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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18]常行复第 010 号 

申请人：蒋某某。 

被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 

申请人蒋某某不服被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批准的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于2018年 1月27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经告知补正，本机关依法受理。本案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批准的《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武进

分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申请人称：申请人系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xx 镇村民，2017

年面临 xx 镇政府主导的房屋征收，但申请人从未看到过任何合

法有效的征收文件，且规定的补偿标准严重降低了申请人的生活

水准，为核实此次征收项目的合法性，申请人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向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武进分局书面申请公开申请人所在集体

土地被征收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公告，2018 年 1 月 19 日收到

武国土依〔2018〕2号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武进分局政府信息公开

告知书，申请人从该告知书得知被申请人批准作出的常州市国土

资源局武进分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公告。申请人认为，该征地

补偿安置方案严重降低了申请人的生活水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故申请人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之规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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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向贵府提起行政复议，恳请贵府能依法公正审理。 

被申请人提出答复意见称：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情况。

江苏省人民政府于 2010 年 1 月 12 日作出《关于批准常州市武进

区 2009 年度第 18 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通知》（苏政地〔2009〕

862 号），“同意你市将武进区 xx镇 xx 村，xx 镇 xx村、xx 村、

xx 村、xx 村、xx村、xxx 村，xx镇 xx 村 5.3189 公顷集体农用

地（其中耕地 2.587 公顷）转化为建设用地并征收为国有，同时

将武进区 xx 镇、xx 镇 xx 村、xx 村、xx 村、xx 村、xx 村、xx

村、xxx 村，xx 镇、xx 镇 xx 村，xx 镇、xx 镇 xx 村、xx 村的

55.3710 公顷集体建设用地、0.0055 公顷未利用地征收为国有。

同意你市使用国有建设用地0.1257公顷、未利用地0.0262公顷。

以上共计批准建设用地 60.8473 公顷（转用农用地 5.3189 公顷、

征收土地 60.6954 公顷），按呈报的土地开发利用规划用于城镇

建设。”上述被征收土地中，答复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第 46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25 条规定于 2010 年 1 月 15 日作出《征用土地方案公告》

（2009-18-10、2009-18-11），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武进分局于2010

年 1 月 15 日作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09-18-10、

2009-18-11），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武进分局将两次公告在相关征

地村进行了张贴公告，明确了补偿安置标准：1、土地补偿标准：

耕地按 22000 元/亩标准补偿，水域按 17600 元/亩标准补偿，村

庄补偿按照 22000 元/亩；2、安置补助费标准：耕地为安置被征

地农业人口数乘以 25000 元/人，需要安置的被征地农业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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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平均每人占有在册耕地的数

量计算；水域为其补偿费的 70%，12320 元/亩；3、青苗补偿标

准：1100 元/亩；4、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房屋拆迁按有关规

定补偿，除房屋外的其他建筑物、构筑物按实计算；5、农业人

员安置办法：采用货币安置办法，该安置费已包含在上述各组征

地补偿安置费用之中；6、工矿用地中村基的补偿费，待安置实

施结束后测算复建地面积，差额部分按上述标准予以支付。上述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由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武进分局上报答复人审

批，答复人于 2010 年 2 月 9 日批准。二、申请人提出的理由不

成立。（一）不存在征地补偿标准过低的情形。申请人房屋所在

地块于 2010 年 1月 12 日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常州市武

进区 2009 年度第 18 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通知》（苏政地〔2009〕

862 号）批准征收为国有，该地块征地补偿标准适用当时常政发

〔2004〕68 号文件规定。根据《省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标准

的通知》（苏政发〔2003〕131 号）的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

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10 倍。耕地被征用

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最低标准，一、二、三、四类地区分别为每

亩 1800 元、1600 元、1400 元、1200 元”。被征地农民的安置补

助费最低标准，“一、二、三、四类地区分别为 20000 元、17000

元、13000 元、11000 元”。武进区属一类地区，答复人执行常政

发〔2004〕68 号文件规定的土地补偿费（22000 元/亩）及安置

补助费（25000 元/人）均高于省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符合省

政府规章要求，且符合案涉地块征收时的常州市武进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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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不存在标准明显低于其他省份的情况。（二）案涉地块征

收时的征地补偿标准合法有效。武进区执行的征地补偿标准依据

是常州市政府制定的《关于印发常州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

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的通知》（常政发〔2004〕68 号），而常州

市政府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江苏省土地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省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通

知》（苏政发〔2003〕131 号）以及《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

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点办法》等文件精神制定的常政发〔2004〕

68 号文件，其中确定的征地补偿标准远高于省政府规定的最低

标准，与常州市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土地价值相适应，

在未进行修改前，仍是合法有效文件。（三）不存在降低被征地

农民原有生活水平的情形。本案所涉征地补偿标准根据《关于印

发常州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的通知》

（常政发〔2004〕68 号）标准执行。同时，社保部门为符合条

件的村民办理了失地农民保障，即 16 周岁以上人员安排 15 年社

保，由镇劳动所统一办理，16 周岁以下人员按政策规定一次性

补偿 6000 元，同时对于男性村民 60 周岁以上，女性村民 55 周

岁以上实行政府保养。因此，有关征地补偿标准符合当时我区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并未降低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四）征

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并非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公告的主要内容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拟定的补偿安置

方案，该补偿安置方案需经批准以后才予以组织实施。申请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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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该公告知悉安置补偿的标准和方法后，可以提出相应意见。因

此，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本身只是发布土地管理部门拟定的、

尚需批准的补偿安置方案的载体，不会对申请人行政法上的权利

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据此，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不属于《行政

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受案范围。综上所述，恳请常州市人民政

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2010 年 1 月 12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作出《关

于批准常州市武进区 2009 年度第 18 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通知》

（苏政地〔2009〕862 号），批准征收武进区 xx 镇 xx 村 209482

地块 5.9271 公顷集体土地。2010 年 1 月 15 日，常州市武进区

人民政府发布了《征用土地方案公告》（2009-18-10）并于同日

在 xx 村村委予以公示张贴。2010 年 1 月 25 日，常州市国土资

源局武进分局制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09-18-10）

并于同日在 xx 村村委予以公示张贴。2010 年 2 月 9 日，被申请

人批准同意上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按照《关

于印发常州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的

通知》（常政发〔2004〕68 号）执行。另查明，申请人房屋所在

地块位于武进区 xx 镇 xx 村 xx 组，在《征用土地方案公告》

（2009-18-10）、《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09-18-10）表中

xx 镇 xx 村 xx 组相关征收地块中。行政复议期间，复议机关进

行了实地调查，向有关人员进行询问并形成了调查笔录。经调查，

申请人房屋所在地块于 2010 年 9 月开始开展房屋拆迁工作，当

时已完成一半以上集体土地民房拆迁。申请人在调查笔录中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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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 2010 年便已知悉房屋所在地块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2、《关

于批准常州市武进区 2009 年度第 18 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通知》

（苏政地〔2009〕862 号）；3、《征用土地方案公告》（2009-18-10）；

4、《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09-18-10）；5、《武进区征地补

偿安置方案审批办文单》（武政地补[2009]第 20 号）；6、《关于

印发常州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的通

知》（常政发〔2004〕68 号）；7、示意图；8、情况说明；9、武

进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10、行政复议调查笔录；11、实地

调查照片。 

本机关认为：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已经超过法定的复

议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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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

请；……”《征收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10 号）第三

条规定：“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应当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村、组内以书面形式公告。”

第七条规定：“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根据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在征收土地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以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为单位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予以

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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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第二条

第二款规定：“征收土地公告有确定期限的，可以认定申请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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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确定的期限届满之日起知道征收土地决定；征收土地公告没

有确定期限的，可以认定申请人自公告张贴之日起满 10 个工作

日起知道征收土地决定”。第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在征收土地决

定作出后，没有告知被征地农民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

机关或者申请期限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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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

条办理，即：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或者申请期限

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征收土地决定内容之日起最

长不得超过 2年。”本案中，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武进分局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作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09-18-10），并

于同日将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张贴于 xx 村村委。《征地补偿安置

方案公告》（2009-18-10）的主要内容已依法通过公告的形式在

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进行告知，可以认定申请人自公告张

贴之日起满10个工作日起即2010年 2月 5日知道征地补偿安置

方案的主要内容。即便参照国法（2014）40 号意见第六条规定，

至 2012 年 2 月 5 日，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已经届满。另

外，根据行政复议调查笔录，可以证明申请人在 2010 年已经知

悉案涉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主要内容，申请人于 2018 年 1 月 27

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已经超过法定的申请期限。故申请人的上

述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综上，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已经

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受理条件。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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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

起 15 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

院起诉。 

 

 

常州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