行政村为调查对象，收集截止至 2015 年

底已完成及正在开展的土地整治项目资料及十三五规划期内有意向

开展的土地整理项目相关资料。 

2、内业整理 

以琼海市 2015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扣除《琼海市

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确定的新增建设用地、生态红线保护

区和水源保护区，以及已竣工土地整治项目等红线范围内的农用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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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确定琼海市规划期内可整治的农田范围。结合琼海市耕地后备资

源调查入库成果、“旱地改水田”资源调查成果、废弃矿坑等，综合

考虑琼海市的水源条件、坡度条件、集中连片程度等初步划定土地整

治项目范围。 

3、外业调查确定项目 

通过对初步划定范围的外业情况调查及村民、国土管理部门意愿

调查，最终确定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第二节 土地整治项目 

结合琼海市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经与琼海市土地储备整

理交易中心的沟通，并通过外业调查，本次规划琼海市土地整治项目

共 87 个，预计补充耕地 1774.55 公顷。其中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34

个（含省级项目），建设规模 10511.29 公顷，预计补充耕地规模 422.07

公顷；土地开发项目 18 个，项目区规模 2765.25 公顷，预计补充耕

地规模 1247.46 公顷；土地复垦项目 2 个，项目区规模 110.94 公顷，

预计补充耕地规模 105.02 公顷；“旱地改水田”项目 33 个，项目区

规模 808.53 公顷。 

根据《海南省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规划期 2016-2020

年，本次规划安排省级土地整治重点项目 14 个，均为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建设规模 5311 公顷，可补充耕地 332.9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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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省级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汇总表 

                                                               单位：公顷、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高标准

农田建

设规模 

(公顷) 

补充耕

地（公

顷） 

计划投资

（万元） 
建设年限 

1 琼海市嘉积镇军屯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178.83 2.6 1072.98  2016-2018 年 

2 琼海市塔洋镇里文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301.42 0 1808.52  2016-2018 年 

3 琼海市石壁镇赤坡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345.52 20.24 1658.50  2016-2018 年 

4 琼海市嘉积镇龙寿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 235.69 2.76 1131.31  2016-2018 年 

5 琼海市龙江镇滨滩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 248.12 1.43 1190.93  2016-2018 年 

6 琼海市龙江镇蓝山村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202.79 25.32 1216.68  2016-2018 年 

7 琼海大路镇新村村委会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891.5 1.32 5349.00  2016-2018 年 

8 琼海市长坡镇烟塘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475.02 22.16 2850.12  2018-2019 年 

9 琼海塔洋镇福寨村委会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819.41 3 4916.46  2018-2019 年 

10 
琼海市潭门镇苏区村委会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二） 
92.77 0 556.62  2018-2019 年 

11 
琼海市潭门镇苏区村委会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一） 
356.35 118.23 2138.10  2018-2020 年 

12 琼海市龙江镇深造村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294.68 74.61  1768.08 2018-2020 年 

13 琼海市中原镇南白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356.65 45.246 2139.9 2018-2020 年 

14 琼海市中原镇朝克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512.25 16.03  3073.5 2018-2020 年 

合计 5311 332.95  30870.70  
 

第三节 提质改造可行性探讨 

耕地地类改造可通过宜耕后备资源（荒草地、滩涂等）垦造水田

以及其他耕地（旱地、水浇地、可调整园地）改造提升为水田（即“旱

改水”）。实际工作中，优先考虑改造现有的旱地。根据旱地改造水田

建设标准，旱地改造为水田优先考虑地势平坦、周边有水源保障且相

对集中连片、与其他水田相邻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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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耕地体质改造潜力影响因素 

1、水源保障情况 

旱改水项目选址的首要影响因素之一是需要有充足的灌溉水源，

禁止在灌溉水源无法保障的区域进行改造。 

2、地形坡度条件 

耕地提质改造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地形坡度，部分水源充足

低坡、低丘或山地，通过抽水能满足灌溉条件的补充耕地，但是禁止

在地形坡度大于 25°的区域进行改造。 

3、集中连片程度 

集中连片的耕地便于耕作和管理以及耕作设施的投入，因此集中

连片程度是耕地提质改造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一个考虑因素。 

4、耕地地力情况 

耕地地力是指耕地的基础能力，由耕地土壤的地形、地貌条件、

成土母质特征、农田基础设施及培肥水平、土壤理化性状等综合构成

的耕地生产能力。 

5、其他禁止改造情况 

其他禁止改造的区域包括土壤改善后仍不适合种植水稻的区域；

水土流失易发区等生态脆弱区域；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损

毁并难以复垦为耕地的区域；污染严重难以恢复的区域；易受自然灾

害损毁的区域；其他法律规定不得开垦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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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耕地体质改造主要要求 

1、耕作田块 

经整治后的田块，新增水田面积真实准确，田块平整，土壤土质

均匀，无砾石，土层厚度符合要求，能保水耕作层厚度不小于 20cm；

田内各方向相对高差应当控制在±3cm 以内。 

2、农田水利工程 

项目区水源稳定可靠，灌排系统完善，旱能灌、涝能排。能够解

决项目区内灌溉、排水、防洪问题，满足水稻和水生农作物生长需要。 

3、田间道路系统 

形成满足农业生产田间作业和农产品运输需要的道路系统。 

4、生态环境 

根治水土流失，减轻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改善生态环境。 

5、耕地质量等别 

新增水田的耕地质量等级达标，需要培肥的，在验收前按要求开

展了土壤培肥。整治后的耕地质量按 GB/T 28407《农用地质量分等

规程》，结合琼海市相关规定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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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资金供需与效益情况说明 

第一节 土地整治的资金估算 

一、估算方法 

1、单位面积标准投资估算方法： 

按以下步骤开展： 

（1）测算土地整治典型项目单位面积投资量。分地貌类型和项

目类型在本地区或类似地区选择已经完成的典型项目，分别测算出

各类型土地整治典型项目单位面积投资； 

（2）估算项目单位面积投资量。根据地形、地貌、基础设施

（水、电、路等）、对外交通、物价水平、劳动力价格等因素对典型

项目单位面积投资量进行修正得到规划项目单位面积投资量； 

（3）计算项目投资额。根据规划项目单位面积投资量和项目规

模计算出项目投资量； 

（4）汇总总投资。根据规划目标，分别计算土地整治各项目投

资额，汇总总投资。 

2、系数法 

估算公式为： 

Y=A×X×n 

式中： 

Y——项目估算投资，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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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已知的类似土地整治项目投资，单位为万元； 

X——规模倍数，等于规划的示范项目规模除以已知的类似项目

规模，单位为万元； 

n——常数，一般取 0.8~1.2，选取依据项目配套设施的工程量

和工程难易程度与已知类似项目相比较的结果，工程量和工程难度

大的取上限。 

二、预期投资估算的影响因素 

1、同类项目、工程所处地形状况、地貌特征各不相同； 

2、进行土地整治所需基础条件（水、电、路）、交通条件参差不

齐，机械化、规模化作业技术难度各异； 

3、各地区开展土地整治的程度和技术水平、开发整理方式存在

较大差异； 

4、整理区土地平整程度、连片程度及区域布局； 

5、土层厚度、耕层有机质含量、土壤酸碱度和含盐量等对新增

耕地质量影响明显。 

三、资金估算 

根据现有《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估算标准》、《土地开发整理项目

投资控制标准》和琼海市已完成的土地整治项目投资情况，结合整理

区实际情况和当地的经济水平，确定各类土地整治项目投资标准。 

考虑到当前的物价等成本均有所增加，土地整治项目的实际单

位面积投资额度势必有所增长，结合海南省重点建设项目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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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初步拟定海南省在“十三五”规划期内拟实施的土地整治投资

标准为：一般农用地整理 2800 元/亩、旱地改水田项目 2800 元/亩、

宜耕土地开发 4500 元/亩、采矿地复垦 6000 元/亩、灾毁地复垦 4500

元/亩、农村居民点整理 12000 元/亩。“十三五”期间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投资标准测算综合采取项目类比法，测算每个分项工程投资

亩均标准，计算每个田洋投资额，确定投资总额及综合亩均标准。

琼海市属于平原类型，综合考虑项目区土地规整程度、土壤质地地

力情况，灌溉水源及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结合“十二五”期间

海南省已建成或正在建设的同类项目投资标准进行确定。 

综合考虑到当前的物价水平上升趋势，在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投资标准定为 3200 元/亩，拟定新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投资标准定

为 4000 元/亩；宜耕后备土地开发项目投资标准为 5000 元/亩(不含青

苗补偿费)。 

表 7-1  投资估算标准表 

整治类型 

投资标准 

（元/亩） （万元/公顷） 

高标准农田 
在建项目 3200 4.8 

拟建项目 4000 6 

农用地整治 2800 4.2 

“旱改水”项目 2800 4.2 

宜耕后备土地开发 5000 7.5 

采矿用地复垦 6000 9 

农村居民点整理 12000 18 

本次规划土地整治项目资金总需求为 87174.03 万元（约 8.72 亿

元）。其中，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计划资金需求为 62040.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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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资金总需求的 71.17%；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包含上轮规划继续

建设项目 4 个，资金需求 4108.76 万元。土地开发项目资金需求为

20739.42 万元（不包含青苗补偿费），占资金总需求的 23.79%，包

含上轮规划继续建设项目 2 个，资金需求 4621.50 万元；土地复垦项

目资金需求为 998.46 万元，占资金总需求的 1.14%；旱地改水田项

目资金需求为 3395.77 万元，占资金总需求的 3.90%。 

第二节 资金筹措  

土地整治资金渠道的稳定是整治能否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琼海

市土地整治项目资金的来源主要包括土地整治专项资金、其他涉农专

项资金和其他资金。 

一、土地整治专项资金 

土地整治专项资金包括耕地开垦费、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

让金等资金。 

（一）耕地开垦费 

《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

转为非耕地。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

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

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

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

用于开垦新的耕地。根据《海南省耕地开垦费收缴使用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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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十三五”期间，预计

可征收耕地开垦费 18120.12 万元。 

（二）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 

根据《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有关问题

的通知》，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根据不同情况，按各县（市、区）不低于

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 15％确定。根据《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十三五”规划期间，新增建设用地 4771.49 公顷。根

据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征收等别，琼海市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征收标

准以平均十等（41 元/平方米）进行征收，按照新增建设用地 60%用

于出让计算，“十三五”规划期间，琼海市预计可征收的农业土地开

发资金为 17606.80 万元。 

二、其他涉农资金 

其他涉农资金包括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农村道路建设资金、农村

水利建设资金、大型河道疏浚资金、农村卫生建设资金、农业板块基

地建设资金和农村电网改造资金、地方政府债券等。“十三五”规划

期间，预计其他涉农资金 18354.73 万元。 

三、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包括土地复垦费、挂钩指标交易筹集资金和社会资金

等，其中：土地复垦费是指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对历史遗留损毁

土地和自然灾害损毁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复垦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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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吸引社会投资进行复垦；挂钩指标交易

筹集资金和社会资金主要是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吸纳社

会资金用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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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资金管理 

琼海市人民政府应当确保土地整治专项资金用于土地整治，并

聚合其他涉农专项资金集中投向土地整治项目区，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应当采取市场化运作等措施，扩大土地整治项目资金来源渠

道，引导单位和个人等社会资金依法参与土地整治。土地整治项目

资金实行预算和决算管理制度，专款专用，独立核算，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贪污、挪用、截留土地整治项目资金。应当建立项目会计

核算制度和内部稽核制度，对土地整治项目资金实行全过程的财务

管理与监督。 

琼海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土地整治项目预算的审核，批复

土地整治项目的支出预算，办理项目资金的拨付，监督检查项目预

算的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批复项目竣工决算。 

琼海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项目投资计划和预

算建议，监督检查项目预算的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 

琼海市审计部门依法对土地整治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

计。 

第四节 效益评价 

一、社会效益 

规划项目的实施，将对项目区的社会发展、稳定都将产生良好的

影响，对推动琼海市的美丽乡村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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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强农业生产综合能力，确保粮食安全 

土地整治工程将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潜能，为粮食生产安全做出重

大贡献。通过实施整治将项目区域内的土地，通过调整沟渠布局，减

少田坎等措施，可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增加各类作物产量。 

（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现代农业建设 

通过项目的实施，将完善农田灌溉体系，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使

原有的中低产田成为高产稳产田，为高效高产的现代化农业创建发展

平台，有利于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经营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有

利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得项目区内的基础设施、农业生产环境进

一步完善，为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的招商引

资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增长，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土地整治工程将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部分土地收益用于提高

农田产能，可大幅度提高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促进当地

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农业支持工业的良性循环，

促进城乡互动，统筹城乡发展。第一，工程实施后，新增耕地和耕地

质量的提高将实现增加各类作物产量。第二，工程的实施将促进农村

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促进农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工程实

施期间，将带动当地建材、建筑、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发

展具有地方特色的观光农业、生态旅游等第三产业提供自然条件基

础，大大节约农民的劳动时间，可使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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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人力基础。 

（四）改善农村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通过土地整治，可充分发挥特色农业资源优势，有利于优势资源

转换战略，为稳定农业，促进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进步提供保障。 

（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节约型社会建设 

琼海市的水资源大部分由于农业灌溉，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以及

城镇用水比例很小，常规灌溉方式用水浪费，利用率极低，灌溉定额

一直高居不下，通过土地整治，大力提高高科技节水措施的实施，节

出的水资源用于工业建设和资源开发，可大大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

益，土地整治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光热资源的利用

效率，促进节约集约型社会的建设。 

（六）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 

土地整治的实施，一方面将使项目区的广大农民群众享受到土地

整治的实惠，感受到土地整治是一项利国利己的实事，增进对土地整

治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集中资金进行成片实施，将对项目

区周边的土地整治产生良好的示范作用，有利于提高农民的耕地保护

意识，促进农民增加农业投入。 

（七）充分发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工程的实施将使农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国土部门支农帮农富农的

具体行动，发挥国土部门在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中的基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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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效益 

（一）直接效益 

提高耕地等级，增加农业收入。通过土地整治，建设旱涝保收高

标准农田，稳定耕地面积，提高耕地等级，为发展高效农业提供技术

支持。同时，土地整治也为当地居民直接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可

有效减少当地农村过剩劳动力的闲臵，增加农民收入。 

（二）间接效益 

首先，便于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土地整治带来农田水利设施及农

村交通设施的配臵完善，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提供了良好

的发展平台，便于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进而增加农业的利润空间。其次，利于促进农业布局的区域化、种植

技术的科学化。通过土地整治，建成田成方、路成网、林成行、排灌

自如的高标准农田，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精细”农业，提供

了更宽阔的空间。 

三、生态效益 

（一）提高植被覆盖率，形成合理的农田生态系统 

通过工程的实施，将在现有的田间道、生产路旁布臵防护林，提

高农田植被覆盖率，林地质量明显改善，从而有利于美化环境、涵养

水源、保持水土、减少污染、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区域内的生态环境

和农田小气候，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农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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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低灾害 

通过对田、水、路、林的综合整治，特别是通过农田水利设施的

建设，沟渠的重新布臵，有利于增强耕地抗灾能力，降低区域内耕地

盐碱化和干旱的威胁。 

（三）减少水土污染 

工程的实施将通过土壤改良及其他生物工程措施，提高区域内耕

地质量，使得整治区内可广泛推行先进实用的农业新技术，扩大无公

害基地面积，增加有益生物种群的数量，从而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

量，减轻化学污染，改善区域内的土壤生化环境。 

（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 

工程实施后，将在项目区形成田成方、林成行、渠相通、路相连

的景观，提高该区域的自然景观价值和生活质量，改善农村生产和生

活环境。 

（五）保持水土、减少水土流失 

工程的实施将显著改善区域内的水土环境，减少区域内的水土流

失：第一，土地整治，消除了项目区内的弃裸荒地，提高了区域内的

复种指数，增加了项目区内的植被覆盖率，表土流失将明显减少；第

二，通过实施土地平整和灌溉水利工程，降低耕地坡度，完善灌溉系

统，修建生物护坡等水土保持工程设施，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水土流

失。 

（六）充分利用光热资源 

农用地整治过程中，在地形、耕作形状、防风要求等条件允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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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将田块长边方向设计为南北向或接近南北方向，这样保证作物在

一天当中能吸收近可能多的光热，提高光能利用率。 

（七）提高地力，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农用地整治改善土地利用不充分的现象，消除土地利用中的障碍

因素，提高土地利用率。第一，改善土质，提高土壤肥力。土地整治

工程实施后，一方面可以促使腐殖质及生物残体加快腐化，加速土壤

化学风化和生物风化作用，促进可溶性盐类的释放和各种元素的有效

化利用，增加土壤养分的转化和积蓄；另一方面，将增厚土层，增大

土壤的持水保墒能力。第二，采取各种生物、工程的措施，改造中低

产田，提高土壤产出率。第三，改善微地貌，提高土地利用率。工程

区域的微地貌如地形坡度、地面切割程度、地面高差等条件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土地利用方向与程度，从而间接影响土地生产潜力，农用

地整治可以通过工程、生物、技术等措施对这些微地形地貌因素加以

改变，使其对土地利用的限制性降低，提高工程区域的土地生产能力。 

（八）有效和提高利用水资源，改善水环境 

农用地整治通过修建各种灌溉设施、完善蓄水设施，在干旱季节

可以充分拦蓄天然降水，保证作物的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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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第一节 琼海市环境保护新情况 

一、新形势下控制污染成为重中之重 

按照现代城市发展理念，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项目向工业园

区聚集，对城市和园区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落实国家环境保护

污染减排目标，必须按照增产不增污的原则，科学制定发展规划，

发展的空间依赖于对现有工业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削减排污总

量，腾出容量来实现新的发展。而现有工业企业规模小、高排放，

污染减排受资金、技术等原因的限制，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因此，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任务同样艰巨，污染控制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二、农村生态环境需要进一步重视 

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必须在此次土地整治过程中加以重视。由

于农村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多年来积累的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出来，

由于受特定的地形、地质等自然人为活动的影响，生态环境较为脆

弱。主要为城市工业向农村转移，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

污染与工业污染叠加，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

圾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畜禽养殖规模化发展和农药化肥广泛使用，

水库养殖造成水体恶化，对农村饮水安全构成威胁；工矿用地不合

理利用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引发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新农村建

设、村庄环境整治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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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土地整治环境影响评价 

土地整治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实施，无疑可以防止一些建设项

目对环境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也可以通过对可行性方案的比较和

筛选，把某些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 

改善土地生态环境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本次琼海市土地

整治规划重要指导和规划目标。本次土地整治规划的实施对生态环

境的改善和保护有利的一面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对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的影响 

土地整治规划对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的影响表现为实施后，自然生

态系统中各构成要素的组合、相互关系及其在系统中的空间配臵发生

变化。通过农用地整理，中低产田的治理率得到提高，防护林建设进

一步加强，可以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生态退化；在土地整治规划

中水域涉及到的量非常小，水域转化率很低，湿地生态环境得到有效

保护。 

（二）对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 

土地整治规划实施后，从总体上来讲生态系统在气体调节、气候

调节、水源涵养、土壤形成与保护、废物处理、生物多样性维持、食

物生产、原材料生产、休闲娱乐等服务功能上是增加的，有利于从整

体上改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三）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通过实施土地整治，裸地等未利用地以及废弃的园地、林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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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耕地；建设用地向产业集聚区、中心村集聚，原有低效利用、废弃

的建设用地获得复垦；农用地的布局更加合理，耕地地力得到提高，

更适合农作物生长。土地整治实施后土地植被覆盖指数增加，环境整

体质量得到改善。 

尽管本次土地整治规划把改善土地生态环境作为规划编制的基

本原则之一，但是由于人类生产建设的逆自然性，土地整治规划实

施过程中，也将不可避免地对生态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中包

括： 

（一）施工过程中的污染 

土地整治项目施工过程中会产生扬尘、弃渣、噪音和污染等会对

当地生态环境、景观产生一些不利影响，这些影响程度多为局部性和

暂时性，可以通过加强施工管理得到减免。 

（二）生态失衡的风险 

作为土地整治活动重要内容的水利水电工程、农田灌溉工程以

及土地平整与坡地垦殖等往往会改变地表水系的网络结构，不仅会

直接影响生态环境类型的改变，还可能影响伴随原有水系网络而形

成的各种相关生态过程。大面积耕地开发及新项目城建设会加大地

下水抽取量，从而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加重地表植被的生理性干

旱。 

非农建设用地的扩张，提高土地垦殖率及开发荒地等导致原

生、次生自然植被及人工植被的大面积减少和退化，造成地表植被

覆盖率和覆盖程度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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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土地整治在实施过程中，改变了土地原有的利用方式，必然会暂

时打破现有的生态平衡，破坏某些生物的栖息环境，影响某些特殊生

物的生存条件。土地整治实施后，许多自然生态系统改为了农田生态

系统，植被发生很大的变化，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三节 减缓环境负面影响措施 

一、加强用地管制制度建设，促进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用地管制制度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措施，合理的土地利用布

局是避免生态环境破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因此，严格

土地利用的管理，发挥土地利用的调控作用，是实现土地利用与生

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用地上，要对建设用地加以严格管

制，积极安排生态用地；在布局上，要对生态脆弱区重点安排生态

用地，在城镇建设中，必须增加生态用地的比重，对用地类型进行

合理布局。 

2020 年前，改善琼海市水系的生态环境。琼海市以扩大森林面

积和提高森林质量为中心，提高森林覆盖率，增加森林面积；开展

生态公益林和防护林的建设，在道路两旁种植防护林、农田四周建

农田防护林以及河流两岸的护岸林等。以河流、河渠为主线，建设

以生态经济型为目标的水土保持林、水源涵盖林的防护林系，实现

全县农田网化的林业生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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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视保持生态平衡 

土地整治活动要重视保持生态平衡，防止水土流失、土壤侵蚀、

土地沙化等现象的发生。土地整治活动要合理安排，加强项目的可行

性研究和项目论证，提高项目的有序性和实效性。工程措施等要注重

实效，以保持环境为重点，避免单方面追求增加耕地数量指标。 

三、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在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前，要充分考虑对区内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避免项目区选在生态系统保护区和脆弱区；在实施过程中要加强对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必要时营造某些生物的临时栖息地；项目实施后，

在不影响或少影响农业生产力的前提下，在农田生态系统中对生物多

样性从生境多样性、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等层次上进行利用与保

护。 

四、注重设施配套，建设现代化农业 

土地整治活动要注重农田基本设施的配套，通过实施农果、农林

间作，营造防护林带等综合治理措施减小生态失衡的风险。利用物质

循环与能量转换原理，构建大的生物循环圈，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良

性循环，建设高效生态现代化农业。另外，坚持土地的用养结合，不

断提高土地质量，保证土地的永续利用和资源的循环增值。 

五、加强土地整治项目的后续管理 

土地整治新增了耕地的面积，在后续的土地利用中应注意减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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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污染。在化肥施用方面应严格执行科学的施肥制度，根据作物生理

需要、农田土壤与气候特点，确定最佳施肥量营养元素比例，肥料形

态和施肥时间。农药的合理使用方面其一强化高效、低毒、低残留农

药的使用；其二是施用乳剂、可湿性粉剂和颗粒剂类的农药，改进农

药机动喷雾措施，尽量减少农药施用量、流失量和挥发量；第三是推

广生物防治方法。  

六、加强生态环境监测力度 

生态环境变化虽然不是很迅速，但是要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就

必须增加生态环境的检测次数，加大力度进行生态环境监测，对生

态环境状况适时监测，随时掌握琼海市生态环境变化情况，为保

护、利用、治理琼海市土地提供科学依据。加大对水土流失、地质

灾害等已经初步掌握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能力和对灾害的防御能

力。提高监控的预警手段。对各种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建库、运用

GIS 等科技手段和信息系统，进行科学管理，及时准确的反映生态

环境的动态变化。同时，加强科学研究，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围绕

生态建设的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组织开展基础性研究和科技攻

关，鼓励各级政府、各部门加强环境的调查研究，对研究成果予以

保护，并积极予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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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规划可行性分析 

第一节 基础资料详实 

本规划是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的基础上编制的，基础数据采用

2015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其时间与规划基础年相一致，现实

性强。其他资料采用历年统计资料及有关部门 2015 年的调查资料或

规划成果。对重点区域进行实地调查，增强规划的可靠性。规划图

件的编制采用最新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图做工作底图，位臵比

较准确。 

第二节 规划依据充分，目标明确 

本规划以有关法律、政策和相关规划为依据，在编制过程中，

以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保证耕地保有量和建设用地

指标的供给，改善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条件以及生态环境为目标，

充分吸收总体规划、村镇建设规划、农业发展规划等规划成果。 

第三节 规划方法科学 

为了使规划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结合琼海市实际，对土地整

理潜力分析、土地整治区的划定、规划方案拟定与编制等方面进行

了必要的和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规划坚持定性与定量、定向与定

位相结合，领导、专家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各项数据的确定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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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和现状数据的汇集、鉴别以及专家分析论证的基础上，使土

地整治规划指标符合琼海市的实际情况和特点。 

第四节 规划重点突出，可操作性强 

坚持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

策，实现琼海市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村生活

环境，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为琼海市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奠定基础。同时按照琼海市的地形、地貌和土地利用特点，进行了

土地整治分区，明确各乡镇土地整治的方向和特点，实行差别化管

理，增强了规划的可实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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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与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 

第一节 与琼海市总体规划的衔接情况 

《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是本次规划编制重要

参考依据，本次规划在规划指导思想、规划原则上与总体规划保持高

度一致。保障纳入《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确定的

“十三五”时期交通、水利、能源、电力、民生、环保、军事等基

础设施项目落地实施，落实总体规划安排的国土综合整治重点项目

与重点工程。落实土地利用专篇中划定耕地开垦区的目标任务，加

大土地综合整治力度，推进农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和

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 

第二节 与省土地整治“十三五”规划的衔接 

加强规划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衔接。严格落实海南省土地整治

规划下达琼海市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补充耕地规模等主要规划

调控指标。规划期内确保建成高标准农田不少于 9587 公顷（14.38 万

亩），力争建成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 15460 公顷（23.19 万亩），补

充耕地规模不低于 1633.72 公顷（2.45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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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与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 

为保证规划修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本规划修编时与琼海市其

他相关部门的专项规划进行了充分的衔接，重点参考了琼海市林业

规划、生态红线，对接琼海市农林局、水务局十三五期间的项目安

排。在规划数据不一致时与相关单位取得联系，获取对口单位数据

口径，找出规划目标存在差异的原因，力求使本规划在最大程度上

与各相关规划衔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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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规划主要成果 

第一节 文本 

1、《琼海市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文本》； 

2、《琼海市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说明》。 

第二节 专题研究 

1、《琼海市土地整治潜力调查分析研究》。 

第三节 图件 

1、琼海市 2015 年土地利用现状图； 

2、琼海市土地整治潜力分布图； 

（1）农用地整理潜力分布图 

（2）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潜力分布图 

（3）土地复垦潜力分布图 

（4）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潜力分布图 

3、琼海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规划图； 

4、琼海市土地整治项目规划图。 

第四节 数据库 

1、琼海市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年）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