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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公平与法律公平之间的距离 

—— 一起最高院审理的因《建设用地批准书》遇上政府变更土地规划导致

的土地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纠纷再审案件 

蒋琪    田大鹏* 

《建设用地批准书》是国家出让土地使用权程序中的一个环节，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建设用地批准书》“作为工程项目建设期内使用土地和工程竣工验收后换发国有土地使用

证的法律凭证”，取得《建设用地批准书》是否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国土部门因批准

《建设用地批准书》而交付土地后能否因政府变更规划强制收回土地？行政权是否应得到规

范？项目开发商投入巨额资金用于项目前期开发和拆迁补偿，就在项目具备整体施工条件时，

新任政府却变更土地规划，强制回收土地，并通过招拍挂程序将涉案土地拍卖给他人并获得

亿元土地拍卖款，开发商数千万投资和近十年的心血在政府的一纸政令下付之东流，“不守

信义”的新任政府是否应为其任性行为买单？在一审二审败诉的不利背景下，再审代理律师

如何力挽狂澜使最高院第一巡回法庭提审本案，并克服类似赔偿无法律规定和司法先例的障

碍，最大程度维护开发商合法利益？处在政府行政公权力和开发商合法私权利较量中的最高

院法官如何辨析明理，穷尽一切手段缩小现实公平与法律公平的距离？透过这起因《建设用

地批准书》遇上政府变更土地规划导致的土地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纠纷再审案件，我们不仅

可以得出答案，更能看到的是面对法律的滞后性，律师和法官这两大法律职业共同体如何弥

补现实公平和法律公平的间隙，最大程度实现社会正义。 

【案件简介】 

  为改善来宾县交通基础设施并借助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2001 年 12 月广西省来宾市政

府领导亲赴广东招商引资，与深圳路义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义发公司”）就开发

来宾县城西客货服务站达成合作意向。2001 年 9 月 19 日项目获得原来宾县计划局批复，占

地面积 74 亩，项目总投资 1100 万元。2002 年 5 月 18 日，路义发公司与原来宾县交通局签

订了《投资建设意向书》，专门成立了来宾佳运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佳运公司）来

运作该项目，后来宾县更名为来宾市兴宾区。2003 年 1 月 27 日，来宾市兴宾区交通局与佳

运公司正式签订《投资建设合同书》，项目总投资 3500 万元，占地 74 亩。合同约定来宾市

兴宾区交通局必须为该项目的如期进行提供建设所需的各项手续，佳运公司享受来宾市的最

优惠待遇原则的保护。后来宾市政府发文明确河西客货服务中心项目由市人民政府管理。项

目征地得到自治区政府的批复后，佳运公司按照要求向市国土局缴纳了征地所需的各项费用

共计 400百余万元，市国土局开始征地，直至 2005年才基本完成征收，但尚有两户的地上附

着物直至 2007 年才达成补偿协议。2005 年 8 月 3 日，佳运公司向市国土局提交《关于要求

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为搞好前期设计等工作，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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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请贵局给予我公司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以便办理前期审批手续”。次日，市国土局

领导在《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审批单》上的审核意见是“同意办理。但仅供办理报建用”。

同日，市国土局向来宾佳运公司颁发了来宾市(2005)地证字第 79号《建设用地批准书》，批

准用地总面积 76923m2 (折合约 115．38亩)。佳运公司取得土地后进行了“三通一平”工作，

兴建了部分办公用房及基础设施。2005年 11 月 20日，自治区政府批准包括本案项目规划调

整后新增 44 亩土地在内的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征为国有，作为来宾市 2005 年第一批

次城市建设用地，佳运公司先后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7年，剩余两户的地上附着物

补偿完毕。就在项目具备整体施工条件时，来宾市政府完成换届选举，新任市政府召开会议

确定佳运公司的项目用地变更为汽车展销中心，河西客运站用地按二级站规模重新确定，市

国土局于 2008 年、2009 年先后两次对该宗地进行挂牌出让，但均无人报名竟买。2010 年 3

月 30日来宾市政府再次将该宗地规划变更为农贸批发市场，并指定由城投公司成立专门的子

公司运作该项目。2010 年 11月 24日，市国土局以佳运公司没有取得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将

原规划为河西客运站的土地擅自出租、建设，违反了法律规定为由，作出《限期交还土地通

知书》。市国土局 12 月对该宗地进行挂牌出让，来宾市桂中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最终以

93万元／亩中标，总成交价 10359．828万元。 

    后双方因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佳运公司诉市国土局收回土地行政行为违法、市政府变

更土地规划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二来宾市国土局连带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合计 109740000 元

及利息。在一审开庭十个月后国土局下属机构征地办提供一份《情况说明》，根据来宾市有

关征地补偿的标准，测算出佳运公司项目用地征地补偿成本为每亩 100002元。 

 

【焦点问题】  

佳运公司认为其作为该项目的投资者，该项目固定资产所有权为佳运公司所有，同时双

方约定以协议出让方式出让 74亩（后变更为 118亩）土地使用权给佳运公司，来宾市国土局

已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并将该项目土地交付给了佳运公司，佳运公司已经拥有该项目

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佳运公司为该项目支付了几千万元的资金，但来宾市人民政府在未征得

佳运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变更规划，未给佳运公司任何经济赔偿或补偿的情况下，来宾

市国土局作出《限期交还土地通知书》，并强行收回该项目土地，将该土地拍卖给他人，土

地拍卖款高达 10359．828万元。市国土局收回土地行政行为和市政府变更土地规划行政行为

违法，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五款“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

卖所得的价款”的规定，佳运公司诉请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 

国土局和市政府认为佳运公司并未与国土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也未缴纳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也不在佳运公司名下，佳运公司对本宗地没有任何权利。

国土局为佳运公司出具《建设用地批准书》只意味着审核通过了佳运公司的建设用地申请，

并不意味国土局有义务为佳运公司取得相关的建设用地，更不意味着佳运公司已经取得相关

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佳运公司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非法占用土地，属于违法，国土

局作出的限期交还土地通知书并收储该土地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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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双方各自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案涉项目土地能否通过协议方式出让，佳运公司是否基于《建设用地批准书》已经取

得了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 

  2．国土局限期交还土地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3. 佳运公司请求赔偿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损失应如何计算？ 

【办案思路及历程】 

一审法院来宾中院认为佳运公司未与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也未缴

纳土地出让金，佳运公司未取得项目土地使用权，国土局为佳运公司出具的《建设用地批准

书》只意味着审核通过了佳运公司的用地申请，并不意味着佳运公司已取得相关建设用地的

使用权。国土局作出的限期交还土地及拍卖土地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是合法的，对于

因土地收回造成佳运公司前期投入的损失，应由国土局予以适当补偿。由于佳运公司仅能提

供证据证明其预缴项目用地费用 3958505 元，其他损失无直接证据证明，国土局也无法证明

佳运公司有多少实际损失。在此情况下，法院认为可以采取重置成本法确定佳运公司的实际

损失。即按 2010年国土局收回该宗土地时，来宾市河西客运站项目建设用地征地成本价额计

算损失。根据来宾市征地办公室于 2013 年 11 月 18 日出具的情况说明，2010 年征地成本价

为每亩 100002 元，以此计算佳运公司的实际损失，合计 11800236 元。关于市政府更改行政

规划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一审法院认为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佳运公司可另案主张。 

佳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西高院提起上诉，广西高院认为根据国土资源部、监察部 2004

年 3月 18日联合下发的《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检查工

作的通知》，2004 年 8 月 31 日之后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采用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国

有土地使用权。由于本案在上述期间前并未完成征地工作，所以不具备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

用权的条件。佳运公司 2006年 10月 17 日取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记载“凡未取得

本证，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无效”，据此二审法院认定佳运公

司在 2005年 8月 4日取得的《建设用地批准书》并不能产生“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但佳运公司缴纳的 395 万就是土地出让金”的法律效果，佳运公司仍未取得

案涉土地使用权。对于国土局限期交还土地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问题，国土局认为行政处罚

的依据为《土地管理法》第 76条第 1款，“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

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广西高

院认为该行政行为为行政处罚。从法律事实审查，佳运公司基于《建设用地批准书》占有该

土地存在合法依据，并非违法；从法定程序审查，国土局未按照行政处罚的相关法定程序进

行调查取证、听取意见、剥夺了当事人应当享有的救济权，认定国土局限期交还土地行政行

为违法。关于佳运公司请求赔偿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以及赔偿数额问题，广西高院认为佳

运公司虽然未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案涉项目立项后，佳运公司与相关部门签订了投资合同，

由此产生信赖基础，基于该信赖基础投入金钱是信赖表现，其信赖利益应予以保护。但由于

双方都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实际损失数额，二审法院同样以《情况说明》为依据，基本维持一

审法院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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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法院认定国土部门收回土地行政行为违法，但并未支持佳运公司的赔偿主张，佳运

公司申请再审，由最高院第一巡回法庭审理本案。我们接收佳运公司再审委托后结合本案的

实际情况和双方提供的证据，深入分析一二审判决，进行大量的法律和案例检索工作，集全

所之力召开案件研讨会、论证会、甚至专门走访国土资源部咨询《建设用地批准书》的法律

性质。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论证，我们发现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判例中却无本案可

以直接援引的法律规范和先例，在此情况下提审乃至推翻一审、二审判决难度可想而知。但

是经过研究，我们也确实发现二审判决在佳运公司是否取得土地使用权，尤其是案涉土地能

否协议转让、《建设用地批准书》法律性质论述不充分、遗漏确认变更行政规划违法诉讼请

求、证据采信存在重大瑕疵等方面存在重大问题，并以此为突破口，依据《行政诉讼法》第

91条第 3项证据瑕疵、第 6项遗漏诉讼请求申请再审。具体思路如下： 

1、案涉土地应当可以通过协议方式出让，结合佳运公司享受来宾市的最优惠待遇原则的

保护，佳运公司预缴项目用地费用 3958505 元应当视为缴纳土地出让金。首先，案涉土地是

公用事业用地，不属于经营性用地，不受必须进行招拍挂的限制。其次，案涉项目是在 2001

年 9 月 19 日即被批复，在 2002 年 7 月 1 日前案涉项目已全部完成了前置审批程序，根据当

时的政策也不需要走招拍挂程序。再次，2003年 10月 13日，国土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治

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中自查自纠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规定经营性土地必须走招拍挂程序，

然而在该文件后颁布后长达 3 年多时间内，国土局从未告知过佳运公司，更从未就此组织过

招拍挂，相反却是在 2006 年 8 月 29 日的《一次性告知书》中明确按照协议出让方式完善案

涉项目用地手续，佳运公司始终有理由相信和期待能够通过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2、关于《建设用地批准书》的法律性质，其是否产生土地使用权证的作用？经过我们查

询，原国家土地管理局 1993年发布的《关于正式使用建设用地批准书的通知》中，明确《建

设用地批准书》“作为工程项目建设期内使用土地和工程竣工验收后换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

法律凭证”根据该规定，取得《建设用地批准书》的，项目建成后必将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本案《建设用地批准书》上也注明“工程竣工后，凭此书到我局申报领取《土地使用证》”，

因此《建设用地批准书》能起到土地使用证的作用。同时国土资源部多个部门规章都规定都

是先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后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颁发了《建设用地批准书》就

意味着已经签订出让合同且享有合法占有使用土地的权利。 

3、二审判决遗漏了佳运公司“请求确认来宾市政府改变规划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对

该项诉讼请求，原一审判决以“第三人来宾市政府改变规划行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为由，不

予审理；然而，原二审判决却以“来宾佳运公司在一审时只是认为来宾市政府改变规划的行

政行为违法，并未明确提出确认来宾市政府改变规划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为由，认

定原一审判决不予审理是正确的。二审法院明显遗漏了佳运公司该项诉讼请求，本案符合再

审情形。 

4、二审法院采信与国土局存在利害关系的下属单位——征地办出具的《情况说明》，并

将其作为认定佳运公司损失的唯一证据，且该证据是在一审开庭后 10个月后才提交法庭，明

显违背证据的适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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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双方对是否赔偿并无争议，但具体赔偿标准无法确定。由于佳运公司无法提供具体证

据证明自己损失，且针对该种情形无明确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可供引援，二审法院

遂根据国土办提供的《情况说明》依据成本重置法确定每亩补偿价格为 100002。经过我们查

询大量的地方性法规，来宾市相邻南宁市、柳州市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有类似的补偿标

准：1）2008 年 11 月 26 日起实施的《南宁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

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市规划管理部门核定土地可改变用途的，按以下标准进行评估补

偿，并不再对地上建（构）筑物另行补偿：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按新规划土地用途评估

价的 60%进行补偿。”2）2002年 7月 1 日起施行的《柳州市土地储备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

条规定:“土地收购补偿费可通过以下方式确定：(一)企事业单位申请收回原使用划拨土地的，

按土地拍卖、招标等分开交易方式所得收入(扣除交易成本及有关税费)的 60%确定。根据上

述规定，即使二审法院不按照案涉土地挂牌出让价格或国土局违法获利予以赔偿，也应当参

照来宾相邻南宁市、柳州市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就土地收益与佳运公司按

照 4∶6比例分成。 

【办案结果】 

在申请再审理由上最高院第一巡回法庭完全采纳我们的观点，认为二审法院确实在证据

采信以及遗漏诉讼请求方面存在问题，最终裁定提审本案，本案取得突破性进展。在随后的

庭审过程中，对案涉焦点问题，第一巡回法庭也部分采纳了我们的代理意见： 

1、对于案涉土地能否通过协议方式取得，最高院认可我们提出的案涉项目是在强制招拍

挂规定出台前审批，项目用地是按照传统的与项目建设捆绑办理的方式审批，国土局是拟按

照划拨方式或者至少是协议出让方式供应项目用地，佳运公司始终有理由相信和期待能够通

过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对于项目用地是否可以协议出让并非无探讨余地。但根据

2004 年 3 月 18 日国土资源部和监察部联合下发的《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用地使用权招标拍

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71 号令）规定，2004 年 8 月 31 日后不得再以历史

遗留问题为由采取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国有土地使用权。在此情况下，国土局对交通兼容商

业混合用地（案涉项目土地性质）从严掌握，认为也必须采取招拍挂方式出让并非明显不合

理，佳运公司虽有实现协议出让的合理期待，但对国家政策变动也应当知道，对其承担的风

险应有所预判，最终认为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土地不能通过协议方式转让并无不当。 

2、关于《建设用地批准书》的性质与效力问题，最高院认可了我们的代理意见，认为《建

设用地批准书》实质上也具有土地使用权证的某种作用，《建设用地批准书》是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履行过程中，土地管理部门向建设单位交付土地的凭证，因此，正常情况下，取得

和持有《建设用地批准书》，就意味着已经签订出让合同，且享有合法占有使用土地的权利，

受让人随后可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付清全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依法申请办

理土地登记，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但是最高院认为佳运公司取得的《建设用地批准书》

并不是严格按照规范程序取得的，2005年 8 月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时，土地征收工作并

没有完成，且没有经批准的供地方案。案涉《建设用地批准书》主要是为了方便佳运公司向

其他政府部门申请办理有关建设项目手续，并非依照法定程序正常颁发的，结合国土局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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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缴款及默许实施征地补偿的行为，可以认为国土局是在预期将完成协议出让的前提下，

提前发放了《建设用地批准书》。 因此，取得了《建设用地批准书》，应当是佳运公司确信

及合理预期将完成协议出让及其继续投入征地补偿实施活动、 在土地上进行与项目有关的开

发建设活动的理由，不能产生项目完工即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法律后果。 

3、对于赔偿数额认定，由于国土局收回土地行政处罚行为已被认定违法，其应承担赔偿

责任，但由于佳运公司并未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以其获得土地使用

权作为赔偿请求权基础，而只能是基于对按照协议方式和优惠待遇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信赖，

且为案涉项目用地进行了实际投资，形成了信赖利益损失，因此不能按照《国家赔偿法》第

36条第 8项规定赔偿。对于我们提出的参照南宁市、柳州市等地方性法规按照土地收益 6∶4

比例赔偿，最高院认为上述法规适用的前提是相对人享有土地使用权，但本案中佳运公司并

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故不能参照上述法规。但二审法院仅依据有利害关系第三方提供的《情

况说明》作为确定征地成本损失唯一依据确实不当，同时佳运公司确实还存在其他损失，由

于佳运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最高院最终酌定佳运公司应获得的赔偿数额为 1500万元（利

息从 2011年 1月 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更改了二审

认定的 11748257元。 

【办案随想】 

    在一审二审判决结果不利的情况下，我们义无反顾地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并最终以最高

院提审、改判而告终，其中的艰辛和付出只有我们才能体会。从现实角度考量，对于佳运公

司来说，这并非是最好的结果，一个历时十年、投资数千万、当地招商引资给予最优惠政策

的项目，在政府违约、违法以及国家政策变动下最终只得到 1500万的赔偿，这不能算是社会

的公平。但从法律的维度分析，对于我们来说，面对撕毁合约“任性”的政府，面对“蒙受

冤屈”弱势的当事人，面对无明确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先例的尴尬境地，这却是我们在法律框

架内能够做到的最好的结果，这种反差就是现实公平与法律公平之间的距离。但让我们欢欣

鼓舞的是，案件审理正值最高院第一巡回法庭成立，不仅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更为打破行

政保护带来希望和曙光。在案件的代理过程中，我们能深刻感受到最高院第一巡回法庭法官

在坚定地、艰辛地、穷尽一切手段地缩短这一距离。长达 41页，数十万字的判决书更是体现

着他们为实现社会公平所做的努力，最终让我们在个案中感受到了公平和正义。正如雨果所

说，“艺术的大道上荆棘丛生，这也是好事，常人望而却步，只有意志坚强的人例外”，我

们也坚信，在法治的大道上同样困难重重，但只要我们意志坚强，现实和法律终将不再有距

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