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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行政案件裁判观点汇编（一） 

 

一、受案范围 

001 
人民政府不履行层级监督职责的行为，一般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石某等诉江苏省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43号 

 
【裁判观点】 
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行为的监督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进行。根据《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房屋征收与

补偿工作监督，但上级人民政府该职权系基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层级监督关系而形成，

上级人民政府不改变或者不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及下级人民政府决定、命令的，一般并不直

接设定当事人新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可以通过直接起诉所属工作部门或者下级人民政府作出

的行政行为来维护合法权益。当事人坚持起诉人民政府不履行层级监督职责，不具有权利保

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依法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 
 
 
 

002 
行政机关基于上下级监督关系而形成的内部监督管理行为，一般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

围。 

——邵某华诉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129 号 

 
【裁判观点】 
可诉的行政行为应当是行政机关直接设定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义务或者对相对人权利

义务直接产生影响的管理行为，并不包括行政机关基于上下级监督关系而形成的内部监督管

理行为，亦即上级行政机关基于组织法和上下级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对下级行政机关

所作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管理相对人可以直接针对对其权利义

务产生影响的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行政机关为

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而上级行政机关对下一级行政机关的执法过错行为的调查及追责，既

是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内部管理行为，也是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内部监督行为。不论内

部监督行为的结果如何，都不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因此，针对下一级行政机

关的执法过错行为，不论上一级行政机关是否立案调查，是否做出相应决定，当事人对相关

决定是否接受，均不属于人民法院司法监督范畴，也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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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行政机关根据法院执行裁定作出的、未设定相对人新的权利义务的告知行为，不属于行

政诉讼受案范围。 

——蔡某凤诉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执行通知及强拆行为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90号 

 
【裁判观点】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

六项 1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对其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而提起行政

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生效裁定作出的告知书，

仅是告知行政相对人法院生效裁定的主要内容，没有独立的决定事项，未对相对人设定新的

权利义务，因此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市县人民政府根据人民法院准许强制执行补偿决定的裁定实施的强制搬迁行为，不

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但原告主张超出行政裁定执行范围造成财产损失的除外。 
 
 
 
004 
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 

——唐某鑫诉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2017)最高法行申 5 号 

 
【裁判观点】 
根据法发(1992)38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参

照《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印发〈关于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

的通知》，对社会主义改造等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

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 
 
 
 
005 
有关解决历史遗留的要求支付社会保险待遇诉求，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收案范围。 

——王凤鸣等 14 人诉徐州市人民政府、徐州市信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行政行

为案  （2017）最高法行申 4776 号 
 
【裁判观点】 
（1）只有当行政争议在法律规定的受案范围之内，行政相对人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法》自 1990 年 10 月 1 日施行，对于在此之前发生的行政行为，除非当时的法律

明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当事人不能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后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

定提起行政诉讼。对于《行政诉讼法》施行后发生的行政行为所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

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依法审查并决定是否予以受理。 
（2）再审申请人主张其自 1970 年初开始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工作，并以此为据要求徐州

市人民政府为其办理社会养老保险。此类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诉求，并非行使《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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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所赋予的要求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

十二条第一款第十项所规定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事项。 
 
 
 

006 
行政相对人针对信访答复意见提起的不履行职责等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翁某华诉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政府行政管理案   (2017)最高法行申 682 号 

 
【裁判观点】 
(1)行政机关所有不履行职责的行为，并非都必然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不

可能通过司法审查方式来监督行政机关履行所有其应尽的职责和义务。由于行政权的复杂性

以及行政职责来源的多样性，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行为是否应予司法监督和审查，

要结合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性质以及相应职责的不同来源予以综合判断，同时还要考虑

当事人申请履行职责所保护的权利，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法保护的权利范围和权利种类。 
(2)行政相对人基于信访答复意见提起的不履行职责等诉讼，不宜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

围，如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进行审查，则必然涉及对信访复核意见合法性的评价、信访复核

意见内容的判断以及对下级行政机关是否履行了信访复核意见等内容的实体审查，此实际上

是将信访事项又重新导入司法诉讼程序，最终可能形成信访和诉讼的恶性循环，因此人民法

院原则上不宜将信访事宜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007 
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一般

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沈某华诉江苏省公安厅行政撤销及履行法定职责案  (2017)最高法行申 4409 号 

 
【裁判观点】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

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不服的，通常不能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除非该行为具有事实

上的最终性，并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008 
行政机关自主或者依其他机关请求，就其职权范围内特定事项作出的具有独立意思表示

的行政确认行为，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但是行政机关的行为仅系对已存在文件的摘录或事

实行为的客观描述，未设定行政相对人新的权利义务的除外。 

——黄某星诉江苏省财政厅不予履行复议职责案  (2017)最高法行申 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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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观点】 
国有资产管理局根据人民检察院要求，将企业资产性质界定为国有资产，属于依其自身

意志，行使行政职权作出的产权界定行为，该行为已经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设定了行政法上的

权利义务关系，依法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 
 
 
 
 
009 
行政机关签订的招商引资协议，可以认为属于行政协议。 

——香港斯托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诉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政府等招商引资协议案  

(2017)最高法行再 99 号 

 
【裁判观点】 
(1)行政协议一般包括以下要素：一是协议有一方当事人必须是行政主体；二是该行政

主体行使的是行政职权；三是协议目的是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四是协议

的主要内容约定的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行政管理的复杂性以及双方当事人协议

约定内容的多样性，判断一项协议是属于行政协议还是民事协议，不能仅看其名称，也不能

仅依据其中的少数或者个别条文来判定，而应结合以上要素和协议的主要内容综合判断。 
(2)民事协议与行政协议、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一般仅具有法理分工和管辖指引功能。

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既要适用行政法律规范，也要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

的民事法律规范。区分民事协议与行政协议、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更多应考虑审判的便利

性、纠纷解决的有效性、裁判结果的权威性以及上下级法院间的一致性，也应考虑何种诉讼

更有利于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公共利益的维护。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

号)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原则上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

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行政诉讼法》是我国行政诉讼程序的基本法，根据上述适用法律

规范标准，对《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的条款，除非明确规定不溯及既往或者因条款性质不适

宜溯及既往的，原则上对有关受案范围、审理程序、裁判种类等属于法院裁判职权专属事项

的规定，人民法院均应当适用新的规定进行裁判。由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

一项是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行使裁判职权专属事项，依法即具有溯

及力。 
 
 

 

010 

行政机关根据“裁执分离”原则依据经生效裁决认可其合法性的行政决定所实施的执行

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执行。 

——林金洪诉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案 （2018）最高法行申 2940

号 

 

【裁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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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该决定无论经过行政诉讼

程序还是非诉程序被认可合法后，由行政机关在法院作出准予执行裁定后所实施的执行行为，

执行的依据仍然为行政决定，执行活动的性质仍然属于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须严格依照

《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2）当事人对此类执行行为提出诉讼，有初步证据证实行政机关实施的行为存在违反

法定程序、与准予执行裁定确定范围、对象不符等特定情形，给其造成了动产或不动产的不

当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011 

当事人在一个案件中同时对多个行政行为提出诉讼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 

——於金坤诉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政府及海宁市人民政府海洲街道办事处征拆行为案

（2018）最高法行申 352 号 

 

【裁判观点】 

当事人的起诉涉及同一行政主体的不同行为或者不同行政主体的不同行为，如果在一个

诉讼中处理，显然不便于当事人应诉抗辩，也不符合人民法院有针对性地配置审判资源、科

学调查处理案件、作出公正裁判；同时，可能存在诉讼请求不明确或者与人民法院级别管辖

不相符的情形，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 

 

 

 

012 

土地储备中心在 2011年 1月 21日之前作为拆迁人直接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一般不纳入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葛绍林诉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政府房屋拆除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2018）最高法

行申 3058 号 
 

【裁判观点】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于 2011 年 1 月 21日。在此之前，土地储备中

心作为拆迁人取得拆迁许可证后，与被拆迁人之间形成协议通常不作为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

讼受案范围，其未经启动行政程序而直接实施强制拆迁活动即便构成违法，一般也不作为行

政侵权而通过行政诉讼途径处理，其所直接实施的拆除活动本身亦难以解释为行政强制。就

相关补偿安置问题，双方皆有权依照当时有效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规定向拆迁主

管部门提出裁决申请。但在 2011 年 1月 21 日之后，土地储备中心如果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

位，其所直接实施的强制拆迁活动要视情况具体分析。基于其自身独立意志且不存在行政委

托关系的仍可通过其他途径处理相关纠纷；但如果基于明确的行政委托则通常由委托的征收

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责任。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要注意防止行政机关以其下属单位甚至纯民

事主体实施强制为由规避自身应承担的行政责任，防止片面将证明强制执行主体的举证责任

完全施加于原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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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资格 
013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行为不具有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通常不具有原告主体资

格。 

——刘某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69 号 

 
【裁判观点】 
（1）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包括反射性利益。所谓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行为具有公法上的利害关系，形成公法领域权利义务关系，其对行政行

为不服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2）发展改革部门在作出项目审批行为时，也就无须审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征地拆迁、

补偿安置等事宜，无须考虑项目用地范围内单个土地、房屋等权利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

有权的保护问题。因此，项目建设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人或房屋所有权人与项目审批行为不具

有利害关系，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以项目审批行为侵犯其土地使用权或者

房屋所有权为由，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并不具有申请人或者原告主体资格。 
（3）不能认为所有的一审行政案件和二审行政案件，都必须要经过公开开庭审理程序。

为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各方当事人诉讼负担，对于原告或者上诉人所诉之请求，在法律上显

无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于职权，不经言词辩论，直接不予支持。 
 
 
 
014 
城乡规划部门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通常不直接设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关环境权

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环境权受侵犯为由，就城乡规划部门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提

起行政诉讼的，一般认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关某春等 193 人诉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行政复议案 (2017)最高法行申 4361

号 

 
【裁判观点】 
(1)影响原告主体资格是否成立的因素就可分为以下两种，一是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

类型，二是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规定。只有当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恰好落入行政机关作

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保护范围时，起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被承认。

反之，如果起诉人虽有某种权益，但并非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的，或者起诉人

并不具有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的权益，人民法院均不宜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六条，《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条

第二款等规定，城乡规划部门核发选址意见书，虽然可能为后续相应的建设许可，环境影响

评价许可等以及后续的实际开工建设创造条件，但相关环境利益保护问题，只能通过环保部

门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时予以考量，其并非城乡规划部门核发选址意见书时

需要重点审查的权益。因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以环境利益受到侵犯为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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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与城乡规划部门核发选址意见书存在利害关系，其起诉也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015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撤村建居等行为不服的，可以以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名义，或者以超过适当比例的村民共同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 

——阮某国、俞某新等诉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行政批复案 (2017)

最高法行申 125 号 

 
【裁判观点】 
原村集体组织成员是否同意撤村建居，应当依法定程序，通过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

等法定途径表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撤村建居等行为不服的，可以以村民委员会、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义，或者以超过适当比例的村民共同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 
 
 
 
016 
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应当是当事人所在社区的居民或者所在单位的工作

人员。 (2017)最高法行申 4774 号 

——徐某纲诉南京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裁判观点】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对公民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范围予以了限制，明确

只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当

事人所在社区、单位推荐公民代理诉讼，是为了保护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当事人的利益，其只

有基于对本社区、本单位人员专业知识、诉讼能力、道德品行的了解，才有足够理由作出推

荐或者不予推荐的决定。基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和汉语正常文意，当事人所在社区、单

位推荐的公民应限于当事人所在社区的居民、工作人员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的工作人员。 
 
 
 
017 

起诉人起诉请求确认市、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但既未证明系房屋所有权

人或者用益物权人，也未证明有具体屋内财产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汪洋诉被申请人万年县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案 （2018）最高法行申 3667 号 
 
【裁判观点】 
起诉人起诉请求确认市、县人民政府实施拆除案涉平房宿舍行为违法，但虽然举证证明

系该房屋承租人，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是该房屋的合法产权人或者用益物权人，也没

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存在相关屋内物品损失的，案涉房屋依法已经由相关企业主体办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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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且起诉人也非该相关企业主体职工，市、县人民政府实际

也已为起诉人安排相关保障性住房的，起诉人坚持起诉请求确认市、县人民政府实施强制拆

除行为违法，不具有相应物权请求权和原告主体资格。 
 

 
 
 

018 

对于行政机关的举报处理行为，举报人原告资格的有无，取决于行政机关对举报事项作

出处理所依据的行政法律规范，是否赋予了举报人此种主观权利。  

——杨金柱诉江苏省物价局物价行政检查行为违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行政复议案 （2018）最高法行申 4816 号 

 

【裁判观点】 

对于行政机关的举报处理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是否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取决于法

律、法规及规章是否有关于行政机关对于举报事项要在一定期限内受理并依法作出处理的明

确规定，即规定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对于行政机关已经受理并作出相应处理的，举报人提

起诉讼应当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019 

一般租赁关系的承租人，不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产生装饰装修、停产停业等损失的，

原则上不具备被征收人法律地位。 

——高才庭诉海宁市人民政府城建行政征收一案 （2017）最高法行申 8664 号 
 
【裁判观点】 
公民个人既不是被征收房屋合法产权人或者用益物权人的，也不是直管公房、廉租房等

特定房屋承租人，也不实际享受相应住房保障和房改政策，而仅与房屋所有权人形成一般租

赁关系，也不因征收形成停产停业等经营性损失的，相关租赁房屋案涉房屋被纳入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范围的，仅在客观上导致承租人与房屋所有权人之间私法上房屋租赁合同履行终

止，而不直接形成公法上征收补偿法律关系，不具备被征收人法律地位。其相关租赁合同履

行损失问题，宜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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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资格 

020 
行政机关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王某南诉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37 号 

 
【裁判观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具有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确认使用权的法定职责。此后，包括土地

登记在内的不动产登记法律制度发生了变化。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施行后，单一的土地登记已经转变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原不同登记机关的职责整合到

不动产登记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

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原告起诉要求撤销《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施行前人民政府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行为的，应当以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即不

动产统一登记机构为被告。 
 
 
 

021 
政府法制部门通常不具有独立行政管理职能，不对外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当事人对政府

法制部门作出的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宜以法制部门所在人民政府为被告。 

——叶某来、胡某根诉浙江省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7)最高法行申 4870 号 

 
【裁判观点】 
(1)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

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对各级政府设立的办事机构，如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公室等，其所有权依据相关组织法规定

行使相关职权，并以自己名义作出相应的行为，但发生诉讼后仍应以相应的政府作为名义被

告。 
(2)根据《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浙江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的通知》等规定，浙江省政府法制办公室是浙江省政府办事机构，其职能定位为浙江省政府

负责同志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浙江省政府法制办公室所具体承担的法规审查、行政复议、

备案审查等工作，依法均由浙江省政府作出最终决定，浙江省政府法制办公室本身不具有独

立的行政管理职能，也不对外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其作出行为的法律责任应当由浙江省政府承

担。 
(3)当事人因认为浙江省政府法制办公室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供所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

坚持以浙江省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符合现行有关政府法制办公室法律地位的规定，浙

江省政府依法是适格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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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房屋所有权人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无法确定强制拆除主体且无行政机关主动

承担责任的，当事人以市、县、乡级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予立案。 

——上海马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诉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案 (2017)最高法行

再 102 号 

 
【裁判观点】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房屋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在集

体土地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行政机关无征收决定又无生效法律文书、未经法

定程序拆除他人合法房屋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房屋所有权人无法确定强制拆除主体且无行政机关主动承担责任的，可以县、市(区)

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予立案。县、市(区)人民政府承认征收行为且无法举

证证明确系其他主体强制拆除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推定其为实施强制拆除主体。人民法院

也可以查明适格被告后告知当事人依法变更。 
(3)民事主体等违法强制拆除他人合法房屋，涉嫌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权利人可以

依法请求公安机关履行相应职责；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犯罪行为的，应依据《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 
 
 
 
023 
人民法院针对起诉错列被告情形在立案之后可视情况裁定驳回起诉或者移送有管辖权

的法院审理。 

——杭州倪氏鹿业有限公司诉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浙江省杭州市三墩镇人民

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2018）最高法行申 3095 号 

 

【裁判观点】 

当事人起诉存在错列被告, 人民法院在立案之后，经释明当事人仍拒绝变更被告的，人

民法院对于不符合级别管辖规定的诉求可裁定予以驳回，对于符合级别管辖规定的诉求可裁

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 

 
 
 

024 

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负责征收与补偿工作的征收办其具有征收主体资格。 

——伍仁娣等 5 人诉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征收案 （2018）最高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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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375 号 

 

【裁判观点】 

（1）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市、县级人民政

府确定征收办负责其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征收办有权实施相关房屋征收与补

偿工作，具有征收主体资格。 

（2）按照一般审理规则，评估机构的选定主要属于审查补偿程序的相关法律问题，一

般情况下不作为审查征收决定合法性的考量因素。 

（3）对于征收范围的确定要秉持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基本原则。公共利益的判断可能

基于多方面考量而非单一的项目建设目的之考量。只要在征收决定作出之前，行政机关对于

符合公共利益的事项有过明确规划并通过一定方式加以体现，或者因公共利益需要对原规划

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都可能成为判断征收决定合法性的正当事由。征收决定往往涉及面

广，相关的司法审查应当从“四规划一计划”的程序合法性和实体合目的性角度全面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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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起诉期限 
025 
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主

动审查的范围。 

——张某力诉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 (2017)最高法行申 5410 号 

 
【裁判观点】 
行政诉讼法上的起诉期限不同于民法上的诉讼时效，属于法定的起诉条件之一。超过起

诉期限的，将丧失进入实体审理的程序权利。由于行政案件属于公法诉讼，涉及公共利益和

社会管理秩序的稳定性，对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仍属

人民法院在双方举证基础上依职权审查范围。 
 
 

 

026 

再审申请人针对 2015 年 5 月 1 日之前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提起诉讼，亦应当根据

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分别确定按照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选择适用诉讼时效或

起诉期限的规定。 

——石文诉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政府履行房屋拆迁协议案 （2018）最高法行申 3018号 

 

【裁判观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

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

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

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 

 

 

 

027 

因人民法院管辖权调整，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但不存在怠于行使诉权情形的，属于有正当理由。 

——王长春诉长乐市人民政府行政强制违法案 （2017）最高法行再 98号 

 

【裁判观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

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同

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

四条第六项规定，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才得裁定不予受理。因管辖

权调整原因，王长春于 2016 年 7 月 11日再次向有管辖权的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虽然已

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王长春自身并不存在怠于行使诉权的情形，且其长期一直就相关纠纷

向有关部门反映，因此不能让王长春承担福州中院未依法立案而导致其告状无门的不利后果。

王长春再次提起诉讼虽然超过法定期限但应当视为具有不能归责于其自身原因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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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依法登记立案。 

 
五、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 
028 
对于明显由信访事项引发、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的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作

出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等类似决定的，依法也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韩某舟等 10 人诉江苏省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2017)最高法行申 236 号 

 
【裁判观点】 
(1)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行政复议范围仅限于能够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属于根据《信访条例》

规定作出的处理行为不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该处理行为对其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

因此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 
(2) 对明显不符合行政复议范围的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可以在口头释明后作存档处理，

也可以书面告知复议申请人其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当事人因此而提起行政诉讼的，

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可迳行裁定不予立案。 
 

 
 
029 
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当事

人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周某华诉海安县人民政府、南通市人民政府征收补偿决定及复行决定案 (2017)最

高法行申 2620 号 

 
【裁判观点】 
(1)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

告。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均属于行政案件的审查对象。原告不能通过仅起诉原行政行为，

而排除人民法院对复议决定一并审查。 
(2)经过复议的案件，当事人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而不能只针对原行政行为适用行政诉讼法六个月起诉期限的规定。 
 

 
 

030 
对复议机关程序性驳回复议申请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

的机关不是共同被告，当事人不能同时起诉复议行为和原行政行为。 

——张某功诉南通市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府房屋行政补偿及行政复议案  (2017)最

高法行申 43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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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观点】 
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属于对行政复议申请的程序性驳回，不同于“复议机关决定维持

原行政行为”之情形。在复议机关不受理复议申请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起诉原行政行为，

也可以起诉复议机关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但不可以同时起诉两项行为。 
 
 
 
031 
信访工作机构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孙某军诉江苏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  (2017)最高法行申 255 号 

 
【裁判观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

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

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批复》[(2005)行立他字第 4 号]第一条规定，信访工作机构是各级人民

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授权负责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其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登记、受理、

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监督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行为，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

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信访人对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

访事项的行为或者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 
 
 
 
032 
以举报下级行政机关违法等形式要求上级行政机关履行执法检查、督促履职等内部层级

监督职责的，通常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无锡梦巴黎家具城诉江苏省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案 (2017)最高法行

申 6447 号 

 
【裁判观点】 
当事人就行政机关针对其投诉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是否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取决于法律、法规及规章是否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受理并

依法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不能认为只要对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处理结论不服，就可以申请复

议或者提起诉讼。当事人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一般应当直接针对作出行政行为

的机关提出权利救济的请求。当事人以举报下级行政机关行为违法等形式要求上级行政机关

履行内部层级监督职责的，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投诉举报人坚持

申请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也可按照信访渠道处理。投诉举报

人又起诉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决定，或者按照信访渠道处理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不属于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投诉举报人坚持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无需开庭即可迳行裁定不予

立案或者驳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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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 
行政复议申请人错列被申请人经复议机关释明并补正材料后，仍不能明确被申请人的，

复议机关可以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毛某华、上海沉毅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诉上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不予受理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41 号 

 
【裁判观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申请人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错列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告知申请人变更被申请人；行政复

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行政复议机构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 5 日内

书面通知申请人补正，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申请人放弃行政复议申请。 
 

 
 

034 
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要求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既不能明确赔偿项目的构成，也

无法提供证据证明相应的具体损害后果和赔偿范围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决定驳回行政复议

申请。 

——张某尧、吴某先诉浦江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17)最高法行申 7979 号 

 
【裁判观点】 
申请人应对其在复议程序中提出的赔偿请求承担举证责任。申请人虽然在行政复议程序

中提出了赔偿请求和数额，但既不能明确赔偿数额的具体构成，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

张的具体损害后果和相应损失范围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依法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赔偿请求。 
 
 

 

035 

行政机关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内部批准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 

——格兰德仓储（上海）有限公司诉上海市人民政府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案  （2018）

最高法行申 370 号 

 

【裁判观点】 

   （1）行政机关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内部批准行为，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尚未

直接产生法律影响，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第十三条有关“下级行政

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批准机关为被

申请人”之规定情形，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 

（2）较之于内部批准行为本身，当事人直接针对被批准的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或提起诉

讼，更具有实现权益保护的直接性和实效性，亦有利于节约行政和司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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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 

行政复议申请人若对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拒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行为不服，应向行政复

议机关或者有关上级行政机关反映，要求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履行，而非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许明泉诉如东县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案 （2017）最高法行申 9201 号 

 

【裁判观点】被申请人应当履行行政复议决定，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

行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或者有关上级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履行，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经责令履行仍拒

不履行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 

 

 

 

037 

针对原行政行为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后又申请行政复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非该行

政行为属于法定复议前置情形。 

——汤太阳诉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   （2018）最高法行申 2732 号 

 

【裁判观点】 

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都是解决行政争议、实现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除了法定的复议前

置的情形之外，当事人对行政行为不服，既可以选择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选择申请复

议，待复议决定作出后，当事人如不服可再行提起诉讼。虽然当事人兼具提起诉讼和申请复

议这两种要求法律救济的权利，但仅限于最初对原行政行为不服的阶段。一旦当事人做出选

择，则不可往复，相关法律对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的程序衔接作出了明确安排。当事人提起

诉讼，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则不得再申请行政复议。 

 

 

 

038 

行政行为已被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违法，且赔偿义务机关已经作出赔偿决定的，当事人的

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应依法转化为通过行政赔偿程序寻求救济。 

——何道文诉南平市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案（2018）最高法行申 2674 号 

 

【裁判观点】 

在一个行政行为被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违法并已经启动行政赔偿程序后，当事人不能重复

或者交叉运用救济手段，再行寻求行政补偿。涉案房屋拆迁事宜中原有的补偿问题应依法转

化为赔偿程序解决。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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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对更正登记程序、行政复议程序或者权属争议处理程

序具有建议权和决定权，人民法院对地方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结合争议具体情况和

法律规定所作出的程序选择决定，应当予以尊重。 

——方建通等 12 人诉衢州市人民政府等林业行政复议案 （2017）最高法行申 8649 号 
 
【裁判观点】 
（1）当事人之间发生不动产买卖等法律关系，经不动产登记部门依法办理相应的不动

产物权变动登记后，一方当事人因反悔等原因对物权变动登记行为提出异议的，不宜在基础

民事争议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迳行提起行政诉讼，一般应先行通过民事等途径解决基于买卖等

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纠纷，或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在

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行政和民事争议。

在基础民事争议解决、权利归属明确后，权利人可以持生效法律文书申请不动产登记部门依

法变更错误的不动产物权登记。 
（2）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能否按权属争议处理问题的

复函》有关“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主要是指不动产权证存在

“填制错误”，或者权证虽然错误但实际现场状况和界址当事人间并无争议，或者其他能够

通过更正登记解决的情形。如果双方当事人之间对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权属存在争议，或者

对不动产权证记载的四至范围存有异议，或者双方持有的不动产权证明显在四至的文字描述、

附图、现场界址以及指界情况互相冲突，虽然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均持有不动产权证书，也

可以认定为权属争议；当事人不选择更正登记程序或者选择更正登记后仍存有异议的，可以

依法申请地方政府依据法定权限作出相应的权属处理决定；权属处理决定否定不动产权证登

记的，不动产权证应当相应作出变更。 
（3）双方持有相应的《林权证》，且双方《林权证》所记载的四至与现场界址已经明显

存在冲突，此即构成权属争议。在此情形下，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可以申请地方人民政府或

不动产登记机构分别启动以下三种程序解决争议：一是申请更正登记程序，二是申请行政复

议程序，三是权属争议处理程序。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不动产登记机构有权根据相应的申请并

根据事实和法律分别作出更正登记决定、行政复议决定或者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由于上述三

种程序适用的条件和范围相互交叉，故在不考虑复议期限限制等原因外，并不存在法定的优

先选择程序。宜承认地方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对更正登记程序、行政复议程序或者权属

争议处理程序的建议权和决定权。人民法院对地方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结合争议具体情

况和法律规定所作出的程序选择决定，应当予以充分尊重。 
 

 

 

040 

复议机关有关复议申请“明显”不成立的告知行为，一般不具有可诉性；人民法院对已

经认定为滥用诉权的起诉，可以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坚持起诉造成诉讼对方直接损失的，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陈则东诉浙江省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案 （2018）最高法行申 6453 号 

 

【裁判观点】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

政处分或者其他人事处理决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提出申诉。同时，根据《行

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对行

http://192.0.0.72/claw/ApiSearch.dll?ShowRecordText?Db=chl&Id=1&Gid=297380&ShowLink=false&PreSelectId=532645808&Page=0&PageSize=8&orderby=1&SubSelectID=533448680#m_font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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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的诉讼。 

（2）对于行政复议申请存在申请人明显不具备主体资格、申请复议事项明显不属于受

理范围、复议被申请机关明显不具备被申请人资格等情形的，复议机关可以书面告知申请人

其复议申请不成立，并无需作出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且无需交待诉权。复议机关有关复

议申请“明显”不成立的告知行为，一般不具有可诉性；除非复议机关对复议申请不成立的

认定错误。 

（3）履行法定职责（包括给付）之诉成立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于被申请履职的行政机

关具有相应的职责。即被申请履职的行政机关对履职申请具有相应的事务、地域和层级管辖

职权。如果行政机关明显不具有相应的事务、地域或者层级管辖职权，则行政相对人的履职

申请明显不成立，而无论行政机关对申请人履职申请不予答复或者答复不予处理或者答复无

法让申请人满意，依法均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4）权利之明显滥用，不受法律保护。人民法院对已经认定为滥用诉权的起诉，可以

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坚持起诉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

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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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理与裁判 
041 
复议机关行使撤销权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并应当充分说明理由。 

——郴州饭垄堆矿业有限公司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决定案

(2018)最高法行再 6 号 

 
【裁判观点】 
(1)通常情况下，采矿权的设立和取得，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多阶段、多步骤多个行为

共同作用的结果：矿产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确定采矿权矿区范围、发布招标公告并根据择优原

则确定中标人、中标人缴纳采矿权出让费用并签订出让合同，中标人取得相关行政机关涉及

采矿的行政许可，取得相应年限的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规定的期限届满，仅仅表明采矿

权人在未经延续前不得继续开采矿产资源，采矿权人其他依法可以独立行使的权利仍然有效。

采矿许可证暂时未得到延续，并非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并不影响原采矿权人基于采矿权出

让合同等而形成的权利，更不应以事后未得到延续的事实而否定其与在先行政行为的利害关

系。 
(2)行政许可一般具有时限性和可延续性，行政机关对是否许可也具有一定裁量性，行

政机关作出首次许可、许可延续以及撤销许可时，裁量幅度应当有所不同。首次许可时，许

可机关可以依法裁量不予许可；但是否延续许可的裁量和判断，则应受首次许可的约束，兼

顾信赖利益保护问题。即使首次许可存在瑕疵或者违法，许可机关仍应审慎行使不予延续职

权。同理，行政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对许可机关裁量权进行审查时，亦应秉持谦抑原则，

尊重许可机关对自身裁量权的限缩，除非这种限缩性裁量明显不合理或者违背了立法目的，

亦或构成滥用裁量权。 
(3)由于可供开采的矿产资源分布于地表上下，不同种类矿藏可能在不同深度的垂直空

间分层分布，采矿权矿区范围垂直投影重叠也就难以完全避免。在现行法律、法规并未禁止

设立垂直投影重叠的采矿权的情形下，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因历史原因已经设立的部分重叠

的采矿权，则应在不影响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且更有利于不同种类矿产资源全面节约利用的

前提下，综合衡量矿产资源形成状态和地质条件，尊重不同矿业权人的不同开采意向、开采

能力与开采工艺以及矿藏的开发规律等因素，区别进行处理。 
(4)颁发采矿许可证属于典型的许可类授益性行政行为，撤销采矿许可必须考虑被许可

人的信赖利益保护，衡量撤销许可对国家、他人和权利人造成的利益损失大小问题。确需撤

销的，还应当坚持比例原则，衡量全部撤销与部分撤销的关系问题。 
(5)复议机关应当审慎选择适用复议决定的种类，权衡撤销对法秩序的维护与撤销对权

利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程度以及采取补救措施的成本等诸相关因素；认为撤销存在不符合

公共利益等情形时，可以决定不予撤销而选择确认违法等复议结果；确需撤销的，还需指明

因撤销许可而给被许可人造成的损失如何给予以及给予何种程度的赔偿或者补偿问题。如此，

方能构成一个合法的撤销决定。在对案涉采矿权重叠问题有多种处理方式以及可能存在多种

复议结论的情况下，复议机关选择作出撤销决定，更应当充分说明理由。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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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作出环境评价许可，利害关系

人应当依法维护环境权益。 

——常州德科化学有限公司诉江苏省环保厅等环境评价许可案 (2017)最高法行申 4795

号 

 
【裁判观点】 
(1)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属于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建设项目，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依法履行职责，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履行义务，充分保障公众参与，尽可能减轻项目对周围

生态环境的影响；当地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则应遵循法律途迳行使公众参与权，依照法

律规定维护自身合法环境权益。 
(2)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实施环境评价许可过程中对建设项目选址的审查权限，主

要在于审查项目选址是否得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项目选址只有得到规划行政主管部

门的许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才能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对项目选址的规

划许可审查，属于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职权，并不属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权

限。 
(3)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保护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环

境保护行政许可事项，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前，应当告知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

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并送达相应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等程序性材料。建设单位在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报批前，采取多种方式公示环境影响评价，并积极组织召开环境影响评价听

证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时公示公告相关审批意见的，属于依法保障利害关系人程序

参与权。对建设项目环境敏感保护目标范围以外的且处于停产状态的其他建设单位，尚不足

以构成与项目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未书面通知

该单位参与听证，不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定。 
 
 
 
043 
成立于 2015 年 5 月 1 日之前的《特许经营合同》，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有

效，合同一方已经通过仲裁裁决解决合同争议、另一方又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

法裁定驳回起诉。 

——大益置业建筑有限公司诉江西省交通运输厅交通行政协议及赔偿案 (2017)最高法

行申 2208 号 

 
【裁判观点】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

机关违法解除特许经营协议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合同双方在

《特许经营合同》中已经约定仲裁条款并经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且仲裁庭也已就双方争议

作出处理的，合同另一方再就相同争议提起行政诉讼，该起诉受生效仲裁裁决所羁束，已经

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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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 
上诉人在庭审中拒绝服从法庭安排和指挥，拒不参加庭审活动的，视为主动放弃上诉权，

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按撤诉处理。 

——滕某琴诉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行政协议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45 号 

 
【裁判观点】 
法庭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依法审判各类案件的专门场所，庭审是司法审判的中心环节，

遵守法庭纪律，理性合法表达诉求，保障庭审活动正常进行，既是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案

件的需要，更是当事人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当事人应当根据法庭引导，在庭审的不同

环节，适时表达相应不同的诉求。上诉人在法庭庭审中无视法院释明，拒绝服从指挥，拒不

参加庭审活动，其法律后果与拒不到庭无异，视为主动放弃上诉权，应裁定按撤诉处理。 
 
 
 
045 
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一般以该行政行为作出时的证据、事实和法律作为评价标准。 

——陈某晓、张某斌诉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21 号 

 
【裁判观点】 
(1)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一般以该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为标准，

而不能以所依据的事实、证据或法律发生变更为由，认定原行政行为合法抑或违法。否则，

将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有损行政行为的公定力。 
(2)对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已于行为作出时确定并实现的，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就

仅与处分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有关，而不能以行政机关当时无法预见到的事实、证据和法

律，作为认定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依据。 
 
 
 
046 
前诉所列争议焦点经过当事人充分辩论后，前诉裁判对该争议焦点所作的实质性判断依

法具有既判力。  

——王某学诉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房屋面积认定案  (2017)最高法行申 244 号 

 
【裁判观点】 
(1)通常情况下，前诉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仅限于裁判主文确定的范围，裁判主文对被

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构成该裁判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后诉判断同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要受前诉生效裁判的羁束。 
(2)对前诉裁判所列争议焦点，经过当事人充分辩论后，前诉对争议焦点所作的实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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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也发生争点效，形成既判力。该裁判的当事人及相关权利、义务的承担人不得在后诉中

对前诉裁判已经查明和认定的主要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提出争议。 
 
 
 
047 
不动产物权的转移变更登记一般应由各方当事人共同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福建省绿水青山林业有限公司诉建瓯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2017)最高

法行申 8484 号 

  
【裁判观点】 
林权变更登记依法属于依申请作出的行政行为，申请人应当提供符合法定要求的申请材

料且须由当事人共同提出变更登记申请。一方单独提出变更登记申请且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材

料的，不符合申请变更登记的法定条件。 
 
 
 
048 
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可以根据行政机关委托就特定事项签订行政协议。 

——宁都县梅川供水有限公司诉宁都县人民政府、宁都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不履行行政

征收补偿职责案 (2017)最高法行申 8090 号 

 
【裁判观点】 
(1)根据行政机关的授权或者委托，承担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可以就特定事

项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订立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该协议应认定为行政

协议。 
(2)受协议相对性约束，行政协议原则上仅对协议相关各方发生拘束力。但在特定条件

下，行政协议行为对第三人产生不利影响时，可以依法向签订协议的行政机关提出保护和救

济请求。 
 
 
 
049 
国有土地上房屋所有权已经变更登记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权属应相应一并变更。 

——毛某萍诉南京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纠纷案 (2017)最高法行申 2625 号 

 
【裁判观点】 
我国现行法律实行地上房屋等建筑物及附着物处分时，土地使用权一并处分的原则，即

不动产权利一体化原则。不动产权利一体化是指权利主体的一体化。当房屋等建筑物因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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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等处分形式发生权利主体变更时，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归

属主体应相应的予以变更。不允许出现建筑物所有权人处分所有权后，仍继续单独保留原建

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情况。因房屋买卖而引起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的，应当

由转让人和受让人共同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050 
县(市)人民政府决定对采矿企业实施关停，应当给予行政相对人公平合理补偿，并按照

法定程序作出。 

——林某辰诉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2017)最高法行申 283 号 

 
【裁判观点】 
县(市)人民政府为改善生态环境、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等公共利益需要，依法有

权决定对辖区内相关采矿企业实施关停，但县(市)人民政府决定实施关停应当给予行政相对

人公平合理补偿，并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否则即可能存在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而需要承

担行政赔偿责任情形。 
 
 
 
051 
非国家一级公益林依法可以设立采矿权，林地征用占用许可不是采矿权出让许可的前置

条件。 

——浙江新曙光建设有限公司诉三门县国土资源局行政纠纷案 (2017)最高法行监 17号 

 
【裁判观点】 
(1)对非属于国家一级公益林和国家规定的自然保护区、重要风景区的，国土资源管理

部门有权依法在该地域内设立采矿权。 
(2)“开山采石”与“开采矿藏”本身是否违法，与其称谓并无必然联系，核心差异在

于“采石”或者“采矿”是否依法取得相应许可。《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所禁止的“开

山采石”行为，是禁止未经许可的采石采矿活动，而并非禁止依法进行的采石采矿活动。 
(3)根据《占用征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 3 目规定，取

得采矿许可证等相关批准文件，是申请占用或者征用林地审核的前置条件，即林地征用占用

审批依法属于采矿许可审批后置程序。 
(4)办理林地征用占用许可既非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法定义务，也非采矿权有出让合同、

成交确认书确定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约定义务，相对方以未办理林地征用占用许可审批为由

主张先履行抗辩权，不符合《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情形。 
 
 
 
052 
当事人请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必须具有提出该申请的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且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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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关具备该法定职责。 

——陈某华诉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法定职责案  

(2017)最高法行申 3 号 

 
【裁判观点】 
(1)当事人提起履行法定职责之诉，除行政机关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外，人民

法院应当审查当事人是否提出申请、行政机关是否拒绝，以及该行政机关是否具备当事人所

要求的法定职责、当事人是否具有提出该申请的实体法上的权利。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8 号)等规定

精神，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主管范围，应申请相关部

门予以解决。 
 
 
 
053 
申请购买人隐瞒家庭成员实际住房情况取得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资格的，有权部门可以依

法撤销其已经取得的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许可；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功能无需延续的，人民法院

不宜认定撤销决定违反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兰某、潘某诉浙江省人民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城建行政撤销及行政复议案  (2017)

最高法行申 6469 号 

 
【裁判观点】 
(1)经济适用住房具有高度的政策性、地域性和保障对象特定性，各地经济适用住房申

请和购买条件，宜结合当地政府有关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管理的调控政策及相应规范性文件

精神，加以具体把握。只有符合当地有关经济适用住房条件的供应对象，才能依法申请购买

相应经济适用住房。对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的有关经济适用住房销售管理政策性文件，

除非明显与上位法相抵触，人民法院一般均应当充分尊重。 
(2)申请人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时未如实填写有关家庭成员已有住房情况、不符合相

应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条件的，经济适用住房保障部门经事后调查核实，可以结合当地有关文

件具体规定，作出撤销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资格、收回相应已经出售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决定。 
(3)在因相关经济适用住房继承人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因该经济适用住房实际用于出租，

客观上已不具备对居住困难家庭基本住房需求进行保障的功能，人民法院审查有关部门撤销

经济适用住房购买决定是否合法，可以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依法不予认定该撤销决定违反法

律有关信赖利益保护规定。 
 

 

 

054 

林业现场确界及办理新林权证的行为，仅系对无争议山场的确权而未就争议山场作出处

理的，不能作为案涉争议山场权属认定依据 



25 
 

——崇义县麟潭乡麟潭村民委员会等诉崇义县人民政府、赣州市人民政府等林业行政裁

决及行政复议案 （2017）最高法行申 8651 号 

 

【裁判观点】 

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2007 年 7月 30 日，麟潭村委会、邱屋组作为争议山场的争议

双方进行了现场确界，分别制作 1396-1号、1404-1号《崇义县林地所有权外业勘测登记卡》，

确定相应北界“大坝埂”为“苦竹坑大窝子对面中心埂上至天水”，南界“大坝埂当埂小路”

为“新坪对面何尚通屋背当埂（防火线）”，并各自办理了新的林权证。本院询问中，麟潭

村委会、邱屋组均确认，上述现场确界及办理新林权证的行为，系对各自所有的无争议山场

的确权，并未就争议山场作出处理。故，崇义县政府关于 1396-1 号《崇义县林地所有权外

业勘测登记卡》表明双方已协商将“大坝埂”界定为“苦竹坑大窝子对面中心埂”的认定，

与事实不符，其据此作出崇府字[2015]87 号处理决定，确认争议山场应归邱屋组所有，缺

乏事实依据。 

 

 

 

055 

颁发林权证的行政登记行为，仅有公示、宣告作用，不具行政确权功能，所涉当事人之

间就山林权属存在的争议，应当依法通过调处程序予以解决。 

——泰和县冠朝镇坎头村 5 组诉泰和县人民政府、吉安市人民政府等林业行政登记及行

政复议案 （2017）最高法行申 3761号 

 

【裁判观点】 

（1）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江西省山林权属争

议调解处理办法》等规定，颁发林权证的行政登记行为，仅有公示、宣告作用，不具行政确

权功能，所涉当事人之间就山林权属存在的争议，应当依法通过调处程序予以解决。 

（2）结合《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有关规定精神，对县内的山林权属争

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化、四

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也未确定权属的，可参照土地改革时期确定

的权属，凭当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其存根处理；双方都无证据的，人工林的山权、林

权均归造林一方所有，天然林或荒山荒地，按山权、林权各半的原则并结合自然地形处理。 

 

 

 

056 

处理林权证相互重叠纠纷时，一般不宜采用直接撤销一方林权证的方式，而宜通过法定

的林权权属处理程序先行确定权属，再根据权属处理结果对重叠发放的林权证作出相应处理。 

——梁权兴诉铅山县人民政府、上饶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登记及行政复议案 （2018）
最高法行申 1593 号 （2018）最高法行申 1593 号 

 
【裁判观点】 
集体林地是国家重要的土地资源，是生态建设和林业发展的基础要素，也是农民重要的

生活保障。随着山林价值的不断显现，因林权登记、林权争议处理等引发的行政案件逐渐增

多。总体上，对重叠发证纠纷的处理，应当从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有利于当事人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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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发，注重实体权益归属和信赖利益的保护，同时遵循正当程序的原则。在处理林权证相

互重叠纠纷时，一般不宜采用直接撤销一方林权证的方式，而宜通过法定的林权权属处理程

序先行确定权属，再根据权属处理结果对重叠发放的林权证作出相应处理。 
 
 
 
057 

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争议。构成权属争议的，可以申请更正

登记或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权属争议处理，相应行政主体有权根据相应申请依法分别作出更

正登记决定、行政复议决定或者权属争议处理决定。 

——刘水木等 22 人诉衢州市人民政府等林业行政复议案 （2017）最高法行申 8650 号 
 
【裁判观点】 
（1）不动产登记仅仅是权利归属的确认和记载，本身并不直接设定物权。当事人之间

发生不动产买卖等法律关系，经不动产登记部门依法办理相应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后，一

方当事人因反悔等原因对物权变动登记行为提出异议的，不宜在基础民事争议尚未解决的情

况下迳行提起行政诉讼，一般应先行通过民事等途径解决基于买卖等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发生

的纠纷，或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

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行政和民事争议。在基础民事争议解决、

权利归属明确后，权利人可以持生效法律文书申请不动产登记部门依法变更错误的不动产物

权登记。 
（2）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争议。鉴于成功申请更正登记的

高标准性与行政登记程序重开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实践中不动产登记机构对更正登记申请审

查的形式性，不宜将申请更证登记程序与申请权属处理程序完全分割。在现行法律对土地、

林地等不动产权属争议处理程序未采取严格限定标准的情况下，认为不动产登记发证后再提

出的争议即不属于不动产权属争议缺乏法理和法律依据，也与我国现行不动产管理实践和管

理水平不相符合。 
（3）双方当事人均持有相应的《林权证》，且双方《林权证》所记载的四至与现场界址

已经明显存在冲突的，构成权属争议。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也可以申请

行政复议，还可以申请权属争议处理。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不动产登记机构有权根据相应的申

请并根据事实和法律分别作出更正登记决定、行政复议决定或者权属争议处理决定。 
 
 
 

058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明确的，针对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 

——李文全等人诉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土地争议处理一案 （2017）最高法行申 7121

号 

 

【裁判观点】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能否按权属争议处理问题的复

函》（国土资厅函[2007]60 号）规定，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土地登记前，土地权利利害关系人

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归属而发生的争议。土地登记发证后已经明确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

用权，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依法登记后第

http://192.0.0.72/claw/ApiSearch.dll?ShowRecordText?Db=chl&Id=1&Gid=297380&ShowLink=false&PreSelectId=532645808&Page=0&PageSize=8&orderby=1&SubSelectID=533448680#m_font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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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对其结果提出异议的，利害关系人可根据《土地登记规则》的规定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更

正登记，也可向原登记机关的上级主管机关提出行政复议或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059 

当事人主张除案涉直接损失之外间接损失的，依法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 

——福建远大船业有限公司诉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政

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32 号 

 

【裁判观点】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明确了对财产造成损害的，一般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此处的直接损失，是与间接损失相对的。间接损失，是指由于侵权人侵害他人财产的行为，

导致被害人在一定范围内与财产相关的未来利益的损失。间接损失不是现有财产的减少，而

是可得利益的减少。 

 

 
 
060 

对客观上难以通过实际交易日期前后资金流向直接确定交易实际价格的，宜结合其他能

够反映案涉交易价格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并考虑海洋货物运输交易习惯等因素，准确判断案

涉真实交易价格，并认定行为相对人是否构成走私。 

——杭州金菱印花有限公司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关行政处罚案  （2017）最高

法行申 4273 号  
 
【裁判观点】 
（1）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海关行政处罚由发现违法行

为的海关管辖，也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海关管辖。涉案货物主要进口口岸所在地海关依法

即对相应走私行为具有事务和地域管辖权，且也有利于调查取证和作出相应处理。 
（2）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

再给予行政处罚。根据《海关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进出口货物、进出境物品放行后，海关

发现少征或者漏征税款，应当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物品放行之日起一年内，向纳税义务人

补征。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而造成的少征或者漏征，海关在三年以内可以追征。违法行为

在二年内被发现后经刑事处理转由行政处理，不违反上述有关行政处罚时效的规定。 
（3）对客观上难以通过实际交易日期前后资金流向直接确定交易实际价格的，人民法

院仍宜结合其他能够反映案涉交易价格的相应的证据材料，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并考

虑海洋货物运输交易习惯等因素，准确判断案涉真实交易价格，并认定是否构成走私。行政

机关提交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行政相对人存在故意隐瞒高价发票而利用低价发票申报价格

从而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的违法事实，而行政相对人提出反证不能证实其主张，且无法推翻、

动摇行政机关提交的证据和认定的事实，人民法院依法应当认定构成走私行为。 
（4）《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关于〈湛江海关关于对伪报、瞒报进出口货物价格案件法律

适用问题的请示〉的批复》（政法函〔2005〕49 号）第二条有关“对伪报货物价格偷逃应纳

税款的走私行为，应当没收与偷逃税款占应纳税款比例相对应的走私货物”的规定，是海关

总署政策法规部门结合海关监管实际需要，从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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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有关没收走私货物、追缴等值货款规定所作出的限缩性解释，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且已形成行政惯例，依法可以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规范性依据。 
 
 
 
061 

企业因违反环境法律规定被依法责令关停的，不属于畜禽养殖行业综合整治与补偿范围。 

——余干县金牧养殖场诉余干县人民政府、上饶市人民政府行政补偿及行政复议一

案  （2018）最高法行申 3738 号 
 
【裁判观点】 
因在生产过程中水污染物超标且未在规定期限内有效治理而被依法责令关停的，不属于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

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范围。 
 
 

 
062 

土地主管部门因规划变更和公共利益需要，可以提前收回行政相对人所合法享有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但应当在确定所涉土地市场价格前提下给予行政相对人公平补偿。 

——苏州阳澄湖华庆房地产有限公司诉苏州市人民政府、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收

回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336 号 
 
【裁判观点】 
（1）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

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苏州市国土局经报请苏州市政府批准后，

对外以自己的名义作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行政相对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依法应

当以苏州市国土局为被告。 
（2）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

由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行政相对人虽然合法取得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但因法

律法规修改导致所涉土地利用规划调整而不能实际进行房地产开发等项目建设的，土地行政

主管部门依法可以收回所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应当结合《城镇土地估价规程》规定，

依法确定被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值，给予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公平合理补偿。 
 
 
 
063 

《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有关“给予适当补偿”宜理解为参照市场地价水平给

予公平补偿，有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依法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确定土地价格并作出合

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予采信。 

——苏州阳澄湖华庆房地产有限公司诉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补偿案 （2017）最

http://192.200.9.162/ldtlaw/ztcsdy/ztcml.aspx?WordCode=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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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行申 1342 号 
【裁判观点】 
（1）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或者为

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地使用权

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结合我国土地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国家依法保护产权

政策，对上述“给予适当补偿”，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不能静止、孤立、机械

地解释为以受让土地价格为基础给予相应补偿，而宜作统一的法律解释。即行政主体因公共

利益需要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的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供应的，应当根据土地面积、

剩余土地使用年期、原批准用途、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城市规划限制等，参照市场地价水平

经专业评估后予以补偿；收回的土地使用权以划拨方式供应的，参照评估的划拨土地使用权

价格，核定土地使用者应有权益后予以补偿；确定补偿标准的基准日，原则上应当以行政主

体作出收回决定的日期或者以收回土地事宜向社会公告的日期为准。 
（2）行政主体依法确定的有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结合土地面积、剩余土地使

用年期、原批准用途、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利用限制等客观实际情况，依

法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确定土地使用权的客观合理价格并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予充分

尊重并予采信。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的申请再审

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再审申请人主张行政机关依据

合法有效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土地使用权补偿金额，明显低于其取得案涉国有土地作用权以

及后续开发建设发生的具体费用，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采信。 
 
七、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 
064 
被征收人签订相关补偿安置协议后，不能当然视为其与征地拆迁行为即不再具有利害关

系。 

——宣某明诉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政府土地房屋征收拆迁行为及行政赔偿案 (2017)最高

法行申 144 号 

 
【裁判观点】 
(1)为了更好地推进征收补偿依法、有序、平稳进行，应当允许被征收人在对征收行为

合法性保留异议权利的前提下，先行鼓励和引导其以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方式解决补偿问题，

以减少纠纷。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如坚持认为征收行为违法，

仍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认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领取相应

补偿费用后，被征收人即丧失相应原告主体资格，无权提起相关行政诉讼；除非补偿安置协

议对被征收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并取得相应之补偿已经进行了明确约定。 
(2)参考《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认定被征地农民“知道”征收土地决定有关问题的意

见》(国法〔2014〕40 号)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申请人在征收土地决定作出后已经签

订房屋拆迁协议的，自该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之日起，可以视为申请人知道征收土地决定，并

根据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期限的规定，可进一步判断原告不服相关征地拆迁行为而提起的行

政诉讼，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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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被征收人主动交地并领取补偿款后，仍坚持认为土地征收行为违法的，除非被征收人曾

明确表示放弃申请复议权或者起诉权，否则仍可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 

——方某梅等诉江苏省人民政府履行行政复议职责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73 号 

 
【裁判观点】 
根据《行政复议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可以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即使被征收人已经交出被征收土地并领取相应补偿费

用，但如其坚持认为征收行为违法，仍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征收行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而不能认为因被征收人丧失对原土地的合法权益，从而与征收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除非被征收人明确表示放弃相关权利。 
 
 
 

066 
被征地农民领取征收土地补偿款或者收到征收土地补偿款提存通知之日，可以视为该被

征地农民知道征收土地决定之日。 

——殷某祥诉江苏省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复议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58 号 

 
【裁判观点】 
参考《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认定被征地农民“知道”征收土地决定有关问题的意见》

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领取征收土地补偿款或者收到

征收土地补偿款提存通知之日，可以作为被征地农民知道征收土地决定时间，并根据《行政

复议法》第九条、《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可进一步判断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相关批准征地行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是否超过法定的行政复议申请

期限。 
 
 
 
067 
在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过程中，行政机关有权根据生效的行政处理决定，确认被征收人合

法的房屋面积。 

——戴某华诉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确认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22 号 

 
【裁判观点】 
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在未经法定程序变更或撤销前，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不得否认行政行为的效力。在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过程中，行政机关有权根据生效

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被征收人合法的房屋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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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 

在既不能签订补偿协议，也无法定主体作出补偿决定，又无生效裁判对补偿安置问题进

行确认前提下，被征收人可以请求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土地管理部门履行补偿安置职

责。 

——上海蝶球阀门技术开发部诉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要求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案 

（2018）最高法行申 1995 号 

 
【裁判观点】 
（1）现行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本质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实施征收，并由国家依法

给予公平合理补偿的制度；市、县人民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是代表国家负责具体征收与补偿

的法定主体。职权之所在，即义务之所在，也即责任之所在。市、县人民政府代表国家组织

实施征收被征收人合法房屋，也有确保被征收人通过签订协议或者以补偿决定等方式取得公

平合理补偿的义务。 

（2）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形式虽然多样，参与主体虽然多元，但如果补偿安置问题

无法通过协商或签订协议方式解决，且无法定主体作出补偿决定，又无生效裁判对补偿安置

问题进行过裁判，则合法房屋的被征收人可以依法请求市、县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土地管理

部门依法履行补偿安置职责，要求依法作出包含补偿安置内容的补偿安置等决定。人民法院

亦不能以市、县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土地管理部门并非补偿安置义务主体甚至并非征收主体

为由而裁定不予立案。 

（3）在双方既不能通过协商或签订协议方式解决，且无法定主体作出补偿决定，又无

生效裁判对补偿安置问题进行过裁判的前提下，通过请求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土地管

理部门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的方式，由闵行区政府及其指定的土地管理部门承担土地征收补偿

的法定义务，既有利于明确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有且仅有政府才是补偿义务主体，还有利于

强化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土地管理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区（县）征地事务机构配合

和具体实施补偿安置工作的监督职责。 

 

 

 

069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复的性质及其救济途径。 

——翁梅华诉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案  （2018）最高法行申 6032 号 
 

【裁判观点】 
（1）市、县人民政府针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作出的批复具有内部性、阶段性、抽象性

特征，一般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首先，批复在形式上并非直接针对当事人作出，而是

上级政府对其所属机构有关涉案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所作的审核回复，并不对当事人的权

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因而具有内部性；其次，作为征地补偿安置的一个环节，该批复行为

在作出之后，下级机构还需继续推进实施相关补偿安置方案，因此，属于征地过程中的一个

阶段性行为，此时如果存在争议，通过相关法定行政程序先行解决更具有合理性、科学性，

直接起诉批复在起诉时机上并不适宜；再者，批复所针对的补偿安置方案，从内容上涉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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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众多的不特定对象，具有一定普遍约束力，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市、县人民政府就

此所作的批复，也带有较为明显的规范性因素。 
（2）当事人对征地补偿标准有异议，根据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相关规定，其基

本救济途径有二：一是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二是协调不成的，应当依照行政复

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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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 

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乡镇人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实施责令交地行为的，相

应法律责任宜推定由拥有相应法定职权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承担 

——刘以贵诉被申请人阜宁县人民政府等城建行政强制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337 号 

 

【裁判观点】 

（1）在当地市、县人民政府未对补偿安置主体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拆除征收范围内

合法建筑的行政职权归属于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

相关建设单位等主体实际从事并分担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部分具体征收补偿事务的，视为接

受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法律责任仍应由拥有相应法定职权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承担；除

非该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当地征地组织实施工作、强制拆除工作依法系其他

行政主体承担，其也不参与征地组织实施工作,或者有之前的生效裁判已经认定乡镇人民政

府等主体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 

（2）适用最长不得超过 2 年起诉期限规定的前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行政机关实施了相关行政行为，相关行政机关也认可被诉行为系行政行为。刘以

贵虽然自 2009 年 12 月即知道案涉房屋被拆除的事实，但是由于没有任何行政主体承认实施

拆除行为，也无任何行政机关直接或者间接承认是行政行为，因此，适用前述最长不得超过

2 年起诉期限规定的前提条件并不具备。且在刘以贵已经无法通过民事途径寻求救济，且其

依法具有获得补偿安置的权利但至今未得到任何补偿安置的情况下，从实质解决行政争议和

减少诉累等方面考量，本案亦有进入实体审理的必要性，不宜以超过法定期限为由裁定驳回

起诉。 

（3）行政主体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合法房屋后，应及时通过协商方式妥善解决房屋

与房屋内物品损失；如认为被征收人诉求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及时依法作出书面决定，

及时交付或者提存相应补偿（赔偿）内容，而不能怠于履行补偿安置职责。 

 

 

 

071 

集体土地上房屋被违法强拆后的赔偿方式、赔偿标准以及赔偿范围的确定。 

——吴家留诉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2018）最高法行申 1437 号 
 

【裁判观点】 

（1）当事人房屋被拆除且拆除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确认违法后，所在地已被批准征收为

国有且客观上已不具备恢复原状的条件的，一方面，可以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之

规定以支付赔偿金的方式予以赔偿；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相关征地补偿方案以置换土地或

给予安置房等方式进行赔偿。上述两种赔偿方式应当保障侵权受害人的选择权。 

（2）房屋赔偿标准原则上应当按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标准进行赔偿。如果涉案

土地已被纳入有关规划用地范围，应从有利于被征收人的角度参照该片区的有关拆迁补偿安

置标准进行赔偿。 

（3）强制拆除涉案房屋后未依法提供临时安置用房的，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临时安置

补助费属于被征收人的直接损失范围。此外，对于房屋内物品损失的赔偿问题。根据《行政

诉讼法》相关规定，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

javascript:SLC(4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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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特定情形下，双方客观上难以举证的，人民法院亦可根据

实际情况作出酌定。 

 

 

 

072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不仅包括既得财产利益的损失，

还应当包括虽非既得但又必然可得的财产利益损失。 

——周小平诉浙江省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拆迁行政赔偿案 （2018）最高法

行再 163 号 
 

【裁判观点】 

（1）对《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中关于赔偿损失范围之“直接损失”的理解，应不

仅包括既得财产利益的损失，还应当包括虽非既得但又必然可得的财产利益损失，才符合该

法的立法精神。具体到违法拆除房屋的损失赔偿，除应包括被拆建筑物重置成本损失外，还

应当包括被征收人应享有的农房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以及对动产造成的直接损失等。 

（2）行政赔偿应当体现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惩戒和对被侵权人的关爱与体恤。对于被侵

权人的不动产赔偿不应低于其原应得的相关拆迁安置补偿权益。 

 

 

 

073 

同一标的物被二次协议处分后的协议效力认定 

——宿迁汇龙实业有限公司诉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人民政府、江苏省泗洪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国土资源局要求履行合作协议案  （2018）最高法行申 285
号 

 
【裁判观点】 
同一标的物先后两次被协议处分，从合同法上的诚实信用、意思自治等一般原则出发，

可以认为前一合同效力已经为其后签订的合同效力所覆盖。当事人请求履行前一协议的，在

后一协议的有效性未经法定途径解除或者认定无效之情形之下，其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 
 
 
 
074 

房屋所有权人、土地所有权人已经就相应补偿安置问题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实际履行的，

对房屋权属存在争议的相关主体对补偿安置对象提出异议的，宜通过民事途径解决。 

——高秀霞、张生跃诉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房屋拆除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2018）
最高法行申 2669 号 

 

【裁判观点】 

再审申请人诉求的实质系对涉案被拆除的房屋权属及被征收之后相应的拆迁补偿利益

归属存在争议，并非本案行政诉讼裁判的权限，而宜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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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 
市、县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预先组织实施土地征收公告、权属登记和补

偿费用发放等工作，在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土地后，市、县人民政府等仍应依法实

施“两公告一登记”等行政程序。 

——福清市上迳镇东林村村民委员会诉福清市人民政府、福清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征

收一案  （2017）最高法行申 9126 号 
 
【裁判观点】 
（1）市、县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有权集体土地征收批准文件作出之前，

为确保案涉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有序开展，预先组织实施土地征收公告、权属登记和补

偿费用发放等工作，不违反法律规定，但仍应在在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土地后，依

法实施“两公告一登记”等行政程序。 
（2）市、县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没有对照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作出的征地

批准文件，对被征收土地面积、地上附着物权属、青苗等依法进一步登记核实，也没有确认

相应征地补偿费用是否足额发放、是否充分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等，属于程序违法。 
 

 
 
076 

市、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征收与补偿工作实际需要，在法定征地批准文件作出之前，将

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被征收人，组织对拟征地现状进行调查，并

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补偿协议。 
——林建国诉南昌县人民政府等土地行政征收案 （2017）最高法行申 9159 号 
 
【裁判观点】 
（1）考虑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法律性、政策性、社会性和专业性相融合的

特点，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市、县人民政府为确保征收与补偿工作有序开展、维

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稳定征收与补偿法律关系以及实现公共利益，可以根据征收与补偿工

作实际需要，在“一书四方案”等征地文件依法报批前以及报批过程中，将拟征地的用途、

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被征收人，组织对拟征地现状进行调查，并签订附生效条件

的补偿协议等具体征收与补偿工作。 
（2）再审申请人因实施相关违反城乡规划行为被法定行政主体处罚后，以市、县人民

政府被告请求撤销相关规划行政处罚并确认相关行政强制行为违法，且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

据证明系由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所诉行为的，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再审申请人在土地

行政征收诉讼中一并起诉相关规划处罚和强制行为违法的，因所涉行政行为性质、系属、被

告和管辖法院均明显不同，不具有一并审理和裁判的必要性和实际效果。 
 
 
 

077 

因国家经济建设或地方公益性建设需要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的，依法应当办理农用地转

用审批手续，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并安排相应的社会保障费用。 

——傅景仙等诉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征收一案  （2017）最高法行申 91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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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观点】 
（1）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加强国有农场土地使用管理的意见》规定，因国

家经济建设或地方公益性建设需要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的，需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收回的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办理供地手续；收回国有农用地

使用权，应当将收回土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有关权利人，对拟收回土

地的现状调查结果，应当经权利人确认。被转用国有农场使用权人，也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

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当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补偿登记。 
（2）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加强国有农场土地使用管理的意见》《国土资源部

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有关补偿问题的复函》规定，经济补偿参照

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计算，并安排相应的社会保障费用。国有农场因土地被收回而

不具备失地职工基本安置条件的，应当将失地职工纳入当地城镇职工就业体系。具备安置条

件的，在安排失地职工新的劳动岗位后，国有农场可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用于农场基

本农田的建设保护和补充社会保障资金。长期承包国有农场农用地并将其作为生产生活主要

来源的农业职工，失地后自谋职业并与农场解除劳动关系的，安置补助费给予个人；但由国

有农场重新安排就业岗位的，安置补助费给予国有农场。对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按

照“谁投入、谁获得”的原则给予补偿。 
 
 
 
078 

江西省政府依法可以对案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争议作出裁决，市、县人民政府

可以结合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实际情况，以上级机关作出征地批准决定时点作为征地补

偿安置基准时点，除非征地批准决定被依法撤销或者依据征地批准决定时点确定的补偿明显

不合理。 

——鹰潭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岗办事处路底村新熊家小组熊来元等 43 位村民诉江西省

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裁决一案 （2017）最高法行申 9113 号 
 
【裁判观点】 
（1）江西省政府作为案涉征收土地批准机关，依法对案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争议作出《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裁决书》，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五条第三款有关“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

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规定和《江西省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第

四条有关“省人民政府是本省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的裁决机关，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是办理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的具体工作机构”规定。 
（2）征收土地方案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后，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具体

组织实施过程中，可以结合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实际情况，以上级机关作出征地批准决

定时点，作为征地补偿安置基准时点，并相应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标准，除非有权机关征地批

准决定被依法撤销或者依据征地批准决定时点确定的补偿明显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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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079 
对因旧城区改建征收的，被征收人有选择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房屋安置的权利。市、

县级人民政府已经依法保障被征收人就近安置选择权，且异地安置更有利于保障被征收人居

住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支持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的补偿决定。 

——贵某玲、贵某温诉上海市政府、静安区政府房屋行政补偿及行政复议案  (2017)最

高法行申 4162 号 

 
【裁判观点】 
(1)建设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一方面应主要由立法判断，即只有立法明确列

举的建设项目才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尊重绝大多数被征收人通过正当程序

而形成的意思表示，对绝大多数被征收居民同意的建设项目，应当认为符合公共利益需要。 
(2)对因旧城区改建征收的，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有选择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

房屋安置的权利。就近地段的范围，一般应考虑城市规模、交通状况、安置房源数量和户型

面积等实际因素，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在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过

程中确定。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未在改建地段或者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就近地段选择

安置、未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房屋征收部门根据房屋征收补偿法律规定，可以结合被征

收房屋套型、面积和价值，被征收房屋与安置房屋匹配程度，当地对居住困难户优先保障安

置方案等具体因素，选择确定更有利于保障被征收人居住权的安置房屋。 
(3)市、县级人民政府因旧城区改建实施征收，虽然未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房源

进行补偿安置，但在征收补偿程序中已经充分保障被征收人就近地段房屋安置选择权，并结

合被征收房屋实际状况，选择市场价值明显高于被征收房屋价值，更有利于保障被征收人及

其家庭成员居住权的异地房源实施安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

有关“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的规定，也不违反《征补条例》

第二条有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人给

予公平补偿”的规定。 
 
 
 
080 
行政赔偿诉讼中，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不当然免除原告初步证明其存在损

失及损失范围的举证义务。原告对损失的举证证明明显不符合常理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经

审理查明的客观事实依法酌定相应的赔偿金额。 

——王某芳诉溧水区政府、溧水区征收办城建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2017)最高法行

申 26 号 

 
【裁判观点】 
(1)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

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则上应当由原告就其损害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38 
 

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不当然免除原告初步证明其存在损失及损失范围的举证义

务。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三条

规定，法庭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从证据形成原因、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提供证据的

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是否有利害关系等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

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同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

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

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已有原始证据直接证明被征收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相关财产损

失、能够形成内心确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据此确认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范围。 
 

 
 
081 
对旧城区改建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要，应当考虑拟征收范围内被征收人的改建意愿，

大多数或者绝大多数被征收人同意改建方案的，可以认为建设项目符合公共利益需要。 

——郭某昌诉鄞州区政府房屋行政征收案  (2017)最高法行申 4693 号 

 
【裁判观点】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审查，应当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

规定依法进行。一般应审查建设项目是否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建设活动是否符合一系列

规划、征收补偿方案是否已经公布并根据公众意见修改公布，是否已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征收补偿费用是否已经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2)由于公共利益属于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建设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一

方面应主要由立法判断，即只有立法明确列举的建设项目才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

对于立法规定不明确或者可能认识有分歧的，则宜尊重通过正当程序而形成的判断，地方人

大及其常委会、绝大多数被征收居民同意的建设项目，应当认为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尤其

在以征收形式进行旧城区改建，既交织公共利益与商业开发，也涉及旧城保护与都市更新，

更应尊重拟征收范围内被征收人的改建意愿；大多数或者绝大多数被征收人同意改建方案的，

即可以认为建设项目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 
 
 

 
082 
市、县级人民政府违法组织强制拆除被征收人房屋的，应当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被

征收人所得到的赔偿不应当低于其依照征收补偿方案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 

——许某云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2017)最高法行再

101 号 

 
【裁判观点】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有且仅有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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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强制拆除被征收人合法房屋的行政职权。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不能举证证

明被征收人合法房屋系其他主体拆除的，可以认定其为强制拆除的责任主体。市、县级人民

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建设单位等民事主体实施强制拆除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

收部门对强制拆除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建设单位等民事主体以自己名义违法强拆，侵害物权

的，除承担民事责任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2)市、县级人民政府在未作出补偿决定又未通过补偿协议解决补偿问题情况下，违法

强制拆除被征收人房屋，应当依法赔偿被征收人房屋价值损失、屋内物品损失、安置补偿等

损失。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坚持全面赔偿原则，合理确定房屋等的评估时点，

并综合协调适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方式、赔偿项目、赔偿标准与《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补偿方式、补偿项目、补偿标准，确保被征收人得到的赔偿不低于

其依照征收补偿方案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 
 
 
 
083 
人民法院对征收补偿决定是否合法的审查，应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规定依法坚持全面审查。 

——徐某福、张某美诉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补偿案  (2017)最高法行申 667

号 

 
【裁判观点】 
对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人民法院对征收补偿决定的，合法性的审查应根据

《国有土地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依法坚持全面审查。具体而言，应当从评估机

构的选定、评估程序、评估结论的形成、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屋价值、其他补偿费用的确

定等方面，全面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等规定要求，依法充分保障被征收人的产权和其他

合法权利。 
 

 

 

084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合法房屋被强制拆除的实施主体的认定。 

——董宜森诉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房屋拆除行政强制案  （2018）最高法行申

291 号 
 

【裁判观点】 

（1）关于强制拆除实施主体不明时如何认定适格被告问题。一般而言，作出行政行为

的行政机关是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在诉行政强制拆除房屋行为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初步证

据证明系起诉状列明的被告实际实施强制拆除房屋行为。由于行政诉讼的原告往往处于弱势

一方，且可能因行政机关方面的原因，原告在客观上无法进一步举证。因此，如果原告能够

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强制拆除行为存在且极有可能系起诉状列明的被告所实施，即应视为已经

初步履行了与其举证能力相当的举证义务。在通常情况下，如果行政机关已经作出征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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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前序行政行为时或者为直接的实际受益者，原则上可推定该作出前序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

或受益机关为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除非其能够提交明确的证据证明系下属部门或其他

行政机关所为。 
（2）关于现场拆除者为民事主体时如何认定适格被告以及强制拆除理由问题。如果作

出征收决定等前序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受益机关确有证据证明强制拆除行为系其下属

部门或其他行政机关所为，且没有证据证明作出前序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受益机关已实

际参与强制拆除行为，则该作出前序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受益机关一般不是适格被告，

行政相对人应当以实施实际拆除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然而，如果有证据证

明实际拆除行为系民事主体作出，或者有民事主体主动承认其自行作出强制拆除行为，则不

宜简单认为该强制拆除行为是民事主体的侵权行为或毁坏财物行为，从而认为该强制拆除行

为不具有行政性。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从该民事主体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行政机关的法

定职责等角度，并结合具体案情进行综合评判为妥。 
（3）危房消险行为通常应由房屋所有权人自行作出或者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依据法

律法规的规定作出，民事主体一般无权对他人房屋强制作出危房消险行为。如果存在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或者集体土地征收之背景，人民法院一方面要注意防范行政机关刻意适用《城

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等规定规避正当的征收程序的适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范行政机关

委托民事主体以危房消险为由强制拆除他人房屋。后一种情形如果经认定具有行政行为的属

性，就不宜作为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对待。 
 

 

 

085 

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产权调换实际上是以被征收房屋和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

价值为基础，再进行两者价格比较与结算。被征收房屋和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衡量应当采

用相同的时点，以保障产权人的利益。 

——陈长兴、陈民强诉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福州市台江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行

政赔偿案  （2018）最高法行申 3838 号 

 

【裁判观点】 

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因违法强制拆除房屋而引发的行政赔偿诉讼中，人民法

院有必要本着充分保障产权人合法权益的原则，统筹考虑协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

偿法》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规定，对产权人给予公平、合理的赔偿。 

产权调换，实际上是以被征收房屋和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为基础，再进行两者价格

比较与结算。被征收房屋和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衡量的时点是相同的，所以依照房屋征收

时的征收补偿方案进行产权调换，并不损害产权人的利益。 

 

 
 
086 

征收国有土地上工业厂房的，市、县人民政府经综合考量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发展

政策、被征收人生产经营实际状况、被征收房屋及相应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用以产权调换

的工业厂房、周边环境与被征收人企业匹配程度、被征收人迁址继续生产意愿等因素，可以

决定实施货币补偿而不实施产权调换。 

——上海派雪菲克实业有限公司诉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房屋行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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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及行政复议案  （2017）最高法行申 7030 号 
 
【裁判观点】 
（1）征收国有土地上工业厂房补偿方式的选择，宜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发展

政策、被征收人生产经营实际状况、被征收房屋及相应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用以产权调换

的工业厂房、周边环境与被征收人企业匹配程度、被征收人迁址继续生产意愿等现实因素，

综合加以确定，以确保对国家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2）被征收人在案涉补偿方案征询意见期间未对拟定的补偿方式等提出异议，其主营

业务实际也处于停产状态，被征收房屋除用于堆放生产设备以外，主要用于出租，不符合提

供商业用房或者工业用房、用地等补偿方式情形的，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决定经市场评估后

以货币方式予以征收补偿，不违反法律规定。 
 
 

 
087 
对国有土地上企业厂房实施征收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可以结合土地利用规划、产业政

策、用地性质、被征收房屋实际用途等因素，根据被征收房屋市场价值给予倾向补偿。 

——湖州市今盛红木家具总厂诉湖州市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房屋征收行政补偿及行

政复议一案  （2017）最高法行申 9085 号 
 
【裁判观点】 
被征收国有土地上企业房屋用地性质系国有划拨土地，被征收人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期

限内未依法选择产权调换，市、县人民政府结合土地利用规划、当地产业政策、用地性质、

案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被征收房屋实际用途等因素，根据依法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市场

价值给予货币补偿，不违反法律有关“公平补偿”规定。 
 
 
 

088 

以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作为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应当确保补偿的实质公平。 

——居李等诉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一案  （2018）最高法行再 202
号 

 
【裁判观点】 
（1）市、县级人民政府因公共利益征收国有土地上被征收人房屋时，应当对被征收人

给予公平补偿；公平补偿的基本要求即为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

地产的市场价格。市、县级人民政府在以征收决定公告日作为评估时点后，应当尽可能快速

通过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者作出补偿决定的方式，及时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并固定双方的

权利义务，确保补偿的实质公平。 
（2）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征

收决定公告之日”的理解，应当结合该条例有关“公平补偿”条款，作统一的法律解释，而

不能静止、孤立、机械地强调不论征收项目大小、征收项目实施日期、以及是否存在市、县

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单方责任，也不考虑实际协议签订日或者补偿决定作出日甚至实

际货币补偿款支付到位日的区别，均只能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作为评估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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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民法院对在“征收决定公告之日”或者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的一年后作出的补

偿决定是否仍应继续坚持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为确定补偿的评估时点，应结合房地产市

场价格波动幅度及评估报告“应用有效期”、征收人未在一年内作出补偿决定是否存在过错、

按照超过“应用有效期”的评估报告补偿是否明显不利于被征收人、是否先补偿后搬迁、是

否存在难以在一年内实施而需要分期实施征收决定情形等因素，综合判断。 
（4）对“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后”，应当作限缩性理解，即不仅仅是签订协议或者作

出补偿决定，而应理解为补偿协议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款项已经交付、周转用房或者产

权调换房屋已经交付。此时，市、县级人民政府申请强制搬迁的条件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九、政府信息公开行政争议 

089 
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应按法定申请样式，向指定机关提出。 

——袁某明诉江苏省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7 号 

 
【裁判观点】 
申请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以法定的申请样式向该行政机关所属的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机构提出。申请人向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邮寄信件且信件内容不符合申请样式，行政机关

未予回复或者作为信访件处理，申请人因此以行政机关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为由提起诉

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迳行驳回起诉；信件内容基本符合申请样式的，应以

该机关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实际收到转送的申请书之日或者与申请人确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

日”，并以此计算相关答复期限。 
 
 
 
090 
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指向是否明确具体，应当以有利于保障申请人知情权的角

度从宽掌握。 

——周某宪诉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23 号 

 
【裁判观点】 
为方便行政机关查找检索并及时提供政府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进行内容描

述时，一般应当包括明确的文件名称、文号或者其他特征性描述。在判断信息公开申请中“内

容描述”是否明确具体，是否能够检索、查找到该政府信息时，要处理好群众习惯语言与法

律专业语言之间的关系，只要申请中对内容描述和特征描述能够被理解和识别，不会发生歧

义，可以进行查找检索，行政机关就不能以内容描述不明确不具体为由拒绝答复；更不能以

制作或保存的政府信息内容或者名称与申请中的内容描述不完全一致为由，不予提供。 
 
 
 
091 
行政机关主张政府信息不存在的，人民法院应重点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已尽查找、检索义

务以及告知、说明理由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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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某威诉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48 号 

 
【裁判观点】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是已经存在并以

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行政机关主张信息不存在的，人民法院审查重点是行政机关是

否已经尽到合理的查找和检索义务，以及行政机关是否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

条第三项的规定履行了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 
 
 
 
 
092 
公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应平衡保障权利人利益和申请人知情权。 

——齐某喜诉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案         

(2017)最高法行申 312 号 

 
【裁判观点】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除非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

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

息。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既可以事先征求第三方意见，

也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区分处理后，迳行作出告知而无需

征求第三方意见再予答复，并确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的知情权与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平衡。 
 

 
 

093 
申请人已经实际获得相关政府信息后又起诉要求公开同一政府信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刘某成诉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29 号 

 
【裁判观点】 
(1)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通过邮寄方式进行书面答复而申请人未收到的，

行政机关再次通过电话进行告知，可以认定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已履行完毕。 
(2)申请人起诉要求行政机关公开相关政府信息，但申请人的代理人已向同一机关申请

过相同的信息且获得答复的，视为申请人已经获得相关信息。 
 
 
 
094 
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政府信息内容是否合法不属于人民法院信息公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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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范围。 

——沈某威诉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7)最高法行申 147 号 

 
【裁判观点】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主要解决的是政府信息的公开与否问题，即是不是政府信息、有没有

政府信息、应不应该公开该政府信息，但是政府信息内容本身的合法与否不属于人民法院信

息公开案件审查的范围，如有争议应当通过其他法定途径提出。 
 
 
 

095 
人民法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时，一般仅审查申请内容是否明确具体、是否存在相应

的政府信息以及是否应予公开问题。 

——周某宪诉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7)最高法行申 2638 号 

 
【裁判观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

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关注和解

决的是政府信息能否公开这一实质问题，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法院审理政

府信息公开案件时，一般仅审查申请内容是否明确具体、是否存在相应的政府信息以及是否

应予公开问题，而并不审查行政机关不制作或者不保存相关政府信息是否违法问题。 
 
 
 
096 
行政机关未制作、未获取、未保存相关信息以及因保管不善造成信息灭失等问题，一般

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审查范围。 

——王某华诉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7)最高法行申 9250 号 

 
【裁判观点】 
(1)依申请公开的义务主体，仅具有在根据申请查找、检索相关政府信息后，依法提供

其已经制作或者保存的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的义务，并不具有另行制作政府信息再予以公开

的义务。也即行政机关未制作、未获取、未保存相关信息以及保管不善造成信息灭失是否合

法问题，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审查范围。 
(2)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在现

行立法未对“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界定的情况下，除明确答复政府信息

不存在外，行政机关答复“未制作”“未获取”“未保存”“未找到”相应的政府信息，均

可视为属于“政府信息不存在”范畴。行政机关在尽到合理的查找和检索义务后，将相应查

找和检索情况告知申请人，并就应当制作、获取、保存但未制作、未获取、未保存等情况作

出合理说明的，即应视为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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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鉴于司法审查强度的有限性和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局限性，行政机关内部监

督程序和行政监察程序在解决政府信息不存在引发的纠纷方面有其自身优势。行政机关未尽

合理检索查找义务，或者故意隐瞒政府信息，构成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信息公

开申请人可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

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依据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由监察机关、上

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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