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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 

 

一、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申请材料 

（一）《使用林地申请表》 

提供统一式样的《使用林地申请表》（见附表 1）。 

（二）建设项目有关批准文件 

1.审批制、核准制的建设项目，提供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

复或者核准批复文件；备案制的建设项目，提供备案确认文件。

其他批准文件包括：需审批初步设计的建设项目，提供初步设计

批复文件；符合城镇规划的建设项目，提供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 

2.乡村建设项目，按照地方有关规定提供项目批准文件。 

3.批次用地项目，指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按土地利用年度

计划分批次办理农用地转用的项目。提供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同意（或出具）的批次用地说明书，内容包括年份、批次、用地

范围、用地面积、开发用途（具体建设内容）、符合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或城市、集镇、村庄规划情况，并附相

关规划图。 

4.勘查、开采矿藏项目，提供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和项

目有关批准文件。 

5.宗教、殡葬等建设项目，提供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准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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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或者使用林地现状调查表 

提供符合《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规范》（ LY/T 

2492-2015）的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或者使用林地现状

调查表。有建设项目用地红线矢量数据的，并附 2000 坐标系、

shp 或 gdb 格式的矢量数据。 

（四）其他材料 

1.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项目，占用国有

林地的，提供被占用林地森林经营单位同意的意见；占用集体林

地的，提供被占用林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经营者、承包者同

意的意见。 

2.临时使用林地的建设项目，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恢

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恢复植被的方案，包括恢复面积、恢复措施、

时间安排、资金投入等内容。 

二、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实施程序 

（一）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向县级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

门提出申请后，县级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核对提供

的申请材料，对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用地单位或者个

人需要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 

（二）县级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对材料齐全的使用

林地申请，指派 2 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用地现场查验。查验人员

应当对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或者使用林地现状调查表

符合现地情况进行核实，重点核实林地主要属性因子，以及是否

涉及自然保护地，是否涉及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有无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是否存在未批先占林地行为，并填写统一式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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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林地现场查验表》（见附表 2）。 

（三）县级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拟使用

的林地组织公示，公示情况和第三人反馈意见要在上报的初步审

查意见中予以说明，公示有关材料由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负

责存档。公示格式、公示内容由各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下同）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规定。已由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自然资源部门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组织公示公告的，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不再另

行组织。涉密的建设项目不进行公示。 

（四）需要报上级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审核审批的

建设项目，下级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并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

部申请材料报送上级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三、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办理条件 

（一）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应当严格执行《建设项目使用林地

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 35 号，以下简称《办法》）

的规定。列入省级以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大建设项

目，符合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政策规定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民

生项目，国防项目，确需使用林地但不符合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

先调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再办理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手续。因项

目建设调整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范围、功能区的，根据其范

围、功能区调整结果，先调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再办理建设项

目使用林地手续。 

（二）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一次性申

请办理使用林地审核手续，不得化整为零，随意分期、分段或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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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目进行申请，有关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也不得随意

分期、分段或分次进行审核。国家和省级重点的公路、铁路和大

型水利工程，可以根据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批复

确定的分期、分段实施安排，分期、分段申请办理使用林地审核

手续。 

（三）各级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建设项

目占用林地定额管理规定，不得超过下达各省的年度占用林地定

额审核同意建设项目使用林地。 

（四）建设项目使用林地需要采伐林木的，应当按照《森林

法》《森林法实施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办理。 

四、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特别规定 

（一）需要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公路、铁路、

油气管线、水利水电等建设项目中的控制性单体工程和配套工程

办理先行使用林地审核手续，提供项目有关建设依据（项目建议

书批复文件、项目列入相关规划文件或相关产业政策文件），并

按照《办法》第七条规定提供其他材料。 

（二）经审核同意或批准使用林地的建设项目，因设计变更

等原因需要增加、减少使用林地面积或者改变使用林地位置的，

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出增加或者变更使用林地申请，并按照

有关行业规定提供设计变更的批复文件。其中，新增使用林地面

积部分还应当按照《办法》第七条规定提供材料，减少使用林地

面积部分应当对不占范围予以说明并附图标注。 

（三）公路、铁路、水利水电、航道等建设项目临时使用的

林地在批准期限届满后需要继续使用的，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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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准期限届满之日前 3 个月内，提出延续临时使用林地申请，

说明延续的理由。对符合《办法》规定条件的，经原审批机关批

准可以延续使用，每次延续使用时间不超过 2 年，累计延续使用

时间不得超过项目建设工期。 

（四）建设项目在使用林地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有效期内未

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的，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之日前 3 个月内，提出延续有效期申请，说明延续的理由。经原

审核同意机关批准，有效期可以延续 2 年；延续的有效期内仍未

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的，经原审核同意机关批准，有效期可以

再延续 1 年，期满后不再延续。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不办理建设用

地手续的项目，已动工建设的不需办理延续手续。 

（五）对非法占用林地、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建设项目，要

依法进行查处；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确需使用

林地的，有关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在初步审查意见中对建设项

目违法使用林地情况及查处情况进行说明。 

五、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监管要求 

（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违反规定审核

审批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和领导的行政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进行现场查验的工作人员

应对《使用林地现场查验表》的真实性负责，凡提交虚假现场查

验意见的，要追究有关人员和领导的行政责任。 

（二）用地单位或者个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

请使用林地的，有审核审批权的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不予受

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已取得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的，应当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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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三）编制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或者使

用林地现状调查表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或

者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对存在弄虚作假、粗制滥造、编制成

果质量低下的编制单位建立不良信誉记录制度，采取告诫、不采

用等具体惩戒措施。 

（四）有审核审批权的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作出的准予、不

予、变更、延续行政许可决定，应当抄送下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

门。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和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作出的

准予、不予、变更、延续行政许可决定还应当抄送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相关派出机构。可以公开的使用林地项目，通过网站等方式

向社会公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对建

设项目使用林地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规问题及时纠

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各派出机构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五）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对拟使用林地

的建设项目要积极主动参与项目的前期论证工作，对建设项目使

用林地的必要性、选址合理性和用地规模等提出意见，引导建设

项目节约集约使用林地，加强对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的服务和指

导。 

六、临时使用林地监管要求 

（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对临时使用林

地的建设项目，要严格审批。不得以临时用地名义批准永久性建

设使用林地。 

（二）临时使用林地选址应当遵循生态保护优先、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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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除项目确需建设且难以避让外，临时使用林地原则上不

得使用乔木林地。禁止在自然保护地以及易发生崩塌、滑坡和泥

石流区域临时使用林地进行采石、挖沙、取土等。禁止以生态修

复、环境治理、宕口整治等为名临时使用林地进行采石、挖沙、

取土等。 

（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强化临时使

用林地的监管。对提交的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恢复植被方案的可

行性要进行评估，经评估不可行的应当要求用地单位或者个人修

改。对未按临时用地批准内容使用林地的，要责令用地单位或者

个人限期改正。对建设项目临时使用林地期满后一年内恢复林业

生产条件、恢复植被要组织验收。 

（四）县级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监督用地单位或

者个人的施工过程。严禁随意使用或者扩大临时使用林地规模；

施工结束后，要督促及时清除临时建设的设施、表面硬化层，将

原剥离保存的地表土进行回土覆盖，并按方案恢复植被。 

七、有关概念释义 

（一）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脆弱地区包括国家和省级公益林

林地、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林地、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集中分布区域。单位面积蓄积量高的林地由各

省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根据本省实际情况确定。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批准的

基础设施、公共事业、民生建设项目包含其批复的有关规划中的，

或列入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民生建设项目。 

（三）建设项目类别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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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码头、水利、

电力、通信、能源基地、国家电网、油气管网、储备库等。 

2.公共事业和民生项目，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

育、社会福利、公用设施、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

护、乡村道路、农村宅基地等。 

3.经营性项目，包括商业、服务业、工矿业、物流仓储、城

镇住宅、旅游开发、养殖、经营性墓地等。 

（四）生态旅游项目，以有特色的生态环境为主要景观，以

开展生态体验、生态教育、生态认知为目的，不破坏生态功能的

必要的相关公共设施建设项目。 

（五）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为

依据。 

（六）大中型矿山，不包括普通建筑用砂、石、粘土等，以

原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部分矿种矿山生产建设规模标准的通

知》（国土资发〔2004〕208 号）为依据，自然资源部门出台新

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七）临时使用林地类别划分 

1.工程施工用地，包括施工营地、临时加工车间、搅拌站、

预制场、材料堆场、施工用电、施工通道和其他临时设施用地。 

2.电力线路、油气管线、给排水管网临时用地，包括架设地

上线路、铺设地下管线和其他需要临时使用林地的。 

3.工程建设配套的取（弃）土场用地，包括采石、挖砂、取

土等和弃土弃渣用地，以及堆放采矿剥离物、废石、矿渣、粉煤

灰等固体废弃物压占用地。 



9 
 

4.工程勘察、地质勘查用地，包括厂址、坝址、铁路公路选

址等需要对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情况进行勘测，探矿、采矿需要

对矿藏情况进行勘查。 

5.其他确需临时使用林地的。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表：1.使用林地申请表 

      2.使用林地现场查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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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使用林地申请表 
 

 

 

 

          市（地区、州、盟）      县（市、区、旗） 

 

 

 

 

 

 

 

      用地单位或个人：            （单位盖章）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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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林 地 申 请 表 

    

项目名称  项目分类  

项目批准 

机    关 
 批准文号  

使用林地   

性    质 
 

临时使用

期    限 
 

应缴森林植被  

恢复费（元） 
 

使用林地   

类   型 

总

计 

防护林

林地 

特用

林林

地 

用材林

林地 

经济林

林地 

能源林

林地 

苗圃

地 

其他

林地 

面积

（公

顷） 

计         

国有         

集体         

蓄积

（立

方米） 

计         

国有         

集体         

林地保护等级 国家级公益林地 地方级公益林地 

级别 面积 级别 面积 级别 面积 

Ⅰ  一  省级  

Ⅱ  二  其他  

Ⅲ      

Ⅳ      

国家公园林地 自然保护区林地 自然公园林地 

面积  级别 面积 类型 级别 面积 

天然林林地 国家级  森林公园等 国家级  

面积  省级   省级  

 其他   其他  

陆生野生动物

重要栖息地 

重点保护 

植物及生境 

古树名木及 

保护范围 
   

有/无 有/无 有/无    

      

备注  

注：用材林林地、经济林林地、能源林林地均包含其采伐迹地。 

自然公园类型包括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其他自然公园。 

 

声明：我单位承诺对本申请表所填写内容及所附文件和材料的真

实性负责，并承担内容不实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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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本表采用 A4 规格用纸，分别县（市、区、旗）由用地单位或个

人填写。 

2、项目分类：按代码填写。1-基础设施项目，2-公共事业和民生项

目，3-经营性项目，4-城镇、园区建设项目，5-其他。 

3、使用林地性质：分别填写“永久”、“临时”、“直接”，对应矿藏勘

查、开采和各类建设工程占用林地，矿藏勘查、开采和各类建设

工程临时使用林地，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

地。临时使用林地填写使用期限，以月为单位。 

4、面积单位为公顷，保留 4 位小数，蓄积单位为立方米，保留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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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使 用 林 地 现 场 查 验 表 

 

项目名称  

查验时间  

查验地点  

现场查验

意见 

依据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或者林地现状调查表

进行用地现地查验，查看建设项目拟使用林地的位置、范

围与现地是否一致，核实林地主要属性因子，是否涉及自

然保护地，是否涉及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有无重点

保护植物，是否存在未批先占林地行为。 

查验人 
签字： 

                         年  月  日      

查验单位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