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自然姿友 〔2019〕 46号

成都市規tlJ和 自然資源局

美子推逆通辻法定途径分美処理倍坊

投訴清求工作的通知

各区 (市 )芸規支1和 自然資源局,所属事立単位,机美:

力汰真貫物中央、省委、市委美子信労工作tll度 改革的決策

部署,深入推逃仝市規支1和 自然資源頷域法治建浚,逃一歩厘清

信労均其他法定途径え同的受理疱曰,合理分流,依法炎理各炎

投訴清求,根据国券院 《信労条例》規定和 《成都市信労局有美

修資完善 〈成都市依法分炎炎理信労訴求清単〉的逍知》要求,

現就仝市規曳1和 自然資源系銃推逃依法分炎丈理信労事項工作

有美要求週知女口下。

一、依法分美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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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理投訴情求的法定途径,是指国家法律対子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_a■ 鉄提出訴求所分男1規定的訴淡、仲裁、行IEX隻洪,以及

行政裁決、行政監察、国家賠僕等枚利救済途径。現行法律対訴

求的人理途径己作出規定的,泣 当仇先考慮通辻呪有的法定途径

解決同題。不能通ミ以上途径解決ユ符合 《信労条例》第十四条

規定的,幼入信労事項炎理。

二、完善亦理流程

凡早入法定途径亦理的事項,要依照相美法律法規要求,明

挽亦理流程,落実亦案責任,倣好特送会商、督亦反伏等工作。

凡幼入信労事項亦理的事項,要芦格接照《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

人民政府信労局美子印友 〈成都市仇行 《国家信労局信労事項回

上亦理工作規程》早只1(拭行 )〉 的週知》(咸信友 〔2018〕 39

号)要求逃行亦理,堡決逹免出現群炎投訴元11、 矛盾多1分上行

的lll況 。

三、明碗責任分工

信労工作机杓要負貴微好分流、引早工作,提高服券反量 ,

其他内没机杓要負責倣好均立券取能相美投折清求早入法定途

径的后数分炎炎理工作,強化“法定取責必須力"的 意ス,依法及

叶充分履行好規女1和 自然資源部11取責。

四、加張工作宣侍

各単位要通辻宣侍手妍、祝叛、K貼流程国等筒明易lll的形

式,宣借投訴清求的提出途後、依据的法律規定、解決同題的程

序,提高群炎升依法分炎炎理信労事項的知晩度、理解度和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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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強化法律在群炎Iむ 曰中化解矛盾的地位和枚成。

五、及吋反接向題

各単位要結合工作実昧,如化配套措施,接照依法分炎炎理

信労訴求清単,釈板推逃依法分炎炎理信労事項工作,依法保障

群余合法収益。実施中ill至1的 同題,要及叶反依市規支1和 自然姿

源局法規丈。

六、施行日期

本重知自印友え曰起施行;《成都市規支1管 理局美子推逃成

都市城多規支1頷 域通辻法定途径分美炎理信労投訴清求的実施

意几 (拭行 )》 (成規亦 〔2017〕 396号 )、 《成都市国土資源局美

子印友〈美子推逃成都市国上資源系銃ミ辻法定途径分炎炎理信

労投訴清求的実施意几〉的週舛》(成 国上姿友 〔2016〕 101号 )

同時疲上。

特此ミ知。

附件:成都市規支1和 自然資源系銃壇辻法定途径分炎丈理信

労投訴清求清単 (拭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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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都市規丈U和自然資源系統

通道法定途径分癸処理信坊投訴清求清単
(武行 )

一、申派求決美

申訴求決,足指公民、法人或其他俎鉄依据法律法規或俎鉄

章程規定,向 国家机美、政党、社会困体、企事立単位申訴,要

求重新倣出炎理或解決矛盾多1分。

(― )不月腱行政‐it可行カ

1.具体投訴清求,不服以下行IEX汁 可行力。

1 支J抜土地特出■常核

2 改交土地使用条件常核

3 土地升塁区内升友未碗定使用枚的国有土地炊事生声常査

4 建没占用耕地ネト充常核

5 土地隻塁お1久碗決

6 政府投資的地反欠害治理工程浚工お1丈

7 ゲ山地反不境保サ及治理悛夏方案常査

8 建没用地改交用途中核

9 国有建没用地使用枚支1抜批准

10 建没項目用地預申

多 (鎮 )村公共没施、公益事立使用集体建没用地申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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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多 (鎮 )村企立使用集体建浚用地申llL

13 皓吋用地中核

14 升釆ゲ声資源支1定ゲ区苑曰オ}ヒ 准

15 ゲ山岡坑地反扱告常オ)ヒ

16 釆ゲ枚注硝登泥

17 釆ゲ枚特■登t已

18 釆ゲ枚延数登泥

19 釆ゲ枚交更登泥友江

20 地困常核

21 八事淑1絵活功的単位乙、丙、丁鉄淑1絵姿庚常llL

22 建浚用地 (合皓叶用地 )規支14可江核友 (出 ■用地 )

23 建浚工程規支1汗可江核友

24 建没用地規支14可江交更

25 建没用地規支1汗可 (支1抜用地 )

26 皓叶建没工程規支1オ }ヒ 准新亦

27 建没項目地址意見ギ核友

28 不1用 国家秘密淑1絵地理信息成果常llL

2.法定途径:行政隻洪、行政訴淡。

3.主要依据:《 中学人民共利国行政隻洪法》《中学人民共

和国行政訴淡法》《中学人民共和国行IEA4可法》《中学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中学人民共和国ゲ声資源法》《中学人民共
～

国

城多規支1法》《中学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庁管理法》《中学人民共

利国淑1公法》《中学人民共和国淑1公成果管理条例》《地国管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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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土地隻塁条例》《地反文字防治条例》《探ゲ枚采ゲ枚紫■

管理亦法》《ゲ声資源升釆登泥管理亦法》等。

例:建浚用地単位向規支1和 自然資源主管部 11提 出萩常申

清,未荻批准。核単位・T在 60日 内依法向咳部11的本象人民lEX

府或者上一致主管部11提 出行政隻決申清,或者在 6今月内依法

向咳部11所在地有管格枚的法院提起行政訴公。

主要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4可法》第二十八条“申清

人的申清符合法定条件、林准的,行 IEX机 美庄当依法作出准予行

IFX汗 可的ギ面決定。行政机美依法作出不予行政4可的ギ面決定

的,泣 当悦明理由,井告知申清人享有依法申清行政夏洪或者捉

起行政訴松的枚不|。 "

《中準人民共和国行政隻洪法》第六条“有下夕1情形え一的,

公民、法人或者共他幻鉄可以依照本法申清行政隻決:.… ..(八 )

スカ符合法定条件,申情行政机美飯友4可江、仇照、姿反江、

姿格江等江ギ,或者申清行政机美常批、登泥有美事項,行政机

美没有依法亦理的。"

《中準人民共和国行政訴松法》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俎鉄提起的下all訴松:.……(三 )申清行政斎

可,行政机美拒毛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隻,或者対行IEl机 美

作出的有美行政4可的其他決定不服的。……"

(二 )不服行政在枚行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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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体投訴清求,不服以下行IEX征 1交行力。
１

■ 土地夏塁費征 1交

2 ゲ立枚占用費征 1交

3 耕地升塁費征牧

4 ゲ立枚出■収益征牧

5 ゲ声資源ネト僕費征牧

2.法定途径:行 IEA隻洪、行IEX訴淡。

3。 主要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行IEX隻洪法》《中学人民共

和国行IEA訴淡法》《中学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学人民共和

国ゲ声資源法》《土地隻塁条例》《土地夏塁条f」
ll実 施亦法》《ゲ

声資源升釆登泥管理亦法》《ゲ声資源ネト僕費征牧管理規定》等。

例:釆ゲ枚人不服規支1和 自然資源主管部日作出的ゲ立杖出

■牧益行力。咳釆ゲ枚人可在 60日 内依法向咳部11的本須人民

政府或者上一象主管部日提出行政隻洪申清,或者在 6今月内依

法向咳部11所在地有管格枚的法院提起行IEA訴淡。

主要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隻洪法》第六条“有下夕1情

形え一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俎鉄可以依照本法申清行IEA隻洪 :

(七 )汰力行政机美逹法集姿、征 1矢財物、樺派費用或者逹法要

求履行其他又券的;(十 一 )汰力行IEA机 美的其他具体行政行カ

侵犯其合法杖益的。"

《中学人民共利国行IEA訴松法》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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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人或者其他俎鉄提起的下rll訴松:(五 )対征牧、征用決

定及其ネト僕決定不服的。"

(二 )不服行政処蜀行カ

1.具体投訴清求,不服以下行政炎調行力。

1 対土地隻塁又券人泣当敷幼土地隻塁費面不毅幼的人蜀

う
４

対働造、交造不功庁枚属江や、不功声登泥江明,或者共美、

使用佛造、交造的不功声枚属江や、不功声登泥江明的人蜀
う
０ 対未姪批准檀自装■、出fll、 抵押支1抜土地使用枚的炎蜀

4

対逍反規定未完成最低勘査投入、己埜頷取勘査4可江的勘

査項目満6今月末升始施工或者施工后元故停止勘査工作満6

企月的人罰

ξ
υ

対古生物化石牧蔵単位え同未姪批准橘il、 交換、贈与其1交

蔵的重点保ゲ古生物化石的人罰

6 対要実、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法装■ゲ庁資源的人蜀

7
対逹反規定不按期毅幼 《ゲ声資源勘査区決登泥管理亦法》

《ゲ庁資源升釆登泥管理亦法》規定費用的炎罰

０
０

対立反規定在地反失害危隆区内爆破、削坂、邊行工程建浚

以及よ事其他可能31友地庚穴害活功的人蜀

ｎ
ン

対ミ反規定使用虚仮文件嶋取土地登泥或者漆次、佛造土地

登泥免江的人罰

10
対未径lll准 檀自逃行漆功勘探升友、逍裸迪釆或者拭釆的炎

罰

対未接土地使用枚出■合同規定的期限和条件升友、利用上

地的人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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う
４

対在土地オ1用 恙体規支1制 定前已定的不符合土地利用恙体規

支1碗定的用途的建筑物、杓筑物重定、

「
定的炎蜀

●
Ｄ

対ミ反規定未取得勘査♯可江檀自逃行勘査工作、超越批准

的勘査区決疱El逃行勘査工作的人罰

14 対超越批准的ゲ区疱El釆ゲ的丈蜀

15

対未接照規定対地反夫害易友区内的建没工程邊行地庚穴害

危隆性汗借,配会的地反夫害治理工程未埜聡牧或者変わ1丈

不合格,主体工程印投入生声或者使用的炎罰

16

対逍反規定元姿反江ギ或者起越共資庚等級汗可的疱曰承批

地反夫害危隆性坪借、地反欠害治理工程勘査、浚十、施エ

及監理立外的人罰

17
対古生物化石牧蔵単位不符合牧蔵条件 1丈蔵古生物化石的炎

罰

18
対不按規定淑1公ゲ山 (井 )釆ゲエ程平面国或井上井下釆ゲ

エ程対照目的人罰

19
対古生物化石牧威単位未接照規定建立対本単位1矢蔵的古生

物化石楷案的人蜀

20

対拒亀地反ゲ声行政主管部11行使栓査杖,或在被栓査叶弄

虚作仮,拒扱或琉扱地庚不境勘査、監淑1和坪介資料的,未

按叶提交或拒不提交ゲ声資源升友オ1用 情九年度扱告的人罰

つ
４

対逍反規定未取得釆ゲ寺可江檀自釆ゲ的,檀 自逃入国家規

茂1ゲ 区、対国民生済具有重要介値的ゲ区苑曰釆ゲ的,檀 自

升米国家規定実行保サ性升来的特定ゲ紳的変調

う
´

０
４

対逹反規定不か理勘査滸・T江、

梢登泥手数的炎調

釆ゲ寺・TIIE交更、延象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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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対 《土地夏塁条lll》 実施前已笙亦理建没用地手数或者頷取

釆ゲ汗可IIE,本条lll施行后墾須炊事生声建没活功造成土地

板段的土地隻塁又券人未接照規定ネト充端tll土地隻塁方条的

人調

24
対国有牧蔵単位杵其吹蔵的重点保ナ古生物化石逹法特洸、

交換、贈均分♯国有1丈蔵単位或者企人的人調

25

対辻反規定占用耕地建容、建坑或者檀自在耕地上建房、乾

砂、釆石、釆ゲ、取上等,破杯稗植条件的,或者因升友上

地造成土地荒漠化、盆漬化的丈男

26
対地庚文字汗借、治理、監理姿反単位逹反規定不及吋亦理

姿反江ギ交更、注硝手数的炎調

27

対抗舌L、 阻碍ゲ山地反不境保伊均治理悛隻工作,侵 占、振

杯、板毀ゲ山地反不境監淑1没施或者ゲ山地反不境保伊々治

理悛隻没施的人蜀

28
対単位或者企人杵其1丈蔵的重点保サ昔生物化石紫■、交換、

贈々、反押分外国人或者外国姐家的炎罰

29

対泣当編tllゲ 山地反不境保伊均治理悛夏方案而未編tll的 ,

或者植大升釆規模、交更ゲ区苑曰或者升釆方式,未重新編

十1ゲ 山地反不境保ナ均治理悛隻方案井盗原申批机美llL准 的

人調

30
対単位或者企人在生声、建浚活功中友現昔生物化石不扱告

的人調

31 対破杯或者檀自移功ゲ区疱国界粧或者地面林志的丈男

32
対辻反規定未盗古生物化石寺家汗申檀自釆掘古生物化石 ,

未杵釆掘扱告提交各案,未提交釆掘的古生物化石清単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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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虚仮清単,杵釆掘的古生物化石用千盗菅活功,故意板

段、破杯重点保サ的古生物化石以及釆掘現場的炎調

33
対未接照llL准 的ゲ山地反不境保ク均治理悛隻方案治理的,

或者在ゲ山被批准美日、日坑前未完成治理悛夏的丈蜀

34

対逍反規定以其他単位的名文或者允汗其他単位以本単位的

名文承批地皮史害危隆性坪借、地反文字治理工程勘査、没

汁、施工和監理立外的炎調

35
対逹反規定対工程建没等人力活功引友的地反文字不予治理

的炎蜀

36 対佛造地反資料或者在地反資料涯交中弄虚作仮的丈蜀

37
対逹反規定侵占、板毀、板不地反史害監淑1没施或者地反穴

害治理工程浚施的人男

38
対升釆回釆率、釆ゲ貪化率和地ゲ回1丈率逹須 2年迷不至1規

定指林要求的変調

39
対単位或者企人逍反規定,1丈蔵逹法荻得或者不能江明合法

来源的重点保伊古生物化石的人男

40 対立反規定侵占、板毀地反不境保サエ程没施、没各的丈調

41
対探ゲ枚人不接規定各案、扱告有美情況、拒免接受監督栓

査或者弄虚作仮的炎蜀

42

対Iit_反 規定在地庚実害危隆性汗借中弄虚作仮或者故意隠喘

地庚史害真実情況,在地皮実害治理工程勘査、没汁、施エ

以及監理活功中弄虚作仮、降低工程反量的人調

43 対采実或者以共他形式♯法特■土地的人調

44 対逹反規定結■房地声升友項目 (土地使用杖 )的 人蜀

45 対建浚項目施工和地反勘査皓吋占用耕地,逍期不ll■ 隻科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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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人蜀

46 対逹反規定未逃行地反不境影噛坪介的炎蜀

47
対未姪llt准友掘古生物化石、未接照批准的友掘方案友掘古

生物化石的炎蜀

48 対逹反規定釆取破杯性的升釆方法升釆ゲ声資源的人調

49 対探ゲ枚人未釆取治理悛夏措施的変調

50
対水村村民未径批准或者釆取欺瑞手段瑞取批准,♯法占用

上地建住宅的人調

51
対土地隻塁又券人未按照規定対似板毀的耕地、林地、牧単

地班行表土示1高 的人蜀

つ
‘

ξ
υ

対芸須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資源主管部11及共他有美部|]工作

人員,オ1用 取外上的便利,格固有古生物化石♯法占力己有

的人蜀
う
０

′
ヽ
υ 対ミ反規定オE不履行土地隻塁又外的炎蜀

54

対土地夏塁文券人未接照規定格土地隻塁費用列人生庁成本

或者建浚項目恙投資;土地隻塁文券人未接照 《土地夏塁条

例実施亦法》規定萩存土地隻塁費用的炎蜀

ξ
フ

く
υ

対依法1矢 回土地使用板当事人オE不 交出土地、皓叶使用土地

期満拒不リヨ透或者不接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固有土地的丈蜀

56
対檀自格水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枚出■、特性或者出租

用千♯水立定浚的人蜀

57 対逍反規定破不或者檀自政交基本水田保ゲ区林志的人蜀

58
対未盗批准或者釆取欺瑞手段瑞取批准,非法占用上地的炎

罰

対在皓Ff使用的土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杓筑物的人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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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対ゲ山企立造成資源破杯板失的人罰

61
対水村村民因irt建住宅等原因,対原有宅基地範期不夏塁 ,

或者拒不交由水村集体径済俎鉄安排使用的炎罰

62
対辻反 《土地調査条例》及 《土地調査条例実施亦法》相夫

規定的炎蜀

つ
′

‘
υ

対地反穴害坪借、治理、監理資庚単位不接規定逃行各案的

炎蜀

64

対逹反規定占用基本水日建容、定房、建次、構砂、釆石、

釆ゲ、取上、堆放固体疲井物或者よ事共他活功破杯基本水

口,毀杯稗植条件的人蜀

ξ
υ

∠
０

対土地変塁又券人オE免 、阻碍自然資源主管部11監督栓査 ,

或者在接受監督栓査叶弄虚作仮的人調

66

対土地隻塁又券人未接照規定扱告土地損毀lll汎 、土地夏塁

費用使用情況或者土地隻塁工程実施情況;土地隻塁文券人

未接照規定各案土地夏塁方案、土地隻塁規支1没十;土地隻

塁文外人未按照規定升晨土地隻塁反量控制和釆取管ゲ措施

的炎罰

67 対未変申批管理机美llL准 ,檀 自装il採ゲ枚、釆ゲ枚的人蜀

０
０

‘
υ

対因勘査、升釆ゲ声資源造成ゲ山地反不境破杯或地反失害

的人罰

69
対勘査、升采ゲ声資源和及事工程建浚等人力活動造成地庚

不境破杯或地反夫害的炎調

70
対逹反規定以承包等方式檀自杵釆ゲ杖装分他人逃行釆ゲ的

炎罰

71 対逹反規定檀自印制或者彿造、冒用勘査汗可江的人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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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対ミ反規定杵探ゲ枚、釆ゲ枚倒美牟オ1的 炎蜀

●
Ｄ

，
′ 対檀自印十1或 者佛造、冒用釆ゲ寺可江的人調

74
対未盗れヒ准或者釆取欺瑞手段瑞取批准,キ法占用上地的人

調

75
対古生物化石友掘単位未接照規定移交友掘的昔生物化石的

変調

76 対未笙批准檀自表■、出租、抵押支1抜土地使用枚的炎蜀

77 対1え力、近輸逹法釆出ゲ声品的炎蜀

78 対釆ゲ枚人在規定期限内未足額毅熱ゲ声資源ネト僕費的人調

79 対釆ゲ叔人在敷幼ネト僕費叶未按規定扱送有夫資料的丈蜀

80 対佛造、交造、紫■地反勘査資反江ギ的人罰

０
０ 対地庚勘査単位特包其承担的地反勘査項目的人罰

82
対地反勘査単位在委托方取得勘査寺可江、釆ゲ寺可江前 ,

力共邊行地反勘査活功的炎罰

つ
，
０
０ 対牧殉、近輸逍法釆出ゲ声品的変調

84
対地反勘査単位在接受監督栓査叶,不女口央提供有美材料 ,

或者拒先、阻碍監督栓査的人蜀

ξ
υ

０
０ 対地庚勘査単位出具虚仮地反勘査被告的変調

86
対地庚勘査単位允寺共他単位以本単位的銘文よ事地反勘査

活功的人蜀

87
対元淑1会資廣江ギ或淑1公仇立姿格、以欺瑞手段取得淑1会姿

庚江ギよ事淑1公活動的人調
０
０

０
０ 対未接規定保管、か工、炎理和オ1用 淑1会成果的人罰

89
対檀自建立独立坐林系銃、建立地理信息系統釆用不符合国

家林准基砧地理信息数据的炎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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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対未按規定送常地国、未林注申国号、瑞取或冒用地国常核

批准文件和中国号、未按照常核要求邊行修改、地国不符合

国家林准的人調

91
対漆改、特借、特■淑1絵姿反江ギ,未接規定亦理淑1絵姿反

交更、重新亦理和注硝手紋的炎調

92
対象茨或者佛造淑1絵成果和檀自升友、使用、特性或者向第

二方提供淑1絵成果的人調

93 対危害淑1量林志安全和使用数能的人蜀

94
対檀自隻市1、 特借、特■、硝毀秘密淑1絵成果和造成国家秘

密淑1絵成果板毀、去失、泄密不及叶上扱的丈蜀

95
対地国声品刊載片告不符合規定、檀自改交己荻得申核批准

的地国内容、提供境外互咲同地圏服券従接的人調

96 対使用未姪依法公布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人蜀

97 対檀自向境外俎鉄、今人提供未公升測絵成果的人調

98 対外国的俎鉄或者企人檀自炊事淑1絵活功的人蜀

99
対檀自特■涯交的淑1絵成果資料、未依法提供淑1絵成果資料

的人蜀

100 対檀自逃行淑1絵航空撮影与遥感的炎蜀

101 対檀自友布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炎調

102 対Iit_法 特包、分包淑1絵項目的人蜀

103
対超越姿反疱曰,以其他単位毛又或者允杵其他単位以本単

位名又八事淑1絵活功的人調

104
対友包単位格淑1絵項目友包分不具有相泣等級的淑1絵単位,迫

使淑1全単位以低子沢1会成本承包的人調

105 対未径詮銭檀自升工建没的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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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対未取得或者未接照建浚工程規支1昨可江逃行建浚的人罰

107

対使用未姪依法常核批准的地国,未対互咲同地国新増内容

瑳行核査校対,対上借林注了接照国家有美規定合有在地国

上不得表示的内容的炎蜀

０
０

ハ
υ 対淑1会成果反量不合格的丈罰

109 対不,E交 淑1公成果資料的炎罰

110
対工星早航定位基準堵定浚単位未扱各案,工星早航定位基

准堵的建浚和近行筆ゲ不符合国家林准、要求的人罰

2.法定途径:行 IEX隻洪、行政訴松。

3.主要依据:《 中準人民共和国行政隻決法》《中準人民共

和国行政訴松法》《中準人民共和国行政炎調法》《中学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中学人民共和国ゲ声資源法》《中準人民共和国

城多規支1法》《中準人民共和国淑1会法》以及 《中学人民共和国

淑1会成果管理条例》《地国管理条例》《昔生物化石保学条例》《国

上資源行政炎男亦法》《四川省淑1公管理亦法》《四川省淑1絵成果

管理亦法》《ゲ山地反不境保ヂ規定》等。

例:当 事人対規支1和規支1和 自然資源主管部11作 出的行政炎

蜀決定不服的,可在 60日 内依法向咳部11的本須人民IEX府或者

上一須主管部11提 出行政隻洪申清,或 者在 6今月内依法向咳部

11所在地有管格枚的法院提起行政折松。

主要依据:《 中準人民共和国行政隻洪法》第六条“有下列情

形え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俎鉄可以依照本法申清行政隻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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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対行政机美作出的警告、蜀款、没1交通法所得、没牧ヨト法

財物、責今停声停立、暫オロ或者吊硝4可江、哲わ或者吊硝仇照、

行政拘留等行IFX丈 調決定不服的。"

《中準人民共和国行政訴公法》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_211鉄提起的下列訴淡:(一 )対行政拘留、哲

わ或者吊硝4可江和仇照、責今停声停立、没牧竜法所得、没牧

♯法財4/m、 調款、警告等行IEX炎 調不服的。"

(四 )不服土地れ枚オト僕

1.具体投訴清求几下表。

1

対土地征牧ネト僕安畳有昇洪,女口:対市、具人民政府批准

的征地ネト僕林准和安畳方案有昇洪;対青首和地上附属物

ネト僕有昇袂等

う
ん

対土地征牧程序有昇洪,女口:対用地扱批前告知、碗汰、

嘴江程序有昇袂;対征地辻程中公告、登泥程序有昇袂等

，
，

対土地征牧決定有昇決,女口:対批准土地征1矢部11的 常批

枚限有昇袂;対批准征牧土地夫件的真実性有昇洪;対批

准文件渉及征地面釈わ苑固有昇洪等

2.法定途径:行政隻洪、行政訴松。

3.主要依据:《 中準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準人民共

和国行IFX隻洪法》《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訴松法》《中準人民共和

国水村土地承包盗菅多1分調解仲裁法》《中学人民共和国行IEX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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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法実施条例》《中学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実施条例》等。

例:被征地水民対征地ネト僕安畳有昇洪,可 向批准征地ネト僕、

安畳方案的上一致人民政府申清行IEA隻洪。対行IEX夏洪決定不服

的,透可向夏洪机美所在地有管格板的法院提起行政訴淡。

主要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水村土地承包姪菅多1分凋解仲

裁法》第二条第二款“因征牧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ネト僕友生的多‖

分,不属千水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員会的受理苑曰,可 以通ミ行IEX

隻袂或者訴淡等方式解決"。 《中学人民共和国行IEX夏洪法》第十

三条第一款“対地方各象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力不服的,向上

一須地方人民IEX府 申清行IEA隻洪"。 《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隻洪法

実施条例》第十二条“下須行IEA机美依照法律、法規、規章規定 ,

笙上須行政机美llL准作出的具体行政行力的,llL准机美力被申清

人。"

依照上述規定,被征地集体埜済俎鉄和水民対有美市、去人

民政府llL准 的征地ネト僕、安畳方案不服要求裁決的,泣 当依照行

政隻洪法律法規的規定向上一致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清。

(工 )不服典他行政行カ

1.具体投訴清求,不服以下行政行力。

1 牧回国有土地使用枚

2 対被征地当事人依法ネト僕、安畳后拒不搬辻的人理
つ
Ｊ 対阻悦国家建没征牧土地的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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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困畳土地炎畳

5

対元枚批准征牧、使用上地的単位或者企人♯法llL准 占用上地

的,超越llL准 枚限♯法批准占用上地的,不接照土地不1用 恙体

規支1碗定的用途批准用地的,或者逍反法律規定的程序批准占

用、征牧土地的人理

6 建没工程浚工規支J条件核央

7 建浚工程没汁方条常定

8 建没項目規支1条件交更

9 建没項目聡銭規支1管 理

10 控+1性洋如規支1的 tll定 均修改

2.法定途径:行 IEA夏洪、行政訴淡。

3.主要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隻洪法》《中学人民共

和国行政訴淡法》《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汗可法》《中学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中学人民共和国城多規女1法》《四川省城多規支1

条例》《成都市城多規支1条例》等。

例:建没―iF位或企人対規支1411自 然資源主管部11未依法核友

建没工程規支1核実意見ギ的,可在知道或庄当知道咳行政行力友

生え日起 60日 内,依法向咳部目的本象人民IEX府或者上一致主

管部11提 出行政隻洪申清,或者在 6今月内依法向核部|ヨ 所在地

有管格枚的法院提起行政訴淡。

主要依据:《成都市城多規支1条例》第五十五条雙 没工程浚

工后,建浚単位或者企人皮当向城多規支1主管部 1可 提交浚工実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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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浚工淑1絵面釈扱告和建浚工程楷案汰可文件等資料,申清規

支1核実。城多規支1主管部11受理申清后,鹿 当対建没工程足否符

合規支1条件、建浚工程規支1寺可江及其附国、附件的内容逃行核

共。姪核央,符合要求的,鹿 当自受理申清え日起二十日内核友

建浚工程規支1核 共意几ギ。未笙核共或者笙核共不符合規支1要求

的,不予核友建浚工程規支1核共意見ギ。"

《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隻洪法》第六条“有下rll情形え一的,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俎鉄可以依照本法申清行政隻袂:..… 。(八 )

決力符合法定条件,申 清行政机美頒友杵可江、机照、姿廣江、

資格江等江ギ,或者申清行政机美常批、登泥有美事項,行政机

美没有依法亦理的;(十 一)決力行IEX机美的其他具体行IEA行カ

侵犯其合法枚益的。"

《中学人民共利国行政訴淡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俎須汰力行政机美和行政机美工作人員的行IEX行 力侵犯其合

法枚益,有枚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松。前款所称行政行力 ,

包括法律、法規、規章授枚的俎奴作出的行政行力。"

(夫 )根属争洪

1.具体投訴清求几下表。

1 国有土地々集体土地枚属争洪

2 集体土地所有枚争洪

3 国有土地使用枚争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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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体土地使用枚争洪 (合宅基地使用枚争決 )

5 ゲ区疱国争洪

2.法定途径:行政裁決、行政碗決、行IEX隻洪、行政訴淡。

3.主要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学人民共

和国ゲ声資源法》《中学人民共和国行IEX夏洪法》《中学人民共和

国行IEA訴松法》《土地枚属争洪調査丈理亦法》《中学人民共III国

ゲ声資源法実施如ス1》 《中学人民共和国ゲ声資源勘査区決登泥

管理亦法》《土地枚属争洪凋炎亦法》《四川省ゲ声資源管理条例》

等。

例:ゲ 山企立え同升ゲ区疱曰声生争洪,由 当事人体商解決 ,

III凋不成的,由有美登泥管理机美共同的上一致登泥管理机美依

法裁決。対裁決不服的,可提起行政隻洪和行政訴淡。

主要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ゲ声資源法》第四十九条“ゲ山

企立え目的ゲ区苑目的争洪,由 当事人体商解決,llT商不成的,

由有美去須以上地方人民IEA府根据依法核定的ゲ区苑曰丈理;跨

省、自治区、宣緒市的ゲ区疱目的争洪,由有美省、自治区、宣

緒市人民政府l・I商解決,llT商不成的,由 国券院炎理。"

《中学人民共和国ゲ声資源法実施如ス1》 第二十三条“探ゲ

杖人え同対勘査疱曰友生争洪叶,由 当事人lll商解決;llT商不成

的,由勘査作立区所在地的省、自治区、宣格市人民IEX府地廣ゲ

声主管部日裁決;跨省、自治区、宣格市的勘査苑曰争洪,当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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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llT商不成的,由有美省、自治区、宣帯市人民IFA府協商解決;

休商不成的,由 国券院地反ゲ声主管部11裁決。特定ゲ科的勘査

苑曰争洪,当 事人llT商不咸的,由 国券院授枚的有美主管部11裁

決"及第二十六条“釆ゲ枚人え同対ゲ区疱曰友生争洪叶,由 当事

人llT商解決;llT商 不成的,由ゲ声資源所在地的去象以上地方人

民IEX府根据依法核定的ゲ区苑曰丈理;跨省、自治区、宣格市的

ゲ区苑曰争洪,当 事人lld商不成的,由有美省、自治区、宣轄市

人民政府llT商解決;休商不成的,由 国各院地反ゲ声主管部11提

出炎理意几,扱国券院決定。"

《中準人民共和国ゲ声資源勘査区決登泥管理亦法》第九条

“禁止任何単位和企人逃入他人依法取得探ゲ枚的勘査作並区内

辻行勘査或者釆ゲ活功。探ゲ枚人均釆ゲ枚人対勘査作並区疱曰

和ゲ区疱曰友生争次的,由 当事人llT商解決;休商不成的,由友

江的登泥管理机美中須男1高 的登泥管理机美裁決。"

《四川省ゲ声資源管理条f71》 第二十二条“探ゲ枚人、釆ゲ

枚人対勘査疱El或ゲ区苑曰友生争洪的,由 当事人llT商提出解決

意見,扱登泥管理机美決定;lld商不成的,由有美登泥管理机美

共同的上一致登泥管理机美依法裁決。"

(七 )不功オ登う已

1.具体投訴清求兄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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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汰力不功声登泥机杓及共工作人員存在登泥錯滉、不当

履取、泄露登泥資料信息等行力,損害申清人禾1益

う
´

叔利人或不1害夫系人対不功声枚江登泥内容有昇袂,女ロ

汰力登泥的界址、空同界限、面釈等登泥事項有錯浜

2.法定途径:国家賠僕、行政碗大、行IEX隻洪、行政訴松。

3.主要依据:《 中準人民共和国物枚法》《中学人民共和国

行政隻洪法》《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訴淡法》《不功声登t己暫行条

all》 《不功声登泥暫行条例実施如只|》 等。

例:当 事人在不功声登泥机杓逃行不功声登泥吋,因盗亦人

員原因出現登泥借浜,当 事人可以申清更正登泥。当事人汰力因

登泥借浜分他造成了板害,可 向核不功声登泥机杓申清国家賠

僕,也可在 60日 内依法向核不功声登泥机胸的本鉄人民政府或

者上一致不功声登泥机胸提出行政隻洪申清,或 者在 6今月内依

法向核不功声登泥机杓所在地有管格枚的法院捉起行政訴公。

主要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物枚法》第二十一条“当事人提

供虚侵材料申清登泥,給他人造成損害的,泣 当承担賠僕責任。

因登泥借浜,分他人造成損害的,登泥机杓泣当承担賠僕責任。

登泥机杓賠僕后,可 以向造成登泥借浜的人追僕。"

《不功声登泥哲行条例》第二十九条“不劫声登泥机杓登泥

借浜分他人造成損害,或者当事人提供虚仮材料申清登泥分他人

造成板害的,依照 《中学人民共和国物枚法》的規定承担賠僕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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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入 )人事オ功争洪

1.具体投訴清求兄下表。

2。 法定途径:申訴、仲裁、民事訴松。

3.主要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公券貝法》《中学人民共和

国労功合同法》《中学人民共和国労功争洪凋解仲裁法》《事立単

位人事管理条例》《労功人事争洪仲裁亦案規ス1》 《事立単位工作

人員炎分暫行規定》《中共中央俎須部人事部恙政治部美子印友

〈人事争洪丈理規定〉的通知》(国人部友 〔2007〕 109号 )、 《公

券員申訴規定 (拭行 )》 (人社部友 〔2008〕 20号 )、 《中共中央

俎須部人力資源社会保障部恙IEA治部美子修茨〈人事争洪丈理規

定)的週知》(人社部友 〔2011〕 88号 )、 《事立_iF位工作人員申

訴規定》(人社部友 〔2014〕 45号 )等。

例:規支1和 自然資源主管部日公券貝対所在机美対其作出的

人分不服,可 以自知道咳人事炎理え日起二十日内向原丈理机美

申清夏核;対隻核結果不服的,可 以自接rll隻核決定え日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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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曳1和 自然資源主管部日公券貝、事立単位人員対机美、事立単

位作出的考核結果、人事丈分等人事丈理決定不服

2

規支1和 自然資源主管部 1可 均工作人員因資立、

和条止労功合同,或者因除名、辞退和辞取、

人事争洪

履行、交更、解除

高取等友生的労功



曰内,接照規定向同鉄公券貝主管部11或者作出核人事丈理的机

美的上一致机美提出申訴;也可以不変隻核,自 知道咳人事炎理

え日起二十日内互接提出申訴。

主要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公券貝法》第九十条“公券貝対

渉及本人的下pll人事炎理不服的,可 以自知道核人事炎理え日起

二十日内向原炎理机美申清隻核;対隻核結果不服的,可 以自接

到隻核決定え曰起十五曰内,接照規定向同象公券貝主管部11或

者作出咳人事丈理的机美的上一致机美提出申訴;也可以不姿隻

核,自 知道咳人事丈理え曰起二十日内立接提出申訴:(一 )炎

分;(二 )辞退或者取消永用;(三 )降取;(四 )定期考核定カ

不称取;(五 )免取;(六 )申 情辞取、提前退休未予批准;(七 )

未接規定碗定或者オロ戒工姿、福不|、 保隆待ill;(八 )法律、法

規規定可以申訴的其他lll形 。対市象以下机美作出的申訴炎理決

定不服的,可 以向作出丈理決定的上一致机美提出再申訴。行政

机美公券員対丈分不服向行政監察机美申訴的,接照《中準人民

共和国行政監察法》的規定亦理。"

(九 )土地使用叔出社合同わゲ立叔出社合同多1分

1.具体投訴清求:規曳1和 自然資源主管部11作力出il方 均

単位、今人等受注方答資土地使用枚或ゲ立枚合同,双方声生多1

分,受■方提出投訴清求。

2.法定途径:民事訴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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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依据:《 中準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準人民共

和国ゲ声資源法》《中学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声管理法》、《中準

人民共和国物枚法》《中準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学人民共和国

民事訴淡法》《最高人民法院美子常理渉及国有土地使用枚合同

夕1分条件適用法律同趣的解朴》等。

例:国有土地受注人与規支1和 自然資源主管部11答資了土地

出il合同后,次カラ宗地現状均合同豹定的不符,可向核部11所

在地有管格枚的法院提起民事訴公。

主要依据:《 中準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声管理法》第十五条

“土地使用枚出■,泣 当答河ギ面出■合同。土地使用枚出■合

同由市、芸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11均 土地使用者笙汀"。

《中学人民共和国民事訴淡法》第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

え同、法人え同、其他俎鉄え同以及他↑]相 互え同因財声美系和

人身美系提起的民事訴松,適用本法的規定。"

二、掲友控告美

掲友盗告,是指向行政机美、司法机美等反映公民、法人或

其他俎須逍法逹究事実或提供銭索,要求依法制上、各丈或賠僕

的行力。

(― )本オ民逹法行力,妥ネ舶 |わ 自然資源主菅部「1作 出行

政走蜀

1.法定途径:行政炎蜀、行政監察、立案偵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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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準人民共

和国ゲ声資源法》《中準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声管理法》《中準人

民共和国物枚法》《中準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実施条例》《中学

人民共和国ゲ声資源法実施如只1》 《四川省 〈中準人民共和国上

地管理法〉実施亦法》《四川省ゲ声資源管理条例》《四川省地反

不境管理条例》《中準人民共和国行jFX炎 調法》《国土資源行政炎

調亦法》《土地調査条例》《逹反土地管理規定行力丈分亦法》《四

川省 〈中準人民共和国水法〉実施亦法》等。

例:挙扱未盗llL准 占用上地的,由 規裁1和 自然資源主管部 11

仇法監察机胸依法調査核実,女口銭索属実,依法逃行行政丈蜀。

女口渉及行政机美人員,対立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宣接責任人

員,由先栓監察部11依法分予行政人分。杓成犯罪的,依法移送

司法机美追究刑事責任。

主要依据:《 中準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后)第七十

七条“未盗llL准或者釆取欺瑞手段瑞取llt准 ,♯法占用上地的,

由芸象以上人民IFA府 規支1和 自然資源主管部11責今退迩♯法占

用的土地,対逍反土地不1用 恙体規支1檀 自格水用地政力建浚用地

的,限期折除在♯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定的建筑物和其他浚施,悛

隻土地原状,対符合土地不1用 恙体規支1的 ,没牧在♯法占用的土

地上新定的定筑物和其他浚施,可 以井炎蜀款;対♯法占用上地

単位的立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立接責任人員,依法分予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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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胸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土地調査条例》第二十

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七十八条有美“超

辻批准的数量占用上地,多 占的土地以♯法占用上地沿丈"“♯法

llL准 、使用的土地泣当牧回,有美当事人拒不リヨ迩的,以ヨト法占

用上地浴炎"等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美子常理破杯土地資源升1事条件具体泣用

法律若千同題的解粋》第二条第一款“逹反土地管理法規,♯ 法

占用耕地政作他用,数量較大,造成耕地大量段外的,依照 《中

準人民共和国升1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的規定,以♯法占月耕地罪

定罪炎調。"

《迪反土地管理規定行力丈分亦法》第十条“未径批准或者

釆取欺瑞手段瑞取llL准 ,♯法占用上地的,対有美責任人員,分

予警告、泥辻或者泥大量炎分;情市較重的,給予降象或者撤取

丈分;lll市戸重的,分予升除炎分。"

911:挙扱在河道内釆砂的,泣 向水行政主管部11反映,女口釆

砂疱El在 河道外由規支1和 自然資源主管部 11依法逃行調査核実

井丈理。

主要依据:《 四川省 〈中学人民共和国水法〉実施亦法》第

十八条“河道釆砂実行釆砂汗可十1度。各象水行政主管部11泣 当

接照管格枚限,根据河道行洪和堤防安全的需要,tll定 河道釆砂

(合取上、釆石 )規父1,支1定禁釆区,規定禁釆期和可釆量,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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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公告。在河道管理苑El内逃行釆砂活功,泣 当向有管轄杖

的水行政主管部11申清亦理河道釆砂4可江、敷幼砂石資源費。

砂石資源費庄当全部上敷財政,具体征牧、使用管理亦法由省財

政主管部 11、 省合格主管部11会同省水オ1主管部11、 省国上資源

主管部11+1定"及第四十一条“未亦理河道釆砂汗可江檀自在河

道采砂的,責今停止逹法行力,没牧辻法所得和ヨト法釆砂机具 ,

井炎 5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的罰款;情市戸重的,オロ押或者没

牧ヨト法釆砂船舶。不接照河道釆砂滸可的規定,在禁釆区、禁釆

期釆砂的,可依照前款規定炎欄,井可吊硝河道釆砂キ可江。"

(二 )本オ民逹法オレヒ地

1.具体挙扱事項几下表。

2.法定途径:行政炎理、行政監察、立条偵査、国家賠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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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枚批准征牧、使用上地的単位或者企人♯法批准占用上地

つ
４ 単位或者企人超越批准枚限♯法批准占用上地

つ
， 単位或者企人不按照土地利用′も体規支1碗定的用途批准用地

4 単位或者企人逍反法律規定的程序批准征牧、使用上地

5

逹法ミ規供地。主要包括:逹反有僕使用規定供鹿土地,逹反招

拍桂規定供皮土地,逹法低介供泣土地,ミ反国家供地政策供泣

土地等

6
没有新増建没用地汁支1指林檀自批准用地,或者没有新増定没占

用水用地十支1指林檀自批准水用地結用



3.主要依据:《 中準人民共和国物枚法》《中準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中学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声管理法》《中準人民共

和国オ1法》《最高人民法院美子常理破杯土地資源All事条件具体

泣用法律若千同題的解粋》《最高人民法院美子常理破杯林地姿

源刑事条件具体泣用法律若千同題的解朴》《最高人民法院美子

常理破杯草原資源Ill事条件泣用法律若千同題的解粋》以及 《逍

反土地管理規定行力炎分亦法》《国上資源行政炎調亦法》《土地

rll用 年度十支1管理亦法》《lll洪 出洸国有土地使用枚規定》《招林

拍美桂牌出■国有建浚用地使用枚規定》《支1抜用地曰永》《限tll

用地項曰曰永 (2012年本 )》 《禁止用地項目曰永 (2012年本 )》

等。

例:挙扱逍法llL地 的,由 有管格枚的規支1和 自然資源主管部

11依法炎理;対立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宣接責任人員,由 妃

栓監察部11依法分予行政炎分;杓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美

追究Ill事 責任。今当事人造成板失的,可依法申情国家賠僕。

主要依据:《 中準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前)第七十

八条 (修正后力第七十九条 )“元枚批准征 1交 、使用上地的単位

或者企人ヨト法批准占用上地的,超越オ)ヒ准枚限♯法批准占用上地

的,不接照土地rll用 恙体減 1碗 定的用途批准用地的,或者逹反

法律規定的程序批准占用、征牧土地的,其批准文件元残,対♯

法批准征牧、使用上地的宣接久貴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立接責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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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依法分予炎分;杓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升1事責任。1卜 法llL准 、

使用的土地泣当牧口,有美当事人拒不リヨ迩的,以♯法占用上地

浴炎。ヨト法批准征用、使用上地,対 当事人造成抜失的,依法泣

当承担賠僕責任。"

(二 )本オ民辻法れゲ

1.具体挙扱事項兄下表。

1 迪法批准頒友勘査浄可江

2 逍法批准頒友釆ゲ汗可江

2.法定途径:行政監察、立案偵査。

3.主要依据:《 中準人民共和国ゲ声資源法》《中学人民共

和国行政斎可法》以及《ゲ声資源勘査区決登泥管理亦法》和《ゲ

声資源升釆登泥管理亦法》等。

例:挙扱逹法常批友江的,由 有管格枚的規支1和 自然資源主

管部11或先栓監察部11依法査丈,杓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

夫追究刑事責任;不杓成犯罪的,外予行政炎分。

主要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ゲ声資源法》第四十七条“負責

ゲ声資源勘査、升采監督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員和其他有美国

家工作人員御私舞弊、濫用取枚或者玩忽取守,逍反本法規定批

准勘査、升釆ゲ声資源和飯友勘査4可江、采ゲ斎可江,或者対

逹法釆ゲ行力不依法予以制上、炎調,杓成犯罪的,依法追究Ill

事責任;不胸成犯罪的,外予行IEX充分。辻法飯友的勘査4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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釆ゲ杵可江,上象人民政府地反ゲ声主管部11有枚予以撤硝"。

(四 )千部履撃わ床渚白律

1.具体挙扱事項兄下表。

1

栓拳規支1利 自然資源部11及工作人員逹反行政妃律

的行カ

つ
‘

栓挙机支1和 自然資源部11党 貝千部逹反党的妃律的

行カ

2.法定途径:立案偵査、先律常査、行政監察。

3.主要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行政監察法》《中国共声党

妃律丈分条例》《中国共声党先律栓査机美控告申訴工作条例》

《党攻飯早千部逃抜任用工作条frl》 《党政机美房行市釣反対浪

費条例》《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美子政逃工作作八、密切咲系群∧

的八項規定》《事立単位飯早人員管理暫行規定》《美子カロ張千部

逃抜任用工作監督的意兄》《美子房行市釣反対食品浪費的意几》

《党政机美国内公券接待管理規定》《声禁千部用公款互相宴清、

贈送市ネし、ミ規消費》《城多規支1逍法逹先行力充分亦法》等。

例:挙扱規支1和 自然資源主管部11及工作人員逍反行政究

律、党内法規行力的,由規支1和 自然資源主管部11先栓監察机杓

或者当地党委、政府的妃栓監察机杓接照党貝千部管理枚限炎

理。

主要依据:《 中準人民共和国行政監察法》第二条“監察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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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人民政府行使監察取能的机美,依照本法対国家行IFk机美及其

公券貝和国家行政机美任命的其他人員実施監察"及第十八条

“監察机美対監察対象仇法、廉政、数能lll況逃行監察,履行下

列取責:(一 )栓査国家行政机美在逹守和抗行法律、法規和人

民政府的決定、命令中的同題;(二 )受理対国家行政机美及其

公券貝和国家行lEX机美任命的其他人員逹反行政先律行力的控

告、栓挙;(三 )調査丈理国家行政机美及其公弁貝和国家行IEX

机美任命的其他人員逹反行政妃律的行力;(四 )受理国家行政

机美公券貝和国家行政机美任命的其他人員不服主管行政机美

給予炎分決定的申訴,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由監察机

美受理的申訴;(五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由監察机美履行的其

他取責。監察机美接照国券院的規定,俎鉄llT凋 、栓査指早IFX券

公升工作和多1正損害群Arll益 的不正えヌエ作。"

《中国共声党妃律丈分条fal》 第六条“党俎須和党貝逍反党

章和其他党内法規,逹反国家法律法規,ミ反党和国家政策,逍

反社会主文道徳,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力,依照規定泣

当分予究律丈理或者丈分的,都必須受至1追究。"

(五 )本猥自然資源工程項目同題

1.主要挙報事項:挙扱土地整理項目、増城桂鈎項目、地

反文書防治項目等自然資源工程項目招投林走規、工程反量有同

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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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途径:行 IEX監察、行IEA炎調。

3.主要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学人民共

利国ゲ声資源法》《中学人民共和国招投林法》《中学人民共和国

招林投林法実施条fall》 《国家投資土地升友整理項目管理暫行亦

法》等。

例:挙扱工程項目招投林 1司 題,可 向招林単位提出昇洪,也

可向有枚受理的行政監督部11挙扱。

主要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招投林法》第五十一条“招林人

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羽卜斥潜在投林人的,対潜在投林人実行

政祝待邁的,張 tll要求投林人俎成咲合体共同投林的,或者限tll

投林人え同克争的,責今改正,可 以人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

蜀款"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投林人以他人名又投林或者以其他

方式弄虚作仮,瑞取中林的,中林元妓,分招林人造成損失的,

依法承担賠僕責任;杓成犯罪的,依法追究fll事責任。"

三、信息公牙美

IEA府信
`息
公升,足指行政机美庄公民、法人或其他俎奴的申

清,依法公升由其在履取辻程中tll作或者荻取的某些信息。

1.具体投訴清求兄下表。

申清有美政府信息公升,女口要求査洵土地征牧文件,要求査洵

不功声登通信息,要求査洵ゲ枚申批信
`き
,要求査尋建浚項目

規支1杵可信
`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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う
乙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_2■ 鉄汰力規支1和 自然資源部11在政府信息

公升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力侵犯共合法枚益

つ
つ 汰力規支1和 自然資源部11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升又外的

2.法定途径:信息公升、行IEX監察、行政隻洪、行政訴松。

3.主要依据:《 中準人民共和国行政隻洪法》《中学人民共

和国行政訴淡法》《中学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升条例》《不功声

登泥暫行条711》 (第 27、 28条 )、 《不功声暫行条例実施如只|》 (第

97条 )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美子常理政府信息公升行政条件若

千同題的規定》(法葎 〔20H〕 17号 )和 《国土資源部政府信息

公升工作規疱》(国 上姿斤友 〔2014〕 28号 )、 《成都市政府信息

公升規定》等。

例:申清人向市、区 (市 )去規支1和 自然資源主管部11申 清

公升建没用地呈扱材料一ギ X方案等依申清公升的JFt府信息,

規支1和 自然資源主管部11逍期不予答隻的,申清人可在 60日 内

依法向核部11的 本須人民政府或者上一象主管部11提 出行政隻

洪申清,或者在 6今月内依法向核部11所在地有管格枚的法院提

起行政訴淡。

主要依据:《 中準人民共和国IEX府信息公升条例》第五十一

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_711鉄 汰力行政机美在政府信息公升工作

中侵犯其合法収益的,可 以向上一須行政机美或者JEX府信
`息
公升

工作主管部11投折、挙扱,也可以依法申清行政隻洪或者提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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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訴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俎須汰力行政机美在政府信息公升

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力侵犯其合法収益的,可 以依法申情行政隻

洪或者提起行IEX訴淡。"

《最高人民法院美子常理政府信息公升行政条件若千同題

的規定》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俎須決力下列政府信息公

升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力侵犯其合法収益,依法提起行IEk訴松

的,人民法院泣当受理:(一 )向行政机美申清荻取政府信息,

行政机美拒寃提供或者逍期不予答隻的。"

信息公牙属性:主劫公弄

成都市規支1和 自然資源局か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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