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0〕苏市监复决字第 15 号 

 

申请人：无锡市某公司                                                                 

被申请人：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无锡市梁溪区永和路 28 号                                                 

法定代表人：许伟英       职务：局长 

 

无锡市某公司不服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锡市

监质案〔2020〕12 号行政处罚决定，向本局申请行政复议，

本局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依法予以受理，后因案情复杂，依

法延期 30 日。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没有准确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法规，

也没有遵循省市场监管局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的《江

苏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案件定性错

误，适用法律错误，裁量明显不当，依法应予撤销。申请人

的主要理由有： 

一、本案所作行政处罚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本

案不应适用《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八条、第七十四条对生

产单位的处罚。申请人属于该法规定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而非生产单位；申请人的行为属于使用性改造，而非生产性

改造。故本案所作行政处罚定性错误。2.处罚决定适用法律

错误，应适用其他法律处理。根据法治原则要求，行政相对

人只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和责任，不承担法律没有规定的义

务和责任。主张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进行使用性改造必须经过



许可，否则予以处罚，在《特种设备安全法》上找不到依据。

《特种设备安全法》仅对使用单位改造特种设备的行为规定

了“登记”义务，并没有规定使用单位自行改造其特种设备

需取得改造的行政许可。《特种设备安全法》对使用单位未

履行改造特种设备变更登记义务的法律责任在该法第八十

三条有明确规定，按此规定，只有逾期未改正的，行政机关

才能处罚。本案中申请人存在改造叉车以及改造后未予变更

登记的行为，但接到行政机关整改指令后，及时彻底进行了

整改，被申请人无权再实施罚款处罚。被申请人如果认为不

处罚不足以消除安全隐患，也应由安全生产监督主管部门适

用《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处理。但是，按照

此法规定，及时整改消除了事故隐患，安全生产监督主管部

门也不应处罚申请人。 

二、即使仍要处罚申请人，处罚幅度也明显失当。1.被

申请人系初犯，且未产生不利后果，属于从轻、减轻情节。

判断初次违法，应立足于申请人对特种设备的改造行为，而

不是基于申请人对改造后特种设备使用时间的长短，申请人

只有一次改造行为，足以认定是初次违法。2.被申请人没有

从重处罚情节。改造叉车行为与驾驶员资格、锅炉使用等其

他违法行为，并不属于同一个违法行为，各自完全独立，且

《特种设备安全法》有专门的法律条款予以规范，与本案要

处罚的改造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且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已

经改正的情况下，无权再对“驾驶员无证上岗”、“锅炉压力

表超期未检测”、“锅炉安全技术档案记录管理不规范”三种

违法行为再处以罚款，因而不应在本案中将其作为从重处罚

的情节加以考虑。3.《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十条规定了减轻、从轻、从重处罚的幅度区间。

即使仍要处罚申请人，根据本案有从轻、减轻情节而无从重

情节，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在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较高

的 30%部分区间处罚，更遑论顶格处罚。 

综上，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撤销

锡市监质案〔2020〕1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议期间停止

行政处罚的执行、令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暂交的 20 万元罚

款。 

被申请人答复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 

根据无锡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交通运

输、城镇燃气等 9 个城市安全集中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与

《无锡市特种设备安全集中整治工作方案》，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对申请人进行了检查。现场检查发现申请

人正在使用的苏 B·B2206 叉车尾部车体上方加装有合计重

约 150 千克的两水泥块。该叉车自重（原）为 6400 千克，

额定起重量为 4700 千克，均属于叉车的主要技术参数。申

请人以加装水泥块增加自重的方式提高叉车起重能力，改变

了原叉车主要参数，属于改造叉车的行为。叉车属于依法管

理的特种设备，从事改造特种设备等生产活动需要取得行政

许可。申请人未经许可擅自改造叉车，已构成未经许可从事

特种设备生产活动。此外，申请人还存在“使用未取得相应

资格的人员从事特种设备作业”、“使用的锅炉用压力表超期

未检”、“锅炉安全技术档案、锅炉使用管理记录不全，无运

行记录与交接班记录”等其他违法行为。无锡市滨湖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制作《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责令申请人



限期改正。 

被申请人于 12 月 19 日向申请人直接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锡市监质案〔2019〕26 号），申请人以处罚过重

为由拒绝签收。同日，被申请人以邮寄方式再次送达《行政

处罚听证告知书》，邮件被申请人拒收。此后申请人于 12 月

23 日主动到被申请人处签收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12

月 25 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听证申请，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向申请人邮寄《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并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依法组织了听证。听证会由被申请人指定的法

制工作人员担任主持人与记录员，被申请人案件调查人员、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与其代理律师出席了听证会。 

申请人未经许可擅自改造叉车，违反《特种设备安全法》

第十八条的规定。该改造行为影响了叉车的制动等安全性能，

改造后的叉车抗侧翻或者倾覆的安全性能未经考核，存在严

重的安全隐患，且申请人还存在违反多项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要求的情况，已属违法情节特别严重。据此，被申请人决定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对申请人按照

该规定的处罚上限予以罚款 50 万元的行政处罚。另，在听

证期间，申请人在监督下已将涉案叉车恢复原状，符合该条

规定的要求，被申请人未再予以处置。 

因此，被申请人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

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 

二、申请人的主张与理由不能成立。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

技术监察规程》（TSG N0001-2017）1.2.3 适用范围规定：“厂

车的设计、制造、改造、修理、使用、检验等应当符合本规



程的规定”；5.1 用语的含义规定：“改造，是指改变原场车

动力方式、传动方式、门架结构、车架结构、车身金属结构

之一的，或者改变原场车主参数的活动”；2.1.1 义务和责任

第（3）项规定：“厂车改造应当由取得相应制造许可的单位

实施”。申请人擅自在使用的叉车尾部增加水泥块，增加了

叉车的自重和额定起重量，属于改变叉车主要参数（自重

6400Kg、额定起重量 4700Kg）的行为，符合《场（厂）内专

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N0001-2017）之 5.1

关于“改造”的含义的规定。《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条规

定，特种设备生产活动包括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

等活动。申请人未经许可擅自改造叉车，已构成未经许可从

事特种设备生产活动，违反《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八条的

规定。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未经许可从事特种设备生产活动的……已经实施安装、改造、

修理的，责令恢复原状或者责令限期由取得许可的单位重新

安装、改造、修理。从该表述看，改造明显包括在该法条前

半部分所述的生产活动内。从《特种设备安全法》的立法目

的看，叉车等特种设备属于危险性较大的设备，为了保障其

安全，国家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特种设备安全法》第

二条、第十八条等明确将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等

直接影响特种设备安全性能的行为定义为特种设备生产活

动，并实施许可管理。该许可管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特

种设备安全监管，预防特种设备事故，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

而非市场经济秩序。因此，不论改造特种设备的数量多寡和

是否用于销售，抑或是使用单位擅自改造，都不影响申请人



的违法行为构成未经许可从事特种设备生产（改造）活动。 

申请人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不能成立。申请人的改造

行为发生于 2018 年下半年，至 2019 年 11 月案发，已连续

非法使用具有严重隐患的叉车约 1 年之久，不符合《江苏省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试行）》第十三条

第（一）项的要求，不能以“初次违法且违法行为较轻”为

由从轻处罚。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三条、第八十

六条等规定，及时整改相关违法行为是申请人的法定义务，

申请人逾期不整改将依据该法承担其他的法律责任，以整改

行为作为从轻处罚的理由不充分。申请人实施违法行为被监

管部门发现并按监管部门的要求实施整改措施，不属于主动

改正或者中止违法行为，也不属于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

为危害后果。此外，申请人使用未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从事

叉车作业，使用的锅炉用压力表超期未检，锅炉安全技术档

案、锅炉使用管理记录不全，无锅炉运行记录与交接班记录

等，违反了多项《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的要求，申请人特

种设备安全意识淡薄、管理混乱、隐患众多。被申请人对申

请人按上限予以从重处罚是恰当的。 

综上，被申请人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

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请求复议机关驳回复议

申请。 

本局经审理查明：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对申请

人进行现场检查，发现申请人正在使用的苏 B·B2206 叉车

（自重原为 6400 千克，额定起重量为 4700 千克）尾部车体

上方加装有合计重约 150 千克的两水泥块。被申请人依法对

申请人违法使用的特种设备进行了查封。此外，发现申请人



还存在“使用未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从事特种设备作业”、

“使用的锅炉用压力表超期未检”、“锅炉安全技术档案、锅

炉使用管理记录不全，无运行记录与交接班记录”等其他违

法行为。无锡市滨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作《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指令书》，责令申请人限期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同日，

被申请人决定立案调查。此后，申请人依据《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指令书》等要求进行了整改。后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锡市监质案〔2019〕26 号），申请

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听证申请，被申请人依法组织了听证。在

听证过程中，申请人提出“申请人以自行使用为目的的改造

不是生产活动，应当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第

（一）项进行处罚”和“申请人系初次违法、及时整改、主

动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

陈述、申辩意见。经过听证，被申请人未采纳申请人的意见。

后被申请人作出锡市监质案〔2020〕1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对申请人处罚款 50

万元。 

以上事实有《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记录》、《现场

笔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责令改正通知书》、《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涉案物品清单》、《立案审批表》、

《整改报告》、《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听证申请书》、《听证笔录》、《行政处罚决

定书》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 

本局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处罚定性、适用法

律是否准确，也即申请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未经许可从事特种

设备生产活动。二、处 50 万元罚款是否适当。 



首先，《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条规定，特种设备生产

活动包括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等活动。特种设备

安全技术规范《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N0001-2017）1.2.3 适用范围规定：“厂车的设计、制

造、改造、修理、使用、检验等应当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5.1 用语的含义规定：“改造，是指改变原场车动力方式、传

动方式、门架结构、车架结构、车身金属结构之一的，或者

改变原场车主参数的活动”；2.1.1 义务和责任第（3）项规定：

“厂车改造应当由取得相应制造许可的单位实施”。申请人

擅自在使用的叉车尾部增加水泥块，增加了叉车的自重和额

定起重量，属于改变叉车主要参数的行为，符合《场（厂）

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N0001-2017）之

5.1 关于“改造”的含义的规定。申请人未经许可擅自改造

叉车，已构成未经许可从事特种设备生产活动的违法行为，

违反了《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被申请人适用

该法第七十四条对申请人进行处罚，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

确。 

第二，申请人实施的违法行为被监管部门发现并按监管

部门的要求进行整改，是其应尽的法定义务，并不属于主动

改正或者中止违法行为，也不属于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

为危害后果等情形。上述整改行为不能作为从轻、减轻处罚

的理由。在全国各行各业深刻汲取“8·12 天津滨海新区特别

重大爆炸事故”和“3·21 响水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教训，痛定

思痛，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大背景下，申

请人未经许可擅自改造特种设备，同时还存在违反《特种设

备安全法》的多项其他违法行为，体现了申请人特种设备安



全意识淡薄、管理混乱、存在众多安全隐患，被申请人按照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处罚上限对申请人处

罚款 50 万元，并无不当。本案复议期间，被申请人暂停了

罚款的执行，本局依法组织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本案罚款的

自由裁量幅度进行调解，因双方意见差距较大，未能调解成

功。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锡市监质案〔2020〕12 号行政处

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

容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本局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锡市监质案〔2020〕12 号行政处罚决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7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