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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建设背景 

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民政部关于印发关于进

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民发

〔2018〕5 号）、《海南省推行绿色殡葬五年行动计划

（2019-2023 年）,结合《中共儋州市委办公室 儋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儋州市推进绿色殡葬五年行动工作实

施方案（2019-2023 年）>的通知》（儋委办发〔2019〕84 号）

精神，落实国家和海南省关于生态节地殡葬、建立良好的殡

葬管理秩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等工作要求，推进屯

昌县南坤镇殡葬设施用地建设。同时，加快推进天角潭水利

枢纽工程建设，完善配套设施项目，启动那大镇镇级公益性

公墓项目。 

该项目为政府投资项目，经市民政局等相关部门实地查

看及综合各方面条件，本着合理规划、优化布局、节约土地、

保护环境的原则，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那大镇镇级公益

性公墓项目选址在儋州市西部西联农场殡仪中心西侧（如图

1 所示），项目拟申请用地 2.0011公顷（30.0165 亩），符合

《海南省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琼民福字〔2011〕28 号）

规定的镇级公墓建设规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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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项目区选址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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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用地情况 

1、项目用地规划地类情况 

那大镇镇级公益性公墓项目拟用地总面积 2.0011公顷，

套合《儋州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成果，项目规

划地类全部为Ⅲ级保护林地，规划地类见表 1-1、总体规划

图见 1-2。 

表 1-1 项目用地总体规划地类表 

项目区 

规划地类 面积（公顷） 

非建设用地 Ⅲ级保护林地 2.0011 

合计 2.0011 

 

图 1-2 项目用地总体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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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区现状地类情况 

根据儋州市 2018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分析，那大

镇镇级公益性公墓项目拟用地现状地类全部为其他园地，现

状地类见表 1-2。 

表 1-2 项目用地土地利用现状地类表（2018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 

项目区 

现状地类 面积（公顷） 

农用地 其他园地 2.0011 

合计 2.0011 

根据儋州市2020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那大镇镇级公益

性公墓项目拟用地现状地类全部为橡胶园，不涉及占用现状

稳定耕地。项目区现状图1-3、项目区外业调查情况见图1-4 

表 1-3 项目用地土地利用现状地类表（2020 年变更） 

项目区 

现状地类 面积（公顷） 

农用地 橡胶园 2.0011 

合计 2.0011 

 

图 1-3 项目用地土地利用现状图（2020 年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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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项目区外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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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情况 

那大镇镇级公益性公墓项目用地位于开发边界外，根据

《开发边界外建设项目准入目录》，本项目属于市政项目殡

葬设施，符合目录规定的可在开发边界外进行开发建设的要

求。 

本项目规划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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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拟永久使用林地面积 2.0011 公顷，正在办理使

用林地审核审批手续。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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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琼府[2022]8 号)（以下简称“《办

法”》），该项目符合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和开发边界外

建设项目准入目录要求： 

第十四条[市县总规调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县政

府批准市县总体规划调整，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备

案入库规划调整数据库： 

（一）经批准实施的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以及村庄

规划，在确保开发边界内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不增加、耕地和

林地面积不减少的前提下，因优化建设用地布局需要对市县

总体规划用地布局进行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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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发边界外建设项目准入目录（见附件）中的“五

网”基础设施、市政项目、矿山及仓储项目、特殊选址项目； 

（三）不涉及占用林地的耕地开垦项目以及农村土地综

合整治项目。 

依据《开发边界外建设项目准入目录》中，该项目属于

市政项目中殡葬设施，符合开发边界外准入目录，可在市县

总体规划划定的开发边界外进行开发建设。 

二、规划调整的原则 

1.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

基本国策； 

2.不得突破规划控制指标，确保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增

加，耕地和林地保有量不减少； 

3.项目符合产业政策； 

4.依法使用林地的原则； 

5.坚持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协调原则； 

6.与其他相关规划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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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调整总体情况 

那大镇镇级公益性公墓项目拟申请用地总面积 2.0011

公顷，拟占用Ⅲ级保护林地 2.0011 公顷,将拟占用的规划保

护林地调整规划用途为特殊用地,调整后建设用地增加

2.0011公顷。 

为保证调整前后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增加，规划保护

林地面积不减少，需核减 2.0011 公顷规划建设用地，另需

补划 2.0011 公顷Ⅲ级保护林地。具体该项目用地调整前后

规划地类对比情况如表 3-1所示。 

表 3-1 项目用地调整前后规划地类对比情况表 

项目区 
调整前 

规划地类 面积（公顷） 

非建设用地 Ⅲ级保护林地 2.0011  

调整后 建设用地 特殊用地 2.0011 

四、规划调整方案情况 

（一）建设用地调整方案 

省级下达儋州市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为 37500公顷，《儋

州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落实规划建设用地

29381.7741公顷，结余建设用地指标 8118.2259 公顷，那大

镇镇级公益性公墓项目将拟占用Ⅲ级保护林地 2.0011 公顷

调整为建设用地，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拟申请从儋州市预

留指标中核减 2.0011 公顷，规划调整后儋州市建设用地落

图面积相应调整，建设用地总规模仍不突破省级下达指标，

满足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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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保护林地补划方案 

那大镇镇级公益性公墓项目占用规划保护林地位置位

于儋州市西部国营西联农场，共占用Ⅲ级保护林地 2.0011

公顷，林地权属为国营西联农场，占用地块的现状地类全部

为橡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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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将位于国营西联农场 2.0011 公

顷的原规划用途为园地的地块规划用途调整为Ⅲ级保护林

地。根据儋州市 2020 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该地块现状为

0.5946公顷乔木林地和 1.4065 公顷橡胶园，根据儋州市最

新遥感影像数据判读，补划地块种植林木。补划规划保护林

地方案确保了规划调整前后儋州市林地保有量不减少，符合

要求。补划林地情况详见表 4-1，补划林地地块现状、规划

及外业调查如图 4-1、4-2、4-3。 

表 4-1 补划林地地块规划调整情况统计表 

地块编号 坐落 现状用途 

规划用途 

面积（公顷） 调整前地

类 
调整后地类 

补划地块① 
东成镇国营

西联农场 

乔木林地 

园地 
Ⅲ级保护林

地 

0.5946 

补划地块② 橡胶园 1.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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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补划林地地块遥感影像图 

 
图 4-2 补划林地地块总体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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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补划林地地块现状图（2020 年度） 

补划林地地块①外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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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划林地地块②外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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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指标调整情况 

规划调整方案在《儋州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结余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中核减了 2.0011 公顷，同时补划

了 2.0011 公顷的Ⅲ级保护林地，调整后儋州市规划控制指

标变化情况表如表 5-1 所示。 

表 5-1 规划控制指标变化情况表 

指标类型 

调整前后指标变化情况（公顷） 

省下达指标 调整前落图面积 调整后落图面积 
调整后与指标

对比情况 

建设用地总规模 37500 29381.7741 29383.7752 满足指标 

林地保有量 

172405 

（“两重一大”

项目调整后） 

172405 172405 满足指标 

六、规划调整方案可行性分析 

（一）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为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殡葬改革和殡葬

事业更好服务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

建设。该项目建设是根据《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决定》重要文件，《海南

省殡葬事业 2016-2025年发展规划》提出全力推进殡葬改 

革，加强公墓建设。市县应编制公墓建设规划，根据人口及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合理设定市县级、乡镇级和村级公益性

公墓的数量和布局。《海南绿色殡葬五年行动计划

（2019-2023 年）》提出推行殡葬改革委牵引，建设惠民、绿

色、文明殡葬。五年内分期将火化区扩大到覆盖海口、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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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含洋浦）全域和其他市县城镇地区的主要任务，同时

全省节地生态安葬比例及火化率皆达 50%。 

儋州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推进移风易俗、深化殡葬改

革，推动绿色殡葬”的重要举措。项目符合《儋州市推进绿

色殡葬五年行动工作实施方案（2019-2023年）》的要求，符

合“生态安葬、文明安葬、惠民安葬”的任务目标，符合国

家、省和县级产业政策要求。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产生显著的

社会和环境效益。项目建设实施切实可行。 

（二）项目选址及用地规模可行性分析 

该项目选址是经儋州市民政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实地查

看及综合各方面的条件，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控制

发展”的原则，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该项目选址。项

目选址靠近北部湾大道，交通便利，水电供给保障完善，并

利用山脊地地形，减少工程施工量。项目选址不涉及城镇公

园、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 2000 米范围内；

不涉及水库、水源、河流堤坝 500米范围内；不涉及铁路、

公路主干线两侧 500米范围内；不涉及居民区 500米范围内。

综上所述，该项目选址合理可行。 

该项目为镇级公益性公墓项目，根据《海南省公益性公

墓建设标准》（琼民福字〔2011〕28 号）要求（以下简称“《标

准》”），公益性公墓应根据服务半径和人口数量、骨灰安

置方式、独立墓地数量和结构、绿化覆盖率等因素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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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定公益性公墓的用地规模，原则上市县级公墓不超过

500 亩，乡镇级公墓不超过 200 亩，村居委会或自然村建设

的集中安葬点不超过 50 亩。该项目用地面积 2.0011 公顷

（30.016 亩），符合《标准》中乡镇级公墓不超过 200 亩的

规定。综上所述，项目用地规模合理可行。 

（三）规划调整可行性分析 

项目建设拟永久使用林地为一般商品林，不涉及自然保

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生态公益林、天

然林、红树林等敏感区域，属于《办法》中开发边界外建设

项目准入目录》中的准入项目，符合可调整市县总体规划的

情形。 

本次规划调整方案将 2.0011 公顷Ⅲ级保护林地调整为

特殊用地，项目用地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地类。新增

2.0011公顷建设用地和永久使用 2.0011公顷规划保护林地，

本次调整方案做到了“占一补一，增一减一”要求，建设用

地调整方案及补划林地地块符合相关要求。规划调整实施

后，儋州市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省级下达指标，规划林地

保有量满足要求。综上所述，规划调整方案合理可行。 

（四）其他因素可行性分析 

该项目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饮用水用保

护区等生态敏感地类，项目建设高度贯彻《海南省公益性公

墓建设标准》中公益性公墓建设要求，在建设中始终贯彻生

态优先的原则，在避免大规模的土方改造工程的同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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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化、规模化、园林化的要求，营造出现代生态园林景观

墓园环境，在满足群众文明祭祀的需要同时，把建设项目对

生态环境的干扰和破坏降到最低程度。 

七、结论 

综上所述，那大镇镇级公益性公墓项目用地符合《海南

省省和市县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中调整市县总体规划

的条件，且属于开发边界外建设项目第五条市政项目准入目

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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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后，儋州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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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的

实施不产生不利影响。规划调整方案切实可行。 

（一）公示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省和市县总体规

划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琼府〔2022〕8 号）第十五条规

定，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在政府网站、网络媒

体和用地现场对总体规划调整方案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

少于 30 日，接受公众查询和监督。 

（二）存档备案及数据库更新 

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案一经依法批准后 10 个工作日

内，尽快做好该项目地块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案及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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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备案。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将规划调整数

据及相关资料汇交省“多规合一”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确保

全省“一张蓝图”实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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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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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图 

 

附图 1：儋州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部)-- 

那大镇镇级公益性公墓项目区(调整前)； 

附图 2：儋州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部)-- 

那大镇镇级公益性公墓项目区(调整后)； 

附图 3：儋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局部)-- 那大镇镇级公

益性公墓项目区； 

附图 4：儋州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部)-- 

那大镇镇级公益性公墓项目补划林地地块(调整前)； 

附图 5：儋州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局部)-- 

那大镇镇级公益性公墓项目补划林地地块(调整后)； 

附图 6：儋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局部)--那大镇镇级公

益性公墓项目补划林地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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