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公司定于2020年12月22日上午10

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艺术品一

批。（详见拍卖清单）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

及规定数额竞买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

竞买手续。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不

成交者竞买保证金于拍卖会后三个工作

日内无息退还。

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12月21日下

午4时

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2-2953666

15836385555

报名地址:安阳市北关区韩陵路7号

网 址：www.yanhepm.com

河南省言和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9日

拍 卖 公 告
河南省永全浮风光发电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2014

年 7月11日公安机关立案打

击，2019年3月15日经卫辉市

人民法院审结，司法机关共追

缴涉案资金443.2万元，所追

缴资金已于2020年1月7日前

全部清退兑付集资参与群众，

现予以结案。

特此公告

卫辉市处非办

2020年12月9日

结 案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12月16

日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废旧电
子设备一批。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12月14日至
15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竞买保证金1000
元整（以实际到账为准）到我公司办理竞买
手续，如竞买不成功保证金如数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及地点：2020年12月14日
至15日在标的物所在地

咨询电话：0375-2685777
18237550389

公司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建材
大世界临街综合楼东单201室

公司网址：www.yhtpm.com
市场监督电话：0375-2832661

河南裕恒泰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拍卖行业A级企业）

2020年12月9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 12月 17日 10

时在本公司公开拍卖：开封田威生物化学

有限公司所有的机器设备一批，有意竞买

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并缴纳保证金10万元

到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不成功

者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

公司地址：开封市大梁路东京国际5

号楼6号营业房；

报名及展示时间：2020年12月15日

至16日17时；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咨询电话：13849158445

0371-25985722

工商监督电话：23988841

河南公信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9日

拍 卖 公 告
河南省天中励学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1700MA46BCCP3F）：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驻人社监察令字
[2020]第64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内容如
下：你单位拖欠王刘周工资8900元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
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责令你公司：
在收到本责令书之日起三日内结算支付王刘
周的工资。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
为送达。如果逾期拒不履行本责令限期改正
通知书的，我局将对你单位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和行政处理决定。

驻马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12月9日

通 知

202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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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法院耕地保护典型行政案例选登全省法院耕地保护典型行政案例选登

扫码看更多案例扫码看更多案例

王某某诉安阳市
文峰区国土资源局行
政处罚案

案例
1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原告王某某未经
批准在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马
束庄村南占用470平方米耕地建设
住宅。被告安阳市文峰区国土资
源局认为原告非法占用土地建设
住宅的行为违法，于2018年7月17
日向其送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
知书。原告继续施工，其间被告执
法人员多次制止。2018年8月15
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原告不服
该行政处罚决定，提起本案行政诉
讼。

裁判结果及理由

安阳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原告不符合分户新建住宅的条
件，其未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占用 470 平
方米土地建房，存在违法占地建
设住宅的行为，被告作出行政处
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
正确，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
求。原告王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
起上诉。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使用土地
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
地。”本案中，原告占用的土地为耕
地，耕地不能直接用于非农业建
设，确实需要变更为建设用地的，
应当依据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
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农村
村民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同时要
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并经过法
定审批程序。本案作为一起典型
的农村村民违法占用耕地建房的
案例，将法律相关规定以真实事例
的形式展示出来，让广大农村村民
对法律规定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
具有较强的警示作用和教育意义。

案例
2 某公司诉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郑州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处罚及行
政复议案

基本案情

2018 年 12 月 3 日，被告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原郑州市国土资源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2014 年至 2017 年，原告某公司在未经有权人民
政府批准情况下，擅自占用土地 2 万平方米（其中耕
地面积 1.52万平方米）建房的行为，违反土地管理法
有关规定。根据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决定责令原
告 15 日内退还非法占用的 20071.99 平方米土地，作
出了相关行政处罚。2018年 12月 12日，原告向被告
郑州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 1月 23
日，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行政处罚决
定。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及理由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在未依
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情况下占用集体土地进行
建设，违反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至2018年7月被告立
案查处时，原告仍未依法补办相关土地使用及规划手
续，被告责令原告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并作出行政
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行政程序合法，
适用法律正确，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某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企业发展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
使用国有土地。案涉土地并没有取得河南省人民政
府的征地批复，土地性质仍是集体土地。原告在未
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下，擅自占用案涉土地进
行建设，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证据充分，程
序合法。人民法院以此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
求并无不当。实践中，一些企业急于推进项目建设，
在未办理征地审批手续、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情况下，擅自占用集体土地建设，在合理期限内仍不
能补办用地手续的，终将面临法律惩处。

案例
3 李某某诉清丰县人民政府、
清丰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占地行
为违法及赔偿案

基本案情

2017年 2月 18日，清丰县城关镇李家庄村
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清丰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签订
租地协议，将 91.5 亩土地用于建设易园公园。
其中包含原告李某某承包的1.55亩土地。2017
年3月，案涉土地上的附着物被清除。2018年1
月，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占用
其承包地的行为，并责令被告恢复土地原状。

裁判结果及理由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占用
原告承包地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应确认其占用原
告承包地的行为违法。但因案涉土地被占用后
用于易园公园建设，且易园公园已经建成，恢复
土地原状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已
不具有恢复原状的现实可能性，故对原告提出
的将案涉土地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不予支
持。判决：一、确认被告城关镇政府占用原告案
涉土地的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
求。本案一审判决后，各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修正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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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乡（镇）村公共设置和公益事业建
设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须经依法批准。
本案中，被告城关镇政府以与村委会签订租赁
协议的方式使用集体土地建设公园，占用使用
集体土地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违反法定程
序。本案确认被告城关镇政府占用土地行为违
法，对强化促进行政机关清楚认识、依法行政，
增强人民群众对依法保护耕地重要性的认识具
有积极作用。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建芳/整理）

其他4起案例概览

案例案例44 张某诉扶沟县人民政府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案张某诉扶沟县人民政府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案
案例案例55 杨某某等杨某某等55人诉淇县人民政府人诉淇县人民政府、、淇县朝歌街道办事处淇县朝歌街道办事处、、淇县朝淇县朝

歌街道办事处南杨庄村村民委员会违法占地及行政赔偿案歌街道办事处南杨庄村村民委员会违法占地及行政赔偿案
案例案例66 某合作社诉灵宝市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案某合作社诉灵宝市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案
案例案例77 孟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执行张某某行政处罚案孟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执行张某某行政处罚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