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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之前作出。现已审理终结。

复议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 g-⒛ 号处罚决定第 1项 (内

容 )。

申请人称:1、 申请人对 ⒍23号处罚决定第 1条不服。要

求:拆除一切违法建筑物、围墙、库房、三层办公楼 1栋”砖

混房一排,水泥硬化墙等及其他构件物恢复土地原貌。2、 请求

支持申请人请求维护村民承包地的权利◎3、 退还村民承包地。

4、 29.52亩本是申请人所在组大片农用一类下户承包地,1999

年 4月 1日 颁领
“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
及合同。

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复印件有:1、 申请人居民身份证;2、

6-23号 处罚决定书;3、 《土地承包合同书》 (4份 );4、 《西

安市灞桥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8、 张忠益 《农村承包

土地基本情况登记 (表一 )》 ;9、 张动心 《农村承包土地基本

情况登记 (表一 )》 。10、 《法律文书送达回证》 (张生彦 )。

被申请人答复称:⒛ 16年 9月 份,被申请人接到西安市灞

桥区狄寨镇塘村 (以下简称塘村 )群众反映吉世公司存在非法

占地行为。经对吉世公司调查了解,该公司于 2002年元月 1目

与塘村村委会签订 《土地承包合同》”流转塘村集体土地 2000

亩用于药材种植。2002年 2月 分吉世公司在未经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在流转地内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管理部。被

申请人遂于 2016年 11月 3日 对吉世公司非法占地进行立案调

查。2016年 11月 16日 ,经被申请人对吉世公司中药种植基地

管理部实地勘查,吉世公司中药材种植基地管理部现场岜圈建

围墙”场地内建有生产库房 3座、3层办公用房 1栋、砖混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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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违法占地事实已经形成。经对吉世公司相关人员调查、取

证,被申请人认为吉世公司未经批准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管理

部的行为违反了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属于未经

批准非法占地行为。经查灞桥区 (2006-2020年度 )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图,吉世公司中药材种植基地管理部系规划中的现状建

设用地。2016年 12月 1日 ,被 申请人按照 《土地管理法》第

76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42条的规定,对吉世公司下

发了6-23号 处罚决定: 1、 没收吉世公司非法占地上建设的生

产库房 3座 ,三层办公用房 1栋及在建砖混房 1排及其他建筑

物、构筑物;2、 对吉世公司非法占用现状建设用地 19680平方

米 (折合 29.52亩 )的行为,按每平方米 15元 的标准,处以罚

款 295200元 。被申请人对吉世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

楚,法律条文引用准确,且按照法律规定对违法当事人依法进

行处罚告知、听证告知,并无任何不妥。为此,恳请复议机关

依法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维持行政处罚决定行为,以维护法

律尊严不受侵犯。

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复印件有:1、 《土地违法案件立案呈

批表》;2、 《营业执照 (副本 )》 ;3、 《授权委托书》;4、

朱亮 《居民身份证》;5、 《接受配合调查通知书》;6、 《土

地管理公文送达回证》;7、 《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存

根》(国土灞监停字第 13号 );8、 《土地管理公文送达回证》;

9、 《土地案件现场勘查平面图》;10、 《土地违法案件询问笔

录》 (杨 忠信 )(2份 );11、 《关于陕西吉世药用植物开发有

限公司非法占地的调查报告》;12、 《违法案件审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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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行政处罚告知书》;14、 6-23号 处罚决定书、15、 《土

地承包合同书》;16、 《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

17、 《灞桥狄寨街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2006—2020年 )(局

部 )》 ;18、  《照片》2张。

第三人称:吉世公司成立于 2001年 6月 ,是响应省市区政

府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的号召,在 当时是灞桥区区政

府最早招商引资的重要涉农项目之一。公司成立初期,由狄寨

镇政府牵头租赁塘村、狄村、杨沟、南技魏、南技白、迷村六

个自然村土地 5000亩 ;由 西北大学生物学院提供技术指导,大

量种植中药材,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年均解决村民就近就业安

置 5000余人次,累计为村民发放土地流转金 ⒛00余万元,特

别是在中央实施的千企帮千村活动中,先后投资近 300万元为

村民修路、打井、安装自来水,多年来持续无偿免费为塘村提

供生活用水。但随着公司的不断壮大和企业转型升级的诸多因

素影响,同 时公司的生产环境、经营秩序也遭到不法分子的严

重破坏。不法分子寻衅滋事,打砸吉世公司大门、殴打吉世公

司员王、毁坏吉世公司种植设施、用挖掘机毁坏吉世公司生产

道路、推翻吉世公司园林防护墙等暴力手段、长期干扰企业生

产经营,给吉世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鉴于当地不法分

子的严重破坏和淫威,吉世公司被迫从⒛03年后,陆续将 40000

余亩种植园林退回,转移投资环境,落户陕南安康重建生产基

地,只 留百余亩作为药材研发、种苗培育基地。公司中心转移 ,

地域缩小后,当地不法分子仍不罢休,又多次煽动蛊惑不明真

相村民,欲侵占吉世公司建筑及场地为目的,歪 曲事实,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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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人先告状闹剧,后经灞桥区人民法院深入调查,认为纯属诬

告被驳回。吉世公司成立初期为便于生产种植的需要的征得塘

村村委会同意后在办公研发区域建有地面晾晒场,仓库 (农具

库、种子库、种植收货堆放用的药材库 )。 三层综合楼,一层

为办公研发用;二层为员工宿舍;三层为员工培训及技术交流

用。因吉世公司是当时灞桥区、狄寨镇政府首期招商引资的重

点涉农项目,在吉世公司厂房建设期间,灞桥区政府、狄寨镇

政府领导多次到现场指导工作,关心项目进度。2002年建成后 ,

经当地镇政府及塘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现场剪彩,并视同各案。

2002年至今吉世公司建成运营已15年之久,申 请人现在提出行

政复议要求显然是无理取闹,吉世公司每年的土地租金依照租

地合同如数支付租金,申请人照常在村里如数领取地租款。假

设没有晾晒场,吉世公司种植的药材挖出后容易变潮变霉变质 ,

往什么地方晾晒,没有仓库药材往什么地方存放保管,没有办

公的地方工作人员在什么地方办公。员工在什么地方休息,种

植研发员工在什么地方培训,如果没有以上设施公司怎么运行。

申请人曾在2014年就本复议内容向灞桥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后

经法院审理认为吉世公司与村委会所签的合同合法有效,驳回

申请人的无理要求。根据相关规定在种植租地面积总数的百分

之五以内做为生产、办公、生活用地属正常范围。被申请人行

政处罚决定书是 2016年 12月 1日 发出,60日 内可申请复议 ,

而复议申请人于⒛17年 4月 5日 提出,显然已超过行政复议时

效。恳请省国土资源厅以2002年公司成立初期的时代背景、当

时的实际情况公正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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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复印件有:1、 吉世公司 《营业执照 (副

本 )》 ;2、 《土地承包合同书》;3、 《土地退租合同》;4、

《协议》;5、 《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6、 《西

安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7、 《收条》;8、 《收

据》 (NO。 0179672);9、 《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镇塘村村村民领

款记录》;10、 《种粮农民补贴分户表》;11、 《第七届村民

委员会换届选举选民登记花名册》;12、 《⒛03年药厂租地结

标花户清单》。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吉世公司于 2002年底开始在租赁的塘

村集体土地上进行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管理部。之后,经群众

信访举报,⒛16年 11月 3日 ,被 申请人将吉世公司列为违法用

地单位,对该公司未经批准,非法占地的行为予以立案。2016

年 11月 7日 ,被 申请人对吉世公司委托代理人杨忠信进行了询

问。⒛16年 11月 16日 ,被申请人进入吉世公司违法用地现场

进行了勘测,确定占地面积 19680平方米,建筑面积 3212.4平

方米。该勘测结果经吉世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亮签字确认。经与

灞桥区狄寨街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年 )套合比对 ,

吉世公司非法占用的土地位于该规划确定的城乡建设用地区域

内,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⒛16年 11月 21日 ,被申请人向

吉世公司下发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告知了该公司,并告知其可在收

到告知书 3个工作日内向被申请人提出陈述或者申辩意见,且

享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规定期限内,吉世公司未提出陈述

和申辩意见,亦未要求听证。案件调查终结后,案件承办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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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6年 12月 7日 提交了 《关于陕西吉世药用植物开发有限

公司非法占地的调查报告》,对 当事人的吉世公司、违法事实

以及法律依据、相关证据、违法性质等情况进行了报告,并提

出了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处理意见。同日,被 申请人的灞桥分

局对调查报告进行集体讨论后认为: (该案 )违法主体认定准

确、事实清楚、证据合法确实充分、定性准确、使用法律正确、

程序合法、处理建议适当,同 意处理建议。2016年 12月 1日 ,

被申请人作出并于 2016年 12月 7日 向吉世公司送达了6-23号

处罚决定: 1、 没收吉世公司公司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生

产库房 3座 、3层办公用房 1栋、砖混房 1排及其他建筑物、构

筑物;2、 对吉世公司非法占用 19680平方米 (折合 29.52亩 )

土地建设的行为,按每平方米 15元的标准,处以 295200元罚

款。

本厅认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

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

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根据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四

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 (国务院令第 256号 )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对吉世公

司未经批准9非法占用土地 (占用土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

的行为,应 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

非法占用的土地,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

他设施,可 以并处罚款,罚款额为非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 10元

以上 30元 以下。被申请人经立案、调查并告知吉世公司陈述、

申辩和听证权利后作出 6-23号 处罚决定, 认定事实清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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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申请人要求
“
拆

除一切违法建筑物、围墙、库房、三层办公楼 1栋 ,砖混房一

排,水泥硬化墙等及其他构件物恢复土地原貌
”,没有法律依

据,本厅不予支持。另外,被申请人和吉世公司均未向本厅提

交有关申请人已经于提出本案行政复议申请前 60日 知悉 6-23

号处罚决定书内容的证据,吉世公司主张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

申请超过法定期限的主张,本厅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第 (一 )项 的规定,本厅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西安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 12月 1日 作出的

市国土发 匚⒛16)6-23号 行政处罚决定第 1项。

申请人张向帮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 以在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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