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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林林政 〔2015〕 7号

云南省林业厅关于印发 《云南省占用征收
林地查验工作规范 》的通知

各州市林业局 ,滇 中产业新区林业局 ,有 关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
位

:

《云 南省 占用征收林地查验工作规范 (试 行 )》 自 ⒛ 14年

3

月 1日 全面施行 以来 ,切 实维护和增 强了涉林工程项 目使用林地
的合法性、严肃性和可行性。为进一步规范全省 占用征收林地查
验工作 ,省 厅在认真开展 《云南省 占用征收林地查验工作规范(试
行 )》 工作、
成效评估的基础上 ,对 《云 南省 占用征收林地查验工
作规范 (试 行 )》 进行 了修订 ,形 成 了 《云 南省 占用征收林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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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工作规 范》 现予印发 请遵 照执行。原 《云南省 占用征 收林
地查验工作规 范 (试 行 )》 自通知下发之 日起废止。
,

工

2一

,

云南省占用征收林地查验工作规范
-、 依据

为进一步规范建设项 目占用征收林地查 验 工作 ,根 据 《云 南
省林地 管理条例 》以及 国家林业局 印发 的 《占用征收征用林地 管
理 办法 》
、《占用征用林地 审核审批 管理 规范 》
、《使用林地可行 性
报告编写规范 》等的相关规定要求 ,结 合我省实际 ,制 定本规范。
二 、适用范围
在 云 南省行政 区域 内开展林地查验 工作必须遵守本规范。
三 、查验内容
林地查验主要包 括 以下 内容 :1)项 目建设拟 占用征 收的林
地是否符合 国家法律 法规和政 策规定 ;2)拟 占用征收的林地权属
是否清楚 ,是 否存在林权 争议 ;3)项 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写
是否符合编写规 范要 求 ;4)项 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 告 内容是否
真实、可行 ;5)是 否存在未批先 占、违法采伐林木等行 为 ;6)
森林植被恢 复费的计 算是否合理 、准确 ;7)临 时 占用林地项 目
到期能否恢复林 业 生产条件 ;8)植 被恢复措施是否可行。
四、查 验程序、原则与组织
(一 )查 验程序

相关林业主管部 门对 占用征收林地 申请材料初审后 ,根 据建
设项 目拟使用林地 情况 ,及 时组织查验 工作。林地查验 工作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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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使用林地可行性调查工作 同步进行。查验工作开展期间不得修
改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
(二 )查 验原则

林地查验单位与项 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 单位 不得为
同一单位 ;林 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 不得借用其他单位资质进行林
地查验 ;林 地查验单位资质等级不得低于项 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
告编制单位资质 ;林 地查验组织遵循分级负责的原则。
(三
1、

)查 验组织

县级行政 区域 内占用征收林地不足 2公 顷,由 县级林业

主管部 门组织不少于 2名 有资质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查验并出具
现场查验意见。
2、

占用征收林地 2公 顷以上项 目,应 由县级以上林 业主管部

门按照下列规定要求组织林地查验工作 ,并 出具现场查验报告。

1)跨 州

(市 )及 滇 中产 业新 区行政 区域或需上报国家林 业

局审核审批的项 目,由 省级林 业主管部 门组织具有 甲级林 业调查
规划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林地查验

;

2)在 州 (市 )及 滇中产 业新 区行政 区域 内跨县级行政 区域

,

且未超 出省级林业主管部 门审核审批权限的项 目,由 州 (市 )及
滇中产 业新 区林 业主管部门组织具有不低于项 目使用林地可行性
报告编制单位资质的单位进行林地查验

;

3)其 它项 目由县级林 业主管部 门组织具有不低于项 目使用林

地可行性报告编制单位资质的单位进行林地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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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查验成果提交和时效
查验意见 (或 报告 )完 成后由查验单位提交委托的林 业主管
部 门,其 内容应真实可靠、结构完整、结论 明确 ,并 由查验人员
和单位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 ,同 时附查验单位资质证 、查验人
员资格证 书等。查验意见 (或 报告 )自 现场查验之 日起 6个 月内
有效 ,逾 期 自动失效。
六、监督管理
(一 )查 验单位和查验人员对查验报告或意见的真实性、准

确性负责。
(二 )查 验报告或意见的相关情况 与其他上报材料不一致的

,

应 当退 回上报材料。
(三

)林 业主管部 门违反查验程序或查验组织的,上 级林 业

主管部 门将责令其改正。
(四

)各 级林 业主管部 门应 当适 时组织对使用林地查验单位

完成的查验项 目进行抽查。省级林 业主管部 门组织省森林资源管
理 总站不定期对使用林地查验单位完成的林地查验 工作进行抽
查。对查验单位违反有关规定进行查验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弄虚作假 出具查验意见 (或 报告 ),导 致审核审批部 门做 出错误许
可 ,给 林权者、公共利 益和公私财产造成损失的,依 法依规追究
查验单位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五 )承 担林地查验的单位弄虚作假 或 一年 内出现两次以上

查验结果失实的,三 年 内不得承担林地查验工作 ;情 节严重的

,

建议资质管理部 门降低或 吊销林 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 ;具 体承担
林地查验 工作人员弄虚作假 的,该 查验人员五年 内不得从事林地
查验工作 ;违 反党纪政纪 的,依 纪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构 成犯罪
的,依 法追 究刑事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 查验弄虚作假

:

1、

未到现地核实出具查验报告的

2、

资质单位 出借资质编写出具查验报告的

3、

查验结果未真实反映工程建设项 目实际用途的

4、

查验结果未真实反映工程建设项 目未批先 占林地、违 法

;

;

;

采伐林木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 查验结果失实:
1、

查验结果 中林地面积、森林蓄积超 出允许误差范围的

2、

查验结果 中涉及的林权权利人错漏 2个 以上的

3、

查验结果 中林地类型、森林 类别、林种、起源、优势树种

;

;

等与实际不符的
4、
5、

;

林地保护等级和国家级公益林保护级别与实际不符的

;

查验结果未真实反映涉及 自然保护 区、森林公 园、重要湿

地等特殊 区域的。

抄送 :国 家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司、驻云南专员办。
云 南省林 业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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