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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畅章 菊 芳 非 法 转 让 土 地 使 用 权 案

问题提示： 行为人在没有完全支付土地出让金且没有进行任何投资建
设的情况下， 以公司股权转让的方式将通过竞标拍得的土地使用权随同公
司一并转让的行为如何定性？

【 要点提示】
行为人在没有完全支付土地出让金且没有进行任何投资建设的情况下， 以
公司股权转让的方式将通过竞标拍得的土地使用权随同公司一并转让， 如情节
严重， 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

【 案例索引】
一审： 安徽省芜湖县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芜刑初字第 ８９ 号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二审：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芜中刑终字第 １７８ 号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

【 案情】
公诉机关： 芜湖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 章菊芳。
芜湖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被告人章菊芳伙同叶和永
（章菊芳前夫） 在芜湖县投资成立芜湖天虹机械有限公司， 叶和永任法定代表
人。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芜湖天虹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人章
菊芳。）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 芜湖天虹机械有限公司和台商曹文俊 （ 挂名） 发
起成立了芜湖南湖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南湖大酒店”， 中外合资
企业）， 被告人章菊芳任法定代表人。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南湖大酒店通过竞标以
２５００ 万元取得了位于芜湖县湾沚镇芜湖南路 （ 城南文教园区） １００ 亩国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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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使用权， 并与芜湖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合同规定
其中 ４５ 亩用于宾馆建设， ５５ 亩用于配套房地产开发， 当时南湖大酒店缴纳土
地出让金 １５００ 万元， 余款 １０００ 万元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之前付清。
２００７ 年元月 ２２ 日， 为了方便土地开发， 由南湖大酒店 （占 ５５％） 和叶和
永 （占 ４５％） 发起成立了芜湖天虹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虹公司”），
叶和永任法定代表人。 同年 １ 月 ２３ 日， 将南湖大酒店 １００ 亩土地中的 ５５ 亩土
地使用权变更到天虹公司名下。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天虹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
为被告人章菊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和 ５ 月 １０ 日， 被告人章菊芳在资金链已断裂、 没有对项
目进行投资开发、 没有完全支付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 以牟利为目的， 采取股
权转让、 法定代表人变更等手段， 将南湖大酒店和天虹公司的股权及所属的
１００ 亩土地使用权以 ３０２０ 万元转让给陈玉富， 从中非法获利 ５２０ 万元。
芜湖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和 ５ 月 １０ 日， 被告人章菊芳在
资金链已断裂、 没有对项目进行投资开发、 没有完全支付土地出让金并取得土
地使用权证书的情况下， 以牟利为目的， 采取股权转让、 法人代表变更等手
段， 将芜湖南湖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和芜湖天虹置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及所属的
１００ 亩土地使用权以 ３０２０ 元转让给陈玉富， 从中非法获利 ５２０ 万元。 同时，
故意隐瞒芜湖南湖大酒店及其个人的 １２３０ 万元的债务， 致债权人向芜湖市中
级人民法院起诉， 南湖大酒店在芜湖县所有土地使用权被法院依法查封。 该院
认为， 被告人章菊芳的行为业已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和诈骗罪， 提请本
院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章菊芳辩称： 土地使用权是南湖大酒店和天虹公司的， 其转让的是
公司的股权而非土地使用权， 而且其也没有非法获利。 另外， 在股权转让时，
其没有隐瞒南湖大酒店债务， 和陈玉富之间有口头协议。 故认为其行为不构成
犯罪。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章菊芳的行为不符合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的
构成要件； 被告人章菊芳没有隐瞒事实真相， 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故被告人
的行为不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和诈骗罪。

【 审判】
芜湖县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章菊芳以牟利为目的，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 且面积达 １００ 亩， 非法获利人民币 ５２０ 万元， 情节特别
严重， 其行为已触犯 枟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枠 第 ２２８ 条之规定， 构成非法转
让土地使用权罪， 依法应予惩处。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 被告人章菊芳虽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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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性质作出辩解， 但其认罪态度较好，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章菊芳
及其辩护人关于该罪的辩护意见于法无据， 不予采纳。 但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
章菊芳的行为构成诈骗犯罪的指控证据不足， 定性不准， 本院不予支持。 判决
如下： 一、 被告人章菊芳犯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
罚金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二、 违法所得人民币 ５２０ 万元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 被告人章菊芳不服提出上诉， 认为其不具有非法转让土地使
用权的主体资格， 其没有实施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的行为， 没有非法转让土地使
用权的主观故意， 没有通过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来获取利益的目的， 其行为不
符合非法土地使用权的构成要件， 不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章菊芳以
牟利为目的，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 且面积达 １００ 亩， 非
法获利人民币 ５２０ 万元， 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
罪。 对于被告人章菊芳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该院认为， 依照我国国有土地
使用权转让的相关规定， 依法转让土地必须符合土地出让合同的约定， 否则系
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 南湖大酒店以出让的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其合同明确约定必须支付全部土地出让金并且要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
十五以上的投资以后才能进行转让。 南湖大酒店和天虹公司对该土地没有进行
任何投资、 没有完全支付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 将该宗土地使用权法非法转让
给他人， 并从中牟取巨额非法利益归被告人章菊芳个人所有， 其行为违反了我
国法律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规定， 故对被告人章菊芳的上诉理由及意见不予
采纳。 根据法律规定，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 评析】
在审理过程中， 控辩双方的主要争执焦点是本案被告人章菊芳行为的定性
问题， 即： 被告人章菊芳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和诈骗罪。 具
体分析如下：
一、 被告人章菊芳依法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
被告人章菊芳在没有完全支付土地出让金且没有进行任何投资建设的情况
下， 以公司股权转让的方式将通过竞标拍得的土地使用权随同公司一并转让，
非法获利人民币 ５２０ 万元， 情节严重， 依法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
根据我国 枟刑法枠 第 ２２８ 条的规定， 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是指以牟利
为目的，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 情节严重的行为。 其侵犯
的客体是国家的土地管理制度。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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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枟宪法修正案枠， 其中规定： “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 买卖或者以其
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土地属于国
家或集体所有， 国家严禁以任何形式转让土地， 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
让。 对于非法转让、 倒卖土地使用权的， 显然是对国家土地管理制度的严重侵
犯。 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转让土
地使用权， 情节严重的行为。 第一， 必须是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的行为。 土地管
理法规， 是指以 枟土地管理法枠 为代表的一系列土地管理法规。 如 枟 土地管
理法枠、 枟国务院关于出让国家土地使用权批准权限的通知枠、 枟城镇国家土地
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枠、 枟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枠、 枟房地产管理法枠 等。
第二， 必须是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 枟土地管理法枠 规定，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国有土地和集体所
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土地使用权转让应当严格依法进行。 土地使
用权转让是指土地使用者将土地使用权再转移的行为， 包括出售、 交换和赠
送。 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 利用土地的， 土地
使用权不得转让。 土地使用权转让应当签订转让合同。 土地使用权转让时、 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登记文件中所载明的权利、 义务随之转移， 土地使用权转
让时， 其地上建筑物、 其他附着物的所有权转让， 应当依照规定办理过户登
记。 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 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分割转让的， 应当经市、 县
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 并依法办理过户登记。 土地使用
权转让须符合上述规定， 否则即为非法转让。 依照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
相关规定， 依法转让土地必须符合土地出让合同的约定， 否则系非法转让土地
使用权的行为。 南湖大酒店以出让的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其合同明确约
定必须支付全部土地出让金并且要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投资
以后才能进行转让。 根据 枟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枠 第 ３８ 条第
（一） 项和第 ３９ 条第 １ 款规定，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 转让房地产
时， 应当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转让方按照出让合同的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 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是转让方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
开发， 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 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 ２５％以上， 属于成片开发
土地的， 形成工业用地或其他建设用地条件。 只有两个条件同时具备， 才可以
转让”。 被告人章菊芳以公司股权转让的方式， 将通过竞标拍得的 １００ 亩土地
使用权， 在没有进行任何投资建设、 没有完全支付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随同公
司一并转让给他人， 以股权转让之名， 行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之实， 其行为显
然违反了 枟房地产管理法枠 第 ３８ 条第 （１） 项和第 ３９ 条第 １ 款和我国法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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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相关规定， 属于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 被告人章
菊芳以牟利为目的，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面积达 １００ 亩， 从
中非法牟利 ５２０ 万元， 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严重侵犯了国家的土地管理秩
序， 完全符合我国 枟刑法枠 关于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的构成要件， 应当以
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追究被告人章菊芳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章菊芳及其辩护
人的辩护意见于法无据， 本院不予采纳。
二、 关于被告人章菊芳的行为是否成立诈骗犯罪的问题
芜湖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５ 月， 被告人章菊芳在资金链已断
裂， 没有对南湖大酒店和天虹公司项目进行建设开发， 没有完全支付土地出让
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的情况下， 故意隐瞒南湖大酒店及其个人的 １２３０ 万
元债务的情况下， 将南湖大酒店和天虹公司的股权及所属的 １００ 亩土地使用权
以 ３０２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玉富， 从中非法获利 ５２０ 万元。 致债权人向芜湖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南湖大酒店在芜湖县所有土地使用权被法院依法查封。
故认为被告人章菊芳的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 （ 未遂）。 芜湖县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 第一， 从本案的证据来看， 南湖大酒店在公司转让前形成的债务 １２３０
万元 （债权人为陶飞燕、 谢能明） 在公司转让时被告人章菊芳到底有无与受
让人陈玉富说明， 目前双方各执一词。 被告人章菊芳始终肯定与受让人作了说
明， 虽然没有写进书面合同， 但双方有 “口头协议”， 上述债务才没有写进合
同内容。 “ 一方面对我离婚有利， 另一方面对陈玉富延缓还款也有利。” 公诉
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 “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第二， 从被告人章菊芳这一行
为的性质来看， 南湖大酒店向陶飞燕、 谢能明的借款是在公司股权转让之前，
章菊芳已通过民间借款合法占有了这 １２３０ 万元。 在公司股权转让时， 即使章
菊芳称公司对外没有债务， 只是一种民事欺诈行为， 其目的并非 “ 非法占有
这 １２３０ 万元”， 而只是转移债务， 即将其欠陶飞燕、 谢能明的债务转移至陈玉
富。 本案实际上是在公司股权转让过程中形成的债务承担纠纷。 该债务转移是
否成立有效及陈玉富如何追偿等问题应属民事法律调整之范畴。 且在章菊芳与
陈玉富的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也有公司债务承担的内容。 第三， 诈骗犯罪
的一般模式是相对人 （ 债权人） 基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而产生的错误认识，
自愿地将财物交予行为人， 因此， 行为人骗取的一般是相对人 （ 债权人） 的
财物。 结合到本案来看， 首先， 被告人章菊芳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合法地占有
债权人陶飞燕、 谢能明的这 １２３０ 万元。 其次、 在被告人章菊芳与陈玉富等在
公司股权转让过程中， 即使被告人章菊芳实施了欺诈的行为欲骗取股权转让合
同相对方陈玉富的财物， 由于双方系经济合同纠纷， 如果构成犯罪也不构成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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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罪 （未遂）， 而应当构成合同诈骗罪 （ 未遂）。 根据法律规定， 只有诈骗未
遂、 情节严重的才予以定罪处罚， 而对于合同诈骗未遂的则一般不予定罪处
罚。 故公诉机关的这一指控证据不足， 定性不准， 本院不予支持。
三、 关于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问题
作为南湖大酒店和天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被告人章菊芳在没有对竞拍得到
的 １００ 亩土地进行任何投资， 没有完全支付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 以公司股权
转让的方式将该宗土地使用权非法转让给他人， 从中牟取非法利益 ５２０ 万元之
巨归其个人所有。 根据 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有关问题的解释枠 第 ２、 ３ 条之规定， 应当依自然人犯罪的规定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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