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占祥诉铁道部 2001 年春运价格上浮案
【基本案情】
国家计委（现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依据铁道部报送的《关于报批部分旅客列车政
府指导价实施方案的函》（铁财函[2000]253 号），于 2000 年 11 月下发了《关于部分旅客列
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问题的批复》（计价格[2000]1960 号），批准对铁路部分旅客列车运
价实行政府指导价，允许客流较大线路和春运、暑运、“五一”、“十一”等主要节假日期间，
客运繁忙线路的铁路旅客列车票价适当上浮；允许部分与高速公路平行、竞争激烈及其他
客流较少线路列车票价常年下浮，对团体购票旅客、提前购票旅客等实行下浮，同时规定
了浮动幅度、审批权限等。并在 2000 年 12 月同意由铁道部颁发铁路旅客票价表，作为旅
客列车实行浮动票价的中准价（计办价格[2000]931 号）。
铁道部依据国家计委的上述《批复》，发出《关于 2001 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
票价上浮的通知》，通知规定：节前（1 月 13 日至 22 日）自广州（集团）公司、北京铁路
局、上海铁路局始发，节后（1 月 26 日至 2 月 17 日）为成都、郑州、南昌、上海铁路局
始发的部分直通客车票价上浮，其中新型空调列车上浮 20％，其他列车上浮 30％。除夕、
正月初一、初二不上浮。儿童、学生、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票价不上浮。
河北省石家庄市居民乔占祥购买了 2001 年 1 月 17 日 2069 次从石家庄到磁县的车票、
2001 年 1 月 22 日 2069 次从石家庄到邯郸的车票。第一张车票比涨价前多支出了 5 元票价，
第二张车票比涨价前多支出了 4 元票价。据此，乔占祥认为铁道部关于 2001 年部分旅客列
车涨价的通知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于 2001 年 1 月 18 日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就不服铁
道部的《通知》向铁道部申请行政复议，尔后，在铁道部作出维持涨价通知的复议决定后，
并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受理此案，并作出判决；乔占祥对一审
判决不服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作出了维持判决。
【复议诉讼过程】
一、复议及复议申请情况
（一）复议当事人
1．复议申请人：乔占祥，系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2．被申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3．第三人：北京铁路局、广州铁路局、上海铁路局。
（二）复议请求
1．撤销被申请人于 2001 年 1 月 4 日公布的 2001 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
上浮的行政行为；
2．审查被申请人作出上述行政行为的依据——国家计委关于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
府指导有关的问题的批复不合法，并予以撤销。
（三）主要理由
1．火车票价不是市场调节价，而是政府定价，被申请人没有权力上浮票价；
2．依照《价格法》第 18 条的规定，火车票价是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和重要的公益服
务价格，属于政府定价的范围。依据《价格法》第 20 条的规定，火车票价应当按照规定经
国务院批准。未经国务院批准，被申请人擅自上浮票价是违法的；
3．依据《价格法》第 23 条的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益性服务价格、公用
事业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
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而被申请人没有依法举行听
证会。

二、复议决定情况
（一）事实与理由
1．申请人没有提供在 2001 年春运期间乘坐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票价
上浮列车的证据；
2．国家计委已报请国务院同意，才下发了批复；
3．铁道部按《价格法》第 22 条的规定，作了调查研究和论证工作，听取了社会各界
和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复议决定内容
维持铁道部关于 2001 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
三、诉讼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1．原告：乔占祥，系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2．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3．第三人：北京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
（二）诉讼请求
1．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铁复议[2000]1 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责令被告依法履行《行
政复议法》第 26 条规定的审查及转送的法定职责；
2．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关于 2001 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
（三）原告理由
1．被告向第三人等有关铁路局发出的通知侵犯了我及广大旅客的合法权益；
2．被告的通知缺乏法律依据，不仅内容失当，而且程序违法：第一，依据《铁路法》
第 25 条、《价格法》第 20 条的规定，制定火车票价应当经国务院批准，但被告决定于
2001 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票价上浮未经国务院批准，只是有国家计委的批复；第二，
依据《价格法》第 23 条的规定，国家计委应当召开火车票价上浮的价格听证会，但被告未
提供此次票价上浮举行听证会的有关文件、资料及事实根据。
3．在申请复议时，一并提出了国家计委批复的不合法性，请求予以审查，但复议决定
书却未予审查，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
（四）被告答辩意见
1．请求裁定驳回对《通知》的起诉。理由为《通知》是针对不特定的对象发布的，且
是可以反复适用的抽象行政行为，故依法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2．请求裁定驳回对《复议决定》的起诉。理由为《复议决定》是维持《通知》的行为，
依据《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原告不能对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行为诉讼。
3．请求依法支持《通知》行为。理由为计委的《批复》是经过国务院审判的，其批复
内容未超越权限，不符合转送条件。被告依据该批复作出的《通知》是合法的，未侵害原
告的权益，且该通知与原告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五）第三人陈述意见
北京铁路局以被诉行为没有强制力、是抽象行政行为，且乔占祥不具有原告资格、没
有诉权等为由，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上海铁路局以《通知》合法合理为由请求判决维持；第三人按照《通知》实施涨价的
行为属于铁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其合法权益应予法律保护。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以《通知》合法为由请求判决维持；第三人的铁路运输经营行
为合法，应予保护。

附：
乔占祥诉铁道部铁路旅客票价管理案

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行初字第 149 号。
二审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高行终字第 39 号。
案由：铁路旅客票价管理行为案。
诉讼双方
原告（上诉人）：乔占祥，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法定代表人：傅志寰，部长。
委托代理人：刘莘，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
委托代理人：张长江，北京市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期间改为北京市国源律师事
务所律师）。
第三人：北京铁路局。
法定代表人：李树田，局长。
委托代理人：朱敏，北京铁路局干部。
第三人：上海铁路局。
法定代表人：陆东福，局长。
委托代理人：沈国平，上海铁路局干部。
第三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正清，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唯真，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干部。
审级：二审。
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林民华；代理审判员：强刚华、何君慧。
二审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王振清；审判员：吉罗洪、何谢忠。
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01 年 11 月 5 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2 年 2 月 27 日。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2000 年 12 月 21 日被告向第三人发布了“关于 2001 年春运期间
部分旅客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原告认为该通知侵害其合法权益，向
被告提起行政复议。2001 年 3 月 19 日被告对原告作出铁复议（2001）1 号“行政复议决
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维持了“通知”。
原告诉称：（1）“通知”的作出违反法定程序。依据《铁路法》
、《价格法》有关规定，
制定火车票价应报经国务院批准，而被告未经该程序报批。同时，依据《价格法》有关规
定，票价上浮应召开价格听证会，而被告未召开听证会。故请求判决撤销“通知”。
（2）依据《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其在对“通知”申请复议时，一并提出了对国家
计委计价格（2000）1960 号批复（以下简称“计委批复”）的效力予以审查或转送有关部
门审查的请求，但被告未予转送，故要求判令予以转送。

被告辩称：（1）请求裁定驳回对“通知”行为的起诉。理由为“通知”是针对不特定
的对象发布的，且是可以反复适用的抽象行政行为，故依法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2）请求裁定驳回对“复议决定”的起诉。理由为“复议决定”是维持“通知”的行
为，依据《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原告不能对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行为提起诉讼。
（3）请求依法支持“通知”行为。理由为“计委批复”是经过国务院审批的，其批复
内容未超越权限。被告依据该批复作出的“通知”是合法的，未侵害原告的权益，且该通
知与原告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第三人述称：北京铁路局以被诉行为没有行政强制力，是抽象行政行为，且乔占祥不
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没有诉权等为由，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海铁路局以“通知”合法合理为由请求判决维持；第三人按照“通知”实施涨价的
行为属于铁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其合法权益应予法律保护。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以“通知”合法为由请求判决维持；第三人的铁路运输经营行
为合法，应予保护。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 年 11 月 8 日，国家计委以计价格
（1999）1862 号文件向国务院请示关于对部分旅客列车运价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有关问题。
在该请示中请示了“允许部分铁路客运票价适当浮动”，包括“允许客流较大线路、经济发
达地区线路和春运、暑运、节假日客运繁忙线路的铁路旅客票价适当上浮”等问题。并请
示拟将原由国务院行使的制定和调整铁路客运票价的审批权部分授予国家计委的有关问题，
包括“跨局行驶的旅客列车，由铁道部负责确定浮动的区域、线路和时间，报国家计委批
准后实施”等请求授予权限的问题。1999 年 11 月，国务院以（1999）办 2921 号批复批准
了该请示。2000 年 7 月 25 日，被告根据国务院批准的计价格（1999）1862 号请示，以铁
财函（2000）253 号“关于报批部分旅客列车政府指导价实施方案的函”向国家计委上报，
拟定对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中包括在春运期间实行票价上浮的有关实施方案，
如涨价起止时间、涉及的铁路局、涨价条件及幅度等。2000 年 11 月 8 日，国家计委依据
国务院的授权，以计价格（2000）1960 号“关于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问
题的批复”批准了被告的上述实施方案。2000 年 12 月 21 日，被告根据国家计委计价格
（2000）1960 号批复作出“通知”。该通知确定 2001 年春节前 10 天（即 1 月 13 日至 1
月 22 日）及春节后 23 天（即 1 月 26 日至 2 月 17 日）北京、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集
团）公司等始发的部分直通列车实行票价上浮 20％—30％。为此，原告于 2001 年 1 月 17
日、22 日分别购买的 2069 次列车到磁县、邯郸的车票共计多支付 9 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国家物价局关于颁布“国家物价局有关部门分工管理价格的重要商品和交通运输目录”。
国家计委“关于对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的请示”（计价格（1999）1862 号）。
国务院对国家计委（1999）1862 号请示的批复（国办（2921）号）。
国务院办公厅《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办发（1993）81 号）。
铁道部“关于报批部分旅客列车政府指导价实施方案的函”（铁财函（2000）253 号）。
国家计委对铁道部（2000）253 号“实施方案”的批复，即“关于部分旅客列车票价
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问题的批复”（计价格（2000）1960 号）。
国家计委办公厅讨办价格（2000）931 号“关于颁布铁路旅客票价有关问题的复函”。
铁路旅客运输管理规程之旅客票价表。
乔占祥在提起行政复议时提供的 1 月 17 日石家庄开往磁县、1 月 22 日石家庄开行邯
郸火车票各一张。
铁复议（2001）1 号“复议决定”。

被告出具的收到原告提交的两张火车票的收据。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认为：“通知”是针对有关铁路企业作
出并没定和影响有关铁路企业经营权利和义务的行为，故应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对其提
起的行政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原告作为购票乘客，虽不是该行为所直接指向
的相对人，但因有关铁路企业为执行“通知”而实施的经营行为影响到其经济利益，使其
与该行为间产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其有权就“通知”提起行政诉讼。被告和第三人所
提“通知”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对其提起行政诉讼及乔占祥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意
见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被告所作的“复议决定”，因其认定的事实、适用的依据、论述的理由及复议的结论均
与原行政行为相一致，没有改变或作出新的行政行为。故应认定该“复议决定”是维持原
行政行为的行为。原告对其不服，应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对原行政行为
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坚持对“通知”和“行政复议”同时提起行政诉讼的请求缺乏法律依
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确认被告不当履行复议职责的请求，因复议行为不属于本案
审查范围，故该请求本院不予审理。
根据《铁路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条，《价格法》第五条等的规定，被告有对全国铁
路客运价格调查拟定和管理实施的法定职责。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全国范围
内的人口流动数量越来越大，致使历年春节期间铁路旅客运输量骤增、骤减的状况越来越
突出，在一些重点城市已经造成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调整和缓解春运期间客运量
与铁路运能的突出矛盾，是保证铁路客运正常发展的客观需要。为此，被告根据《价格法》
第二十一条“制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依据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社会平均成本和
市场供求状况、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社会承受能力，实行合理的购销差价、批零
差价、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的规定，依职权拟定的“通知”包含了市场需求、地区差别、
季节变化和社会承受力等因素，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及客运市场的价值规律。但是，由于铁
路客运价格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属于国家重要的服务性价格，为保证其统一和规范，
保证国家和广大群众的利益，客运价格依法纳入了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范畴，其制定和
实施均应当经过法定程序申报和批准。被告作出的 2001 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价格上浮
的决定，是经过有关程序作出的，即被告经过有关市场调查、方案拟定、报送国家计委审
查，国家计委在国务院授其批准的权限范围内予以批准，被告依据国家计委的批准文件作
出“通知”的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原告认为被告所作的“通知”未经国务院批准，
被告未能提供已组织价格听证会的证据，因而应判定被诉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请求缺
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依据《价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主持价格听证会不属于被
告的法定职责，故该诉并不涉及价格听证及其相关问题。原告据此认为被告所作“通知”
程序违法，要求予以撤销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
（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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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第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
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五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审诉辩主张
上诉人（原审原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通知”，判决确认被告在复议中
未履行转送职责的行为违法。

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同意一审判决。
二审事实和证据
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基本相同。
二审判案理由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铁道部所作“通知”是铁路行政主管
部门对铁路旅客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行为对于铁路经营企业和乘
客均有行政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上诉人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是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的。但在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的同时一并请求确认复议机关不履行转送的法定职责，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且其在
复议申请中亦未提出转送审查的请求，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该项请求并无不当。
同时认为，铁路列车旅客票价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政府指导
价或者政府定价。铁路列车旅客票价调整属于铁道部的法定职责。铁道部上报的调价实施
方案所依据的计价格（1999）1862 号文已经国务院批准，其所作“通知”是在经过市场调
查的基础上又召开了价格咨询会，在向有权机关上报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并得到了批准的
情况下作出的，应视为履行了必要的正当程序。虽然《价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制定关
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但由于在铁道部制定“通知”时，国家尚未建立和
制定规范的价格听证制度，要求铁道部申请价格听证缺乏具体的法规和规章依据。据此，
上诉人请求确认“通知”的制定程序违法并请求撤销的理由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二审定案结论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
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