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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亚立才农场南岛地块项目

n基本概况
     三亚立才农场南岛地块项目位于三亚市立才农场南岛分场，项目用地面积为4.95亩。

n区位优势
    项目区位于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居公交车站正对面，距凤凰

机场约18公里，距三亚市约20公里，距南侧三亚湾约15公里，

距水蛟绕城高速出口约12公里，距火车站约22公里，交通区

位优越。

石花水洞

区位图

地块现状图



n用地现状
依据三调数据， 三亚立才农场南岛地块项目占地面积4.95亩（0.33公顷），其

中城镇住宅用地为4.75亩，乔木林地0.19亩，其他园地0.01亩。存量建设用地4.75亩

（0.32公顷）。

n建设现状
项目区现状为空地，地上附作物、青苗等已补偿完毕。     

“三调”用地现状图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n“多规”情况
 三亚立才农场南岛地块项目范围内“多规合一”规划建设用地为4.95亩，

均规划为城镇建设用地。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三亚立才农场南岛地块项目建议

导入与周边居住小区配套的商业服务

和旅游配套等产业类型。

n控规情况
    依据《三亚市南岛-高峰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已批复）， 三亚立才农场南

岛地块规划为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

B11），容积率≤1.0，建筑密度≦35%，

建筑限高≤15米，绿地率≥35％。



二、琼中县乌石农场仓库地块项目

n基本概况
     琼中县乌石农场仓库地块项目位于琼中县乌石农场场部，项目用地面

积为10.95亩。

n区位优势
    项目区位于原乌石农场农贸市场边上，距离琼中县城16公里，距离中线高速乌石出口1.6

公里，区位优势显著。

区位图

项目航拍图



n用地现状
     依据三调数据，琼中县乌石农场仓库

地块项目占地面积10.95亩（0.73公顷），

均为城镇住宅用地。存量建设用地10.95

亩（0.73公顷）。

n建设现状
项目区现状为闲置的仓库，房屋十

分破旧，土地平整。     

“三调”用地现状图

n“多规”情况
琼中县乌石农场仓库地块项目范围

内“多规合一”规划建设用地为10.95亩，

均规划为城镇建设用地。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琼中县乌石农场仓库地块项目建议导入住宅房产及

相配套的商业服务等产业类型。

n控规情况
    依据《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已批复），琼中县乌石农场仓库地块规划为商业居住

综合用地，容积率2.0，建筑密度≤40%，建筑限高≤20

米，绿地率≥25％。

现状仓库



三、昌江石碌镇地块项目

n基本概况
     昌江石碌镇地块项目项目位于昌江

黎族自治县东侧，地处海南西部工业走

廊，项目用地面积为23.38亩。

n区位优势
    项目区位于昌江县石碌镇镇区环城西路东侧，北侧S311省道连接至海榆西线

公路以及西线高速公路大坡互通，结合周边县道及内部道路，形成便利的交通系

统，可达性良好。项目区距西线高速公路大坡互通约8公里，距海榆西线公路约1

公里，距石碌火车站约5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区位条件优越。



图例

n用地现状
     依据三调数据， 昌江石碌镇地块项目占地面

积23.38亩（1.56公顷），其中城镇住宅用地

15.18亩，公路用地0.03亩，灌木林地4.91亩，

旱地3.26亩。存量建设用地15.18亩（1.01公

顷）。

n建设现状
项目区现状为空闲地，地上无附着物。

“三调”用地现状图

n“多规”情况
     昌江石碌镇地块项目范围内“多规合

一”规划建设用地为23.38亩，均规划为

城镇建设用地。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n控规情况
    依据《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主

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已批

复），昌江石碌镇地块规划为金

融保险用地（用地代码B12），

容积率≤2.0，建筑密度≦30%，

建筑限高≤72米，绿地率≥35％。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基于镇区的地域优势与毗邻

环城西路的区位优势，昌江石碌

镇地块项目结合周边行政办公设

施（县政府办公楼等）、住宅小

区及教育设施，建议导入与周边

互补的商业服务、s商务办公、科

技研发等产业类型。



四、东方广坝农场普光场部地块项目

n基本概况
    东方广坝农场普光场部地块项目位于海南省东方市

东北部，项目用地面积为14.04亩。

n区位优势
     项目区位于普光分场区部西北侧，毗邻东河镇仅2公里，距东方市城区33公里，

距东方高铁站32公里，距海南西线高速公路27公里，距海口市250公里，距三亚

市140公里，经314省道连接乐东县。

区位图 现状航片图 基地现状图

  项目区



n用地现状
      依据三调数据，  东方广坝农场普光场部地块

项目占地面积14.04亩（0.94公顷），其中城镇住

宅用地0.06亩，乔木林地1.13亩，橡胶园7.97亩，

果园4.88亩。存量建设用地为0.06亩。

n建设现状
项目区现状为橡胶林和果园。  

“三调”用地现状图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n“多规”情况
  东方广坝农场普光场部地块项目范围内

“多规合一”规划建设用地为14.04亩，均规划为

城镇建设用地。

n控规情况
    依据《东方市东河镇总体规划暨镇区、广坝居

控制性详细规划（2019-2030》（已批复）， 东

方广坝农场普光场部地块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用

地（地块编码为A-01），容积率≤1.5，建筑密度

≦25%，建筑限高≤20米，绿地率≥40％，配建停

车位148辆。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东方广坝农场普光场部地块项目建议导入

住宅地产、商业服务业等产业项目。



五、东方广坝农场公爱场部地块项目

n基本概况
      东方广坝农场公爱场部地块项目项目位于海南省

东方市西南部，项目用地面积为24.75亩。

n区位优势
     项目区位于公爱农场场部，距G98高速西线公爱出入口约7公里，距东方市城

区33公里，距东方火车站42公里，距海南西线高速公路27公里，距海口市290公

里，距三亚市140公里。

区位图 现状航片图

项目区

现状航拍图 基地现状图



n用地现状
      依据三调数据，东方广坝农场公爱场部地块项

目占地面积24.75亩（约1.65公顷），其中城镇住

宅用地3.12亩，农村道路0.81亩。存量建设用地

为3.93亩（约0.26公顷）。

n建设现状
项目区现状为农场公司招待所、仓库和果园。

“三调”用地现状图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n“多规”情况
东方广坝农场公爱场部地块项目范围内“多

规合一”规划建设用地为24.75亩，均规划为城镇

建设用地。

n控规情况
    依据《东方市感城镇总体规划暨镇区、公爱居

控制性详细规划（2019-2030》（已批复），东

方广坝农场公爱场部地块主要规划为零售商业用

地，C-03地块规划有部分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和

广场用地，C-05地块规划有部分停车场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容积率≦2.0，建筑密度≦40%，建

筑限高≤24米；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容积率为0.5，

建筑密度≦25%，建筑限高≤10米。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东方广坝农场公爱场部地块项目建议导入商

业服务业、住宅地产等产业项目。



六、东方广坝农场红泉区部地块项目

n基本概况
    东方广坝农场红泉区部地块项目位于海南省东方市

西北部，红泉农场场部南侧，项目用地面积为13.65

亩。

n区位优势
     项目区位于公爱农场场部，距314省道约5公里，距三月三广场约15公里，距

黄花梨森林文化公园约17公里，距225国道约5公里，距东河汽车客运站约14公

里，距叉河互通约13公里，交通区位优越。

项目区

区位图 现状航拍图 基地现状图



n用地现状
      依据三调数据， 东方广坝农场红泉区部地块

项目占地面积13.65亩（约0.91公顷），其中城镇

住宅用地0.3亩，果园10.57亩。存量建设用地为

0.3亩（约0.02公顷）。

n建设现状
项目区现状为果园。

“三调”用地现状图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n“多规”情况
 东方广坝农场红泉区部地块项目范围内“多

规合一”规划建设用地为13.65亩，均规划为城镇

建设用地。

n控规情况
    依据《东方市大田镇总体规划暨镇区、红泉居

控制性详细规划（2021-2030》（已批复）， 

东方广坝农场红泉区部地块主要规划为二类居住

用地，容积率≦1.5，建筑密度≦30%，绿地率

≧35%，建筑限高≤20米，配建机动车位79个。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东方广坝农场红泉区部地块项目建议导入

住宅地产、商业服务业等产业项目。



七、白沙龙江农场老汽水厂地块项目

n基本概况
    白沙龙江农场老汽水厂地块项目位于海南省白沙黎

族自治县七坊镇镇区，项目用地面积为20.4亩。

n区位优势
     项目区位于龙江农场公司及海胶龙江基地分公司办公区周边，龙江农场公司

场部职工居民区中心区域，距白沙县牙叉主城区约30公里，距儋白高速出入口约

27公里，距邦溪互通约27公里，交通十分便利。

区位图 现状航片图 基地现状图

C-03地块



n用地现状
      依据三调数据，白沙龙江农场老汽水厂地块项

目占地面积20.4亩（约1.36公顷），其中旱地

19.5亩，其他园地0.9亩。存量建设用地为0亩。

n建设现状
项目区现状为职工种植的零星菜园，无任何

老旧建筑物，无需拆迁安置。

“三调”用地现状图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n“多规”情况
白沙龙江农场老汽水厂地块项目范围内“多

规合一”规划建设用地为20.4亩，均规划为城镇建

设用地。

n控规情况
    依据《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2018-2030》（已批复），白沙龙江农场

老汽水厂地块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1.2，

建筑密度≦26%，绿地率≥40％，建筑限高≤24

米，配建机动车位360个。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白沙龙江农场老汽水厂地块项目建议导入商

业服务业、住宅地产等产业项目。

地块控规图



八、龙江农场老木材厂地块项目

n基本概况
    龙江农场老木材厂地块项目位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

治县七坊镇镇区，项目用地面积为17.55亩。

n区位优势
     项目区位于白沙县国道361主干道旁，在往白沙县城和往儋州市

交叉路口处，距白沙县牙叉主城区约30公里，距儋白高速出入口约

27公里，距邦溪互通约27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周边为农场公司商

业区、住宅区及龙江农场农贸市场，人员流动相对密集。

区位图 现状航片图

基地现状图

区位图 现状航片图 基地现状图

C-25地块



n用地现状
      依据三调数据，龙江农场老木材厂地块项目占

地面积17.55亩（约1.17公顷），其中工业用地

16.99亩，其他林地0.56亩。存量建设用地为

16.99亩（约1.13公顷）。

n建设现状
项目区现状为原木材停产后闲置用地，无任

何老旧建筑物，无需拆迁安置。

“三调”用地现状图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n“多规”情况
龙江农场老木材厂地块项目范围内“多规合

一”规划建设用地为17.55亩，均规划为城镇建设

用地。

n控规情况
    依据《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2018-2030》（已批复），龙江农场老木

材厂地块规划为零售商业用地，容积率≦1.2，建

筑密度≦35%，绿地率≥40％，建筑限高≤24米，

配建机动车位514个。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龙江农场老木材厂地块项目建议导入商业服

务业、商务居住等产业项目。

地块控规图



C-21地块

九、白沙龙江农场品控中心地块项目

n基本概况
     白沙龙江农场品控中心地块项目位于海南省白沙

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镇区，项目用地面积为7.64亩。

n区位优势
       项目区位于白沙县国道361主干道旁，距白沙县牙叉主城区约

30公里，距儋白高速出入口约27公里，距邦溪互通约27公里，交

通十分便利。周边为农场公司商业区、住宅区及龙江农场农贸市场，

人员流动相对密集。

区位图 现状航片图

基地现状图



n用地现状
      依据三调数据，白沙龙江农场品控中心地块项

目占地面积7.64亩（约0.51公顷），均为果园。

存量建设用地为0亩。

n建设现状
项目区现状为荒地。

“三调”用地现状图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n“多规”情况
白沙龙江农场品控中心地块项目范围内“多

规合一”规划建设用地为7.64亩，均规划为城镇建

设用地。

n控规情况
    依据《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2018-2030》（已批复），白沙龙江农场

品控中心地块规划为零售商业用地，容积率≦1.2，

建筑密度≦35%，绿地率≥35％，建筑限高≤24

米，配建机动车位135个。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白沙龙江农场品控中心地块项目建议导入商

业服务业、物流仓储等产业项目。

地块控规图



十、龙江农场芙蓉田基建队地块项目

n基本概况
     龙江农场芙蓉田基建队地块项目位于海南省白沙黎

族自治县，项目用地面积为10亩。

n区位优势
      项目区位于白沙县240县道旁，距白沙县牙叉主城区约7公里，距邦溪镇约14

公里，距儋州市雅星镇约12公里，距邦溪互通约20公里，交通十分便利。

区位图 现状航片图 基地现状图



n用地现状
      依据三调数据，龙江农场芙蓉田基建队地块目

占地面积10亩（约0.67公顷），其中城镇住宅用

地5.7亩，物流仓储用地4.3亩。存量建设用地为

10亩（约0.67公顷）。

n建设现状
项目区现状为已清理的闲置空地，原为农场

基建队厂房，无任何老旧建筑物，无需拆迁安置。

“三调”用地现状图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n“多规”情况
龙江农场芙蓉田基建队地块项目范围内“多

规合一”规划建设用地为10亩，均规划为城镇建设

用地。

n控规情况
    依据《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2018-2030》（已批复），龙江农场芙蓉

田基建队地块规划为商住用地，容积率≦1.2，建

筑密度≦25%，绿地率≥35％，建筑限高≤24米，

配建机动车位11个。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龙江农场芙蓉田基建队地块项目建议导入商

业服务业、住宅地产等产业项目。

地块控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