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军诉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六横管理委员会
要求履行行政补偿法定职责案
——渔业捕捞权行政补偿的法律救济
吴胜顺
关键词：渔业捕捞权

海域使用权 用益物权

行政补偿

【要点提示】
1. 渔业捕捞权和海域使用权都属于用益物权，但前者不具有排他性，而后者具有
排他性。行政机关在捕捞许可证记载的同一场所，将海域使用权批准给他人使用，排
斥或者限制了渔业捕捞权的行使，损害渔业捕捞权人权利或者权益的，渔业捕捞权人
有权获得补偿。
2. 行政补偿主体一般与作出合法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一致，即谁作出行政行为，
就由谁实施补偿；其他行政机关根据与用海项目施工单位签订的协议约定，领取补偿
款并向渔业捕捞权人发放，并未创设行政管理职权，也不是行使行政权力、履行行政
管理职责的行为，不是渔业捕捞权的行政补偿主体。
3. 渔业捕捞权人提起行政补偿诉讼，除需要具备行政诉讼一般要件外，还需要根
据此类行政补偿案件的特点，满足不同诉讼类型的一些特别要件。不具备起诉要件的，
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百二十一条 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
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
偿。
第一百二十二条 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二十三条 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
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八条 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
申请的证据。……
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
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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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三条 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
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原告未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裁
定驳回起诉。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
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

【基本案情】
原告：郑军
被告：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六横管理委员会（简称六横管委会）
郑军系“浙普渔 011599”船所有人，该船取得了（浙普）船捕（2015）HY-100084
号渔业捕捞许可证，船籍港普陀，作业场所本县 A 类渔区。因国电舟山普陀 6 号海上
风电场 2 区工程建设及运行，国电电力浙江舟山海上风电开发有限公司（甲方，简称
风电公司）与六横管委会（乙方）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签订《国电舟山普陀 6 号海上
风电场 2 区工程涉海海域渔业政策补偿费用协议书》，约定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包括涉
海海域渔船、渔民损失和乙方工作经费在内共计 1500 万元，由乙方负责落实各项政
策补偿。随后，六横镇人民政府对小型渔船生产情况进行了调查，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召开由各渔船管理服务站站长、涉渔村（社）主要负责人等参加的会议，对补偿方
案进行研究，确定了补偿办法及具体每船的补偿金额。郑军的补偿款确定为 20.16 万
元，已汇入渔业股份经济合作社账户由其具体发放，但未领取。2016 年 12 月 15 日，
舟山市人民政府根据风电公司海域使用申请，作出舟海权通[2016]5 号《海域使用权
批准通知书》，批准该公司位于普陀区横岛东南侧海域的国电舟山普陀 6 号海上风电
场 2 区工程用海，用海面积为 270.6020 公顷，用海方式为透水构筑物和海底电缆管
道用海，用海类型为工业用海—电力工业用海，用海期限为 30 年。郑军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舟山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涉案海域使用权
批准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简称《海域使用管理法》）《浙
江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侵犯了其自主生产经营权，给其造成巨大的经
济损失，请求判决确认舟山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舟海权通[2016]5 号《海域使用权批准
通知书》对国电舟山普陀 6 号海上风电场 2 区工程项目的海域使用批准行为违法。舟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海域使用许可并不实质侵害渔业捕捞被许可人依法
享有的从事渔业捕捞活动的权利，郑军主张被诉海域使用批准行为侵害其自主生产经
营权，其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缺乏法律依据，其提起的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
的起诉条件，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作出（2017）浙 09 行初 18 号行政裁定，驳回郑
军的起诉。郑军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因郑军的渔业捕
捞权受到风电公司海上风电场工程建设项目的影响，依法享有获得补偿的权利，被诉
海域使用权批准行为并不受同一海域渔业捕捞权存在的影响，郑军对被诉海域使用权
批准行为提起诉讼，实质性诉求是要求解决因渔业捕捞权受到影响所产生的补偿问
题，其对被诉海域使用权批准行为提起诉讼，对解决其实质性补偿诉求并无实际意义，
如其对补偿标准有异议可依法另行寻求救济，遂于 2018 年 5 月 20 日作出（2018）浙
行终 204 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9 年 4 月 17 日，郑军向六横管委会提出履职申请，要求就因海上风电项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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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捕捞权造成的影响与其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履行补偿安置义务。
2019 年 6 月 6 日，郑军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称：2016 年 12 月，原告
在其住所地发现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人民政府的《通告》
，内容为普陀区六横东南海域（大
尖苍岛东南）海上风电场即国电电力海上风电场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已施工，要求各
作业渔船不要在此项目涉及海域从事渔业生产。原告的渔船已经在此项目涉及海域从事生
产作业多年并依法取得了政府许可，
“国电舟山普陀 6 号海上风电场 2 区工程项目”严重影
响了原告的渔业捕捞权，致使原告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给原告造成了 128.92 万元的直
接损失。被告六横管委会作为涉及海域的行政机关已与风电公司就补偿事宜签订了协议，
且风电项目补偿款项已支付到位，原告依法享有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可是，被告无视原
告的合法权益，迟迟不与原告签订补偿协议、履行补偿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
（简称《物权法》
）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二条和《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之相关规定，被告侵犯了原告的自主生产经营权，请求判令被告六横管委会履行补偿义务，
向原告支付各项补偿费用 128.92 万元。
被告六横管委会辩称：一、2016 年 11 月 30 日，六横镇人民政府在“国电舟山普陀 6
号海上风电场 2 区工程项目”经合法审批后准备施工时，为避免周边渔民因施工作业带来
影响，曾发布《通告》
，告知作业渔船不要在周边海域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以减轻安全隐患。
“国电舟山普陀 6 号海上风电场 2 区工程项目”系合法审批项目，
（2018）浙行终 204 号案
件对此有充分阐述，原告是知情的。二、
“国电舟山普陀 6 号海上风电场 2 区工程项目”的
施工在周边海域对作业渔船可能带来的经济上的影响，被告在与各相关渔社、渔船管理单
位及部分渔船老大代表多次商讨论证的前提下，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出台了《六横镇关于
风电场海域涉及渔船补偿办法》
，施工所涉海域可能受影响作业船只共计 141 艘，除原告等
4 艘代表未签约外，其余 137 户均已签订了《渔船作业海域退让补偿协议》及《承诺书》
，
并领取了相关补偿款项，目前，这些渔户工作生活均较平稳。由此可见，出台的《六横镇
关于风电场海域涉及渔船补偿办法》符合实际情况，是合情合理的，原告诉请要求被告与
之签订补偿协议，并主张补偿 128 万余元完全背离客观事实，不符常理。三、原告起诉已
超过起诉期限。本案中，原告虽未与被告签订补偿协议，但是被告已将原告根据《六横镇
关于风电场海域涉及渔船补偿办法》可获得的补偿款 20.16 万元汇入原告所属的渔业股份
经济合作社。原告对于其可获得的补偿金额是知情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应在
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诉讼。综上，请求裁定驳回起诉或判决驳回诉请。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作出（2019）浙 72 行初 7 号行政裁定，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
十项、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郑军的起诉。
宣判后，郑军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作出
（2019）浙行终 1599 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一审裁定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郑军的损失是否由被告六横管委会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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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及被告对此是否负有法定的行政补偿义务。原告郑军主张，因海上风电项目的
建设和运行，其捕捞权受到侵害，遭受了 128.92 万元的损失，被告六横管委会应对
此予以充分补偿。原告对被告所提出的要求系行政法上的行政补偿请求，判断其请求
权是否成立，应比照行政补偿的要件来确定。行政补偿，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
在合法地行使行政权力或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侵犯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给予补偿的法律制度。本案中，虽然（2018）浙行
终 204 号行政裁定肯定了原告的渔业捕捞权受到风电公司实施海上风电场工程建设项
目的影响，依法享有获得补偿的权利，但是，并不能因此认定被告对此负有行政补偿
职责。第一，从现行的行政法律法规来看，并未规定新区管理委员会一级管理机构对
其行政区域范围内风力发电项目造成的渔业捕捞权损害负有补偿责任。本案被告之所
以向各渔船所有人发放补偿款，系因其与风电公司的协议约定，并非来源于法律规定
的职权或义务，被告亦不可能通过与风电公司这一市场主体签订的一纸协议而创设一
项行政管理职权。故被告向渔船所有人发放补偿款的行为，并不是行使某项行政权力、
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第二，在行政补偿制度中，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遭
受的损害由合法的行政行为所引起，补偿责任由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承担。
然而本案中，生效裁判业已认定，原告的渔业捕捞权系受风电公司实施海上风电场工
程建设项目的影响，并无任何证据显示由被告实施的任何行政行为所引起；补偿费用
亦由风电公司承担，而非由被告承担，故并不满足行政补偿的基本条件。被告分配补
偿款的行为并不是造成原告损失的行政行为。第三，风电公司与六横管委会签订有关
协议，由六横管委会对补偿款进行分配。基于此，被告确实有恰当地分配从风电公司
处获得的补偿款的义务。但是，该行为并非行政行为，六横管委会在分配过程中确定
原告的补偿款数额为 20.16 万元，并不设立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对原告并不具有直
接约束力和强制力。原告可以如其他渔民一样签订有关协议和承诺书并领取补偿款，
但原告对此并无法定义务，也并不妨碍原告进一步证明己方损失而向补偿义务人进行
主张。因此，被告六横管委会并不具有对因海上风电项目引起的损失进行行政补偿的
法定职责，原告要求被告履行行政补偿义务，缺乏基本依据，不予支持。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人
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
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原告要求被告履行行政补偿的法定职责，不属于
被告的权限范围，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二审裁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简称《渔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规定，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第二十五条规定，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
和个人，必须按照捕捞许可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的规
定进行作业，并遵守国家有关保护渔业资源的规定，大中型渔船应当填写渔捞日志。
原《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第四十条第一款等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管辖水域和公海从事渔业捕捞活动，应当经主管机关批准并领取渔业捕捞许可证，根
据规定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作业；渔业捕捞活动，“系捕
捞或准备捕捞水生生物资源的行为，以及为这种行为提供支持和服务的各种活动。娱
乐性游钓或在尚未养殖、管理的滩涂手工采集水产品的除外。”上诉人获得涉案《渔
业捕捞许可证》，能够证明其依法享有在“本县 A 类渔区”以“张网”“单桩”类型、
方式从事“除毛虾、鳗苗外的”水生生物资源捕捞活动。但依据《海域使用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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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等规定，该《渔业捕捞许可证》并非海域使用权证书，上诉人并
不能据此享有对原捕捞场所的海域使用权。《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依法
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上诉人取得《渔业捕捞许可证》，应依法受到保护。本案因六横岛东南海域建设风电
场的建设项目，压缩了六横小型捕捞作业渔船的生产场所，上诉人所在的六横镇人民
政府召集当地渔船管理服务站、涉渔村（社）负责人等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并确定补
偿方案，最终出台的渔船补偿办法中，对涉及渔船主要采取“涨网桩头等涉及渔具的
迁移及损失、渔船作业海域退让及其他相关性损失补偿”；对上诉人等常年在区域内
从事捕捞作业的渔民专门规定，“常年在该区域涨网作业兼涨鳗丝的渔船每船增补 4
万元”。依据经公示的《补偿办法》而最终确定的 201600 元补偿金，也已发放到上
诉人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可供上诉人领取。本案系上诉人提起的请求被上诉人履行法定
补偿义务的行政诉讼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简称《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
出申请的证据。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
据。上诉人以六横管委会与风电公司签订过《涉海海域渔业政策补偿费用协议书》为
由，即主张被上诉人对其负有法定补偿义务，法律依据不足。上诉人在起诉中称，风
电项目“严重影响了原告渔业捕捞权，致使原告丧失了基本的生活保障，造成了 128.92
万元的直接损失”并附“船 60 万元、船上设备及工具 30500 元、鳗鱼苗桩及涨网桩
共计 400 个合计 30 万元、大小涨网 18 万元、浮子网衣绳索 35000 元”等在内的 128.92
万元损失清单；但其所提供在案证据，既无法印证上诉人确有其主张的桩及网数量，
亦无法印证涉案渔船及船上设备工具因风电项目被毁损或无法使用，同样不能印证其
因风电开发项目而不能继续从事捕捞作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认定事
实清楚、程序合法、结论正确。

【案例注解】
本案系渔业捕捞权行政补偿争议。郑军前后提起两个诉讼，先是请求确认舟山市
人民政府对风电公司海域使用权批准行为违法，被一、二审裁定驳回起诉后，再转而
对六横管委会提起诉讼，请求六横管委会作出行政补偿决定、履行补偿义务。前案属
于要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之诉，后案属于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之诉。正如前案
二审指出，原告实质上提出的是一个补偿诉求，本案最需要解决的有两个问题，即是
否应当补偿以及应当由谁补偿。渔业捕捞权行政补偿作为海事行政争议的一类，加以
类型化分析和提炼，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渔业捕捞权行政补偿
（一）行政补偿
行政补偿是国家通过行政主体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
事务的过程中，合法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以及该行为的附随效果而致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社会组织的合法财产及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以公平原则并通过正当程序对所遭
受的损害给予补偿的法律制度。1行政补偿有以下几方面的法律特征：一是必须以合法
的行政行为为前提；二是以无义务的特定人所受的特别损害为要件；三是以损害的实
1

胡建淼：
《行政法学（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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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存在为基础，并且损失的发生必须与合法的行政行为有因果关系；四是属于国家通
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补偿。2行政补偿既是一种法律制度，也是一种行政行为。
行政补偿协议属于行政协议的一种，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补偿决定则是一种单方行政
决定，两者都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均具有可诉性。从补偿主体上看，行政补偿通常
发生在征收征用等行政管理领域，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责任，但现实生活中，往往由行
政机关代表国家处理具体事务，也由该行政机关代表国家承担行政补偿责任。根据我
国目前的法律制度，行政补偿主体通常与作出行政征收征用决定等行政行为主体一
致，即谁作出行政行为就由谁实施补偿。从补偿依据上看，行政补偿是对行政相对人
合法私人财产或合法权益被剥夺的一种弥补，因此必须有严格的法律法规依据。世界
上大多数国家以宪法和法律直接加以规定，我国也是如此，如宪法、物权法、土地管
理法、海域使用管理法以及诸多涉及征收、征用、拆迁、安置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从
补偿范围上看，适用于所有征收征用等行为，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财产所有权、使用
权和用益物权，也包括财产和财产性权益，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从损害原因上看，
既包括合法行政行为直接造成的损害，也包括该合法行政行为随附效果导致的损害。
从救济方式上看，相对人对行政补偿行为不服的，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但要遵循“行政先行处理”原则；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补偿决定不服的，或
者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行政补偿协议的，也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
（二）渔业捕捞权的行政补偿
1.渔业捕捞权及其性质
渔业捕捞实行许可证制度。
《渔业法》第 25 条规定，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按照捕捞许可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的规定进行作
业，并遵守国家有关保护渔业资源的规定。当事人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后，即具有了
按证书记载内容和要求在特定场所从事渔业捕捞的权利，该项权利即为渔业捕捞权。
关于渔业捕捞权的性质，《物权法》第三编“用益物权”第十章第 123 条和第 124 条
分别规定了海域使用权和捕捞权等用益物权，但仔细分析，两者在权能和对世效力上
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海域使用权作为典型的用益物权，具有排他性，而渔业捕捞权
则不然。渔业捕捞权是对自然状态的海洋生物资源予以获取和收益的权利，属于自然
资源使用权的一种，一般情况下，行使渔业捕捞权不需要也不能对特定海域进行排他
性使用，故理论上也有认为渔业捕捞权是传统民法上的一种人役权，与地役权相类似，
只是不以需役地为前提。3渔业捕捞权包含有特定海域场所的内容，同时不具有排他性，
而海域使用权具有排他性，两者存在于同一海域时，便会发生不同用益物权之间的冲
突。本案中，风电公司进行风电项目施工，出于安全原因，相关作业渔船被当地政府
《通告》告知不要在周边海域从事生产作业活动，原告郑军在同一海域上的渔业捕捞权
现实上已经受到了风电公司海域使用权的影响。
2.渔业捕捞权补偿的依据
《渔业法》未具体规定渔业捕捞权行政补偿，《海域使用管理法》第 30 条规定，
因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的需要，在海域使用权期满前提前收回的，对海域使用权人
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但该条不适用于渔业捕捞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
3

前引胡建淼书，第 714-715 页。
关涛：
《海域使用权问题研究》，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 年第 3 期。

-6-

第 8 条第 2 款规定，“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
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
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
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但在本案情形，变更或者限制渔业捕捞权人捕捞
场所的行政行为并非批准捕捞许可的行政机关作出。《物权法》第 121 条对用益物权
补偿问题作了统一规定，“因不动产或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
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
补偿。”根据该条规定，渔业捕捞权补偿发生的情形有两类：一是被征收、征用导致
渔业捕捞权消灭；二是因征收、征用影响渔业捕捞权行使，如行政机关因公共利益或
者安全需要临时征用渔船而影响捕捞作业情形。但如本案情形中，并无行政机关作出
任何征收、征用决定，那么，渔业捕捞权人是否有权获得行政补偿？笔者认为：第一，
海域属国家所有，所有权主体单一，并且实行有偿使用制度，行政机关依法将特定海
域使用权批准给申请人，并不需要先行征收、征用该特定海域，至于批准海域使用权
的行政行为本身是否合法，属于另外一个问题。第二，行政机关将特定海域批准给海
域使用权人排他性使用，在场所上排斥或限制了渔业捕捞权人在同一海域上的捕捞作
业，渔业捕捞权的行使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引起的损害有权得到弥补。第三，对《物
权法》第 121 条和第 123 条作上下文解释，第 123 条对用益物权的法律保护作了概括
性规定，用益物权人损害补偿的范围应理解为不限于第 121 条规定的征收、征用。第
四，从行政补偿发展过程和趋势看，我国的行政补偿法律制度已日趋完善，补偿的范
围也越来越广。4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 35 条，5《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第 36 条，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 10 条7规定的补偿，都
不限于征收、征用。由此可见，行政机关审批海域使用权的行政行为，虽不属于《物
权法》第 121 条规定的征收、征用，但该行政行为在捕捞作业场所上确实排斥或限制
了同一海域渔业捕捞权的行使，渔业捕捞权人对因此遭受的损害有权获得补偿。此类
行政补偿，属于前文所指的行政机关合法行使公权力行为附随效果而致行政相对人合
法权益遭受损害产生的行政补偿。具体到本案，舟山市人民政府将涉案海域使用权批
准给风电公司使用，该行政行为压缩了原告郑军的捕捞作业场所，影响了其渔业捕捞
权的行使，应予以相应补偿。
二、渔业捕捞权行政补偿法律救济
（一）渔业捕捞权损害救济方式
渔业捕捞权属于用益物权，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在受到侵害或受有损害时，
有权获得物权保护。从救济内容上看，一是在归属、内容发生争议时，请求确认权利
（第 33 条）；二是在被他人无权占有时，请求返还（第 34 条）；三是在受到或可能受
4

2004 年国务院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
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
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予以补偿。
”
5
该条规定，
“从事工程建设，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溉工程设施，或者对原有灌溉用水、供水水源有不利影响的，
建设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
”
6
该条规定，
“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开办的矿山企业矿区范围内已有的集体矿山企业，应当关闭或者
到指定的其他地点开采，由矿山建设单位给予合理的补偿。
”
7
该条规定，
“因保护国家重点保护和地方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经调查属实并确实需要补偿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规
定给予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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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妨害时，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第 35 条）；四是受到侵害造成损害的，请求
损害赔偿或者承担其他民事责任（第 37 条）；五是在被征收、征用时，请求补偿（第
121 条）。从救济途径上看，包括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第 32 条）。从责任方式
上看，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第 38 条）。具体到本案，可以从民法
和行政法两个层面的救济上进行分析。
1.民法上的救济
风电公司取得涉案海域使用权后，该海域使用权与郑军的渔业捕捞权在场所上发
生用益物权冲突，形式上看，渔业捕捞权取得在前，海域使用权审批在后，风电公司
的海域使用权限制和影响了郑军的渔业捕捞权行使，构成对渔业捕捞权的妨害，双方
均属于民事主体，按《物权法》第 32 条的规定，可以协商解决损失弥补问题，法律
自当不予限制。本案中，双方并未通过直接协商的方式解决，而是由六横管委会统一
与风电公司签订协议，风电公司支付补偿款，再由六横管委会通过一定的程序，将补
偿款按一定标准发放给相关渔业捕捞权人，这并不改变风电公司与郑军之间因用益物
权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无论结果如何，都属于民法上的救济。但是否郑
军能以用益物权受到妨害或侵害对风电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风电公司直接向其赔
偿损失，却是未必。原因在于用益物权人请求物权保护，要求排除妨害、消除危险、
赔偿损失或者承担其他民事责任，须以相对人的妨害或损害行为非法或不正当为前
提，如果妨害或损害有法定或约定事由，权利人则有容忍的义务。8基于行政行为的效
力先定性，风电公司经舟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合法取得涉案海域使用权，即便确实构成
对同一海域渔业捕捞权的妨害或损害，因具有法定事由，且海域使用权在性质上具有
排他性，风电公司因此对郑军并不承担物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在同一海
域上当渔业捕捞权与海域使用权并存时，渔业捕捞权人对之后合法取得权利的海域使
用权人请求民法上的权利救济是有限的。此外，即便是双方直接协商，或者是以其他
方式协商解决了损害弥补，由于行政补偿以行政相对人存在实际损失为基础，渔业捕
捞权人也不得再就该部分损失重复主张行政补偿。
2.行政法上的救济
渔业捕捞权人认为其权利因行政机关海域使用权批准行为而受到妨害或损害，要
求补偿损失，可以通过行政法途径进行救济，实体法上的依据仍然是《物权法》关于
物权保护的规定。
（1）对行政机关海域使用权批准行为提起撤销或者确认违法之诉。前案郑军诉
舟山市人民政府请求确认舟海权通[2016]5 号《海域使用权批准通知书》对国电舟山
普陀 6 号海上风电场 2 区工程项目的海域使用批准行为违法一案，便是如此。至于原
告起诉是否符合条件，诉请是否成立，生效裁定已作交待，不再重复。从渔业捕捞权
人的角度讲，一旦海域使用权批准行为被撤销或者被确认违法，风电公司的海域使用
权将失去正当合法的依据，进而排除海域使用权对渔业捕捞权的妨害，这也是《物权
法》第 35 条赋予物权人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的物权保护的权利。
（2）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补偿诉讼。渔业捕捞权人容忍同一海域上另一项用益
物权即海域使用权的存在，但其权利或权益因行政机关合法行为而遭受损害，可以要
求行政机关予以相应补偿，其法律依据是《物权法》第 121 条和第 123 条的规定。这
8

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研究小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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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的行政补偿诉讼，分不同情形还可以细化为三种方式：一是渔业捕捞权人要
求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补偿法定职责，作出行政补偿决定、签订补偿协议，本案即如此；
二是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补偿决定违法，要求撤销或者变更；三是认为行政机关
未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行政补偿协议而提起行政协议之诉。
（二）渔业捕捞权行政补偿诉讼要件
如前所述，无论是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补偿决定，还是对行政补偿协议本身，
行政相对人提起的诉讼都属于行政诉讼，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简
称《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第 49 条规定的一般起诉条件，至少包括：原告与该行
政补偿行为有利害关系；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未超过法定
起诉期限。除此之外，渔业捕捞权人提起行政补偿诉讼，还需要根据此类行政补偿的
特点，满足不同诉讼类型的一些特别要件。结合本案，分述如下：
1.提起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补偿法定职责诉讼，应提供已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
据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38 条第 1 款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
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本案已经查明，郑军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已
经向被告提出申请，符合该前置要件。
2.适格的行政补偿主体
行政补偿主体一般与作出行政征收征用等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一致，即谁作出行
政行为，就由谁实施补偿。本案中，被告六横管委会不是风电公司海域使用权批准机
关，也不是收回或限制原告捕捞许可证记载的捕捞场所的机关，不是行政补偿主体。
至于其基于与风电公司签订协议，统一领取相关补偿款再分配给各渔业捕捞权人，不
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补偿行为。对此，本案一审裁定以及前文已作详细论述，不再
重复。
3.有能够证明损害实际存在，且与行政机关的合法行政行为有因果关系的证据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38 条第 2 款规定，在行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对行政行
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本案原告郑军一方面拒不领取经六横管委会分配的补偿款，
另一方面要求六横管委会履行支付共计 128.92 万元损失的行政补偿义务，而未提供有
关损害及其因果关系的证据，即使其起诉的行政补偿主体正确，也不满足请求行政补
偿的要件。
三、结语
渔业捕捞权作为用益物权的一种，不具有排他性，当与具有排他性的海域使用权
在空间场所上发生冲突时，无论是《海域使用管理法》还是《渔业法》都未对两者之
间的权利顺序作出安排，也未对渔业捕捞权因行政机关除征收、征用以外的其他合法
行政行为遭受损害时的行政补偿作出直接规定。因此，笔者认为，除《物权法》第 121
条和第 123 条为渔业捕捞权提供物权上的保护外，《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渔业法》
可以也应当为渔业捕捞权提供更加直接、更加完善的行政法上的保护，合理弥补渔业
捕捞权人因行政机关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并衔接好两种用益物权之间的关系。
（一审合议庭：吴胜顺、肖 琳、刘啸晨
二审合议庭：管 征、刘家库、徐亮亮
编写人：宁波海事法院
吴胜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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