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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千亿矿权纠纷案”启示录

保护产权要对法律有信仰敬畏之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12 年马拉松式维权，历经区、

市、省、最高法 4 级法院，民营企

业陕西榆林市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的诉讼之路并不容易。它与陕

西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之间的

合同纠纷，由于事关价值千亿元煤

田产权、涉及省级多个部门，备受

外界关注。

2017 年 12 月 16 日，最高人民

法院终审落槌，判决书认定，凯奇

莱与西勘院合同有效，继续履行。

这是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合作勘查

合同纠纷一案的终审判决。专家认

为，该案是落实中央关于产权保护

制度、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精神的标

志性案件。

在陕西，横山是塞上明珠榆林的“新
城区”，也是国家能源化工基地以及“西气
东输、西煤东运、西电东送”的重要组成部
分。当前，横山正抓住资源型地区经济转
型机遇，立足能源转化，加快煤炭资源整
合、技改。同时，当地积极保障优化企业
生产经营环境，落实优化营商环境要求，
提出树立“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理念，简化
项目审核，提高服务水平，努力打造一流
招商、营商、安商环境。

然而，民营企业家赵发琦却因为横山
一处矿藏，陷入了长达12年之久的官司，
并遭受牢狱之苦。这场官司还得从2003
年开始说起。当年4月份，陕西省地质矿
产勘查开发局下属西勘院委托评估公司，
评估其陕西横山县波罗—红石桥地区煤
矿资源探矿权。西勘院随后公开寻求企
业对此矿源联合勘查。

当时，赵发琦正想着投资转行，而这
处矿藏则成为他眼中的“宝地”。赵发琦
获得这一信息后，通过名下凯奇莱公司与
西勘院签订了落款时间为2003年8月25
日的《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红石桥
地区煤炭资源合作勘查合同书》（以下简
称《合作勘查合同书》）。该合同约定，双
方共同出资对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
—红石桥煤炭资源开展详查及精查。该
勘查区探矿权由西勘院（甲方）依法取得，
双方协商确定矿区价值为1500万元。合
同约定，凯奇莱公司（乙方）支付西勘院
前期勘探费用，西勘院同意凯奇莱公司
拥有该普查项目勘探成果 80%的权益。
此协议生效后，该勘查区所产生的利
益，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均以 2∶8 的比
例分享。

2004 年 6 月 10 日，凯奇莱公司支付
给西勘院详查工作设计费 10 万元。然
而，凯奇莱公司在 2005年 3月 22日向西
勘院转款 1200 万元后，西勘院却于同年
3月25日将该款退回，并致函凯奇莱公司
称：“双方签订的合作勘查合同书由于与
2003 年 10 月 22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
的 21 次会议纪要有关政策不一致，无法
按合同约定实施，所以不能收取你公司款
项。”后经双方多次协商，2005 年 5 月 26
日凯奇莱公司向西勘院支付前期工作费
用900万元，西勘院收款后向凯奇莱公司
出具了收款收据。

此后，西勘院提出不能履行合同，双

方引发争议。经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调查、
协调，双方达成以下意见，同意继续根据
2003年8月25日签订的榆林市横山县波
罗—红石峡（红石桥）地区煤炭资源合作
勘查合同书合作勘查，并同意合作勘查工
作结束后，将探矿权转入双方合资成立的
新公司或转入凯奇莱公司，继续后期
开发。

据了解，本案所涉勘查区的 279.24
平方公里区块下储藏着约19亿吨优质动
力煤。根据当时的动力煤坑口价估算，这
片矿区估价高达3800亿元。

2005 年 12 月 8 日，凯奇莱公司向西
勘院郑重致函，恳请西勘院立即履行合同
义务，尽快提供详查设计和预算，明确凯
奇莱公司还应支付履行勘查合同的履行
数额。西勘院随后复函凯奇莱公司称，鉴
于双方未拿到下游产业立项批准，不能履
行合同。对于有关遗留问题，希望与凯奇
莱公司尽早协商解决。

凯奇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鸿潮
分析说：“这个案子之所以发生，估计当地
不止这一起案件，可能还有类似的案件，
背景就是当时陕西省人民政府的行政决
策问题。陕北煤矿储量很丰富，原来开发
是直接把裸煤挖走卖了，政府认为这对陕
西不利。于是就有了省政府第21次常务
会议纪要。”

2006 年 10 月 19 日，陕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一审认为凯奇莱与西勘院于2003
年 8 月 25 日所签订的合作勘查合同，是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同有效，双方
应继续履行——判决凯奇莱胜诉。但值
得一提的是，根据判决书披露情况，陕西
省国土资源厅在对凯奇莱与西勘院合作
合同依法备案后，又对西勘院与另外企业
形成的合同也给予了备案。

一审判决后，西勘院不服判决，上诉
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将
此案发回陕西高院重审。重审后，陕西高
院作出判决，认定合同无效。对此重审判
决，凯奇莱公司表示不服，遂上诉至最高
人民法院。该案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第
一次开庭审理后休庭。

据媒体报道，在法庭之外，2011年
8 月 19 日，凯奇莱法定代表人赵发琦被
榆林市公安局抓捕，在看守所被关 133
天后取保候审，后判无罪。

缘起一份煤矿合作勘查合同

2017 年 1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了本案。凯奇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赵发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欢庆、林鸿
潮，西勘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坚、牛建伟
等到庭参加诉讼。

二审期间，根据当事人依法提交的证
据，人民法院认定，2003 年陕西省人民政
府第 21 次常务会议纪要的密级为“秘密”。
送达范围中有陕西省地矿局，凯奇莱公司不
在该文件发送范围内。陕西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撤销陕国土资办发 〔2005〕 65号文的
报告》对凯奇莱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西勘
院提交的有关《合作勘查合同书》签订时间
为 2004年 2月 19日的证人证言，证人未到
庭接受庭审质证。西勘院的名称由陕西省地
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变更为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合同性质的确认，直接关系到合同效力的
认定。据了解，关于《合作勘查合同书》的性
质，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
纠纷案件中，对于合同的性质、效力，无论当事
人是否存在争议，都应当依职权审查。对于合
同性质，主要应当从合同内容出发，根据合同

主体在合同中约定主要事项的性质作出判断，
不能仅根据合同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张确认。

记者了解到，一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多
次表示，涉案《合作勘查合同书》的性质是
探矿权转让，一审人民法院对此予以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将《合作
勘查合同书》认定为探矿权转让合同是不妥
的。从《合作勘查合同书》的内容看，其基
本性质是合作勘查合同。将《合作勘查合同
书》定性为合作勘查合同，是根据该合同表
述的双方权利和义务特点，对合同性质的客
观认定。至于该合同所涉及的探矿权转让，
是双方对合作勘查成果的处置，是双方下一
步订立探矿权转让合同的意向性表示。

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就涉案合同签订
于凯奇莱公司成立之前是否导致合同无效存
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第三条规定：“发
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
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见，西勘院与
凯奇莱公司签订的 《合作勘查合同书》，不

因缔约时凯奇莱公司尚未设立而无效。
西勘院主张，在 2014 年 2 月 19 日双方

当事人在《合作勘查合同书》上加盖公章。对
此，人民法院认为这也只能证明西勘院在凯
奇莱公司依法成立后，通过补正合同缺陷的
行为再一次与凯奇莱公司确认了合同的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倒签合同日期，是
否为规避2003年陕西省人民政府第21次常
务会议纪要精神？双方是恶意串通，损害国
家利益吗？

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指出，双方是否倒签
合同，只涉及合同成立生效的起始点，不涉及
合同有效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
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
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
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陕西
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不属于法律和行政
法规，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在本
案中，双方订立的合同是合作勘查合同，不是
探矿权转让合同，未涉及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未出现损害国家利益情形。

合同不因缔约时公司尚未设立而无效

本案中，关于《合作勘查合同书》中约
定的探矿权转让条件是否已经成立的问题也
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

按照合同约定，对双方所取得的勘查成
果，由西勘院、凯奇莱公司按双方所占权益比
例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或由双方协
商，西勘院将所占权益经法定机构评估后转
让给凯奇莱公司，由凯奇莱公司独自开发。

由此可知，合同所涉探矿权转让是有条件的，
即首先由双方当事人合作完成波罗井田煤矿
的详查与精查，提交详查与精查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探矿权转让的内
容，只是作为“勘查成果处置”规定于《合
作勘查合同书》第十一条。双方当事人在履
行《合作勘查合同书》的初始阶段即发生争
议，致使双方合作的详查和精查工作均未依
合同实际启动。也就是说，合同约定的转让
探矿权前提条件尚不具备。

对于经双方签字确认的陕西省国土资源
厅《关于解决“榆林市横山县波罗—红石桥
地区煤炭资源合作勘查争议”的情况报
告》，凯奇莱公司一直将其作为其有关探矿
权转让已经获得政府批准的主要证据。

上述文件中有关探矿权转让的内容表述
为：“双方同意继续以 2003 年 8 月 25 日签
订的榆林市横山县波罗—红石桥煤炭资源合
作勘查合同书的有关条款进行合作勘查，并
同意合作勘查工作结束后，将探矿权转入双
方合资成立的新公司或转入凯奇莱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进行后期开发。”

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即使是在陕西省国
土资源厅协调期间，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仍
然是首先合作勘查，待勘查结束后，再转让
探矿权。同时，鉴于《合作勘查合同书》对
探矿权受让人未予确定，其所述探矿权转让
只能是双方的意向性表示，而不是正式的合
同权利义务。只有在双方确定探矿权受让人
以后，再由转让人与受让人平等自愿协商并
达成一致，探矿权转让合同才能依法成立。
在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协调期间，双方仍未能
就探矿权受让人作出最后决定，其探矿权转
让合同显然没有成立。

专家介绍，当事人之间转让探矿权，除
了要符合合同约定条件外，还要遵守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根据国务院《探
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规定，探矿权人
或者采矿权人在申请转让探矿权或者采矿权
时，应当向审批管理机关提交转让申请书、
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转让合同、受让人资
质条件的证明文件等相关材料。国有矿山企
业转让采矿权时，还应当提交有关主管部门
同意转让采矿权的批准文件。

法院经审理发现，在整个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未向法院提交过以合资成立的新公司
或者凯奇莱公司为受让人，西勘院为转让
人，双方共同协商、平等自愿达成的探矿权
转让合同；也未见当事人以探矿权转让合同
为依据的探矿权转让申请书；更未见国家相
关行政审批机关根据探矿权转让合同和申请
书等材料所作出的批准转让文件。

由此，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凯奇莱公司
关于判令西勘院向其转让陕西省榆林市横山
县波罗—红石桥煤矿探矿权的上诉请求，缺
少探矿权转让的合同依据，不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对于探矿权转让的规定，不予支持。

合作勘查合同的成立、生效、履行，均
不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备案亦不是该
合同生效的条件。法院认为，双方订立的合
同生效后，西勘院以“未拿到下游产业立项
批准，不能履行合同”为由拒绝履行与凯奇
莱公司签订的合同，构成违约，应当按照双
方合同规定支付违约金。

“产权结构就是鼓励公有制经济和非公
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百舸争流。”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法院认定合同有
效，但不支持探矿权，因为订立的是勘查合
作合同，不是探矿权转让合同。本案不仅是
对推动完善政府法治、商事法治，而且对企
业法治、企业家防范意识的启蒙也是有意义
的一件事。

探矿权采矿权转让不是简单“一句话”

对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合同纠纷一
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
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依法予以纠正。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合作勘查合
同书》有效，双方继续履行。同时，西勘院
向凯奇莱公司支付违约金1365万元。

“这个案件去年底在最高人民法院终
审判决后，似乎是看到了公平正义的实
现。但是，就本案的当事人来讲，看到的不
是这种胜利的光芒，而是饱含辛酸和泪水
的无奈。”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常务
理事朱明勇指出，陕北千亿元矿权纠纷案
不管从相关涉案单位以及处理案件的有关
部门级别高度来说，还是从时间长度、案值
之大而言，都可以称之为影响性诉讼。

朱明勇指出，这一案件的一系列问题
在司法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影响。比
如，对于注册资本，虚报注册资本、抽逃
注册资本罪名，因为这个案件，最高人民
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作了调
整。相关制度改革也是起自这个案件。

比如，行政机关干预司法在这个案件也
非常典型，其中涉及陕西省人民政府发
函到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最高人民法院
怎么去审判案件。

“怎样完善法律制度，让企业家得到
司法保护，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不能回
避的问题。”国家法官学院教授梁欣说，
改革开放 40 年中，由于法律法规制度不
够健全，无论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还是民
营企业产权改革都出现了相当多的问题。
很多企业家都感觉在这个过程中如履薄
冰，根本看不到法律上的支持。甚至很多
企业家说，与其寻求法律支持不如打造良
好的政商关系。

2017 年 12 月 18 日至 20 日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
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在陕北千亿
元矿权纠纷案终审判决出来之后，同年
12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院
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其中就包

括广受关注的张文中案、顾雏军案。紧接
着，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天又发出通知，要
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
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进一步加大涉企
业家产权冤错案件的甄别纠正工作力度，
对于涉企业家产权错案冤案，要依法及时
再审，尽快纠正。

保护产权，企业和政府对法律要有信
仰和敬畏之心。自 2016 年 11 月份《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
保护产权的意见》出台后，平等保护、全面
保护、依法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各地各部
门积极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
环境。但是，加强产权保护，根本之策是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仍任重而道远。

“都说执行难，最高人民法院也一直
在考虑这个问题，并出台了系列破解执行
难的意见。我们已经接受委托代理赵发琦
这个案件的执行，显而易见，本案下一步
执行起来会很难。”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
所律师刘长说。

落实产权保护制度的标志性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