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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更新类

       海口市金贸片区三宗地改造项目

       海盛综合开发项目

2    场部改造及农场振兴类

       南金场部区域综合开发项目

       东升场部区域综合开发项目

       八一总场龙山分场区域综合开发项目

3    美丽乡村及农旅融合类

       海垦红明26队美丽乡村产业项目

4    康养度假类

      定安白塘水库康养旅游项目

      三亚休闲农业旅游项目

      八一文旅项目

      立才山地康养项目

      南林日月湾旅游项目

5   旅游开发类

      海垦·母瑞山红色文化教育培训旅游项目

      澄迈西达农场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三亚市亚龙湾度假酒店项目

      海垦保国·毛公印象项目

6   教育产业类

      神泉教育产业项目

      东新教育产业项目

      东方洋教育产业项目



一、八一文旅项目

n基本概况
八一文旅项目位于儋州市雅星镇八一总场英岛片区401

队，项目用地面积为57.7亩。
千年古盐田

海花岛

n区位优势
    项目区位于石花水洞地质公园（4A级景区）的南侧，距离那大镇33公里，距离高铁白马井站25公里，距离海

花岛28公里，周边的景点主要有千年古盐田、东坡书院、海南热带植物园、松涛水库、莲花山景区等。

东坡书院

石花水洞

区位图

n区域产业引导
    依据《儋州市雅星镇（八一农场）总体规划（2018-2030）》

镇域构筑“一心、两带、三区”的产业布局结构。项目位于城

镇综合服务产业中心和以美丽乡村、石花水洞、田尾水库、石

流江水库、春江水库和利拉岭水库为主的旅游观光产业带上。

八一总场场部

项目所在地

项目区在海南岛位置



n用地现状
依据三调数据，八一文旅项目占地面积57.75亩（3.85公顷），均为城镇建设用

地。存量建设用地57.75亩（3.85公顷）。

n建设现状
项目区内目前居住户数79户，建筑面积约为9833.48平方米，主要为一层的联排

兵营式建筑为主，以退休职工为主。经过意愿调查，大部分住户愿意拆迁安置到场部

周边居住，方便就医及购物。       

现状航片图

“三调”用地现状图

地块一

城镇建设用地

基本农田

其他农用

其他农用

三级保护林地

四级保护林地

三级保护林地

乡村建设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

三级保护林地

四级保护林地 乡村建设用地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n“多规”情况
八一文旅项目范围内“多规合一”规划建设用地为57.75亩，均规划为城

镇建设用地。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发挥毗邻场部小城镇的优势，以4A级石花水洞景区为资源

基础，以军垦文化为底蕴，以休闲度假为核心，打造集观光、

文化节庆、养生、度假、商业及旅游配套齐全、与周边海花岛、

石花水洞、热带植物园互补的住宅房产、商业服务和旅游配套

等产业类型。

n控规情况
    依据《儋州市雅星镇八一总场场部及糖厂、长岭农场场部控

制性详细规划》（已批复），八一文旅项目规划商住混合用地

3.85公顷（57.75亩），容积率1.5，建筑密度≦30%，建筑限高

≦20米。

军垦文化博物馆度假酒店

控规图则



二、立才山地康养项目

n基本概况
项目位于三亚市天涯区海南农垦立才农场公司南岛片区前哨队，水蛟至南岛延伸路旁，项目用地面积为203.84亩。

n区位优势
    项目区毗邻三亚凤凰谷乡村文化旅游区，距三亚凤凰国际机场8.2公里，距三亚站

10.6公里，距离三亚中心城区约15公里，周边的景点主要有兰海仙谷（三亚凤凰谷乡

村旅游区核心园区之一）。

n区域产业引导
    依据《三亚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6-2030）》，项目位于高峰-南岛-山地养

生度假乡村组团，具备打造“旅游+生态康养”项目的规划指导支撑。

三亚市域产业发展布局

项目区

海南第二环岛高速



n 用地现状
依据三调数据，立才山地康养项目占地面积203.84亩（13.59公顷），其中，建设用地14.17亩：含城镇
住宅用地5.58亩、公路用地7.26亩、农村道路1.33亩；农林用地180.05亩，坑塘水面4.65亩，养殖坑塘
4.96亩。存量建设用地14.17亩（0.94公顷）。

n 建设现状
项目区内现有多个水塘，上百亩山地椰林，分布有若干居民点。

n “多规”情况
立才山地康养项目范围内“多规合一”规划建设用地为203.84亩，均为旅游建设用地。

n 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以山地雨林生态为基底，激活多元民俗文化，结合山地资源，构建富有热带民俗特色的山地养生度假乡
村，发展文旅体验、康养度假、休闲乡村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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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项目区总用地面积135894 ㎡

（203.84亩），总建筑面积 26836 ㎡。其中：NG7-1-1地块面积为158.6亩、建筑面积2.10万平方米、容积

率≤0.2、建筑密度≤15%、建筑限10米；NG7-2-2地块面积为45.20亩、建筑面积0.58万平方米、容积率

≤0.2、建筑密度≤15%、建筑限10米。

“三调”用地现状图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控规图则

150米

海胶胶园



三、神泉教育产业项目

n基本概况
神泉教育产业项目位于三亚市海棠湾海垦神泉集团温泉旅游城内，项目用地面积为

83.77亩。

n区域产业引导
    依据《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在海棠湾形成“一线、五楔、

九片区、三统筹”的总体空间结构，项目位于山地主题旅游区。

项目区

项目区位

n区位优势
      项目区位于“国家海岸·神州第一泉——三亚南田温泉国际热带风情旅游城”内

，温泉开发区用地6.2平方公里，自批准后陆续建设建成了一批中高端酒店、度假公

寓、商业地产等项目，为三亚卫星城打下坚实的基础。项目区依傍海榆东线高速公

路，距海口市228公里，至三亚市38公里，距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约48公里，距三亚

或沉站35公里，周边资源有海棠湾及温泉开发区。

项目区



n用地现状
依据三调数据，神泉教育产业项目占地面积83.77亩（5.58公顷），其中，建设用地5.61亩：含城镇住宅用地0.62亩、科教文卫用地2.55亩、农村道路2.44亩；农林用地

78.16亩。存量建设用地5.61亩。

n 建设现状
该地块现状地类为国有划拨农业用地，现状为芒果园和看护房。

“三调”用地现状图 建设现状



n“多规”情况
神泉教育产业项目范围内“多规合一”规划总用地为83.77亩，其中，

建设用地83.77亩，均为旅游建设用地。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依托“国家海岸·神州第

一泉——三亚南田温泉国际

热带风情旅游城”的优势区

位，依据《三亚海棠湾国家

海岸休闲园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中将项目区划为学校教

育用地，拟开发建设产业类

型为教育服务产业。

n控规情况
       依据《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已批复），项目地块控规

编号为HT03-12-04,规划为中小学用地，用地面积83.77 亩（55847平方米）、容积率：0.8。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项目区



四、东新教育产业项目

n基本情况
    东新教育产业项目位于万宁市长丰镇牛漏墟东新农场本

部（原东和农场场部），项目用地面积23亩。

n区位优势
    项目区东面及南面为太阳河水系形成的万宁水库湖面，

新建的万宁太阳河旅游公路从项目区东侧连接莲兴大道（兴

隆至东线高速莲花互通），紧邻兴隆旅游度假区和兴隆热带

植物园，毗邻石梅湾、神州半岛；东距万宁市区18公里、

环岛东线高速公路万宁南互通15公里、东环高铁万宁站18

公里、神州站19公里，南距三亚100公里，西经万洋高速距

琼中县城65公里，北距海口150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区位

优势明显。

n区域产业引导
    《万宁市旅游产业总体规划》指出万宁旅游产品要从观

光产品向运动休闲性、养生度假性、社区体验性转变，重点

开发风情观光体验、养生度假、运动休闲、热带科普等旅游

产品，成为风情海岸观光地和特色养生度假旅游目的地及海

南支撑性旅游地、特色旅游基地和海南品牌旅游地。



n用地现状
依据三调数据， 东新教育产业项目占地面积23亩（1.53公顷），其中，城镇住宅用地6.73亩、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1.03亩、其他园地15.24亩。存量建设用地7.76亩。

n建设现状
项目区位于东新农场本部办公区东侧，目前已完成该地块的清理和平整工作。

现状航片图

“三调”用地现状图

地块一



n“多规”情况
东新教育产业项目范围内“多规合一”规划建设用地为23亩，均规划为其他

独立建设用地。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通过深度发掘区域的特色文化，发挥地方资源优势，将区域内的文旅资源、公共

空间、农业资源等进行统筹、规划、整合，形成研学功能；同时，配套建设研学旅行

营地，使文旅、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形成联动，吸引规模化的研学团队前来进行研

学、旅行、实践教育，拟开发建设培训教育服务基地。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n控规情况
    依据《万宁市长丰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编），东新教育产业基地项目规划为

教育培训服务用地，容积率1.0。其中，规划教育培训功能建筑面积占50%以上，商业用

途建筑面积控制在20%以下，行政办公建筑面积控制在10%。

教育培训中心 实践基地

自然课堂 露营基地



项目区所在地

五、南林日月湾旅游项目

n基本概况
南林日月湾旅游项目位于东新农场公司南林分公司前线队、深河队，项目用地面积为136.95亩（9.13

公顷）。

n区位优势
    项目区位于兴隆旅游区为核心的大兴隆组团内，紧邻日月湾冲浪小镇，南距东线高速公路日月湾互通2公

里，南距三亚市87公里；西经日月湾旅游公路与G223国道相连接；往北至万宁市区28公里，至海口市168

公里。距高铁神州站17公里、陵水站25公里。距离三亚凤凰机场100公里、博鳌机场70公里、海口美兰机

场160公里。

n区域产业引导
    以滨海旅游经济带为引领，以万宁中心城区、兴隆旅游区为核心，集中发展万城、大兴隆、山根湾三

大组团，通过中部城镇发展轴和两条山海互动轴有机串联，形成以滨海为重点、山海联动、全域统筹的

“一带、两区、三组团”空间结构，统筹全市集约开发。项目区位于大兴隆组团东南侧。

项目区



n用地现状
依据三调数据，南林日月湾旅游项目占地面积136.95亩（9.13公顷），其中，建设用地

44.48亩：城镇住宅用地40.28亩、公路用地3.69亩、农村道路0.52亩；农用地92.47亩。存量建设

用地38.55亩（2.57公顷）。

“三调”用地现状图

n建设现状
项目区内经济作物以槟榔、橡胶和荔枝等水果为主。区内有东新农场公司南林分公司前线队、

深河队两个居民点，有居民161户634人。

深河队

采矿用地



面积136.95亩

n“多规”情况
南林日月湾旅游项目范围内“多规合一”总面积136.95亩，其中建设用地52.80亩：乡村

建设用地51.70亩、公路用地1.10亩；农用地84.15亩：Ⅳ级林地79.78亩、园地1.92亩、其他用

地2.45亩。

n拟开发建设产业

类型
    依托周边资源优势形成

与冲浪小镇互补、山海联

动的集时尚极限运动为先

导，以农业休闲为支撑，

以田园度假为核心为一体

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和运动

健身基地，拟开发建设产

业类型为体育休闲、农业

休闲和田园度假等产业。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n控规情况
    依据《万宁市日月湾时尚运动小镇（冲浪小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编），项目区有136.95亩用

地已纳入万宁市日月湾冲浪小镇控规，其中，深河队地块136.95亩（内含规划商业旅游混合用地53.67

亩，其余为留白用地）。

项目区在《万宁市日月湾时尚运动小镇（冲浪小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位置



六、海口市金贸片区三宗地改造项目（金环公司南院、亿供大院及向荣路仓储）

金环公司南院、亿供大院及向荣路仓储三宗地改造项目均位于海口城区中心内，

临近城市主、次干道，交通条件优越，其中：

1、金环公司南院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海秀路100号，项目面积约27.36亩，土

地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权属清晰。金环公司南院现有楼房栋数 14 栋，多为 80 

年代所建，住宅套数 236 套。

2、亿供大院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海秀路 71 号, 项目面积合计约75.53 亩。 项

目内有三宗地块：第一宗地面积为 21.27 亩 ，土地用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第二宗

地面积15.14 亩，土地用途为城镇单一住宅用地；第三宗地面积为 39.13 亩，土地用

途为城镇混合住宅用地。亿供大院项目现有共有建筑 19 栋，多为 80 年代所建，现有

住宅套数 1100套。

3、向荣路仓储用地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项目面积合计约78.81 亩。项

目内有三宗地块：第一宗地面积 3.39 亩，土地用途为办公宿舍用地；第二宗地面积

8.29 亩，土地用途为仓库用地 ；第三宗地面积 67.13 亩，土地用途为仓库用地。向荣

路仓储用地现有楼房栋数 12 栋，多为 80 年代所建，住宅套数 49 套。

n基本概况

现状照片

三宗地改造项目”三调“图

金环公司南院亿供大院

向荣路仓储

三宗地改造项目区位图

亿供大院



n规划情况
1、“多规”情况：金环公司南院、亿供大院及向荣路仓储三宗地改造项目城镇建设用地

面积合计为181.7亩，其中金环公司南院项目建设用地27.36亩；亿供大院项目建设用地75.53

亩；向荣路仓储项目建设用地78.81亩。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建议导入商业服务业、住宅地产等产业项目
2、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情况：亿供大院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3.0，

密度25%，限高80M；金环规划为二类居住、商业用地，容积率4.96，密度27%，限高80M。

三宗地改造项目“多规”图

亿供大院及金环公司南院在金牛岭控规中的位置

海秀片区控规图则（向荣路仓储）

向荣路仓储海秀片区控规中的规划条件

3、海口市海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情况：向荣路仓储规划为商业及商住

混合用地，容积率2.0-3.0之间，密度20-40%，限高20-80M（详见上图）。

亿供大院



七、海盛综合开发项目

海盛综合开发项目位于海口市区内，临近海秀路城市主干道，交通条件优越，位于

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 24号，项目用地面积合计为6.16公顷（92.4亩），土地用途为

仓储、办公、居住用地。项目内有两宗地块：第一宗地面积为5.03公顷（约75.45

亩），第二宗地面积为1.13公顷（约16.95亩）。项目区内现有职工住宅套数112套，

面积约8403平方米。

n基本概况

海盛综合开发项目“三调”图

项目位置图

现状照片

现状照片



n规划情况
1、“多规”情况：海口市长秀片区海盛综合开发项目城镇建设用地面积6.16公

顷（92.4亩）。

2、控规情况：依据《海口市长秀A片区控性详细规划》海盛综合开发项目规划为

二类居住用地2.20公顷（33亩），容积率为≤2.0、建筑密度≤25%、建筑高度

≤50米。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海盛综合开发项目建议导入住宅地产、商业服务业等产业项目。

海盛综合开发项目“多规”图 海盛综合开发项目控规情况



八、东方洋教育项目

东方洋教育项目位于海口市区内，临近海秀路城市主干道，东方洋路的东侧，

交通条件优越。

东方洋教育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 项目面积合计约27.66 亩, 土地用途为仓

储、居住用地，项目区内现有16961.72㎡仓库、设备用房等建筑。

n基本概况

项目现状照片

东方洋教育项目

东方洋教育项目“三调”图



n规划情况

1、“多规”情况：东方洋教育项目城镇建设用地面积1.84公顷

（27.66亩）。

2、控规情况：依据《海口市金贸片区控性详细规划》东方洋教育项

目规划为中小学教育用地。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东方洋地块建议引入教育机构，合作办学。

东方洋教育项目控规情况

东方洋教育项目控规位置

项目所在地

东方洋教育项目“多规”图



n基本概况

南金场部区域综合开发项目位于定安县东部黄竹镇内，项目区域范围56.49公顷（847.35亩）。

G223国道穿过项目区中部，项目距黄竹互通仅2公里，至定安县定城镇车程25分钟、至美兰国际机场车程约55分钟，至海口车程约1小时，区位优越，交通便利。

项目所在的定安县黄竹镇是以海口为中心的一小时旅游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定安东部旅游门户，东线旅游重要节点，周边旅游资源丰富。

项目区周边分布有菠萝蜜、三红蜜柚等热带水果种植基地，并设置有茶叶加工厂和菠萝蜜加工厂。还分布有南金农场建设的南丽湖旅游度假区、白塘湖旅游区、包蜜园、万嘉果园、八仙岭共享农庄等，对项

目区未来的建设都奠定了基础。

周边资源自身资源禀赋项目区位图

定安见龙塔

南丽湖

万嘉果热带植物园

定安榕树王 定安冷泉

九、南金场部区域综合开发项目（定安县黄竹镇）



n建设现状

依据三调数据，南金场部区域综合开发项目占地面积56.49公顷（847.35亩），其中：建设用地24.49公顷（367.35亩），农用地31.54公顷（473.1亩）。存量建设

用地24.94公顷（367.35亩）。

项目区内目前居住户数953户，人口约4225人，建筑面积约为190344.28平方米，其中一类建筑42893.93平方米、二类建筑57415.03平方米，三类建筑88545.96平

方米，在建1489.36平方米。

       

现状航片图

“三调”用地现状图

现状民宅

办公楼

223国道 区内道路

地块一

地块二
现状民宅

现状民宅



n规划情况

（1）“多规”情况：在定安县 “多规合一” 中，项目范围内主要的用地性质为城镇建设用地，用地面积56.49公顷（847.35亩）。

（2）“控规”情况：依据《定安县黄竹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编）项目区分为两个地块，地块一面积为29.85公顷（447.75亩），地块二为面积26.64

公顷（399.60亩）。主要地类为：二类居住用地（占地16.25公顷、占比28.77%）、物流仓储用地（占地12.65公顷、占比22.39%）、一类工业用地（占地3.47

公顷、占比6.14%）、零售商业及批发市场用地（占地1.98公顷、占比3.9%）、公共设施用地（占地3.6公顷、占比6.38% ）、基础设施用地（占地9.88公顷、占

比17.49%）、农林及防护绿地（占地5.56公顷、占比9.85% ）、发展备用地（占地2.88公顷、占比5.10%）。

控规土地利用规划图

地块二

地块一

序号 用地代码 用地类型
用地面积
（公顷）

比重（%）

1 A1 行政办公用地 2.56 4.53 

2 A2 文化设施用地 0.27 0.48 

3 A6 社会福利用地 0.49 0.87 

4 B11 零售商业用地 1.49 2.64 

5 B12 批发市场用地 0.71 1.26 

6 B14
加油加气站用

地
0.29 0.51 

7 E2 农林用地 3.76 6.66 

8 G2 防护绿地 1.80 3.19 

9 G3 广场用地 0.17 0.30 

10 M1 一类工业用地 3.47 6.14 

11 R21 二类居住用地 16.25 28.77 

12 R22 幼儿园用地 0.28 0.50 

13 S1 道路交通用地 9.41 16.66 

14 U12 供电用地 0.01 0.02 

15 W1 物流仓储用地 12.65 22.39 

16 发展备用地 2.88 5.10 

17 总计 56.49 100.00 

控规土地规划面积表“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依托现状山、水、田、园、场、村空间格局，挖掘南金农场地方文化，融入共享农庄、田园综合体

等理念，积极对接海南自贸港的产业发展，以优势资源为依托，以热带高效特色农业为基础，以农业产

业化、农产品品牌化为目标，深入挖掘“水果文化、康养文化”，借助农垦“品牌战略”建设契机，建

议导入商贸物流业、农产品加工业、旅游服务业、房地产业等产业。

黄竹镇“两心八组团”

n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十、东升场部区域综合开发项目（琼海市万泉镇）

n基本概况
东升场部区域综合开发项目位于海南省琼海市国营东升农场场部，项目区范围51.56公顷（773.4亩）。

S301省道从场部西侧穿过，是农场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南部与好望山项目区相连，至琼海市嘉积镇8km，至海口市80km。

项目区位图现状航拍图



“三调”用地现状图

办公楼

现状住宅

n 用地现状：依据“三调“项目区总面积为51.56公顷（773.4亩），其中：建设用地32.66公顷（489.9亩）、农用地18.43公顷（276.45亩）、河流水面0.47公顷

（7.05亩），建设用地中：城镇住宅用地23.38公顷（350.7亩）、工业用地2.08公顷、城镇村道路用地0.81公顷、农村宅基地0.91公顷、农村道路0.56公顷；园地

15.84公顷。用地范围内现状以居住用地和农林用地为主。

              初步估计，项目区需要安置户数约为700户。n建设现状:



n 规划情况

（1）“多规合一”：东升场部区域综合开发项目在”多规合一“中占地51.56公顷（773.4亩），其中：城镇建设用地44.69公顷（670.35亩）、公路用地0.94公顷（14.1亩）、

乡村建设用地5.93公顷（88.95亩）。存量建设用地29.73公顷（445.95亩）。

（2）“镇总规”：在《琼海市万泉镇总体规划修编（2018-2030年）》中，以东升场部的开发边界调整项目区范围为897.68亩，土地性质在多规中为城镇建设用地803.18亩，控

规中为二类居住用地，扣除中小学46.73亩、医院30.33亩、派出所2.27亩、幼儿园4.9亩、祥硕项目34.5亩，剩684.45亩；规划乡村建设用地88.95亩，项目总面积调整为773.4亩。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东升农场场部用地规划图

项目区界线



n 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基于项目所处的优越区位及整体规模，归类为区域综合开发类项目，将颐养和乐居集于一体，塑造成一个更复合、更有机、更快乐、

更多元的颐养主题小镇。建议导入健康服务、康复护理、健康商业等智慧康养产业及智慧农业产业。

航拍现状图



十一、八一总场龙山分场区域综合开发项目

n 基本概况

八一总场龙山分场区域综合开发项目位于海南农垦八一总场有限公司下属龙山农场场部，临西环铁路与海南环线高速，且未来在项目地西南部10公里处拟规划建设儋

州机场，将极大地提升项目的交通优势条件。

项目区内有504县道穿过，距白马井高速互通也仅8公里的车程，距离白马井火车站不到10公里，距海花岛约6公里，受海花岛旅游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强。

项目区周边主要分布有海花岛、中和古镇、洋浦经济开发区等旅游、产业资源，项目建设将促进区域产业联动发展，培育成经济新的增长极。

周边资源图项目区位图

海花岛

中和镇 千年古盐田 白马井



n 现状用地
项目区用地面积为1215.89亩 ，依据”三

调“用地情况，项目现状用地包括建设用地

247.78亩，其中：城镇村道路用地6.18亩、城

镇住宅用地146.54亩、公路用地15.45亩、公用

设施用地5.54亩、科教文卫用地30亩、农村道

路31.13亩、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12.95亩；农

用地968.11亩，其中灌木林地92.81亩、果园

0.67亩、旱地11.63亩、河流水面0.18亩、坑塘

水面15.05亩、其他草地44.04亩、其他林地

41.13亩、其他园地5.49亩、乔木林地179.71亩、

设施农用地4.31亩、水田0.26亩、橡胶园

547.22亩、养殖坑塘25.01亩、竹林地0.59亩。

项目地内有存量建设用地200.06亩。

项目区主要为龙山农场场部，场部约有

176户，1018人，建筑面积约为38407㎡，职

工住房大多为老旧住房，区内主要道路均已硬化，

基础设施较好，且分布有学校、卫生医疗等公共

服务设施，主要种植经济作物有橡胶、芒果、花

卉等。

废弃办公楼

老旧危房

硬化道路

花卉基地

“三调”用地现状图



n 规划情况
八一总场龙山分场区域综合开发项目范围内“多规合一”规划建设用地

为295.67亩，其中城镇建设用地283.12亩、其他独立建设用地12.55

亩。

n 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项目地距离旅游综合体海花岛较近，周围路网较为发达，规划道路可与海花岛主要交通相连接，且周

边产业资源丰富，可通过资源整合，将项目地打造为文旅、工贸等周边产业项目服务的腹地，宜

重点发展商务办公、人才孵化、康养医疗、农旅融合等产业。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n 基本概况
海垦红明26队美丽乡村产业项目拟选址于26队队部原址、长坡水库南面，与三门镇镇区相连。项目主要通过国道223进行对外交通，至美兰国际机场车程约40分钟，海口市车程

90分钟，交通便捷。项目范围总面积约115.3公顷（约1729亩）。

海垦红明26队美丽乡村产业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规划的国道G223乡村休闲旅游带上，周边乡村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拥有荔枝果林、水库

风光等自然资源，属于琼山区乃至海口市的精品乡村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站。

长坡水库风光

项目区

项目区位图

项目区

十二、海垦红明美丽26队美丽乡村产业项目



n 现状建设
海垦红明26队美丽乡村产业项目范围内均属于农垦权属用地，依据

“三调”项目区内农用地113.78公顷（1706.7亩），建设用地1.52

公顷（约22.8亩），主要为农场连队居住用地。

项目区内已发证建设用地58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项目区内26队职工常住户数6户、24人。主要种植有荔枝、胡椒种植

等农作物。     

海垦红明26队美丽乡村产业项目“三调”现状图

26队队部航拍图
5个试点连队
产业用地项目

证载建设用地面积58亩

海垦红明26队美丽乡村产业项目航拍图



n 规划情况

村庄（连队）规划在编中，通过“空心村”整治、职工集中安置和乡村建设用地

整理腾挪，合计集约节约出183.75亩产业用地，用于发展乡村旅游产业项目。依

政策，发展休闲观光旅游而必须的配套设施建设用地可少量点状布局。

项目区

依据《海垦红明26队村庄（连队）》（在编），项目区内183.75亩产业建设用

地，拟建议产业用地分类为零售商业用地和旅馆用地，容积率≤1.0。

海垦红明26队村庄（连队）规划（在编）

五个试点村庄（连队）规划（在编）

规划节余出建设用地183.75亩，经与农场公司沟通，目前节余建设用地意

向选址于长坡水库南面、三门坡城镇开发边界内，待农场公司落实最终选址

位置后，相关材料再做更新。

特殊情况说明



n 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以现有荔枝产业基础为依托，发挥紧邻

机场、背靠江东新区、都市城郊的优越

区位，建议发展以荔枝为主题，重点引

进集农业体验、文创体验、休闲度假为

一体的深度体验型城郊农旅融合产业项

目。

农
业
体
验

文
创
体
验

休
闲
度
假



n 基本概况
定安白塘水库旅游服务项目位于定安县东南部，项目区域范围4.59公顷（68.85亩）。

项目区位于省道302南侧，距离黄竹互通约1公里，距黄竹镇仅3.5公里，距定安县城30公里，北距海口市区64公里、美兰机场70公里、海口火车站87公里，南距琼海市

25公里。地块东侧有一条10宽的土路，毗邻首创森林湖项目，隔省道302与白塘水库相望。

项目区位居海口的后花园——定安，周边有万顷林海、千亩水岸等优良的生态资源，半个小时车程内有南丽湖、文笔峰等定安重量级景区，也有万嘉果园、定安百里百村

乡村旅游区和龙门久温塘冷泉等多个乡村旅游景点。

项目航片图

白塘水库

项目区

东
线
高
速

省道201

文笔峰

南丽湖项目区位图

十三、定安白塘水库旅游服务项目（定安县黄竹镇）



“控规”用地规划图

项目所在地

n 现状建设

依据“三调“项目区总面积为4.59公顷，其中：城镇住宅用地0.04公顷、农村宅基地0.03公顷，用地范围内现状为种植荔枝树和槟榔树，有几栋民宅，道路均为土路及碎石路。

“三调”用地现状图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n 规划情况

（1）“多规合一”：定安白塘水库旅游服务项目在”多规合一“中占地4.59公顷（68.85亩），均为旅游建设用地。存量建设用地0.07公顷（约1.05亩）。

（2）“控规”：在《定安县黄竹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编）中，项目区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用地面积4.59公顷。     

现状民宅 现状道路

现状荔枝园 现状槟榔



n 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依托“海澄文定”经济圈，立足定安建设海口

后花园的定位，发挥优越的区位优势，结合规

划用地用途，建议与项目周边大型康养地产首

创森林湖项目进行互补，配套导入商业服务、

旅游服务、休闲旅居等产业。



十四、三亚休闲农业旅游项目（三亚市天涯区）
n 基本概况
三亚休闲农业旅游项目位于三亚市南岛农场，距凤凰机场约15公里，距三亚市约20公里，距南侧三亚湾约15公里，交通区位优越。项目区内有红岛、红光、抱逸、抱孟四

个现状居民点，范围区内主要道路基本完成硬化，生态环境良好，农林资源丰富。

区位图

n 现状建设

“三调”用地现状图 现状道路 现状农田

现状出水口现状居民住宅

项目区用地面积为3074.25亩 ，依据”三调“用地情况，项目现状用地包括建设用地292.73亩，其中：城镇村道路用地7.77亩、城镇住宅用地196.06亩、公路用地

11.52亩、采矿用地4.36亩、交通服务场站用地1.84亩、农村道路45.16亩、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14.82亩、水工建筑用地11.19亩；农用地2781.51亩，其中果园205.88

亩、旱地189.41亩、其他园地921.53亩、乔木林地325.77亩、水田663.54亩、橡胶园265.13亩。项目地内有存量建设用地138.3亩。



n 规划情况 项目区“多规合一”

（1）“多规”情况 

       项目范围内“多规”规划用地204.95公顷（约

为3074.25亩），主要为二、四级林地、基本农田、

城镇建设用地以及乡村建设用地等。其中城镇建设用

地15.85公顷（约为237.75亩），乡村建设用地

12.28公顷（约184.2亩）,水工建筑用地0.35公顷

（约为5.25亩），公路用地2.37（约为35.55亩）。

（2）相关规划情况

             

       依托毗邻南岛农场场部的区位及充足的产业用

地保障优势，充分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天然矿泉

水资源条件，结合周边农业资源，打造热带高效农

业观光种植展示基地，发展瓶（罐）装饮用水制造

或以“优质水资源”为主题发展疗养、康养、旅游

度假、会议等多功能综合型养生度假区。

n 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观光体验

农业展示

农业研发

特色餐饮

乡村旅游

康养旅游

    南岛农场总体规划已覆盖项目区，三亚市南岛高

峰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部分项目区域，生产队

规划正在编制中。

会议会务

康养度假



海垦·母瑞山红色文化教育培训旅游项目位于定安县南部翰林镇南侧的中瑞农场，中瑞农场有229县道通达，距东线高速黄竹出口42公里，距定安县城61公里，距离琼海市

14公里，距海口市97公里。

母瑞山是琼崖纵队的根据地，是琼崖革命的摇篮，革命历史上著名的“23年红旗不倒”指的就是母瑞山革命精神。项目区内建有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占地面积35

亩）、母瑞山七队美丽乡村等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基地，发展红色文化旅游有一定基础。

本次招商地块主要有两块：中瑞农场原胶厂和中瑞农场场部东侧地块。

周边资源 自身资源禀赋项目区位图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母瑞山七队美丽乡村

项目所在地

十五、海垦·母瑞山红色文化教育培训旅游项目



地块一：中瑞农场原胶厂

（1）建设现状：依据《定安县翰林镇中瑞居控制性详细规划》（已公示），中瑞农场原胶厂地块占地面积3.22公顷（约48.3亩），现状用地以一类工业用地为主，面积为3.22公顷。

存量建设用地3.22公顷，目前为废弃厂房。

（2）规划情况：在《定安县翰林镇中瑞居控制性详细规划》（已公示）中，项目区主要建设用地为用地性质为图书展览设施用地2.92公顷（43.8亩）容积率为1，建筑限高24米，

建筑密度≤25%；消防设施用地0.3公顷（4.55亩）。

（3）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依据区域资源及建设现状，建议导入产业为以农垦文化、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展示、博览及休闲度假等产业。     

控规用地现状图

原胶厂航拍 现状建设

用地现状图

“控规”规划图

项目所在地
项目所在地



地块二：场部东侧地块

“控规”用地现状图

航拍图现状建设

（1）建设现状：依据《定安县翰林镇中瑞居控制性详细规划》（已公示），场部东部地块占地面积3.63公顷（约54.45亩），现状中为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

3.63公顷。目前为农林用地，主要种植槟榔等作物。

（2）规划情况：在《定安县翰林镇中瑞居控制性详细规划》（已公示）中，项目区规划为城镇留白用地。

（3）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依据区域资源及规划定位，建议导入产业为以农垦文化、红色文化为主题的教育、培训等产业。     

用地现状图

项目所在地 项目所在地

“控规”建设规划图



n 基本概况

       澄迈西达农场区域综合开发项目位于海南省澄迈县西南端，距县城金江镇39公里。海口市至文儒出口距离约60公里，文儒出口至该项目地距离约30公里。

       项目区地处山地向丘陵过渡地带，属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年平均降雨量 1800-2000毫米, 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是开发旅游度

假、医疗健康养生、休闲观光和生态农业等项目的理想之地。

         澄迈西达农场区域综合开发项目权属用地总面积44.70公顷（约670.54亩），其中现状建设用地25.87公顷（约387.99亩） ，农用地18.84公顷（约282.55亩）。

存量建设用地25.87公顷（约387.99亩）。

“三调”用地现状图

现状航拍图

n 用地现状

项目区位图

项目所在地

十六、澄迈西达农场区域综合开发项目



n 周边资源

济公山望天洞

加命河 九乐宫温泉池

济公山脚下南翠湖一角

河边竹林

美合革命根据地

南渡江游船

项目区周边有济公山风景区、加命河温泉、32 公里南渡江流域，白石岭风景区及美合革命根据地等澄迈县多个优质旅游资源。

（1）济公山风景区：
        济公山原名石栏岭，又称吊鼻岭，因一巨石酷似济公活佛而得名。这里峦峰叠翠，
风貌独特，形成“神石、丽湖、温泉、绿海”四大景观，遍地绿树成荫，碧湖如玉，
是隐身于琼崖翡翠岛上的一处“海上仙境”。
（2）南渡江：
        南渡江是中国海南岛最大河流，水源丰富，流量大。流域气候有明显的干湿两季，
具有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海垦西达农场公司紧邻南渡江流域，其中可开发流域达 32 
公里 。

周边资源简介

（3）美合革命根据地：
        美合革命根据地纪念碑修建于2000年，用于纪念1941年1月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总
部机关、西迁美合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领导全琼抗日救国的斗争历史，被评为海南红色旅游景
点榜首。
（4）加命河温泉：
        加命河温泉位于澄迈县西南部海垦西达农场公司区域内，乐山北侧。该温泉日喷水量高，
含氟量高，有良好的医疗保健功效，被当地群众誉为“洁身龙水”，是理想的健身、休闲、旅
游度假胜地。



n 规划情况

“多规”情况：

        （1） 澄迈西达农场区域综合开发项目范围内“多规”规划建设用地33.73公顷（约505.95亩），其中乡村建设用地3.97公顷（约59.49亩），城镇建设

用地29.76公顷(约446.41亩）。

        （2）依据“多规”功能定位，澄迈县旅游以“世界长寿之乡、世界富硒福地、中国绿色名县”为总体形象发展定位，依托自身资源和市场发展将澄迈打造

为未来海南自贸港发展的主力旅游区域。项目规划用地位于南部低山丘陵农业经济区，结合热带景区、山体水库湖泊风光以及农业开发和保护，合理发展旅游业。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澄迈县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



n 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澄迈西达农场区域综合开发项目所在区域生

态资源丰富，气候环境优良，具有发展生态旅游

的天然优势，可依据热带、南方水库、加命河温

泉、济公山等自然资源合理发展长寿文化旅游、

健康生活旅游等旅游项目。

        项目区内有良好的农业产业基础和优良的生

态环境，建议导入现代富硒农业、医疗旅游、休

闲康养、养生度假等综合产业项目。



n 基本概况

三亚市亚龙湾度假酒店项目位于南新农场一区21队，地处三亚市九曲水库西侧，亚

龙湾路（S216）紧邻项目区东侧，距亚龙湾仅5.8公里，约8分钟车程，交通便利。

项目区范围总面积为20公顷（约300亩）。项目区土地证权属性质为国有划拨用地；

项目区位于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的腹地，项目区具有优质生态资源、优质植被资

源及水资源、滨水景观带具备良好的观湖视线。

依据“三调”数据，三亚市亚龙湾度假酒店项目范围内均为农用地，总面积为20公顷

（约300亩）。其中灌木林地面积为10.09公顷（约151.35亩），果园面积为6.91公顷

（103.65亩），橡胶园面积为3.00公顷（约45亩）。

“三调”现状图

n 现状建设

九曲水库

项目地及周边

亚龙湾

项目区位图

项目区位图

十七、三亚市亚龙湾度假酒店项目



建设现状

依据“多规”，三亚市亚龙湾度假酒店项目范围内农用地2.2公顷（约33亩），

建设用地17.8公顷（约267亩）均为旅游建设用地。

n 规划情况 n 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三亚市亚龙湾度假酒店项目充分借助毗邻海南三亚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的位

置优势，融入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利用周边良好的林地资源和水库滨水资

源，重点发展山地森林星级酒店、森林康养、滨水休闲、山地拓展等旅游产业。  

”多规合一“规划图



n 基本概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海南省乐东县志仲镇毛公山农场公司保国片区境内。周边主要连接道路是314省道，并通过314省道与中线高速公路相连，项目距乐东县城约 28 公里，

距中线高速乐东高速出入口约 34 公里，距离三亚市约 70 公里，交通四通八达，区域位置优越。

       毛公山是一处罕见的自然景观，因山形酷似毛泽东主席而闻名；毛公山自然景观除了地貌造像外，山下的雅亮河与南文河清澈见底，河滩布满斑驳陆离的五彩奇石。山水

互相辉映，景色宜人，生态优美。目前，毛公山景区已建成毛公山敬拜堂、毛公山纪念碑、毛主席雕像、募捐碑、图片展览长廊、画廊、瞻望台、凉亭等旅游设施，具备一定

的接待能力。

区位图

芒果地

十八、海垦保国·毛公印象项目

毛公山

项目区

湖面

项目区



“三调”现状图

n 现状建设 项目区内农垦权属用地总面积 95.75公顷（约 1436.25 亩），建设用地面积为 51.27公顷（约 769.05 亩）：其中采矿用地 0.02公顷（约 0.3亩）， 

城镇住宅用地 30.04公顷（约 450.60 亩） ，城镇村道路用地 2.57 公顷（约 38.55亩），工业用地 0.44公顷（约 6.6 亩），公路用地 0.31公顷（约

4.65 亩），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 1.93公顷（约 28.95 亩），科教文卫用地 9.10公顷（约 136.50 亩），  农村道路用地1.39公顷（约 20.85 亩） ，

农村宅基地用地 0.17公顷（约 2.55亩），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5.26公顷（约 78.9亩），物流仓储用地 0.04公顷（约 0.6亩），其他农用地为44.48公

顷 （约 667.20 亩） 。“三调”存量建设用地 49.61公顷（约 744.15 亩） 。

纪念馆毛公山景区接待中心

文化展览馆 毛公山



n 规划情况

“多规”情况：

      海垦保国·毛公印象项目范围

内“多规”规划建设用地 95.75公

顷（约 1436.25 亩），为城镇建

设用地、其他独立建设用地和乡

村建设用地等。

“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n 拟开发建设产业类型

      以文化为核，以康养为芯，以生态、

医疗、运动、休闲、度假为支撑，以” 

毛公山+保国农场“为空间载体建议导入

红色旅游、红色教育、康养度假、山地攀

登、探险考察、野外拓展、山地观光、休

闲度假、健身、娱乐、教育培训、运动等

产业。

红色旅游

康养度假康养度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