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贤成大厦案

【案情简介】

一座当年被誉为“中华第一楼”的深圳原“贤成大厦”所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曾引

起了海内外舆论界的普遍关注，被法律界称为我国“行政诉讼第一案”。本案的发生要追溯

到 1988年。

1988年 12月，泰国贤成两合公司与深圳上海时装公司、深圳市工艺服装工业公司、
深圳开隆投资开发公司、深圳市华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方四家公司）四家中方国

有企业签订了《合作经营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的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中方四

家公司）以 12581.8l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为投资，乙方（泰国两合公司）以补偿土地使用费
1500万元及负责建房全部资金为投资，合作兴建贤成大厦；大厦建成后，甲方无偿分得
2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房产（如果地面总建筑面积不足 12万乎方米时，甲方得益分配要适
当减少，其余房产归乙方所有）；合作期限以建成大厦为期，初步确定为 5年，如大厦建成
期限提前或推后，合作公司期限也相应提前或推后，等等。1989年 3月 28日，深圳市人
民政府以深府经复（1989）180号文批准该合作合同。尔后，贤成大厦公司在市工商局注
册登记，领取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执照有效期限自 1989年 4
月 13日至 1994年 4月 13日。1990年 10月 23日，合作双方又签订了《合作经营“深圳
贤成大厦”有限公司补充合同书》。合同约定：贤成大厦建设规模为 10万平方米左右，由
于大厦面积减少，甲方同意将原合同规定的无偿分得建筑面积 25000平方米改为 11000平
方米；合作公司合作经营期限为五年；大厦计划于 1995年底前竣工；原合同与本合同不一
致的条款，以本补充合同为准，本补充合同是原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等。同年 11
月 19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以深府外复（1990）875号文批复同意该补充合同。同年 12月
15日，贤成大厦公司办理了使用深圳市深南东路地号为 H116—1地块的深房地字第
0034401号《房地产证》。该《房地产证》注明权利人是“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

1991年 11月 29日，贤成大厦正式破土动工。贤成大厦之名取自泰国贤成两合公司董
事长吴贤成的名字，项目建立之初，合作双方都踌躇满志，决意将贤成大厦建成国内最高

的“中华第一楼”。但这家泰国的合伙企业并不具备大厦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为筹集贤成

大厦的建设资金，泰国贤成两合公司执行合伙人吴贤成找香港商人王文洪，寻求借款和共

同投资。1991年 12月 11日，吴贤成与香港鸿昌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王文洪签订了一份
《股份合约》，约定双方各占泰国贤成两合公司 50％的股权，以 2亿 2千万港币为资本额，
双方共同投资兴建贤成大厦，王文洪同意以 1亿 1千万港币购入吴贤成拥有的贤成大厦物
业 50％的股权。1992年 6月，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投资各方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形成
决议，确认了以王文洪为代表的香港鸿昌公司在贤成大厦投资的事实和实际投资者的地位，

决定签订经营贤成大厦的补充合同，同意香港鸿昌公司作为外方投资者进入贤成大厦有限

公司，并报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此时，身为公司董事长的吴贤成却突然变卦，拒绝履行公司董事会的决议，拒不办理

增加香港鸿昌公司成为贤成大厦实际投资者的法律手续，也不再向大厦投资，同时与鸿昌

公司就股权纠纷提起了仲裁。1993年 12月 20日，泰国贤成两合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该机构裁定其与香港鸿昌公司签订的共同投资兴

建贤成大厦的协议无效，鸿昌公司在大厦中无实际股权。



经过认真的审查案情，1994年 8月 1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作出
裁决：1、香港鸿昌公司在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中具有实际投资，但具体投资额需深
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在裁决作出 30日内，泰方须协同中
方四家投资者办理香港鸿昌公司成为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合作者的法律手续。裁决书同时确

认，该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后，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做的审计

却是与裁决相反的结果：从财务凭据和众多的相关法律文件看不出香港公司在深圳“贤成

大厦”有限公司有投资。从香港汇入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的款项绝大多数付款人是

王文洪个人，泰方公司认为这是王文洪支付入股泰方公司的购股款，泰方公司本应收取购

股款后，从泰国再汇入深贤公司帐上，泰方公司却简化了该程序，让王文洪先生直接汇入

深圳，造成了这一重大误会。双方争执难解，所以，仲裁委的裁决被搁置。同年 9月 12日，
中方四家公司的负责人与吴贤成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之后吴便一去杳无踪影，始终没有

回应。董事长不辞而别，公司营业执照已经过期，大厦处于全面停工状态，香港鸿昌公司

投入的大量资金及中方提供的土地使用权都陷入其中。无奈之下，中方四家公司及港方投

资者伸手向政府求援。

1994年 11月 4日，深圳市工商局、外资办、规划国土局、建设局等部门及中方四家
公司、香港鸿昌公司代表召开了协调会，会议通知了泰方，但泰方代表没有到会。鉴于深

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已经过期且没有申请延期的事实，会议经各方面协调，形

成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1994年 11月 8日（188）号《关于贤成大厦复工建设问题的
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是：鉴于贤成大厦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已过期，且没有申请延期，市工

商局依法注销该公司，注销后原股东各方立即开始清产核资；中方四家公司与鸿昌国际公

司立即签署合作合同，起草公司章程，成立董事会，报请市外资办和工商局注册新的公司，

新公司合同应写明依法承担原贤成大厦公司的债权债务；新公司中，中方四家股东只出土

地，分得大厦建筑面积 24000平方米。

1994年 11月 15日，中方四家公司与鸿昌国际公司在深圳签订《合作经营“深圳鸿昌
广场”有限公司合同书》。合同约定：中方四家公司以位于深圳市深南东路地号为 H116—
1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合作公司应承担原“贤成大厦公司”在合法经营中实际产
生的债权和债务、其责任范围以原“贤成大厦公司”的注册资本额为限；等等。1994年 11
月 23日，市工商局注销了贤成大厦公司企业登记。市工商局于同日在《核准登记外商投资
企业注销的有关资料》中载明注销原因：依市政府办公厅 188号文。1994年 12月 1日，
市外资办以深外资办复（1994）976号《关于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深圳鸿昌广场有限
公司”的批复》，同意中方四家公司与鸿昌国际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深圳鸿昌广场”有

限公司合同书》。尔后，鸿昌广场公司在原贤成大厦建设的基础上兴建鸿昌广场。

1995年 1月，身在境外的吴贤成不服市工商局注销贤成大厦公司的企业登记和市外资
办《关于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批复》，以泰国贤成两合公司

和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同年，又对深圳市

工商局于 8月 1日作出深工商清盘（1995）1号《关于成立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清算组
的决定》提起了行政诉讼。

【诉讼过程】



由于本案的诉讼标的额已经超过了 1亿，所以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担任本案的一审。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于 1995年 4月 11日和 10月 25日依法立案受理，并决定合并审
理。中方四家公司和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了诉讼。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贤成大厦公司系中外合作企业。被告市工商

局注销贤成大厦公司企业登记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规定不符。被告市工商局在注销贤成

大厦公司后才决定组成清算组，对该公司进行清算业务，违反了法定程序。被告市外资办

在中方四家公司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便批准其与鸿昌国际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

“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合同书》，与法不符。因此，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市工商局注销贤

成大厦公司企业登记和决定成立清算组的行政行为、撤销被告市外资办批准成立鸿昌广场

公司的行政行为，依法应予支持。但对于原告提出两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请求，由于原

告未提出赔偿的具体数额，亦未提出相应的证据，对此不作处理。并于 1997年 8月 11日
作出一审判决，判决：

一、撤销被告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994年 11月 23日注销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
企业登记的行政行为；

二、撤销被告深圳市引进外资领导小组办公室 1994年 12月 1日深外资办复
（1994）976号《关于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批复》；

三、撤销被告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995年 8月 1日深工商清盘（1995）1号《关于
成立深圳贤成大应有限公司清算组的决定》。

本案受理费 660110元，由被告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担 330105元，被告深圳市引
进外资领导小组办公室负担 330005元。

一审判决后，深圳市工商局、深圳市招商局、中方四家公司及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

对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二审开庭前，（香港）鸿昌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经

法院准许以第三人身份参加了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豪才先生

担任审判长，与杨克佃、江必新、岳志强、赵大光、罗锁堂、胡兴儒 6位资深法官组成合
议庭审理此案。这是中国审理行政诉讼案的最强阵容。

1997年 12月 12日、12月 22日至 26日，合议庭在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庭对此案进行
了长达 6天的公开审理。庭审期间，中央各部委办、在京各大名校、有关外国使节派人旁
听了此案的审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等党政机关派了以纪委书记李统书、副市长

郭荣俊为代表的负责人参加了旁听。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境外舆论称这是中国法制史上

一个不平凡日子。

　　1998年 7月 2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

一、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粤高法行初字第 1号行政判决；



二、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深圳市招商局，依法对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深圳鸿

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有关事宜重新处理。

本案二审受理费 66010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诉人深圳市招商局、
上诉人深圳上海时装公司、上诉人深圳市工艺服装工业公司、上诉人深圳开隆投资开发公

司、上诉人深圳市华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诉人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各负担 94300元。

【诉讼争点】

一、深圳市工商局作出的注销贤成大厦公司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原告泰国两合公司、贤成大厦公司起诉称，泰国两合公司与中方四家公司合作创办贤成
大厦公司是合法的，依法办理了审批手续和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已

投人资金 1.3亿元人民币，完成了地下四层和地面五层主体工程建设。市工商局在未收到
贤成大厦公司董事长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和债权债务清算报告的情况下，根据深圳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的工作会议纪要注销了贤成大厦公司企业登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贤成大厦公司从未向市工商局提

出注销登记的申请，中方四家合作者的申请不能代表“贤成大厦”。这是因为：（1）该申
请无法人代表董事长签字；（2）该申请无企业法人盖章；（3）该申请未经主要投资者合
作方外方的同意。

  被告市工商局答辩称，深圳市工商局是依职权注销贤成大厦公司登记的。贤成大厦公司
合作经营期限已届满，工商营业执照已到期，该公司停工超过一年，不履行办理注销登记

的法律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

登记管理条例》 [1]的规定，工商机关收缴该公司营业执照，并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是合法
的行政行为，根本不存在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市工商局未能提供贤成大厦公司董事长签署的申请文件和该公司的债

权债务清算报告。被告市工商局于 1995年 1月 4日给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函中也承认
没有收取贤成大厦公司董事长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债权债务清算报告二份文件，而且

还承认“在办理贤成大厦公司的注销登记中，只是根据会议纪要的要求办理注销的”。因此，

并不无企业的注销申请。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均未明确授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未经清算和申请即可注销企业登记的

权力。深圳市工商局注销深圳贤成厦有限公司企业登记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因此，

被告市工商局注销贤成大厦公司企业登记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规定不符。

 二、深圳市外资办批复成立“鸿昌广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原告泰国两合公司、贤成大厦公司起诉称，市外资办在中方四家公司没有合法土地使用权

的条件下，批准中方四家公司与鸿昌国际公司合作，成立鸿昌广场公司取代贤成大厦公司，

使贤成大厦公司现有资产和今后应得权益被鸿昌广场公司侵占。

被告市外资办答辩称，市外资办批准成立鸿昌广场公司是在贤成大厦公司被注销的情况下



所为，批准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市外资办无权也从未批准贤成大厦公司使用的土

地给其他法人，是中方四家公司提供土地使用权与鸿昌国际公司合作，因此，原告提出有

关土地使用权的问题，与市外资办无关。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市外资办批准的中方四家公司与鸿昌国际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深

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合同书》约定：中方四家公司以位于深圳市深南东路地号为 H116—
1地块使用权作为投资。中方四家公司以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与港商合作经营项目，必须
是该土地的使用权利人。中方四家公司对该地块曾经享有使用权，但其已于 1989年 3月
28日以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泰国两合公司合作经营贤成大厦公司，双方签订
的合同已得到深圳市人民政府的批准，贤成大厦公司于 1990年 12月 15日领取了地号：
为 H116—1地块的《房地产证》，取得了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该《房地产证》载明权利
人是“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这就清楚地表明，该地块的使用权已不属中方四家公司，

而属于贤成大厦公司所拥有。中方四家公司只是贤成大厦公司合作的一方，而且合作项目

工程正在兴建。《房地产证》明确注明：“房地产权属转移、变更或改变用途，必须依照规

定程序申请办理变更登记。”贤成大厦公司拥有上述地块的使用权，中方四家公司不是该地

块的法定权利人，在未经办理变更登记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以该地块作为投资与鸿

昌国际公司合作，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市外资办在中方四家公司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

况下，便批准其与鸿昌国际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合同书》，与

法不符。

三、原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

在二审中，上诉人（原审被告）诉称，一审原告资格有缺陷。原告深圳贤成大厦公司是一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依其公司合同章程规定，公司的一切重大决策问题须经中外各方一致

同意和董事会决定后方可进行。而行使诉讼权利乃属公司行为中的重大事项，应经由中方

合作者同意或董事会决定，但董事长吴贤成在中方坚决反对的情况下仍以合作公司名义向

法院提起诉讼。显然，这一起诉不是合作公司的整体意志表示，吴贤成侵犯了中方合作者

的权利，违反了公司合同和章程。一审两原告以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未经公司董事会讨论

决定，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上诉人还在二审中提出，原深圳市外资办是受深圳市人民政

府委托对合作企业办理审批的，非本案的适格被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辩称，原告是否合格，主要是看是否有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

而且其合法权益受到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行为与结果之间有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

案深圳市工商局、招商局的三项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所以其具备原告资格。

原告资格的存在不以原告内部是否同意诉讼为条件。原告内部是否同意诉讼不影响原告资

格的构成。另外，原深圳市外资办是以自己的名义而非市政府名义独立行使审批权的，故

不是委托，外资办（现招商局）应列为被告。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泰国贤成两合公司、深

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认为深圳市工商局、原深圳市外资办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

权益，其法定代表人有权以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上诉人及第三人以被上诉人泰国贤成两

合公司、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不具备原告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深圳市外资办是

以自己的名义作出批复的，上诉人深圳市招商局提出原深圳市外资办系受委托进行审批不

是本案适格被告的理由亦不能成立。



附：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等与广东省深圳市规划国土局等行政纠纷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1）行终字第 1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公司联络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

深圳市上步工贸大厦南座 310室。
　　法定代表人：吴贤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卓伦，广东法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泰国贤成两合公司。住所地：泰国曼谷市理查德比斯克路志达

大厦 402室（402 thida building，rachadapisek rd．samsennok，huaykhwang，bankok 
10310，thailand．）
　　法定代表人：吴贤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正乾，广东正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卓伦，广东法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省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

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六号建艺大厦 12楼。
　　法定代表人：刘佳胜，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建新，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肖峋，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省深圳市外商投资局（原深圳市招商局）。住所地：中华

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上步中路 1023号市政府二办七楼。
　　法定代表人：叶民辉，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池卫国，该局公务员。

　　委托代理人：卢全章，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省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

省深圳市罗湖区桂圆路红围一巷一号。

　　法定代表人：聂振光，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红梅，该局公务员。

　　委托代理人：龙云飞，该局公务员。

　　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泰国贤成两合公司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其诉深圳市规

划国土局、深圳市外商投资局（以下简称深圳市外资局）、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

称深圳市工商局）行政赔偿一案作出的（2000）粤高法行初字第 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
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岳志强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马永欣、甘雯参加评议的

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王达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经审理查明：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泰国贤成两合公司不服深圳市工商局注销

贤成大厦公司和成立贤成大厦公司清算组的行为、深圳市外资局作出《关于设立中外合作

经营企业“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批复》的行为，曾于 1995年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1997年 8月 1日作出一审判决：一、撤销深圳市工
商局注销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企业登记的行政行为；二、撤销深圳市外资局（后改为招

商局）《关于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批复》；三、撤销深圳市

工商局《关于成立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清算组的决定》。该案上诉到本院后，本院依法组

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 1998年 7月 21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



判决，同时判决由深圳市工商局、深圳市招商局依法对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深圳鸿昌

广场有限公司的有关事宜重新处理。1996年 4月 1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刊登公告称：
“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持有的《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 0034401号）已被本院于 1995
年 6月 15日依法裁定查封。在人民法院没有依法作出解除查封之前，任何机关、任何人均
无权改变，任何机关给予办理注销、变更转让上述房地产证的行为，均属无效”。1996年
4月 15日，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把属于贤成大厦有限公司的土地变更登记在深圳鸿昌广场有
限公司名下并颁发房地产证。1999年 12月 1日，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泰国贤成两合
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令深圳市工商局、深圳市外资局

（原深圳市招商局）、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恢复原告的一切合法权益，返还原告的财产。

　　深圳贤成大厦公司，泰国贤成两合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称：深圳市工商局

注销贤成大厦、成立贤成大厦公司清算组的行为，深圳市外资局作出《关于设立中外合作

经营企业“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批复》的行为已被广东省高级人民高院和最高人民

法院判决撤销；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拒不执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将贤成大厦公

司的《房地产证》注销，并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上述行为侵犯了

贤成大厦公司的合法财产权益，其违法性已经确认。深圳市工商局、外资局、规划国土局

是共同赔偿义务机关，必须依法赔偿侵犯贤成大厦合法财产所造成的损害。贤成大厦公司

的外方泰国贤成两合公司的赔偿请求为：（1）赔偿土地使用权购置费人民币 387 403 765
元；（2）赔偿原贤成大厦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价值人民币 163 772 623．22元（土地使用
权价值不包括在内）；（3）赔偿上述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价值人民币 163 772 623．22元从
1994年 11月 23日至支付赔偿金之日的资金占用费。贤成大厦公司的中方四家公司的赔偿
请求待中方四家公司向贤成大厦公司提出后再行追加。

　　深圳市工商局一审答辩称：（1）贤成大厦公司与贤成两合公司作为本案的赔偿请求人
在诉讼主体资格上存在缺陷；（2）答辩人作出的是注销贤成大厦公司的企业登记行为和成
立该公司清算组的决定，从未与深圳市外资局、深圳市规划局共同对贤成大厦公司作出过

行政行为，因此，深圳市工商局与上述两机关不是共同赔偿义务机关；（3）深圳市工商局
作出的两个行为没有对贤成大厦公司的财产如土地使用权、贤成大厦在建工程作过任何处

置，更未占有该公司的任何财产，原告的赔偿请求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

回原告所有赔偿请求。

　　深圳市外资局一审答辩称：（1）深圳市外资局收到原告的赔偿请求书后，先要求原告
补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及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后又于 1999年 10月 12日复
函原告，要求其依法提出行政赔偿，原告均置之不理，因此，未经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处理，

原告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赔偿诉讼，违反了国家赔偿的法定程序；（2）深圳市外资局与深
圳市工商局、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没有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更没有因共同行使职权给原告造

成财产损害，因此应当对原告的赔偿诉讼请求依法裁定驳回。

　　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一审答辩称：（1）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将贤成大厦公司的土地使用权
转让给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至今未被依法确认；（2）在深圳市规
划国土局的行为未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前，原告单独提起赔偿诉讼，违反《国家赔偿法》

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3）原告认定的违法事实与深圳市规划国土局
无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三个撤销”的判决是对原告与本案其他两

被告的行政纠纷案件的判决，并不涉及深圳市规划国土局的行为，对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没

有拘束力；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及公告，是法院对原告与本案

其他两被告的行政纠纷案作出的诉讼保全措施，并不是对深圳市规划国土局的行政行为司

法审查后的确认。因此，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并不存在违法行为，深圳市规划国土局的行为

在未经有权机关依法确认为违法之前，原告单独提出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原告起诉认为三被告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请求判决三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具体行

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根据上述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实施行政行为造成

损害，才能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本案三被告实施的行政行为是：（1）深圳市工商局
1994年 11月 23日注销贤成大厦公司企业登记的行为；（2）深圳市工商局 1995年 8月 1
日作出的深工商清盘（1995）1号《关于成立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清算组的决定》；
（3）深圳市外资局 1994年 12月 1日作出的深外资办复（1994）976号《关于设立中外合
作经营企业“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批复》；（4）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将贤成大厦公司
的《房地产证》注销，并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行为。其中，行为

1、2是由深圳市工商局作出的，行为 3是由深圳市外资局作出的，行为 4是由深圳市规划
国土局作出的。由于本案原告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分别是由深圳市工商局、深

圳市外资局、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各自在不同的时间行使自己的行政职权作出的，而非三被

告共同行使行政职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原告以深圳市工商局、深圳市外资局、

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提起赔偿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

法》第七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一审

三个被告不是共同赔偿义务机关，故不能作为共同被告。因此，原告以三被告为共同被告、

共同赔偿义务机关起诉请求赔偿，不符合起诉条件，对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

　　另外，一审原告起诉主张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作出的将贤成大厦公司的《房地产证》注

销，并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行为已被确认违法，理由是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 1996年 4月 14日的公告已宣判深圳市规划国土局的行为违法。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原告这一主张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有

关规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1996年 4月 14日作出的公告的内容为：“深圳贤成大厦有
限公司持有的《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 0034401号）已被本院于 1995年 6月 15日依法
裁定查封。在人民法院没有依法作出解除查封之前，任何机关、任何人均无权改变，任何

机关给予办理注销、变更、转让上述房地产证的行为，均属无效”。该公告是一项具有普遍

约束力的行为，只是声明任何机关变更、转让贤成大厦公司房地产证的行为无效，但该公

告本身并不是对公告后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上述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确认文书，因此，原告

主张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公告是对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上述行为违法性的确认，理由不能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

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但深圳市规划国土局的行为未经法

定程序确认为违法，原告直接起诉要求赔偿该行为造成的损失，不符合上述规定，依法应

当予以驳回。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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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作出（2000）粤高法行初字第 2号裁定，驳回原告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泰国贤成两合
公司的起诉。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泰国贤成两合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泰国贤成两合公司上诉称：（1）三被上诉人共同行使
职权，互相配合，其结果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贤成大厦在建工程和土地使用权

价值人民币 8．29亿的财产被侵占。《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
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

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这里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并非指同一时间共同



行使同一职权，因此，一审裁定违反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予撤销。（2）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已经确认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注销、变更土地使用证的行为无效，原告起诉规划国土局

符合法律规定。

　　被上诉人深圳市工商局答辩称：（1）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和泰国贤成两合公司在诉讼主
体资格上存在缺陷；（2）一审裁定完全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被上诉人
深圳市外资局答辩称：（1）上诉人认为三个被上诉人共同行使行政职权，侵害其巨额财产
利益，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上诉人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应当变更为深圳贤成
大厦有限公司清算组。被上诉人深圳市规划国土局答辩称：（1）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从未与
深圳市外资局、深圳市工商局共同行使职权、共同对上诉人作出行政行为，因而不是共同

赔偿义务机关；（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公告不是对深圳市规划国土局的行为是否合法
有效的确认文书。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关于“两个以上行

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二款关于“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

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

偿义务机关”的规定，本案三被上诉人没有共同行使行政职权，上诉人将三被上诉人列为

共同赔偿义务机关违反了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1996年 4月 14日，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刊登公告称：“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持有的《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

0034401号）已被本院于 1995年 6月 15日依法裁定查封。在人民法院没有依法作出解除
查封之前，任何机关、任何人均无权改变，任何机关给予办理注销、变更转让上述房地产

证的行为，均属无效”。1996年 4月 15日，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把属于贤成大厦有限公司的
土地变更登记在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名下并颁发房地产证。尽管深圳市规划国土局的这

一行为违反了法院公告的内容，但赔偿义务机关的确认程序是法律规定的必经的法定程序，

法院公告不能替代赔偿义务机关的确认程序。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泰国贤成两合公司

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关于“赔偿义务机

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

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的规定以及法发（1997）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四条第二款关于“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

的规定。

　　综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经本院审

判委员会讨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

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岳志强 
代理审判员　马永欣 
代理审判员　甘　雯 

二 00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　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