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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拟销号群众举报问题查处情况公示第 14 批

（202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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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2LN20
210408

0007

沈阳市骨灰入土植树纪念

林有限公司在没有经过林
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情
况下，非法占用砍伐沈阳

市棋盘山风景区内约 800
多亩林地，并强行占用该
林地内建设墓地，造成森

林资源严重被破坏，植被
大面积被损毁，举报人曾
多次向沈阳市有关部门反

映该问题，至今未得到解
决。

浑南
区

2021 年 4 月 10 日，市自然

资源局对沈阳市骨灰入土
植树纪念林有限公司进行
调查。经查，沈阳市骨灰入

土植树纪念林有限公司占
地面积 674.17 亩，占用林
地总面积 593.78 亩，占用

其它地总面积 80.38 亩。非
法占用林地 151.28 亩。该
公司非法占用地块原是无

立木荒山，1990 年，经原市
民政局、城建局、林业局、
物价局批准，在浑南区国有

林公司北赵管理所内林地
开展骨灰入土植树活动，并
成立了沈阳市骨灰入土植

树纪念林有限公司。后经卫
星遥感监测技术拍摄的影
像图片比对（2005、20 20），

沈阳市骨灰入土植树纪念
林有限公司共绿化荒山
600 余亩，植树、补植树木

20 余万株，不存在严重破
坏森林资源、大面积损毁植
被的现象。

基本
属实

沈阳市骨灰入土植树纪念林有
限公司当事人，未经批准非法
占用林地 151.28 亩，非法占
用其它用地 39.85 亩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第 37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 342 条规定，涉嫌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市自然资
源局于2021年5月5日正式将
沈阳市骨灰入土植树纪念林有
限公司当事人非法占用农用地
的行为移交公安机关查处。
2021 年 5 月 25 日，该公司开
始现场整改工作，目前已完成
全部墓位整改工作，共拆除墓
位 1180 穴，拆除 4 座彩钢
房，拆除地基及硬化路面 280
余平米，拆除荷兰砖地面 2100
余平方米，整改区域 4200 余
平方米，完成整改区域树木栽
植、补植的整体设计、规划及
预算编制工作，计划补植各类
树木 1700 余株，2021 年秋季
已补植树木 400 余株，2022
年春季完成全部补植。2021 年
12 月 30 日，浑南区民政局对
沈阳市骨灰入土植树纪念林有
限公司违法经营行为下达
15.8 万元行政处罚。下一步，
加强对墓园及其周边森林资源
的监测与巡护，确保森林覆盖
率只增不减，森林生态功能不
退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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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2LN20

210408

0011

沈阳市浑南区祝家镇龙泉

墓园占用青草沟村以北一
千多亩林地，非法砍伐该
林地里的五百亩天然林

地，擅自扩大墓园面积，
增加墓穴数量，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曾向有关部门

反映，至今未得到解决。

浑南

区

2021 年 4 月 10 日，市自然
资源局对沈阳市龙泉古园

有限公司进行调查。经查，
沈阳市龙泉古园有限公司
共有园区 42 个。2003 年至

2011年建设31个园区，2012
年至 2016 年建设了 9 个园
区，2017 年至今建设了 2 个

园区。沈阳市龙泉古园有限
公司总占地面积 463.12
亩。其中，占用林地面积

239.28 亩 ， 其 它 用 地
223.84 亩。未经批准，非法
占用林地 115.33 亩。经卫

星遥感监测技术拍摄的专
题影像图片比对（2005、
2021），沈阳市龙泉古园有

限公司不存在非法砍伐青
草沟村以北一千多亩林地
里的五百亩天然林地的现

象，该区域森林植被覆盖情
况较好。

基本

属实

沈阳市龙泉古园有限公司当事

人，未经批准非法占用林地
115.33 亩，非法占用其它用地
223.84 亩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04 版）》第 37 条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42 条规

定，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市自然资源局于2021年 5月 5
日正式将沈阳市骨灰入土植树

纪念林有限公司当事人非法占
用农用地的行为移交公安机关
查处。截至目前，龙泉古园违

建墓穴 856 个已全部拆除整
改完毕，违建墓穴和违建硬化
路面已经做到应拆尽拆，整改

面积 6720 平方米，整改林地
于 2021 年 10 月补植云杉 200
棵（3 米高），已经恢复了林地

植被。对龙泉古园 2018 年 6
月之后新建违法墓穴，浑南区
民政局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

对龙泉古园下达了《行政处罚
告知书》，已没收违法所得
986.96 万元。下一步，对墓园

内已整改到位非法占用的林地
继续开展补植补种工作，恢复
林地植被，继续进行绿化荒山，

发挥生态效益;加强对墓园及
其周边森林资源的监测与巡
护，确保森林覆盖率只增不减，

森林生态功能不退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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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2LN20

210505

0029

浑南区祝家街道红旗岭地
区龙三家子村、常家湾、
小常王寨等几个村上千亩

集体林地的树木被非法砍
伐，林地沙土被非法采挖，
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浑南

区

2021 年 5 月 8日，市自然资
源局进行了现场调查。经

查，现场未发现新近发生的
毁林挖沙现象。但是该区域
历史上存在毁林占地、挖沙

取土的问题，共有 9 家单位
或个人因毁林挖沙被查处，
分别为∶ 1.孙某 2013 年未

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同意，
在浑南区祝家街道龙三家
子村林地内擅自改变林地

用途建房，擅自改变林地用
途面积 2.7 亩，已处罚。2.
韩某 2014 年未经林业主管

部门审批同意，在浑南区祝
家街道龙三家子村林地内
擅自改变林地用途建房，擅

自改变林地用途面积 2.325
亩，已处罚。3.王某未经林
业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在浑

南区祝家街道龙三家子村
林地内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擅自改变林地用途面积

1.9449 亩，已处罚。4.赵某
某 2011 年于小常王寨西山
占地 22 亩进行建设，已处

罚。5.马某某 2013 年于常
家湾西沟占地 127.8 亩建
房、建厂堆放杂物、所占林

地基本全部破坏，已处罚。
6.辽宁冀东商品混凝土有
限公司 2012 年开始建设混

凝土搅拌站等设施，占用龙
三家子南山小常王寨西山
的林地 75.2 亩（严重毁坏

基本

属实

目前，红旗岭疫木堆场清理工
作已全部完成，共清运 176 车
疫木粉碎物，该区域现已恢复

林业生产条件，并制定补植造
林计划，并做好实时跟踪工作。
下一步，市自然资源局将加强

日常巡护和监管，加强林地执
法力度，巩固成果，防止问题
反弹，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红旗岭疫木堆场是浑南区政府
防治松材线虫病，为粉碎疫木
而建立的临时存放点，未对林

业生产条件造成破坏，并及时
进行了清理，根据《沈阳市全
领域包容免罚清单》，违法情节

轻微，不予处罚。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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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 73 亩），已追究当事人
于某某刑事责任。7.矫某某

于小常王寨山地毁林挖土
占地172.35亩（林地142.65
亩，非林地 29.7 亩），已追

究当事人矫某某刑事责任。
8.开心农场未经林业主管
部门审批同意，在下楼子村

林地内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面积 1.5795 亩（1053 平方
米），已处罚。9.祝家污泥

厂占地447亩，其中林斑386
亩，已追究当事人刑事责
任，目前该项目已通过植树

方式进行了修复。以上涉及
改变林地用途共 740 亩。

以上群众举报问题查处情况向社会公示，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以信函或者电话形式署联系方式，向沈阳市自然

资源局和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邮寄的以寄出邮戳为准，直接送达的

以送达日期为准。

公示时间：2022 年 1月 12 日至 2022 年 1月 21 日（公示期 10日）

受理部门：沈阳市自然资源局、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电话：23214012、24860887

邮寄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四经街 149 号、沈阳市沈河区长青街 68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