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编辑：袁燕 校对：黄开祝 广告
www.sanyarb.com.cn

2019年 11月 8日 星期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海南省经济特区林地管理条例》《海
南省重点公益林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三亚市开展侵占生态公益
林地种植经济林清退工作实施方案》
（三办发〔2019〕4 号）文件要求，现对
疑似非法侵占生态公益林地情况进
行公示，公示期为 7 个工作日（2019 年

11 月 8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8 日），公示
内容如下：

涉 及 三 亚 市 育 才 生 态 区 6 个 村
（居）委会，共计 861.3 亩。

地点 1：雅林村（居）委会 面积：
13.9 亩（详见分布图、附表）

地点 2：那会村（居）委会 面积：
13.9 亩（详见分布图、附表）

地点3：崖州区雅安村（居）委会
面积：211.5 亩（详见分布图、附表）

地点 4：马脚村（居）委会 面积：
13.2 亩（详见分布图、附表）

地点 5：龙密村（居）委会 面积：
62.3 亩（详见分布图、附表）

地点 6：立才村（居）委会 面积：
546.5 亩（详见分布图、附表）

林地权属：国有林地
经济林树种：芒果、槟榔等
违法性质：毁林开垦侵占国有生

态公益林地
公 示 期 内（2019 年 11 月 8 日 至

2019 年 11 月 18 日），对公示相关内容
有异议的，请相关责任人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前提交相关反馈意见、提供

合 法 承 包 合 同 或 林 权 证 等 相 关 材
料。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相关责任人
应在公示结束 7 日内（2019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5 日）对非法侵占
生态公益林地种植经济林木及地上
附着物自行移除。如在上述期限内
未完成移除，相关权利主体将依法强
制执行，并按照相关程序追究当事人

法律责任，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均
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地址：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生态环
境保护局 206 房;

联系电话：88639059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2019年 11月 7日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侵占生态公益林地种植经济林清退的公示

1 雅林 前进 ycqz372 310296.0 2049689.9 8.3 国有 槟榔 不详 王春明

2 雅林 红旗 ycqz373 310228.2 2049625.4 5.6 国有 槟榔 2012 高其文

3 立才 红岭队 ycqz374 320908.7 2048115.0 11.3 国有 槟榔 不详 不详

4 那会 那会村委会 ycqz375 325767.8 2048348.1 13.9 国有 槟榔 不详 陈辉

5 立才 红岭队 ycqz376 321344.2 2046649.4 49.0 国有 芒果 不详 不详

6 立才 22队 ycqz377 322715.1 2045876.1 52.2 国有 芒果 不详 不详

7 立才 22队 ycqz378 322873.8 2045814.9 30.0 国有 芒果 不详 不详

8 立才 22队 ycqz379 323085.5 2045814.6 16.7 国有 芒果 不详 不详

9 立才 20队 ycqz380 322933.5 2045259.5 8.4 国有 芒果 不详 不详

10 立才 22队 ycqz381 323068.8 2044827.9 4.4 国有 芒果 不详 不详

11 立才 22队 ycqz382 323182.2 2044910.3 20.8 国有 芒果 不详 不详

12 立才 20队 ycqz383 322657.3 2045140.6 6.2 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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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 不详 不详

13 立才 南塔水电站旁 ycqz384 326450.7 2045678.1 6.3 国有 芒果 不详 不详

14 立才 南塔水电站旁 ycqz385 326605.4 2045600.7 12.6 国有 芒果 不详 不详

15 立才 南塔水电站旁 ycqz386 326752.4 2045603.6 9.6 国有 芒果 不详 不详

16 立才 南塔水电站旁 ycqz387 326805.1 2045727.0 14.7 国有 芒果 不详 不详

17
崖州区雅
安村委会

雅安 ycqz388 318055.4 2045586.2 4.8 国有 槟榔 不详 不详

18
崖州区雅
安村委会

雅安扎青 ycqz389 317326.4 2042709.8 206.7 国有 芒果、槟榔 不详 不详

19 马脚 那门 ycqz390 318236.9 2044680.9 13.2 国有 非洲楝 不详 洪跃平

20 立才 抱南后山 ycqz391 323051.4 2041209.1 4.1 国有 槟榔 不详 不详

21 立才 抱南后山 ycqz392 323073.2 2041153.2 3.2 国有 槟榔 不详 不详

22 龙密 保盆那浩水库 ycqz393 322974.8 2040024.6 8.6 国有 芒果 不详 董素文

23 龙密 保盆那浩水库 ycqz394 322753.6 2039654.5 45.6 国有 芒果、槟榔 不详 不详

24 龙密 保盆那浩水库 ycqz395 322983.0 2039732.2 8.1 国有 芒果 不详 不详

25 立才 金葆公司 ycqz396 323242.4 2038780.8 23.9 国有 芒果 不详 不详

26 立才 抱头 ycqz397 323414.7 2035965.1 3.2 国有 芒果 不详 不详

27 立才 抱头 ycqz398 323639.6 2036016.6 3.6 国有 芒果 不详 不详

28 立才 抱头 ycqz399 323820.0 2036029.5 9.0 国有 芒果 不详 不详

29 立才 保密村 ycqz400 320595.5 2033994.2 7.2 国有 芒果 2013 符兰花

30 立才 保密村 ycqz401 320039.5 2033606.6 16.8 国有 芒果 2012 符海亮

31 立才 保密村 ycqz402 320229.4 2033642.4 7.0 国有 芒果 2013 不详

32 立才 保密村 ycqz403 320134.6 2033559.1 6.3 国有 芒果 2012 不详

33 立才 保密村 ycqz404 320337.5 2033594.0 11.5 国有 芒果 2012 王小龙

34 立才 保密村 ycqz405 320316.8 2033428.2 7.2 国有 芒果 2013 李志成

35 立才 6队 ycqz406 316364.1 2033598.6 9.4 国有 芒果 2003 不详

36 立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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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ycqz407 316460.4 2033605.4 21.4 国有 芒果 2013 董峰城

37 立才 6队 ycqz408 316668.6 2033530.9 2.9 国有 芒果 2012 董方伟

38 立才 6队 ycqz409 316830.4 2033454.1 12.7 国有 芒果 2011 董文贵

39 立才 6队 ycqz410 316842.2 2033544.6 4.6 国有 芒果 2014 阮川豪

40 立才 6队 ycqz411 316483.3 2033261.9 69.0 国有 芒果 2012 董春光

41 立才 5队 ycqz412 318395.0 2032108.1 65.8 国有 芒果 2015 何志平

42 立才 5队 ycqz413 318558.5 2032177.6 4.6 国有 芒果 2013 胡仁能

43 立才 昌才队 ycqz414 316970.8 2032724.1 1.5 国有 芒果 2014 许文就

44 立才 昌才队 ycqz415 316426.4 2032775.3 7.0 国有 芒果 2006 赵田香

45 立才 昌才队 ycqz416 316863.8 2032812.7 0.9 国有 芒果 2015 陈基胜

46 立才 马也村 ycqz417 319422.4 2036509.6 1.8 国有 芒果 2011 董义忠

合计 861.3 

育才生态区疑似侵占生态公益林地种植经济林情况公示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