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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行政案件裁判观点汇编（二） 

 
 
 
一、受案范围 
001 
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本级人民政府对所属工作部门的内部监督行为，一般不

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李某刚诉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820 号 

 
【裁判观点】 
(1)《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法定职责”，系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等规定，具有针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申请直接进行处理、直接解决行政管理相对

人诉求的职责，一般不包括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本级人民政府对所属工作部门的

层级监督、内部管理职责。行政管理相对人申请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

职责，一般应当向直接具有管辖职权，能够直接解决其具体请求的行政机关提出。行政管理

相对人对具有管辖职权的行政机关的处理不满意，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投

诉、举报、反映，要求上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监督、督促具有相应管辖职权的行政

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上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也有权依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相应处理。但行政管理相对人对上级行政机

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的处理不服，以上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为被告，要求人民法院

责令上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的，一

般不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监督范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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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条第

一款第八项之规定，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起诉，人民法院可以迳行

裁定驳回起诉。因此，针对原告以上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为被告而提起的不履行法

定职责违法之诉或者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人民法院如无需实体审查即能得出被告明显不

具有诉请履行法定职责的，可以迳行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而无须进入实体审理后再

作出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实体判决，以保障各方权益，减轻司法成本，引导诉讼权利正确行使。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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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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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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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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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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编者注：该文件已废止，相关规定参见 2018 年 2 月 6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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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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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行政机关作出的会议纪要不直接设定当事人权利义务、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通

常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北京世纪佳联教育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诉山东省日照市人民政府行政案 (2016)最高

法行申 2711 号 

 
【裁判观点】 
会议纪要作为行政机关用于记载和传达有关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的内部公文，通常不对

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影响。只有在其转化为对外发生效力的行政行为时，才具有法

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判断会议纪要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审查其是否对行政管

理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直接影响，是否依法需要通过其他行政行为才能实现其效力。行

政机关作出的会议纪要，不直接设定当事人权利义务、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通常不

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006 
行政机关内部监督行为依职权外化，对相对人权利义务造成影响的，属于行政复议受理

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申某忠诉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决定 (2016)最高法行申 87 号 

 
【裁判观点】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机关隶属的人民政府或其上一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诉、

控告，但与以直接救济行政相对人权利为目的的复议和诉讼制度有所不同，申诉或控告可以

成为启动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内部监督的线索，不直接和必然启动内部监督程序。是否启动

内部监督程序以及程序启动后如何处理，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管理范畴，原则上不属于行政复

议受理范围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只有在上级行政机关撤销或者改变原行政行为以及作出新

的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行政行为时，这种内部监督行为才外化为可复议和诉讼的行政

行为。 
 
 
 
007 
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作出的请示、批复等内部行政行为，通常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不

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王某宏诉宣城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行政决定案 (2016)最高法行申 2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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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观点】 
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请示、批复等内部行政行为，通常不会直接设定和影响当事人的

权利义务，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事人可以依法直接起诉具有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

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且对其权利义务直接产生影响的行政行为。 
 
 
 
008 
行政机构撤并、内部人员分流、人事档案交接等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主管工

作的范围。 

——王某生诉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政府履行行政义务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744

号 

 
【裁判观点】 
(1)根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等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行政机构的内设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或者变更规格、名称，由该行政机构报本级人民政

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审批。机构的撤销合并以及因此而作出的人员分流决定，不属于行政诉

讼受案范围。 
(2)《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干部工作调动或职务变动后应及时将档案转

给新的主管部门。《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也规定，机关撤销或合并时，

必须将本机关包括人事档案在内的全部档案进行认真整理、妥善保管，并根据不同的情形向

有关机关移交。因此，在机构撤并的情况下，因未做好档案移交工作导致档案丢失的，当事

人可向新的负有接收人事档案义务的机关主张相应的权利。同时，也可以根据《干部档案工

作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要求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研究解决干部档案工作中的问题。干部

档案的移交涉及行政机关之间的工作衔接，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3)《公务员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公务员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

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适用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而根据《公务员

法》第十条的规定，包括退休在内的公务员管理工作由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地方人民政府

不具有办理退休手续的法定职责。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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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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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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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 
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吉某琪诉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行政纠纷案 (2016)最高法行申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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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根

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

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当事人不服前述信访答复，起诉该信访事项，不属于人民

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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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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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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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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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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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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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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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 
行政协议诉讼的受案范围，不限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四种

情形。 

——蒋某玉诉重庆高新区管委会与重庆高区征地服务中心行政协议纠纷案 (2017)最高

法行再 49 号 

 
【裁判观点】 
(1)行政协议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应仅限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

四种情形，而应包括所有的行政协议争议。 
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协商订立的协议。就争议类型而言，除《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所列举的

四种行政协议争议外，还包括协议订立时的缔约过失，协议成立与否，协议有效无效，撤销、

终止行政协议，请求继续履行行政协议、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承担赔偿和补偿责任以及行

政机关监督、指挥、解释等行为产生的行政争议。将行政协议诉讼的受案范围仅理解为《行

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四种情形，既不符合现行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及

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也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是如将相关行政协议争议纳入民事诉讼，

既造成了同一性质的协议争议由行政民事分别受理并审理的混乱局面，又增加了行政裁判和

民事裁判不一致的风险，不利于彻底化解行政协议纠纷；二是如相关行政协议争议不纳入行

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又因其行政性民事诉讼不予受理，极易造成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均不受

理的尴尬局面，亦有悖于现代行政诉讼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无漏洞、有效的司法

保护的主要宗旨；三是将相关行政协议争议排除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意味着有关行政协

议争议游离行政法制轨道，既不能及时有效地依法解决相关行政争议，也不利于监督行政机

关依法行使职权。 
(2)确定行政诉讼被告应当考虑的因素。 
确定行政诉讼被告时，应当考虑以下四个要素：一是在程序上，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起诉，且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机关或组织；二是在实体上，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职责

并作出行政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且该行为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的机关或者组织；三是在组织上，属于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机关或组织，亦即行政主体；

四是在方便性上，即使不属于行政主体，为便利当事人诉权的行使，通过法律、法规或者规

章授权亦可将非行政主体的组织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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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资格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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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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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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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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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 
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的批准文件依法属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必

要条件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即与该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 

——河北省外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诉海口市人民政府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案 (2014)行

提字第 10 号 

 
【裁判观点】 
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既可能是该具体行政行为直接针对的对象，

也可能是受到具体行政行为实际影响的其他主体。根据当时有效的《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

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条件，与他人联合举办企业，涉

及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应当拟定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并报有批准权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因此，海口市政府、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在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

登记时，应当将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的批准文件作为必要条件。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与涉案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颁证行为也因此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认为土地转让登记行为违法的，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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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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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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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 
国有企业的原法定代表人被免职后，不能以企业名义提起行政诉讼。 

——元氏县石化产品总公司诉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政府行政案 (2016)最高法行申 2057 号 

 
【裁判观点】 
(1)国有企业原法定代表人被免去职务后，使用作废公章，以公司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并

不是该企业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2)公司的设置、成立与公民个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以个人名义对行政机关批

准、决定设立公司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缺乏诉的利益。 
 
 
 
020 
公立学校的退休教职工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撤销公立学校的行为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的，

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 

——马某根等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管理案 (2016)最高法行申 359 号 

 
【裁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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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或者备案手续。因此，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教育

发展规划等情况对辖区内中小学作出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等行为，系政府作为举办者依法对

公办学校进行的调整和管理。区政府撤销中学的行为，所针对的是其直接管理的中学这一事

业单位法人，并不侵犯该中学退休教职工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因此中学退休教职工以个

人名义提起诉讼无法律依据，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 
 
 
021 
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行政诉讼的起诉人，已经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其合法权益存在被侵

犯可能性的，可以认为其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有相应的事实根据。 

——张某水等诉山东省人民政府等行政复议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759 号 

 
【裁判观点】 
行政复议申请人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应当举证证明其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易言之，应当提供证据初步证明其存在一项合法权益、该项合法权益已经或者可能受到行政

行为侵犯。但此种举证应当是初步的、表面成立的，而不能要求在申请阶段就必须证明其权

利确实已经受到侵犯；在相邻权案件中尤其如此。是否具备申请人资格与其请求能否在行政

复议中得到支持，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正如承认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判决支持其实体诉讼请求；起诉权与胜诉权虽然有关联，但两者有着明显

的区别。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行政诉讼的起诉人，只要能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其存在合法权

益被侵犯的可能性，则应当认可其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资格；不能以事后查明的不具备合

法权益或者不存在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可能性，即不承认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资格。在行政

复议申请人是否具备合法权益，是否存在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可能性，与原行政行为是否存在

利害关系，应当按照有利于申请人维护权益的角度来解释和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等。

人民法院对行政复议决定的审查，更应注意司法谦抑，特别是在复议机关已经认可申请人资

格并作出实体复议决定的情况下，除非复议机关认定明显错误，否则不宜另行认定申请人不

具备申请复议的资格，而宜对复议决定是否合法进行实体审查，以避免程序空转，并及时化

解纠纷。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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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某新等诉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浙江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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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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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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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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某纲诉南京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7)最高法行申 47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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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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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资格 
024 
当事人起诉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应当以直接行使该监管职权的行政机

关为被告。 

——曾某玲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747 号 

 
【裁判观点】 
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八条和《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

银监会的派出机构具有对理财产品销售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地方银监局作为独立

的事业法人，根据法律的授权依法具有监管的法定职责，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当事人错列

银监会为被告经释明后仍拒绝变更为地方银监局的，人民法院可裁定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 
 
 
 
025 
被告适格，不仅包括被告应当具体、明确等形式条件，也包括被告作出了被诉行政行为

等实质条件。 

——刘某运诉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2016)最高法行申 2907 号 

 
【裁判观点】 
(1)在行政诉讼中，被告适格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形式上适格，即《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以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适格被告的各款规

定。形式上适格属于法定起诉条件的范畴，不符合这些规定的，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在立

案后裁定驳回起诉。二是实质性适格，它是指被诉的行政机关作出了被诉的行政行为，并且

该机关在此范围内能对案涉标的进行处分。实质性适格问题相对复杂，通常需要通过实体审

理查明，如果通过实体审理确实不构成实质性适格，则以理由不具备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

讼请求。 
(2)并非行政诉讼中的所有待证事实，都要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被诉的行政行为是

否存在、该行政行为是否由被告实施，应当由原告举证证明。 
 
 



13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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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 
原告起诉时已经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且系被告实施但被告否认的，被告

对自己提出的主张依法应当举证说明。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诉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行政强制案 (2016)最高法行申 205 号 

 
【裁判观点】 
原告起诉时已经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且系被告实施的，通常认为原告起

诉具有事实根据。被告认为原告起诉错误或者所涉行政行为系他人实施的，应当依法对自己

提出的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既不提交相应证据又拒绝作出合理说明

的，则人民法院依法应当认定被告适格。 
 
 
 
028 
行政机关已经作出征收决定或者作出违法建筑确认决定等前续行政行为的，可以推定该

作出征收决定或者违法建筑确认决定的行政机关是组织强制拆除机关。 

——大连万达制衣有限公司诉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2015)行监字第 70 号 

 
【裁判观点】 
在强制拆除房屋案件中，原告应当对适格被告承担初步证明责任。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

征收决定或者作出违法建筑确认决定等前续行政行为而原告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证明具体组

织实施强制拆除机关的，原则上推定该作出征收决定或者违法建筑确认决定的行政机关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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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拆除机关，除非作出决定机关有证据证明强制拆除行为确属其他相关部门或者组织所为。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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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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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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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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 
行政相对人已经缴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预付款但未取得相关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可

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相应行政机关返还该预付款。 

——谢某诉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人民政府征收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案 (2017)最高法行

申 7252 号 

 
 
【裁判观点】 
行政相对人参与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并缴纳土地出让金预付款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未

经缴款人同意，将预付款转作其他竞买人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且未向该行政相对人出让相

关土地，这种转用行为致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没有合法依据取得利益，行政相对人没有法律

依据而利益受损，构成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应予返还。从行政诉讼的角度考量，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的上述预付款转用和未向行政相对人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产生了不当得利的后

果，导致行政机关负有返还预付款的义务，缴款人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

直接要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履行返还预付款的给付义务，无需将预付款的损失转化为国家赔

偿，按照国家赔偿程序主张权利。如果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中存在其他

违法行为，导致相对人权利受损，可以依照国家赔偿程序要求行政机关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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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起诉期限 
032 
行政案件的起诉期限以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作为起算时点，而非以知道或

应当知道行政行为违法之日作为起算时点。 

——崔某武诉乳山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征收及行政赔偿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798 号 

 
【裁判观点】 
(1)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是从行政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开始计

算，而并非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违法起开始计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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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信访维权，不构

成耽误法定起诉期限的正当原因。 
 
 
 
033 
人民法院不能以被诉行政行为落款的日期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而应以送达之日的次

日作为起算点，来计算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马某发诉蒙自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 (2015)行监字第 1727 号 

 
【裁判观点】 
(1)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 2000 年 3 月 10 日之前提起行政诉讼的，确定其起诉是

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不能直接适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①第四十一条有关最长不得超过两年起诉期限的规定，而应当先根据修改前的《行

政诉讼法》和 1991 年制定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②来进行判断。 
(2)一般而言，认定当事人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需要考虑以下四个因素：起诉期限的

起算点、法律规定提起诉讼的期限、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的时点、超过起诉期限是

否存在正当理由。根据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贯彻意见》第三十五条规定，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正确交待诉权和起诉期限的，当事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

为之日起而非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 1 年零 3 个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才能认

定为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3)人民法院仅以被诉行政行为落款的日期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认定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裁定驳回其起诉，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

规定的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构成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法定事由。 
 
 
 
034 

                                                             
①编者注：该解释已废止，相关规定参见 2018 年 2 月 6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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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编者注：该解释已废止，相关规定参见 2018 年 2 月 6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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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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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有关机关申诉信访和反映问题，不宜作为认定起诉期限被耽

误的法定理由。 

——张某远诉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济南市槐荫区腊山分洪工程非法占地案 (2016)最

高法行申 300 号 

 
【裁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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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此条规定的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应当为不可抗力、人身自由受限制等确实不能行使起

诉权的情形，而向有关机关申诉信访和反映问题，是公民认为权利被侵害后自己对救济途径

的选择，并不能作为起诉期限被耽误的合法理由。 
 
 
 
035 
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不适用中断或者中止，人民法院有权依法对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

诉期限进行审查。 

——陈某利诉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政府行政征收案 (2016)最高法行申 2645 号 

 
【裁判观点】 
(1)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

政诉讼实行的是起诉期限制度。所谓起诉期限，是指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不服某项行政行为时

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行使行政撤销权的时间限制，它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法上的法定期间，

不能中断或者中止，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起诉期限或将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

限内。即在行政诉讼中，通常并不适用时效制度，而是适用起诉期限制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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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三条

的规定，是否遵守起诉期限属于起诉条件的一种，对于起诉条件的审查，一审人民法院应当

依职权进行，无须等待当事人的申请，也不用基于当事人的抗辩。对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迳行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 
 
 
 
036 
人民法院在一审期间应当在被告举证的基础上，对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职

权进行审查，对于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迳行裁定不予

立案或者驳回起诉。 

——威海市美尔雅装饰有限责任公司诉威海市人民政府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案 (2016)

最高法行申 16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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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观点】 
是否遵守起诉期限属于起诉条件的一种，对于起诉条件的审查，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

行。人民法院在一审期间应当在被告举证的基础上依法对案件是否超过起诉期限进行审查，

以维护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对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迳行

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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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 
起诉人积极行使诉权但因不可归责于自身原因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人民法院应结合具

体情形，按照有利于起诉人的原则，判断超过起诉期限是否有正当理由。 

——黄某敬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16)最高法行申 4521 号 

 
【裁判观点】 
(1)判断行政相对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以及超过起诉期限是否具备正当理由，应当

充分考虑行政相对人是否已经积极行使诉权，是否存在行政相对人因正当理由而耽误起诉期

限的情形。 
(2)在现行法律规范未对正当理由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对超过起诉期限但有正

当理由的判断，应当按照有利于起诉人的原则进行。 
(3)复议机关未告知当事人管辖法院调整事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属于积极行使诉权；当事人经受诉法院释明后在合理期限另行向有管

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属于怠于行使诉权，当事人此时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应属有

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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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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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 
行政机关对信访事项作出的处理，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 

——徐某娥诉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16)最高法行申 304 号 

 
【裁判观点】 
人民政府工作部门针对层转的信访事项作出的答复告知书，并非针对公民直接向其提出

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作出。公民若对该答复告知不服，可依照《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依法

申请复查、复核，而其向工作部门所属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关

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的规定。 
 
 
 
041 
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内部批转文件行为，通常不直接设定行政法上的权利义

务关系，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 

——邱某金等 4 人诉重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16)最高法行申 90 号 

 
【裁判观点】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前提条件，是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事项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

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转通知行为，系向区人民政府转发国土资源部门有关批复的内部文件批转

行为，通常不直接设定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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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 
要求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履行对下级行政机关执法检查、督促履行等监

督职责的，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 

——杨某胜诉安徽省人民政府不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案 (2016)最高法行申 416 号 

 
【裁判观点】 
要求省国土资源厅对市国土资源局的违法行为予以查处，系要求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

层级监督关系履行对下级行政机关执法检查、督促履行等监督职责，通常不直接设定行政法

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复议机关可以决定不予受理。 
 
 
 
043 
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要求申请人补正，申请

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决定不予受理。 

——张某成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行政复函案 (2016)最高法行申 358 号 

 
【裁判观点】 
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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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 5 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补正。补正通

知应当载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申请人放弃

行政复议申请。补正申请材料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 
 
 
 
044 
行政复议机关未以书面形式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且不予受理结果合法的，人民法院可以在

裁判理由中予以指正而不判决确认违法。 

——范某友诉重庆市人民政府行政告知案 (2016)最高法行申 450 号 

 
【裁判观点】 
对信访申诉的处理，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复议机关未书面作出不予受理行

政复议申请决定，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形式要求但结论正确，为

减轻当事人讼累并节约司法、行政成本，人民法院对行政复议机关该瑕疵，可以在裁判理由

中加以指正但不判决确认违法。 
 
 
 
045 
行政机关对明显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受理条件的复议申请，可以依法视具体

情形作出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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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某全诉山东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16)最高法行申 2981 号 

 
【裁判观点】 
根据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精神，我国实行的是一级行政复议制度，对于明

显违反甚至是一再违反一级行政复议制度的申请，为有效规制申请人滥用行政复议申请的行

为，节约行政成本，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在口头释明之后不作出书面驳回决定，并登记保存行

政复议申请书等相关申请材料。当事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迳行裁定不予立

案。 
 
 
 
046 
根据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一级行政复议制度”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以寻求救济，但不能向复议机关的上级

机关继续申请复议。 

——吴某让诉山东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97 号 

 
【裁判观点】 
《行政复议法》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

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除

外。《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

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

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人对市人民政府

作出的行政复议告知书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向省人民政府再次提起行政

复议申请，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受理范围。 
 
 
 
047 
行政争议尚处于行政复议审理期间而复议申请人又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

裁定驳回起诉。 

——张某诉上海市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复议职责案 (2016)最高法行申 464 号 

 
【裁判观点】 
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时，争讼事项尚于行政复议审理期限之内，且复议机关之后作出了行

政复议决定，已经履行了行政复议职责。因此，原告提出复议机关未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

属于行政不作为的主张，不能成立。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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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因正在进行民事诉讼而未及时提出相应行政复议申请的，复议机关不宜迳行作出

不予受理决定，而宜结合具体情形作出相应处理。 

——岳某忠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859 号 

 
【裁判观点】 
民事诉讼的进行，一般并不构成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超过法定复议申请期限的正当理由。

但当民事诉讼与行政复议性质虽异而实质争议相同时，且该实质争议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方

式解决，也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方式解决时，当事人因正在进行民事诉讼而未及时提出行政复

议申请，依法可能构成《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正当理由”。行政复议机关

不宜迳行决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申请，而宜结合案涉具体情形作出相应处理。 
 
 
 
049 
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当事人不能单独起诉复议决定，复议机关相应也不单独承

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 

——王某兰诉安徽省砀山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行政赔偿案 (2016)最高法行赔申 340 号 

 
【裁判观点】 
(1)无论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还是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都没有规定可以单独起

诉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复议机关为共同被

告，也只能附随于针对原行政行为的起诉。因此，在原行政行为已经被提起过诉讼且已由人

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情况下，当事人再行针对维持该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就属于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重复起诉。 
(2)《国家赔偿法》第八条规定：“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

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

在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实质侵害的是原行政行为，复

议决定只是对原行政机关的意志加以肯定。由于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并没有给当事人

增加新的负担，一般也就不存在加重当事人损害的情形。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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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①第五款规定，即使在《行政诉

讼法》修改之后，复议机关因维持原行政行为而成为共同被告，赔偿义务机关的确定，仍然

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八条的规定精神执行，即：“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

无效，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因复议程序违法给

原告造成损失的，由复议机关承担赔偿责任。”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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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编者注：该解释已废止，相关规定参见 2018 年 2 月 6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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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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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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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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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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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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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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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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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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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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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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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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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理与裁判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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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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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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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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 
起诉人一审起诉时提出多项诉讼请求、涉及不同行政机关作出的多个不同的行政行为，

且所诉事项依法属于不同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的，起诉人经释明后拒绝变更起诉状的，人民法

院可以迳行裁定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 

——王某武、杨某敏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土地行政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810 号 

 
【裁判观点】 
起诉人一审起诉时提出多项诉讼请求、涉及不同行政机关作出的多个不同的行政行为，

且所诉事项属于不同人民法院管辖的，此类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经人民法院依法释明，

要求起诉人依法变更起诉状后，起诉人坚持合并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立案或者裁

定驳回起诉。 
 
 
 
059 
乡镇企业资产不属于企业职工集体所有，而属于乡或村范围内的全体农民集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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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某某诉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 (2016)最高法行申 487 号 

 
【裁判观点】 
(1)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未参保集体企业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障属于遗留问题；对乡镇所办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障，应当与

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紧密结合。再审申请人诉请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等，应当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等遗留问题的

意见》(人社部发〔2010〕107 号)以及当地相关文件规定的精神办理。 
(2)原《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企业财产属于举办该企业的乡或者村

范围内的全体农民集体所有，由乡或者村的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议)或者代表全体农民的集

体经济组织行使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因此，原乡镇企业的企业资产并不属于原企业职工集体

所有，而是属于乡或者村范围内的全体农民集体所有。 
 
 
 
060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 

——赵洪某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不履行职责案 (2016)最高法行申

348 号 

 
【裁判观点】 
(1)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受理违法广告举报工作的规定》，国家工商总局负有

监督、指导、协调地方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违法广告举报工作和调查处理有重大影响

的举报等职责。该规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家工商总局行使行政职权的规定，可以

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有关案件援引的规范性文件。 
(2)国家工商总局收到举报人的举报信后，结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受理违法广告

举报工作的规定》有关规定，对举报涉嫌违法广告行为的主体、广告发布及影响范围等情况，

分别转交相关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同时以告知书的形式告知转办情况，不违反法律

规定，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国家工商总局的对下监督职责，源于上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隶属关系，属于行政机关

内部层级监督，并不直接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不具有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和实效性，

不宜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应通过对直接影响

其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实现其权利救济的目的，而无需通过起诉上级行政机

关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方式来维护权益。 
 
 
 
061 
当事人在后续行政程序中对前续的行政行为明示认可的，视为抛弃该相关诉权。 

——张某为诉天津市人民政府拆迁行政复议案 (2016)最高法行申 23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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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观点】 
(1)限期搬迁决定作出后，被拆迁人又与相关单位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应当视为当事人通

过签署安置补偿协议表达了对于前置限期搬迁决定的认可，即使存在权利保护必要，也属于

自愿放弃了相关权利。 
(2)诉权虽然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的法定权利，但也可以经自由处分后自愿抛弃。

抛弃诉权既可以单方向人民法院表示或者向对方当事人表示，也可以由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

一方当事人在自愿抛弃诉权后再行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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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 
根据“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法律适用准则，对于程序性规定，人民法院在二审案件

中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田某柱诉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847 号 

 
【裁判观点】 
(1)行政诉讼法对延期审理并未作明确规定，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有

关民事诉讼中延期审理的规定。 
(2)一审法院判令撤销行政复议决定，并责令被告限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鉴于判决有可

能减损第三人的权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有关“人民法院判决第三人承

担义务或者减损第三人权益的，第三人有权依法提起上诉”的规定，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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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

                                                             
①编者注：该解释已废止，相关规定参见 2018 年 2 月 6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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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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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在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中，程序性

规定可以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 
 
 
 
064 
原告对行政行为的起诉成立，是其一并请求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进

行审查的前提。 

——宋某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677 号 

 
【裁判观点】 
原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一并请求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

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其前提是对该行政行为的起诉成立。原告对行政行为的起诉符合法

定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 
 
 
 
065 
行政机关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其他法定理由，单方变更、解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且未

依法给予被征收人房屋补偿安置的，应给予房屋补偿安置；对造成损失的亦应予以一并补偿。 

——向某松诉碧江区政府、灯塔街道办与九龙拆迁公司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 (2017)最高

法行申 4595 号 

 
【裁判观点】 
(1)行政协议的概念及特征。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

在行使行政职责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

的协议。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新型且重要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将传统上认为水火不容

的行政和合同两种行为方式奇迹般地结合在一起。行政协议既有行政性又有合同性，是行政

性和合同性的创造性结合，其因行政性有别于民事合同，又因其合同性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

行政协议因协商一致而与民事合同接近，但又因其为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而

具有行政性而有别于一般民事合同。 
(2)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的行政优益权。行政协议强调行政性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

解释为什么行政协议需要在行政程序相关法律中进行规定，并且应获得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救济，也能解释在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为什么享有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有别于民事合

同的优益权。与民事合同主体签订合同是为了自身利益不同，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是为实

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不仅签订行政协议本身是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

方式，而且在履行协议过程中，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单

方变更、解除协议，甚至可以依法单方作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 
(3)行政机关因行使行政优益权而应当承担行政补偿责任。作为国家机关，维护公共利益

是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优先考虑公共利益的实现。

但是，承认公共利益优先并不否认个人利益的存在及实现。行政协议订立后，只有出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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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或者由于法律政策的重大调整，必须变更或者解除行政

协议时，行政机关才能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并对由此造成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

法权益损失，依法予以补偿。 
(4)行政机关行使优益权而承担的行政补偿责任的范围。行政机关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其

他法定理由，单方变更、解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但未依法给予被征收人房屋安置补偿的，

应给子房屋安置补偿；造成损失的亦应予以补偿。 
(5)相对方的行政补偿请求权。行政机关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其他法定理由，单方变更、

解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但未依法给予被征收人房屋安置补偿的，被征收人可以就因此而造

成的损失，请求行政机关履行相应的法定补偿职责。 
 
 
 
066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就何种事项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取决于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是否规定了投诉举报请求权以及规范目的是否在于保障投诉举报人个人的合法权益。 

——梁某斌诉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西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 

(2017)最高法行申 281 号 

 
【裁判观点】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就何种事项向哪个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取决于法律、法

规或者规章的具体规定；与此相应，能否就投诉举报事项提起行政诉讼，也需要根据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对于投诉举报请求权的具体规定作出判断。通常情况下，对是否具备原告资格

的判断，取决于以下方面：第一，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投诉举报的请求权；第二，

该投诉举报请求权的规范目的是否在于保障投诉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 
(2)对行政机关受理投诉之后的调查处理结果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通常认为，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投诉请求权，在于促使行政机关对于投诉事项发动行政权。如果行政机

关发动了行政权，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就属履行了法定职责。如果投诉人对调查

处理结果不服，其提起诉讼的目的是想为第三人施加负担，例如要求作成或者加重对于第三

人的处罚，则应依赖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为第三人施加负担的请求权。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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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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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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 
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

违法而不撤销行政行为。 

——卢某标、谢某军诉浙江省人民政府行政批准及行政复议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751

号 

 
【裁判观点】 
(1)按时到庭参加诉讼，是当事人应当履行的诉讼义务。被告在收到人民法院开庭传票并

知晓开庭时间、地点的情况下，未到庭参加诉讼，且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说明，属于“经合法

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情形。行政机关事后要求延期开庭的，并不能否认其未到庭

的事实。人民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缺席判决的，审判程序合法。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合法传唤，

因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行政机关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诉

行政行为应予撤销。但是，如果被诉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而不予撤销。 
 
 
 
069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裁判事实清楚、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王某诉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2016)最高法行申 999 号 

 
【裁判观点】 
(1)二审法院视情况可以不开庭审理。《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上

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

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根据上述规定，二审

法院未公开开庭审理，并不违反法定程序的规定。 
(2)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以参加诉讼。《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

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与案件处理结

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不符合追加为第三人的资格。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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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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 
对工商变更登记行为的审查，应当适用工商变更登记时有效的法律规范。 

——湖南省花垣县永兴锰业有限责任公司诉湖南省花垣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 

(2016)最高法行申 415 号 

 
【裁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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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规定，行政

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查具体

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但下列情形除外：(一)
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的；(二)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三)
按照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应当适用新法的实体规定的。下述案件中虽然县工商局撤销公司

2008 年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发生在 2013 年，但公司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和县工商局作出变更

登记是在 2008 年。根据上述关于新旧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的规定，变更登记行为是否违法属

于实体问题，在无其他正当理由适用例外规定的情形下，应当适用作出工商变更登记行为时

生效的法律，即 2005 年修改的《公司法》。县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认为县工商局应

当引用 2013 年新修改的《公司法》，属适用法律错误。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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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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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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 
未经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或者增加行政相

对人义务的决定；在法律规定存在多种解释时，应当首先考虑选择适用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

解释。 

——广州德发房产建设有限公司诉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案 

(2015)行提字第 13 号 

 
【裁判观点】 
(1)稽查局在查处涉嫌税务违法行为时，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核定

应纳税额是其职权的内在要求和必要延伸，符合税务稽查的业务特点和执法规律，符合《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稽查局职责问题的通知》关于税务局和稽查局的职权范围划分的精神。 
(2)在国家税务总局对税务局和稽查局职权范围未另行作出划分前，各地税务机关根据通

知确立的职权划分原则，以及在执法实践中形成的符合税务执法规律的惯例，人民法院应予

尊重。 
(3)如果没有法定机构依法认定拍卖行为无效或者违反拍卖法的禁止性规定，原则上税务

机关应当尊重作为计税依据的拍卖成交价格，不能以拍卖价格明显偏低为由行使核定征收权。 
(4)拍卖行为的效力与应纳税款核定权，分别受民事法律规范和行政法律规范调整，拍卖

行为有效并不意味税务机关不能行使应纳税额核定权，另行核定应纳税额也并非否定拍卖行

为的有效性。保障国家税收的足额征收是税务机关的基本职责，税务机关对作为计税依据的

交易价格采取严格的判断标准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目的。 
(5)《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税务机关在纳税人已经缴纳税款后重新核定应纳税款并追征税

款的期限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并不意味税务机关的核定权和追征权没有期限限制。税务机

关应当在统筹兼顾保障国家税收、纳税人的信赖利益和税收征管法律关系的稳定等因素的基

础上，在合理期限内核定和追征。 
(6)根据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行

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或者增加行政相对人义务的决定；在法律规定存在多种解释时，应当首先

考虑选择适用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解释。 
 
 
 
074 
对于有关公司是否存在通过在中国境外的低税率(或免税)国家与地区注册并转让股权事

项逃避中国税收情形，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涉案公司注册地点、股权转让的具体数额与方

式、股权收购的实际标的、转让所得的实际来源、转让价格的决定因素以及股权交易的动机

与目的等因素，作出合法合理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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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投资主基金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市西湖区国家税务局税务行政征收案 (2016)

最高法行申 1867 号 

 
【裁判观点】 
在经济交往过程中，对于有关公司是否存在通过在中国境外的低税率(或免税)国家与地

区注册并转让股权事项，借此逃避中国税收的问题，事关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把握，事关

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机关处理类似问题的基本规则和标准，事关中国政府涉外经贸

管理声誉和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人民法院应综合考虑涉案公司的注册

地点、股权转让的具体数额与方式、股权收购的实际标的、转让所得的实际来源、转让价格

的决定因素以及股权交易的动机与目的等因素，作出合法合理的判断。 
 
 
 
075 
行政机关协助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的产业政

策进行。 

——于某理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行政复议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188 号 

 
【裁判观点】 
人民法院判决及协助执行通知，仅系要求审批机关协助办理相应事项，并非要求审批机

关批准股权变更申请。审批机关是否批准该股权变更申请，仍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产

业政策审查决定。 
 
 
 
076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也不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应当通过法律规定的内

部追责程序加以解决，而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孙某安诉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17)最高法行申 559 号 

 
【裁判观点】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为基本的行政诉讼制度。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虽有法定义

务参与行政诉讼活动，但该义务的履行不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为前提，亦不以直

接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目的。设立该制度的基本立法本意是，被诉行政

机关负责人通过出庭应诉，参与行政诉讼活动，直接面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了解本行

政机关的执法情况，有效解决行政争议，有利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被

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如果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

出庭应诉也不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需要就此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应当通过《公务员

法》、《行政监察法》等规定的内部追责程序加以解决，而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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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 
行政机关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前，对于难以查明违建者的，可以在设定合理公告期限

后，视情形按无主房屋作出处理。 

——杨某诉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政府等行政强制执行案 (2016)最高法行

申 377 号 

 
【裁判观点】 
行政机关将其在违建区域内数次发出的一般性通告作为具体的行政执法依据，在形式上

存在一定问题。行政机关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前，对于能够查明违建者的违法建筑的，宜

逐户制作限期拆除决定书，难以查明违建者的，则可以设定合理公告期限，并按无主房屋作

出处理；强制拆除前宜以适当方式告知被执行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和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等

程序权利。 
 
 
 
078 
行政机关撤销授益性行政行为，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

参与权等程序权利。 

——开封市福兴乳业有限公司诉河南省开封市人民政府行政批复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844 号 

 
【裁判观点】 
行政行为涉及行政相对人重大利益的，行政机关应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等

程序权利，充分听取其意见，行政机关未履行上述程序，迳行撤销土地出让批复，不符合依

法行政原则中程序正当的基本要求。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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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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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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 
行政机关撤销历史错误颁证，应符合比例原则并遵循正当程序。 

——郑州市中原区豫星调味品厂诉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案 (2014)行提

字第 21 号 

 
【裁判观点】 
行政机关针对多年以前的错误颁证行为，在决定注销该证时需要综合考虑其自身当时是

否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是否考虑当事人多年来在涉案土地的投入以及涉案土地在行政机关

收取出让金之后的房地产开发等因素，避免简单地“一注了之”，因为其客观上不利于当事人

信赖利益的保护。同时，在作出注销决定这一针对当事人重大财产权益的不利处分行为时，

应当遵循正当程序，事前告知当事人，给予其必要的陈述和申辩机会，否则可能被人民法院

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撤销。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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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 
煤炭资源管理部门和实施兼并单位，应当依法共同向在煤矿整合过程中被兼并煤矿支付

相应补偿金或者赔偿金。 

——白水县杜康镇弘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诉陕西省白水县人民政府支付补偿款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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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行申 3344 号 

 
【裁判观点】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许可只要是依法取得就

应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无论因法律规范废改，还是客观情况变化，抑或为了公共利益需要

而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都应就由此造成的财产损失，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依法给予补偿。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整顿关闭工作意见

的通知》(国办发〔2006〕82 号)、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关于加强煤矿安全生

产工作规范煤炭资源整合的若干意见》(安监总煤矿〔2006〕48 号)以及《陕西省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陕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实施方案的通知》(陕政发〔2006〕26 号)等相关文件规定，各级

政府是本案中煤炭资源整合的责任主体，由省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和领导。因此，本案烽源

煤业整合弘源煤业，并非平等主体间协商一致的企业兼并，而是政府行政命令下的煤炭资源

整合。 
(3)根据《陕西省煤矿整顿关闭和资源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停产停工煤矿复产复工整改

验收有关事项的通知》(陕煤整合发〔2011〕6 号)、《白水县煤矿整顿关闭和资源整合工作领

导小组关于印发〈白水县停产停工煤矿复产复工整改验收工作方案〉的通知》(白煤整合发

〔2011〕5 号)文件精神，以及《白水县煤炭局 2012 年煤矿春节后复产复工整改验收办法》

规定，在煤矿整顿关闭补偿金尚未补偿到位的情况下，复产复工的验收工作不得进行。 
(4)煤矿资源整合过程，是多环节的综合过程，涉及多个行政主体，具有多阶段行政管理

的特征；同时既包括行政权的行使也包括民事主体协商，既有行政法律关系也有民事法律关

系，既涉及行政法律责任也涉及民事法律责任。一个违法后果可能与多个行政主体的违法行

为有关，相关行政主体与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的，依法均应当参加诉讼。 
 
 
 
083 
行政机关实施扣留等暂时性控制措施后长期不依法处理的，构成滥用职权。 

——刘某务诉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源一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案 

(2016)最高法行再 5 号 

 
【裁判观点】 
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行政机关既要严格执法以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也要兼顾相对人实

际情况。行政处理存在裁量余地时，应当尽可能选择对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实

施扣留等暂时性控制措施不能代替对案件的实体处理，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长期不处理的，

构成滥用职权。 
 
 
 
084 
不动产登记颁证行为违法，但该不动产已为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属于应适用情况判决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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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违法的情形。 

——海南华琦实业开发公司诉海口市人民政府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纠纷案 (2016)最高

法行再 2 号 

 
【裁判观点】 
(1)不动产登记颁证行为违法，但判决撤销将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已为第三人善

意取得的，属于应适用情况判决确认违法的情形。 
(2)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取得，应当依据实体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进行。第三人是否构成

善意取得，是能否适用情况判决的前提条件，未经审理即撤销登记，属于对案件的基本事实

认定不清。 
 
 
 
085 
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已经建成公共设施，判决撤销会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

判决确认违法并责令采取补救措施。 

——程某芳诉河南省信阳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批复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255 号 

 
【裁判观点】 
(1)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前提是该土地经依法征收后由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且符

合《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法定情形。 
(2)对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后又在该土地上建成小区和部分公共设施的，如果判决撤

销会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可以判决确认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违法并责令采取补救措施。 
 
 
 
086 
原告提起确认无效之诉，但被诉行政行为明显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情形的，

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 

——徐某琼诉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行为纠纷案 (2016)最高

法行申 2362 号 

 
【裁判观点】 
(1)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

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的规

定，构成行政行为无效的违法情形包括实施行为的主体没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行政行为没有

依据，并且违法情形须达到重大且明显的程度。 
(2)原告提起确认无效之诉，但被诉行政行为明显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

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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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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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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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 
国家赔偿法未明确具体赔偿标准和计算方法的，可以通过类比国家赔偿法最相近似的具

体规定衡平赔偿标准。 

——海南惠普森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诉文昌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2015)行提字第

25 号 

 
【裁判观点】 
(1)返还财产是国家赔偿首选的赔偿方式，既符合赔偿请求人的要求也更为方便快捷；但

其适用条件是原物未被处分或发生毁损灭失，若相关财产客观上已无法返还或恢复原状时，

则应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2)在国家赔偿法仅规定了赔偿直接损失的原则、未明确具体赔偿标准的情况下，可以通

过类比国家赔偿法最相近似的具体规定衡平赔偿标准。以侵权行为发生时作为估价时点对保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明显不公的情况下，可以“损失发生时”作为评估时点认定损失。 
(3)赔偿义务机关违法造成财产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并应当及时履行赔偿义务。无法

返还财产的，应当及时支付违法损害赔偿金，以使赔偿金的孳息尽早归于受害人，尽可能减

少受害人的损失。若违法损害赔偿金不计付利息，则会使受害人的直接损失无法得到全部赔

偿，甚至可能促使加害人拖延履行赔偿义务。 
 
 
 
089 
拍卖价格已经经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可、买受人也已经支付对价的，行政机关不宜迳

行撤销相应登记颁证行为。 

——李某华、田某菊诉湖南省张家界市房地产管理局撤销房屋登记案 (2015)行监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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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号 

 
【裁判观点】 
拍卖价格事前已经经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可、买受人也已经支付对价、缴纳相关税费

并登记颁证的，迳行认定拍卖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对房屋转移登记时确

有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机关也应当充分考虑拍卖价格经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可、相对人

已经支付对价等因素的基础上作出相应处理。 
 
 
 
090 
市政府实施人力客运三轮车经营权许可未告知行政相对人许可期限的，构成违反法定程

序，但判决撤销将会给行政管理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带来不利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违

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张某文、陶某等诉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政府侵犯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权案 (2016)最高

法行再 81 号 

 
【裁判观点】 
(1)市政府实施人力客运三轮车经营权许可，目的在于规范人力客运三轮车经营秩序。人

力客运三轮车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资源配置方式，设定一定的期限是必要的。客观上，四

川省交通厅制定的《四川省小型车辆客运管理规定》(川交运〔1994〕359 号)也明确了许可期

限。由于市政府在作出行政许可行为的过程中未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致使张某文等人误认

为其获得的经营权没有期限限制，并据此作出选择。因此，市政府 1996 年的经营权许可在程

序上存在明显不当，直接导致与其存在前后承继关系的本案被诉的《公告》和《补充公告》

的程序明显不当。 
(2)被诉的行政行为未经人民法院、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有权机关撤销，应当认定其没有改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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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

条第二款关于“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

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的规定，行政机关即便改变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

对原行政行为不服并且不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就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相应的判决。因

此，市政府通过“惠民”进行的补偿行为，不是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的否定或者补充，也不

能涵盖了过去有瑕疵的行政行为。 
(3)市政府作出的《公告》和《补充公告》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但是，《公告》和《补充

公告》作出之后，简阳市城区交通秩序得到好转，城市道路运行能力得到提高，城区市容市

貌持续改善，以及通过两次“惠民”行动，绝大多数原 401 辆三轮车已经分批次完成置换，

如果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将会给行政管理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带来不利影响。根据《行

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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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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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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 
明显的重复起诉、上诉和申请再审，违背诉权行使的必要性，应认定属于滥用诉权行为。 

——张某玲、张某艳、张某安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6)最高法行

申 4232 号 

 
【裁判观点】 
(1)人民法院依法保障公民行使诉讼权利，但需指出的是，任何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

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诉权行使应有合理的边界，公民应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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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行使诉权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

利。 
(2)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与规制恶意诉讼，均是审判权的应有之义，对于明显的重复起诉、

上诉和申请再审，违背诉权行使的必要性，应认定属于滥用诉权行为。原告在前诉中滥用诉

权的，今后若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类似的行政诉讼应从严审查，其须证明具有诉的利益，否

则人民法院将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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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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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残疾人合法权益保障的案件，应充分照顾残疾人权利的行使方式与实

现途径。 

——林某国诉济南市房管局行政管理纠纷案 (2016)最高法行再 17 号 

 
【裁判观点】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残疾人合法权益保障的案件，要秉持为残疾人提供公正、高效、便捷

的司法服务理念，充分照顾残疾人权利的行使方式与实现途径，通过行政负责人积极出庭应

诉、配合调解等举措，努力实现纠纷的实质性解决。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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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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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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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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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类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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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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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 
被征地农民诉请解决有关宅基地争议问题的，依法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李某成诉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政府拆迁行政管理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9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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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观点】 
对当地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已经确立市(县)政府安排被征地农民宅基地义

务的，被征地农民起诉要求政府履行该宅基地安置职责，依法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被征地农民在

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已经拥有一处宅基地的，其要求政府再为其安置一处宅基地，没有法律依

据。 
 
 
 
100 
申请人请求给付低保待遇，依法应先向乡、镇人民政府申请，申请人未经该申请程序直

接起诉县(市)人民政府未发放低保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柳某等诉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823 号 

 
【裁判观点】 
(1)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规定，在留地安置模式中，

县、市级人民政府及其土地主管部门将生活、生产留地安置指标核算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后，

其使用、收益和分配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据村民自治的原则实施，县、市级人民政府只

负责监督、指导和协调。相关生产留地补偿款的分配问题，系申请人与其所在村集体经济组

织之间的纠纷，该类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根据《湖南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和《湖南省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规定，申

请人要求给付低保待遇的，应持相关资料先向村委会或乡镇政府、街道办提出申请。申请未

经上述行政程序，直接起诉请求法院判决享受低保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01 
集体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原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与后续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颁证行为通常

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吴某丽等诉湖北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 (2016)最高法行申 780 号 

 
【裁判观点】 
(1)集体土地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土地性质由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后，原集体土地

使用权人所享有的土地使用权灭失，其与后续针对该土地的行政行为不再具有利害关系。 
(2)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有权针对该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但公司的股东并不能因其股东身份而可以直接以股东名义提起诉讼。 
 

 
 
102 
原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的，人民法院既可以判决驳回诉讼



47 
 

请求，也可以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裁定驳回起诉。 

——陈某泳等诉福建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16)最高法行申 453 号 

 
【裁判观点】 
(1)行政机关对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作出的政策性规定，对相关征地范围内

的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具有普遍约束力，属于能够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对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审

查申请须在对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而不能单独提出。因此，申请人不服规范

性文件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3)原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的，人民法院既可以判决驳回诉

讼请求，也可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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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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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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在行政赔偿案件中，被告就原告损失是否存在、具体损失程度等已经提供相应的证据但

仍未能充分证明原告具体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市场价，支持原告合理的赔偿请求。 

——沙某保等诉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行政赔偿案 (2016)最高法行

申 791 号 

 
【裁判观点】 
(1)房屋已被依法征收的，相关房屋毁损、装潢和租金损失等，已经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解

决的，一般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但对因组织强制拆除房屋导致屋内物品损失的，属于行

政赔偿的范围。 
(2)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因被告原

因导致原告对物品受损情况无法举证证明的，应当由被告就损失是否存在、具体损失程度等

承担举证责任。在被告也未能充分举证的情况下，可以参照合理的市场价，按照“就高不就

低”的原则，对原告合理的室内物品赔偿请求予以支持。 
 
 
 
106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生土地权属争议且无法协商解决的，有权请求人民政府处理。 

——施某荣诉云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确权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71 号 

 
【裁判观点】 
(1)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

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发生土地权属争议且无法

协商解决的，争议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政府作出处理。人民政府受理后，应在认真调查的基础

上，依照尊重历史、结合现实的原则，作出处理决定。 
(2)当事人主张土地使用面积与国土部门相关批准文件不一致，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

张的，人民法院可以采信国土部门的公文书证。 
 
 
 
107 
农民集体对争议林地事实上的利用和处置，不必然形成土地所有权取得或者变更的法律

后果。 

——河南省济源市北海街道办事处药园居民委员会诉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政府土地权属处

理决定案 (2016)最高法行申 73 号 

 
【裁判观点】 
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依据一九五○年《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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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有关规定：凡当时没有将土地所有权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实施一九六二

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未划入农民集体范围内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同时，

第十九条规定：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了土地所有证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实施

一九六二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时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

据此，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解放后对争议林地存在事实上的利用行为的，不当然导致其对该争

议土地享有所有权，除非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争议地曾经分配给其集

体的农民或者划入过其集体的范围。 
 
 
 
108 
行政区划变动并不当然导致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动。 

——杜交曲村委会诉娄烦县政府土地行政确权纠纷案 (2016)最高法行申 792 号 

 
 
【裁判观点】 
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按目前该村农民集体实际使用的本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确定所有权。同时，根据一九六二年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对行政区划变动未涉及土地权属变更的，原土地

权属不变。因此，虽有行政区划变动，但不能证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目前正在使用争议

土地的，该土地所有权并不必然发生变动。 
 
 
 
109 
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且二十年期满之前原所有人未要

求归还的，该争议土地依法可视为现使用的农民集体所有。 

——湖南省隆回县司门前镇新庄村三组诉湖南省隆回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确认案 (2016)

最高法行申 1643 号 

 
【裁判观点】 
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农民

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且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未向现使

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该争议土地应视为现使用的农民集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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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110 
行政机关依据法院生效执行裁定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通常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 

——马秋某等人诉苏州市政府房屋拆除行政强制案 (2016)最高法行申 81 号 

 
【裁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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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申请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房屋拆迁裁决，人民

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一般由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因此，

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准予执行裁定，组织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属于

行政机关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定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

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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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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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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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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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人民法院审查征收决定的合法性，应当根据《物权法》的有关规定精神，并结合《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具体规定进行，主要审查涉案征收决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

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问题。 

——安某等人诉青山区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包头市政府行政复议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920 号 

 
【裁判观点】 
根据《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只有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并且依照法律规

定的权限和程序实施的征收才是合法的征收。涉及到对国有土地上个人房屋的征收，根据《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的规定，有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来规定，《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就是国务院制定的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办

法。故审查被诉征收决定的合法性，要根据《物权法》的精神，结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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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补偿条例》的具体规定来进行。在全面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主

要审查涉案征收决定是否基于公共利益、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以及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等问题。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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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人民法院审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件，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

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 

——陈某生、张某平诉金寨县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 (2016)最高法行申 2719 号 

 
【裁判观点】 
(1)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与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

收补偿协议的主体，一般为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被征收人对与房屋征收部

门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不服，只能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认为行政机关

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等协议的，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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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条的规定，行政协议在行政协议诉讼中“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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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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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国有农用地被收回并依法变更为国有建设用地的，不适用有关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法律

规定。 

——余某友诉观山湖区政府不履行土地行政补偿协调法定职责案 (2016)最高法行申

2359 号 

 
【裁判观点】 
(1)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对集体土地上征地补偿标准

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地方人民政府不履行协调职责的，同样构成不履

行法定职责。 
(2)国有农用地被收回并转化为建设用地的行为，不同于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收行为，不

属于《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协调范围。 
 
 
 
117 
案涉数个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不一致，人民法院应依法采信公平性和独立性更高的评估报

告。 

——鑫海公司诉襄州区政府行政补偿案 (2016)最高法行申 260 号 

 
【裁判观点】 
(1)行政许可的撤回或变更，应看实质内容是否有改变，而不能仅仅看许可证是否被吊销

或撤回。 
(2)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以口头通知形式作出的行政行为，系行政机

关违法行政，但不能以口头通知为由否定存在行政行为。 
(3)在案件审查中，如果出现了两份结果不同的评估报告，应选择公平性和独立性更高的

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118 
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复核评估和鉴定，被征收人因自身原因放

弃行使评估异议权利而在诉讼期间对评估报告合法性提出质疑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予支持。 

——赵某诉河南省商丘市人民政府、梁园区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2016)最高法行申

378 号 

 
【裁判观点】 
在征收补偿案件中，当事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重点审查评估机构的选定、评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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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以及作出评估报告是否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评估办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以向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

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其因自身原因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相

关权利，却在诉讼阶段对评估价值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119 
当事人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依法定程序依次提出复核评

估申请和鉴定申请。 

——陈某诉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44号 

 
【裁判观点】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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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确定被征收房屋的价值，应

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对评估确定的被

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

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当事人主张以银行制作的《房地产抵押清单》

所确定的“本次抵押房地产暂作价”作为被征收房屋价值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120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未经市政府常委会会议讨论决定但经下级政府机构作出并报市政府审

查认可的，视为该程序瑕疵已补正，可不认定构成程序违法。 

——李某冰诉济南市政府房屋行政征收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95 号 

 
【裁判观点】 
审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程序是否正当时，应结合设定该程序的目的进行综合审查。

若行政机关已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了设定该程序的目的，视为已经对该程序问题进行了补正，

即不再构成程序违法。 
 
 
 
121 
人民法院审查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是否合法，应当按照《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进行。 

——马某友等诉包河区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案 (2016)最高法行申 414 号 

 
【裁判观点】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九条规定，确需征收房屋的各项建设活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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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旧城区改建，应当纳入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被告在一审中未能

提供相应的证据，虽然在二审提供但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二审不予采信并无不当。 
(2)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征收补偿方案应

由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并报市、县级人民政府。再由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征收补

偿方案进行论证并予以公布，征求公众意见。然后将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

况及时公布。根据《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旧城区改建的，多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

补偿方案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由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

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被告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中，仅有自己制作的意见汇总表

和征求原告意见的证据，没有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反馈意见，故将此意见认定为多数被征收人

对征收补偿方案的意见证据不足。 
(3)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

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房屋征收决定涉及被征收人

数量较多的，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虽然由街道办事处作出，

但政府将该报告予以采纳后，可以认定履行了该项义务。 
(4)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

征收补偿费用应当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被告提供的账户上，资金往来中有非征

收补偿费用的内容，因此，认定征收补偿费用已专户存储、专款专用证据不足；银行账户存

款余额也不能证明征收补偿费用已足额到位。 
 
 
 
122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人签署的同意强制拆迁的意见，不能代替有权机关经法定程序并以书

面形式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决定。 

——于某楚诉贵阳市住建局强制拆迁案 (2012)行提字第 17 号 

 
【裁判观点】 
(1)拆迁补偿安置裁决是实施强制拆迁的基础；拆迁补偿安置裁决被撤销后，强制拆迁不

得继续实施。 
(2)县级人民政府负责人签署的同意强制拆迁的意见，不能代替应经法定程序并应以书面

形式作出的责令限期拆迁决定。 
(3)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或拆迁补偿安置裁决，违法实施强制拆迁的，应参照判决时市场

评估价格补偿安置；违法实施强制拆迁造成的其他损失，应予以一并赔偿。 
 
 
 
123 
征收实施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与被征收人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征收单位应当依法及时

作出补偿决定。 

——唐某军诉下城区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2016)最高法行申 7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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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观点】 
(1)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

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

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

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2)被征收人认为涉案房屋存在的评估价值过低等问题，可在申请复核后依法申请鉴定，

其未行使申请鉴定等权利，应视为认可涉案评估报告。 
 
 
 
124 
征收人已经在征收补偿行政程序中告知被征收人既可以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产权调换，

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未作选择，也未答复的，征收人作出补偿决定确定产权调换补偿安置

方式，不属于侵犯被征收人补偿安置方式选择权情形。 

——张某菊诉西秀区政府房屋征收行政补偿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379 号 

 
【裁判观点】 
在房屋征收人与被征收人就补偿问题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征收人依法向被征收人送

达房屋征收安置补偿选择通知书，告知其可以在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方式中进行选择，

被征收人在约定期限内未作选择，也未进行答复的，征收人作出补偿决定确定产权调换补偿

安置方式，不属于侵犯被征收人安置补偿方式选择权情形。 
 
 
 
125 
有征收必有补偿，无补偿则无征收。补偿问题未经征收补偿协议或者补偿决定解决前，

被征收人有权拒绝交出房屋和土地。 

——安业公司诉太原市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案 (2016)最高法行再 80 号 

 
【裁判观点】 
有征收必有补偿，无补偿则无征收。征收补偿应当遵循及时补偿原则和公平补偿原则。

补偿问题未经征收补偿协议或者补偿决定解决前，被征收人有权拒绝交出房屋和土地。 
 
 
 
126 
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应当遵循及时补偿原则和公平补偿原则，依法保

障被征收人居住权和其他合法权利。 

——陈某河诉洛阳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2014)行监字第 148 号 

 
【裁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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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拆迁人和相关行政机关违法实施拆迁，导致

被拆迁人长期未依法得到补偿安置的，房价上涨时，拆迁人和相关行政机关有义务保证被拆

迁人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安置。被拆迁人选择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时，拆迁人和相关行政机关

无适当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则应向被拆迁人支付生效判决作出时以同类房屋的房地产市场

评估价格为标准的补偿款。 
 
 
 
127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

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 

——刘某清诉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2016)最高法行赔申 278 号 

 
【裁判观点】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

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拆迁行为发生在《城市房屋拆迁管

理条例》施行时期的，安置补偿等事项仍宜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步

骤和方式解决。 
 
 
 
 
128 
行政机关因违法强拆产生的行政赔偿责任，其赔偿的标准不得低于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征

收补偿的标准。 

——范某生诉和平区政府强制拆除房屋并行政赔偿案 (2015)行监字第 634 号 

 
【裁判观点】 
行政机关违法强制拆除原告房屋，人民法院判决予以行政赔偿时，赔偿标准不得低于原

告依照征收补偿方案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标准。原告请求赔偿依照征收补偿方案可以获得的

奖励，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129 
对无产权房屋是否赔偿或者如何赔偿，应当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综合考虑违法建设情节、

房屋形成的历史背景、当地相关补偿政策、行政机关过错程度等因素加以确定。 

——蒋某福诉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及行政赔偿案 (2016)最高法行申 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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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观点】 
(1)违反法定程序对未取得建筑规划许可的房屋进行拆除的，应确认拆除行为违法，起诉

人提出恢复房屋原状等赔偿请求的，不予支持。但强拆行为造成屋内合法财产损失的，应予

以赔偿。 
(2)在征地拆迁补偿过程中，对于无产权房屋有时不宜简单地以违法建设为由一律不赔。

应当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综合考虑违法建设情节、房屋形成的历史背景、当地相关补偿政策、

行政机关过错程度等因素加以确定。如无产权房屋占地面积是否符合当地住宅用地面积限额、

无产权房屋用地后是否退回原宅基地、原宅基地上的房屋是否已经得到拆迁补偿安置、行政

机关组织强制拆除是否给当事人留出必要的自行搬迁时间等因素，酌情考虑是否赔偿或者合

理确定赔偿范围、标准。 
 
 
 
130 
依法自愿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应当得到执行；对因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扩大的损失，依法

应当另行赔偿。 

——陈某长诉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776 号 

 
【裁判观点】 
征收人与被征收人协商签订补偿协议后，被征收人违反法定程序将涉案房屋强制拆除且

被确认违法的，关于房屋行政赔偿问题可通过执行协议书予以实现。如果在强拆过程中造成

屋内其他物品损失的，超出部分不在该协议范围内，应另行计算。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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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过程中，市、县级人民政府是强制拆除合法建筑的法定责任主体，

市、县级人民政府不能举证证明确系其他主体违法实施强制拆除的，应当推定其为实施强制

拆除主体。 
(2)在因强制拆除引发的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违法行为类型与

违法情节轻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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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科学地确定

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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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产权人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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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数额时，应当坚持“有权必有责、违法须担责、

侵权要赔偿、赔偿应全面”的全面赔偿责任原则，对行政机关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房屋，

侵犯房屋所有权人产权的，应当依法责令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而不能让产权人因侵

权所得到的赔偿低于依法征收所应得到的补偿。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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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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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政府信息公开行政争议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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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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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行政机关要求信息公开申请人进一步明确并补充信息用途等证据材料的《补充告知书》，

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一般不产生实际影响，通常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周某群诉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800 号 

 
【裁判观点】 
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行政机关作出的要求信息公开申请人对其所申请的信息进一步

明确并补充此信息用途等证据材料的《补充告知书》，本身并未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

影响。对于以此为诉讼标的且不产生终局性效果的诉讼请求，通常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

件，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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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行政机关要求申请人更改、补充信息公开告知行为，一般不可诉。 

——从某玲诉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6)最高法行申 658 号 

 
【裁判观点】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项的

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因申请内容不明确，行政机关要求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

且对申请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告知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

告知行为本身一般说来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是

行政机关不予告知的行为，申请人可以针对行政机关不予告知行为提起诉讼。 
 
 
 
137 
政府信息公开应坚持“谁制作，谁公开；谁保存，谁公开”原则。 

——陈某模诉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378 号 

 
【裁判观点】 
政府信息系行政机关制作的，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政府信息系行政

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被申请机

关从其他行政机关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保存政府信息的情

形。 
 
 
 
138 
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应当是现有的、一般不需要行政机关汇总、加工或

重新制作的政府信息。 

——王某珍诉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842 号 

 
【裁判观点】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以一定形式记

录、保存的信息，是政府信息可以公开的前提。行政机关一般只提供已经存在的信息，不因

为申请人的请求而负担为其制作信息的义务。针对申请人的申请，行政机关经查询认为相关

信息制作，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告知申请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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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行政机关应制作或者保存但未制作或者保存相关政府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审

查范畴。 

——王某柯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6)最高法行申 2855 号 

 
【裁判观点】 
行政机关未制作或者保存相关信息是否合法问题，不属于法院审查范围。即使行政机关

确实负有主动公开相关政府信息的职责，但如果其确实尚未制作或者保存相关信息，人民法

院不能判决其履行公开相关政府信息的义务。此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只审查行政机关是否确

实尽到了积极的检索、查找义务以及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即可。 
 
 
 
140 
行政机关主张政府信息不存在，应举证证明已尽合理检索义务并说明理由。 

——高某国诉阳信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6)最高法行申 795 号 

 
【裁判观点】 
在因政府信息不存在而引发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应就其是否已经尽到合理的查找和

检索义务进行举证，如果相关信息明显不存在或者该机关应制作而未制作，行政机关明确作

出说明即可。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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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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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因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内部工作关系而形成的信息，通常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尹某琴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6)最高法行申 12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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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观点】 
上下级行政机关间基于工作衔接等内部工作关系形成的信息，属于内部管理信息范畴，

一般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 
 
 
 
143 
具有“内部性”“非终局性”特征的过程性信息，原则上不属于依申请公开范围。 

——张某、金某等诉北京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案 (2016)最高法行申 2769 号 

 
【裁判观点】 
《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 号)第二条

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

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据此，行

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信息并非都必须公开。内部信息、过程信息、决策信息

普遍具有“内部性”和“非终局性”的特点，属于“意思形成”的信息，一旦过早公开，可

能会引起误解和混乱，或者妨害率直的意见交换以及正常的意思形成，因此此类信息通常被

列为可以不公开的情形。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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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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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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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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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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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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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公开对其信访事项办理结果的信息，行政机关可按照《信访条例》

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等规定进行办理。 

——陈某舟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2016)最高法行申 454 号 

 
【裁判观点】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

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

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此处“公

开的权限”一般仅应理解为突破“谁制作、谁公开；谁保存，谁公开”的原则，不包括行政

机关将自己的公开职责转移至其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设立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目的就是承担起该行政机关所有政府信息公开

职责，此时如果允许行政机关再将部分政府信息公开职责转移至其个别内设机构，不利于保

护申请人的知情权，也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也不符合基本的法律逻辑。但是，信访事项作

为实践中，作例外处理，符合现阶段的实际。《信访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对信访事项有权

处理的行政机关经调查核实，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分别作出处

理，并书面答复信访人；《上海市信访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信访人在信访活动中，享有下列

权利：(二)要求信访工作机构提供与其提出的信访事项有关的咨询；……(四)向办理机关查询

本人信访事项的办理结果并要求答复。申请人要求公开的信息属于对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

申请人在进行信访的过程中需要查询、知晓相关信息的，可以按照《信访条例》《上海市信访

条例》的规定进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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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行政机关根据政府信息申请人就法律问题咨询所作答复，不属于人民法院司法审查范围。 

——谢某蓉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决定案 (2016)最高法行申

2308 号 

 
【裁判观点】 
(1)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是由法律设定，而非由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法律

文书设定；行政机关法律文书错误告知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因此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仍应依法审查立案，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裁定驳回起

诉。 
(2)申请人向行政机关的咨询行为不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为，行政机关以政府信息公开

答复书的形式进行答复，既未侵犯申请人人身权、财产权，也未侵犯其知情权，对其权益明

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不论申请人是否满意，均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其亦无权对此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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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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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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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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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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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