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1 项目概况 ................................................................................................. 1 

1.1 项目基本情况等 ............................................................................... 1 

1.2 项目区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状况 ................................................... 2 

1.3 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 ....................................................................... 5 

2 评定依据 ................................................................................................. 2 

2.1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 2 

2.2 有关技术规范标准 ........................................................................... 2 

2.3 其他依据 ........................................................................................... 3 

3 评定内容与评定方法 ............................................................................. 3 

4 评定过程 .................................................................................................. 5 

4.1 收集整理资料 .................................................................................... 5 

4.2 确定评定单元 .................................................................................... 5 

4.3 确定基本参数和分等因素 ................................................................ 6 

4.4 开展外业调查 .................................................................................. 15 

4.5 分等因素分值的确定 ...................................................................... 17 

4.6 等指数的确定 .................................................................................. 21 

4.7 等别的确定 ...................................................................................... 25 

5 评定结果 ................................................................................................ 27 

5.2 旱地改造水田质量等别 .................................................................. 27 



5.3 补充耕地粮食产能 .......................................................................... 27 

6 附件 ........................................................................................................ 28 

6.1 附图 .................................................................................................. 28 

6.2 附表 .................................................................................................. 32 

6.3 检测报告 .......................................................................................... 44 



 

1 
 

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基本情况等 

1、项目名称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 

2、项目类型 

本项目属于土地整治项目。 

3、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通过实施土地平整工程、灌溉排水工程和田间道路工程，本项

目竣工后提质改造耕地（旱地改造水田）面积为 11.2061 公顷。 

4、项目建设地点及范围 

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四至范围为：东至现有水泥路、

南至现有土路、西至现有水田、北至现有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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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项目区位置示意图 

5、项目区面积 

本项目区建设规模为 13.0226 公顷。 

6、项目区土地权属情况 

项目区土地权属涉及权属均属于建群村委会土地，地块权属明确、界

线清楚。 

7、项目建设内容 

根据《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工程量复核报

告》，项目区建设情况具体如下： 

1）土地平整工程 

（1）地块共 4 块，总面积 11.7160 公顷； 

（2）田埂修筑共 4 处，总体积 1165.05m
3； 

（3）种植草坪共 4 处，总面积 4371.27 m
2。 

项目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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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灌溉与排水工程 

（1）支管 1 条，总长 440m，规格：φ200 PVC-U； 

（2）分支管 2 条，总长 1234m，规格：φ160 PVC-U； 

（3）排水沟 2 条，总长 640.61m，规格：D40、D50U 型槽。 

3）附属建筑物 

（1）排水口 15 座，规格：PVC 管； 

（2）放水口 34 座，规格：PVC 管； 

（3）涵洞 8 座，规格：砼管； 

（4）阀门井 1 座，规格：钢筋砼结构； 

（5）排气阀井 1 座，规格：钢筋砼结构； 

（6）人行桥 5 座，规格：钢筋砼结构。 

4）田间道路工程 

（1）二级田间道 1 条，总长 565.56m； 

（2）生产路 1 条，总长 571.65m； 

（3）交叉路口 3 座； 

（4）下田坡道 19 座； 

（5）错车道 4 座； 

（6）回车台 1 座； 

（7）交通标志牌 1 座； 

（8）道口标志柱 6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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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区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状况 

1、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本项目区地貌属低丘。 

（2）土壤 

经现场多点位挖坑观察土壤剖面构成，发现项目区土层较厚，一般超

过 50cm，且无明显障碍层；耕作层厚度约为 25cm，主要为砂壤土，较为

松散。 

（3）自然灾害 

项目区自然灾害主要为三种类型：一是冬、春旱。每年 11 月～次年 4

月项目区降雨量仅占全年的 20%左右，是造成项目区历史性冬、春旱的主

要原因。二是强热带风暴和台风。每年 5～11 月间项目区常受到强热带风

暴和台风的影响，使之造成晚稻产量不稳定以及人民生活财产的损失。三

是暴雨洪涝灾害。每年 8～11 月，伴随着热带风暴和台风带来的暴雨引起

的洪涝灾害，对农作物种植很不利，极易造成农作物以及人民生活财产的

损失。 

2、社会经济状况 

项目区位于海口市永兴镇。全镇管辖 8 个村委会和 1 个居委会，一共

79 个自然村，75 个村民小组。2011 年底总人口 30236 人，其中农业人口

26672 人，总户数 7646 户，其中农业户 6678 户。特产荔枝、黄皮、柑桔、

菠萝蜜、杨桃、人心果、石榴、香蕉、木瓜等多种热带水果。全镇总面积

约 112 平方公里，各种林木 11 万亩；耕地面积 22815 亩（其中水旱田 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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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山塘水库 286 亩（主要有东城水库、西湖、南蓝山塘）。 

建群村委会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西南部，距镇政府 5 公里。东边

连接海榆中线，南与罗经村委会接壤，西与建中村委会交界，北是雷虎村

委会。村委会的出入口位于海榆中线 18.2 公里处（儒本村村口），入口前

行 2 公里。全村土地面积约 48750 亩，共有 708 户，2834 人,农业主要为

种植瓜菜、水果为主。下辖 8 个村民小组。 

1.3 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立

项，以海口市 2018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数据为底图，分析统计开工前

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项目开工前，耕地 13.0226 公顷，占总面

积的 100%，其中水田 0.0421 公顷，占总面积的 0.32%，旱地 12.9805 公顷，

占总面积的 99.68%，项目开工前土地利用现状见表 1。 

表 1 土地利用现状地类面积表（开工前） 

土地利用面积表（2018 年度） 

                                                            单位：（公顷） 

一级类 二级类 
面积（公顷） 比例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01 耕地 
011 水田 0.0421  0.32% 

013 旱地 12.9805  99.68% 

合计 13.0226  100.00% 

项目竣工后，耕地 12.6614 公顷，占总面积的 97.17%；交通运输用地

0.2994 公顷，占总面积的 2.30%。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0.0618 公顷，占总

面积的 0.47%。项目竣工后土地利用现状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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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地利用现状地类面积表（竣工后） 

一级类 二级类 
面积（公顷） 比例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1 耕地 

11 水田 11.2080 86.07% 

13 旱地 1.4534 11.16% 

小计 12.6614 97.17%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4 农村道路 0.2994 2.30% 

小计 0.2994 2.30% 

1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地 

117 沟渠 0.0618 0.47% 

小计 0.0618 0.47% 

合计 13.022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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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定依据 

2.1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1）《国土资源部关于提升耕地保护水平全面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

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108 号）； 

（2）《国土资源部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4〕18 号）； 

（3）《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严守耕地保护

红线的通知》（琼府〔2014〕42 号）； 

（4）《国土资源部关于改进管理方式切实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7〕13 号）； 

（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在用地审查报批中按管理新方式落实

耕地占补平衡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8〕8 号）； 

（6）《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改进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有关

事项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9〕2367 号）。 

2.2 有关技术规范标准 

（1）《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 

（2）《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技术手册》； 

（3）《海南省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 

（4）《海口市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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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南省新增耕地调查认定技术规范（试行）》。 

2.3 其他依据 

（1）海口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2）海口市 2018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数据； 

（3）海口市第三次国土调查统一时点数据； 

（4）海口市 2020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 

（5）《海口市 2018 年度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 

（6）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

梅土地整治项目立项的批复》（海资规耕保〔2022〕147 号）； 

（7）《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初步设计报告》； 

（8）《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施工图》； 

（9）《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竣工平面图》； 

（10）《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工程量复核报

告》； 

（11）其他项目资料。 

3 评定内容与评定方法 

耕地质量等别评定主要是对耕地的土地适宜性进行分析评价，通过采

用《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和《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

定技术手册》确定的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方法，对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

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的新增耕地等别进行评定，并最终得出新增耕地的质

量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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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技术手册》，采用

“耕地质量分等法”对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进行质

量等别评定。根据海口市已有的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结合项目规

划设计图、竣工平面图和工程量复核报告等资料，对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

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质量等别评定单元进行外业调查，确定海口市秀

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质量等别评定所需要的分等因素分

值，按照《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规定的方法步骤对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

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质量等别进行评定。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改进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有关事

项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9]2367 号）的要求，在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

管系统中，需填写补充耕地平均质量等别，采用面积等别加权平均计算，

保留小数点后 1 位。 

综上所述，本项目质量等别评定工作中，主要评定补充耕地的利用等

别，等别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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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定过程 

耕地质量等别评定主要是通过因素指标的确定，计算出评定因素指标

值，进而确定等别。 

4.1 收集整理资料 

根据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质量等别评定所

需的资料，应收集如下资料： 

（1）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的初步设计、施

工设计和竣工验收资料； 

（2）《海南省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 

（3）《海口市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 

（4）《海口市 2018 年度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 

（5）海口市 2018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数据； 

（6）海口市第三次国土调查统一时点数据； 

（7）海口市 2020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 

4.2 确定评定单元 

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技术手册》要求，

耕地质量等别评定过程中，对项目区内耕地相对集中连片、且耕地地块条

件差异不大的，可以将其划分为评定单元进行评定。结合海口市秀英区永

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地块条件和基础设施情况，将该项目的新增

耕地地块划分为 4 个评定单元，按照“美梅”首字母加上序号的编号规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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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单元序号进行编排，分别为“MM01”、“MM02”、“MM03”、“MM04” 。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各个评定单元面积情

况如表 3。 

表 3 各评定单元面积情况表 

序号 评定单元编号 耕地类型 面积（公顷） 备注 

1 MM01 水田 1.1765 旱地改造水田 

2 MM02 水田 7.0317 旱地改造水田 

3 MM03 水田 0.6122 旱地改造水田 

4 MM04 水田 2.3857 旱地改造水田 

4.3 确定基本参数和分等因素 

按照《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技术手册》的有关

要求，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质量等别评定所需的

基本参数和分等因素都应采用《海口市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确定

的基本参数和分等因素。基本参数和分等因素具体如下： 

4.3.1 分等因素指标区 

分等因素指标区是计算耕地自然质量分的分等因素评价指标体系的

区域，《海南省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中，根据环境的特殊性，全

省划在同一个指标区内，命名为“海南省农用地分等因素指标区”。具体如

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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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海南省农用地分等因素指标区划分表 

指标区名称 
耕作制

度 

基准作物 

指定作物名称 
分等因素（属性） 

海南省农用地

分等因素指标

区 

一年 

二熟 

早稻—晚稻 

春甘薯—秋甘薯 

表层土壤质地、灌溉水源、有效土层厚

度、土壤酸碱度(pH 值)、土壤有机质含

量、障碍层距地表深度、剖面构型、地

形坡度、地表岩石露头度、灌溉保证率、

排水条件 

4.3.2 标准耕作制度 

根据《海口市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海口市标准耕作制度为

“早稻——晚稻，春甘薯——秋甘薯”。一般情况下，水田所代表的耕作制

度属于水稻系列，水浇地和旱地所代表的耕作制度属于甘薯系列。 

4.3.3 基准作物与指定作物 

根据《海口市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海口市基准作物为“晚稻”，

指定作物分别“早稻”、“春甘薯”、“秋甘薯”。  

4.3.4 作物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 

根据《规程》规定，在农用地有灌溉条件时查找光温生产潜力指数，

在无灌溉条件时查找气候生产潜力指数。 

根据《海口市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海口市的气候生产潜力

指数具体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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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海口市指定作物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表 

站名 
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 

早稻 晚稻 春甘薯 秋甘薯 

海口市 1423 2110 2580 3145 

4.3.5 产量比系数 

产量比系数是指以国家指定的标准粮食作物为基础，按当地各种作物

单位面积最高理论产量之比算的各种作物产品与标准粮单位折算的比率。 

根据《海南省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全省产量比系数相同，

具体见表 6。 

表 6 海南省指定作物产量比系数表 

          作物类型 

行政单位 
早稻 晚稻 春甘薯 秋甘薯 

海南省 0.996 1 0.59 0.589 

4.3.6 分等因素及权重的确定 

根据《海口市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海口市的分等因素及权

重具体见表 7。 

表 7 海口市分等因素及其权重值表 

名称 

灌溉

保证

率 

表层

土壤

质地 

排水

条件 

地表

岩石

露头

度 

地形

坡度 

障碍

层距

地表

深度 

土壤

有机

质含

量 

土壤

酸碱

度
(pH

值) 

有效

土层

厚度 

灌溉

水源 

剖面

构型 

水稻 0.10 0.09 0.10 0.03 0.10 0.09 0.10 0.08 0.10 0.13 0.08 

甘薯 0.17 0.13 0.16 0.03 0.05 0.04 0.15 0.04 0.05 0.08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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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记分规则表 

根据《海口市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海口市的“基准作物、指

定作物—分等因素—自然质量分”计分规则表如表 8 和表 9 所示： 

表 8 早稻、晚稻—分等因素—自然质量分计分规则表 

分 等 因 

素 
土  壤  指  标 评价分 备       注 

灌溉水源 

1 级：用地表水灌溉 99.33 

—— 2 级：用浅层地下水灌

溉 

80.86 

3 级：用深层地下水灌

溉 

70.57 

表层土壤 

质地 

壤土 99.29 

A 层 粘土 80 
沙土 64 
砾质土 49.86 

有效土 

层厚度 

≥100cm 99.57 
A 层+P 层+W 层(或障碍层)+C

层 
60～100cm 84.43 
30～60cm 60.29 
＜30cm 30.86 

土壤酸碱度 

(pH 值) 

6.0～7.9 100 

—— 
5.5～6.0，7.98.5 90 

5.0～5.5，8.5～9.0 70.17 
4.5～5.0 50 

<4.5，9.0～9.5 30.71 

土壤有机质

含量(%) 

≥4.0 100 

由于表层为泥炭土引起有机质

含量≥4.0%为 50 除外 

3.0～4.0 90 
2.0～3.0 80 
1.0～2.0 70 
0.6～1.0 60 
＜0.6 44.17 

障碍层距 

地表深度 

1 级，60～90cm 98.71 
—— 2 级，30～60cm 76.43 

3 级， <30cm 55.71 

剖面构型 

通体壤、壤/砂/壤 99.71 

—— 

壤/粘/壤 88.57 
砂/粘/粘、壤/粘/粘 79.14 
粘/砂/粘、通体粘 70 
砂/粘/砂、壤/砂/砂 60 

粘/砂/砂 49.29 
通体沙、通体砾 40 

地形坡度(°) 

坡度＜2° 100 

—— 

坡度 2°～5° 90 
坡度 5°～8° 78.71 
坡度 8°～15° 59.71 
坡度 15°～25° 29.57 

坡度≥25° 9.14 

地表岩石 

露头度 

1 级，<2% 99.57 
—— 2 级，2%～10% 86.29 

3 级，10%～25% 6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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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等 因 

素 
土  壤  指  标 评价分 备       注 

4 级，≥25% 49 

灌溉保证率
(%) 

充分满足 99.71 

—— 
基本满足 88.57 

一般满足 75.86 

无灌溉设施 51 

排水条件 

1 级 100 

—— 2 级 89.86 
3 级 79.29 
4 级 59.29 

表 9 春甘薯、秋甘薯—分等因素—自然质量分计分规则表 

分 等 因 

素 

土  壤  指  标 评价分 备       注 

灌溉水源 

1 级：用地表水灌溉 99.67 

—— 2 级：用浅层地下水灌溉 89.83 

3 级：用深层地下水灌溉 75.17 

表层土壤 

质地 

壤土 99.83 

A 层 
粘土 80 

沙土 73.17 

砾质土 50.71 

有效土 

层厚度 

≥100cm 99.86 
A 层+P 层+W 层(或障碍

层)+C 层 
60～100cm 89.86 
30～60cm 62.29 

≤30cm 30.71 

土壤酸碱度 

(pH 值) 

6.0～7.9 99.86 

—— 

5.5～6.0，7.9～8.5 90 

5.0～5.5，8.5～9.0 80 

4.5～5.0 59.33 

≤4.5，9.0～9.5 30 

土壤有机质

含量(%) 

≥4.0 100 

由于表层为泥炭土引起有

机质含量≥4.0%为 50 除外 

3.0～4.0 90 
2.0～3.0 80 
1.0～2.0 69.86 
1.0～0.6 59.86 

≤0.6 42.43 

障碍层距 

地表深度 

1 级，60～90cm 99.29 
—— 2 级，30～60cm 80.71 

3 级，<30cm 56.43 

剖面构型 

通体壤、壤/砂/壤 99.57 

—— 

壤/粘/壤 89.57 
砂/粘/粘、壤/粘/粘 79.29 
粘/砂/粘、通体粘 70 
砂/粘/砂、壤/砂/砂 60.57 

粘/砂/砂 50 
通体沙、通体砾 40 

地形坡度(°) 

坡度＜2° 99.57 

—— 
坡度 2°～5° 89.57 
坡度 5°～8° 76.71 
坡度 8°～15° 59.71 
坡度 15°～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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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等 因 

素 

土  壤  指  标 评价分 备       注 

坡度＞25° 8.14 

地表岩石 

露头度 

1 级，<2% 99.33 

—— 2 级，2%～10% 87 
3 级，10%～25% 69.71 

4 级，≥25% 49.71 

灌溉保证率
(%) 

充分满足 99.57 

—— 
基本满足 89.71 

一般满足 79.86 

无灌溉设施 58.57 

排水条件 

1 级 99.57 

—— 2 级 90 
3 级 79.29 
4 级 59.29 

（1）有效土层厚度。土壤层与松散母质层的厚度之和。根据分等规

程及海南第二次土壤普查规程，有效土层可分为4个等级(下含上不含)； 

1级：有效土层厚度≥100cm； 

2级：有效土层厚度60cm~100cm； 

3级：有效土层厚度30cm~60cm； 

4级：有效土层厚度<30cm。 

（2）表层土壤质地。表土质地指农用地耕作层土壤的砂粘程度，以

及含石、砾程度。根据分等规程及海南第二次土壤普查规程，表层质地可

分为4个等级，即砾质土、沙土、壤土和粘土。 

1级：壤土，包括前苏联卡庆斯基制的砂壤、轻壤和中壤，1978年全

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制定的中国土壤质地试行分类中的壤土； 

2级：粘土，包括前苏联卡庆斯基制的粘土和重壤，1978年全国土壤

普查办公室制定的中国土壤质地试行分类中的粘土； 

3级：砂土，包括前苏联卡庆斯基制的紧砂土和松砂土，1978年全国

土壤普查办公室制定的中国土壤质地试行分类中的砂土； 

4级：砾质土，即按体积计，直径大于3～1mm的砾石等粗碎屑含量大



 

12 
 

于10%；包括前苏联卡庆斯基制的强石质土；1978年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

制定的多砾质土。 

（3）剖面构型。面构型是指土壤剖面中不同质地的土层的排列次序。

分层单位一般以15cm厚度为计。剖面构型分为7个级别： 

1级：通体壤、壤/砂/壤； 

2级：壤/粘/壤； 

3级：砂/粘/粘、壤/粘/粘； 

4级：粘/砂/粘、通体粘； 

5级：砂/粘/砂、壤/砂/砂； 

6级：粘/砂/砂； 

7级：通体沙、通体砾。 

（4）土壤有机质。土壤有机质含量分为6个等级(下含上不含)； 

1级：土壤有机质含量≥4.0%； 

2级：土壤有机质含量3.0~4.0%； 

3级：土壤有机质含量2.0~3.0％； 

4级：土壤有机质含量1.0~2.0%； 

5级：土壤有机质含量0.6~1.0%； 

6级：土壤有机质含量<0.6。 

（5）pH值。据研究表明，农用地土壤pH值在6~7之间时，适宜大部

分作物生长。按照土壤pH值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程度，分为5级(下含上不含)； 

1级：土壤pH值6.0~7.9； 

2级：土壤pH值5.5~6.0，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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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级：土壤pH值5.0~5.5，8.5~9.0； 

4级：土壤PH值4.5~5.0； 

5级：土壤pH值≤4.5，9.0~9.5。 

（6）障碍层距地表深度。耕层以下出现母岩、铁磐等阻碍耕作、根

系伸展或影响水分渗送的层次。根据其距地表的距离分为3个级别，分级

界限下含上不含： 

1级：60~90cm； 

2级：30~60cm； 

3级:小于30cm。 

如果这些障碍层次在距地表90cm处出现，则不算作障碍层次。 

（7）岩石露头度。地表岩石露头度是指基岩出露地表的占地面的百

分比。它主要表现为对耕作的干扰程度，特别是对机耕的干扰。除局部地

区外，平原耕地一般土层深厚，不存在岩石露头度。海南各地降雨量很大，

对土填冲刷程度也很大，土层较薄，特别在山地丘陵、火山岩等地区的耕

地需要考虑岩石露头度。具体分为4级(下含上不含)： 

1级：岩石露头<2%，基本不影响耕作； 

2级：岩石露头2%~10%，露头之间的间距35-100m，已影响耕作； 

3级：岩石露头10%~25%，露头之间的间距10-35m，影响机械化耕作； 

4级：岩石露头≥25%，露头之间的间距3.5-10m，对耕作已有较大影响，

进行人工作业难度也比较大。 

（8）坡度。坡度越大，越易发生水土流失，土层越薄，适种性越差。

水田、水浇地、望天田和菜地一般作为平地分级，只对旱地进行坡度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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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南农用地质量评价特点，坡度可分为6级(下含上不含)： 

1级：地形坡度<2°，梯田按<2°坡耕地对待； 

2级：地形坡度2°~5°； 

3级：地形坡度5°~8°； 

4级:地形坡度8°~15°； 

5级：地形坡度15°~25°； 

6级：地形坡度≥25°。 

（9）灌溉水源。将海南灌溉水源分为3级： 

1级：用地表水灌溉，主要指实现自流灌溉； 

2级：用浅层地下水灌溉，可用大口径明井提水。同时，包括采用地

表水提水灌溉； 

3级：用深层地下水灌溉，用机井提水。 

（10）灌溉保证率。灌溉保证率分为4个级别： 

1级：充分满足，包括水田、菜地等可随时灌溉的水浇地； 

2级：基本满足，有良好的灌溉系统，在关键需水生长季节有灌溉保

证的水浇地； 

3级：一般满足，有灌溉系统，但在大旱年不能保证灌溉的水浇地； 

4级：无灌溉条件。 

（11）排水条件。排水条件是指受地形和排水体系共同影响的雨后地

表积水情况，一般分为4级： 

1级：有健全的干、支、斗、农排水沟道(包括抽排)，无洪涝灾害； 

2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基本健全，丰水年暴雨后有短期洪涝发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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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水1-2天)； 

3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一般，丰水年大雨后有洪涝发生(田面积水

2~3天)； 

4级：无排水体系(包括抽排)，一般年份在大雨后有洪涝发生(田面积

水=3天)。 

4.4 开展外业调查 

结合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竣工平面图等资

料，以评定单元为单位，进行外业调查。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补充

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技术手册》中“对于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前后因素值没有改

变的因素，可直接引用原地块或邻近地块的数值”和“对于因实施土地整治

项目，参评因素值有所改变的，可从项目设计报告或现场调查获得”的规定，

结合本项目工程施工情况，原有耕地中项目实施前后耕地质量分等因素值

没有改变的因素（如剖面构型、障碍层距地表深度、地表岩石露头度等）

直接引用原地块的数值，重点调查项目区范围内因实施项目引起变化的因

素（如排水条件、灌溉水源、灌溉保证率、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 pH 值

等）和新增耕地的参评因素值。外业调查步骤内容如下： 

1、实地探坑测定 

对项目区补充耕地的有效土层厚度、剖面构型、表层土壤质地、障碍

层距地表深度、岩石露头度 5 个因素，采取开挖探坑进行现场测定。 

（1）有效土层厚度：在探坑剖面从上到下分别测定土壤层与松散母

质层的厚度，二者厚度便是有效土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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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剖面构型：在探坑剖面从上到下分别测定土壤剖面中不同质地

的土层的排列次序及其厚度。现场难以确定土壤质地时，则应分别采样送

检，以检测结果为准。 

（3）障碍层：从地表至障碍层的深度。 

（4）表土质地：一是对表土质地即耕作层土壤的砂粘程度进行实地

鉴别（手测法）；二是如土层中含有大于 20cm 的砾石、石块（在项目施

工过程中采取工程手段进行清除），对其含量进行深度不小于 0.5 米全探

坑的大样筛分测定；三是实测砾石的大小，以及清理的难易程度。 

（5）岩石露头：在对项目区进行野外实地地表测量调查，并统计分

析。同时，利用探坑测定基岩的地下埋藏特征状况，以及清理的难易程度。 

 

图 2 项目区土壤剖面图 

2、取样检测 

此外，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定》要求，采取“取样检测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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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在新增耕地表土层 0~0.2m 范围内均匀取样，将土样送至具有检测

资质的海南环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检验，对项目新增地块的土壤有机

质含量和土壤酸碱度（pH 值）两个因素指标进行测定。 

首先是针对划定好的评定单元展开土壤取样工作，确定送样数量为评

定单元个数，实际开展中土壤取样是按照梅花法采集，分别采集 0~20cm

以内深度的 1 份子样，混合均匀，取 1kg 左右土样放入密封袋保存。 

土样品采用密封袋妥善保存，防止样品受到外界污染，影响检验结果。

将土样交由具备化验分析条件的机构进行土样处理（风干去杂、研磨过筛

等）和完成检验，防止存放过程中微生物活动和化学变化对检验结果造成

影响。项目区耕地相关土壤评价因素的分析结果数据参考海南环泰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检验结果见附件）。 

4.5 分等因素分值的确定 

根据《海南省新增耕地调查认定技术规范（试行）》（2019 年）和《农

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相关要求，确定新增耕地和旱改

水的 5 个评定单元 11 个分等因素方法如下： 

（1）根据现场实地调查和查阅项目竣工资料，确定评定单元的灌溉

水源、坡度、灌溉保证率和排水条件共 4 个参数。 

灌溉水源：经查阅项目《初步设计报告》以及结合实地调查情况，该

项目区灌溉水源为昌旺泵站。根据昌旺泵站年可供水量为401.76万m
3。项

目区实施后区内作物总的需水量13.17万m
3，且葛洲坝（海口）引水工程投

资有限公司已同意对本项目灌溉用水进行供水，项目区的灌溉保证率为



 

18 
 

90%；灌溉水源均为地表水，指标评定为1级。 

坡度：根据海口市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成果，项目区耕地地形

坡度为1级。 

灌溉保证率：本项目灌溉保证率达 90%，指标评定为 1 级。 

排水条件：根据本项目相关资料及现场调查，项目区沿田间道布置农

沟，用以农田排水，最后汇入项目区西侧现有排沟；其中MM01、MM03、

MM04的有健全的排水设施，指标评定为1级； MM02排水设施基本健全，

指标评定为2级。 

 

 

 

图 5 项目区灌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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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项目区排水沟 

  

 

图 7 土地平整照片 

（2）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定》相关规定要求进行取样检测，

在新增地块耕作层 0~0.2m 范围内均匀取样，将土样送至具有检测资质的

海南环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化验，对该项目的新增地块土壤有机质含

量和土壤酸碱度（pH 值）两个因素指标进行测定。 

按照土样化验结果详见附件《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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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项目土壤检测报告》，结合表 8 和表 9，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

梅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酸碱度（pH 值）两个因

素指标测定结果如表 10 所示。 

表 10 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酸碱度（pH 值）测定情况表 

序号 评定单元编号 

监测指标 

备注 土壤酸碱度（pH 值） 土壤有机质含量 

测定值 等级 测定值（%） 等级 

1 MM01 5.85 2 1.66 4 地块 1 

2 MM02 6.23 1 1.85 4 地块 2 

3 MM03 5.58 2 1.71 4 地块 3 

5 MM04 6.10 1 1.79 4 地块 4 

（3）根据上述规程要求，在每个评定单元内各随机挖坑 1 个（尺寸

长 1m 宽 1m 深 1m），并现场进行测量确定表层土壤质地、有效土层厚度、

障碍层距地表深度、剖面构型、地表岩石露头度共 5 个参数。 

表层土壤质地：根据本项目相关资料及现场调查，结合原有及周边耕

地土壤指标，本项目评定单元MM01~MM04表层土壤质地为壤土，土壤指

标评定为1级。 

有效土层厚度、障碍层距地表深度、剖面构型、地表岩石露头度：在

每个评定单元中各挖一个探坑，经测量，评定单元MM01、MM02土壤有

效土层厚度为50~60cm，土壤指标评定为3级；评定单元MM03、MM04土

壤有效土层厚度为60~100cm，土壤指标评定为2级。障碍层距地表深度为

50~60cm，土壤指标评定为2级。评定单元MM01~MM04剖面构型为壤粘粘，

土壤指标评定为3级。地表岩石露头度均＜2%，土壤指标评定为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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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项目区土壤剖面图 

各评定单元各评定单元 11 个分等因素属性值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各评定单元 11 个分等因素情况表 

评定单元 

编号 

 

灌溉

水源 

表层

土壤

质地 

有效土

层厚度 

pH

值 

土壤有

机质含

量 

障碍

层距

地表

深度 

剖面

构型 
坡度 

地表岩

石露头

度 

灌溉保

证率 

排水

条件 

MM01 1 1 3 2 4 2 3 1 1 1 1 

MM02 1 1 3 1 4 2 3 1 1 1 2 

MM03 1 1 2 2 4 2 3 1 1 1 1 

MM04 1 1 2 1 4 2 3 1 1 1 1 

4.6 等指数的确定 

4.6.1 计算耕地自然质量分 

根据《规程》规定，耕地自然质量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100][
1





m

k

jkkLj fwC  



 

22 
 

式中：CMDC为新增耕地第 j 种指定作物的耕地自然质量分； 

Wk为第 k 个分等因素的权重； 

fjk为新增耕地第 j 种指定作物第 k 个等别评定因素的指标分值，

取值为（0～100）。 

根据外业调查得到的 11 个分等因素值和对应的权重值，计算得到海口

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自然质量分，如表 12 所示。 

表 12   自然质量分表 

序号 评定单元编号 耕地类型 面积（公顷） 自然质量分 备注 

1 MM01 水田 1.1765  0.8825  旱地改造水田 

2 MM02 水田 7.0317  0.8803  旱地改造水田 

3 MM03 水田 0.6122  0.9066  旱地改造水田 

4 MM04 水田 2.3857  0.9146  旱地改造水田 

合计 11.2061  /   

4.6.2 计算耕地自然等指数 

根据《规程》规定，耕地自然等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jLjtjj CR    

式中：Rj为新增耕地第 j 种指定作物的自然等指数； 

αtj为第 j 种作物的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 

βj为第 j 种作物的产量比系数。 

新增耕地的自然等指数由下式计算： 

             ∑R j      （一年一熟、两熟、三熟时） 

 

(∑R j)／2  （两年三熟时）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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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 为新增耕地的自然等指数。 

根据《海口市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海口市的熟制为“一年二

熟”，因此应将各自然等指数进行求和。 

结合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和产量比系数，根据上述公式，计算

得到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自然等指数，如表 13

所示。 

表 13 自然等指数表 

序号 评定单元编号 耕地类型 面积（公顷） 自然等指数 备注 

1 MM01 水田 1.1765  3113  旱地改造水田 

2 MM02 水田 7.0317  3105  旱地改造水田 

3 MM03 水田 0.6122  3198  旱地改造水田 

4 MM04 水田 2.3857  3226  旱地改造水田 

合计 11.2061  /   

4.6.3 确定土地利用系数 

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技术手册》中“查找

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所在区域的土地利用系数等值区图，直接引用所在

区域土地利用系数”的相关规定，将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

治项目新增耕地范围与海口市土地利用系数等值区图相套合，确定的土地

利用系数如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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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新增耕地土地利用系数表 

序号 评定单元编号 耕地类型 面积（公顷） 
土地利用系数 

备注 
早稻 晚稻 

1 MM01 水田 1.1765  0.295  0.260 旱地改造水田 

2 MM02 水田 7.0317  0.295  0.260 旱地改造水田 

3 MM03 水田 0.6122  0.295  0.260 旱地改造水田 

4 MM04 水田 2.3857  0.295  0.260 旱地改造水田 

合计 11.2061      

4.6.4 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 

ljjj KRY   

式中：Yj为新增耕地第 j 种指定作物的利用等指数； 

KMDC为新增耕地第 j 种指定作物土地利用系数； 

新增耕地利用等指数由下式计算： 

 

 

式中：Y 为新增耕地的利用等指数。 

根据《海口市耕地质量等级补充完善成果》，海口市的熟制为“一年二

熟”，因此应将各自然等指数进行求和。 

结合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自然等指数和对

应的土地利用系数，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到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

美梅土地整治项目省级利用等指数，如表 15 所示。 

（一年一熟、二熟、三熟时） 

（两年三熟时） 

 jY
Y

2/)( 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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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省级利用等指数表 

序号 评定单元编号 耕地类型 面积（公顷） 省级利用等指数 备注 

1 MM01 水田 1.1765  853  旱地改造水田 

2 MM02 水田 7.0317  851  旱地改造水田 

3 MM03 水田 0.6122  876  旱地改造水田 

4 MM04 水田 2.3857  884  旱地改造水田 

合计 11.2061 /   

4.7 等别的确定 

获得国家级利用等别的第一步是将省级利用等指数转换成国家级利

用等指数。按照等指数与标准粮产量的回归方程，确定省级等指数向国家

级等指数平衡转换。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技

术手册》，海南省国家级等指数转换规则为： 

国家级农用地利用等指数=省级利用等指数×1.4923+49.365； 

采用该方法得到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的国

家级利用等指数，结果见表 16。 

表 16  国家级利用等指数情况表 

序号 评定单元编号 耕地类型 面积（公顷） 国家级利用等指数 备注 

1 MM01 水田 1.1765  1322  旱地改造水田 

2 MM02 水田 7.0317  1319  旱地改造水田 

3 MM03 水田 0.6122  1357  旱地改造水田 

4 MM04 水田 2.3857  1369  旱地改造水田 

合计 11.2061 /   

第二步依据等指数平衡转换规则，然后按照 200 分的等间距初步确定

国家级利用等，1 等地质量最优，15 等地质量最差。 

采用该方法得到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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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利用等别，结果见表 17。 

表 17  国家级利用等别情况表 

序号 评定单元编号 耕地类型 面积（公顷） 国家级利用等别 备注 

1 MM01 水田 1.1765  9 旱地改造水田 

2 MM02 水田 7.0317  9 旱地改造水田 

3 MM03 水田 0.6122  9 旱地改造水田 

4 MM04 水田 2.3857  9 旱地改造水田 

合计 11.20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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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定结果 

5.1 旱地改造水田质量等别 

根据表 17，结合表 3 可以得知，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

整治项目提质改造水田等别面积情况，结果见表 19。 

表 19 提质改造水田国家级利用等别面积情况表 

序号 耕地类型 国家级利用等别 面积（公顷） 占总耕地面积比例 

1 水田 
9 11.2061 100.00% 

小计 11.2061 100.00% 

合计 11.2061 100.00% 

根据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提质改造水田质

量等别评定结果，本项目竣工后提质改造水田面积为 11.2061 公顷，耕地

质量等别均为 9 等。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到，本项目提质改造水田平均质量等别为 9.0 等，

相较于开工前的平均耕地质量等别 11.0 等，提高了 2.0 等。 

5.3 补充耕地粮食产能 

根据评定的耕地质量等别和农用地质量分等相关技术要求进行核算

产能，计算方法如下： 

提质改造耕地部分新增产能=（提质改造前耕地平均等别–提质改造后

耕地平均等别）×提质改造耕地面积×1500 

提质改造水田（旱地改造水田）面积 11.2061 公顷，改造前平均耕地

质量等别为 11.0 等，改造后平均耕地质量等别为 9.0 等，提质改造耕地新

增粮食产能指标 33618.3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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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件 

6.1 附图 

附图一：项目竣工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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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项目评定单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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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三：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图（开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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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四：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图（竣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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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附表 

附表 1 新增耕地等别评定实地调查表（MM01） 

项目 

名称 

海口市秀英区

永兴镇建群村

美梅土地整治

项目 

立项

文号 

海资规耕保

〔2022〕147号 

评定单元 

编号 
MM01 

评定单元 

坐标 

X=37421181.9978    

Y = 2194713.8770 

项目性质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 耕地开垦； 

高标准农田建设；其他（土地整治） 

项目规模 

（hm2） 
13.0226 

建设前 

耕地面积 

（hm2） 

13.0226 

建设后 

耕地面积 

（hm2） 

12.6614 
旱改水面积 

（hm2） 
11.2061 

耕地利用类型 ☑水田； 水浇地；旱地 

提质改造耕地来源 旱地 

主要建设内容 

（多选） 

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电力工程； 

农田防护工程；其他工程： 

表层土壤质地 ☑壤土；粘土；砂土；砂砾土 

耕作层厚度 ☑ ≥20cm；18~20cm；15~18cm；10~15cm；<10cm。 

田块状况 

☑田块整齐，平整程度好，完全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田块较整齐，平整程度好，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田块较整齐，平整程度较好，基本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田块整齐性差，平整程度差，不能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土壤有机 

质含量 

量 

≥4.0；3.0~4.0；2.0~3.0；☑1.0~2.0；0.6~1.0；<0.6。 

灌溉水源 
☑1级：用地表水灌溉；2级：用浅层地下水灌溉； 

3级：用深层地下水灌溉 

灌溉保证率 ☑≥85%；50%~85%；30%~50%；＜30%。 

排水条件 

1级：有健全的干、支、斗、农排水渠道（包括抽排），满足5~10年一遇1

日暴雨，旱地2日排除，水田2日排至耐淹深度； 

□2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基本健全，丰水年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3~5年

一遇1日暴雨，旱地2日排除，水田2日排至耐淹深度； 

3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一般，丰水年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3~5年一遇

1日暴雨，旱地2日排除，水田2日排至耐淹深度； 

4级：无排水体系或仅有简易排水沟，一般年份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3年一

遇1日暴雨，旱地2日排除，水田2日排至耐淹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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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道路条件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合理，通达度高（≥85%），农业运输机械能到达每个

田块；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合理，通达度较高（60%~85%），农业运输机械能到

达大部分田块；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较合理，通达度一般（30%~60%），农业运输机械能

到达项目区；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不合理，通达度差（＜30%），不能满足机械化运输要

求。 

地形坡度 

坡度＜2°；    □坡度2°~5°； 

坡度5°~8°；    坡度8°~15°； 

坡度15°~25°；  坡度≥25°； 

有效土层厚度 
□有效土层厚度≥100cm；  有效土层厚度60~100cm； 

有效土层厚度30~60cm； 有效土层厚度<30cm。 

土壤pH值 
6.0~7.9；5.5~6.0，7.9~8.5；□ 5.0~5.5，8.5~9.0； 

4.5~5.0；<4.5，9.0~9.5。 

障碍层距地表 

深度 
□1级，60~90cm；2级，30~60cm；3级，<30cm 

 

剖面构型 

通体壤、壤/砂/壤；壤/粘/壤；砂/粘/粘、壤/粘/粘； 

粘/砂/粘、通体粘；砂/粘/砂、壤/砂/砂；粘/砂/砂； 

 通体砂、通体砾 

地表岩石 ☑1级，<2%；2级，2%~10%； 

3级，10%~25%；4级，≥25% 露头度 

 

填表说明 

 

1.“新增耕地来源”一栏，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中的地类填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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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新增耕地等别评定实地调查表（MM02） 

项目 

名称 

海口市秀英区

永兴镇建群村

美梅土地整治

项目 

立项

文号 

海资规耕保

〔2022〕147号 

评定单元 

编号 
MM02 

评定单元 

坐标 

X=37420785.1054    

Y = 2194402.779 

项目性质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 耕地开垦； 

高标准农田建设；其他（土地整治） 

项目规模 

（hm2） 
13.0226 

建设前 

耕地面积 

（hm2） 

13.0226 

建设后 

耕地面积 

（hm2） 

12.6614 
旱改水面积 

（hm2） 
11.2061 

耕地利用类型 ☑水田； 水浇地；旱地 

提质改造耕地来源 旱地 

主要建设内容 

（多选） 

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电力工程； 

农田防护工程；其他工程： 

表层土壤质地 ☑壤土；粘土；砂土；砂砾土 

耕作层厚度 ☑ ≥20cm；18~20cm；15~18cm；10~15cm；<10cm。 

田块状况 

☑田块整齐，平整程度好，完全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田块较整齐，平整程度好，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田块较整齐，平整程度较好，基本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田块整齐性差，平整程度差，不能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土壤有机 

质含量 

量 

≥4.0；3.0~4.0；2.0~3.0；☑1.0~2.0；0.6~1.0；<0.6。 

灌溉水源 
☑1级：用地表水灌溉；2级：用浅层地下水灌溉； 

3级：用深层地下水灌溉 

灌溉保证率 ☑≥85%；50%~85%；30%~50%；＜30%。 

排水条件 

1级：有健全的干、支、斗、农排水渠道（包括抽排），满足5~10年一遇1

日暴雨，旱地2日排除，水田2日排至耐淹深度； 

☑2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基本健全，丰水年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3~5年

一遇1日暴雨，旱地2日排除，水田2日排至耐淹深度； 

3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一般，丰水年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3~5年一遇

1日暴雨，旱地2日排除，水田2日排至耐淹深度； 

4级：无排水体系或仅有简易排水沟，一般年份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3年一

遇1日暴雨，旱地2日排除，水田2日排至耐淹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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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道路条件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合理，通达度高（≥85%），农业运输机械能到达每个

田块；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合理，通达度较高（60%~85%），农业运输机械能到

达大部分田块；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较合理，通达度一般（30%~60%），农业运输机械能

到达项目区；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不合理，通达度差（＜30%），不能满足机械化运输要

求。 

地形坡度 

坡度＜2°；    □坡度2°~5°； 

坡度5°~8°；    坡度8°~15°； 

坡度15°~25°；  坡度≥25°； 

有效土层厚度 
□有效土层厚度≥100cm；  有效土层厚度60~100cm； 

有效土层厚度30~60cm； 有效土层厚度<30cm。 

土壤pH值 
6.0~7.9；5.5~6.0，7.9~8.5；□ 5.0~5.5，8.5~9.0； 

4.5~5.0；<4.5，9.0~9.5。 

障碍层距地表 

深度 
□1级，60~90cm；2级，30~60cm；3级，<30cm 

 

剖面构型 

通体壤、壤/砂/壤；壤/粘/壤；砂/粘/粘、壤/粘/粘； 

粘/砂/粘、通体粘；砂/粘/砂、壤/砂/砂；粘/砂/砂； 

 通体砂、通体砾 

地表岩石 ☑1级，<2%；2级，2%~10%； 

3级，10%~25%；4级，≥25% 露头度 

 

填表说明 

 

1.“新增耕地来源”一栏，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中的地类填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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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新增耕地等别评定实地调查表（MM03） 

项目 

名称 

海口市秀英区

永兴镇建群村

美梅土地整治

项目 

立项

文号 

海资规耕保

〔2022〕147号 

评定单元 

编号 
MM03 

评定单元 

坐标 

X=37421232.8526    

Y = 2194638.7067 

项目性质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 耕地开垦； 

高标准农田建设；其他（土地整治） 

项目规模 

（hm2） 
13.0226 

建设前 

耕地面积 

（hm2） 

13.0226 

建设后 

耕地面积 

（hm2） 

12.6614 
旱改水面积 

（hm2） 
11.2061 

耕地利用类型 ☑水田； 水浇地；旱地 

提质改造耕地来源 旱地 

主要建设内容 

（多选） 

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电力工程； 

农田防护工程；其他工程： 

表层土壤质地 ☑壤土；粘土；砂土；砂砾土 

耕作层厚度 ☑ ≥20cm；18~20cm；15~18cm；10~15cm；<10cm。 

田块状况 

☑田块整齐，平整程度好，完全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田块较整齐，平整程度好，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田块较整齐，平整程度较好，基本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田块整齐性差，平整程度差，不能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土壤有机 

质含量 

量 

≥4.0；3.0~4.0；2.0~3.0；☑1.0~2.0；0.6~1.0；<0.6。 

灌溉水源 
☑1级：用地表水灌溉；2级：用浅层地下水灌溉； 

3级：用深层地下水灌溉 

灌溉保证率 ☑≥85%；50%~85%；30%~50%；＜30%。 

排水条件 

1级：有健全的干、支、斗、农排水渠道（包括抽排），满足5~10年一遇1

日暴雨，旱地2日排除，水田2日排至耐淹深度； 

□2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基本健全，丰水年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3~5年

一遇1日暴雨，旱地2日排除，水田2日排至耐淹深度； 

3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一般，丰水年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3~5年一遇

1日暴雨，旱地2日排除，水田2日排至耐淹深度； 

4级：无排水体系或仅有简易排水沟，一般年份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3年一

遇1日暴雨，旱地2日排除，水田2日排至耐淹深度； 

田间道路条件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合理，通达度高（≥85%），农业运输机械能到达每个

田块；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合理，通达度较高（60%~85%），农业运输机械能到

达大部分田块；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较合理，通达度一般（30%~60%），农业运输机械能

到达项目区；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不合理，通达度差（＜30%），不能满足机械化运输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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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坡度 

坡度＜2°；    □坡度2°~5°； 

坡度5°~8°；    坡度8°~15°； 

坡度15°~25°；  坡度≥25°； 

有效土层厚度 
□有效土层厚度≥100cm；  有效土层厚度60~100cm； 

□有效土层厚度30~60cm； 有效土层厚度<30cm。 

土壤pH值 
6.0~7.9；5.5~6.0，7.9~8.5；□ 5.0~5.5，8.5~9.0； 

4.5~5.0；<4.5，9.0~9.5。 

障碍层距地表 

深度 
□1级，60~90cm；2级，30~60cm；3级，<30cm 

 

剖面构型 

□通体壤、壤/砂/壤；壤/粘/壤；砂/粘/粘、壤/粘/粘； 

粘/砂/粘、通体粘；砂/粘/砂、壤/砂/砂；粘/砂/砂； 

 通体砂、通体砾 

地表岩石 ☑1级，<2%；2级，2%~10%； 

3级，10%~25%；4级，≥25% 露头度 

 

填表说明 

 

1.“新增耕地来源”一栏，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中的地类填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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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新增耕地等别评定实地调查表（MM04） 

项目 

名称 

海口市秀英区

永兴镇建群村

美梅土地整治

项目 

立项

文号 

海资规耕保

〔2022〕147号 

评定单元 

编号 
MM04 

评定单元 

坐标 

X=37421095.1641    

Y = 2194366.9233 

项目性质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 耕地开垦； 

高标准农田建设；其他（土地整治） 

项目规模 

（hm2） 
13.0226 

建设前 

耕地面积 

（hm2） 

13.0226 

建设后 

耕地面积 

（hm2） 

12.6614 
旱改水面积 

（hm2） 
11.2061 

耕地利用类型 ☑水田； 水浇地；旱地 

提质改造耕地来源 旱地 

主要建设内容 

（多选） 

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电力工程； 

农田防护工程；其他工程： 

表层土壤质地 ☑壤土；粘土；砂土；砂砾土 

耕作层厚度 ☑ ≥20cm；18~20cm；15~18cm；10~15cm；<10cm。 

田块状况 

☑田块整齐，平整程度好，完全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田块较整齐，平整程度好，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田块较整齐，平整程度较好，基本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田块整齐性差，平整程度差，不能满足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要求。 

土壤有机 

质含量 

量 

≥4.0；3.0~4.0；2.0~3.0；☑1.0~2.0；0.6~1.0；<0.6。 

灌溉水源 
☑1级：用地表水灌溉；2级：用浅层地下水灌溉； 

3级：用深层地下水灌溉 

灌溉保证率 ☑≥85%；50%~85%；30%~50%；＜30%。 

排水条件 

1级：有健全的干、支、斗、农排水渠道（包括抽排），满足5~10年一遇1

日暴雨，旱地2日排除，水田2日排至耐淹深度； 

□2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基本健全，丰水年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3~5年

一遇1日暴雨，旱地2日排除，水田2日排至耐淹深度； 

3级：排水体系（包括抽排）一般，丰水年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3~5年一遇

1日暴雨，旱地2日排除，水田2日排至耐淹深度； 

4级：无排水体系或仅有简易排水沟，一般年份大雨后发生洪涝，满足3年一

遇1日暴雨，旱地2日排除，水田2日排至耐淹深度； 

田间道路条件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合理，通达度高（≥85%），农业运输机械能到达每个

田块；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合理，通达度较高（60%~85%），农业运输机械能到

达大部分田块；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较合理，通达度一般（30%~60%），农业运输机械能

到达项目区； 

田间路、生产路布局不合理，通达度差（＜30%），不能满足机械化运输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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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坡度 

坡度＜2°；    □坡度2°~5°； 

坡度5°~8°；    坡度8°~15°； 

坡度15°~25°；  坡度≥25°； 

有效土层厚度 
□有效土层厚度≥100cm； 有效土层厚度60~100cm； 

□有效土层厚度30~60cm； 有效土层厚度<30cm。 

土壤pH值 
6.0~7.9；□5.5~6.0，7.9~8.5；□ 5.0~5.5，8.5~9.0； 

4.5~5.0；<4.5，9.0~9.5。 

障碍层距地表 

深度 
□1级，60~90cm；2级，30~60cm；3级，<30cm 

 

剖面构型 

□通体壤、壤/砂/壤；壤/粘/壤；砂/粘/粘、壤/粘/粘； 

粘/砂/粘、通体粘；砂/粘/砂、壤/砂/砂；粘/砂/砂； 

 通体砂、通体砾 

地表岩石 ☑1级，<2%；2级，2%~10%； 

3级，10%~25%；4级，≥25% 露头度 

 

填表说明 

 

1.“新增耕地来源”一栏，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中的地类填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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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土壤样品采集记录表（MM01） 

项目名称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 

野外调查编号 MM01 采样地点 MM01地块内 

采样中心点坐标 

经度 110.247615 

纬度 19.838983 

土壤样品采集单位 
海南集思勘测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美兰区白沙街道 

板桥路9号祥和小区 

土壤采集编号 MM01 土壤采集深度 0~0.2m 

检测项目 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pH值 

备注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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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土壤样品采集记录表（MM02） 

项目名称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 

野外调查编号 MM02 采样地点 MM02地块内 

采样中心点坐标 

经度 110.244783 

纬度 19.835614 

土壤样品采集单位 
海南集思勘测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美兰区白沙街道 

板桥路9号祥和小区 

土壤采集编号 MM02 土壤采集深度 0~0.2m 

检测项目 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pH值 

备注  

 

 

.5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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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土壤样品采集记录表（MM03） 

项目名称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 

野外调查编号 MM03 采样地点 MM03地块内 

采样中心点坐标 

经度 110.248087 

纬度 19.838253 

土壤样品采集单位 
海南集思勘测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美兰区白沙街道 

板桥路9号祥和小区 

土壤采集编号 MM03 土壤采集深度 0~0.2m 

检测项目 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pH值 

备注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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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土壤样品采集记录表（MM04） 

项目名称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建群村美梅土地整治项目 

野外调查编号 MM04 采样地点 MM04地块内 

采样中心点坐标 

经度 110.246768 

纬度 19.835839 

土壤样品采集单位 
海南集思勘测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美兰区白沙街道 

板桥路9号祥和小区 

土壤采集编号 MM04 土壤采集深度 0~0.2m 

检测项目 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pH值 

备注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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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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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等别评定成果论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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