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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坚定初心，继续同行 

------家事法苑团队新年感谢信 

印尼民丹岛摄氏26度的碧海蓝天里、新加坡家事法庭的历史回望中、人民大会堂新年音乐会

的优美旋律中，“家事法苑”团队迎来了2018。 

时光交错中，回望“家事法苑”团队的2017，依然是满怀感动、感恩和感谢。感谢您一如既

往的肯定、坚定不移的支持、不改初心的同行。 

这一年，是团队带头人杨晓林律师坚守婚姻家事律师专业化道路探索的第十四个年头，十四

年如一日在传统婚姻家事诉讼领域深耕……            

这一年，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部门战略调整，团队由公司部正式加入争议解决部，与团

队“家事争议解决”定位完全契合。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拥有良好职业操守、丰富实务经验、

荣获北京市“优秀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称号、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与家庭法律专业委员会

副秘书长、执业12年的“80后”律师付鹏博、吉林大学法学院法理学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

得者“90后”李凯文、专职行政主管张海燕先后加入团队，为团队注入新鲜血液，使团队年龄、

性别和知识结构更趋合理，为团队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团队又引入 icourt 的 Alpha 智能

办案协作系统，将可视化、案例检索报告等工具引入团队及案件管理，团队协同合作，进一步提

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团队全年办理案件涉及婚姻家事继承各种类型，接案数、结案数和业绩再次

刷新历史记录。在1月13日举行的“携手共进 砥砺前行--2018年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所年

会”上，“家事法苑”团队获得优秀团队奖、品牌建设特殊贡献奖及热心律协工作奖三大奖项。 

2017年5月6日，团队以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名义协办、由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婚姻家事法实务论坛”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家事

法领域的理论和实务专家共220余人出席了论坛。论坛聚焦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立法这一主题，围

绕“家事审判改革及家事诉讼程序的立法完善、亲子关系的认定及保护、离婚救济的法律适用及

完善、夫妻财产的认定及分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研讨。论坛已经成为婚姻家事法领域

实务和理论研究的年度盛会。现第五届论坛已正式启动，期待又一次的研讨盛宴。                            

这一年，团队一如既往坚持搜集、分享婚姻家事领域立法、审判、研究动态、典型案例等资

讯，制作每月一期的“家事法苑”婚姻家庭法律资讯简报。继续通过“家事法苑”微信公众号（微

信号：famlaw）、家事法实务网络沙龙、两个“家事法苑”家事法主题 QQ 群、六个“家事法苑”

家事法实务交流微信群、两个中国婚姻家事法实务论坛微信群等搭建法律职业共同体专业领域内

学术、实务阳光下交流的平台。坚持走专业小众精品路线的“家事法苑”微信公众号在2017年度

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评选中再次蝉联二等奖，订户达到37000人。团队下半年又相继开

通 “继承法苑”、“涉外家事法苑”两个新微信公众号并建立相应的两个微信主题群，以利于专

业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家事法苑”电影鉴赏兴趣微信群也已开通……                            

这一年，我们继续践行以个案推动中国婚姻法制进程的梦想、致力于推动婚姻家事领域热难

点问题的解决。杨晓林律师和段凤丽律师代理的涉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李 x2

（男）诉李 x1（女）离婚纠纷案——父母为子女出资购买房屋所给付的首付款性质及恶意转移财

产的认定”，再审改判支持我们在一、二审中主张的“婚后父母部分出资购房，出资性质不能认

定为借贷时，应当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推定父母出资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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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观点”，该案例被收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辑的《人民法院案例选》2017年第7

辑。前个案例及团队律师代理的夫妻财产约定离婚案、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婚内财产分割案等案

例，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全国民商事优秀案例、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儿童维

权优秀案例、司法部司法行政（法律服务）案例库征集评选中，获奖或入选。团队对夫妻财产约

定、使用已故配偶工龄所购房改房权属、父母子女间借贷关系、夫妻忠诚协议等婚姻契约效力、

夫妻债务及夫妻家事代理权、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等婚姻法与物权法、合同法和公

司法等法律关系衔接的理论和实务难题持续关注并致力于推动解决。 

这一年，杨晓林律师参与的由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陈爱武教授等主持的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

司法调研重大课题—“关于家事案件审判程序有关问题的调研”课题经评审验收准予结项；杨晓

林律师参与的由湖南师范大学王葆莳副教授主持的“意思自治在家庭法中的适用”课题在司法部

中标。杨晓林律师担任执行主编的《家事法实务》（2016年卷）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团队成员刘

海娜律师在由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主办、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等单位承办的“首届全

国成年监护法专题研讨会”上，作题为《婚姻家事案件中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权益保护难题》的主

题发言。 

团队多年如一日地值守北京市妇女服务热线电话（12338）法律咨询公益电话，为弱势群体

提供公益免费法律咨询，即使团队集体外出旅行、学习，仍通过设置呼叫转移等方式，妥善安排

接听解答，从未间断。杨晓林律师受聘中华女子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校外实务

导师，“家事法法科生实习项目”仍在继续中…… 

这一年，杨晓林、段凤丽、付鹏博三位律师继续作为全国妇联妇女维权志愿服务团队成员到

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值班，化解群众信访案件；付鹏博律师还接受北京市公益法律服务与研

究中心指派，为8件婚姻家庭类信访案件由化解转终程序出具终结案件专家评议工作意见书等。 

这一年，团队接受法律与生活、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法律帮助、民主与法制时报、澎湃

新闻英文版、北京晚报、劳动午报等二十多家媒体采访，就婚姻家事领域内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立法建议活动，先后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

究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全国妇联等渠道，对正在编撰中的《民法典》分则婚姻家庭编、继

承编、合同编（部分章节）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室内稿提出了书面立法意见及建议并撰写专题

论文。 

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以上点滴进步和成长离不开您的大力支持、鼓励和持续关

注，感恩、感动和感激常在心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工作进一步推进，《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

编纂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中，这些进步赋予每一个寄情中国婚姻法制进程的法律人更多希望和使命。 

婚姻家庭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家事无小事，家和万事兴！“推进中国婚姻法制进程”是“家

事法苑”人不变的初心和梦想。 

2018 ，沐浴新年的阳光，让我们坚定初心，继续同行！ 

“家事法苑”家事律师团队全体敬上  

杨晓林、段凤丽、邓雯芬、付鹏博、刘海娜、李凯文、张海燕  

2018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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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审判动态 

如何保障行为能力缺失人群诉讼权利 

2018-01-04 民主与法制时报  李卓谦 

https://mp.weixin.qq.com/s/2y73Yh40NmraJJfgh9PPSQ

诉讼中如果知道案件的诉讼参加人存在精神

疾病、智力残疾等情形的，应将该情况告知法官，

由法官进一步甄别、确认。否则案件判决后，由于

一方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案件将面临重审或再审，

不仅造成当事人诉累，也导致司法资源浪费。 

 □本社记者 李卓谦 

 现实生活中，一部分行为能力缺失的人，有

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和经济

交往，但是这部分人群长期处在无人监护的状态下，

不论对其自身还是社会都存在一定风险和隐患。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庞各庄法庭庭长张彬

说，现实生活中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的宣告需求非常少，大多数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

行为能力人由亲属照顾生活、管理财产，如果不是

因为处分财产等行为必须由法院指定监护人，当事

人通常不会进入司法程序。 

也就是说，在亲属帮助下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则无需设置监

护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处分财产、办理银行

业务、作出医疗决定等需要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出意思表示时，监护人的设置

才是必要的。 

“这个群体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

题，他们长期无人监护的情况也亟须引起社会及有

关部门的关注。”张彬说。 

完全行为能力人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 

关于“行为能力”有两个法律概念：一是“民

事行为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 

“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民事主体能以自己的行

为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诉讼行

为能力”是指当事人可以亲自实施诉讼行为，并通

过自己的行为行使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的资

格。 

大兴法院庞各庄法庭庭长张彬解释说，诉讼行

为实际是民事主体行使民事权利的一种形式，因此

“诉讼行为能力”实际是“民事行为能力”中的一

种。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一般通过其

监护人行使权力、承担义务。没有“诉讼行为能力”

的人有权或可以成为诉讼当事人，但只能通过其法

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代为实

施诉讼行为。只有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人才具有诉

讼行为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21条规定，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22条规定，不能完全辨认

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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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

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

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

民事法律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57条规定，

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

代为诉讼。法定代理人之间互相推诿代理责任的，

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为诉讼。 

四大审理难点 

北京大兴区人民法院根据近 3 年来该院审理

此类案件的基本情况，总结出了四大审理难点： 

一是发现难。张彬认为，当事人是否具备行为

能力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如间歇性精神病人、智力

残疾人，在诉讼期间具有一定的语言交流及辨识能

力，也能够回答法官的提问，仅有轻微的言行异常，

容易被认为是偏执或激愤的表现。 

“如果是近亲属之间诉讼，对诉讼当事人的状

况比较了解，可能会将相关情况告知法院，但如果

是陌生人诉讼，法官则很难了解当事人的情况，一

旦判决后发现当事人不具备诉讼行为能力，未有法

定代理人代为诉讼，则造成案件程序错误。”张彬

说。 

二是认定难。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当事人可能

存在行为能力缺失的情况，通常这些当事人并未经

过特别程序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

为能力人。 

张彬说，有的当事人或其亲属向法院提交残疾

证，显示当事人为精神残疾或智力残疾，但残疾证

仅载明残疾等级，因此残疾证不能作为直接认定当

事人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的证据。 

而在司法实践中，一旦其他诉讼参加人对该当

事人的行为能力提出异议，则是否必须启动特别程

序确认该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并无明确规定。此外，

在认定当事人行为能力时，还存在当事人或家属不

申请行为能力鉴定，当事人不配合进行鉴定等情况，

均会导致当事人行为能力认定难。 

三是法定代理人指定难。张彬说，成年行为能

力缺失的当事人通常没有经过指定监护人的程序，

因此，诉讼中需要有确定法定代理人的程序。 

如果当事人只有一个符合条件的近亲属作为

法定代理人或符合条件的近亲属之间没有矛盾，则

法定代理人可以很快得以确认。但某些情况下，在

法定代理人确认时会遇到较大的困扰。 

“如分家析产案件，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当

事人参加诉讼，但其近亲属也同样是案件当事人，

与案件审理结果均存在利害关系，这时因为利益所

在，近亲属会争相申请作为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当

事人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相反，没有利益存在

的案件，近亲属避而远之，都不愿作为不具有诉讼

行为能力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此外，当

事人所在单位、村委会、居委会也相互推诿，怠于

承担监护职责。”张彬说。 

四是案件周期长。根据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

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法院

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待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当事人的

法定代理人确定后再恢复诉讼程序。司法实践中，

首先当事人是否具备诉讼行为能力就需要法官多

方询问、走访、调查；其次，社会人口流动性大，

作为成年人，法院依据其户籍情况查找近亲属困难

重重；再次，当事人或近亲属不配合法院的工作，

也是导致案件无法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应提前告知法官实情 

为了更好地保障行为能力缺失人群的权益，张

彬建议，诉讼中如果知道案件的诉讼参加人存在精

神疾病、智力残疾等情形的，应将该情况告知法官，

由法官进一步甄别、确认。否则案件判决后，由于

一方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案件将面临重审或再审，

不仅造成当事人诉累，也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 

如果有监护能力的监护人不愿亲自参加诉讼

的，可委托律师或其他具有代理资格的人代为诉讼，

经济确实困难的，可申请法律援助律师代为诉讼。 

对于可能存在行为能力缺失情况的当事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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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诉讼前，其亲属中有监护资格的人最好先行通

过特别程序确定当事人的行为能力状况，并经有关

组织指定监护人后再行提起诉讼。 

“值得注意的是，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仅代理

此次诉讼，并非经法定程序确定的监护人。需要指

定监护人代为实施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的，仍应按法

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宣告、指定。”张彬提醒。 

除此之外，他还建议有关组织切实履行法定职

责。

【说法关注】“三痛七痒”被打破 稍有不合就离婚！ 

天津河北区法院发布年轻人离婚案件特点及典型案例 

2018-01-04 新说法 

http://mp.weixin.qq.com/s/c7OBFyCYuQnynIJOJZAwcQ

近年来，本市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数量逐年上

升，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年轻人起诉离婚

的现象日益突出。2018年 1月 4日，天津市河北

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了该院审

理年轻人离婚案件的情况。以前很多人认为，一些

人离婚的原因是因为“三年之痛、七年之痒”，而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婚姻根本就坚持不到三年。过去

夫妻离婚是因为他们之间产生了重大矛盾，而现在

年轻人的离婚理由大部分属于非原则性问题。 

 

 

 

 

 

 

 

数字：离婚案件增长趋势明显 

2016 年全年，河北区法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

9297件，其中离婚案件781件，占民事案件的8.4%。

2017 年全年，该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 10284 件，

其中，离婚案件 891件，占民事案件的 8.7%。 经

统计，80、90 后出生的年轻人起诉要求离婚的比

例高、离婚率高、调解离婚比例也高。以 2017年

受理的案件为例，80、90后起诉离婚的比率达 51%，

即 454件，远远高于 70后、60后等其他年龄段人

群；根据裁判结果统计，80、90 后起诉后最终离

婚的比例达 61%，即 277件，其中，调解离婚又占

了将近 78%，即 217件。 

主要特点 

特点一：婚龄时间相对短暂 

与 2016年受理的案件情况相比，在去年的案

件中，年轻人从双方登记结婚到起诉离婚时间明显

缩短，所谓“三年之痛、七年之痒”的认知已被打

破。其中，结婚不到一年的案件占 11%，结婚 2年

的占 26%，结婚 3年的占 32%，结婚 4年的占 17%，

结婚 5年的占 10%，结婚 5年以上的占 4%。 

特点二：离婚理由大部分属于非原则性问题 

年轻人起诉要求离婚的理由多样，但大部分不

是严重损害家庭和双方情感的原则性问题，认为婚

前了解不够、双方性格不合、相互沟通困难的情况

占 31%；认为对方不尽家庭责任和父母干预的占

24%；另外以存在家庭暴力、婚外情等理由起诉的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Y3NTg2NQ==&mid=2649762276&idx=1&sn=773f8efb3d188499d37c1e18123c255b&chksm=837e0352b4098a4410e6b055b98813a5882722b615dd10ffc462d7caf408789ffe6d6047f1ed&mpshare=1&scene=1&srcid=01048GaioWN9Xjv4cvjeJ9cU&key=304caf69ae97dec95ee6cd0ec6d6ec8244c446932b74c890e7b98df8d7a1073e0d216d49c61d4da821b7fa79dc7e1c7c7c082e3ff7166bc1a3e9c9166995db0fdfe23cdf42da346a226b31ecb68f95e4&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EopJpKns1diVnCgueHsr4%2FR0jslFUAxC8c%2BwSC0JosQZU91LPiVjoTijMJO9aVnB&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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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7%。 

特点三：女方起诉离婚案件居多 

经统计，2017年全年，该院受理的 454件 80、

90 后离婚案件中，女方作为原告提出离婚请求的

占 68%。法官认为这说明了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自我

保护意识强，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有所增长。 

年轻人离婚原因剖析 

原因一：婚姻基础不牢固，闪婚易造成闪离 

所谓“闪婚”，一般情况下是指男女双方在相

识后,在较短时间内快速确立恋爱关系、快速确立

婚姻关系的一种婚恋方式。法官发现，现实生活中

有两种闪婚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年轻人通过当

前发达的网络交流平台，如 QQ、微信“摇一摇”、

“附近的人”加好友网聊的途径，在几次相谈甚欢

后就见面确定男女朋友关系，特别是遇到情人节、

七夕节、中秋节等特殊节日时扎堆登记结婚。另外

一种情况是，某些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遭受亲属催

促成婚的心理压力，草率选择结婚对象。但是，年

轻人在婚后短暂相处后就发现对方并不适合自己，

诸多的不满意叠加在一起进而爆发家庭矛盾，最终

导致婚姻的解体。  

原因二：父母过多参与子女婚姻生活导致离婚 

80、90 后一代多是独生子女，部分年轻人自

小受父母溺爱娇惯，大多个性强，包容性、耐挫折

能力差。虽然已经成年，但在生活自理能力、经济

独立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等方面还有欠缺，依然严

重依赖父母，无法建立成熟的伴侣关系。同时，父

母也依然视自己的子女尚未长大，对子女的婚姻生

活经常指手画脚，甚至横加干涉，在处理孩子婚姻

生活中出现的矛盾时，不能客观公正地给予批评、

引导和劝解，单方面指责对方的过错，因而造成男

女双方矛盾激化甚至升级引发子女起诉离婚。 

原因三：家庭责任意识弱化 

部分年轻人在婚后不能积极承担家庭责任，表

现为：不愿意做饭、收拾家务，过多的指望对方；

特别是孩子出生后男方没有完成从丈夫到父亲的

角色转换，依然保持着通宵玩电脑、打游戏或频于

外出应酬的习惯，导致女方因过多照顾家庭和孩子

心里产生不平衡，进而发生争吵。随着时间推移，

双方矛盾逐渐升级。 

原因四：经济压力过大导致夫妻矛盾增多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面临着

诸多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他们在婚前对婚姻生活过

于理想化，在婚后才发现现实的婚姻生活并非只是

风花雪月，而是每天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

计划性的生活支出、每月透支的信用卡、孩子的高

额支出，甚至还贷压力等问题，导致心理压力过大，

失望大于期望。结果产生了“与其两个人的‘无奈

落魄’，不如一个人的‘精彩自由’，干脆离婚”的

想法。 

 

 

 

 

 

 

 

 

 

 

原因五：婚外性行为和婚外情导致离婚的比例

有所上升 

社会交往方式的多元化，敞开的社交网络使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渠道更加便捷和开放，有些年轻人

对缔结婚姻、解除婚姻不再持有慎重态度和对家庭

承担责任的意识，不再把老一辈的婚姻观奉为圭臬，

而是寻求个体情感的释放与刺激，使夫妻互有的忠

诚义务成为泡影。通过微信、陌陌、网络游戏等应

用程序，特别是“摇一摇”、主动定位等功能的添

加，使这些东西成了坊间俗称的“越轨利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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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各种矛盾导致的已经脆弱的婚

姻关系。 

法官建议 

建议一：加大舆论引导和社会宣传工作力度。

妇联、工会、街道社区、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等社

会各界，共同关注当下年轻人的婚恋问题，积极开

展专题讲座、家庭课堂、公益广告等活动，在全社

会大力弘扬正确的“婚姻自由”观念，倡导慎重“缔

结婚姻、解除婚姻”理念。 

建议二：建议年轻人在结婚前主动做好“婚前

功课”，年轻人在结婚前，可以通过阅读、咨询等

多种方式，主动学习“经营婚姻生活”常识，培养

相互沟通、互谅互让的意识，学会脱离父母，独立

面对现实生活的技能，促进双方携手共建美好新家

庭。 

建议三：建议家长恰当、适度引导子女婚后生

活。家长在子女婚前，帮助子女做好开始婚姻生活

的心理准备，培养独立生活能力，积极承担家庭责

任义务；在子女婚后，恰当引导子女婚姻生活，避

免过多干预，尤其是年轻人出现矛盾时，以维护家

庭幸福为大局，客观公正地进行劝解、教育、引导，

避免“护短”、过多指责对方子女过错，导致矛盾

升级的情况发生。 

典型案例 

案例一：谁都不愿买火车票导致离婚 

赵某，男，25岁；李某，女，23岁。2015年

中旬，两人通过手机社交软件相识，2016 年初确

立恋爱关系，2017年 5 月登记结婚，准备 10月举

办婚礼。2017 年 9 月，二人准备乘坐高铁到杭州

旅游，双方在应由谁买火车票问题上产生纠纷，二

人矛盾由此不断加剧，并导致李某拒绝按期举行婚

礼。经赵某母亲多次劝阻无果后赵某到法院起诉要

求离婚。经主持调解，赵某返还彩礼并给付李某

20 万元补偿款后，双方离婚。 

案例二：丈夫开房被抓导致离婚 

赵某，男；李某，女，均为 80后青年。二人

从 18岁相识，经过 8年恋爱，于 2011年登记结婚，

并生育一子。自 2016年开始，李某发现丈夫行为

反常且经常夜不归宿。李某遂同家属对赵某实施跟

踪，并在宾馆将正在与其他女性开房的赵某抓获。

赵某承认与女同事有不正当关系。李某遂起诉赵某，

要求离婚。法院最终判决二人离婚。 

年轻人在离婚诉讼中的四个认识误区 

虽然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明显增强，但

是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法官在离婚案件审理中

发现，很多年轻人对于离婚诉讼中的一些问题还存

在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一：只要到法院诉讼就能离婚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 2款规定：“人

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

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这一规定说明，

男女一方提出离婚后，是否准予离婚，并不取决于

另一方是否同意离婚、第几次到法院起诉离婚，而

是法院依据夫妻双方的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和调解

是否有效来决定。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法

院会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

的现状和有无和好可能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对

于尚能挽救的婚姻，不能简单地判决离婚或调解离

婚。因此，并非是只要当事人来法院坚持离婚就可

以实现离婚的目的。 

误区二：彩礼给了就不能退回 

实践中，彩礼是否应予退回的问题，是很多年

轻人争执的矛盾焦点。给付彩礼的一方认为，双方

生活时间短，离婚时对方应当返还彩礼；收受彩礼

一方认为，既然彩礼已经给了，对方就不应当再收

回。 

对此，我国相关法律对彩礼问题进行了规定。

2004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10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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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

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

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

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在 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50 条规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返

还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彩礼，如果未婚男女双方

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的风

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 

所以，在具体审理过程中，法官会依据上述法

律规定，同时也会综合考虑本市的婚俗习惯等具体

情况确定彩礼是否返还。 

误区三：只要双方不在一起居住就是分居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是《婚姻法》规定的准

予离婚的情形之一，婚姻法中认定分居两年构成感

情破裂中的分居行为，必须是因感情不和造成的分

居才行。如果是因为工作问题、照顾子女问题、分

屋睡或其他原因分居的，不构成导致离婚的分居。

同时，就是否存在分居、是否因感情不和分居、是

否分居达两年的举证问题，应由主张离婚的一方举

证。这些证件，可能是街道的证明，也可能是双方

的通信内容，也可能是邻居、亲属的证人证言，能

否认定，需要综合判断。 

误区四：只要发生冲突，就构成家庭暴力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是《婚姻法》

规定的准予离婚的情形之一，但应当把夫妻之间因

日常琐事产生的争执与法律上的家庭暴力区分开

来。法律上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

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

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对此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可见，法律对家庭暴力的理解采取的是较为客观、

严格的标准，不能把日常生活中偶尔的争吵、打闹、

肢体接触理解为家庭暴力，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的伤

害程度才构成家庭暴力。 

 

新报记者 张家民 通讯员 高怡文

离异夫妻再次对簿公堂为哪般？ 

2017-12-31 南京法院  

http://mp.weixin.qq.com/s/Mwr6Tum2PUhqP-rlkLQj6g 

他们是离婚大军中普通的一对，在离婚后本会

如同众多分开的夫妻一般各自安好。但因为俩人的

孩子，现在又再次坐到一起，没有预想的温馨，只

有气氛紧张的阵营对立，对簿公堂也只是为了孩子

的抚养费。 

母亲希望父亲宋某每个月给予孩子的抚养费

增加 500 元，父亲宋某则诉说自己的辛苦不愿增加。 

各有各的难处， 

各有各的想法， 

似乎无法两全， 

鼓小助听得简直超级为难～ 

母亲 父亲 

物价上涨； 工资收入低； 

孩子花费增多； 房贷压身； 

看着尚处稚年的小朋友， 

看着庭上互不相让的两人， 

鼓小助的心一直揪揪的，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UzNzgwOA==&mid=2651279547&idx=1&sn=2002032890bbb4a63ced9dbe7a310157&chksm=8b4e2f44bc39a65232aa4fbd9fbf5f4a033b0250272847aba98be60eae135d5f5b3aad15c3bf&mpshare=1&scene=1&srcid=1231WqfJTJxBopAXJnqd3qT8&key=304caf69ae97dec93fea89edc1901fef27737598a3d253097b8990dd0eec6f6fc2e55ccd71835e5e854b8d274dea981a414b6c6fd60a9f5c9f1c001c9add56e49a3a9b344ddcb0f8e3b4dbbf383047d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EopJpKns1diVnCgueHsr4%2FR0jslFUAxC8c%2BwSC0JosQZU91LPiVjoTijMJO9aVnB&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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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最终是如何认定的呢？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具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夫妻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义务支付子女抚

养费。父母在离婚协议中即使对抚养费的负担作出

明确约定，但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

提出增加抚养费的合理要求。 

法院结合父亲的工资收入及孩子维系日常生

活、学习的基本支出依法认定父亲在原先的基础上

每月增加支付抚养费 300 元。 

这样的案子还有很多，2017 年以来，鼓楼法

院共受理抚养费纠纷案件 65 件，法院准予撤诉的

案件有 13 件，在已审结的案件中有 22 件通过调解

处理，有 18 件通过判决结案。在已审结案件中，

提出增加抚养费的有 33 件，其理由主要是：物价

上涨、孩子教育费、医疗费增加等等。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会因父母离婚而消

除。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

义务，抚养孩子是父母双方均应承担的义务，因此

离婚后孩子虽然归一方抚养，但另一方也应支付相

应的抚养费。 

出于减少矛盾的考虑，对于这类案件以调解为

原则，法官尽量与双方当事人在法理和情理方面共

同沟通，在尊重双方意愿的基础上，参考孩子的实

际需要以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达成一致调解意

见，让双方都能认识到自己的抚养义务，也能互相

理解。 

在审理这类纠纷时，法官则会结合父母双方的

工作收入或个人从事生产经营的状况，综合当事人

的收入证明、银行流水，以及孩子的营养费、医疗

费、教育费等等费用清单等证据，本着公平的原则，

来做出合理判决。 

出于现实的考虑，父母可能会提出对方增加抚

养费或者减少自己支付抚养费的诉讼请求，法官在

处理此类案件纠纷时会考虑到孩子的实际需求和

父母双方的生活情况，做出合理认定。 

其实，父母离婚，孩子是最无辜的，希望所有

父母都多为孩子考虑，真正的关心他、爱护他，抚

养其健康成长。孩子是上天赐给每对父母的小天使，

即使夫妻因为各种因素不能一起相伴走下去，也不

要伤害孩子的感情。让我们一起守护小天使的成长。 

撤销监护权案件难在哪里| 中国司法案例研究中心 

2018-01-03 判例研究 

http://mp.weixin.qq.com/s/ao0WcFJa9VBm29NTa3-LAQ 

编者按 

2014 年 12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 公安部 民政部印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指出该《意见》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发现难、起诉难、审理难、安置难，被称为撤

销监护权案件的“四道坎儿”。 

发现难，有赖于社会范围内的监督，有赖于法

律监督机关的积极行使职权； 

起诉难，有赖于未成年受害人的亲属勇敢站出

来冲破情理的藩篱，有赖于社会范围内对于司法救

济渠道的普遍关注； 

审理难，有赖于审判机关把控好法理与情理两

道防线，站在保护未成年人实际权益的角度考虑问

题； 

安置难，有赖于全社会范围内提升儿童保护的

意识与能动性，更好践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当然也有赖于民政部门的兜底。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jQ5MjA2MA==&mid=2653149366&idx=1&sn=13de33ad2ad5cbd01a588ad96b96e36c&chksm=80dbe245b7ac6b538cedc933048f45b39f78e225b17f4397aed30e2ba1282bf56e3b653553e3&mpshare=1&scene=1&srcid=0103DoClTln7Ic3A3Is5AxSn&key=ffd6e7826d53df7991fd199db023d2db0d5c4a55f12c6290848fece6adba9295df03fb9e61e4c3c5f1465a8441e3c4f32c0c02bce551c2c75af3f085b3ff1ba765c43e6602f7b2904494fc8e15143eee&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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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丰满的，落实起来是骨感的。 

本期就撤销监护类案件做以梳理，欢迎留言

讨论。 

案 例（三个首例） 

全国首例检察机关督促异地撤销监护权案件 

2017 年 12 月 7 日，湖南省道县法院作出判决，

撤销何某、唐某对被监护人小何的监护权，撤销汪

某、汪某某对被监护人小汪的监护权，另行指定监

护人。据了解，这两起案件均系上海市青浦区检察

院建议湖南省道县民政局启动的撤销未成年人监

护权之诉，也是全国首例检察机关跨区域督促异地

撤销监护权的案件。 

2016 年 9 月至 11 月间，小何（女，8 岁，湖

南省道县人）、小汪（女，5 岁，湖南省道县人）

被父母送入眭妹秀等人组织的盗窃犯罪团伙，在该

团伙的指使下，先后在上海市青浦区、松江区等地，

多次窃取手机、钱包等财物，公安机关将她们抓获

后送至上海市嘉定区新春学校抚养。2017 年初，

公安机关将小汪、小何送回户籍地湖南省道县读书。 

检察官认为，小何、小汪的父母带领孩子盗窃

或将孩子交由犯罪团伙，任由犯罪分子教唆孩子犯

罪，剥夺了孩子的受教育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

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正常发展，依靠原生家

庭已不足以给孩子创造健康的生活环境。为避免二

人再次被其父母侵害，最大限度地保护其身心健康，

青浦区检察院检察官深入湖南省道县实地了解情

况，走访当地群众，调查涉案孩子的家庭背景，制

定切实可行的打击和挽救方案。 

2017 年 7 月，青浦区检察院向道县政府制发

了检察建议，督促当地相关职能部门提起撤销监护

权之诉，并多次与当地相关单位就证据标准、提起

撤销监护权之诉的程序、涉案儿童监护权的归属进

行沟通。 

2017 年 9 月 13 日，湖南省道县民政局社会救

助站向道县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小何、小汪父

母的监护权。法院经过审理依法撤销了小何、小汪

父母的监护权，并在征求孩子本人意愿的情况下，

指定了小何的爷爷奶奶、小汪的外公外婆担任监护

人。目前，小汪和小何已经在当地学校读书，由指

定监护人监护，生活比较稳定。 

青浦区检察院认为，该起案件作为全国首例检

察机关督促异地职能部门撤销监护权案件，解决了

长期以来困扰办案机关的外地流动人员犯罪整治

难、儿童保护配合弱的问题，打通了未成年人刑事

保护与民事保护的分野，开启了犯罪地与儿童居住

地跨区域协作、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跨部门配合的

新篇章。（检察日报讯） 

 

检方异地督促存三大难点 

 

针对此类案件的办理难度和异地督促的复杂

性,青浦区检察院检察官高冰表示,一是证据收集难,

此类案件中的嫌疑人往往事先达成攻守同盟,到案

后拒不供述。如小汪到案后坚称汪善娟是其母亲,

但汪善娟却声称谢某某是其亲生母亲,后来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多方调查才确定了孩子父母的身份；

二是儿童安置难,涉案儿童先是被安置在新春学校,

后来被送回当地福利机构,因为儿童安置的场所、

地域无明确的规定,所以场所的变动,特别是跨地域

的变动,导致检察机关剥夺监护权工作的被动,同时

也使儿童矫正、教育的衔接出现不畅；三是异地配

合难,检察机关制发的检察建议没有强制性,如何说

服当地职能部门,并建立有效协作,也是该项工作需

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中国首例由民政局起诉撤销父母监护权案胜

诉 

全国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

案件。 

受理法院：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铜山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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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事项： 

一、撤销邵某某、王某某对女儿邵某的监护人

资格，并不得恢复； 

二、请求人民法院指定徐州市铜山区民政局为

邵某的监护人。 

2014 年 6 月，徐州年仅 10 岁的小女孩小玲竟

然被亲生父亲性侵。当然，这个灭绝人伦的父亲得

在监狱里呆上 11 年，但小玲的生母居然也对孩子

不闻不问。针对这种情况，铜山区民政局向铜山区

人民法院提起申请，要求撤销受害女童父母的监护

权，另行指定合适监护人。 

铜山区民政局这份申请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

全国首例申请撤销监护权资格案件。不仅是民政局，

根据《意见》，未成年人的其他监护人、学校、其

父母所在单位、居委会、妇联和共青团等都可以法

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在昨天的庭审中，民政局

提供了小玲的情况，以及小玲所在的村委会拒绝抚

养等证据，力图说明小玲的亲生父母已经无法继续

履行对小玲的监护权，而其亲属、以及所在的村委

会也无意抚养小玲。最重要的是，小玲通过视频也

在庭审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民政局：不愿意和你亲生妈妈一起？ 

小玲：嗯。 

民政局：那你愿不愿意和你的外爷爷，外婆一

起生活呢？ 

小玲：不愿意。因为他们不好。 

民政局：那你以后想和谁一起生活呢？ 

小玲：张妈妈一起。 

孩子说的张妈妈，是出事后暂时收养了她的好

心人。孩子明确表示不愿意和亲生母亲在一起生活，

检察机关也认为，小玲生母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实质

上的遗弃。 

证据已经非常充分，多部门新颁布的《意见》

也是白纸黑字。但是，一举撤销这种父母的监护权，

固然很是大快人心，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父母

监护权被撤销，那谁来监护孩子？ 

从法律关系上，民政局接管监护权，而在实践

中，民政局作为一个机构，不可能像真人一样把孩

子的吃喝拉撒管起来。因此，继续让小玲在好心人

张妈妈的家庭中成长，是最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

选择。李福达介绍，民政局则会把小玲列入困境儿

童救助，提供每月 700 元的救助金，并安排小玲尽

快入学。通过机构和现在临时照料家庭，争取小孩

的意见，可以签订协议，在这个爱心家庭，可以受

到家庭的教育来寄养。我们从生活上，从精神慰藉

上，从心理辅导上，我们给予关注，全程跟踪，来

掌握这个小孩的情况，关注这个小孩的成长。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庭审，根据相关法律，结合

各方证据证言，法庭当庭宣判： 

一、撤销被申请人邵某、王某对邵某的监护权； 

二、指定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民政局作为邵某

的监护人。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庭审后，主审此案的铜山区人民法院院长王牧

表示， 

小玲的案件虽然只是个案，但是他却体现了整

个中国法治的进步。它使我们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

案件的时候，更加有法可依。在庭审当中，申请人

也提到的规定了一个国家托底的条款，就是说在没

有合适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下，由民政部

门代表国家来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中国新闻中

国广播网 2015 年 02 月 05 日） 

法院受理首例夫妻间监护权撤销诉讼 

在经历了整整三周的焦急等待后，昨天，程女

士从法律援助律师张红云处得到消息：对于自己起

诉撤销丈夫监护权的案件，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已经正式立案。这标志着该起全国首例夫妻间“夺

权之诉”迈入法律门槛。 

2015 年 6 月，刚刚出生两个多月的男婴乐乐

被亲生父亲毒打致残，随后其父李某因涉嫌“故意

伤害罪”被批捕。丈夫给儿子造成重创，乐乐的妈

妈程女士曾一度想为他开脱，但她最终决定选择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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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并起诉剥夺他对儿子的监护权。 

这是 2015年 1月 1日，最高法、最高检、公

安部、民政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

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实施后，全国首例由未

成年受害人母亲提起的监护资格撤销之诉。 

程女士在通州小圣庙村租房的房东李重喜，曾

亲眼目睹警方抓捕李某过程。“他看上去很镇定。

一边穿衣服，一边指着桌上的半瓶敌敌畏说，能让

我先把这个喝下去吗？"羁押在通州看守所后，李

某的态度也像“过山车”般大起大落。从最初的“狂

妄”到开始关心儿子的伤情，甚至曾提出可以捐出

身上的器官救助儿子。 

“一切都晚了。我现在只想让他得到重判。”

程女士说，她希望能重新再请法医给乐乐做一次伤

情鉴定。“乐乐的脑部核磁扫描刚刚出来，医生说

他脑萎缩后，功能正常的组织已经从不久前的三分

之一，缩小到现在的十分之一。并且如果不马上做

脑积液引流，会随时有危险。”自被父亲重殴后，

乐乐的伤情发展一直在恶化，从最初的轻伤一级，

发展到重伤二级。（来源：北青网   2015-09-16） 

观 点 

① 专访视频：打骂孩子不是家庭私事 

佟丽华，现任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北

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农民

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担任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

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

主任、北京市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

务。 

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可分成两个类型：

积极伤害型和消极漠视型。监护人虐待未成年人属

于积极伤害型，这种行为侵犯了未成年人的生命健

康权；遗弃或不履行抚养义务则属于消极漠视型，

虽然没有直接伤害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但是对

其人格养成、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此外，

监护人不负责任，还会影响未成年人的户籍登记、

接受教育、社会保障等多种权益，变更监护权有助

于理顺法律关系，保障未成年人的公民权益。 

被撤销监护权的监护人，有些并没有构成犯罪，

尤其是那些怠于行使监护权的父母。撤销这些这些

监护人的监护资格，他们非但不感到痛苦，还会欣

然接受，因为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履行责任了。这些

消极冷漠的父母很可能不在乎舆论评价或道德人

伦，应该限制这些不负责任的父母部分民事权利，

例如限制贷款、限制就业等。 

指定基层社会组织或民政部门作为监护人之

后，如何保障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缺乏具

体明确的法律法规。近些年，多起社会救助机构虐

待流浪儿童的事件，也让社会对民政部门履行监护

责任提出质疑与考验。相较具有组织性、专业性、

公益性的民政部门，劣势明显的基层社会组织担任

监护人更值得关注。如果未成年人无人愿意收养，

基层社会组织履行监护责任的经费如何解决？被

监护人的教育生活谁来具体负责？如果这两个问

题不能很好解决，基层社会组织的监护权履行效果

令人担忧。（刘勋  中国青年报 2016年 06月 02日 02 版） 

【今日关注】这个家事危机“修复医院”一年处理了 900 多件家事 

2018-01-05 浦江天平 

http://mp.weixin.qq.com/s/2w_Gw0uRSWzVi6UhtyKLZw 

 核心提示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由于家事纠纷中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cxNDM5OQ==&mid=2650472538&idx=1&sn=8b1d07dc8664827d1133ec0fe9e21c4f&chksm=8715b1aab06238bc72708e8b4c17c50b936ed6bd2c0f6f37e479a0ab84c4b3a0a0574844920e&mpshare=1&scene=1&srcid=0105FgyPdYR0i9Cpj0CKFTNc&key=ffd6e7826d53df7907ea49ac8a68807a9c1314ac2cd7fe4d709b2eaede33fb08903f2e482a26b3592fd64d30bbf1d1cce7c26ce75e249e993753283b7a78a95ccba8f19fe79a9257147d67cfd7c46aa1&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011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常常涉及到“情”字，夫妻之情、亲子之情、手足

之情……种种“情”剪不断理还乱，以前往往是“官

司打完了，家庭也彻底闹翻了”。 2016 年 4 月，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部署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

改革，在全国选择了一百家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开

展改革试点。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

山法院）作为试点单位开始了有益的探索和尝

试…… 

这里有一份家的温情 

布艺沙发占据房屋中心，壁挂液晶电视下摆放

着的一排盛开的小花，电脑桌安置在房屋角落，墙

壁上点缀平安结和幸福扣，数幅清新淡雅的儿童画

似又将屋内的人们拉回到纯真的年代，这里是金山

法院的家事调解室，没有原告和被告，只有席卡上

的“丈夫”和“妻子”，温馨又温情。 

相隔数米外，是一间家事法庭，明亮的灯光，

原木色的装潢，连墙纸也给人一种平和的感觉，屋

内正中央是一张半圆弧形的会议桌，法官居中裁判，

当事人双方左右相坐，没有紧张对立的气氛，有的

是一份平心静气的沟通，喻意通过法官努力尽最大

可能让半圆得以修复，让家庭接近圆满。 

硬件之变，折射理念之变。家事审判更添法治

温情。 

冲动离婚前先冷静冷静 

相爱不易，且行且珍惜，很多婚姻关系的破裂

只源于无法控制的冲动情绪。金山法院通过在离婚

案件审理过程中设置情感修复期，努力为冲动型离

婚“踩刹车”。 

案例 

原被告夫妻双方是自由恋爱结婚，结婚二十多

年，双方婚后感情尚可，只是丈夫疏于关心妻子和

儿子，导致双方产生矛盾。一番“望闻问切”，金

山法院家事法官判断双方感情只是出现危机，并未

彻底破裂，因此给予双方一个月的冷静期。目前通

过家事法官的沟通，双方有望重归于好。 

从“一判了之”到“家庭救治”，这是家事审

判改革带来的一大变化。 

“四大外援”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法院对家事案件的审理侧重于法律方面，对当

事人心理和社会伦理等的引导还需要社会力量的

配合与协调。 

2017 年 8 月底，金山法院与区民政局、团区

委、区妇联共同建立了家事纠纷联动化解合作机制，

聘请了首批 28 名家事调查员、家事调解员、家事

心理疏导员、家事社会观护员，利用他们熟悉社区

情况的特点和具备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优势，帮助

做好家事审判、调解工作。 

案例 

结婚 8 年，沈先生和黄女士婚后未生育子女，

双方对于生活看法不一，两人感情越来越淡，进而

分居。经法院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后，夫妻关系仍

未好转，双方展开了拉锯战。于是沈先生第二次起

诉离婚。 

家事法官考虑到实际案情，决定尝试庭前调解，

他特别邀请了区妇联工作人员和长期从事心理学

研究、取得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在校老师分别作为家

事调解员和心理疏导员共同参与调解。在多方共同

努力下，沈先生和黄女士签署了离婚协议，并对婚

内财产做了处理。 

一起参与调解的律师赞许道：“在法律允许的

框架下善用调解，真正体现了法律文明与人性光

芒。”调解离婚后，沈先生还给法官写来了感谢信，

信中表示：“我很感谢金山法院的法官让我和黄女

士能够和平分手，给彼此一个自由，让我们充分体

会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实践中的应用。” 

不让父母失败的婚姻伤害到孩子 

很多人的离婚或许是因为感情不和，或许是因

为爱情不再，但很少会有理由牵扯到孩子，可是离

婚对孩子的影响却是持久深远的。对于孩子，如何

才能使离婚的伤害降到最低呢？金山法院的家事

法官们，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坚持对未

成年子女的学习、生活作出妥善安排。 

案例 

王女士与李先生结婚多年，婚后生育一女。

2013 年双方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约定女儿随

女方生活，婚后双方共同购买的房屋一套归女方。

由于离婚后男方迟迟未搬离该房屋，也不配合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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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王女士起诉要求将该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 

法官经审理发现，该房屋虽为双方婚后购买，

但登记时也有双方女儿的名字，该房屋属于双方及

女儿共同共有。法官及时向双方释明，离婚协议约

定房屋归女方侵害了女儿的财产权益，未成年人的

财产权益必须予以保障。 

经多番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仅将李先生

名下的份额过户至王女士名下，保留了女儿的份额。

且双方均同意，由王女士归还李先生多支付的房屋

贷款 10 万元，归还的方式是存入女儿名下的银行

账户，此举更是为女儿的教育、生活增添一份保障。 

家事纠纷一揽子解决 

婚姻关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负担、子

女抚养问题……一桩婚姻的破裂往往牵扯到诸多

问题，在家事案件范围内，当事人往往怀有一次性

解决纠纷的普遍愿望，金山法院尝试制定合并审理

相关规则，减少当事人诉累，一次性化解家庭矛盾，

促成家事纠纷的一揽子解决。由家事审判团队调研

后形成的成果《毕其功于一役——家事诉讼中诉的

合并问题研究》荣获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二等奖。 

案例 

原、被告系夫妻关系。张某系原、被告婚生儿

子，案件审理时已满 25 周岁。原告起诉离婚，被

告也同意离婚，但提出张某因幼时患病致残，无劳

动能力和稳定生活来源。如按照法律规定，子女已

经成年，离婚案件中本可不必处理其抚养的问题，

但为保护残疾人利益和一次性解决家庭问题，在自

愿离婚和依法分割共同财产的基础上，法官引导原、

被告就其离婚后残疾子女的抚养问题进行协商，达

成初步意见后，依申请列张某为本案第三人。 

在倾听张某意见并征得其同意后，就原、被告

的婚姻关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负担、残疾

子女抚养等问题进行了合并审理、一揽子解决，并

最终达成了调解方案。 

回顾 2017，展望 2018 

2017 年金山法院共受理婚姻案件、抚养、扶

养及赡养纠纷案件、亲子关系案件、收养关系纠纷

案件、同居关系纠纷案件、继承和分家析产纠纷案

件等六大种类的家事案件 923 件，审结 893 件，调

撤率为 71.3%，服判息诉率 92.3%。家事改革妥善

化解了大量家事纠纷，家庭疗伤、社会减压的改革

效应正逐步显现。 

家和万事兴，家固天下稳。金山法院将认真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

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

制改革，推进和谐家庭建设。 

 

文字：  

摄影：陆烨波 

来源：上海金山法院 

声明：转载请注明来自“浦江天平”公众号 

2017 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关键词 

2018 年 1 月 5 日 人民法院报 第 04 版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1/05/content_133991.htm?div=-1 

5.家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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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

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各试点

法院积极探索建立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与民

政、妇联、司法行政、社区服务等部门创建了形式

多样的合作方式，70%的试点法院出台了规范性文

件，近 90%的试点法院成立专门家事审判机构。 

傅郁林点评：家庭和谐稳定是国家发展、社会

进步、民族繁荣的基石。2017 年，人民法院充分

发挥司法职能，妥善化解婚姻家庭纠纷，扎实推进

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家事审判工作

机制不断创新，家事审判工作规则逐步完善，机构

和队伍专业化建设进展迅速，以司法手段维护家庭

和谐和社会稳定的成效表现明显。 

司法实践中，家事审判区别于普通民商事审判

的诸多特点被逐步认知，并在近年来日益成为程序

类型化和审判专业化改革的热点。家事审判的一些

基础理论问题，比如诉讼标的与身份关系的牵连性、

处分权的受限性与诉讼模式的职权性、程序理念的

非对抗性与审判目标的修复性、程序主体的相对开

放性、案件类型的多元性、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

交错性等等，业界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 

但更深层次的共识仍待建立，如果无视离婚财

产分割争议与亲子关系确认案件之间显而易见的

差异，以及由此导致同为家事审判但从制度理念到

程序结构的分野，那么仅仅将家事审判从普通民事

审判中分离出来，还只是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

2018-01/05/content_133991.htm?div=-1&from=g

roupmessage 

权威发布 | 涉老年人民事案件审理情况 

2017-12-06 朝阳法苑 

http://mp.weixin.qq.com/s/qd9gypcRJVjPy4obHl0aKA 

为了增强老年人的维权能力，推动养老服务业

健康发展，提高老年人权益保障水平，近期，我院

对2012年至2016年审理的涉老民事案件进行了专

题调研，形成了《涉老民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现

将白皮书主要内容通报如下： 

2012年至 2016年涉老民事案件审判基本情况 

1．收结案情况 

近年来，涉老民事案件的收结案数量及在民事

案件中的占比均呈逐年上升趋势。2012至 2016年，

我院共新收涉老民事案件 30668 件，历年案件新收

数量分别为 3819 件、4879 件、5368 件、6609 件、

9993 件，其中 2016 年的新收数量是 2012 年的 2.6

倍。上述案件占当年全部民事案件新收量的比重分

别为 11.5%、13.9%、15.3%、13.9%、19.4%。2012

至 2016 年，共审结涉老民事案件 28791 件，历年

审结案件数量分别为 3695 件、4544 件、5025 件、

5700 件、9827 件。2017 年前十一个月，我院新收

涉老民事案件 6740 件，审结 6758 件。 

2．适用程序情况 

涉老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以简易程序为主，同

时适用特别程序审结的案件中涉老民事案件比重

大。2012-2016 年我院审结的 28791 件涉老民事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DAwNzc1MQ==&mid=2247485671&idx=2&sn=839d7a5194f61a7c89c3ab2f57acd0bb&chksm=fb03fbcfcc7472d9418bb26bf420f934500abb7c632394b2d5b09fc11341afe85b5b5ff4492c&mpshare=1&scene=1&srcid=0106cVOuDODsrmt5vR4UF97H&key=cf5e006f4a3611a32243cbd78d0f3b2bfbe3c5e75298228ec60093d176bb9808406606a44aa68b37aa4f7883f21544dac75784276399b22044a2631b7316aef9d0367578a6874f5db19d506f40c1b871&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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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适用简易程序的为20916件，占比达72.7%，

适用普通程序审结 7263 件，占比 25.2%，适用特

别程序审结 612 件，占比 2.1%。2012-2016 年，我

院共适用特别程序审结民事案件 1458 件，其中涉

老民事案件 612 件，占到特别程序审结案件总数的

42.0%。 

3．结案方式情况 

涉老民事案件结案方式以判决为主，案件调撤

率低于民事案件平均调撤率。2012-2016 年，我院

审结的涉老民事案件以判决方式结案的为 12597

件，占比 43.8%，以调解方式结案 6724 件，撤诉

结案 6201 件，调撤率为 44.9%，以移送、终结方

式结案 3269 件，占比 11.4%。 

4．案件类型情况 

五年来涉老民事案件的类型分布和发案趋势

基本相同，即合同纠纷多于家事纠纷，侵权纠纷数

量最少。2012-2016 年，我院共新收涉老合同纠纷

案件 13941 件，占比 45.4%，涉老家事纠纷案件

9253 件，占比 30.2%。涉老侵权纠纷案件 6862 件，

占比 22.4%。其他为特别程序案件 612 件，占比

2.0%。 

涉老合同纠纷案件，主要集中于民间借贷纠纷，

其他发案数量较多的案件类型均与房屋的转让、使

用有关，从多到少依次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供用热力合同

纠纷。上述五类案件的收案量分别为 5900 件（占

比 42.3%）、1707 件（占比 12.2%）、887 件（6.4%）、

832 件（占比 6.0%）、752 件（占比 5.4%），合计

10078 件，占全部涉老合同案件的 72.3%。 

涉老家事纠纷案件，案件类型以继承纠纷、分

家析产纠纷、离婚纠纷为主。2012-2016 年，我院

新收的上述三类涉老民事案件分别为 5111 件、

2343 件、1278 件，占比分别为 55.2%、25.3%、13.8%，

合计达到 94.3%。家事纠纷中，老年人提起的赡养

纠纷五年仅有 402 件，占比为 4.3%。 

涉老侵权纠纷案件，涉人身权利的案件略多于

涉财产权利的案件。其中，数量分别为 3631 件、

3231 件。涉人身权利的案件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主，数量

分别为 2107 件、564 件，合计共占该类案件的

73.6%。侵财类案件，以所有权确认纠纷、返还原

物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排除妨碍纠纷四类案

由为主，数量分别为 660 件（占比 20.4%）、534

件(占比 16.5%)、381 件(占比 11.8%), 340 件（占比

10.5%），其中所有权确认、返还原物、排除妨碍

三类案件，涉房比例很高。 

涉老民事案件特点及成因分析 

1．家庭内部关于房屋等巨额财产的纷争致家

事纠纷涉老案件比重大 

如前所述，2012 年至 2016 年，我院共新收涉

老家事纠纷案件 9253 件，同期我院新收的家事纠

纷案件总量为 31071 件，家事纠纷中涉老案件占比

达 29.8%，远高于侵权纠纷涉老案件 18%的占比和

合同纠纷涉老案件 11%的占比。 

由此可见，相较其他年龄层次的人而言，老年

人更易陷入家事纷争中。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随着年龄的衰老、生理机能的衰退，老年人参

与的社会、经济活动相对减少，与外界互动的范围

缩小、频率减低，相应的体现社会参与度的侵权纠

纷与体现经济活跃度的合同纠纷发案大幅降低，凸

显了家事纠纷的比重；二是老年人大多拥有一定的

财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拥有的社会财富特

别是房产价值大幅升值，正如前面提到的，涉老合

同纠纷、涉老侵权纠纷中的侵财类案件，大多数均

与房产有关。而家事纠纷中，因继承、拆迁引发的

遗产继承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等财产纠纷和离婚纠

纷，也大多涉及房产，甚至引发亲情危机。 

2．2016 年以来民间借贷案件出现井喷式增长 

2016 年以来，由于民间借贷纠纷出现井喷式

增长，这一特点在涉老民事案件中表现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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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至 2015 年，我院新收的涉老民间借贷案件

分别为 236 件、306 件、295 件、660 件，而 2016

年，这一数据骤然上升至 4403 件，同比增长 5.7

倍，占比达到当年涉老合同案件的 68%，一跃成

为涉老合同案件的主要类型。2017 年，随着金融

监管的加强，涉老民间借贷案件出现下降，今年前

11 个月共新收 1267 件。 

民间借贷纠纷井喷式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

P2P 融资平台的快速发展。2016 年我院新收的涉

老民间借贷案件较 2013 年增长了 13.4 倍。2013

至 2016 年，涉老民间借贷案件占同期民间借贷纠

纷新收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16.9%、15.1%、14.7%、

44.6%。可见，老年人群体参与民间借贷投资并涉

诉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年龄层次的群体。 

近年来，P2P 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模式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老年人因闲置资金较多，替代

性投资渠道有限，成为该领域的重要投资人群。然

而，P2P 平台在为民间资本的保值增值提供新出路

的同时，也为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发财致富的“商

机”。高回报的承诺以及送油送锅、免费旅游、媒

体广告等营销手段，吸引了大批老年人陷入“骗局”。 

3．赡养案件呈现新特点 

2012-2016 年，我院新收的赡养纠纷仅有 402

件，占同期涉老民事案件的比例仅为 1.3%。尽管

数量不多、比例不大、发案平稳，但是赡养纠纷案

件则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一是赡养义务人从推诿赡养责任转变为争夺

藏匿老人。以往的赡养费纠纷案件，赡养人多以经

济困难、无力支付赡养费为由互相推诿赡养责任，

老年人无人照管的情况居多。但是近年来，因老年

人名下的房屋、宅基地使用权等蕴含着巨大的经济

利益，与老年人共同生活还意味着对老年人财产的

使用和控制，所以子女之间开始出现争夺、藏匿老

人的现象，其他子女则常以见不到老人为由拒付赡

养费。二是老年人诉请精神赡养的案件寥寥。2012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首

次规定了不与老年人同住的子女的看望义务。实践

中，尽管绝大多数的老年人都会将子女不常探望作

为起诉的事实及理由，但却极少作为诉讼请求提出。

2012-2016 年，我院共新收赡养纠纷案件 402 件，

但其中仅有十余件将精神赡养作为诉讼请求提出。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目前赡养诉讼的原告多为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多子女是普遍现象，大多数老年

人一般均有一名或多名子女照料或共同生活，足以

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老年人提起赡养诉讼的目的主

要是为了分担开支。此外，对相关法律规定不了解、

担心精神赡养难以执行，也是老年人不诉请精神赡

养的原因之一。三是赡养义务人亦为老年人的案件

比例达三成。2012 至 2016 年我院审结的赡养纠纷

案件中，赡养义务人为 60 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依

次为 26.6%、29.1%、21.7%、29%、33.9%。2017

年前十个月，这一比例为 34.3%。赡养义务人本身

亦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经济和生理心理尚需扶助

照料，难有精力和财力很好的履行赡养义务。随着

越来越多的赡养义务人步入老年，将直接影响家庭

养老功能的发挥，这一问题值得关注。 

4．养老机构内老年人摔伤案件占比大 

2012-2016年，我院新收的涉机构养老的案件，

总体数量不多，但后果大多比较严重。五年间我院

仅新收了 8 起涉养老机构的案件，其中养老机构做

原告起诉的为 2 起，均为索要床位费、护理费的案

件，老年人亲属做原告起诉的为 6 起，其中 5 起均

因老年人在养老机构看护期间发生伤害引发。5 起

案件中，4 起均为老年人摔伤致骨折引发，占到全

部涉养老机构案例的 50%。 

上述案件伤害的直接结果虽然仅为骨折，但是

由于老年人年事已高，大多同时患有多种慢性心脑

血管疾病，身体机能降低、体质虚弱，在摔伤后均

不同程度引发其他部位的感染或衰竭，后果严重。 

在涉养老机构的老年人伤害案件中，继承人纷

纷以养老机构未尽到看护义务为由诉至法院，因合

同法律关系和侵权法律关系存在竞合，其中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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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案件继承人选择“其他服务合同纠纷”的案由，

3 起案件继承人选择“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的案由。最终，5 起案件中有 3 起，养老机构被认

定存在过失，判决承担赔偿责任。 

目前老年人权益保障存在的突出问题 

1．固定资产归属问题易诱发亲情危机 

家庭矛盾是涉老案件的主要原因，而在许多案

件中诱发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往往是固定资产即房

产的归属、分配和处置问题。由于历史原因，老年

人大多拥有各种形式的房产，如房改房、央产房、

承租公房、私有住房、农村宅基地自建房等，且这

些房屋均带有一定的福利性质，取得成本较低，但

目前房屋本身或价值大幅增值、或因拆迁等事由潜

在巨大利益。 

长期共同生活，家庭内部难免因各种琐事产生

矛盾，由于形成时间久远、且不断积累，家庭矛盾

往往根深蒂固，不易化解，在面临巨额财产分配时，

往往进一步恶化，甚至引发亲情危机。 

家庭矛盾具有私密性、持续性、非理性的特点，

因此化解难度较高。五年间，我院审理的涉老案件

调撤率仅为 44%，明显低于同期民事案件 52%的

调撤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因家庭

成员间的感情恶化引发的继承纠纷、分家析产纠纷、

所有权确认纠纷、返还原物纠纷、赠与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高发，甚至出现因冲突升级亲属之间

大打出手引发的侵犯人身权的纠纷等等。另外，随

着身体的衰老和经济能力的下降，老年人逐渐丧失

了家庭的主导地位，开始边缘化、附属化，养老成

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老年人的意志很容易受照

养人的控制，而一旦照养人与其他亲属发生矛盾，

将直接体现为老年人与亲属之间关系的恶化，子女

甚至因此拒绝履行赡养义务。个案的裁判或调解，

往往也很难平息争议、修复家庭关系。 

2．风险意识薄弱致权益受损 

老年人往往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财富，在流动资

产保值增值、投资理财方面有较高的需求。但是受

法律意识、专业知识的限制，老年人对投资风险和

法律行为的后果往往认识不足，容易轻信他人，作

出对己不利的意思表示。比较常见的情形有，经不

住高息、高回报和礼品的诱惑，轻信他人虚假宣传，

将大额积蓄委托他人理财或出借他人，最终款项不

知所踪，血本无归；本想通过房屋抵押进行理财投

资，却在他人哄骗下签署房屋买卖协议和全权委托

书，导致房屋被他人贱卖，财物两空；子女以办理

迁户、委托理财等理由，要求老人签署财产赠与协

议或将钱款转移到子女账户，子女取得财产后谎称

财产是老人赠与，致使老年人财产权利被侵犯等等。

上述情形中，老年人往往签署有书面的协议，且由

于证据意识薄弱，大多又没有固定对自己有利的有

效证据，因此，一旦发生纠纷，财产权利很难得到

保护。实践中，常有些老年人主张与子女是借名买

房关系或者曾达成过房屋分割协议等等，但因未能

提交证据佐证，最终难以获得支持。 

3．未来家庭养老能力令人担忧 

养和医是老年人最核心、最基本的需求。基于

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历史的沿革，在我国老年人养老

仍以居家养老为主。有调研显示，选择居家养老的

老年人占 90%，只有约 10%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

老。在居家养老模式下，大多又以亲属照料为主。

如前所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平均寿命的

延长和老龄化的发展，赡养义务人同为老年人的案

件比例有所增长。预期未来，这一比例仍将不断增

高，老年人赡养老年人将成为普遍现象。 

赡养义务人本身亦为老年人，经济收入水平下

降，日常生活、生理心理尚需扶助照料，难有充沛

的精力和充足的财力很好的履行赡养义务。随着越

来越多的赡养义务人步入老年，将直接影响家庭养

老功能的发挥，未来家庭养老能力令人担忧，值得

关注。 

4．机构养老服务水平亟待提升 

从我院审理的机构养老的案件来看，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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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管理、看护水平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

首先，养老服务合同约定不明确。从我院新收的案

件来看，养老机构法律意识待加强，对于约定双方

权利义务的养老服务合同条款，特别是护理等级、

老年人的自理能力状况等直接决定着养老服务范

围、标准以及责任承担的内容，没有予以明确。其

次，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待完善。我院审理的案件反

映出，养老机构存在中控主机、报警设备设施不能

正常使用，水路系统内没有水，没有配齐消防器材，

缺乏内部安全巡查制度等安全管理问题。第三，养

老机构看护能力待提高。在我院审理的案件中，送

养人多反映看护人员存在看护不到位、甚至离岗等

现象，此外，在一起案件中，老人骨折后养老机构

并未及时发现，受伤一天后家属探望发现才送医就

诊，延误了治疗。 

提高老年人权益保障水平的对策与建议 

1．加大宣传提高老年人群体的法律意识、风

险意识 

建议司法行政部门、老龄委、民政部门等各类

主体针对老年人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提高

老年人群体的法律意识、维权能力，普及投资理财

常识、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等基层政府部门以及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自治组

织，应将对老年人的普法活动制度化、日常化。辖

区内老年人较多的，可与司法机关、法律服务机构

联合设立法律咨询站点，安排专人定期为老年人提

供法律咨询服务。 

2．谨慎办理涉老年人的大额财产处置业务 

房屋权属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门、公证机关、

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办理涉及老年人的大额财产或

资金处置业务时，应尽量要求老年人本人到场，明

确告知业务内容、法律后果，充分提示交易风险，

严格审查依法办理，确保老年人在知情、自愿的情

况下办理业务。 

3．进一步加大金融监管、净化投融资环境 

建议金融监管机构进一步加强对 P2P 网络借

贷、私募基金等领域的金融监管力度，严格市场准

入，加大处罚力度，净化投融资环境，有效防范金

融风险。同时针对老年人群体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

结合老年人的财产类型、抗风险能力，开发适合老

年人投资的金融理财产品，为老年人提供更为安全

可靠的投资渠道。 

4．加强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力度 

建议司法行政部门扩大老年人法律援助范围，

建立健全基层援助站点网络，重点做好贫困、高龄、

空巢、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

着力解决医疗、赡养、婚姻、财产继承等老年人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法律问题；建议适当放宽

老年人法律援助的标准，为老年人提供高效、便捷

的法律援助；鼓励并吸纳优秀的律师、基层法律工

作者参与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工作，为老年人提供优

质的法律援助；尝试将法律咨询、调解、代书或诉

讼行为之外的民事代理等纳入法律援助的工作范

围。 

5．加大对机构养老的管理和投入 

建议在加强居家养老基础性地位的同时，加大

对机构养老的管理和投入，严格按照《养老机构管

理办法》，监督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作，对存在安

全隐患、不符合办法要求的行为责令改正，并将此

作为养老机构能否获得资金支持的考核标准。建立

健全养老机构分类管理和养老服务评估制度，引入

第三方评估，对评估结果进行社会公示。积极开展

养老服务质量标准化示范点建设，制定实施养老服

务质量标准化实施细则，选择有条件的养老院进行

示范化建设，形成经验，予以推广。建立健全医疗

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鼓励多种形式的签

约服务、协议合作，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按相关

规定申请开办康复医院、护理院、中医医院或医务

室、护理站等，及时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

建立养老机构责任保险制度，合理设计保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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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保险产品，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各方参与，政府

部门、养老机构、保险公司等形成合力，降低养老

机构经营风险、推动机构养老产业健康发展。 

6．建议加大基层组织对老年人群体的关注 

建议街道、乡镇等基层行政组织通过村委会、

居委会密切关注辖区内老年人的精神和生活状态，

对于家庭成员侵犯老年人权益的行为，主动说服、

教育，必要时协助联系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借助

法律武器维护老年人权益。对于内部矛盾较大的家

庭，安排人民调解员及时开展调解工作，有效化解

家庭矛盾。 

 

民事审判调研组、温榆河法庭、新闻办联合出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 

2018 年 1 月 8 日 人民法院报第 04 版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1/08/content_134103.htm?div=-1&from=groupmessage

公布时间 

2017 年 2 月 28 日 

上榜标签 

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维护健康诚信经

济社会秩序。 

内容导引 

根据这份补充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新增两款分别规定，夫妻一方与第三人

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

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曹守晔： 

《补充规定》关于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

律保护的规定，一是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大

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普通公民关于修改、补充解

释的意见和建议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二是表明

了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婚姻法、民法总则和物权法等

对婚姻家庭领域虚假债务、非法债务所持否定性评

价的鲜明立场，三是表明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新时代

民事审判领域夫妻共同债务纠纷的新情况新问题，

对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不懈追求，既考虑交易安全

保护善意第三人，又考虑家庭安定防止内外勾结。

可以说，这是民事审判债务纠纷与家事审判婚姻纠

纷交叉领域根本上解决问题实践经验的结晶，是家

事审判婚姻纠纷与夫妻共同债务纠纷交织领域不

断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司法解释，也是在民法典

中构建完善的夫妻债务制度的重要素材和成功实

践，从而为今后在民法典层面合理合情解决夫妻共

同财产制下对外债务承担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司法

实务基础。在民法分则亲属编（婚姻家庭编）编纂

中，应对夫妻财产共有制、约定分别制，以及夫妻

共同债务的清偿原则等问题深入研究，对夫妻共同

财产制下对外债务承担及家事代理制度进行统筹

研究，以便实现债权人利益和夫妻未举债一方的利

益平衡，实现夫妻义利平衡，实现债权人利益与其

明知或者应知义务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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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及部分高院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裁判理由 

2018-01-11 民事法律参考  

http://mp.weixin.qq.com/s/OdRR9B9ryLxySt9LH6DrWQ 

整理者：渔夫 

1．（2017）最高法民申 1516 号 

许洪标对华伟明的债务为其与徐静娟的夫妻

共同债务。徐静娟主张许洪标系债务加入人，并未

直接向华伟明借款，因此对华伟明的举债其并未受

益，该款项亦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不应当认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本案中许洪标并非债务担保行

为，且主债务人德金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许逸文为许

洪标女儿，该公司与许洪标、徐静娟均有密切关系。

华伟明与德金公司最初的《合作协议》即由许洪标

代表签字，许洪标实际参与德金公司的经营活动，

且徐静娟自称家庭经济事宜均由许洪标包办，因此，

华伟明的债务并非与许洪标、徐静娟无关，许洪标

在德金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行为是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的生产经营活动，由此可见对于华伟明的举债已

用于许洪标、徐静娟夫妻共同生活，该债务应当作

为许洪标与徐静娟的夫妻共同债务，原审法院认定

由徐静娟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正确 

2．（2016）最高法民再 124 号 

万莉和景玉生系夫妻关系，涉案借款系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的对外借款，该借款未明确约定为万

莉的个人债务，景玉生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刘文

泳知晓其夫妻之间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故应按夫

妻共同债务处理，故刘文泳主张景玉生应对万莉的

借款承担连带偿还义务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2014）民申字第 2001 号 

本案谢荣兴因《出资协议书》被撤销所负的返

还款项责任，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谢荣兴个人名

义所负债务，不属于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但书

规定的两种情形，二审法院认定该债务属于谢荣兴

与叶海英的夫妻共同债务，判令叶海英承担共同偿

还责任，并无不当。 

3．（2015）民申字第 2105 号 

执行依据虽仅确定夫妻一方即郭克勤对债务

承担责任，但该笔债务发生在郭克勤与杨俊华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杨俊华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债权人

与债务人明确约定该债务为郭克勤一方所负个人

债务，或者证明郭克勤与杨俊华达成过夫妻财产归

各自所有的约定且第三人知晓该约定，因此，二审

判决将本案所涉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

当。此外，《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

是夫妻共同债务及个人债务的认定，杨俊华关于该

债务系郭克勤与刘建中共同债务而非郭克勤以个

人名义所负债务的主张，曲解了以个人名义所负债

务的概念，属于对相关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该申

请理由不能成立。 

4．（2016）最高法民申 541 号 

2、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

名义所负债务的处理问题，《婚姻法解释（二）》第

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

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

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

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

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根据该规定，

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一方名义所负债务，原则

上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夫妻提供能够证明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IxNTQzNQ==&mid=2652437195&idx=1&sn=afab0b886d7a79db8261688bab8fc9ee&chksm=8406c92fb37140398924b3c96c8085598e8e03cceb0a673f0badac43942acecae73f5f4e7bfc&mpshare=1&scene=1&srcid=01110zvMrbZK0n433Uumky5x&key=304caf69ae97dec9ba0aef2d24320691445071cb0223ffeb77fec8801dd0a664cf5543617c141d7b4a58d3455c02fde70a37ed6fed6a24deb389252e73d876b6cafb39c511955100883f83f6f6a50298&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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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债务确为欠债人个人债务的两种特殊情形可以

除外。一种是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该项债务属

于个人债务，另一种是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

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

的财产清偿。据此，本案谢文泽、刘红萍未能证明

以上两种例外情形，刘红萍对婚姻存续期间谢文泽

以经营部名义所欠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3、根据?《答复》精神，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

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首先应当按照《婚姻法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

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

担偿还责任。本案刘红萍对于谢文泽经营活动期间

所产生的收益或所负债务，未能举证证明是用于谢

文泽个人，不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无论刘红萍对

谢文泽经营活动期间所产生的债务是否知晓、在协

议上是否签字，都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4、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五条规定，

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

中对夫妻财产分割及债权债务负担问题作出的处

理决定，不能对抗债权人。即刘红萍、谢文泽对婚

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负有连带清偿责任，未经债

权人珅华公司同意，二人无权自行改变其性质。二

人关于债务承担的约定，不能对抗债权人珅华公司。

珅华公司仍然有权就刘红萍、谢文泽所负共同债务

向其中任何一方主张求偿，人民法院亦应当支持。 

综上，刘红萍关于一、二审判决其对婚姻存续

期间谢文泽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错误的再

审理由不能成立。 

5．（2015）陕立民申字第 00438 号 

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时，非举债一方如果要

抗辩第三人，则应就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

规定的两项法定抗辩事由进行举证。 

但本案债权人王开胜没有完成“为夫妻共同生

活所负债务”的举证责任，非举债一方一审被告张

绿香不存在就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的两项法定抗辩事由进行举证问题，法院也不能在

没有查明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情况下，直

接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进行推定。婚

姻法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

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

方应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

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

或者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该规定，

对于超出家事代理权限的，只有有证据证明“他人

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才能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

所作出的重要决定，应当经另一方同意，否则对另

一方无约束力。也就是说，对于不是“因日常生活

需要”或者不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要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是“他人（债权人）

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只有债

权人能够证明“他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

思表示”的，另一方才不能对抗债权人。 

因此，原审判决未正确理解婚姻法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的立法本意和适用条件，简单推定该债

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同时，即使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在王开胜

未起诉张稳的配偶，郭金郎的债务有多大份额和比

例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等情况未查明的情况下，原审

判决由张稳、郭金郎、张绿香偿还 140 万元及利息

亦属不当。 

6．（2017）晋民再 21 号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

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

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针对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的请示，作出过函复，基本内容是：在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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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人的离婚案件中，由以个人名义举债的配偶一

方负责举证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证

据不足，则其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债权人

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案件中，对于案

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也就是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都是处理夫妻债

务的法律依据，但两者规制的法律关系不同。在涉

及夫妻债务的内部法律关系时，应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在涉

及夫妻债务的外部法律关系时，应按《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进行认定。即就张

兵、赵薇婚姻存续期间张兵所负债务，债权人侯保

全有权按夫妻共同债务主张。其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但书”规定：”......但

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

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 19 条第三款

规定情形的除外”。《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

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

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依据

上述法律规定，按照个人债务处理，分为两种情形：

一种是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一种

是夫妻双方约定财产分别所有制，且债权人知道。

就本案而言，债权人侯保全与债务人张兵并未明确

约定债务为张兵个人债务；张兵与赵薇也未约定夫

妻财产分别所有制。因此，上诉人赵薇主张讼涉借

款系张兵个人债务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

本案查明的事实，张兵的借款实际用于其与赵薇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共同生活，赵薇分享了张兵

所借债务带来的收益。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认定讼涉借款为张斌与赵

薇的夫妻共同债务，判令赵薇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

任，并无不当。赵薇关于原审法院”认定其承担连

带还款责任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

立，本院不予支持。 

7．（2017）苏民申 2310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

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

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

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

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故对夫妻共同债务，应按照

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并结合具体情况予以认

定，重点应考虑该担保之债与夫妻共同生活是否密

切相关。本案中，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涉案

债务系蔡鹏驰为辰亚公司与云顶公司的经营活动

中向云顶公司提供担保而产生，蔡鹏驰作为保证人

既没有从债权人云顶公司也没有从债务人辰亚公

司处获得对等给付，对于夫妻共同生活目的的实现

没有任何帮助，因此该保证债务的设定并没有基于

夫妻共同生活的可能，属于《婚姻法解释(二)》第

二十四条规定的“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

债务”的情形，而不属于该条所规定的“一方以个

人名义所负债务”，故本案蔡鹏驰为辰亚公司担保

所负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范畴，应认定为蔡

鹏驰一方的个人债务，二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 

8．（2017）京民申 2964 号 

根据上述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婚姻

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首先，

本案借款发生于卫德中与田连生的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其次，关于本案借款的用途，一审判决认定

张富清曾在之前案件中主张田连生向其借款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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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购房，但根据田连生和卫德中二人在本案中的

陈述，二人均明确表示田连生从张富清处借款系用

于偿还田连生对案外人侯永涛的债务，并在一审中

提交了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同时结合（2016）京

01 民终 1176 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田连生购买

争议房屋的购房款系从卫德中和田连生二人之子

卫宏伟的银行账户支付，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借款

用途应为清偿田连生的对外债务，而上述对外债务

并无证明显示系田连生的个人债务，故本案的借款

用途应认定为偿还卫德中及田连生的夫妻共同债

务，该借款用途亦属夫妻共同债务范畴；再次，卫

德中与田连生并未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

归各自所有，田连生也未与张富清明确约定本案债

务为个人债务。对此，二审法院认为，田连生在其

与卫德中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借款

项，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卫

德中应就另案一审判决即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

（2014）延民初字第 00199 号判决所确认的田连生

对张富清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判定，本院认

为是正确的。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诉讼域外 

证据审查 若干问题的指南（全文） 

2018-01-15 新说法  新报记者：张家民  通讯员：吴玉萍 

http://mp.weixin.qq.com/s/qSyj1FWcd1CRFyXtb98S5w 

为适应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对司法审判

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民商事诉讼

域外证据审查规则，提升各类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

质量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天

津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域外证据的认定 

本指南所称域外证据，是指在民商事诉讼中由

当事人提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证

据。 

证据在形成过程中虽涉及域外，但因接收、取

得、到达、完成等因素，最终不可变更地形成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可以不认定该证据为域外

证据。形成过程中涉及域外的证据虽未被认定为域

外证据，在该证据所反映域外待证事实的真实性存

疑时，仍可以要求当事人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二、域外证据的判断因素 

在无法直接认定证据是否系域外证据时，应当

围绕下列因素予以审查认定： 

（一）该证据是否涉及国籍国或者经常居所地

在域外的主体； 

（二）该证据是否采用域外文字、数字、历法、

图章、币种、计量单位、标准、制作习惯和方式； 

（三）该证据是否反映发生在域外的事实； 

（四）该证据是否约定适用域外法律或者由域

外法院、域外仲裁机构解决争议； 

（五）该证据是否具有其他能够证明其形成于

域外的因素。 

三、域外证据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和公证机

关的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为认定真实性，当事人提

供的域外证据一般应当经该证据所在国公证机关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Y3NTg2NQ==&mid=2649762327&idx=3&sn=799f7cdabff23f9724f8c47bea3171f8&chksm=837e00a1b40989b72cad1afca5bb366182743377f395477234f89191bcaada7dee4f0e92aaae&mpshare=1&scene=1&srcid=0115QQobmjKcqS08lDov8mVK&key=e69b003677a0a18ad3c1030ddda877ede35e2153057119db3bdceffe592b6f3e62f4f70a4859a7d5341f7740bf7fc7fef669ab2c32abab3dbf34b5a503c9c36f3c1c856ec565b5d2c9337a0e023d8b25&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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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

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

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公证机关”指根据该国法律，有权就特定事

项履行证明职责的机关或者个人，如公证处、行政

机构、自治团体、协会、法院，公证人、法官、行

政公职人员、律师、船长等。 

四、证明诉讼主体资格的域外证据和其他域外

证据 

对证明诉讼主体资格的域外证据，应当要求提

供证据的一方当事人办理相关的公证、认证等证明

手续。对其他域外证据，可以要求提供证据的一方

当事人办理相关的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 

五、一般无需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的域

外证据 

符合下列情形的域外证据，一般无需办理公证、

认证等证明手续： 

（一）系提单、海运单、信用证、独立保函、

保险单、发票等用于国际流通的商业单证的； 

（二）系我国驻外使领馆取得的； 

（三）系通过双边司法协助协定或者外交途径

取得的； 

（四）系域外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的认定事实依据，且该判决、裁定已经人民法

院依法裁定承认的； 

（五）系域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

裁决的认定事实依据，且该裁决已经人民法院依法

裁定承认的；  

（六）系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

取得的； 

（七）已在人民法院其他案件中办理公证、认

证等证明手续，且该域外证据证明事实已经该案生

效裁判文书认定的； 

（八）根据所在国法律、习惯或者其他客观原

因，无法在该所在国办理公证的； 

（九）能够从专利局、图书馆等国内公共渠道

取得的； 

（十）当事人没有异议的。 

前款第（八）项情形，当事人应当提供该所在

国的相应法律、习惯，或者提供典型案例、律师意

见书、教科书、学术专著等足以认定该所在国存在

相应法律、习惯的材料，或者提供能够证明该所在

国存在其他无法办理公证的客观原因的材料。 

六、当事人互免域外证据公证、认证等证明手

续的处理 

当事人达成合意，互相免除对除诉讼主体资格

以外的域外证据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的，一

般应当予以准许，但该合意违反我国法律禁止性规

定、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 

七、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的域外证据的

证明力 

对已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的域外证据，

应当组织当事人质证，不当然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经所在国公证机关按法定程序采取实质证明

形式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

予以认证，且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域外证据，应

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八、未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的域外证据

的证明力 

除证明诉讼主体资格的域外证据外，对未办理

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的域外证据，应当组织当事

人质证，并结合质证意见审查认定其真实性和证明

力，不得仅以该域外证据未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

手续为由直接否定其证据效力。一方当事人拒绝质

证的，应当向其释明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 

九、未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的域外证据

的真实性和证明力 

对未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的域外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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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结合案件具体类型以及域外证

据种类，综合全案情况，运用经验法则和逻辑推理

审查认定其真实性和证明力。 

下列情形下，应当认定未办理公证、认证等证

明手续的域外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 

（一）该域外证据与已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

手续的域外证据相互印证； 

（二）该域外证据与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域内的证据相互印证； 

（三）该域外证据与当事人均予认可或者无争

议的事实相互印证。 

“印证”是指域外证据与参照证据、事实完全

一致，或者域外证据与参照证据基本一致、且当事

人可以对差异之处作出合理解释。 

十、域外书证的提交形式 

域外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确有困难的，

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 

符合下列情形的，应当认定为提交域外书证原

件确有困难： 

（一）原件遗失、灭失或者毁损的； 

（二）原件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经合法通

知拒不提交的； 

（三）原件在他人控制之下，而该控制人有正

当理由不提交的； 

（四）因篇幅或者体积等不便于提交的； 

（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申请通过司

法协助等方式调查收集无法取得域外书证原件的。 

域外书证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经办理

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证明其与原件相应内容一

致的，或经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应当认定其真实性。 

十一、域外公文书证 

已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的域外公文书证，

应当认定其真实性。 

十二、域外生效裁判文书、仲裁裁决 

除已经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承认或者经当事人

认可的情形外，对已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的

域外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不得直

接采用其所认定的事实；对已办理公证、认证等证

明手续的域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

裁裁决，亦不得直接采用其所认定的事实。 

十三、域外法律 

已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的域外法律，应

当认定其真实性。未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的

域外法律，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通过互联

网、数据库、图书馆等公开渠道查证属实的，应当

认定其真实性。 

十四、域外形成的涉及专业技术问题的报告 

对域外形成的检验报告、质量检测报告、公估

报告等涉及专业技术问题的报告的证明力，应当结

合制作机构或者制作人的专业资质、委托主体、见

证主体、参照标准、检测对象、检测方法、制作过

程以及与案件的关联性等因素，综合予以审查认定。 

十五、证人证言 

知道案件情况的域外机构单位和个人，如因路

途遥远、交通不便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不能出庭

作证的，经许可，可以申请通过书面证言、视听资

料作证，但该书面证言、视听资料应当办理公证、

认证等证明手续。 

十六、电子数据 

域外形成的电子数据，如能够有效地表现所载

内容并可以供随时调取查用、能够可靠地保证自最

终形成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应当视为满

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件形式要求，当事人不得仅

以未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为由否定其证据效

力或者证明力。 

域外形成的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可以采取当庭

演示的方式予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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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 

在审查域外证据时，应当严格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等相关

规定，在涉外民间借贷、离婚析产、以物抵债、劳

动争议、公司分立（合并）、企业破产等虚假诉讼

多发领域，加大对域外证据的审查力度，防范当事

人借助域外证据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破坏社会诚

信、扰乱诉讼秩序、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十八、形成于港澳台地区的证据参照处理 

审查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

的证据，可以参照本指南的相关规定处理。 

十九、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天津法院管辖范围内各类具有

涉外因素的民商事纠纷案件 

广西柳州中院家事案件多元调处工作探访 

2018-01-17 最高人民法院  费文彬 等 

http://mp.weixin.qq.com/s/26I6XxZK6_UPwZizzGBKLA 

“你要多想想小皓，他是不是希望你为了抚养

费与他爸爸反目成仇！……” 

2017 年 12 月 30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法庭上，一名特殊的“便

衣法官”加入调解，向当事人说出了这番劝言。 

这起抚养费纠纷案件的当事人邓大辉与李美

华原为夫妻，共同生育了儿子小皓。双方因感情破

裂协议离婚，约定小皓随母亲李美华生活，父亲邓

大辉每月支付生活费 2000元及教育费。但是，邓

大辉未按约定履行，双方矛盾日渐激化并闹到法院。

在一审法院支持小皓关于抚养费的诉请后，邓大辉

不服，提起上诉。 

“由于法官身份的特殊性，在案件调解过程中，

当事人往往很难说出心里话。”柳州中院民一庭庭

长宁冰作为该案主审法官，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于

是，她果断启动家事调解员制度，委托龙泉社区“社

大姐”谢立军加入，共同做当事人工作。 

“宁法官，今天到男方邓大辉家中做客‘谈谈

心’”； 

“宁法官，今天我到女方家里‘拉了拉家常’”； 

“宁法官，今天到男方家聊天的时候，发现这

个父亲是很疼小皓的，只是觉得原来约定的抚养费

太高，他现在手头不宽裕”； 

“宁法官，今天到双方的亲朋好友家中坐了坐，

让他们一齐帮忙劝劝这对父母”…… 

在宁冰的手机微信上，她能每天看到谢立军的

工作进展，并随时了解到当事人的态度变化。 

在谢立军的热心撮合下，当事人初步达成调解

意向。然而，在 12月 30日现场调解时，李美华却

突然反悔：“离婚了还拖欠抚养费，心里这道坎还

是过不去，不同意调解了！” 

调解一下子陷入僵局…… 

“谢大姐，我们用‘背靠背’调解方法，你在

法庭里劝解女方；我在法庭外说和男方。”宁冰说

道。 

法庭里，谢立军从情理出发，与李美华谈其与

小皓的未来，化解其心结；法庭外，宁冰从法律角

度，对邓大辉进行教育，指出其拖欠抚养费不仅影

响小皓的生活，更影响父子关系。“里应外合”，最

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邓大辉当场支付了 1万元抚

养费。 

“为何花费那么多精力，不轻易判决，是因为

孩子。”宁冰深有感触地说，“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

化原则出发，通过‘法官+家事调解员’的联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EwNzYzOQ==&mid=2650502283&idx=2&sn=34a90e803742f0b15c3bfe4274d75e3f&chksm=872c8793b05b0e8580ec52b4405e7385c30a318a5f993f6f8f7443a82995122765f85a50a885&mpshare=1&scene=1&srcid=0118LuWF2Na7o6XOKWNLnIm2&key=cf5e006f4a3611a37e30493530c29a48b0c66ccc46b4dcd0ddb0dd08b95039d55a44b1c38fe91a246daeda0b577ad43471db8ad02b331a3edb87fa7185e9586f107a88923921f6c10b433e43608f5e6e&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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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父母和平解决问题，对小皓的健康成长是极其重

要的，比机械地就案判决更显温暖！” 

这是柳州法院家事审判多元调处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2017 年 11 月 1 日，在柳州市妇联、

民政局、关工委、司法局等单位的推荐下，柳州法

院率先在广西以制度形式统一确立了家事调解员、

家事调查员、心理疏导员的“三员”身份，108名

家事调解员、29名家事调查员、28名心理疏导员

成为“便衣法官”，持证上岗。 

“‘三员’制度的构建，是司法力量、行政力

量与社会力量的又一次多元结合，使柳州法院家事

审判从‘单兵作战’向‘多方联动’积极转变。”

柳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欧顺红对此

大加点赞。 

同时，在市委政法委牵头下，柳州中院还成立

了广西首家家事纠纷及未成年人案件联动调处中

心。柳江、柳城、鹿寨、融安、融水、三江等法院

同时设立联动调处工作站。 

目前，随着柳州市“一中心、六个站点”的建

立，“两级多点”的联动调处格局已全面展开，将

推动法院与公安局、妇联、司法局、民政局等 17

个单位共建的家事审判“三员”制度等多种联动机

制更加有效地运转起来。 

1月 9日，记者在柳州市家事纠纷及未成年人

案件联动调处中心看到，在“惜缘工作室”里，心

理咨询师鲁藜作为心理疏导员，正与未成年人小亮

玩着“沙盘游戏”。 

“法理+温情”“专业+老练”……全市法院、

17 个联动单位、165 名“便衣法官”2017 年共同

交出了这样一份成绩单：柳州市法院共受理家事案

件 5860 件，审结 4836 件，其中调解、撤诉 3236

件，调撤率达 66.91%。 

“我们还将探索‘大数据+’审判模式，搭建

统一的数据信息共享平台，让家事案件多元调处服

务更方便、快捷、专业。”柳州中院副院长闭文军

表示。（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作者：费文彬 覃柳 苏李佳 

来源：人民法院报 

【案例研究】对身份关系的认识错误构成重大误解 

原创 2018-01-18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卫婷 

http://mp.weixin.qq.com/s/t3OzxKOyZCiDRJK54nY4og 

裁判要旨 

传统理论上认为，动机错误即当表意人错误地

从一个对效果意思很重要的错误情况出发而为法

律行为，不影响该法律行为的效力。但又明确例外

情形，即对重要的人的身份资格或物的特性的错误，

可撤销法律行为。我国民法上未严格区分动机错误

与意思表示错误，实践中一般的通过扩大意思表示

错误的概念，达到对动机错误进行救济的目的。因

而，对法律行为性质、法律行为相对人的身份、标

的物的性质等错误认识，系对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

存在着显著缺陷，其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

大损失，或无法实现合同目，故该错误认识可构成

重大误解，应当赋予当事人撤销权。 

案情 

原告王某甲 

被告王某乙 

被告法定代理人徐某 

2006年 2月 27日，原告王某甲与被告母亲徐

某登记结婚。2007年 2月 6日，被告王某乙出生，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TYzNzU4NA==&mid=2247485490&idx=2&sn=b8ba00e92ee1783d56c6130b686779c9&chksm=9794030da0e38a1bf3a75ca5b01ce335c843816f7fc59156dbd4d2e30c9b2a4d65f3b47cf0e0&mpshare=1&scene=1&srcid=0118nyaqHENck7zSbzuEfBQz&key=cf5e006f4a3611a3613f4d347520f01c2762761c3c6a359e5c05e488f9befb66c40b99d3d64e0aa0aaa53222e8bc55017b0937ba8eb0d20077967b50e7c3970934d12d7fe6c29b49277d21135d46bcbe&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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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医学证明记载母亲徐某、父亲王某甲。2008

年 3月，原告分得的宅基地房屋被拆迁，根据沪嘉

朱（2008）拆协字第 M号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

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明确被拆迁人（房屋所有

人）王某甲；被拆迁房屋坐落于嘉定区娄塘镇 X

号（即上海嘉定工业区 X号）。该宅基地房屋建造

于 1996年 4月前。根据 1995年翻建房屋申请表及

1997 年房地产权证：该房屋户主王某丙（原告父

亲，2006年去世）；现有农业户在册人员查某（原

告母亲）、王某丁（原告哥哥）、王某甲；建筑面积

314.30平方米等。2005年8月原告与其父王某丙、

兄王某丁协议，原告分得其中的二上二下楼房及灶

间 1间。X号房屋的拆迁安置房屋 2套即 Y室房屋

（建筑面积 133.76平方米）、Z室房屋（建筑面积

58.3 平方米）。另根据 2008 年 6 月原告签署的承

诺书，原告自愿将 2套安置房屋的产权人定为原、

被告。2013 年原告出售 Z 室房屋，并称所得款项

已在家庭生活中用掉。2016 年 3 月按徐某迁入户

口要求，原告同意将 Y室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在原、

被告及徐某名下，并分别占 1/4、2/4、1/4产权份

额。2016 年 4 月原告怀疑徐某与他人有不正当关

系并拒绝徐某户口迁入。2016 年 6 月原告就其与

被告是否存在亲子关系曾自行委托鉴定机构鉴定，

根据原告提供的 DNA检验意见书，检验结论为排除

原告与被告的亲子关系。 

原告诉称，原告将 2套房屋的部分产权赠与被

告，系误认为被告系原告亲生女儿所致，存在重大

误解，并对原告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故向法院起诉，

要求判令：1、撤销原告将 Y室房屋中的 2/4产权

份额对被告的赠与；2、要求被告配合原告办理该

房产登记于原告名下的手续；3、要求撤销原告将

Z 室房屋共有产权份额及其变现利益份额对被告

的赠与；4、本案诉讼法由被告承担。本案审理中，

原告以 Z室房屋已被出售且得款已被用掉为由，申

请撤回第三项诉讼请求，对其余诉讼请求则予坚持；

另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于判决生效后一个

月内从 Y室房屋中迁出。原告母亲徐某则对原告提

起本案诉讼没有异议，认同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因坐落于

上海嘉定工业区 X号房屋被拆迁前，被告户口已在

该房屋内，且被告居住于该房屋内，故被告取得 Y

室房屋中的 2/4 产权份额系基于被安置人员的身

份而非原告的赠与；另，Z室房屋确已被原告出售，

并由原告取得出售价款，被告并未获得实际利益。 

审判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因重大误

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撤销；受赠人

严重侵害赠与人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根据拆

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本案争议的 Y室房屋来源于

原告婚前个人所有的宅基地房屋被拆迁安置，系个

人所有物的形式转换，与被告及其母亲徐某无关，

与被告出生后是否居住于被拆迁房屋、户口是否在

被拆迁房屋内亦无关。原告将属其所有的 Y室房屋

产权变更登记为原、被告及徐某共有，并由原告、

被告和徐某对房屋分别占 1/4、2/4、1/4产权份额，

系原告基于其与被告的父女关系、与徐某的夫妻关

系，而对被告和徐某进行赠与。然徐某在取得 Y

室房屋产权后不久即提起离婚诉讼，又经司法鉴定

排除原、被告存在父女关系。徐某隐瞒事实，导致

原告误认为原、被告存在父女关系，并将 Y室房屋

中的 2/4产权份额赠与被告，其赠与行为系基于重

大误解所致。徐某作为被告的法定代理人具有严重

过错，并对原告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现原告在知晓

被告与其不存在亲子关系的一年内要求撤销对被

告的赠与，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同时，原告要

求被告限期从 Y室房屋中迁出、并协助办理产权过

户手续，并无不当，亦予以支持。至于原告以 Z

室房屋已被出售且得款已被用掉为由，申请撤回相

关诉讼请求，亦无不当，予以照准。据此，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

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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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撤销原告王某甲就坐落于上海市嘉定区 Y

室房屋中的 2/4产权份额对被告王某乙的赠与，该

2/4 产权份额归原告王某甲所有； 

二、被告王某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

内就该 2/4 产权份额协助原告王某甲办理过户手

续； 

三、被告王某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

内从坐落于上海市嘉定区 Y室房屋中迁出。 

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案已发生法律效

力。 

评析 

重大误解作为合同法总则中法定的合同撤销

原因，当然适用于合同法分则中的赠与合同。但本

案中，原告对原、被告间亲子关系的认识错误，系

作出赠与意思表示形成阶段产生的错误，与传统民

法理论中关于重大误解概念似乎相悖。因此本案需

要研讨的法律问题是，误将夫妻一方出轨与他人所

生子女认为亲生子女而为赠与法律行为，是否构成

重大误解。进一步抽象归纳为，对身份关系的认识

错误，是否构成重大误解。 

一、重大误解的理论概述 

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对于法律行为有关

的重大事项所作的错误认识，并使行为与自己的意

思相悖的情形。[1]《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第一

款第（一）项，将重大误解限定于“行为人对行为

内容有重大误解”；《民通意见（试行）》第 71条规

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

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

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

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就学说而言，我国民法理论中的关重大误解概

念基本上继受德国民法理论，明确区分动机错误与

意思表示错误，即所谓二元论。德国民法上的意思

表示错误理论，依据意思表示的阶段划分错误的类

型，区分为意思表达上的错误与意思形成时的错误。

当表示与效果意思无意识上的不相符时，即产生意

思表示上的错误。[2]包括表示错误、内容错误、

传达错误，德国民法中均赋予撤销合同的权利。当

表意人错误地从一个对效果意思很重要的错误情

况出发时，就存在意思形成错误，即动机错误。[3]

至于动机错误，传统理论上认为不影响法律行为的

效力。但德国民法规定了特例，即关于在交易上被

认为重要的人的资格或物的特性的错误，也可视为

表示内容的错误，从而可撤销法律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民法、日本民法中均使用

“错误”一词而不用“误解”。一般认为，表意人

向他人主动实施意思表示中的错误，是表示错误；

表意人受领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并发生理解上的错

误称为受领错误，即误解。我国民法中没有严格区

分错误和误解，司法实践中通常将表示上的错误作

为重大误解来处理，目的在于保护双方当事人利益

上的平衡。因此，我国民法中所谓的重大误解，实

际包含了错误。 

二、对身份关系的认识错误构成重大误解 

1.民法理论上的认定 

动机错误是表意人在意思形成过程中陷入错

误。本案中，原告王某甲在作出赠与意思表示时，

并不知道被告王某乙与其无亲子关系；如果原告知

道，则不会将房屋产权赠与被告。原告错误地从一

个对效果意思很重要的错误情况出发，故原告意思

表示错误属于动机错误，传统理论认为动机错误并

不产生撤销权。但德国民法中规定了特例，正如前

述，关于在交易上被认为重要的人的错误，可视为

关于表示内容的错误，因而可撤销法律行为。 

首先，该人的资格与该法律行为内容有直接关

系。本案中，原告对被告作出赠与法律行为时，其

内心是基于被告系原告的亲生子女，且基于将自有

财产在后代亲属中的延续传承。对与原告在亲属关

系上毫不相干的人，原告实难作出如此重大的财产

处分行为。因此，被告的身份资格对原告作出赠与

行为有重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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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该人自身且一定期间内稳定存在的资格。

本案中，原、被告间的血缘关系经过司法鉴定科学

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排除原告为被告的

生物学父亲。因此，原、被告间无任何可能存在直

系血亲关系。 

最后，该人与该法律行为有关。本案中，原告

将涉案房屋产权的 2/4赠与被告享有，并办理了产

权登记手续，被告与系赠与相对方，因此与该赠与

法律行为有关。 

综上，从民法理论角度分析，可得出原告对被

告身份认识的错误可构成重大误解。 

2.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我国《民法通则》、《民通意见（试行）》中未

明确动机错误，亦未明确规定对合同相对方身份的

误解是否构成重大误解。仅在《民通意见（试行）》

中规定，行为人因对对方当事人的错误认识，使行

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因此，实践中一般的通过扩

大内容错误的概念，达到对动机错误进行救济的目

的。立法者的解释是，误解者作出意思表示时，对

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着显著缺陷，其

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损失，或无法实现

合同目的。[4] 

本案中，涉案房屋来源于原告婚前个人所有的

宅基地房屋被拆迁安置所得，系个人所有物的形式

转换，与被告及其母亲无关。原告将涉案房屋中的

2/4 产权份额赠与被告，系因被告母亲隐瞒被告出

生事实而导致原告误认为原、被告存在亲子关系，

原告实际将财产赠与了与原告不相干的相对方，因

此原告的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故对赠与行为的效

果意思存在重大瑕疵。因而，原告对被告身份的误

解构成我国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 

三、基于重大误解对赠与合同的撤销 

《合同法》分则中关于赠与合同的撤销，规定

了任意撤销及法定撤销。在赠与合同成立后，赠与

财产的权利转移前，赠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不

再为赠与行为，视为任意撤销权。本案中，原告赠

与被告的涉案房屋产权已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故原

告无权行使任意撤销权。法定撤销权是指，赠与合

同成立后，在具备法定情形时，撤销权人可撤销赠

与。虽然重大误解不在《合同法》分则中列明的法

定撤销权情形之中，但基于重大误解撤销合同系

《合同法》总则之规定，当然适用于分则中。原告

基于重大误解诉讼撤销赠与合同，已具备如下条件，

故法院判决予以支持。 

1.原告对被告身份资格的误解与意思表示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告因被告母亲隐瞒被

告出生事实而误认为原、被告存在亲子关系，故原

告作出赠与行为确系重大误解所致。 

2.对原告的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原告将涉案房

屋中的 2/4产权份额赠与被告，但被告与原告无亲

子关系，对于原告来说，其私有财产被被告母亲婚

内出轨与他人所生子女所得，造成财产的重大损失。 

3.原告须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撤销赠与。《合

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撤销权人有权请求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如撤销权人不

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撤销之诉，不产生撤销

合同的法律效果。 

4.原告须在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合同法》

规定的撤销权除斥期间为 1年，自当事人知道或应

当知道撤销事由 1 年内行使。本案中，2016 年 6

月原告就其与被告是否存在亲子关系曾自行委托

鉴定机构鉴定，根据原告提供的 DNA检验意见书，

检验结论为排除原告与被告的亲子关系。此时，原

告已经知道被告与其无亲子关系的事实，原告提起

本案撤销之诉尚在 1年的除斥期间内。 

本案生效于《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总则》

虽然对重大误解条款有所修改，但其变化主要体现

在仅赋予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撤销基于重大误解实

施的法律行为的权力，收回了所谓强行变更权。而

本案的意义主要在于明确司法实践中重大误解的

构成要件，尤其是明确何种动机错误的法律行为可

以撤销，故即使在《民法总则》施行后，仍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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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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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18 民事法律参考 

http://mp.weixin.qq.com/s/Dg4l-L8eDoCSAV7K-umGoA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二申字

第 148号 

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

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

17 条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3）一方未经对

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

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因此，根据ＸＸ凤的主张，

案涉 15万元是其向何涛投入的投资款，在黎咏梅

已初步举证自己有独立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如要证

实上述款项用于经营的收入被用于何涛与黎咏梅

共同生活应由ＸＸ凤继续举证，在未能证明该款用

于何涛与黎咏梅共同生活的情况下，不能认定黎咏

梅对该款负有共同偿还责任。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云民终 313号 

法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李红梅所提交的证

据证实：涉案借款本金分两次汇入李建蓉的账户，

其中第一笔 230万元由李建蓉账户转入李根账户，

又由李根账户转入马某账户，而马某与李根之间有

探矿权转让关系；第二笔 47.5万元由李建蓉账户

转入昆明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处账户，

而昆明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也与探矿权转让有

关联，且该公司并非是李建蓉个人的公司。故上诉

人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借款本金 297.5 万

元中有 277.5 万元确实没有用于李红梅和李建蓉

的夫妻共同生活，该 277.5万元不应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上诉人李红梅不应对该 277.5万元本金及

利息承担共同还款义务。至于借款本金中剩余的

20 万元，因上诉人李红梅未能举证证明该款项没

有用于其与李建蓉的夫妻共同生活，故上诉李红梅

应当对该 20万元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承担共同还款

义务。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终字第 58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IxNTQzNQ==&mid=2652437251&idx=3&sn=4fab4daf875763fec9e5eb8d583e6cae&chksm=8406c8e7b37141f1cc67db3d3792dca68aa978714658a728c5b96f30d4c48b7c49cce3fb1560&mpshare=1&scene=1&srcid=0119YuG9BycMwGAthL264xMA&key=cf5e006f4a3611a3296add2e98937e37892468f86856589dfa94f518159b1c84f11beb7be3deb770e1e0aace652670e61e766530f41773f1baabc130a753edbace9f2118a0cae5aa97bceb32e57dcf21&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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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关于 30,746,740.8 元借款中的

11,229,811.8 元及利息 1,740,823 元是否为郭应

全与王明兰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本院认为，该笔

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第一，根据查明的事实，

自 2010年，王明兰就开始到法院起诉郭应全离婚，

且两人在此之后未一起生活，对此事实双方均予以

认可，而该笔借款发生在郭应权与王明兰未共居住

在一起期间，因此，借款用于夫妻双方共同生活的

主张难以成立。第二，根据郭应全在原审中向法院

提交的一份《支出情况明细表》，其大部分支出为

归还借款，且多为现金还款，另外，郭应全在多次

诉讼中，对于借款用途说法不一致，故不能明确借

款的时间、用途和产生的原因，第三，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

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

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

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

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

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之规定，郭应全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

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其应承担举证不力

的后果。1、《世纪城房屋产权证》、《房屋提前还贷

证明》。房屋产权证载明，坐落于金阳南路 6号贵

阳世纪城 L组团商住楼 6号楼 1单元 23层 2号的

住宅所有权人为郭涛，故该房屋并非郭应全和王明

兰共同所有。2、《中天花园房屋存档》，仅能显示

房屋的基本信息，不能证明郭应全所借款项用于支

付该套房屋的购房款。3、帕杰罗机动车发票。根

据发票信息，发动机号码为 6G75XJ6898、厂牌型

号为帕杰罗 3828CC的车辆，购买日期为 2011年 5

月 25日，购车金额为 578,000元。结合查明的事

实，该期间，王明兰未与郭应全生活在一起，也无

证据证明王明兰对购入该车辆知情和其实际使用

了该车辆，故该笔支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4、

银行交易明细，未显示收款人和汇款用途，不能证

明是用于王明兰亲属工作的费用。5、《中国农业银

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仅显示郭应全给王明兰汇

款的情况，无法说明该笔款项的具体用途。6、《收

据》两张、赫章县产供销公司的《证明》。因两张

《收据》入账日期分别为 2011年 12月 14日、2013

年 1月 22日，交款人均为王明兰，同时基于王明

兰与郭应全 2010年后分居的事实，故无法认定王

明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郭应全缴纳的。综上，

基于郭应全、王明兰自 2010年就未在一起生活的

事实和举证情况，郭应全不能证明王明兰与其对

11,229,811.8 元借款形成合意或用于家庭共同生

活，故原审法院对于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

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桂民再 50

号 

法院认为，关于阮英香是否应对罗嗣礼的欠款

共同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首先，上述已认定涉案

的 25万元是苏性平要求罗嗣礼退回合作投资款后，

罗嗣礼以借款的形式向苏性平出具 25万元借条而

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虽然出具借条的时间是在阮

英香与罗嗣礼离婚之后，但涉案的 25万元形成于

罗嗣礼与阮英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

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

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

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

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

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

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的规定，

因阮英香与罗嗣礼未能举证证明讼争的 25万元存

在上述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罗嗣礼所负上述债务

应属于其与阮英香的夫妻共同债务，原审法院判决

阮英香对该笔借款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有事实和法

律依据。其次，关于 105万元借款，其中的 8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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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是苏性平向罗茂生所借并由罗嗣礼担保的借款，

该笔借款在苏性平已经全部还给罗茂生情况下，罗

嗣礼作为该借款的担保人不存在承担担保责任的

问题。另 60万元是苏性平和罗嗣礼共同向罗茂生

所借的款项，再审诉讼中，罗嗣礼虽然承认使用了

该借款，但罗嗣礼已还了 40万元给罗茂生，按各

自承担 50%责任的原则，罗嗣礼所还款项已超过其

应承担的份额。至于罗嗣礼向苏性平出具欠条承诺

由其偿还 105万元，是其与苏性平之间的个人债务

关系，且本案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讼争的 105万元

已用于罗嗣礼与阮英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开支。

因此，该笔款项不属于罗嗣礼与阮英香的夫妻共同

债务，阮英香再审主张不承担讼争的 105万元借款

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该

笔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并判决阮英香共同偿还，属

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民再 3号 

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李让玉的借款是否

属于其与葛仕礼同居期间共同债务问题。《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

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根

据该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以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作为认定的标准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

件的若干意见》第 11条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

时，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权、债

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以及《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被宣告无效或被

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

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

外。”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原一、二审判决认定

的李让玉借款是用于和张在爽合伙开发建设怀远

县沈郢农贸市场所需的资金周转，并不是为其与葛

士礼同居期间的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这一事实，均

无异议，且该借款也不属于李让玉与葛士礼同居期

间共同所得的财产。因此，李让玉的借款不属于其

与葛士礼同居期间的共同债务。原二审判决认定该

债务是同居期间的共同债务，适用法律不当。 

（二）关于葛士礼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问题。

案涉借款系用于李让玉与张在爽合伙开发经营沈

郢农贸批发市场建设，且李让玉与葛士礼于 2010

年 2 月分居，与张在爽同居后于 2013 年结婚。王

玉华称葛士礼、李让玉串通合谋离婚，逃避共同债

务，无事实依据。李让玉虽在向王玉华借款 20万

元的借条上写有“用葛士礼永平禹王路中段南一套

房产抵押”字样，但双方并没有到房屋管理部门办

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故王玉华仅以此节及李让玉

借款时提供了其与葛士礼的结婚证复印件为由，认

为其有理由相信，李让玉与葛士礼有共同借债的意

思表示，理由不充分。结合本案李让玉借款用途及

其借款期间与葛士礼、张在爽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综

合分析判断，认定葛士礼与李让玉没有共同借款的

意思表示具有证据优势。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

具体意见》第 17条第二款第三项关于“下列债务

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个人财产清偿：

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

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以及《最高人

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

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关于：“在

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

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

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的规定，李让玉

的借款不属于其与葛士礼同居期间的共同债务，葛

士礼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甘民申字第 1187号 

法院认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

务，往往是以一方个人名义进行的，但以个人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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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负债务与个人债务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以个

人名义所负债务，既有可能形成夫妻之个人债务，

也有可能形成夫妻之共同债务。判断的标准主要考

虑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和夫妻双方是否分享

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

见》第 17条第（3）款规定“一方未经对方同意，

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

所负的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一方以

个人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

如何认定的答复》（2014）民一他字第 10号中规定

“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本案所涉

4次借款虽是发生在郑海峰、刘竹清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但二人从 2012年 12月起便已分居，邵菊林

在 2013年 4-7月分 4次向刘竹清借款时，郑海峰

均不在场，邵菊林见到郑海峰时亦未向其提过给刘

竹清借款的事宜，郑海峰事先或事后并不知晓借款

一事，表明其与刘竹清之间并未形成共同举债的合

意；由于刘竹清个人开店，与郑海峰没有进行共同

经营，郑海峰与刘竹清由于分居也没有共同生活，

本案所涉借款也没有用于履行抚养、赡养等义务，

郑海峰一方没有分享到刘竹清举债所带来的利益。

故不能认定本案所涉借款为郑海峰和刘竹清夫妻

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系刘竹清个人债务，郑海

峰不应承担共同偿还借款的责任。二审法院改判由

刘竹清个人向邵菊林偿还借款并无不当，故申请人

的关于二审法院认定主要事实没有依据、适用法律

错误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申 1575号 

法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郭洪向杨俊

康借款时，郭洪与王洪的婚姻关系处于存续期间，

郭洪是以个人名义向杨俊康出具的《借条》，从王

洪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汇款转帐凭证”来看，郭

洪在与王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他人所借的款项，

均转入了其他人的个人帐户。从郭洪对外转帐、汇

款的行为来看，完全无法认定其对外负债产生的款

项，系与王洪商量并经过其同意，也无法认定该款

项用于和王洪共同生活的开支的事实，应视为郭洪

个人债务，不属于郭洪与王洪的夫妻共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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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徐汇法院首发离婚证明书 深入推进家事审判改革 

2018-01-24 浦江天平 

http://mp.weixin.qq.com/s/qbTgiBU51DsHrTJefFK4IA 

核 心 提 示 

日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徐汇

法院）家事审判庭发出首份离婚证明书。这张只记

载当事人身份信息、裁判文书案号和生效时间的证

明，有着与裁判文书相同的证明效力。 

首发离婚证明书 

小李和小姜于 2016年年底登记结婚，2017年 9

月中旬举办婚礼。然而，婚礼结束还不足一月，双

方就因矛盾升级开始了分居生活。小李认为双方已

无共同生活基础，于 2017年 12月向徐汇法院起诉

离婚。经法官耐心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自愿

离婚。 

1 月 18 日，法官在向双方发放民事调解书的

同时，分别附上了一份离婚证明书。  

司法温度得彰显 

以往来法院诉讼离婚的当事人，经过审理符合

离婚条件的，法院会出具民事判决书或民事调解书。

在该类文书中，会载明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财产

分割、子女抚养等一系列个人隐私内容，这些内容

使当事人在需要提供离婚状态证明时经常感到尴

尬和不便。 

徐汇法院发放的离婚证明书中，只记载双方当

事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公民身份证号、

生效法律文书案号、类型及生效时间等必要证明信

息，不再涉及案件具体事实。 

双方当事人当场对法院这一举措表示感谢。 

徐汇法院家事审判庭庭长李成栋表示：“考虑

到家事审判的特殊性，为了保护当事人隐私，我院

决定制作并发放离婚证明书。离婚证明书隐去了个

人隐私信息，并加盖法院公章以示权威。”  

家事审判新举措 

徐汇法院副院长吴裕华表示：“离婚证明书制

度是深化家事审判改革的创新之举，充分考虑当事

人的感受，更加全面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体现了司法为民，也彰显了司法温度。” 

2017 年，徐汇法院以家庭本位为裁判理念，

深入推进家事审判专业化、人性化、社会化改革。

制定《家事案件审理指南》、《人身安全保护令》等

规章制度；实施财产申报、案件回访等符合家事审

判特点的裁判规则和特别程序；建成具有石库门风

格的家事审判“圆桌法庭”；建立一支包括 15名调

解员、3名调查员和 2名心理辅导员的家事审判辅

助队伍；与 7家单位签订《家事审判综合协调解决

机制合作协议》。2017年，徐汇法院家事案件调解

撤诉率达 66.46%。 

 

来源丨上海徐汇法院  马超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cxNDM5OQ==&mid=2650472683&idx=1&sn=81ee7e20911c32c5d18895e7c3588964&chksm=8715b11bb062380d0fea6ac1502166acf8220d7c8503ee10296b9923d95f2e8e19e064a92c7d&mpshare=1&scene=1&srcid=0124wTcbhPe8Gyku3b6JLIpY&key=cf5e006f4a3611a36c10ae6d5aec57a30e06610e299255bb26bd25c408e0a958a24901391fdcc3661097bf6bfad8b598c8db32c5ac5b5ead16c01c831d031d27a960b65a72b3e3fcc2ccaa48949155cd&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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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2017 年全省法院十大典型案例（下） 

2018-01-28 法律家 

http://mp.weixin.qq.com/s/FSO-lGdyNd4sfT0F8d6X8Q 

四川省法院今天发布 2017年度全省法院十大

典型案例,包括刑事案例 5件、民商事案例 4件、

执行案例 1件,如全省第一起成功审结的污染大气

环境案件、全国法院判决的首起操纵商品期货市场

案、打击扶贫攻坚领域违法犯罪案、网约车造成他

人受伤被判共同赔偿案及在微信朋友圈侮辱他人

被判名誉侵权案等入选。 

案例八：王某、刘某因不履行监护责任被撤

销监护人资格案 

王某婚外与刘某交往并怀孕，后生育女婴丹丹

（化名）并在两日后将其遗弃在小巷内，二人均明

确表示拒不履行监护职责，丹丹祖父母、外祖父母

亦拒绝履行监护职责。德阳市旌阳区民政局遂向旌

阳区法院提出申请：撤销被申请人王某、刘某的监

护人资格；并指定申请人区民政局为丹丹的监护人。

旌阳区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申请人王某、刘某为

丹丹的监护人的资格；指定申请人区民政局为丹丹

的监护人。并以遗弃罪判处王某拘役六个月，缓刑

一年。本案由民政局申请、检察院支持起诉、撤销

亲生父母监护人资格的案件，为类案的处理提供了

样本和范本，同时有利于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关

爱保护未成年人，践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合力实

现中国梦。 

法院如何认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共同生活 

所欠的债务？丨权威解读夫妻债务纠纷司法解释② 

2018-01-29 法信 

http://mp.weixin.qq.com/s/_SJoNYNrs-UZMaa8-dUdoA 

1 月 19 日，在夫妻债务纠纷新司解施行的第

一天，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当庭宣判了适用新司

解的第一案，法院依法认定林某对其前妻周某超出

日常生活所负债务不承担责任。新司解明确规定：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

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 

下面法信干货小哥就这一要点推送相关裁判

规则。 

 

法信码丨 A2.K26008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U0OTgzMw==&mid=2651671669&idx=3&sn=7f6e0af71751e473122b6ab1eeb96a73&chksm=bd6cb7138a1b3e05a40324dd52c340be58bae1611dbef8d87f0d48b0627992c8758cc22142ea&mpshare=1&scene=1&srcid=0128isewzbjRmolMtLBHQhZI&key=304caf69ae97dec912bb49e81ed657e7ff1f059a5de9efdfce6e05917eca659ab67d3c825a9c6b03dbefac8df472b0d6ac834fd283a12380d883ffc228f78d38fe26b81749390a71dd843c6530a6771e&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czNDQwMw==&mid=2652668929&idx=1&sn=6714a14e8f3ab2246c49912e6ff5e8b7&chksm=84d0632db3a7ea3bc2faec094c972ac258fa94d14fd9e5bba3628f0b6c1de41ae1f77a876a2a&mpshare=1&scene=1&srcid=0129LZf0ZjM0XoDprIw6C4jC&key=620625beb3a4ed7d7639c6ff04aab3d6cbc6c94213e3d5932aa9765a294f1f6bfcb1fc68ad7c922121055b24620ff64cbfa2721bac5763ac84cd407554114ca35a820b4894f629119c609cbb9945e049&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Oi7yOeVHsmWqOAAXFfDHym%2BVzQa1XC3jg7s2GF1RSHe5umtaf3RQNQ1JPnIC1d5u&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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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债务 

 

 法信·裁判规则  

1.举债人配偶不能证明举债人以个人名义所

欠债务并非用于共同生活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涉

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孙某诉刘某、李某及

安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案例要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

个人名义向他人举债，对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应举证证明该债务的使用用途。如果举

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

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若不能证明举债一方

个人名义所欠债务并非用于共同生活的，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北京法院网 2016-07-06 

 

法信平台用户可识别二维码 

查看案例详情▼ 

 

2.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家

庭日常生活的，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方

某诉曹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要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首先应厘

清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不能仅以是在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从

借款对象、借款时间、借款数额、借款用途等方面

进行审查。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借款并非用于夫妻

家庭日常生活的，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来源：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网 2014-06-30 

3.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用于生产经营，

所得收入用作家庭日常生活，该债务应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张某、赵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案例要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与银行签订

抵押贷款合同，并将个人财产作抵押的，双方形成

借贷关系。但贷款是由夫妻双方共同商量决定的，

且该笔贷款用于生产经营，经营所得收入用于家庭

日常生活，因此，该债务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来源：重庆法院网 2014-08-14 

4.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且无证据证明用

于家庭生活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王柏明诉

方美兰离婚案 

案例要旨：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不能仅

依据债务发生的时间对债务的性质作出认定，而应

根据夫妻双方是否具有举债合意或所借款项是否

用于共同生活予以判定。若一方在对方不知情的情

况下，以其个人名义举债，且并无证据证明该借款

系用于共同生活，双方亦为此借款的性质发生争议，

则该债务应认定为个人债务。 

案号：（2008）慈民一再抗字第 8号 

审理法院：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0 年民事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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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案例卷） 

 法信·司法观点  

1. 问：如何理解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

务？ 

问：如何理解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 

答：通常所说的“家庭日常生活”，学理上称

之为日常家事。我国民法学界、婚姻法学界通说认

为，婚姻是夫妻生活的共同体，在处理家庭日常事

务的范围内，夫妻互为代理人，这是婚姻的当然效

力，属于法定代理。婚姻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日常

家事代理制度，但从相关条文中可以得出家庭日常

生活范围内夫妻互为代理人的结论。 

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

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里所指的平等处

理权既包括对积极财产的处理，也包括对消极财产

即债务的处理。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规

定：“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

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

一方均有权决定。”该规定涵盖了夫妻日常家事代

理权的实质内容。因此，在夫妻未约定分别财产制

或者虽约定但债权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夫妻一方以

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当认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

家庭消费种类主要分为八大类，分别是食品、衣着、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

文娱教育及服务、居住、其他商品和服务。家庭日

常生活的范围，可以参考上述八大类家庭消费，根

据夫妻共同生活的状态（如双方的职业、身份、资

产、收入、兴趣、家庭人数等）和当地一般社会生

活习惯予以认定。 

但农村承包经营户有其特殊性，农村承包经营

户一般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日常生活与承包经营行

为经常交织在一起，二者难以严格区分，故为了正

常的承包经营所负债务，可以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所负债务。需要强调的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的支出是指通常情况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费，主要

包括正常的衣食消费、日用品购买、子女抚养教育、

老人赡养等各项费用，是维系一个家庭正常生活所

必须的开支。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人们家庭

观念、家庭生活方式的不断发展变化，在认定是否

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支出时，也要随着社会的变

化而变化。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有关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 

2. 审判实践中，处理夫妻一方个人名义所借

债务的方法 

目前，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难点在于，离婚时一

方当事人出示许多借据主张系共同债务，这些借据

都是以一方名义所借，都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借，如果配偶另一方不能证明借钱的一方与出借人

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夫妻原本实行分别财产

制而债权人事先知道该约定的，机械地套用《婚姻

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的后果，可能导致夫妻

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从而损害夫妻另

一方的财产权益。 

我们认为，在离婚诉讼中处理此类债务问题时，

要结合最高人民法院 1993年 11月 3日发布的《关

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

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的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

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

即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一方名义所负债

务，既要考虑前述两种例外情况，又要考虑所负债

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法定扶养义务，

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应当由举

债一方当事人承担。 

有的法官通过多年的审判实践，总结出针对虚

构债务的一些对策：如严格证据审查，对提出债务

的夫妻一方进行详细询问后，通知债权人亲自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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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证（债权人作为证人，在其出庭前不得旁听案件

的审理情况），认真审查债务的真实性、必要性和

合理性；向当事人释明虚构债务的法律后果，一旦

被认定为造假，要承担《婚姻法》第 47条“不分、

少分财产”的后果；债务另行处理，如果一方当事

人对债务不予认可，法院一时难以查明事实真相，

可在离婚案件中不予处理债务问题，告知债权人另

案起诉解决。这些都为我们处理离婚案件的债务问

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案典》，杜万

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4年版第 303页） 

 法信·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修正） 

第十七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

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第四十一条  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

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

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

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十七条  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

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

应当理解为： 

（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

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

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

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

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

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

意第三人。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三条  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

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

活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

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

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

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

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

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

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

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17、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

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

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 

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

以个人财产清偿： 

（1）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

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 

（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

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 

（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

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039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 

 

【相关阅读】 

最高法今日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夫妻共同债务

认定标准（附民一庭负责人权威解读） 

法院如何认定夫妻具有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

丨权威解读夫妻债务纠纷司法解释①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 71 期案例精选 | 天同码 

原创 2018-01-31 天同诉讼圈  陈枝辉   

http://mp.weixin.qq.com/s/1qFUCU53px2TnpPIMq9hBA 

阅读提示：天同码是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

借鉴英美判例法国家的“钥匙码”编码方式，收集、

梳理、提炼司法判例的裁判规则，进而形成“中国

钥匙码”的案例编码体系。《中国商事诉讼裁判规

则》（中国钥匙码—天同码系列图书）已由天同律

师事务所出品并公开发售。 

本期天同码，案例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

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7 年第 3 辑（总第

71 辑）部分指导与参考案例。 

文/陈枝辉  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规则摘要】 

1.法定代表人的答辩，不当然代表企业真实意

思表示 

——企业法定代表人与对方当事人存在关联

且实际有悖企业利益的，该法定代表人意见不当然

代表企业真实意思表示。 

2.典当与保证同时存在的，绝当后，应先以当

物清偿 

——典当关系中同时存在第三人连带责任保

证的，在绝当后，应先以当物价值偿债，保证人再

对不足部分负连带责任。 

3.仅有联建协议，并不足以证明物权，不能排

除执行 

——合作开发一方就被执行人名下查封房地

产提出异议，仅有联建协议不足以证明其系合法建

造主体，不能排除执行。 

4.含公司设立的合资协议，公司设立后，不当

然解除 

——包含设立公司及具体运营等内容的合资

协议可否解除，应适用《合同法》规定，公司清算

应遵守《公司法》规定。 

5.法院受理后，首次开庭前，达成仲裁协议，

应有效 

——案件起诉至法院并立案受理后，在答辩期

满、首次开庭前达成仲裁协议的，可认定仲裁协议

有效并驳回原告起诉。 

6.法院依职权对调解书再审后，可裁定终结再

审程序 

——法院依职权对民事调解书启动再审程序，

经再审后认为无需改判的，应比照检察院抗诉再审

程序，裁定终结再审。 

【规则详解】 

1.法定代表人的答辩，不当然代表企业

真实意思表示 

——企业法定代表人与对方当事人存在关联

且实际有悖企业利益的，该法定代表人意见不当然

代表企业真实意思表示。 

标签：法定代表人｜诉讼行为｜意思表示｜

关联公司 

案情简介：2009 年，投资公司全资成立的科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A3NDc5MA==&mid=2654700287&idx=1&sn=ee33b4aa2a42cb66537c91e0e1d90a4f&chksm=bd21e6b68a566fa010037ebeae09f142eb14e55a8f8c17ea04532a10d00a8bf7fc1df59e69b3&mpshare=1&scene=1&srcid=0131xsoMZijmScbIzE7dQvyu&key=cf5e006f4a3611a33e2a8faa505bc2a25565ffcff4b3d987dc2b366c1e615eb6e1507560ecb4b538f47291185118176062ea1ac5a6ec75027a7f907cf90eefcea0cc0b0484f5cad28fa6ee420545076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7Yav%2FmzRJ8PA2BvqU4y6VK2xFXcApl5mNFSWH2FrM9FDvi4BI86TjoMTzf6x9fN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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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公司与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即投资公司控股股

东郑某共同作为借款人同许某签订借款合同。随后，

许某委托贸易公司向科技公司账户提供了约定的

1.2 亿元借款。同时，为保障还款，郑某将所持投

资公司 90%股权过户给许某，投资公司后作出由陈

某替代郑某成为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决定并办理

变更登记。2010 年，因逾期未偿，许某诉请科技

公司及郑某连带偿还。庭审中，陈某及其委托律师

吴某就借款债务的答辩意见与许某保持一致，郑某

就此提出异议。 

法院认为：①《民法通则》第 38条规定，法

定代表人有权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

表法人行使职权。陈某经登记为科技公司法定代表

人，该登记具有法律意义。故从形式上看，陈某有

权代表科技公司以及委托吴某参加诉讼。但不可否

认的是，陈某在本案中成为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具

有特殊性，故本案应谨慎考察陈某、吴某意见能否

代表科技公司真实意思表示。②从已查明事实看，

投资公司是科技公司唯一股东，而投资公司原控股

股东是郑某。由于合同约定作为还款保障需要，郑

某将投资公司 90%股份过户给许某。投资公司作出

由陈某替代郑某成为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决

定时，控制投资公司的股东正是许某指定的公司。

由此可见，在现有股权结构下，许某实际已通过投

资公司控制了科技公司。另外，债权转让协议中还

指明，陈某是与许某有关联的自然人。结合科技公

司员工陈述，可推断，陈某替代郑某成为科技公司

法定代表人并非科技公司根据自身经营需要所作

选择，陈某与许某更具有利益上的一致性。从诉讼

对抗角度看，科技公司本应站在许某对立面，但陈

某以及其委托的吴某在本案中的立场实际与许某

保持一致，有悖于科技公司利益。应认定本案陈某

以及其委托的吴某提交的答辩意见并不能代表科

技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宜本案中采纳，亦不能确

认吴某作为科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 

实务要点：企业法人作为一方当事人，因股

权转让导致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与对方当事人存

在关联且具有利益一致性，并实际有悖于所任职企

业法人利益的，应认定该法定代表人意见不能代表

企业法人真实意思表示。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

终 615号“郑某与许某等民间借贷纠纷案”，见《民

间借贷案件中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上诉人郑

能欢与被上诉人许锡忠、一审被告华瀚科技有限公

司、一审第三人深圳市欧宇美宏电子有限公司、深

圳市诺华德扬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宜都贸易有限公

司、普宁市华源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泽槟贸易有

限公司、深圳市宏德辉贸易有限公司、普宁市达源

贸易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王毓莹，最高院

民一庭；陈亚，厦门海事法院；审判长王毓莹，审

判员曹刚、张颖新），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最

高人民法院案件解析》（201703/71:164）。 

2.典当与保证同时存在的，绝当后，应

先以当物清偿 

——典当关系中同时存在第三人连带责任保

证的，在绝当后，应先以当物价值偿债，保证人再

对不足部分负连带责任。 

标签：典当｜混合担保｜保证｜绝当 

案情简介：2014 年，钢铁公司以仓库中存放

的4000吨钢材向典当公司动产质押借款1500万元，

并共同与贸易公司签订质押物监管协议。同时由科

技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约定典当公司可优先选

择物保或人保方式实现债权。因钢铁公司尚欠

1200 万余元，典当公司起诉，并主张对其实际控

制的 1400余吨钢铁享有优先受偿权，科技公司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认为：①案涉典当借款质押合同、质押

物监管协议签订后，钢铁公司已履行了监管协议，

将其仓库中存放的钢材交由典当公司委托的贸易

公司进行监管，在性质上构成钢铁公司将约定质押

钢材向典当公司交付的完成。至于贸易公司此后是

否实际履行监管义务，是否妥善保管质押财产，与

交付并非同一概念，不影响对该交付已完成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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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典当管理办法》第 40条第 1款规定：“典当期

限或者续当期限届满后，当户应当在 5日内赎当或

者续当。逾期不赎当也不续当的，为绝当。”第 43

条规定：“典当行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绝当物品：

（一）当物估价金额在 3万元以上的，可以按照《担

保法》的有关规定处理，也可以双方事先约定绝当

后由典当行委托拍卖行公开拍卖。拍卖收入在扣除

拍卖费用及当金本息后，剩余部分应当退还当户，

不足部分向当户追索。（二）绝当物估价金额不足

3万元的，典当行可以自行变卖或者折价处理，损

溢自负……”据此，绝当情形，对于当物估价金额

在 3万元以上的，典当行可依《担保法》《物权法》

规定，行使担保物权受偿，亦可依双方事先约定，

在绝当后由典当行委托拍卖行公开拍卖。可见，在

现行典当制度下，尚不能得出绝当法律后果是当物

所有权归属典当行的结论，尤其是对于价值 3万元

以上的当物而言。③对于价值 3万元以上的当物绝

当的处理，《典当管理办法》第 43 条的规定实际上

是基于公平原则以及典当的担保属性而对传统典

当制度所作符合现代担保目的的一种改造。但同时，

不能据此即得出典当已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任

何特点，而纯粹演化为现代《物权法》意义上抵押

或质押的结论。上述改造实质上是在尊重典当固有

特点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其基本精神应理解为在债

务逾期未清偿时，虽不再以转移当物所有权来直接

抵偿债务本息，但应以公开拍卖当物所得价款来优

先清偿债务，超出部分应退还出当人，这实际上就

是以当物价值优先冲抵债务。故对于典当关系中又

同时存在第三人保证的，对第三人保证责任范围认

定，应有别于《物权法》规定的混合共同担保责任

认定规则，而应建立在尊重典当固有特点基础之上，

即当事人约定不应与典当固有特点相悖，在债务已

届清偿期而未获清偿时，应先以当物价值清偿债务，

保证人对于拍卖当物后不能清偿债务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判决确认钢铁公司所欠典当公司当金本金

1200 万余元、违约金 130 万余元，钢铁公司对存

放 1400 余吨钢材享有优先受偿权，科技公司在

4000 吨钢材价值之外对钢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实务要点：典当关系中同时存在第三人连带

责任保证的，在债务已届清偿期而未获清偿时，应

先以当物价值清偿债务，保证人对不能清偿部分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

申 3191 号“某典当公司与某科技公司等典当纠纷

案”，见《典当关系中同时存在第三人连带责任保

证的，在当物“绝当”之后，对第三人保证责任的

范围的认定——再审申请人安徽创元典当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申请人安徽泰科铁塔有限公司、安徽新

荣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陆淳、朱一平、杭州天野

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浙江泰科铁塔有限公司典当纠

纷一案》（司伟，最高院民一庭；田静，外交学院

学生；审判长韩玫，审判员司伟，代理审判员沈丹

丹），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案

件解析》（201703/71:184）。 

3.仅有联建协议，并不足以证明物权，

不能排除执行 

——合作开发一方就被执行人名下查封房地

产提出异议，仅有联建协议不足以证明其系合法建

造主体，不能排除执行。 

标签：执行｜联建房产｜合作开发｜法律关

系｜合法建造人 

案情简介：2004 年，开发公司以在建工程向

银行抵押借款 8000万余元。2015 年，资产公司作

为权利人申请执行程序中，投资公司以其 2006年

与开发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合同并投资、因合法建造

而原始取得物权为由，就开发公司名下被查封房产

提出执行异议。 

法院认为：①不动产物权变动一般应以登记

为生效要件。依《物权法》规定的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当事人之间不能

创设。《物权法》第 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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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

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物

权法》第 14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

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

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根据查明事实，案涉房

屋并未登记于投资公司名下，投资公司不能依登记

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②《物权法》第 142条规定，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

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但有相反证

据证明的除外。即，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造的建筑

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一般属于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就本案而言，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载明

的权利人为开发公司并非投资公司。虽然《物权法》

第 30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

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

但合法建造取得物权，应包括两个前提条件，一是

须有合法建房手续，完成特定审批，取得合法土地

权利，符合规划要求；二是房屋应当建成。根据查

明事实，案涉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筑用地规

划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记

载的权利人均为开发公司。即在案涉房屋开发立项、

规划、建设过程中，开发公司是相关行政审批机关

确定的建设方，投资公司仅依其与开发公司的联建

协议，并不能直接认定其为《物权法》第 30条规

定的合法建造人，并因事实行为而当然取得物权。

结合联合开发合同约定内容分析，双方合作开发，

投资公司仅能依联建协议参与建成房屋分配，项目

转让仍需履行相关审批手续。③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311条规定，案外

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

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

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投资公司主张其基于合法

建造事实享有案涉房屋所有权，应承担举证证明责

任。现其既未提交证据足以证明对于案涉项目投资

事实，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涉案房屋占有的权利

外观，更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已登记至其名下，

应承担举证不能不利后果。④《物权法》规定物权

公示原则，即物权变动须将其变动事实通过一定方

法向社会公开，其目的在于使第三人知道物权变动

情况，以免第三人遭受损害并保障交易安全。本案

中投资公司与开发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

合同关系，投资公司有权另案向开发公司主张基于

合作开发合同产生的相关权利。但在其提交证据不

足以证明其为相关审批手续载明的合法建造主体、

投资事实、占有权利外观情况下，仅依据其与开发

公司合作开发合同关系，不属于《物权法》第 30

条规定的合法建造人，判决驳回投资公司诉请。 

实务要点：合作开发一方就被执行人名下查

封房地产提出案外人异议，仅有联建协议不足以证

明其系合法建造主体，不能排除执行。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

终 763号“某资产公司与某实业公司案外人执行异

议纠纷案”，见《执行异议之诉中举证证明责任的

分配——上诉人信达山西分公司与被上诉人崇立

公司、佳佳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李琪，

最高院民一庭；审判长李琪，代理审判员谢爱梅、

赵风暴），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最高人民法

院案件解析》（201703/71:201）。 

4.含公司设立的合资协议，公司设立后，

不当然解除 

——包含设立公司及具体运营等内容的合资

协议可否解除，应适用《合同法》规定，公司清算

应遵守《公司法》规定。 

标签：出资责任｜公司设立｜合资协议｜公

司清算 

案情简介：2011 年，王某与投资公司签订合

资协议，约定分别出资 1000万元、4000万元合资

建设化工项目。协议同时对经营范围、组织结构、

分红、管理模式等进行了约定。合资公司成立后，

因项目未取得环保手续被责令停产。王某诉请解除

合资公司、投资公司返还出资款 1000 万元。 

法院认为：①案涉合资协议不仅约定了出资

人、出资金额、注册资本等成立合资公司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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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用大量条款约定了合资公司成立后项目具体开

展、合资公司注册资本金管理及使用、双方分红比

例、项目投产后员工待遇及双方在项目运营过程中

的具体权利义务、各方竞业禁止、技术保密等事项。

从合资协议设立目的看，成立合资公司仅系合资建

设方式和载体，合资公司成立后，还要通过合资公

司经营，对产品进行生产、销售，最终实现利润分

配，故在性质上，合资协议应属合资、合作协议，

而非单纯的公司设立协议。公司设立仅系合资、合

作开始，而非终结。②合资公司成立后，合资协议

中有关公司设立内容已履行，但其他有关公司成立

后如何具体运营条款则正在履行或尚未履行，仍应

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合同依据。合资协议可否

解除，应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审查投资公司

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合同目的是否无法实现。至于

公司清算，因合资公司作为独立企业法人，其设立、

运营、解散、清算均应遵守《公司法》规定。③即

便合资协议可解除，因合资公司已成立，王某出资

已转化为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依《公司法》第 35

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王某

作为股东，无权请求抽回出资，只能在公司清算后

按比例分配剩余财产。但针对双方在履行合资协议

过程中的行为，若有证据证明对方存在违约行为，

可请求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实务要点：包含设立公司及具体运营条款等

内容的合资协议可否解除，应适用《合同法》相关

规定，其清算应遵守《公司法》规定。 

案例索引：见《包含设立公司内容的协议在

公司设立后能否解除》（于蒙，最高院民一庭），载

《 民 事 审 判 指 导 与 参 考 · 指 导 性 案 例 》

（201703/71:158）。 

5.法院受理后，首次开庭前，达成仲裁

协议，应有效 

——案件起诉至法院并立案受理后，在答辩期

满、首次开庭前达成仲裁协议的，可认定仲裁协议

有效并驳回原告起诉。 

标签：诉讼程序｜仲裁｜首次开庭 

案情简介：2016 年，开发公司与建筑公司因

施工合同纠纷致诉。开发公司起诉后，法院向建筑

公司送达法律文书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达成仲裁协

议。建筑公司据此向法院提出管辖异议。 

法院认为：①《仲裁法》第 26条规定，当事

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

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提交

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

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

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

应当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 216条规定：“在人民法院首次开

庭前，被告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

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

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

（二）当事人没有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仲裁协议

的效力提出异议的；（三）仲裁协议符合仲裁法第

十六条规定且不具有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14条规定，仲裁法第 26条规定的“首次开庭”，

是指答辩期满后人民法院组织的第一次开庭审理，

不包括审前程序中的各项活动。由此可见，法律并

未规定仲裁协议形成时间须在诉讼开始前，即在案

件受理后首次开庭前达成仲裁协议并非为法律明

令禁止。②原告在选定向法院诉讼后又在法院首次

开庭前与被告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系处分自己诉讼

权利的行为，且其应知达成仲裁协议后果，一旦选

择通过仲裁解决纠纷即意味着排斥法院管辖权。从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诚信信用原则和鼓励仲裁角

度出发，应认定仲裁协议有效并驳回原告起诉。 

实务要点：案件起诉至法院并立案受理后，

在答辩期满、首次开庭前达成仲裁协议的，可认定

仲裁协议有效并驳回原告起诉。 

案例索引：见《法院受理后首次开庭前达成

仲裁协议的效力》（李琪，最高院民一庭），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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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指导性案例》（201703/71:143）。 

6.法院依职权对调解书再审后，可裁定

终结再审程序 

——法院依职权对民事调解书启动再审程序，

经再审后认为无需改判的，应比照检察院抗诉再审

程序，裁定终结再审。 

标签：诉讼程序｜再审启动｜依职权再审｜民

事调解书｜终结再审程序 

案情简介：2012 年，杨某与某办事处经法院

调解，达成杨某赔偿办事处损失 450万元的调解书。

2015 年，法院依职权再审，经再审后认为无需改

判。 

法院认为：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 40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调解

书裁定再审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当

事人提出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事由不成立，且调

解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裁定驳回再

审申请；（二）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

所主张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不成

立的，裁定终结再审程序。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

院裁定中止执行的调解书需要继续执行的，自动恢

复执行。”②法院依职权对生效调解书启动再审程

序，性质上类似于检察院抗诉启动的再审程序，故

经再审后认为原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参照前述司法解释第 409

条第 1款第 2项规定，裁定仲裁再审程序，更为适

当。且程序上更简洁、结果上更妥当。 

实务要点：法院依职权对生效调解书启动再

审程序，经再审后认为原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应裁定仲裁再审程

序。 

案例索引：见《法院依职权对生效的民事调

解书提起再审后认为不需要改判的，应裁定终结再

审程序》（付少军，最高院民一庭），载《民事审判

指导与参考·指导性案例》（201703/7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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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动态 

备案审查是如何让这条司法解释被修改的？ 

原创 2018-01-24  23 号小组 西交民巷 23 号 

http://mp.weixin.qq.com/s/YssGZzdSnXwgGRLgZWx3Gw 

1 月 1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

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进一步

细化和完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合理分配举证

证明责任，以此指导各级法院准确认定夫妻共同债

务，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这条司法解释的出

台，使争议不断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

成为历史，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推动备案审查工作

的重要成果之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NDA4OTI2Ng==&mid=2651959025&idx=1&sn=60f021823acf897bafceb71d5f14fe4e&chksm=f065c02cc712493a381a7ec19a0bcdfc954c9c2faf60f50f2d2fced58993eb61cbe5081d02e6&mpshare=1&scene=1&srcid=0124oXN07Cf26C6CDCBmZC7v&key=ffd6e7826d53df79c535339fab80dfcda7d750cbef5f2df73b9cb3e1727dcd1f61048ca9c927a4858505e9cc81841904d6eb0f98eb46add97480f71cde4ab1169000b75658eb17bfdb6c380c2d7a1b05&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Oi7yOeVHsmWqOAAXFfDHym%2BVzQa1XC3jg7s2GF1RSHe5umtaf3RQNQ1JPnIC1d5u&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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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推翻“第 24 条”？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称自己是“24条受害者”。

在离婚之后，他们突然收到若干债主的催债，称前

夫或前妻欠下了债务，要求自己还钱。 

“第 24条”是什么？——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

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

妻共同债务处理。”该条规定的出台有其特定的背

景，21 世纪初，中国开始出现夫妻利用离婚恶意

避债的现象：一方大额借债后，将家庭财产转移到

配偶名下，之后离婚。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即便

债权人通过法院起诉追债，借债一方因名下没有财

产，亦无计可施。“二十四条”应运而生，这条司

法解释 2004年实施，原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债权

人，打击夫妻利用离婚避债现象，但近年来其漏洞

逐渐显现，招致各方批评。 

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以“第 24条”作为裁

决依据，判令一方当事人需为前夫(前妻)的婚内举

债承担连带责任。该规定在实践中导致不少人离婚

“被负债”。大量婚姻中的一方在不知情、无合意

的情况下“被负债”、被执行而一夕致贫，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遭遇司法拘留，甚至有法官站

出来批评“第 24条”为“癌症性”的“法律错误”。 

 “第 24 条”如何被“废”？ 

“每天收到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谈及针

对婚姻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审查建议，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如此形

容。 

据统计，2016 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收到公民提出的针对婚姻法司法解释

第 24条的审查建议有近千件，这一数量，几乎是

十二届全国人大收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各类审查建

议的三分之二。 

除此之外，2017年全国人代会期间，45位全

国人大代表分别联名提出 5件建议，要求对其进行

审查。 

有关“第 24条”的问题之争引起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高度重视。法工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及时进

行沟通，推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调整。为做好代表

建议和公民审查建议的办理工作，法工委于 2017

年 6 月召开座谈会，邀请提出建议的部分全国人大

代表参加，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进行沟通研究，

推动解决有关问题。 

如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出台，说明

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工作取得了实实在

在的效果。备案审查制度，正在成为普通公民直通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渠道。 

 备案审查工作并不“神秘” 

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开展备案

审查，是宪法法律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

职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宪法法律监督职责的

一项重要工作。 

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九条、监督法第三十二条的

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

委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司法解释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委

会工作机构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

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司法解释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由常委会工作机构进

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

提出意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可

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 

备案审查工作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主要采取依申请进行的审查、依职权进行的审查、

有重点的专项审查等方式开展审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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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工作扎实推进  

在近期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沈春耀作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 2017年备案审

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报告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法制工作委

员会共收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各类审查建议 1527 

件，其中 2013 年 62 件，2014年 43件，2015年

246 件，2016 年 92 件，2017 年 1084 件。审查建

议中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范围，即建议对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的有

1206件，占 79.0%。 

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范围的 1206件

审查建议中，建议对行政法规进行审查的 24件，

占 2.0%；建议对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的 66件，占

5.5%；建议对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的 1116 件，占

92.5%。 

沈春耀表示，下一步将落实“规范性文件在哪

里，备案审查就跟到哪里”，以及“只要规范性文

件的制定主体属于人大监督对象，其制定的规范性

文件都应当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实现备案全覆盖”，

同时要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刚性约束，逐步实行按

年度向常委会报告备案审查工作情况制度。按照有

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要求，切实加强和

改进备案审查工作，保证中央令行禁止，保证宪法

法律实施，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发展。 

链接：备案审查案例 

不要以为备案审查工作距离自己很遥远，其实

很多时候，它就在你我身边，也关乎你我的生活。

除推动解决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争

议外，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还公布了以下备案审

查案例。 

1、一辆电动自行车引发的合法性审查 

案由：2015年 10月，浙江杭州居民潘洪斌骑

行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杭州交警依据《杭州市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扣留。潘洪斌认为，该条例在

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之外，增设了“扣留非机

动车并托运回原籍”的行政强制手段，违反法律规

定。其后，潘洪斌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提出审

查建议。 

审查结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杭州市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的相关问题进行

监督纠正。2017 年 6 月，相关地方性法规作出修

改。 

2、叫停“附条件逮捕”制度 

案由：2016 年 9 月，内蒙古律师苗永军代理

某案件，当事人被依照最高检制定的《关于人民检

察院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意见（试

行）》“附条件逮捕”。苗永军认为，“附条件逮捕”

时，侦查机关并未掌握定罪所必需的证据，实际上

就是降低了逮捕的门槛。为此，他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提出了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审查结果：2017 年 4 月，最高检下发通知，

要求从即日起在审查逮捕工作中不再适用“附条件

逮捕”。 

3、纠正“以审计结果作为工程竣工结算依据” 

案由：近年来，北京、上海、山东、江西等多

个地区先后出台地方性审计条例或审计监督条例，

规定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以审

计结果作为工程竣工结算依据”。中国建筑业行业

组织认为，此规定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行政法律关系

与民事法律关系的界限，超越了审计法和审计法实

施条例规定的审计监督职能，也与合同双方平等自

愿原则相矛盾，在实践中损害了施工企业的合法权

益。为此，中国建筑业行业组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提交审查申请。 

审查结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2017 年 2

月致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要求对

地方法规中直接规定以审计结果作为竣工结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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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或者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招标文件或合同中要

求以审计结果作为竣工结算依据的条款进行清理，

适时予以纠正。目前已有 7个地方对相关地方性法

规作出修改。  

4、修改“超生即辞退”条款  

案由：2017 年 5 月，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

授王全兴等 4名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致信，

提出 7个省份计生新规中，用人单位可对超生职工

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辞退、开除的条款，不仅与劳动

合同法相抵触，同时与新形势下国家计生政策转型

的取向不符，建议对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审查结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2017 年 9

月致函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有关地方性法

规中类似的控制措施和处罚处分处理规定作出修

改。目前已有 1 个地方对相关地方性法规作出修

改。 

5、废除“著名商标制度” 

案由：2017年 4月，来自上海大学等 20多所

高校的 108 名知识产权专业研究生联名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审查建议，对地方性法规中规

定的著名商标制度进行审查研究。理由是地方关于

著名商标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都宣称是根

据我国商标法制定，而在商标法中却没有“著名商

标”这一概念。 

审查结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 2017年

11 月致函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有关著名

商标制度的地方性法规予以清理废止，并致函国务

院法制办公室，建议其对涉及著名商标制度的地方

人民政府规章和部门规范性文件同步进行清理。 

6、解决“拘传原告和被执行人的司法解释与

民事诉讼法规定不一致”问题  

案由：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

收到“两高”报送备案的 128件司法解释。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逐件审查后发现，民事诉讼法司法

解释中有关拘传原告和被执行人的规定与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不一致。 

审查结果：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有关专门委员

会大力支持下，推动制定机关于 2017 年 2月作出

妥善处理。 

7、修改有关非法行医的司法解释 

案由：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

收到“两高”报送备案的 128件司法解释，法工委

逐件审查后发现，有关非法行医的司法解释中，将

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的

行为认定为非法行医犯罪，与刑法规定不一致。 

审查结果：经过与最高人民法院反复沟通并跟

踪督促，最高人民法院已于 2016年 12月对相关规

定作出修改。 

8、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后，专项审查 107 

件地方性法规 

案由：201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结合

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打包修改法律取消或者下放

部分行政审批事项，启动专项审查，对与法律修改

内容有关的 107件地方性法规逐件进行审查研究。 

审查结果：督促地方人大常委会对 30件与修

改后的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地方性法规及时作出修

改。 

9、针对专门规定自然保护区的 49 件地方性

法规进行专项审查 

案由：2017 年 6 月，在党中央通报甘肃祁连

山自然保护区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深刻教训后，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专门规定自然保护区的 49件

地方性法规集中进行专项审查研究。 

审查结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 2017年

9月致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要求

对涉及自然保护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地

方性法规进行全面自查和清理，杜绝故意放水、降

低标准、管控不严等问题。截至目前，已有 3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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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书面反馈清理情况

和处理意见，总共已修改、废止相关地方性法规

35件，拟修改、废止 680件。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立法之跨学科对话” 

暨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年会会议综述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  邓丽 

http://www.cwu.edu.cn/fxy/zghyjtfxyjk/zxyw/49697.htm 

2017年 12月 27日，由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全国妇联权益部联合

举办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立法之跨学科对话”暨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年会在京召开。全国政协社法

委副主任、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

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甄砚，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谭琳，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中

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夏吟兰出席会议。来自全国

各地的 150余位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

实务工作者参加会议。开幕式上，甄砚会长致开幕

辞，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蒋月娥主

持。甄砚会长祝贺本次会议顺利召开，勉励来自法

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专家学者认真学习贯彻“十

九大”精神，在习近平主席有关家庭问题系列重要

论述的指导和引领下，深入研讨立法前沿问题和司

法难点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建言献

策、积极作为。 

第一单元：“婚姻家庭编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

原则”探讨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蒋月娥

主持第一单云“婚姻家庭编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

则”的研讨。中华女子学院书记李明舜教授作“科

学构建体现新时代要求的婚姻家庭制度”主旨发言，

指出根据十九大报告在婚姻家庭建设方面体现的

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新时代的婚姻家庭制度应当

体现男女实质平等，并提供行之有效的较为完备的

行为规范，主张民法典亲属编立法应正确处理法律

与道德的关系、民事法律规范和社会法规范的关系、

婚姻安全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关系、人身与财产的关

系、家庭制度与家庭视角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教授围绕“民法

典的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发表学术观点，认为在

成文法的传统之下民法典常常包含着一个民族的

精神密码，表达一个民族对一系列关键问题所抱持

的立场和态度；我国已出台的《民法总则》是民法

典编纂的开篇之作，有关内容就如何看待人、家、

社会、国家、自然等表明了立场和态度，初步展现

了民法典的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为民法典各分编

的编纂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举全国之力编纂

的 21世纪民法典必须要把人文关怀放在第一位，

高度重视“家”在组织社会秩序中的关键作用，保

障家庭稳定存续、有效运转。 

在点评环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认为，

两位发言人都贡献了一个重要的知识，即情（人文

关怀）、理（理念观点）、法（法律规范）之间的协

调。佟新教授同时指出，人们在运用法律时自有一

番道德原则，我国民事关系实际上是由我们的文化

来决定的，如亲亲尊尊，前者解决血缘关系，后者

解决身份关系；法律规范人身关系、财产关系，应

将家庭视角贯穿始终，从古到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

理念都是倡导“家庭主义”，以家庭为单位的治理

模式是我们的文化特色，爱护家庭就是爱护个体。

第二单元：“离婚制度”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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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张雪梅研

究员主持的第二单元“离婚制度”研讨中，首先由

黑龙江大学王歌雅教授发表题为“变异与矫正：离

婚制度的公正抉择”的学术演讲。王歌雅教授的研

究旨在对离婚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变异样态进行

反思，确立保障离婚自由、维护离婚权益、正视社

会分层、追求实质正义的离婚法律原则，并由此出

发对离婚条件的界定、是否规定登记离婚审查期、

是否限制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离婚、如何规范离婚

协议的变更与执行、如何纠正离婚的瑕疵扩大离婚

救济范围等进行深入的研讨。 

吉林大学李洪祥教授以 “我国离婚率上升的

特点、原因及其法律对策”为题就是否设立离婚苛

刻条款进行了利弊分析，认为通过这一举措实现对

弱势配偶和子女的保护、维护道德底线不符合现实：

有不少研究表明维持已经死亡的婚姻较之离婚对

未成年人的影响更大，也有调查表明民事案件幻化

为刑事案件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李洪祥教授还强调

应考虑离婚苛刻条款在立法技术层面的不利影响，

如与破绽离婚原则、婚姻自由（离婚自由）理念的

冲突等，而且应注意到在国外苛刻条款的适用也是

非常有限的，所以不主张在民法典亲属编中设立离

婚苛刻条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幼保健院

医学系丁辉教授也在本单元分享关于“女性压力应

激与社会因素”的研究，指出人一生中绝大多数时

间都在工作或劳动，在我国，女性在劳动力总量中

占据了 46%，就业率早就排名世界第三，职业女性

有着双压力、双角色，面临突出的工作——家庭冲

突，关注女性心理压力是重要的现实问题，期待在

有关立法中予以关注和考量。 

本单元的点评人北京大学社会学马凤芝教授

指出：法律问题背后实际上是社会问题，怎样处理

草率离婚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家庭主义”还是“个

人主义”的价值抉择。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

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家庭的削弱、消亡，但家庭确

实是国家发展中的软实力，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的重

要战略。以东三省转型为例，虽然整个社会保障不

充分，但上千万人口下岗仍能平稳度过，背后就是

家庭的支持。 

第三单元：“夫妻关系”研讨 

第三单元“夫妻关系”研讨由全国妇联权益部

部长高莎薇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马忆南教授以

“论夫妻人身权利义务的发展和我国法律的完善”

为题系统阐述了夫妻姓名权、婚姻住所决定权、夫

妻同居和相互帮助义务、夫妻忠实义务、家庭事务

管理权、日常家事代理权、夫妻生育权等相关立法

抉择，尤其强调当代英美法商配偶权仅有对外提起

损害赔偿之诉的功能，我国婚姻家庭立法不宜用配

偶权指称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或特指夫妻忠实或

性的权利义务，主张立法对单纯通奸行为仍应坚持

克制态度，应继续倡导“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而非

确立“夫妻忠实义务”，而且应确立夫妻平等的就

业权、家庭事务管理权和承认家务劳动价值，避免

对妇女贡献的低评价，此外还应确认夫妻有平等的

生育权，并将重点放在解决行使生育权的冲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高级法官吴晓芳作主题

发言谈“从审判实践看离婚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

认为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现有的离婚法定标准“感

情确已破裂”不符合社会现实，并指出应取消分别

财产制前提使家务劳动的价值获得充分认可，扩大

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使其适用更广，还可考虑如何

发挥经济帮助的效用，加大离婚经济成本。 

中华女子学院张李玺教授发言题目为“角色期

望错位：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婚姻冲突”，尝试在中

国社会两性关系发展脉络中考察发生在双职工家

庭中的婚姻冲突现象，提出在引入西方婚姻辅导理

论的同时要更加关注中国本土的文化环境、关注中

国的家族文化和传统性别关系对现代家庭关系的

深刻影响，关注“男女平等”政策的推行及由此带

来的家庭中性别关系再构建和再平衡的过程，关注

女性群体的体验和经验，从而使婚姻辅导理论和实

践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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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妇联权益部调研员刘建明宣读其与王

世民、丁明、赵莉合著的调研论文“新时期和谐家

庭建设之夫妻共同债务研究”，结合 463份问卷调

查、庭审现场观摩、法院走访等对《婚姻法》司法

解释（二）第 24条及其补充规定的适用进行了深

入分析，并提出多方解决路径：建议夫妻双方严格

遵守法律，建立“谁借钱、谁举证”的法律规则，

建立夫妻婚前心理干预机制，强调宽领域、多渠道

的法制宣传，建立夫妻间诚信制度，建立事后保护

制度。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

学夏吟兰教授对本单元研讨进行总结，将是否吸纳

配偶权概念、如何确定夫妻权利义务的内容、应否

规定忠实义务、如何优化离婚法定标准、如何解决

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如何扩大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

适用、如何发挥经济帮助的效用等论题引向深入，

向大家介绍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提出的学

者建议稿相关立场和对策，还就女性职业角色和家

庭责任冲突发表观点，认为当下中国青年群体的观

念已经产生很大变化，男性越来越多地承担家务劳

动，女性越来越多地承担社会责任，目前还要大力

推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在国家政策层面减轻女性

主内的负担，并在立法层面推进家务劳动的价值得

到更多的体现和尊重，从而让这些冲突逐渐有所改

变、取得进步。 

第四单元：“亲子关系”研讨 

会议第四单元，由兼任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

会长的夏吟兰教授主持“亲子关系”专题研讨。中

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薛宁兰研究员的发言主题为

“民法典亲子关系立法若干问题探讨”，她呼吁民

法典编纂应高度关注从“父母本位”向“子女本位”

转变的亲子关系立法，认为在体例上需改变目前婚

姻法、收养法、民法通则“三分天下”的局面，在

内容上亟需建立亲子关系确认这一基础性制度、引

入父母照顾权、未成年子女家庭权等概念并予以详

细列举，主张建立吸纳收养法、脱离“大监护”框

架、独立成编的亲子关系法。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林建军教授以“未成年子

女接受家庭教育权的双重属性”为题，依据我国宪

法、法律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对儿童接

受家庭教育的权利/学习权从涉及的法律关系和权

利属性两个层面进行了研讨。指出每个儿童，为成

长、发展为一个人、一个合格国民，均有接受家庭

教育/学习之固有权利。儿童这一权利可推演出国

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与儿童三方主体之间不同性

质的法律关系，既有私法上源于血缘关系的家庭教

育实施法律关系，又有公法上以国家为义务主体的

家庭教育保障法律关系和家庭教育指导法律关系。

故而，此种权利兼具私法属性和公法属性。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王竹青副教授的发言

主题为“论未成年人国家监护的立法建构——兼论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监护部分的制度设计”，她认为

西方国家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主要体现为国家司

法权和行政权对监护各个环节的介入和监督，我国

民法典的编纂可借鉴这一立法技术，在监护制度分

属总则和婚姻家庭编的立法格局下，通过婚姻家庭

编细化监护的各项内容，增设遗嘱指定监护人的生

效条款以及对父母以外的自然人监护的监督条款

等，并可将检察机关设定为监护监督机关，规定监

护人履行职责中的国家责任、监护终止时的国家责

任，以实现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立法保护。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蒋永萍研究员对这一单

元各位发言人的研讨一一进行点评，认为这些研究

都很清晰且很有建设性和操作性，同时也提出两个

问题：一是到底怎样处理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的关

系，怎样协调民法总则与婚姻家庭编在这个问题上

的关系？二是亲子关系还应包括成年子女与老年

父母的关系，当前家庭中心从老年人向孙辈转移，

老人抚养、照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有虐待现象，

建议对此给予更多的关注。山东大学法学院王丽萍

教授就此回应道，当前婚姻家庭立法确实存在重婚

姻关系轻家庭关系的问题，尤其是亲子关系缺失很

严重，所以倾注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多，现在民法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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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已经规定了大监护模式，我们这个领域可能要更

多地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但一定要争取把过时

的、不符合社会发展和历史潮流的规定去掉，比如

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的区分等。 

会议总结与闭幕致辞 

单元发言结束后，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

会长夏吟兰教授作总结发言，她认为这次研讨立足

新时代，围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基本原则、夫妻

关系、亲子关系等立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展开广泛

深入的研讨，表现出多学科、多视角、多领域的参

与性，体现出法解释学、法教义学、社会学、性别

分析等方法论上的多样性。夏教授指出，本次会议

的跨学科对话反映出社会各界对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的共同关切，也达成如下共识：婚姻家庭立法关

乎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婚姻家庭生活的新期待

新需求；婚姻家庭立法关乎人文关怀与弱者权益保

护；婚姻家庭立法关乎性别实质平等；婚姻家庭立

法关乎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应体现情理法的一致性。 

最后，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谭琳致闭

幕词，盛赞本次会议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的立法研

讨和学术交流非常有意义，正体现出婚姻家庭研究

的特点和要求。谭琳副主席还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

了全国妇联尤其是权益部近期在搭建平台推动婚

姻家庭的理论研究、科学立法以及婚姻家庭纠纷的

预防和化解等方面的主要工作，拟针对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立法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完善日常家事代理

制度，明确代理权限范围，建立超出权限之外夫妻

共债共签机制；二是借鉴区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

财产的立法思路区分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三

是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平等享有土地承包权益。此外，

谭琳副主席还建议加强对夫妻共同承担家务劳动

共同协商处理家庭事务的典范家庭模式进行研究

从而加强社会引导，建议综合法学、社会学、心理

学、人口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作出一些有针对性

的研究、回应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要求大家共同关

注、贯彻和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团结起来共同与

性别不平等现象作斗争，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中国

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教授代表与会

专家学者表示赞成谭琳副主席的倡议、愿尽更多的

努力作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中国法

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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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典型案例 

（一）解除婚姻关系案例 

“假结婚”获北京户口未果 男子起诉配偶被驳 

2018-01-20 北京青年报  

https://view.inews.qq.com/a/BJC2018012000384407?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为了房产和户口，六旬男子将妻子起诉至法院。

在六旬男子的表述中，这并非是一起普通的离婚财

产争议案件，而是夫妻两人为了各自获得房产和户

口的目的“假结婚”，并做出了财产约定。如今女

方获得了房产却不给男方办户口，男方意图要回以

自己名义取得的拆迁补偿。通州区法院审理此案后，

驳回了男方的诉求。法官表示，法律中只承认婚姻

状态，无论何种动机结婚，一般情况下，结婚状态

下的约定具有法律效力。 

夫妻双方各为利益而结婚 

非京籍的男子王建刚（化名）称，女子李爱霞

（化名）系通州区某村户籍，两人均已 60岁，经

人介绍相识。认识不久后，李爱霞所在村庄就面临

拆迁。拆迁政策中，如果安置人的配偶为非京籍的

本村常住居民，则可以多享受 50 平方米的回迁房

指标。李爱霞作为被安置人，为获取更多的拆迁利

益，在和王建刚相识三个月后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双方均为再婚。 

结婚前夕，双方前往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

《财产约定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双方婚前财产

各自归各自所有，特别约定了李爱霞房屋拆迁所得

款项均归李爱霞所有，与王建刚无关，即使王建刚

获得的回迁房指标也应由李爱霞享有。王建刚称，

双方在签订《财产约定协议书》后，李爱霞口头答

应帮助王建刚办理北京户口，这样王建刚就可以解

决社保补缴问题，在 2017年享受到退休待遇。 

王建刚表示，李爱霞所在的村庄拆迁后，李爱

霞获得了相应的拆迁利益，包括政策中分配给王建

刚的回迁房指标。双方在结婚期间，并未操办婚礼，

也没有通知亲属，在婚后也未共同生活。 

法院驳回男子要回补偿诉求 

2016 年，王建刚通知李爱霞为其办理北京户

籍手续，但李爱霞明确予以拒绝，并表示从未答应

给王建刚办理北京户口。随后，李爱霞以双方感情

破裂为由，要求与王建刚离婚。王建刚眼见享受退

休待遇的计划落空，便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双方签

订的《财产约定协议书》无效，意图要回以自己名

义取得的拆迁补偿。 

法院审理后发现，双方确实签订了《财产约定

协议书》，约定双方财产特别是王建刚拆迁财产的

归属。且签订协议期间，不存在胁迫、欺诈等可撤

销的情况，故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财产约定协议

书》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王建刚陈述，李爱霞曾答应在结婚后将其户口

迁入北京，但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对于

王建刚的陈述不予认可，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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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的诉讼请求。 

法律只认婚姻状态不过问动机 

此案主审法官表示，此案中，王建刚自称和李

爱霞是为了谋取各自利益的“假结婚”，双方领取

了结婚证，在婚姻机关进行了登记。“其实法律中

是不承认‘假结婚’的”，法官表示，双方领证登

记，在法律上就确认为结婚状态。双方在结婚状态

中所做的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不是

胁迫、欺诈等状态下签署，便具有法律效力。而法

律对结婚的动机并不追究过问，无论双方动机如何，

即使是所谓的“假结婚”，婚姻状态也会得到法律

认可。法官表示，对于所谓的“假结婚”行为要有

足够的警醒，不能因利益而将婚姻视为儿戏，导致

自己蒙受损失，人财两空。 

关于户口问题，法官表示，北京市出台了关于

京籍人员配偶迁入北京的政策，但法院并不管理户

籍问题。因此即使王建刚符合政策要求，也和李爱

霞签了迁入户口的合同，法院也不会支持王建刚的

诉求，此事非法院管理范围。 

文/本报记者 杨琳 

(北京青年报) 

 “假结婚”获户口未果 起诉“老伴儿”索拆迁款被驳回 

2018-01-22 法律图书馆 

http://mp.weixin.qq.com/s/jFY-88ye4dbZRNpp737_ZA 

头承诺拆迁后帮忙安置户口没办到 起诉“老

伴儿”索拆迁款被驳回 

60 岁的通州区村民王某所在村庄面临拆迁，

为获得更大拆迁利益，他和同岁的外地来京务工人

员张女士在拆迁前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根据两人

签订的《财产约定协议书》，拆迁获得的一切利益

都归王某，但王某需帮张女士办理北京户口。然而

拆迁完成后，王某并未履行承诺，还提出离婚。为

此，张女士起诉要求确认《财产约定协议书》无效。

北京晨报记者近日获悉，通州法院判决驳回了张女

士的诉讼请求。 

事由 口头答应办户口竟反悔 

王某和张女士经人介绍相识。认识后不久，王

某所在村庄面临拆迁。根据拆迁政策，安置人的配

偶若为非京籍的本村常住居民，则可以多享受 50

平方米的回迁房指标。为获取更多拆迁利益，王某

与相识不到三个月的张女士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双方均为再婚。二人婚前还到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

份《财产约定协议书》，约定双方婚前财产归各自

所有，特别约定房屋拆迁所得款项均归王某所有，

即使张女士获得的回迁房指标也由王某享有。 

据张女士称，签订协议后，王某口头答应帮她

办理北京户口，以让她解决社保补缴问题，能在

2017 年享受退休待遇。拆迁后，王某也获得了相

应的拆迁利益，包括以政策中分配给张女士的回迁

房指标。 

张女士说，双方在结婚期间并未操办婚礼，也

未通知亲属，婚后也没有共同生活。2016 年，她

通知王某为其办理北京户籍手续，但对方予以拒绝

并否认曾答应过为她办理北京户口。王某还以双方

感情破裂为由提出离婚。眼见享受退休待遇的计划

落空，张女士起诉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财产约定

协议书》无效，并索要以自己名义取得的拆迁补偿。 

审理 缺少证据证明故此驳回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U5NjM4MA==&mid=2651042031&idx=4&sn=f83db98407d1a6286d36f7ba8f979ffd&chksm=bd208d5c8a57044ac6e4a1c6605978b68f0baeb57839e5eb157d537db1cc360b874e54f81526&mpshare=1&scene=1&srcid=0122tcqUbJte6fxxniNtlUZQ&key=cdd0d222300eca7edf11b425a790e1f9bbb38d3d47e51bd8b4c6c59ed59750f73b0a4c79407c611886e5dcbc258f2bb295a731b116e8465e9b296140c41b2ce315c1073ee7b6ec26d651eb1e8617c4df&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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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签订《财产约定协议书》

约定双方财产特别是王某拆迁财产的归属，且签订

协议期间不存在胁迫、欺诈等可撤销的情况，故认

定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根据原告陈

述，王某曾答应在结婚后将其户口迁入北京，但没

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认可。最终，判决驳

回了张女士的诉讼请求。 

根据此案，法官提醒大家，不能因利益将婚姻

视为儿戏，同时老年人重组家庭时，更应谨慎对待

婚前协议的签署，切勿贪图不切实际的利益导致自

己人财两空。 

这对夫妻离婚都不愿抚养脑瘫女儿 法院判不准离 

2018-01-23 民事法律参考 

http://mp.weixin.qq.com/s/9BdvSJL55kJUzII8Z3lTtA 

来源：重庆晨报 

孩子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当这份礼物出现瑕疵，

父母是否可以选择放弃？近日，潼南区法院审理一

起原、被告离婚案，由于双方均拒绝抚养八岁脑瘫

女儿，法院依法判决不予离婚。 

法官表示，脑瘫女儿更需照料，父母请再爱她

一次。 

2008年 12月，原告周女士与被告王先生相识

并恋爱，不久后便以夫妻名义开始同居生活。2009

年 9月 29日，周女士生下一女，系脑瘫患者，现

为智力贰级残疾。2010年 11月 8日，周女士与王

先生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双方因性格不合，

常因琐事发生争吵，且王先生对周女士极度不信任，

无端查看周女士各种聊天软件。 

2016 年 3 月，周女士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

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证据不足，

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后双方仍处于分居状态，

感情无法改善。 

2017年 10月，周女士再次起诉至法院，请求

判决离婚。审理过程中，王先生表示，同意离婚，

但提出女儿由周女士抚养，王先生愿意每月给付

1500 元的抚养费。王先生认为，虽然女儿现暂由

王先生的母亲照顾，但母亲年迈今后无法继续代为

照顾，且周女士作为母亲抚养女儿比较方便。周女

士则认为，自己无固定住所，收入较低，无力抚养

女儿，如果女儿由王先生抚养，自己也愿意给付每

月 1500 元的抚养费。经调解，双方仍无法就子女

抚养问题达成一致。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同

意离婚，但对于子女的抚养却表现出严重的不负

责任，双方相互推诿，视子女为累赘，此做法不

仅违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抚养教育的法定义

务，也违背了社会公德和民法公序良俗原则，不

应予以提倡。为维护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促进

家庭稳定、社会和谐，潼南区法院判决驳回周女

士的诉讼请求。 

同样来自重庆的一个判例 

判例：子女抚养权争执不下，法院判决父母

双方轮流抚养！ 

来源/五中民事茶座 

作者/胡军 五中研究室 

渝五中法案例 1号：彭某诉李某离婚案 

裁判要点 

离婚诉讼中，男女双方直接抚养子女的条件

相当，均有直接抚养的意愿，轮流直接抚养不会

影响子女健康成长，双方无法达成轮流抚养子女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IxNTQzNQ==&mid=2652437295&idx=2&sn=0561f457d70c922cedee7ead3019210f&chksm=8406c8cbb37141dd7e063ca428f17533ebc0848d7a5e9b2c5547f46afcbe85f6261bedf570f8&mpshare=1&scene=1&srcid=01231SqzneWKldkAxT68pkUJ&key=cdd0d222300eca7eedc00105898819bb141e22df386ba0a83330e019e2328fe42dca6191d457bec43cc8e63a28957dd0a8f0996ae21981b9d65914f9b6fcb9f113f3c66b80f3cbab8d28ae87869c21ef&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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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人民法院可判决离婚双方轮流直接抚养

子女。 

基本案情 

2010年 5月 12日，彭某（女方）与李某（男

方）登记结婚。2011年 3月 28日，彭某生育一女

李某 1。2014年初，彭某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与李某离婚，于 2014年 1月

17 日按撤诉处理。其后，彭某再次向重庆市渝中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与李某离婚，于

2014年 12月 31日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2015年，

彭某第三次起诉至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请求判

决与李某离婚。 

审理中查明，2014年 10月 2日，彭某未与李

某商议，独自将李某 1带至成都，交由彭某的父母

抚养至今，彭某长期在重庆工作、学习、生活，并

未在成都直接抚养李某 1。李某从李某 1被带离重

庆时起，未再见过李某 1。双方均有独立抚育婚生

女的经济条件，在居住环境、双方的文化程度等综

合条件相当，且无对未成年子女不利的恶疾、暴力、

吸毒等情形。彭某曾于 2015年 1月 30日，因结节

性甲状腺肿行切除术。 

双方对子女由谁直接抚养争执激烈。彭某同意

轮流抚养李某 1并要求法院依法裁决，李某不同意

轮流抚养但保障对方较充分的探视时间。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于 2016年 2月 14日作

出（2015）中区法民初字第 11207号民事判决：一、

准许彭某、李某离婚；二、登记在彭某、李某名下

的位于重庆市渝中区 XX路 X号 X幢 X-X#房屋归李

某所有；三、李某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彭某

80 万元；四、婚生女李某 1 由李某抚养，彭某每

月支付抚养费 1500元；五、驳回彭某的其他诉讼

请求。宣判后，彭某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于 2016年 9月 8日作出 （2016)）渝

05民终 2396号民事判决：一、维持重庆市渝中区

人民法院（2015）中区法民初字第 11207号民事判

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二、变更重

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5）中区法民初字第

11207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李某 1在上学期间（含

幼儿园）由彭某直接抚养，李某每月给付李某 1

生活费 700元；李某 1在放假期间（指寒、暑假，

时间以李某 1就读的学校放假和开学通知为准）由

李某直接抚养，彭某每月给付李某 1 生活费 700

元；李某 1的教育费和医疗费由彭某、李某各负担

一半，至李某 1独立生活时止。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关于婚生女李某 1由谁直

接抚养的问题，彭某未经李某同意将李某 1带离重

庆，导致李某 1脱离父母的抚养、教育和保护，实

属严重不当。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决定彭某、李

某轮流直接抚养李某 1。其理由：一、本案双方当

事人对李某 1抚育条件基本相当；二、彭某行甲状

腺肿行切除术后，对今后生育有一定不利影响，应

予适当照顾；三、彭某、李某对直接抚养李某 1

均有强烈愿望；四、彭某、李某在重庆本地均有较

稳定的收入和生活，轮流抚养不会造成李某 1成长

环境的较大变动和就学的障碍；五、轮流抚养能有

效减缓当事人间的矛盾，创造未成年女子成长的和

谐环境，且能尽大限度满足父母双方与子女间的相

互感情需求，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法院

故作出上述生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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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女抚养亲子关系案例 

五中案例：离婚诉讼中法院可判决双方轮流直接抚养子女 

2018-01-07 五中民事茶座  五中研究室 胡军 

https://mp.weixin.qq.com/s/SesFx_2CVDkviV_s5Xmoxg

渝五中法案例 1 号：彭某诉李某离婚案 

关键词  

民事  离婚  子女抚养  轮流直接抚养 

裁判要点 

离婚诉讼中，男女双方直接抚养子女的条件

相当，均有直接抚养的意愿，轮流直接抚养不会

影响子女健康成长，双方无法达成轮流抚养子女

协议的，人民法院可判决离婚双方轮流直接抚养

子女。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

三款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

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 6 条 

基本案情 

2010 年 5 月 12 日，彭某（女方）与李某（男

方）登记结婚。2011 年 3 月 28 日，彭某生育一女

李某 1。2014 年初，彭某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与李某离婚，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按撤诉处理。其后，彭某再次向重庆市渝

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与李某离婚，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2015

年，彭某第三次起诉至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请求判决与李某离婚。 

审理中查明，2014 年 10 月 2 日，彭某未与

李某商议，独自将李某 1 带至成都，交由彭某的

父母抚养至今，彭某长期在重庆工作、学习、生

活，并未在成都直接抚养李某 1。李某从李某 1

被带离重庆时起，未再见过李某 1。双方均有独

立抚育婚生女的经济条件，在居住环境、双方的

文化程度等综合条件相当，且无对未成年子女不

利的恶疾、暴力、吸毒等情形。彭某曾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因结节性甲状腺肿行切除术。 

双方对子女由谁直接抚养争执激烈。彭某同

意轮流抚养李某 1 并要求法院依法裁决，李某不

同意轮流抚养但保障对方较充分的探视时间。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2 月 14 日

作出（2015）中区法民初字第 11207 号民事判决：

一、准许彭某、李某离婚；二、登记在彭某、李

某名下的位于重庆市渝中区XX路X号X幢X-X#

房屋归李某所有；三、李某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

内给付彭某 80 万元；四、婚生女李某 1 由李某抚

养，彭某每月支付抚养费 1500 元；五、驳回彭某

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彭某不服提出上诉，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9 月 8 日作出 

（2016)）渝 05 民终 2396 号民事判决：一、维持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5）中区法民初字第

11207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

项；二、变更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5）中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TQ3MzE5MA==&mid=2649501125&idx=1&sn=9c6172cd5db10a0a1a5d51f758cdabac&chksm=83049b0cb473121a423ffac2efbcde85a5c760808155ce7555c6c8a57eb4dad32140d760c6d3&mpshare=1&scene=1&srcid=0107dLHyYlhGfoipbgQqnRer&key=304caf69ae97dec9d85b8615afc6cb7e0251f9e6305f685f21171b28f62f92f45a0eb59dd53ba8bb9e56ccb953c77de10007eaf6a16e8ea41c7ad63eef8e009adb124d477e2eafaf3e2c06086787b614&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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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法民初字第 11207 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李某 1

在上学期间（含幼儿园）由彭某直接抚养，李某

每月给付李某 1 生活费 700 元；李某 1 在放假期

间（指寒、暑假，时间以李某 1 就读的学校放假

和开学通知为准）由李某直接抚养，彭某每月给

付李某 1 生活费 700 元；李某 1 的教育费和医疗

费由彭某、李某各负担一半，至李某 1 独立生活

时止。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关于婚生女李某 1 由谁

直接抚养的问题，彭某未经李某同意将李某 1 带

离重庆，导致李某 1 脱离父母的抚养、教育和保

护，实属严重不当。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决定

彭某、李某轮流直接抚养李某 1。其理由：一、

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李某 1 抚育条件基本相当；二、

彭某行甲状腺肿行切除术后，对今后生育有一定

不利影响，应予适当照顾；三、彭某、李某对直

接抚养李某 1 均有强烈愿望；四、彭某、李某在

重庆本地均有较稳定的收入和生活，轮流抚养不

会造成李某 1 成长环境的较大变动和就学的障碍；

五、轮流抚养能有效减缓当事人间的矛盾，创造

未成年女子成长的和谐环境，且能尽大限度满足

父母双方与子女间的相互感情需求，有利于未成

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法院故作出上述生效判决。 

  附：研究室编写说明 

1．所涉法律适用问题 

离婚诉讼中的子女抚养，在父母双方不能达

成协议，且均有抚养的强烈意愿时，可否由法院

判决轮流抚养？此问题司法实践较为常见，但现

有法律、司法解释对此无明确规定。本案裁判面

临法律规定不明的问题。 

2．相关法条原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三十六条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

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

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

利和义务。 

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

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

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

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

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第六条  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

父母双方协议轮流抚养子女的，可予准许。 

3.法理恰当性分析 

婚姻家庭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对于人类

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无法取代的作用。在离婚诉

讼中，我们也应当充分考虑原有的家庭情感作用，

为离婚双方的后续相处和子女健康成长提供最优

解决方案，体现司法的人性关怀。 

本案所展示的裁判规则有效维系了原有的家

庭情感，为各方当事人尤其是未成年子女提供了

良好的成长环境。本案所涉法律问题司法实践中

已经较为常见，但当下并无明确统一的规定，需

要人民法院充分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在现行法

律框架内作出最优裁判方案。父母双方的爱对于

子女来说都不可或缺，离婚后双方的相处态度对

于子女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本案所展示的裁判

规则符合《婚姻法》第三十六第三款的文义和目

的要求，且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

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

6 条规定情形的基础上作了合理拓展，充分照顾

了男女双方的情感需求，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提供了良好环境，利于和谐的社会环境的建构。 

4.裁判效果 

本案例所涉问题具有普遍性和法律规定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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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亟需统一裁判标准。所载裁判规则充分体现

了司法的人性关怀。本案二审判决后，无当事人

不服判息诉情形。以此规则裁判，当事人服判息

诉，社会效果良好，具有指导价值。 

 

 ( 初稿: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胡军 定稿: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研究室) 

 

夫妻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 

所生子女视为婚生子女的裁判规则 

2018-01-08 法信 

http://mp.weixin.qq.com/s/7vbLpjwbIXKNpkQs8as8pw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 

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呢？ 

现实中就有对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继承权的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十批第 50号指导性案

例中明确了通过人工授精出生子女的法律地位问

题，本期法信干货小哥围绕这个话题梳理了相关裁

判规则。 

 法信·裁判规则  

1.双方一致同意人工授精的子女视为婚生子

女，夫妻一方所立遗嘱应为该胎儿保留遗产份额

——李某、郭某阳诉郭某和、童某某继承纠纷案 

案例要旨：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

同意利用他人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并使女方受孕

后，男方反悔，而女方坚持生出该子女的，不论该

子女是否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出生，都应视为夫妻

双方的婚生子女。2．如果夫妻一方所订立的遗嘱

中没有为胎儿保留遗产份额，因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继承法》第十九条规定，该部分遗嘱内容无效。

分割遗产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为胎儿保留继承份额。 

审理法院：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批指导性案例第 50

号 

2.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经双方一致同意进行

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婚生子女——原告徐

忠良诉被告吴梨花离婚纠纷案 

案例要旨：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

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

子女；如夫妻双方未办理同意手续，但也并未提出

反对或不同意见的，应视为夫妻双方达成一致，父

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应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

定。 

案号：（2015）月民一初字第 360号 

审理法院：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2016年 10月 13日（第

7版） 

3.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以人工授

精方式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

母对其均负有抚养义务——李甲诉张甲抚养费纠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czNDQwMw==&mid=2652668437&idx=1&sn=10df2c816e976f8234d68988fbd45fd9&chksm=84d06539b3a7ec2ff922d6ec8934eaa7f52b6e1108a35b66f91cde333db91ccb021edd512ff6&mpshare=1&scene=1&srcid=0108d0es46TODvShB18Za1B6&key=e69b003677a0a18a8d34050cdfc72fa5f9cc960a23743145a7149032619e44f0cd5257c4a4f5f783f24fa96acfb85f811ef55002a2f89c125c49b02f5f91f3aeaae20c70d494e4faccd65cd9945ab454&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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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案 

案例要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采用人工授精方

法所生子女，虽然未办理书面同意手续，但实施人

工授精时，丈夫均在现场，并未提出反对或者不同

的意见，视为同意；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子女，

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无论子女随哪一方生

活，父母对子女都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来源：《人民法院报》2011年 09月 29日（第

7版） 

 法信·专家观点  

1.人工授精子女认定为婚生子女的条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

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的复函》，人工授精

子女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并适用《婚姻法》

关于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有规定存在两

个前提条件： 

第一，必须夫妻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

即采用人工授精方式生育子女必须是夫妻双方协

商一致的行为，如果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

进行人工授精而生育子女，则不能直接适用该条规

定，认定为婚生子女。 

第二，该子女必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人

工授精所生。该子女应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人

工授精所生是指该子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

人工授精即可，还是要求该子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出生，或是指该子女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人

工授精，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出生？要回答该问

题，必须先回答何为婚生子女。 

尽管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非婚生女子与婚生子

女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是对于何为婚生子女，

何为非婚生子女却无明确界定。有学者认为，婚生

子女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出生的子女。 

参照对婚生子女的理解，笔者认为，如果该子

女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人工授精，则不论人工

授精后，双方夫妻关系是否因为离婚或者一方死亡

而终止，该子女均应视为婚生子女；如果该子女系

男女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但其出生时，该

男女双方已经登记成为合法夫妻，则该子女亦为婚

生子女。 

总之，只要符合以上两个条件，则该子女视同

婚生子女，其与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与其他经自然

方式生育的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一致。 

（江必新、何东宁、肖芳著：《最高人民法院

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婚姻家庭卷），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5 页） 

2.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对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的认识或认

定，在前几年中，曾经有过很大的争论。通过最高

人民法院明确的司法解释，统一了理论上的认识和

实务中的认定口径。具体分析起来，人工授精所生

子女的法律地位有下面三种情况： 

第一，由夫的精液实施人工授精使妻受胎而生

的子女，自应为婚生子女，与父母产生父母子女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子女是父母双方

精、卵结合的结果，具有必然的血缘关系，自无疑

问。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引起民事上的争议。 

第二，经夫的同意，以他人的精液，或者以他

人的精液和夫的精液混合，使妻受胎而生的子女。

对人工授精所生子女法律地位认识的分歧，主要是

指这种情况。对此，应推定该子为夫妻双方的婚生

子女，夫不得提出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第三人也不

得争论其父子关系的不存在，提供精液之人也不得

主张非婚生子女的认领。这是因为，无论人工授精

的精液是否与丈夫的精液混合，只要丈夫同意采用

人工授精方法使妻受胎，就是夫妻双方系以获得共

同子女的积极意思所生的子女，应视其为夫对婚生

子女否认权的抛弃，不再享有这一权利。从另一方

面看，提供精液之人，将自己的精液通过医院而提

供给他人，亦视为其放弃了自己对该精子所生子女

的认领权，自然不得请求认领子女为自己的亲生子。

至于通过非正当渠道提供精液使他人受胎、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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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子女亦无权认领。 

既然经夫的同意实施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为夫

妻双方的婚生子女，在父母与该子女之间就当然产

生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父不得推卸、免除其

父的责任。 

第三，未经夫同意而实施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

未婚女子采取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均为非婚生子

女。对此，夫可以行使婚生子女否认权，否认该子

女为自己的亲生子，不承担父的责任。至于提供精

液者与该子女的母亲可否请求或要求非婚生子女

的认领，一般均采否认态度。史尚宽先生认为，这

种关系难认有父子关系，盖此不适于树立父子关系

之本质。 

（杨立新著：《杨立新民法讲义》（婚姻家庭法），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01~302 页） 

 法信·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人

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的复函》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冀法（民）（1991）43号《关于夫妻离婚

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请示

报告》收悉。 

经研究，我们认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

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

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

《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以上意见，供参考。 

上海检察机关异地建议启动撤销未成年人监护权之诉 

送未成年女儿去盗窃 两父母被剥夺监护权 

2018-01-10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  记者：丁秀伟  韦彩芬 

h http://paper.cnwomen.com.cn/content/2018-01/10/045414.html 

日前，湖南省道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分别撤

销了小汪（5 岁，湖南省道县人）、小何（8 岁，湖

南省道县人）父母对其的监护权，并指定小汪的外

公外婆、小何的爷爷奶奶担任监护人。这两起案件

均系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建议湖南省道县民

政局启动的撤销未成年人监护权之诉，也是全国首

例检察机关督促异地职能部门撤销监护权案件。 

亲生父母租借女儿给盗窃团伙 

2016 年 11 月，上海市青浦区警方抓获了一个

盗窃团伙，该团伙利用儿童在上海市青浦区、松江

区等地流窜作案，窃取手机、钱包等财物。据警方

了解，盗窃团伙内的儿童小汪、小何均来自湖南省

道县，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带着或租借到该团伙中

从事盗窃的。 

因为案件涉及未成年人，为了保护他们免受更

多的伤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在嫌疑

人被抓获后就提前介入，小汪、小何也在第一时间

被送至上海市嘉定区新春学校收容抚养。在这里，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还有一个意外发

现，小汪只有 5 岁，但已是第二次因盗窃被送至新

春学校了。这说明小汪被父母接回后又再次被租借

或带到了盗窃团伙中。 

“我们在新春学校的记录中发现，小汪已经来

过一次了，我们意识到如果不妥善解决涉案儿童的

后续监护、教育问题，这样的情况还会再次发生。”

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检察官高冰向中国妇女

报·中国女网记者介绍说，盗窃团伙利用低龄儿童

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是近年来新出现的犯罪类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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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类型案件的出现，主要由两个因素引起：一是

犯罪团伙利用社会对儿童保护的观念与制度，企图

以此逃避打击；二是由于法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犯罪团伙在不断开发新的作案手段，而法治体系尚

待完善，“如利用儿童、‘两怀妇女’（即怀孕或怀

抱婴儿的妇女）身份作案，从而逃避打击等”。 

检察院异地建议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 

“小汪、小何的父母带领孩子盗窃或将孩子交

由犯罪团伙，任由犯罪分子利用其从事违法犯罪活

动，剥夺了孩子的受教育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

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正常发展，依靠原生家

庭已不足以给孩子创造健康的生活环境。”上海市

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认为，应当剥夺小汪、小

何父母的监护权，给两名儿童提供更好的成长、受

教育环境。 

2017 年 5 月，公安机关将小汪、小何送回户

籍地湖南省道县读书。之后，为避免两名儿童再次

被其父母侵害，承办该案的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未检

科检察官潘志峰、高冰远赴湖南省道县，走访当地

群众，调查涉案孩子的家庭背景，制定切实可行的

打击和挽救方案。 

“我们到当地了解情况后，发现他们的家庭经

济情况都不好。据群众反映，当地存在着将孩子租

借给犯罪团伙以此牟利的现象，甚至有一些家庭为

了将孩子出租牟利而超生。小汪就有多个兄弟姐妹，

已经不是‘为了生个儿子’那么简单了。”青浦区

人民检察院未检科科长潘志峰说。 

2017 年 7 月，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根据

两高两部监护侵害意见的要求，向湖南省道县人民

政府制发了撤销小汪、小何父母监护权的检察建议。 

湖南省道县政府对此类案件十分重视，专门指

定民政局对这类儿童妥善收容抚养。青浦检察院经

过与当地相关部门多次沟通、协商，双方最终就证

据标准、提起撤销监护权之诉的程序、涉案儿童监

护权的归属达成一致。 

2017 年 9 月，湖南省道县民政局社会救助站

向道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小汪、小何父

母的监护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汪、小何的父

母放任、纵容甚至教唆孩子犯罪，导致小汪、小何

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伤害，情节极为恶劣，严重侵

害了未成年人的权益，小何、小汪的父母均不宜继

续担任孩子的监护人。在征求孩子本人意愿并综合

相关情况后，法院另行指定小汪的外公外婆、小何

的爷爷奶奶担任其监护人，当地民政部门将定期进

行跟踪回访。 

目前，小汪和小何已在当地学校读书，由指定

监护人监护，生活稳定。 

制度尚未形成，儿童安置仍需探索 

此次上海青浦检察院督促异地职能部门剥夺

监护权案件，为今后其他地区办理此类案件提供了

可借鉴的范本和经验，连通了未成年人刑事保护与

民事保护，从注重对犯罪的打击转变为刑事打击与

民事保护相结合，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 

小汪、小何现在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庇护下

成长，潘志峰表示，这虽然是目前所能达到的最好

结果，但却不是对两个孩子将来成长、教育的最好

结果。 

“原生家庭对孩子的成长极为重要，家庭在带

给孩子关爱的同时，不良的教育也会侵蚀孩子的未

来。小汪、小何的父母为金钱不择手段的监护方式，

对孩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撤销监护权之后，小汪、

小何的父母仍有探视权，他们的不良行为、思想还

是会对孩子造成影响。”高冰表示，撤销父母监护

权在各地都有过案例，而之后未成年人的抚养教育

问题一直是难点，“只有查明监护侵害事实，刑事

与民事结合制裁这类失职的监护人，同时辅以完善

的儿童福利制度，才能从根源上防止儿童再次沦为

犯罪工具。此案件的成功办理，向这一目标迈出了

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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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妈给娃登记了个假爸爸 

医院出生证明信息有误被判收回 

2018-01-11 中国法院报 第 03 版  安海涛 等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1/11/content_134197.htm?div=-1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员  李  乐  

杨超岚） 《出生医学证明》是人出生后第一份证

书，也是婴儿办理户籍登记的必要资料。在厦门就

发生了一起因《出生医学证明》中载明的父亲与新

生儿没有血缘关系而无法办理户籍登记引起的纠

纷，近日，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起特殊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一审判决被告医

院收回《出生医学证明》原件。 

2016 年 5 月，阿丽与阿郎经集美法院调解离

婚。当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载明阿丽已怀

二胎 5 个月，如阿丽顺利生产，阿郎同意将二胎子

女由阿丽抚养。离婚之前，阿丽与阿郎曾办理了一

张准生证，载明两人拟生育第二个子女，预产日期

为 2016 年 10 月。 

2016 年 9 月末，阿丽产下一男婴，数日后出

院。阿丽的出院记录、疾病证明书均未记载阿丽的

配偶或新生儿的父亲信息。之后，阿丽为新生男婴

申领《出生医学证明》时，在《出生医学证明首次

签发登记表》上，将新生儿的父亲登记为老陈，并

填写了老陈的身份信息。当日，医院签发《出生医

学证明》，载明新生儿的父亲姓名为老陈。 

因老陈与阿丽的新生儿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无

法为新生儿办理登记户口，阿丽遂将医院诉至法院，

要求确认医院作出的《出生医学证明》中“父亲姓

名”一栏的登记信息有误，及“新生儿姓名”登记

中的姓名有误；判令医院立即撤销旧的《出生医学

证明》。 

医院认为，其系根据阿丽提供的登记表开具的

《出生医学证明》，符合相关法律规范，阿丽申请

重开出生证明应当提供亲子鉴定报告。 

阿丽认为，在其分娩期间，老陈一家给予阿丽

诸多照料，双方有意成为一家人。因此，在办理出

生证明时，将新生儿父亲错误登记为老陈。但老陈

与新生儿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医院作为专业的机构，

在没有核实血缘关系的情况下出具该《出生医学证

明》，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阿丽在被告医院住院分娩，

医院的合同义务除了提供医疗服务外，还包括为新

生儿签发《出生医学证明》。医院履行签发《出生

医学证明》义务的具体要求，应参照相关规范性文

件确定。 

本案中，阿丽的资料均未记载其配偶或新生儿

的父亲信息，医院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新生儿的出生

医学记录中登记的父亲信息与阿丽填写的《出生医

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中的父亲信息相符。因此，

医院并未严格按照签发程序签发《出生医学证明》，

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根据相关规定，因签发单位责任导致原《出生

医学证明》无效的，签发单位应及时收回原件，换

发有效《出生医学证明》。 

 

据此，法院作出前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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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失踪 爸爸拒养 这对狠心父母终被撤销监护权 

2018-01-16 上海法治报  董菁琳 

http://mp.weixin.qq.com/s/FUrHqEc-Ytfl0B5VE2ZtgQ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年

仅 3 岁的乐乐，却不像歌中所唱一样被妈妈爱护，

而是被自己亲生母亲王莎丢弃在楼道里。当公安机

关找到乐乐爸爸袁旺时，没想到袁旺表示拒绝接回

乐乐。2018 年 1 月 15 日，宝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这起宝山区首例、上海市第二例遗弃案件，撤

销了袁旺、王莎监护人的资格；指定安徽颖上县社

会（儿童）福利院作为乐乐的监护人。 

没有安全感的年轻父亲 

1986 年出生的袁旺从小就没有家。父母离异

后，母亲再婚。他就一直在外面打工，期间还攒下

了 20 万的积蓄。认识王莎后，袁旺被王莎外向的

性格所吸引。在经过了爱情长跑后，2012 年 9 月

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袁旺更是把所有的积蓄用

在了婚礼和日常的花销上。2013 年 2 月，王莎生

下乐乐（未报户籍）。后来，因为种种琐事，两人

闹起了矛盾。2015 年 3 月，王莎和袁旺协议离婚，

约定孩子乐乐由袁旺抚养。 

袁旺表示，当时自己并不愿意离婚，只是妻子

要求离婚后让他再追求一次。没想到，离婚后，妻

子就再也不愿意跟他复婚了。因自己没有积蓄还住

在集体宿舍，精神上备受煎熬的袁旺便将孩子托付

给自己母亲照看。 

被遗弃的孩子 

2015 年 6 月 24 日，王莎将乐乐丢弃在宝山区

某小区底楼楼道后，下落不明。公安机关接到群众

报警后，将乐乐送至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看护。

2017 年 7 月 15 日转送至上海市儿童临时看护中心。

在此期间，公安机关多次要求袁旺将乐乐领回抚养，

均被以没有能力为由拒绝。2017 年 6 月，宝山法

院以遗弃罪判处袁旺有期徒刑 1 年。 

据袁旺表示，乐乐平时由自己的母亲帮忙照看。

由于母亲是再婚家庭，继父很反对自己母亲照看乐

乐。于是，袁旺将乐乐带到王莎工作的地方，想让

她帮忙照顾几天。没想到，一天后王莎就把乐乐送

到母亲所在的楼道后，彻底联系不上了。乐乐被送

回来的当天，自己母亲因跟继父吵架回了老家，宝

山家中无人，乐乐就一直待在楼道内无人看管。 

孩子将来在哪里，我就去哪里 

1 月 15 日，在宝山法院的法庭上，记者看到

袁旺在法警看管下，坐进了被申请人席。因为此前

他多次明确表示，拒绝将乐乐从儿童临时看护中心

领回。于是，儿童临时看护中心将他告上了法庭，

要求撤销袁旺、王莎监护人的资格；指定安徽颖上

县社会（儿童）福利院作为乐乐的监护人。 

庭后，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及时领回孩子？袁旺

的回答却让人颇感无奈：乐乐跟着自己只会吃苦，

他现在没有钱，也没有住的地方，甚至连乐乐的医

药费都拿不出来，乐乐在福利院肯定比跟着自己好。

现在知道乐乐的去处了，等他出去就去找乐乐。当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UwOTYzNQ==&mid=2649544225&idx=1&sn=43274b9e843fed279677803348f47694&chksm=8844b74dbf333e5b9dbb1938478be3b4c883862abb37fc3d618afc7d28c28524edd79f4410d3&mpshare=1&scene=1&srcid=0116p1MASGo78nvW1JvsNBIV&key=304caf69ae97dec98a1681d2c1d5a2b7b068a64a72b08407e877564379a1fee6791c3b448dc9020ad55650547c46afd5e7d53748cbe55c7263ca35bea3f118422f45812385ffb1e22925ef04df029ac8&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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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前妻的情况时，他只表示，看透了。 

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

定监护人，有保护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照看未成年

人生活等义务。被申请人袁旺、王莎对年幼没有独

立生活能力的乐乐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被申

请人不具备监护子女能力并严重失责的情况，为了

保护被监护人乐乐身心健康，宝山法院依法准许申

请人撤销被申请人袁旺、王莎监护资格的请求，明

确安徽颖上县社会（儿童）福利院作为监护人，能

更好地保障乐乐的生命健康权、受教育等民事权利，

有利于乐乐健康成长。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案件链接 

静安法院以遗弃罪判处 3 岁女童生母有期徒

刑 1 年 

2017 年 5 月 31 日，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上

海市第一例遗弃案。3 岁的朵朵，生下来便被生母

遗弃，静安法院以遗弃罪判处朵朵母亲周某有期徒

刑 1 年。 

据悉，2014 年 2 月，34 岁的周某在上海市某

医院产下了 1 名女婴，当天，孩子因患新生儿窒息

被转至上海市儿童医院救治，同年 3 月，孩子病情

好转已具备出院条件，但儿童医院联系周某接孩子

出院时却发现，周某手机停机并已搬离入院登记的

住所。无法联系到孩子的亲生母亲，无奈，儿童医

院的医生只得让女孩一直滞留在医院里。2016 年 5

月 12 日，朵朵结束了滞留儿童医院的 2 年生活，

幸运地入住上海市儿童临时看护中心，成为该中心

接收的第一例滞留医疗机构且母亲身份确定的弃

儿。 

离婚协议中放弃孩子抚养费，能反悔吗？ 

法院：子女在必要时可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所约定的合理要求 

2018-01-27 人民法院报 第 03 版  顾建兵 曹竹园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1/27/content_134791.htm?div=-1 

为了迅速摆脱一段痛苦的婚姻，女子李婷在离

婚时承诺独自抚养孩子，并在离婚协议中标明丈夫

可以拒绝承担孩子的抚养费，然而现实和理想的差

距让她逐渐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于是，她以儿子

小楠的名义向法院起诉，要求父亲陈以明承担抚养

费。 

1 月 24 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

起抚养费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被告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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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每月承担儿子小楠生活费 600 元及教育费、医

疗费的一半。 

2009 年陈以明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婷。两人

一见钟情很快陷入了爱河，不久便结婚成了家。两

人度过了一段甜蜜的婚姻时光，但是好景不长。

2010 年，儿子小楠出生后，李婷患上了轻微的产

后抑郁症。正是需要丈夫疼爱呵护的时候，但她却

丝毫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每当孩子哭闹时，陈以

明总是在一旁低头抱着手机打游戏，对孩子完全不

管不问，并且李婷还发现了丈夫和其他女性的暧昧

对话。 

 “我真不明白，当初我为什么会嫁给你！这

日子没法过了，离婚！”“我也受够你了，离就离！

但孩子是你养的，你想离婚就一个人养！”“好，算

你狠！”这次吵闹过后，陈以明和李婷商定第二天

就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2013 年 3 月，一心只

想摆脱这段痛苦婚姻的李婷，承诺独自抚养孩子，

并在离婚协议中标明不需要丈夫支付孩子的抚养

费。 

然而，随着小楠的长大，孩子的学习、课外班、

衣食住行样样都要钱，原本觉得收入尚可的李婷逐

渐感觉到了压力，自己的那点工资根本就不够用。

屋漏又偏逢连夜雨，孩子又得了较严重的疝气，急

需一笔钱做手术治疗。 

为了缓解经济上的困境，她选择将自家的房子

出租出去，再用租金中的一部分去租一个小些的房

子来住，剩下的租金用以贴补家用，日子仍然过得

捉襟见肘。 

离婚四年来，前夫仿佛消失了一般，从来没有

过问过孩子的任何情况。2017 年 6 月，李婷以儿

子小楠的名义将陈以明告上了海门市人民法院，请

求被告从 2013年 3月起每月给付抚养费 1800元，

并承担孩子的教育费、医疗费的一半。 

陈以明没有出庭，并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离

婚协议约定由李婷独自抚养孩子；自己现正在外地

打工，收入低微，加上租房等开销较大，仅能维持

基本生活，况且健康状况不佳，无力负担孩子的抚

养费。 

海门法院经审理认为，离婚时关于子女生活费

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

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所约定的合理要求。李婷

与陈以明协议离婚，虽约定由李婷独自抚养孩子，

但随着孩子年龄增长，社会经济水平发展，其所需

要生活花费亦逐步增加，尤其现面临即将就读小学

的具体情况，其母亲已独自负担相应抚育费用至今，

往后确面临较大经济压力及生活困难。现小楠另行

向父亲提出抚育费用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

以支持。但基于李婷与陈以明自愿达成离婚协议及

李婷经济状况、小楠生活身体情况存在逐渐变化的

过程，给付抚育费用自起诉之日起计算为宜。被告

承担抚育费用的具体数额，根据本地一般经济水平

及原告生活、学习的实际需要，酌情确定为每月生

活费 600元，并承担教育费、医疗费的一半，起算

时间从 2017年 6月起至原告小楠独立生活时止。 

陈以明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南通中院

经审理维持原判。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连线法官■ 

给付抚养费是父母的法定义务 

“我国婚姻法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

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

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

仍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该案二审承办法官卢丽介

绍说，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关于子女生

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

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

合理要求。”本案中，李婷和陈以明的离婚协议中，

虽然约定了由李婷独自抚养小楠，但这并不妨碍小

楠在必要时要求父亲支付超出离婚协议内容的抚

养费。 

卢丽介绍说，离婚时承诺独自一人抚养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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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不久即以子女名义起诉主张抚养费，对待这

样的情况，虽然我们要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但也

应严格审查，对离婚时承诺独自一人抚养子女，离

婚不久或没有法定事由就反悔的，一般在法律不应

予以支持，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本案中，

小楠患病需要治疗，且随着年龄增长所需要生活花

费亦逐步增加，目前的确面临较大经济压力及生活

困难，故对于小楠主张抚养费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

支持。 

卢丽提醒，亲情血浓于水，父母虽已离婚，但

父母与子女的血缘、亲情关系永远不会改变，父母

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义务，独自抚养孩子一方

因种种原因无力继续抚养的情况下，父母另一方应

承担起抚养孩子的法定义务，以利于孩子的健康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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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产分割案例 

婚内一方购买并在离婚后取得所有权的房屋不属夫妻共同财产 

（最高检察院公布的参考性案例中确定的审判规则） 

原创 2018-01-03 指导性案例审判规则 

http://mp.weixin.qq.com/s/LXl89PeuGECkmCg6pF6gjg 

【审判规则】   

在无法律规定或无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夫妻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即认定夫妻共同财产，必须满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取得所有权这一要件。据此，夫妻一方在婚内个人

购买房屋并在解除婚姻关系后取得所有权的，该房

屋不应视为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财产，因而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复婚后又离

婚的，上述房产因属于个人财产，故不能在此次离

婚中进行分割。  

【关 键 词】 

民事 离婚 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共同所

有 共同财产 不动产 所有权 婚姻关系解除 

分割财产 

【基本案情】 

2006 年 8 月，陈 X 文、李 X 兰结婚，婚后未

生育子女。次年 2月 11日，陈 X文签订购房合同，

以按揭付款的方式购买涉案房屋（重庆市渝北区港

汇路空港锦绣丽舍 3幢 1单元 5-4号房屋），房屋

总价款为 263 592 元。同月 13 日，陈 X 文与李 X

兰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上记载

无共同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分割。当日，陈 X文交

纳首付款 169 868元，并向银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

十万元。次月 22日，陈 X文、李 X兰复婚，并共

同装修了所购房屋，共支付装修费 36 000元。 

李 X兰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由，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与陈 X文离婚，并请求分割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购置的按揭房折价款 115 000 元。 

【争议焦点】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购

买房屋但未取得所有权，在婚姻关系解除后取得所

有权，该房屋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审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李 X兰与被告陈 X文双方

婚后未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其夫妻感情确已破

裂，准许离婚；原告李X兰与被告陈X文协议离婚，

未对共同财产进行处理，故现应分割共同财产。 

一审法院判决：准许原告李 X 兰与被告陈 X

文离婚；涉案房屋一套归被告陈 X 文所有，并由被

告陈 X文缴纳房屋按揭款；由被告陈 X文给付原告

李 X 兰房屋折价款。 

被告陈 X文不服一审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申

诉。 

抗诉机关审查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申诉人陈祯与被申诉人李 X兰在协议离婚时，

协议已明确载明双方并无共同财产、存款及债权债

务需要分割，该行为属于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进行

的处理，而非未对共同财产进行处理； 

首先，双方当事人协议离婚时，已明确双方无

共同财产，故涉案房屋并非夫妻共同财产。其次，

申诉人陈 X文办理过户手续时，双方已经离婚，且

综合申诉人陈 X文提供的证据，可认定涉案房屋的

购房款系其用婚前财产和个人借款进行支付，故涉

案房屋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应进行分割；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M3ODY3NA==&mid=2651088983&idx=1&sn=bc6e83660c9914328b7c356ff44e2b52&chksm=84debbcab3a932dccfa10e8e1a5649fb2f814904b3531b3e7a4cf0d5273c7839feb2d02425f6&mpshare=1&scene=1&srcid=0103kOAKiDfTT4NRj1sJGBy5&key=cdd0d222300eca7e9c1a1738e51476da709c6a2375c591a34da55bbc29de064302872a44cf97e5b67ac46e4756cd5b72ec84dbf6b4a951d1a7e262ac32798e70ed8f5e10a5b845bfe0fd410e6fd5a3f6&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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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人陈X文与被申诉人李X兰基于真实意思

表示订立了《自愿离婚协议书》，且并无证据证明

订立该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故应认定双

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被

申诉人李 X 兰未能完成该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

的事由的举证责任，故不应采信其主张；同时，由

于该协议的签订与涉案房屋房款的支付在同一日，

被申诉人李 X兰主张购房款系夫妻共同财产，就应

当对房款支付与协议签订的先后顺序承担举证责

任，其未能举证时，则应当由被申诉人李 X兰承担

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再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撤

销原审判决第三项；由申诉人陈 X文给付被申诉人

李 X兰存款、房屋装修费、房屋按揭款。 

【审判规则评析】 

根据法律规定，夫妻共同财产是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的一方或双方获得的财产或收益。由此可知，

夫妻共同财产一般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

所共同拥有或取得的财产，该财产归夫妻双方共同

所有。确定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最重要的

依据即为是否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所谓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即夫妻双方合法缔结婚姻到婚姻

关系依法解除或自然终止的期间。在该期间内，不

论一方还是双方取得的财产，在双方无特殊约定或

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均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

享有同等的处分权。同时，在协议离婚分割财产时，

应当对该财产进行分割。 

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关系后，仅短期维持婚姻关

系即离婚。在此情形下，一方以婚前财产及个人借

款购买了房屋，并于双方离婚后取得房屋所有权，

因该房屋并不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故

该财产应属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能作为共同财

产予以分割。离婚之后，双方又复婚的，对于上述

复婚之前一方取得所有权的房屋仍属于个人财产。

双方复婚后又离婚的，因上述房产不属夫妻共同财

产而不能在离婚时进行分割。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存于一方名下的存款和双方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装修房屋的费用及房屋按揭款，符合夫妻关

系存续期间共同取得的财产的规定，应视为夫妻共

同财产，离婚时应予分割。 

【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五条 结婚必须

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

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第十七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

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

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

财产： 

（一）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

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

的财产； 

（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第三十二条 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

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

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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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

准予离婚。 

第三十九条 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

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

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

应当依法予以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

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

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

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

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

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

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法律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于 2012 年 8

月 31日修正，自 2013年 1月 1日起施行。本案例

适用的一百八十六条修改为二百零七条，内容没有

变更。 

【法律文书】 

民事起诉状 民事答辩状 民事上诉状 民事上

诉答辩状 民事申诉状 律师代理意见书 民事一审

判决书 民事二审判决书 民事再审判决书 

【效力与冲突规避】 

参考性案例 有效 参考适用 

 李 X兰诉陈 X文离婚纠纷案 

【案例信息】 

【中 法 码】婚姻家庭法·离婚制度·离婚效

力·财产效力·财产性质认定·个人财产 

(L04040201022) 

【案    号】 (2009)渝北法民再初字第 2号 

【案    由】 离婚纠纷 

【判决日期】 2010年 01月 08日 

【权威公布】 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

察厅《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例选》第十七集

收录 

【检 索 码】 C0502+11++CQ++YB0510C 

【审理法院】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审级程序】 再审程序 

【申 诉 人】 陈 X文（原审被告） 

【被申诉人】 李 X兰（原审原告） 

 

【抗诉机关】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裁判文书原文】  (如使用请核对裁判文书

原件内容) 

《民事判决书》 

申诉人（原审被告）：陈 X文，男，汉族，1968

年 10月 27日出生，居民，住重庆市渝北区港汇路

空港锦绣丽舍 3幢 1单元 5-4号。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李 X 兰，女，汉族，

1968 年 12 月 29 日出生，居民，住重庆市北碚区

河嘉村 73号 3单元 2-2。 

陈 X 文、李 X 兰均系再婚，二人于 2006 年 8

月 1 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07 年 2 月

11 日，陈 X 文签订合同购买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港

汇路空港锦绣丽舍 3幢 1单元 5-4 号房屋一套，房

屋的建筑面积为 125.52平方米，总造价为 263592

元，采取按揭付款的方式，按揭 20 年，贷款 10

万元，首付 169868元，缴纳税费 18747元。2007

年 2月 13日，两人在重庆市渝北区民政局协议离

婚，离婚协议上记载无共同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分

割。2007年 3月 22日，两人在重庆市渝北区民政

局登记结婚，婚后对所购房屋进行了装修，花去装

修费 30000元，人工费 6000元。 

另查明，2007年 2月 11日陈 X文签订购房合

同，2月 13日即协议离婚的当天，交首付款 169868

元，其中，向重庆市卢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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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元（此款陈 X文于 2007年 7月 26日归还）。

2 月 13 日，陈 X 文还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个人住

房贷款 10万元。 

2007年 9月 28日，李 X兰起诉至法院，要求

与陈 X文离婚，并请求分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

的按揭房折价款 115000元。 

2007年 12月 5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作

出(2007)渝北法民初字第 4487号民事判决，认为

原、被告虽系自主婚姻，但婚后未建立起真正的夫

妻感情，其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审理中，被告同意

离婚，所以，原告的离婚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原

告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请求，2007年 2月 13

日，原被告在重庆市渝北区民政局协议离婚，未对

共同财产进行处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以借款系

共同债务，要求原告分担，理由不充分，又没有证

据予以佐证，本院不支持被告此请求。据此，依照

《婚姻法》第 32条第 2款、第 39条之规定，判决：

一、准许原告李 X兰与被告陈 X文离婚；二、位于

重庆市渝北区港汇路空港锦绣丽舍 3幢 1单元 5-4

号房屋一套归被告陈 X文所有，并由被告缴纳房屋

按揭款；三、由被告陈 X文在本判决生效后 10日

内给付原告李 X兰房屋折价款 112307.5元。 

陈 X文不服一审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2009年 6月 17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

渝检一分院民抗(2009)第 5 号民事抗诉书向量庆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理由如下： 

1．原审认定 2007年 2月 13 日双方当事人在

渝北区民政局协议离婚时，未对共同财产进行处理

与事实不符。经查，双方当事人 2007 年 2 月 13

日在渝北区民政局签订了《自愿离婚协议书》，该

协议在财产处理栏内明确记载男女双方均无共同

财产、存款及债权债务进行分割。上述行为已经构

成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进行处理，并非

原审认定的双方未对共同财产进行处理。原审将无

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等同未对共同财产进行处理显

属认定事实不清。 

2．原审认定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港汇路空港锦

绣丽舍 3幢 1单元 5-4号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也与

事实不符。首先，2007年 2月 13 日双方协议离婚

时，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已明确双方无共同财

产，可见讼争房屋非此次婚姻关系期间的夫妻共同

财产。其次，2008 年 12 月 31 日房地产行政管理

部门将该房屋产权登记在陈 X文名下。此时已不属

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按照婚姻法相关规定，在

这种情况下若要认定该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必须

证明房屋所有权的对价——即购房款是夫妻共同

财产。《婚姻法》第 17条第 1款规定：“夫妻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

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

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

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 11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

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

产’：（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二）

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

公积金；（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

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陈 X文与李 X兰

的第一次婚姻始于 2006 年 8 月 1 日，止于 2007

年 2月 11日，存续期间为 6个月零 10天。讼争房

屋的首付款为 169868元，加上税费等必要支出．陈

X 文 2007 年 2 月 13 日支付的购房款高达 17 万余

元。而陈X文的职业系普通乡村医生，李X兰无业，

系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救济的人员，以他们的收入水

平在没有其他收入的情况下，不可能在短短半年时

间积累高达 17万余元的夫妻共同财产，且在原审

卷宗中并无证据证明李 X兰有出资购房行为。据此，

综合陈 X文提交的证据分析，讼争房屋应系其用婚

前财产和个人借款购买，原审认定该房屋系夫妻共

同财产而在离婚时加以分割属认定事实不清。 

3．原审分配举证责任不当。(1)原审对证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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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离婚协议书》效力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陈 X

文与李 X兰在 2007年 2月 13日签订的《自愿离婚

协议书》已经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达成一致，除

非李 X兰能够举证证明在订立该协议时存在欺诈、

胁迫等情形，否则应当认定 2007 年 2月 13日双方

当事人达成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

具有法律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第 5条第 1款规定：“在合同纠纷

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

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

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

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依据该规定，

李 X 兰应当对该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事由负

举证责任，但李 X兰并未就该主张举示任何证据，

原审采信其主张于法无据。 

(2)原审对证明房款是夫妻共同财产的举证责

任分配不当。由于《自愿离婚协议书》已经对夫妻

共同财产进行了处理，房款若支付于该协议签订后，

则应当属陈 X文个人财产；若支付于该协议签订前，

才存在房款归属之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

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

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

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

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协议的

签订与房款的支付在同一日，李 X兰作为原审原告，

主张购房款系夫妻共同财产，则应当对房款支付与

协议签订的先后顺序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判决在该

事实真伪不明时，让对此不负有举证责任的陈 X

文承担不利后果属举证责任分配不当。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指令渝

北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重庆市渝北区

人民法院于 2010年 1月 8日作出(2009)渝北法民

再初字第 2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是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界定。《婚姻法》第 17

条规定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

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2．生产、

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继承或赠与

所得的收益，但本法第 18条第 3款规定的除外（遗

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5．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正确理解《婚姻

法》第 17条规定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需

要了解几个重要的判断标准：第一，范围标准，也

就是《婚姻法》第 17条规定的财产所得范围。第

二，时间标准，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此期间指的

是合法缔结婚姻到婚姻关系依法解除或自然终止。

第三，所得标准，对《婚姻法》第 17条中规定的

“所得”，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判断：其一，权

利的取得，而不是指对某财产的实际占有或控制；

其二，包括夫或妻一方所得以及夫妻共同所得；其

三，不包括《婚姻法》第 18条规定的夫妻个人专

有财产；其四，不同财产的权利取得，要结合不同

财产权利取得的法律规定加以认定，不动产权利的

取得以获取行政颁证为要件。该院认为，申诉人于

解除婚姻关系后取得诉争房屋之产权，该房屋不属

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因而

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被申诉人要求分割本案诉争房

屋之请求不予支持。但申诉人与被申诉人结婚登记

后存于申诉人名下的存款 25000 元和申诉人与被

申诉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装修房屋的费用

36000元及房屋按揭款 6351.66元，符合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共同取得的财产的规定，应当作为夫妻共

同财产，申诉人应将其财产的一半补偿给被申诉人。

被申诉人辩称给付了房屋首付款 60000 元，因未提

供相应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经审判委员会

讨论决定，依据《民事诉讼法》第 186条第 1款以

及《婚姻法》第 5条之规定，判决：一．维持重庆

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07)渝北法民初字第 4487号

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

法院(2007)渝北法民初字第 4487 号民事判决第三

项；三、由陈 X文给付李 X兰存款 12500元，房屋

装修费 18000 元，房屋按揭款 3175.83 元，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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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75.83元。 

案例：误认非亲生子女为亲生所作出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可撤销 

2018-01-10 法眼观察 

http://mp.weixin.qq.com/s/5Az-7CUIAAbaWWV2ex08aA 

裁判要旨： 

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当事

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

法律约束力。但该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达成的

协议，因原告存在重大误解，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

意思表示，可以撤销。 

原告诉称： 

原、被告于 2003 年 7 月 29 日登记结婚，2007

年 4 月 2 日生育儿子，2015 年 9 月 21 日，原、被

告双方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并办理了离婚登记，

离婚协议约定：儿子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

养费 600 元，支付至儿子满 18 周岁。存款 268 万，

原告分 168 万元，被告分 100 万元，新区某某苑 X

幢 XXX 室（该房屋为原告婚前财产）及新区某某

家园 X 幢 XXX 室房屋归原告所有，新区某家园

XX 幢 XX 室房屋归被告所有；某某家园 X 幢 XXX

室房屋贷款本金 76 万元左右由原告偿还。离婚后

原告与儿子进行 DNA 亲子鉴定，检验结论为排除

原告与儿子之间亲子关系。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与第三人生育儿子，上述行为违反了夫妻之间应

当忠实、相互尊重的义务，且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甚

至离婚后，被告均未告知儿子是被告与第三人所生

的儿子，致使原告误认为儿子是其亲生而教育、抚

养长达整整 9 年。原告在离婚协议中对夫妻共同财

产的分割及债务承担的决定，是由于被告的欺诈使

原告误以为儿子是其亲生儿子作出的，不是原告的

真实意思表示，故离婚协议中原告关于共同财产的

分割及共同债务作出的决定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

为。同时，鉴于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上述重

大过错，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应不分或者少分。原、

被告无法就离婚后财产的重新分割达成一致，原告

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

决：1、撤销原、被告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

分割的协议，将原夫妻共同财产按 70%的比例分

割给原告，即被告再另行支付原告 99.4 万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抗辩： 

1、对原告所受伤害表示歉意，愿意在能力范

围内进行弥补。其有些诉称与事实不符，原被告办

理离婚手续后，原告怀疑儿子不是亲生，并于 2016

年 3 月 7 日进行亲子鉴定，但最终结论为并非原告

亲生，被告对此感到很意外，认为医院弄错，后来

被告又与儿子进行亲子鉴定，结论为被告与儿子为

亲生，被告多次向原告表示歉意，但不存在刻意隐

瞒真相行为，被告是看到鉴定报告后才知道真相的，

原、被告的离婚协议都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

在恶意欺诈的行为；2、原告提出重新分割财产要

求不予认可，本案中，原告受到的伤害不是被告故

意为之也不存在刻意隐瞒及欺诈，从某种程度上说

原被告双方都是受伤害者，儿子也受到众多创伤，

被告也十分痛心，关于原告提出的重新分割财产要

求不予认可，但是愿意在能力范围内进行弥补，首

先被告现在带着小孩生活经济压力都很大，又没有

稳定的工作，仅一套住房与小孩共同居住，被告与

原告因感情不合协议离婚，原告与小孩之间感情很

好，希望原告看在与小孩多年感情的份上能有经济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U4MDUxOA==&mid=2651807785&idx=1&sn=1136187c8917aea640907f6479b7e113&chksm=8b81f120bcf67836f62991ead3b897537c1dddb53693ca2d6448d685c7c1a7a64f1f223a2dd9&mpshare=1&scene=1&srcid=0110LMa4a6p2ODOu9GyT20F2&key=ffd6e7826d53df79cbbad970558d4248ccbbebddb981219253d037c03a0d8b86f1ad903f19314160c565b67d1220bd5d4c714ddf7e739b8829d259d929f11809be30b0897861e73ca06ca3e334781e8c&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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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让步，使孩子能很好成长，被告经济困难，对能

力范围内弥补需要时间，只能分期进行弥补，希望

原告能给予一定让步，留给母子一定的生存空间。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关于原、被告签订

的《离婚协议书》中的财产分割协议是否可撤销的

问题。原告主张《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是在不

知道小孩非自己婚生子的情况下作出的，属于显失

公平的情形，要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对被告予以

少分。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供了苏州鉴达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哲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DNA

亲子鉴定报告，表明其与小孩之间不存在亲生血缘

关系。被告主张《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协议不

可撤销。因为其对原告与小孩之间不存在亲生血缘

关系并不提前知晓，更没有故意隐瞒、欺诈，离婚

时，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

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供了 DNA 亲子鉴定报告，

表明其在知晓原告与小孩之间的DNA检测结果之

后，被告亦委托同一鉴定机构对其与小孩之间的亲

子关系进行鉴定，原因是其怀疑小孩与被告之间亦

不存在亲子关系。 

本院认为，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权衡利益，考

量利弊之后，围绕婚姻关系解除而形成的一个有机

整体，各项内容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其中关

于子女抚养问题的变化，很可能引起其他财产分割

问题的变化。现双方在签订上述离婚协议时，原告

一直误以为小孩系其婚生子，确实存在重大误解，

该误解足以使其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作出不同

甚至相反的判断或允诺。虽然尚不能认定被告在签

订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但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与他人生育子女的行为，违背了夫妻间相互忠诚

的义务，存在过错。故该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协

议因为原告的重大误解和被告客观上对原告有所

隐瞒而不能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现原告要求

撤销该协议，应当予以撤销。 

综上，本院认为，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

割的条款或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

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该离婚协议中关于

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因原告存在重大误解，并非

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现原告在双方协议离婚

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要求撤销该协议的

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本院在审理中查明

的财产分割问题，参照庭审中双方确认的上述财产

价值及房屋已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况，结合被告的过

错程度和原告的主张，考虑到双方在变更抚养关系

纠纷、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二案中，对于小孩的抚

养问题以及经济补偿问题已经达成一致，被告已经

对原告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补偿，酌定按原告 60%，

被告 40%的比例对于离婚时的财产予以重新分割：

1、位于苏州高新区某某家园 X 幢 XXX 室的房屋

归原告所有，房屋贷款由原告继续偿还；位于苏州

高新区某家园 XX 幢 XX 室房屋归被告所有；2、

登记在原告名下的苏 ESXXXX 骐达牌轿车归原告

所有，登记在被告名下的苏 EBXXXX 奥拓牌轿车

归被告所有；3、现金原告 2176000 元，被告 504000

元。故被告应补偿原告财产分割差价款 496000 元。 

判决结果： 

一、撤销原、被告 2015 年 9 月 21 日签订的离

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协议。 

二、登记在原告名下的位于某某家园 X 幢

XXX 室房屋归原告所有，房屋剩余贷款由原告负

担；登记在被告名下的位于某家园 XX 幢 XX 室房

屋归被告所有。 

三、登记在原告名下的骐达牌轿车归原告所有，

登记在被告名下的奥拓牌轿车归被告所有。 

四、被告支付原告财产分割差价款 496000 元，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案例索引：（2016）苏 0505 民初 21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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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协议将共有房屋赠与未成年子女产权人应履行过户义务 

（最高法院出版物公布的参考性案例中确定的审判规则） 

原创 2018-01-30 指导性案例审判规则 

http://mp.weixin.qq.com/s/WaG17BRyDsWsohk1mhoqcw 

【审判规则】 

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双方因

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系双方对共有财产的

处分，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对双方

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将共有房屋

赠与婚生子女的，房屋登记产权人应履行约定义务，

将房屋过户至受赠子女名下，产权人以受赠子女系

未成年人，无能力监管自有资产为由，拒绝履行过

户义务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一方提起诉讼，

请求其履行过户义务的，法院应予支持。 

【关 键 词】 

民事 离婚后财产 离婚协议 财产分割 

共有财产 禁止性规定 法律约束力 赠与 约

定义务 未成年人 过户义务 

【基本案情】 

王X平与徐X兵原系夫妻关系，婚后感情良好，

并育有一女徐 X辰（未成年人）。而后王 X平与徐

X兵因夫妻感情不和，决定离婚，双方签订了《离

婚协议书》，并前往有关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

正式解除婚姻关系。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

约定：王 X平与徐 X兵将双方共有的涉案房屋（衢

州市柯城区丹桂小区 7幢 3单元 401室房屋）赠送

给女儿徐 X辰。但徐 X兵至今未将该房屋过户至徐

X辰名下。 

王 X平、徐 X辰以徐 X兵未履行离婚协议中约

定的义务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徐 X兵依约将

涉案房屋过户至徐 X辰名下。 

徐 X兵辩称：离婚协议中虽约定涉案房屋归徐

X辰所有，但因徐 X辰现是未成年人，故应等到徐

X辰十八周岁时在办理过户手续。 

【争议焦点】 

夫妻双方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

签订离婚协议，协议中约定将共有房屋赠与婚生子

女，房屋登记产权人应否将房屋过户至受赠子女名

下。 

【审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徐 X兵协助原告王 X平办

理房屋过户手续，将涉案房屋协助办理过户到原告

徐 X 辰名下。 

被告徐 X兵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审

法院认定原审原告徐 X 辰不属于本案适格诉讼主

体错误，同时一审法院在未考虑原审原告徐 X辰系

未成年人的情况下，直接判决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原

审原告徐 X辰名下亦错误。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王 X平的诉请。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审判规则评析】 

离婚协议书系夫妻离婚时对夫妻双方财产以

及子女的抚养问题进行约定的书面协议，在性质上

属于民事合同。从合同的角度说，双方出于真实意

思表示签订的合同，在未违反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共

利益的前提下，自合同订立之日起生效。据此，夫

妻双方出于真实意思表示订立的对夫妻共同财产

分割的离婚协议，不可随意改变，夫妻双方应按照

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各自义务。同时，基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不动产物权转移的登记规定，

夫妻双方自愿将共同所有房屋赠与子女的，自房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M3ODY3NA==&mid=2651089066&idx=1&sn=fe6451b6064de6c3982c4ce4aabea7f7&chksm=84debb37b3a93221e85d1126a52b3b56ea73e86d91264e6a4aa6fdfca5410c99bb6cafa149dc&mpshare=1&scene=1&srcid=0130ReT40K92DYrPcZBjqZgl&key=d6ed7c38d5670076ac468dd77d14b8393dec83ac53ba1c0c3d5438ff9c527f87840daa084113e557d0722d952ae7a36db0d333d40cf81487c53d2080a5aef5fd433d9e16d14b9d4c38653dd9fffa4570&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7Yav%2FmzRJ8PA2BvqU4y6VK2xFXcApl5mNFSWH2FrM9FDvi4BI86TjoMTzf6x9fNL&winzoom=1##


077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产权过户至受赠子女名下，夫妻双方的赠与行为才

履行完毕。综上，离婚协议中载明夫妻双方自愿将

共同所有的房屋赠与子女的，作为房屋产权登记人

的夫妻一方应履行约定义务，将房屋过户至子女名

下；夫妻一方怠于履行该义务的，夫妻另一方有权

提起诉讼，请求其履行约定义务。 

夫妻双方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是对夫妻

共同财产的处分，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该协议中约定双方将共有房产赠与子女的，亦属于

权利人对自有财产的处分，合法有效。此后，作为

房屋产权人的一方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对方及其

子女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按照离婚协议中的约定

履行房屋过户义务。因离婚协议系夫妻双方基于真

实意思表示自愿签订，且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

情形，故该离婚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一

方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将房屋过

户至受赠子女名下。即使该子女尚未成年，不能独

立监管自有资产，仍不能免除其过户义务。 

【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

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

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 不动产物

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

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

登记。 

【法律文书】 

民事起诉状 民事答辩状 民事上诉状 民事上

诉答辩状 律师代理意见书 民事一审判决书 民事

二审判决书 

【效力与冲突规避】 

参考性案例 有效 参考适用 

王 X平、徐 X辰诉徐 X兵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案例信息】 

【中 法 码】婚姻家庭法·离婚制度·离婚效

力·离婚协议效力·有效 (L040403029) 

【案    号】 (2011)浙衢民终字第 95号 

【案    由】 离婚后财产纠纷 

【判决日期】 2011年 03月 10日 

【权威公布】 被《人民法院报》2011年 9月

15日刊载 

【检 索 码】 C0502+12++ZJQZ++0411C 

【审理法院】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级程序】 第二审程序 

【审理法官】 朱晓龙 王勇 潘婷 

【上 诉 人】 徐 X兵（原审被告） 

【被上诉人】 王 X平（原审原告） 

【被上诉人代理人】 陈军翔（浙江青风律师

事务所） 

【裁判文书原文】  (如使用请核对裁判文书

原件内容) 

《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 X兵。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 X平。 

委托代理人：陈军翔，浙江青风律师事务所律

师。 

原审原告：徐 X辰。 

法定代理人：王 X平，系其母亲。 

上诉人徐 X兵为与被上诉人王 X平、原审原告

徐 X 辰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衢州市柯

城区人民法院（2010）衢柯民初字第 718号民事判

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

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王 X平与被告徐 X

兵原系夫妻关系。双方因感情不和，于 2006年 11

月 16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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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将共有的衢州市柯

城区丹桂小区 7 幢 3 单元 401 室房屋赠送给徐 X

辰所有。但因至今未履行房屋过户手续，故二原告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依约将衢州市柯城

区丹桂小区 7幢 3单元 401室房屋过户至徐 X辰名

下。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 X平与被告于 2006年

11 月 16日离婚时，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将衢

州市柯城区丹桂小区 7幢 3单元 401室房屋赠送给

徐 X辰，该协议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合

法有效，应当全面完整地履行。不动产物权的移转

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只

有将房屋的产权过户至受赠人的名下，赠与人的受

赠行为才算完整地履行。现原告王 X平要求依协议，

将衢州市柯城区丹桂小区 7幢 3单元 401室房屋的

产权过户至徐 X辰名下，属于对双方离婚后财产约

定继续履行的请求，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对此，

被告提出应等到婚生女儿徐 X 辰十八周岁才同意

过户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原告徐 X

辰不属于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对原告徐 X辰的请求，

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九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徐 X兵于判决生效后三十

日内协助原告王 X平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将坐落于

衢州市柯城区丹桂小区 7幢 3单元 401室房屋协助

办理过户到原告徐 X辰名下。案件受理费 160元，

减半收取 80元，由原告王 X平负担 40元，被告徐

X兵负担 4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缴纳。 

徐 X兵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没有考虑到徐 X辰系未成

年人现在还不能独立监管自己的财产。2、一审法

院认定徐 X辰不属于本案适格诉讼主体是错误的。

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

致。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

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

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因此，被上诉人王 X平按

照《离婚协议书》的约定要求上诉人徐 X兵将坐落

于衢州市柯城区丹桂小区 7幢 3单元 401室房屋过

户到原审原告徐 X辰名下，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

徐 X 兵以徐 X辰系未成年人为由拒绝履行，与《离

婚协议书》的约定不符，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

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上诉

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

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160

元，由上诉人徐 X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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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恋爱同居纠纷案例 

热恋中“借”走 60 万，情断钱难算！ 

2018-01-11 人民法院报第 03 版  古 林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1/11/content_134194.htm?div=-1&from=groupmessage 

恋爱未能修成正果，分手时却因钱陷入纠纷。

在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原告倪某称自己和

被告马女士是男女朋友关系，平时双方都是口头

约定借款，然后他按照约定的借款意向，前后共

分 29次把 60.25万元打到了女方指定的银行卡上。

马女士却认为，案涉钱款均系原告心甘情愿对自

己的赠予，根本不存在借款的事情。 

1月 9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

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部分聊天记录

中被告马女士明确承诺还款，应当认定为借款，

应偿还原告倪某借款 27.9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

诉讼请求。 

微信上相识，度过浪漫时光 

2014年，倪某和马女士相识于一个微信户外

运动群。2016年 6月，两人一起参加了群里组织

的一次户外活动，一见钟情再见倾心，很快便坠

入了爱河。 

倪某经营着一家规模较大的装潢公司，手头

比较宽裕，而马女士则是离异且带着两个孩子。

因此，觉得马女士生活不易的倪某在交往中很愿

意主动为她付出，约会时也从不让女友出一分钱。 

热恋期间，因为资金周转的问题，马女士经

常连续几天失眠。倪某很是心疼女友，先后 23次

通过银行汇款、支付宝转账等方式，累计汇给马

女士 32.35万元。平时两人像普通恋人一样经常

约会，度过了一段浪漫甜蜜的时光。 

热恋后分手，索要借款 60.25 万 

然而好景不长，2016年 8月初，马女士向倪

某提出分手，而倪某则一再恳求马女士给自己机

会。之后马女士急需一笔资金，由于此前的一笔

货款未能及时收回，她手头上没有多余资金来周

转。为此，她尝试了很多渠道，却没有找到合适

的融资渠道，于是她想到了倪某。 

2016年 8月 9日凌晨 1时，马女士向倪某发

送微信：“你股票上还剩几个钱了？”倪某立刻回

复：“5万。”马女士：“明天提出来给我用，十月

底全部还。”倪某看到了和好的机会，第二天一开

盘就卖掉了股票，把 5万元全部打到了马女士的

银行卡上。8月 11日晚，马女士向倪某发送手机

短信：“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借你的钱会一分不少

的还给你。” 

在此后一直到 2016年 11月 12日，因资金周

转困难，马女士又分 5次通过微信从倪某那儿一

共“要”到了 22.9万元。每次，马女士收到钱后，

都在微信中向倪某表示“十月底全部还”“最晚十

月底把钱还给您”“十月底，十一月初还”……然

而，倪某却发现，两人在情感交流上越来越少、

马女士向他要的钱却越来越多，他觉得两人的关

系变味了。一次，倪某用开玩笑的口气，问马女

士啥时还他的钱，没想到马女士却说他小气，决

然地提出了分手。 

感情覆水难收，倪某不想人财两失，于是就

多次打电话、发短信催马女士还钱。但马女士不

仅无视他的要求，还对他避而不见。 

2017年 3月，倪某将马女士告上了法庭，请

求判令马女士归还借款 60.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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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一二审，认定 27.9万系借款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主张本案系民间

借贷关系，应当对钱款的交付和借贷合意提供证

据予以证明，现原告仅能提供付款证明，但未能

提供相应的债权债务凭证，无法证明原告在支付

被告每一笔钱款的时候双方均达成借贷的合意，

且从聊天记录来看，原告从无向被告催要的依据，

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故原告主张双方之间为借

贷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 

倪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其与

被告之间的短信、微信，两人关系较为密切，原

告称所有转账给被告的钱均是借款，则其应当对

两人之间具有借贷合意进行举证证明。根据目前

原告提交的微信、短信记录，2016 年 8 月 9 日，

被告明确要求原告提出来 5万元交其使用并承诺

10 月底归还，8月 10日被告汇给原告 5 万元，故

该 5万元应当认定为借款。此后，到 2016年 11

月 12日，被告多次要求原告提供款项，原告也累

计向被告转账了 22.9万元，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

也不能看出是赠与，且被告在聊天记录中明确承

诺还款，故上述款项亦应认定为借款。对 2016年

8月 9日之前原告汇给被告的款项，原告没有证

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故不能认定为双

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 

综上，南通中院遂改判被告偿还原告倪某借

款 27.9万元。 

■法官说法■ 

什么样的恋爱花费才可以返还 

“恋人间的正常消费，长期、连续、密集、

琐碎的转账，你来我往的各种支出，在法律上可

以视为一般赠与，一旦实际交付，基本就不能取

回了。”该案二审承办法官王作杰说，本案中，2016

年 6 月至 2016年 8月 9日前，原告先后 23次累

计汇给被告 32.35万元，正属于这种情况。而且，

即使他找到“借款”这个理由，也无法要回这笔

钱。 

王作杰说，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主要

考虑两个要件：一是双方是否有借贷合意，二是

双方是否存在款项支付。所谓借贷合意，通俗地

讲就是看双方是否有类似借条的约定；款项支付

则要看能否拿出银行的转账记录。本案中，根据

原告目前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他在 2016年 8月

9日之前汇给被告 32.35万元，但没有证据证明

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故不能认定为双方之间

的借贷关系成立，因此他不能以借款为由要回这

笔钱。 

“但是，有借条的恋爱花费，凭借银行转账

记录，是可以要求返还的。一方有困难，另一方

慷慨解囊、给予经济资助，这种现象在情侣中比

较常见。”王作杰提醒说，此时如果要求对方写一

个借条或对方主动写了借条，分手时就可以拿着

借条让对方还钱；如果没写借条，但对方只要承

认这一事实，也是可以要求返还的。 

  



081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五）夫妻债务案例 

丈夫去世，妻子承担 2 亿债务，网友：这才叫同甘共苦 

原创 2018-01-08 财经女记者部落  小财女 

http://mp.weixin.qq.com/s/YhyQL4BYlK6d5d4xMWreBQ 

近日，北京小马奔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

董事长遗孀金燕，被小马奔腾股东之一建银文化产

业投资基金（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银文

化”）告上了法庭，一审判决金燕负债 2亿元。 

“生活已到了绝路，一辈子也还不起。”金燕

说道。 

2014 年 1 月 2 日，小马奔腾创始人李明因突

发心肌梗塞身故，享年 47岁。 

自丈夫离世后，生活急转直下。面对生活的变

故，这个女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无力的说，“北京

的两处房产已被查封，现在我和女儿、妈妈一起租

房子住。丈夫的遗产，实际上也只有一百万。” 

公开资料显示，这一判决是基于婚姻法司法解

释（二）第 24条（简称 24条）之规定，金燕因夫

妻共同债务要在 2亿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因数额巨大，该案也成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 24条有史以来额度最大的案件。 

面对这一结果，金燕表示：“当年的‘对赌协

议’，我没有签字，巨额的投资款项，也没有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我甚至都没有持有过小马奔腾的股

权，这一切为什么要我来承担？”此外，金燕强调，

“直到被推到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位置，我才知道了

‘对赌协议’的存在。” 

金燕口中所提及的“协议”就是那份丈夫在世

时与建银文化签署的一份《投资补充协议》，也就

是将小马奔腾从鼎盛带入死局的“对赌协议”。 

话不多说，我们还是来看看究竟这家公司是怎

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94 年，李明开始创业，成立了北京雷明顿

广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雷明顿）。2 年后，雷明

顿广告公司更是顺利拿下了央视《新闻 30分》的

独家广告代理权。此外，还代理过《新闻会客厅》

《夕阳红》等节目广告。 

随着广告业务如火如荼的开展，李明也开始试

水影视制作。2004 年，公司成功出品了第一部电

视剧《历史的天空》，并广受好评。三年后，李明

又成立了新雷明顿广告公司（下称“新雷明顿”），

并囊括了原雷明顿的大部分业务。 

2007 年，北京小马奔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在工商局注册登记成立，注册资金达 15600万元

人民币，其法人代表为李明的姐姐李莉。 

据天眼查消息，小马奔腾由 37个股东组成，

其创始人李明仅有 3%股份，李明的姐姐李莉持股

5.2%，李明的妹妹李萍持股 4.4%，北京小马欢腾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A0NzY5NA==&mid=2651991008&idx=1&sn=3004b222756db981af9623c9536d3edd&chksm=bd3977018a4efe172b4b70167defe57e8293278fa73248856bf0e21e147912171eb88fb658fb&mpshare=1&scene=1&srcid=0108FvhLOTalZ8f4jJCaO3Vi&key=dbb498aa40f6eb051e6bd2a1e29abe3031c99e48a11b9cb2c6ae5a4b4adb625565bd90190aca8319985e2ddd6471f51ccb210dab84ac6d78db3302bb8e5ade43c3cb0a619b37d21f134139c4463a1d66&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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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公司持有 45.33%。此外，据了解，小马欢腾

股东分别由李明与其姐妹全资持有，其中李萍持有

50%，李莉持有 16.67%。由此可见，以李萍为首的

李明家族完全控股小马奔腾，而李明 3%的控股权

也为小马奔腾日后的崩盘埋下隐患。 

随着小马奔腾对公司进行集团化架构调整和

资源进行整合，公司业务范围逐渐涵盖到文化产业

的各个领域，而小马奔腾旗下主要包括：北京雷明

顿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北京小马奔腾壹影视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北京小马奔腾影业有限公司、北京小

马奔腾影院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小马奔腾演艺文化

有限公司、北京龙马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图为 2012年公司的扩张情况） 

看的小财女头晕眼花～ 

而受市场上利好消息的影响，公司业务更是进

入飞速上升期，并先后参与制作过多部脍炙人口的

影视作品，诸如《历史的天空》《甜蜜蜜》《武林外

传》《建党伟业》《将爱情进行到底》《我的兄弟叫

顺溜》等。 

据说当时，信中利资本董事长汪潮涌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提及：“当时投资小马奔腾，是要靠抢的。”

可想而知小马奔腾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 

但往往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或许是因为对当时形势的误判，以至于小马奔

腾在发展的过程中过于乐观，最终酿成惨剧。 

2011 年 3 月份，正值业务迅速发展的小马奔

腾在引入建银文化充当领投的投资人时，小马奔腾

方面除签订了投融资协议之外，还签订了一份《投

资补充协议》。这份补充协议约定：若小马奔腾未

能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实现合格 IPO，则建

银文化有权要求小马奔腾、实际控制人或李萍、李

莉、李明中的任何一方一次性收购所持小马奔腾的

股权（当时建银文化投资 4.5亿元，占小马奔腾总

股本 15%）。 

但结局是小马奔腾在 2013年 12月 31日之前

并未实现 IPO，而 2014年 1月 2日，李明身故。 

尽管关于未能如期上市的客观因素有很多，诸

如：证监会在 2013年相当长的时间内，开展了 IPO

的自查与核查工作；影视文化产业属于外资禁入领

域，而投资方（建银文化等）也传出不具有真实有

效的内资身份等消息。 

但伴随着创始人李明的离世，这份赌约并未失

效。 

20 天后，小马奔腾通过微博发布公告，宣布

经过公司董事会一致通过，由金燕女士担任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但当时，李明家族成员还把控着不

少公司的重要职务。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有接近小马奔腾的人士

透露，李莉是副总裁，掌管集团财务、人事方面事

务，妹妹李萍负责集团旗下的北京新雷明顿广告有

限公司，妹夫李立功则担任小马奔腾电视剧总经理。 

接下来的故事就如同大家在电视剧看到的那

样：一场控制权争夺战一触即发。 

金燕和李莉率先登场，演绎有名的姑嫂大战。 

由于金燕工作重心此前一直在家庭，远离公司

经营。接任之路并不顺畅，尽管她也一心想改变困

局，此前试图引入华人文化基金，但似乎显得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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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2014年初，金燕被董事会抛弃，李莉、

李萍姐妹开始掌控公司。 

一直以来，李莉代持李明股份就是金燕与李莉

权力之争的关键，此前金燕曾公开表明：“凡是能

拿到桌面上说的股权，在理顺公司后将一一兑现。”

可见，姑嫂关系急剧恶化。 

而这些内忧外患也被众多高管和核心成员看

在眼里，眼见“复国”无望，众人也纷纷离场，其

中包括知名编剧孔二狗以及熟谙资本运作的时任

副董事长的钟丽芳。 

内忧外患，小马奔腾几乎无力招架。 

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当初的那份

对赌协议：2014 年 10 月 31 日，建银文化向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委员会申请仲裁，诉求为李萍、李莉

以及李明财产继承人金燕等人履行回购义务。 

同日，小马奔腾前董事长李明的遗孀金燕通过

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发布声明称，10月 29日傍晚，

公司股东未经授权直接从公司带走小马奔腾的公

章，同时，小马奔腾及其子公司的全部营业执照的

正副本原件均不翼而飞。 

（图片来源于天眼查） 

而三天后，小马奔腾的法定代表人再次变更为

李莉。 

作为一家知名的影视传媒公司，小马奔腾的

“易主”方式多少有些令人唏嘘：绑定资本让自己

深陷赌局无法自拔、家族式企业股权不清晰的架构

引发争斗不断、树倒猢狲散的人员流失最终导致翻

盘无望…… 

 

（图片来源于天眼查） 

（图片来源于天眼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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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内忧外患的小马奔腾无力履行回购协议

股权被投资人拍卖，公司易主。接盘侠则是一家来

自上海名为冉腾投资的公司。 

但小马奔腾的故事也给不少人敲醒了警钟，在

这里，小财女也给大家提点关于对赌协议的小建议。

对赌协议或者目标并非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

的“赌博”，它实际上就是期权的一种形式，通过

条款的设计，对赌协议可以有效保护投资人利益。

其根源在于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不确定性，因为它

既是投资方利益的保护伞，又对融资方起着一定的

激励作用，所以也经常出现在股权投资或是一些电

影等投资中。 

如上图所示，小马奔腾这次，就是以如期上市

为对赌目标，以高价回购投资人股权为对赌后果。

所以创始股东不得不向投资人支付高额的股权价

款。 

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李明花了 12年

时间使得小马奔腾走向辉煌，2年时间就化为了泡

影。 

最后，小财女理解遗孀金燕的心情，也同意婚

姻法第 24条与不合理之处，只是“赚了钱一起花，

赔了钱就说不知道”的说法未免显得不够厚道～ 

四起夫妻合谋逃债案例 

2018-01-09 法治小组 

http://mp.weixin.qq.com/s/4f_mONPmEWAael-uSmj2MQ 

案例一：顾某某与朱某某、张某民间 

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旨： 

夫妻双方明知男方对外负有债务的情况下，协

议将双方共有的房屋约定为女方个人所有。法院认

为，夫妻两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

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

所有，且男方银行资金往来频繁，其收到借款后曾

将部分款项转账给女方，同时男方每月不定期向女

方账户转账，月累计金额均在一万元以上，故女方

辩解借款并未用于家庭生活，该主张难以采信。夫

妻双方明知男方对外负有债务的情况下，协议将双

方共有的房屋约定为女方个人所有，亦难免有逃避

债务之嫌。综上，可以确认本案的系争借款系属夫

妻共同债务。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 01 民终 13089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某某，女，1992 年 1

月 31 日出生，汉族，住本市松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静宇，上海新松律师事务

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上海新松律师事务所

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某，女，1987 年

9 月 29 日出生，汉族，住本市松江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I4MTM3Ng==&mid=2650700009&idx=2&sn=6a99602cede2ba172c8c39e75e3e72b1&chksm=885bd326bf2c5a30c228f48aa79da5ce2a6975412a429d020077e1f3cddefc5ccf19ca428280&mpshare=1&scene=1&srcid=0109pdYtuizknULhdqU4XCR3&key=e69b003677a0a18af37cb7b7d3d2edf1c28bad56d90b0c29265fe05853d1c4ef1926bc88a7214e357586850e62abd63213826790b7f45cac9833319a61ba4e80ef3dba8dd7b14fb80426052f2db663fe&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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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被告：张某，男，1988 年 2 月 9 日出生，

汉族，住本市松江区。 

上诉人顾某某因与被上诉人朱某某及原审被

告张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

法院（2016）沪 0117 民初 14389 号民事判决，向

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受理本

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公

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顾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

理人谢静宇、原审被告张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

人朱某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

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顾某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中涉上诉

人部分的判决内容，上诉人无需对涉案债务与张某

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事实与理由：张某自被上诉人

朱某某处所借款项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因张某婚

后游手好闲，没有为家庭做出丝毫贡献，故双方约

定房屋归上诉人所有。该协议签订时，上诉人并不

知晓张某在外借债的事宜，故无逃避债务的故意。

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张某辩称，因结婚半年之后辞职无工作，故通

过向他人放贷、利用顾某某名下的信用卡套现的方

式获取收入。系争债务是个人债务，与顾某某无关。

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顾某某的上诉

请求。 

被上诉人朱某某未向本院提供述称意见。 

朱某某于 2016 年 8 月 9 日向一审法院起诉，

请求判令张某、顾某某共同归还借款 200,000 元

（人民币，以下同）；共同支付借款利息（以 200,000

元为本金，自 2016 年 2 月 4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照月利率 2%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 年 10 月 26 日

至 2016 年 2 月 5 日，朱某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

张某转账 322,000 元。2016 年 2 月 4 日，张某向

朱某某出具借条一份，确认向朱某某借款 200,000

元，月息 2%，借款期限为 2016 年 2 月 4 日至 2016

年 8 月 4 日。2015 年 11 月 5 日至 2016 年 6 月 15

日期间，张某共向朱某某还款 155,000 元。 

审理中，顾某某主张上述借款系张某的个人借

款，并提交了如下证据：1、张某的银行卡交易明

细单，证明张某收到 200,000 元后即转账到其民生

银行账户，而张某将上述款项大部分转账给案外人

夏某、邱某、高某等人；2、商品房预售合同、借

款协议、收据，证明张某、顾某某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屋总价 3,056,896

元，首付 926,896 元，按揭贷款 2,130,000 元，首

付款中 106,896 元是顾某某通过银行刷卡方式支

付，余款 820,000 元是向开发商的关联企业金碧物

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借款，第一期 92,000 元还

款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6 日；3、顾某某的兴业银

行卡明细，证明顾某某向兴业银行贷款 200,000 元，

支付了金碧物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第一期还

款 92,000 元，也就是说本案争议的借款并未用于

支付购房首付款。 

一审法院另查明：张某、顾某某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登记结婚，协议第三条关于房产的约定：

位于上海市松江区 XX 街道 XX 路 XX 弄 XX 号 XX 室

的房屋，系双方在婚后购买，首付款由女方支付，

女方向银行按揭贷款 2,130,000 元。主借款人顾某

某目前已经偿还银行本金及利息 74,751.53 元。经

协商，双方确定房屋归女方所有，房屋过户产生的

相关税费由女方承担，所剩银行的本金及利息由女

方偿还。放弃产权的一方要协助得到产权一方办理

提前还贷、涂销抵押、产权过户、产权登记等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朱某某分别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向张某转账 48,000 元，2015 年 11 月 25 日向

张某转账 50,000 元，2016 年 1 月 26 日向张某转

账 48,000 元，合计 146,000 元，对于该三笔款项

双方认可系借款关系但未签订书面合同，故应当按

照实际转账金额 146,000 元确认为无息借款。2016

年 2 月 4 日张某向朱某某出具了金额为 200,000 元

的借条一张，朱某某于次日向张某转账 176,000 元，

朱某某主张余款 24,000 元为现金交付，未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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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采信。据此，确认张某实际

向朱某某借款 322,000 元，其中 176,000 元借款的

利率为每月 2%。张某提出其还款 155,000 元中

21,120 元为支付 6 个月的借款利息，余款 133,800

元为归还本金，尚余 188,120 元本金未归还的主张，

予以确认。 

张某、顾某某原系夫妻关系，债权人就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

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

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

够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除外。现张某、顾某

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除外情

形，且张某银行资金往来频繁，其收到朱某某借款

后曾将部分款项转账给顾某某，同时张某每月不定

期向顾某某账户转账，月累计金额均在一万元以上，

故顾某某辩解借款并未用于家庭生活，该主张难以

采信。张某、顾某某明知张某对外负有债务的情况

下，协议将双方共有的房屋约定为顾某某个人所有，

亦难免有逃避债务之嫌。综上，可以确认本案的系

争借款系属张某、顾某某的夫妻共同债务，顾某某

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2016 年 10 月 14 日，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一、顾某某、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朱

某某借款 188,120 元；二、顾某某、张某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某某逾期利息（以 188,120

元为本金，自 2016 年 8 月 5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照年利率 24%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300 元，

减半收取 2,150 元，由朱某某负担 119 元（已付），

顾某某、张某负担 2,031 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交付法院）。 

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

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

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

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依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在案的证据材料，一

审法院基于涉案借款发生的时间、张某与顾某某婚

姻关系存续的时间，在顾某某无证据材料证实被上

诉人朱某某向张某出借钱款明知系张某个人债务

时，综合在案的证据材料确认涉案债务系张某与顾

某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据此判令顾某某承担共同

还款责任。该处断涉案纠纷的方式于法无悖，本院

予以认同。上诉人顾某某虽仍坚持其于一审法院审

理期间主张的辩称意见，但因其未能提供新的证据

材料证实其主张，故本院对其要求更改一审法院相

关判决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

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340 元，由顾某某负

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方 方 

审判员 许鹏飞 

审判员 马 丽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郭纯君 

案例二：肖某某与周某某等确认 

合同无效纠纷案 

裁判要旨： 

夫妻双方在男方对外负有债务的情况下，通过

离婚的方式将自己名下的财产转移给女方，致使判

决无法得到执行，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主

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

定，夫妻双方离婚转移财产的约定无效，理由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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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济民五终字第 139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某某，男，1945 年 2

月 8 日出生，汉族，山东省胸科医院退休员工，

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某，男，1973 年

3 月 24 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济阳县。 

原审被告苏某某，女，1947 年 12 月 20 日出

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 

上诉人肖某某因与被上诉人周某某、原审被告

苏某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

人民法院（2013）历商初字第 1927 号民事判决，

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因肖某某与周某某于 2010 年

发生资金往来而产生纠纷，原审法院于 2012 年 10

月 9 日作出（2012）历商初字第 1388 号判决书，

判决肖某某向周某某履行还款 30 万元及利息。肖

某某、苏某某于 1972 年 2 月 1 日登记结婚，2013

年 2 月 19 日，肖某某、苏某某协议离婚并在离婚

协议第三条第一款房产分割中约定坐落于济南市

青年东路 xxxxx 房屋为苏某某的财产，后肖某某、

苏某某将济南市青年东路 xxxxx房屋自肖某某名下

过户给苏某某，致使（2012）历商初字第 1388 号

判决书无法得到执行。 

原审法院认为，肖某某在与苏某某婚姻存续期

间欠周某某债务后，通过离婚的方式将自己名下的

财产转移给苏某某，致使判决无法得到执行，肖某

某与苏某某明知法院在执行肖某某名下的财产仍

转移财产，客观上侵犯了周某某的合法权益，其转

移财产而约定的协议无效，周某某要求确认肖某某、

苏某某离婚协议书中第三条第一款房产分割中约

定坐落于济南市青年东路 xxxxx房屋为苏某某的财

产无效，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肖某某、苏某某主

张本案是婚姻等身份的关系协议不属于合同法调

整的范畴，虽然于婚姻存续等身份问题不是合同法

调整的范畴，但在离婚时对于财产的处分仍在合同

法等民法调整的范围之内，其抗辩理由不予采纳。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

条的规定判决：被告苏某某与被告肖某某离婚协议

书中第三条第一款房产分割中约定坐落于济南市

青年东路 xxxxx房屋为女方苏某某的财产的约定无

效。案件受理费 3000 元，由两被告负担。 

上诉人肖某某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被上诉人

周某某在原审中只提交了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及

离婚协议书的复印件，没有提交原件。而且，上诉

人肖某某与原审被告苏某某的离婚协议是双方因

夫妻感情破裂而自愿约定，符合婚姻法的规定。原

审判决依照合同法、民法通则的规定受理案件并判

决，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婚姻法，没有对离婚协

议及财产分割约定确定无效的规定，更不存在第三

人起诉无效的规定。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

原判，改判驳回周某某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周某某答辩称，上诉人肖某某和原审

被告苏某某婚姻存续期间欠周某某的款项，肖某某

与苏某某通过离婚的方式将财产转移到苏某某名

下，致使法院的判决无法执行，侵犯了周某某的合

法权益。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苏某某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

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周某某于原审中提交的

上诉人肖某某、原审被告苏某某两人的离婚登记审

查处理表及离婚协议书，虽系复印件，但历下区民

政局在骑缝处加盖了婚姻登记专用章，因此该复印

件可予认定。原审法院于 2012 年 10 月 9 日作出

（2012）历商初字第 1388 号判决，判决肖某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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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某某履行还款 30 万元及利息。肖某某、苏某某

在明知该案判决结果后，仍于 2013 年 2 月 19 日

在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约定坐落于济南市青年

东路 xxxxx 房屋归苏某某所有，并办理了房产过户

手续，导致（2012）历商初字第 1388 号判决不能

执行，使周某某对肖某某之债权不能实现。对于离

婚协议，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约定受婚姻法约束，

但离婚协议中财产部分，受合同法的约束。因此原

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认定肖某某、苏某某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坐落于济南

市青年东路 xxxxx 房屋归苏某某所有，违反法律强

制性规定而无效，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

肖某某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6000 元，由上诉人肖某某负

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平 

审 判 员 贺强谟 

代理审判员 刘 洋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姚 敏 

案例三：翟某某与李某、张某民间借贷 

纠纷再审判决 

裁判要旨： 

案涉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男女双方在

离婚时有四套房产，男方仅分得了 70 多平方的一

套住房，女方分得的三套房产的价值，远远超过了

本案的借款数额。双方离婚协议中对共同财产的分

割，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德中民再终字第 22 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再审被申请人）：李某，

德州市第五中学教师。 

委托代理人：郭强，山东阳光桥律师事务所律

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再审申请人）：翟某某，

无业。 

委托代理人：于健生，山东天衢律师事务所律

师。 

委托代理人：罗晨，山东天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张某。 

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翟某某、原审被告张某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

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作出（2013）德城商初字第

220 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翟某某不服，

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

作出（2013）德城民申字第 1 号民事裁定，决定

再审本案，并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作出（2013）

德城民再字第 11 号民事判决。李某不服，向本院

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

审理，上诉人李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郭强、被上诉人

翟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于健生、罗晨到庭参加诉讼，

原审被告张某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依法缺席审

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3 年 1 月 14 日，原审原告翟某某起诉至山

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称，张某于 2011 年向

其借款 3 次共计 880000 元，现翟某某因急需用钱，

向张某索要，张某以无钱为由拖延付款，为此，诉

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张某、李某偿还借款

880000 元。 

原审被告张某、李某未到庭应诉，法定期限内

也未提交答辩状。 

原审法院一审查明，2011 年以来，张某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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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向翟某某借款共计 880000 元，时间依次为，2011

年 8 月 10 日借款 400000 元，同年 8 月 21 日借款

150000 元，同年 9 月 6 日借款 330000 元。三次分

别写有借条，并约定年息为 12%，三份借条均有张

某的签字。2013 年 1 月 17 日，张某又为翟某某出

具借条一份，称欠 7 个月的利息共计 61600 元，

该款一直未偿还。翟某某主张张某、李某系夫妻关

系，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 

原审法院一审认为，张某向翟某某借款并出具

借条，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能够证

明张某欠翟某某 880000 元的事实，该款张某应予

偿还，张某未偿还此借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

责任，双方约定的利息按年息 12%计算符合法律规

定，且张某认可欠利息 61600 元，故翟某某主张

61600 的利息应予支持，翟某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张

某与李某系夫妻关系，因此翟某某要求李某偿还借

款的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翟某某

起诉要求张某偿付借款 880000 元及利息 61600 元

的主张，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张某、李某经本院

合法传唤，无故未到庭应诉，视为对自己权利的放

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

零六条、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张某

偿还翟某某借款 880000 元及利息 61600 元，于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翟某某对李某的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2600 元，财产保全费 4920

元，共计 17520 元由张某承担。 

翟某某不服一审判决，申请再审称，山东省德

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13）德城商初字第 220

号民事判决以我没有证据证明张某与李某系夫妻

关系为由，驳回了我对李某的诉讼请求，现在我有

新的证据证明李某与张某在该债务形成时系夫妻

关系，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李某答辩称，本案的张某和翟某某之间存在借

款关系，张某所借 880000 元我不知情，所借款项

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属于张某个人之债，不

是夫妻共同债务，不应承担涉案该笔借款。 

张某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要求驳

回翟某某的再审请求。 

原审法院再审查明，张某与李某于 1998 年 4

月 27 日登记结婚，2012 年 2 月 10 日在德州市德

城区民政局办理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第一、

女儿张某某由李某抚养，张某每月支付 3000 元抚

养费。第二、鲁德字第 XXXX3 号房产归张某所有；

鲁德字第 XXXXX9 号房产、坐落于威海益海路一套

房产、坐落于德城区菜市街五中宿舍一套房产归李

某所有。第三、无债务。 

鲁德字第 XXXX3 号房产（产权所有人为张某，

面积 77.83 平方米）归张某所有。鲁德字第 XXXXX9

号房产（产权共有人为张某、李某，房产面积 123.17

平方米，土地使用面积408平方米），该房产于2013

年 7 月 2 日变更产权人为李某所有，房产证号也

变更为鲁德字第 XXXXXX6 号。坐落于威海益海路

房产一套，面积 110.96 平方米，预售合同编号

XXXXXXXXXX，购买人为李某，未办房产证。坐落

于德城区菜市街五中宿舍房产一套，面积 98 平方

米，购买人为李某，未办房产证。以上三套房产均

归李某所有。2013 年 6 月 9 日李某以离婚后财产

纠纷为由向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张

某，该院于 2013 年 6 月 19 日出具（2013）德城

民初字第 1111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离婚协议李某

分得的三套房产即鲁德字第 XXXXX9 号房产、坐落

于威海益海路一套房产、坐落于德城区菜市街五中

宿舍一套房产归李某所有，张某协助李某办理过户

手续。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审查明的事实基

本一致。 

本案争议的焦点，张某借款 880000 元李某是

否知情，是否用于共同生活，应否承担民事责任。

翟某某认为李某应当承担责任。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翟某某申请法院调取了张某在德州银行、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于 2010 年至 2013

年的部分资金往来明细。翟某某称往来明细证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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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在此期间参与了张某的融资放贷活动。两人离婚

前后仍有资金往来，如在 2012 年 1 月 29 日由李

某工商银行卡（62×××28）转入刘某某工商银

行卡（62×××74）10000 元，同年 4 月 19 日由

刘某某建设银行卡（62×××36）转入李某工商

银行卡（62×××28）50000 元，同年 6 月 20 日

由刘某某工商银行卡（62×××49）转入李某工

商银行卡（62×××28）40000 元，同年 6 月 26

日由张某工商银行卡（62×××18）转入李某工

商银行卡（62×××28）20000 元，上述四笔李某

称当时是张某进行融资背负着归还本金及利息的

压力，张某不仅将其父母的房产抵押进去，还向父

母、岳父进行借款，向岳父借款 130000 元，当时

李某父亲没有银行卡是通过李某的账号汇给刘某

某的，这几笔是张某偿还李某父亲的借款，当时是

因为李某母亲在北京住院急需用钱，并非参与了民

间借贷活动。翟某某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李某参

与了张某的融资活动，李某对张某在外的融资活动

全然不知，李某也没有在任何借据上签字，债权人

事后也没有要求李某对是否为夫妻共同举债进行

追认。 

另，为证明以上观点翟某某还向法院提供了张

某与李某的离婚协议书及李某分得的房产的档案

材料。翟某某认为，在双方的离婚协议书中可以看

出张某将三套房产即：1、坐落于新湖北路小学门

市房产一套面积 123.17 平方米、2、坐落于威海益

海路房产一套面积 110.96 平方米、3、坐落于柴市

街五中宿舍房产一套面积 98 平方米归属李某所有，

而将面积仅为 77.83 平方米的坐落于进步街的房

产归张某所有。这无疑就是为了逃避债务。李某称，

1、坐落于新湖北路小学的门市房是母亲贾某某将

学校出售给自已的该房产赠予给李某的，购房时间

是 2004 年 4 月。2、坐落于柴市街五中宿舍房产

一套面积 98 平方米该房产属于我单位集资建房，

交款时间是 2002 年 9 月 19 日，以上两套房产至

今已购买十余年，与该案的民间借贷 880000 元没

有任何关系，况且门市房是父母赠予的与张某更没

有关系。3、坐落于威海益海路房产虽然登记在我

的名下，但是父母出资占购房款的 80%，现在父母

长期居住在威海。上述三套房产已于 2013 年 6 月

19 日经德城区人民法院（2013）德城民初字第 1111

号民事调解书进行了司法确认。张某对李某的辩称

均予认可。 

原审法院再审认为，张某向翟某某借款并出具

借条，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能够证

明张某欠翟某某 880000 元的事实，另外张某于

2013 年 1 月 17 日为翟某某出具借条一张，并注明

2012 年 6 月至 2012 年 12 月，7 个月的利息共计

61600 元，系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张某认可欠

利息的事实，故翟某某主张偿还本金及利息 61600

元的请求应予支持。 

李某应否承担偿还责任，原审法院认为，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可以看出，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可以约定财产归属。该案张

某与李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没有进行关于财

产归属的约定，故张某与李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财产除法律规定为个人财产的外，其他应理解

为夫妻共有财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

四十一条规定可以看出，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

债务，应当有夫妻共同偿还这是其一，其二债务应

由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偿还。 

该案张某原为建行工作人员，现从事融资等经

营活动，其收入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翟某

某申请法院调取的张某的银行卡的流水，证明张某

的业务量较大。2012 年张某经营活动中所使用的

刘某某的银行卡，在两人离婚后还向李某的银行卡

支付过十多万元，这十多万元是李某父亲的说法翟

某某不认可，该款是谁的暂且不论，但从李某对这

部分款的陈述可以看出，张某的对外融资行为其父

母、岳父都知情，并进行了帮助，当时作为妻子的

李某说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张某与李某离婚时给

付女儿每月 3000 元抚养费，这个数额目前在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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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较高的，双方有这个约定的前提是张某有高收入

才能答应给付，其次，李某了解张某的经营情况并

享受过这样的高收入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从以上

的几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能证明李某对张

某的对外融资行为不知情，且其收益没有用于家庭

生活。该案张某向翟某某借款就是其融资的一小部

分，故该借款应理解为张某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

的债务，故该笔借款应有李某共同偿还。 

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张某向翟某某借得的

880000 元借款及利息约定为张某的个人债务，也

没有证据显示，张某与李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

关于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婚姻法》第十九条第

三款的规定，本案所涉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故张某向翟某某所负债务应有张某与李某夫妻

共同偿还。 

另，张某与李某离婚时，李某分得的房产有三

处。第一处为鲁德字第 XXXXX9 号房产，坐落于德

城区新湖北路小学的门市房，房产面积 123.17 平

方米，土地使用面积 408 平方米，该房产张某与

李某离婚时是登记在张某、李某名下，应为夫妻共

同财产。李某称该房产是母亲赠予给女儿李某的，

证据不足，不予采纳。第二处为坐落于威海益海路

一套房产，面积 110.96 平方米，李某自认有 20%

的出资是自已与张某的。第三处为坐落于德城区菜

市街五中宿舍一套房产，面积 98 平方米，该房产

是夫妻存续期间购买的，也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从

李某分得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价值来看，远远超过了

该案的借款数额。张某只分得了 70 多平方的一套

住房，仅够自已生活所需。婚姻法规定共同债务应

由夫妻共同财产来偿还。李某分得的财产价值远远

超过涉案债务，故应与张某共同承担该债务。经原

审法院审委会研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零五条、二百零六条、二百零七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

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

法院再审判决：一、撤销（2013）德城商初字第

220 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二、李某与张某共同偿

还翟某某借款 880000 元及利息 61600 元。本息于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再审案件受理费 12600

元，财产保全费 6120 元，共计 18720 元，由翟某

某负担 1120 元，由张某、李某负担 17600 元。 

李某不服再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张

某借翟某某 880000 元钱，李某与张某是共同债务

人，是错误的。虽李某与张某原为夫妻，可是李某

对张某在外融资之事是不知情的。李某身为教师工

资收入尚可，能够满足日常家庭开支，张某很少拿

钱回家。张某借翟某某 880000 元已认定为高息融

资，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而且该借款并未用于张

某家庭。二、原审判决认定李某与张某离婚时分得

三处房产有违《婚姻法》关于离婚时财产分配原则

是错误的。李某与张某离婚时因为张某有第三者，

张某是在自责的心情下与李某离婚，两人对房产的

分割是根据该房产的来源而分割的，不存在分配不

公平之说。综上原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

查清本案事实，驳回翟某某对李某的诉讼请求。 

翟某某答辩称，一、张某的借款是在和李某的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两人

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张某和李某之间离婚是

假，恶意逃避债务是真。1、张某和李某之间的离

婚协议书违背公平、诚信原则，隐瞒债务，严重侵

害债权人利益。2、李某与张某离婚后，在大约两

年的时间内，李某一直开着张某在离婚（前）购买

的车。3、李某的银行卡交易记录显示，李某参与

了张某的民间借贷活动，李某生活消费数额之大与

其教师薪资收入相去甚远。4、李某陈述的多个重

要问题在一审和再审中前后矛盾，李某言语之间毫

无诚信可言，充分证明李某、张某二人离婚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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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债是真。5、李某的父亲法庭作证，从其证言可

知，张某进行的民间借贷行为李某和其整个家族都

是知情和大力支持的。6、新湖北路小学门市房一

套房产是李某、张某全资购买的，李某离婚时分到

的房产就是李某和张某的夫妻共同财产。7、身负

巨额债务，李某却在离婚后高消费，购置一辆豪华

轿车奥迪 Q3。综上，李某和张某离婚是假，恶意

逃避债务是真，李某和张某连带清偿债权人的债务

合法、合情、合理，希望法院依法判决李某和张某

共同连带清偿所欠翟某某的债务。 

张某二审未出庭亦未答辩。 

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李某提交以下证据：证

一、刘某某银行账户查询单 12 份，用以证明张某

借翟某某的 880000 元的去向，李某没有用过这

880000 元。2011 年 8 月 10 日张某借翟某某的

400000 元，张某于当日通过刘某某的工行账户（尾

号 2049）转给了张某某 1 400000 元，这是偿还张

某某 1 的 400000 元。2011 年 8 月 21 日张某借翟

某某的 150000 元，张某通过刘某某德州银行的账

户，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还丁某某（以前相互融

资的人员）的利息 46300 元，2011 年 8 月 25 日在

德州市商业银行四个营业部取现 130000 元，据张

某说这 130000 元给了张某 1。2011 年 9 月 5 日翟

某某借给张某的 330000 元，其中 2011 年 9 月 6

日张某通过刘某某德州银行账户（尾号 3288）转

给了张某 1288000 元，另外还董某某利息 39000

元。证二、2010 年 11 月 1 日李某 1 的借款利息计

算表及收到 122339.9 元以及 2012 年 1 月 29 日李

某账户（尾号 7428）转到刘某某账户 10000 元，

该证据证明张某借李某父亲 130000 元，即 2010

年 11 月 1日张某背着李某向李某父亲借款 120000

元，当时李某父亲没那么多钱，是李某父亲在李某

姐姐李某 1 处拿的钱，2012 年 1 月 26 日张某又背

着李某向其父亲借钱，李某父亲没有银行卡，直接

给了李某 9300 元，在 2012 年 1 月 29 日由李某将

凑齐的 10000 元转到了张某指定的刘某某的账户

上。证三、李某母亲治病的费用单据等共计 20 余

万元，用来证明张某所还的 130000 元用于了李某

母亲治病。证四、李某在威海买房的首付款及还房

贷的账目凭证复印件以及 2011 年 9 月 13 日李某

父亲在豪门集团取款 247000 元转入李某账户、同

日李某父亲在工商银行存入李某账户 92000 元及

李某母亲的工资账户明细中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

取款 4500 元，用以证明李某威海的房子是李某父

母及李某出资购买，该房子的贷款已于 2013 年 5

月 11 日全部偿还完毕，与张某无关。李某在威海

的房子的首付款为 369999.45 元，其中在豪门集团

取款 247000 元，其中李某某名下 79058.3 元，李

某名下 145563.5 元，贾某某名下 32486.3 元，合

计 257108.1 元，其中从豪门集团账户转入李某账

户247000元。证五、李某建设银行卡号（尾号9401）

交易查询单，用以证明李某银行账户大额资金流动，

是因为李某本人无知害怕而作的虚假买卖房屋款

项的流动情况，其中五中房产 320000 元，威海房

产 810000 元，门市房 1000000 元，均是当天转入

又转出。证六、德州中院（2014）德中民终字第

541 号判决书一份，此案例与本案相似，证明李某

的上诉理由是成立的，正确的。证七、2015 年 2

月 3 日丁某某的证明一份，证明张某与丁某某之

间有多笔借贷关系，张某固定偿还丁某某 46300

元利息。证八、张某与张某某 1 之间转账查询，

用以证明张某与张某某 1 之间有多笔借贷关系，

其中 2011 年 8 月 10 日转给张某某 1 的 400000 元

是偿还张某某 1 的借款。证九、房屋买卖协议复

印件，证明 2013 年 12 月 20 日张某将其所有的房

子抵账给了宋某，而不是翟某某开庭时所说的这个

房子在李某名下出租。翟某某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

意见称，证一不属于新证据，在一审到再审对方一

直未调取，现在出示不符合法律规定。刘某某工行

账户于2011年8月10日转给张某某1 400000元，

对方没有向法庭说明的是 2011 年 8 月 19 日张某

某 1 又打入刘某某建设银行（尾号 8492）4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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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九天张某盈利 1350 元。李某说转给丁某某的

是每月定期的利息，说明李某对张某融资是知情的。

另外通过这个账户的运作，无法证明资金的真实去

向。证二该借款利息表是复印件，也无法证实李某

1 给了他父亲 120000 元，李某转给刘某某账户

10000 元也看不出是其父亲给的。证三仅能证实李

某母亲住院的治疗费用，不能证明李某的主张。证

四，李某父亲存款入李某账户 92000 元凭证是复

印件，不予认可。豪门集团的取款中，其中也有李

某的存款，李某父亲仅是取款人而已，威海房子的

房产证、买卖合同、收据等均是李某和张某的名字，

无法证实房子是李某父亲出资购买。证五真实性无

异议，但是对方说到 2013 年 6 月才知道张某融资

是假话。证六的判决书与本案的事实完全不同，且

我方也提交了（2013）德中民终字第 341 号民事

判决，与本案事实是一致的。证七丁某某未出庭接

受质询，对真实性有异议，也不能证明对方的主张。

证八张某与张某某 1 之间的资金往来，翟某某借

给张某的 400000 元在转给张某某 1 后又转回到了

刘某某的建行账户，因张某是多个账户进行融资，

单独分析一笔资金的流向对本案没有实际意义，应

该在总体上把握，从家庭的整体收益和消费来把握，

只要我方证实李某的家庭消费超出了正常收入，而

李某没有合理的解释，就能说明李某享受了民间借

贷的收益。证九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现在

房子登记在张某名下，还是张某的房子。 

翟某某二审申请证人闫某、宋某、刘某出庭作

证，闫某与刘某系夫妻关系，与李某同住德州五中

宿舍，刘某与李某同是德州五中的教师，宋某与翟

某某、李某、张某均是中专同学，三证人均与张某

有借贷关系。闫某称 2013 年 5、6 月份，张某母

亲到五中宿舍小区闹，才知道张某与李某离婚的事，

2013 年过年之后闫某一家还与张某李某一家在驴

肉火烧店一起吃过饭，吃饭时说过融资的事，李某

在场。宋某称张某与李某离婚的事，到 2012 年 11

月左右才知道二人离婚，张某年底才去其母亲那里

居住，2012 年 10 月去张某家催要债务时，张某当

着翟某某、李某等人的面说过这事。刘某称 2013

年 4、5 月份的时候与张某李某一家在一家驴肉火

烧店一起吃过饭，当时都不知道二人已经离婚的事。

翟某某主张三名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张某在多个李

某在场的场合说起自己从事民间借贷活动，在

2012 年 10 月，翟某某、刘某、宋某等人向张某催

要借款的时候，李某也在场并未反驳；证人也能证

明李某一家高消费的事实；证人证明李某与张某是

假离婚真逃债，二人在 2012 年 2 月 10 日离婚，

而在 2013 年左右二人还在同居并一起出席刘某夫

妻的宴请，以上事实证明张某的举债是夫妻的合意，

举债的收益是夫妻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李某质证

称，闫某与刘某是夫妻关系，与本案的张某也存在

借贷利害关系，该二人不应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该

二人对所提到的宴请张某与李某之事，说法不一，

宴请一事根本不存在。宋某与张某也存在借贷关系，

他没有明确说李某对借款 880000 元是知晓的，仅

是推测，其证言也不能起到证明作用。翟某某提交

了 2014年11月26日与张某的电话通话录音一份，

用以证明张某自己在录音中说，其与王某是同学同

事关系，根本不存在不正当关系。李某质证称无法

确认是张某的声音，且张某自己身上的污点自己不

会承认，在语音上可听出张某在回避这个问题。 

根据李某的申请，本院调取了李某提交的证四

中的 2011 年 9 月 13 日李某父亲在豪门集团取款

247000 元的取款凭证（加盖豪门集团财务章）及

同日李某父亲在工商银行存入李某账户 92000 元

的存款凭证（加盖工商银行查询章），翟某某质证

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质证意见同证四，

不能证明李某的主张。 

李某提交了刘某 1、谢某某、祝某某三人的书

面证明及德州五中的证明各一份，证明内容均为李

某与张某于 2010 年以前就已经分居。庭后李某又

申请撤回了以上四份证据。翟某某针对以上四份证

据，分别提交了刘某 1、谢某某、祝某某三人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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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证明且谢某某与祝某某出庭作证，均证明他们对

李某与张某何时分居一事均不清楚，为李某出具证

明是因为同事情面，根据李某的意思出具的。德州

五中出具证明内容为：学校并未出具关于“李某是

我单位职工，李某与前夫张某于 2010 年以前就已

经分居，特此证明”的证明。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再审查

明事实基本一致。 

张某分三次向翟某某借款共计 880000 元，时

间依次为：2011 年 8 月 10 日借款 400000 元，转

入刘某某工商银行账户（尾号 2049），同年 8 月

21 日借款 150000 元，同年 9 月 6 日借款 330000

元，这两笔转入刘某某德州银行账户（尾号 3288）。

三次分别写有借条，并约定年息为 12%，三份借条

均有张某的签字。2013 年 1 月 17 日，张某又为翟

某某出具借条一份，称欠 7 个月的利息共计 61600

元，该款一直未偿还。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上述借款

本金及利息均未偿还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债务

应否由李某与张某共同偿还翟某某。对此问题本院

认为应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是涉案债务是否是李某

与张某的夫妻共同债务，二是李某与张某离婚时是

否将共同财产大部分分给李某，是否损害了债权人

翟某某的利益。 

第一，涉案债务是否是李某与张某的夫妻共同

债务问题。张某与李某于 1998 年 4 月 27 日登记

结婚，2012 年 2 月 10 日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民

政局办理协议离婚。涉案借款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9 月，因此本案借款的形成时间是在李某与张某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

复》（2014）民一他字第 10 号“在不涉及他人的

离婚案件中，由以个人名义举债的配偶一方负责举

证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证据不足，

则其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债权人以夫妻一

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

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

承担偿还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

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

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

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

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

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

有的财产清偿。”本案中，李某与张某不存在对夫

妻财产及债务的特殊约定，李某也没有提交证据证

明张某与翟某某明确约定为张某的个人债务，因此

结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在李

某一方，即李某能否举证证明张某所借债务并非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 

李某为证明张某所借债务并未用于夫妻共同

生活，提交如下证据：证一、六、七、八，证一刘

某某银行账户查询单 12 份，用以证明张某借翟某

某的 880000 元的去向，李某没有用过这 880000

元，这 880000 元没有流入李某的银行账户，这笔

钱也就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对查询单载明内容

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从查询单可以看出 2011

年 8 月 10 日张某借翟某某的 400000 元，张某于

当日通过刘某某的工行账户（尾号 2049）转给了

张某某 1 400000 元。2011 年 8 月 21 日张某借翟

某某的 150000 元，张某通过刘某某德州银行的账

户，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还丁某某（以前相互融

资的人员）的利息 46300 元，2011 年 8 月 25 日在

德州市商业银行四个营业部取现 130000 元。2011

年9月5日翟某某借给张某的330000元，其中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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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6 日张某通过刘某某德州银行账户（尾号

3288）转给了张某 1 288000 元，另外还董某某利

息 39000 元。从账目表面看，这 880000 元没有流

入李某的银行账户，如果单从这一笔钱的单向流动

来认定该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片面的。张某

从事融资多年，2011 年 8 月 10 日转给张某某 1 的

400000 元，李某先是自称是偿还张某某 1 的

400000 元，后因翟某某提出 2011 年 8 月 19 日张

某某 1 账户转入刘某某账户 401350 元，李某又称

该 401350 元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转账给陈某某

100000 元，2011 年 8 月 20 日转账给董某某 30000

元，2011 年 8 月 20 日转账给陈某某 1300000 元，

而转给陈某某、董某某、陈某某 1 这些钱款的用

途，无从得知。张某取现 130000 元，李某主张给

了张某 1，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还丁某某

的利息 46300 元、董某某利息 39000 元等，可以

看出张某融资是一个资金流转的过程，不能单纯割

裂来看一笔钱的流向，李某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张某

借丁某某、董某某的钱用于了何处，也无法证实取

现金的钱用于了何处。对于转给张某 1288000 元，

亦无法确定是张某偿还给张某 1还是借款给张某 1。

因本案不是单笔资金单一流转，故本案应从整体把

握。对李某称没有用过 880000 元及该借款收益的

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翟某某在一审时提交证据证明李某与张某之

间有多笔转账，包括离婚后仍有资金往来，2012

年 1 月 29 日由李某工商银行卡（尾号 7428）转入

刘某某工商银行卡（尾号 3974）10000 元，同年 4

月 19 日由刘某某建设银行卡（尾号 7836）转入李

某工商银行卡（尾号 7428）50000 元，同年 6 月

20 日由刘某某工商银行卡（尾号 2049）转入李某

工商银行卡（尾号 7428）40000 元，同年 6 月 26

日由张某工商银行卡（尾号 1718）转入李某工商

银行卡（尾号 7428）20000 元，证实李某知道张

某从事融资并享受融资带来的利益。李某为反驳该

观点提交了证二，即 2010 年 11 月 1 日李某 1 的

借款利息计算表及收到 122339.9 元以及 2012 年 1

月 29 日李某账户（尾号 7428）转到刘某某账户

10000 元，用以上证据证明李某的父亲借给张某

130000 元。李某主张是张某找其父亲借钱，父亲

又找其姐姐借钱给了张某，这些都背着李某，李某

不知情，但是李某在其父亲及姐姐知道张某从事融

资并借给张某钱的情况下，李某自称又从自己账户

替父亲转借给张某 10000 元，由此可以说明李某

是知道张某从事融资活动的，其称不知道张某从事

融资，与事实不符。另从李某主张其父亲借给张某

130000 元钱的来源的陈述上，与其父亲出庭对该

款的来源问题的陈述也是不一致的。另外，张某与

李某的离婚协议上，双方写明“无债务”，而在离

婚后不久，张某转给了李某 110000 元，李某称系

偿还借其父的债务，这与其离婚协议中写明的“无

债务”也是矛盾的，因此对于李某关于其父借给张

某 130000 元并于离婚后偿还 110000 元的主张，

本院不予采信。证三李某母亲治病的费用单据与本

案无关。 

翟某某一审主张李某的银行账户有大量资金

往来，且属于高消费，与其工资收入不符，在李某

不能证明这部分收入来源的情况下，说明李某享受

了张某从事融资带来的收益。根据调取的李某账号

银行流水明细计算，李某 2010 年至 2012 年 2 月，

其工资总数为 5 万余元，而同一时间段，李某另

一工商银行账户（尾号 7428）支取和消费总额为

50 余万元，李某提交证五李某建设银行卡号（尾

号 9401）交易查询单，用以证明李某银行账户大

额资金流动，是因为李某本人无知害怕而作的虚假

买卖房屋款项的流动情况，对这一事实当事人无争

议，但是从时间上说，这些转账时间均是 2013 年

6 月份，卡号是建行账户，与工行账户 2010 年至

2012 年 2 月期间资金流动无关。李某主张工行卡

上的 50 余万元，系其每周取出大约 5000 元左右

打麻将，之后无论输赢再存入该账户，形成了合计

计算有大量资金的事实，均是其每周取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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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说法并无相关证据佐证，对此说法本院不予采

信。李某主张其收入有工资、房屋的租金及张某的

年收入，根据李某对该账户信息的标注，房租为 5

万余元，张某的年收入在该卡无法体现，因此，李

某无法否定其账户上的大量资金的来源与张某的

融资活动的收益无关。 

综上，李某与张某在离婚前后双方银行卡号均

有资金往来，数额达 120000 元，结合李某的庭审

陈述，李某无法否定其对张某的融资活动是不知情

的。李某消费与支出的资金数额，远远超过了其与

张某的正常收入水平，李某应享受了张某融资活动

的收益，即张某的融资活动收益用于了其夫妻共同

生活。翟某某借给张某的 880000 元，张某同样用

于了融资活动，且部分用来偿还了以前融资借款及

利息，因此张某借翟某某 880000 元借款应认定为

李某与张某的夫妻共同债务。 

第二，李某与张某离婚时是否将共同财产大部

分分给李某，是否损害了债权人翟某某的利益。张

某与李某离婚时，李某分得的房产有三处。第一处

为鲁德字第 XXXXX9 号房产，坐落于德城区新湖北

路小学的门市房，房产面积 123.17 平方米，土地

使用面积 408 平方米，该房产的购买时间是 2002

年，系张某与李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该房产

张某与李某离婚时是登记在张某、李某名下，应为

夫妻共同财产。李某称该房产是母亲赠予给女儿李

某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处为坐落于

威海益海路一套房产，面积 110.96 平方米。这处

房产的购买时间是 2011 年，系其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购买，李某主张该房产是其父出钱购买，并提交

证四李某在威海买房的首付及还房贷的账目凭证

复印件以及 2011 年 9 月 13 日李某父亲在豪门集

团取款 247000 元转入李某账户、同日李某父亲在

工商银行存入李某账户 92000 元及李某母亲的工

资账户明细中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取款 4500 元，

用以证明李某威海的房子李某父母及李某出资购

买，该房子的贷款已于 2013 年 5 月 11 日全部偿

还完毕，与张某无关。李某在威海的房子的首付款

为 369999.45元，其中在豪门集团取款247000元，

其中李某某名下 79058.3 元，李某名下 145563.5

元，贾某某名下 32486.3 元，合计 257108.1 元，

其中从豪门集团账户转入李某账户 247000 元。该

房产的购房合同是李某签订，全部首付房款也是从

李某账户中支付，后续的还款也是李某账户还款，

虽然李某父母有部分资金转入李某账户，但是仅能

认定系其父母赠与李某或者出借给李某的资金，但

该房产无法认定为李某父亲的房产。该房产的首付

款及离婚前的还房贷款应属于张某与李某的夫妻

共同财产。第三处为坐落于德城区菜市街五中宿舍

一套房产，面积98平方米，该房产购买时间是2002

年，是夫妻存续期间购买的，也应为夫妻共同财产。 

李某与张某在离婚时有四套房产，均系夫妻共

同财产，张某仅分得了 70 多平方的一套住房，仅

够自已生活所需。李某分得的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三

套房产，这些房产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本案的借款

数额。李某主张这样分割财产是因张某在婚姻存续

期间有过错，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对其

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同时翟某某针对李某的这一主

张而提交的录音证据，因无法证实系张某的声音，

对此本院亦不采信。李某与张某离婚协议中对共同

财产的分割，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张某所借翟某

某 880000 元，系张某与李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

借，该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李某与张某共

同偿还。 

另外，对于翟某某申请的三名证人的证言，因

证人均参与了张某的融资活动，与张某有利害关系，

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李某提交的证六系本院判

决书，因与本案事实并不一致，本院不予采纳。证

九因是复印件，对方有异议，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

对于谢某某、祝某某的证言，仅能证实其不知道李

某与张某的分居时间。刘某 1 的书面证言因其未

出庭，本院不予采信。翟某某提交的德州五中的证

明，因无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不符合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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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再审判决上

诉人李某与原审被告张某共同承担清偿责任是正

确的，但未对原一审判决的第一项即“张某偿还翟

某某借款 880000 元及利息 61600 元，于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付清”作出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据

此，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

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13）

德城商初字第 220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维持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13）

德城民再字第 11 号民事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 12600 元，由上诉人李某负

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继军 

代理审判员 张枭烈 

代理审判员 赵瑞玲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于  岩 

案例四：李某某与李某、韩某民间 

借贷纠纷案 

裁判要旨： 

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发生了因

购买种子化肥柴油、收粮、修车、承包地、外借款

等多项生活支出，因此产生的债务属于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离婚对

财产的约定效力不能及于第三人。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齐商四终字第 3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某，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某，女。 

上诉人李某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韩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民法院（2013）

龙江商初字第 464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

人李某某、被上诉人韩某、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李某某与韩某 2004 年结婚，

2013 年 7 月 4 日二人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生产经营欠外债 227,963.00

元，此款已由李某代为偿还他人，李某某、韩某欠

李某 227,963.00 元。 

原审法院认为，李某某在服刑期间，其父李某

代为其偿还欠款，李某某出狱后为李某补欠据行为

在情理之中，该欠据与李某记账簿及证人证言间互

相印证形成了证据链条，可以认定李某某与韩某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某为其偿还共同债务

227,963.00 元，李某其他的请求证据不足，不能认

定。李某某为了逃避外债假离婚的主张，证据不足，

无法认定，其在与韩某离婚协议中无债务表示应为

其真实意思表示，出现债务应由经手人个人承担，

韩某不同意李某诉讼请求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支

持。为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

之规定，判决：李某某偿还李某人民币 227,963.00

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给付。案件

受理费 5,821.00 元，由李某负担 583.00 元，李某

某负担 5,238.00 元。 

判后，李某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

称：原审判决应予撤销，改判李某某和韩某连带偿

还债务。一、原审判决认定内容自相矛盾，法律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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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错误。原审判决已经认定“李某某与韩某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李某为其偿还共同债务 227，963.00

元”，却又认定此共同债务由李某某个人承担，显

然自相矛盾，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既然是夫妻共同

债务，就应由夫妻共同偿还。更何况李某某、韩某

是 2013 年 7 月 4 日离婚，尚不足一年，二人虽在

离婚协议约定无财产，但事实证明夫妻存在共同外

债，依法应重新进行分配。离婚时约定无财产也是

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这种约定是违法的无效约定，

也可以撤销；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

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夫妻具有连带清偿责任。

韩某应对李某某所出具欠据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三、与韩某离婚时除了欠父亲李某债务

外，还欠其他村民外债，其中有欠景星镇卖化肥的

张某化肥款本息 3 万多，卖种子农药的穆某某 1

万多，景星镇信用社贷款 5 万元（是用李某老儿

媳程某某名义贷款，因为是用程某某房子做抵押，

必须用房主名义贷款），因种地在邹某处抬款 2 万

元，还有欠李某某姐夫刘某某 14 万余元（现已在

诉讼中）。现在除自家人的这两笔欠款没还上，其

他几笔去年秋冬卖完粮食后都已经还清了。以上事

实有因还完欠款而抽回的景星镇农村信用社还款

凭证、欠据两张、借据一张佐证。 

韩某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在韩某和李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了买化肥、

收粮、修车、交纳土地承包费等生活支出，但当时

都是用现金交的，都已经结算完毕。韩某与李某某

在婚姻存续期间没有外债，故不同意李某的诉讼请

求。 

李某二审答辩称，对于原审判决有意见，对原

审认定的债务数额有异议，原审未支持其全部诉讼

请求是错误的，且原审认定的共同债务应该由李某

某、韩某共同偿还。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李某某与韩某自 2004 年

结婚，2013 年 7 月 4 日离婚，二人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实际发生了因购买种子化肥柴油、收粮、

修车、承包地、外借款等多项生活支出，尤其 2008

年年初因做收购粮食生意又增加多笔外债。后李某

某于 2008 年因犯罪服刑三年。韩某认可其与李某

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确实存在购买种子化肥柴油、

收粮、修车、承包地、外借款等多项生活支出的事

实，认为一审认定的共同债务数额属实，辩称这些

欠款当时已用现金还清，二人离婚时已无外债。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不再重述。 

本院认为：根据相应债权人证言、李某原始记

账账页、李某某出狱后补签的欠据及当事人陈述相

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链条，一审认定李某某、韩某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负有共同外债及李某为李某某、

韩某偿还了大量共同债务的事实正确，该外债系用

于维系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生产生活之需，属

夫妻共同债务，依法应由李某某、韩某二人共同偿

还。韩某对其与李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多笔

支出而借款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辩解当时已用现金

还清，与其二人均认可的当时的收入、支出情况不

符，韩某不能证明还款的合法来源及真实性，该辩

解不具有客观性，本院不予采纳。李某某、韩某离

婚协议的约定仅是两人的商定，对有证据证明两人

负有共同债务的第三人无约束力，对外仍应共同承

担还款责任。原审认定了 227,963.00 元系李某某、

韩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生产经营所欠的共同

债务，却判决该债务由李某某个人偿还，属适用法

律错误，应予纠正。综上，李某某的上诉主张本院

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民法院（2013）

龙江商初字第 464 号民事判决； 

二、李某某、韩某共同偿还李某人民币

227,963.00 元，此款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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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5,821.00 元，二审案件受理

费 5,821.00 元，合计 11,642.00 元，由李某负担

1,166.00 元，李某某、韩某共同负担 10,476.00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磊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代理审判员 董  铭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于  剑 

对赌失败！小马奔腾创始人遗孀被判承担 

2 亿债务，“24 条”再掀热议|聚法案例 

原创 2018-01-11 聚法  聚法编辑部 

http://mp.weixin.qq.com/s/-e_C6KbYZTCTx812CnAFaw 

对赌协议(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

vam)，又称估值调整协议，行业通常定义是指投

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协议时，各方对于未来不确定

情况的一种约定。约定的条件出现或不出现，投资

方或融资方可以行使约定的不同权利。 

 案件背景  

据报道，北京小马奔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11 年 3 月拿到新一轮融资 7.5 亿元，其中，

建银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有限公司领投

4.5 亿元，增资小马奔腾公司，并受让部分股权。 

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明、李莉、李萍与建

银文化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即《投资补充协议》，

约定如果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小马奔腾未能成

功上市，则建银文化有权要求李明、李莉、李萍回

购上述股权。但是，2014 年 1 月 2 日，对赌失败

第三天，李明突然发病去世，其遗孀金燕是否应当

承担股权回购义务，成为悬而待解的问题。 

近期，北京市一中院做出判决，根据《婚姻法》

解释二第 24 条规定，认定金燕应连带承担《投资

补充协议》所约定的支付 2 亿元股权回购款的义

务。这桩案件被称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 条

有史以来额度最大的案件。 

 对赌协议  

1．“对赌协议”及其效力 

首先，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对于“对赌协议”

本身并无任何明确规定。在此情况下，基于“对赌

第一案”（ “海富投资诉甘肃世恒对赌协议案”）

所设定的基调，“对赌协议”具体的各项内容的认

定仍有赖于法院和仲裁机构对于现行法的理解和

自由裁量。 

针对“对赌第一案”，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最高院”)在“对赌第一案”中并未涉及对

股权/股份回购条款有效与否进行判定，但在该判

决中，最高院对于对赌条款的有效性设定了一个基

本的判定原则，即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交

易自由的前提下，该协议或该条款在并未违反现行

法律规定、损害了目标公司债权人及其他股东的利

益的情况下，应为合法有效。 

 

可见，在遵守意思自治与相关方利益保护衡平

精神的基础上，只要严格遵循资本维持原则，那么

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对赌可以认为有效。 

2．对赌内容设定的触发条件是否已经成就 

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投资补充协议》，明确约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OTYxMjQ3MA==&mid=2247486111&idx=1&sn=4674b8724005e91b7733cae732935b39&chksm=97707146a007f850f2a06a6b257678817aea69d4684531a2177cc6d8b672cfac3b5e517ec329&mpshare=1&scene=1&srcid=0111tc0bpSEsNm2MjGoBCHvh&key=d6ed7c38d5670076c3eb5a26e1eb1c7f8b33bad56a2ff0726b1dd893d0304378d5b419dc4f85ff4206986dbc878fdc30817ffb4c8f4e8e54b794163544c3fdc832267b908e8b19df8bac930e4cc620ef&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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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果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小马奔腾未能成功

上市，则建银文化有权要求李明、李莉、李萍回购

上述股权。 

本案的触发条件明显已经成就。 

3．承担责任的主体与内容 

一般的对赌协议，签约方通常包括投资方、融

资方(通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目标公司。

所以本案，李明作为控股股东是责任主体。但是，

2014 年 1 月 2 日，对赌失败第三天，李明突然发

病去世，其遗孀金燕是否应当继续承担股权回购义

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此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回归夫妻共同债务的认

定——饱受争议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

的规定进行讨论。 

 夫妻共同债务  

1．法律法规依据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

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

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

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

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婚姻法》第 19 条第 3 款：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

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

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2．“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在报道中，金燕认为，当年的“对赌协议”，

她本人没有签字，巨额的投资款项也没有用于夫妻

共同生活，他也没有持有过小马奔腾的股权，因此

不应该判决她承担支付回购款的义务。 

北京市合达律师事务所的杨翼飞律师认为，婚

后财产共有制，除单独约定外，夫妻婚后获取的财

产属于共同财产，婚后形成的债务也是共同债务。

第三人与夫妻一方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时，一般不可

能知晓该债权债务是否出于双方共同意愿或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只能基于婚后财产共有制推定属于

双方的共同意愿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夫妻一方抗

辩第三人知晓举债并非夫妻共同意愿或抗辩该债

权债务并未用于共同生活的，需要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 

本案中，《投资补充协议》是作为《关于北京

新雷明顿广告有限公司的增资及转股协议》的补充

协议存在的，在《增资及转股协议》中，建银文化

向小马奔腾进行了增资，小马奔腾由此获得进一步

发展甚至上市的可能。很显然，如果小马奔腾由此

得以良好运行或者上市，李明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权就会增值，基于婚后财产共有制，该股权的

价值为李明、金燕夫妻共同所有，金燕显然会因此

投资行为获益。也就是说，李明在《增资及转股协

议》和《投资补充协议》中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是为

李明、金燕的家庭生活服务的，该投资行为属于夫

妻共同生活的一部分。该投资行为所产生的的收益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产生的债务显然也应当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不能仅仅因为该投资失败了，就认

为产生该债权债务关系的投资行为并非夫妻共同

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从公开的报道来看，金燕是小马奔腾的

创始人之一，参与了小马奔腾的管理，并且作为出

品人，参与了小马奔腾多部影视剧的制作。这进一

步表明，李明对小马奔腾公司的投资行为属于夫妻

共同生活的一部分。 

本案法院的判决书认为：“夫妻共同生活并不

限定于夫妻日常家庭生活，还包括了家庭的生产经

营活动，案涉债务即属于李明在经营公司时产生的

债务……其（指李明）负担股权收购义务的前提，

显然是为了期望小马奔腾公司上市带来的经济等

多方面的利益，毫无疑问，该利益亦将属于金燕，

故案涉债务的产生指向家庭经营活动，属于夫妻共

同生活的一部分。”可见，法院也是基于相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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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金燕应承担该股权回购义务。 

简言之，在夫妻婚后财产共有制的基础上，夫

妻一方如果享有夫妻财产共有制所带来的权利，显

然也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义务。 

3．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之反思 

如上所述，第 24 条关于“推定系夫妻共同债

务”的规定是基于夫妻婚后财产共有制而产生的。

在保留夫妻婚后财产共有制的前提下，单独废止

《婚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的规定，会引发一系列

严重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夫妻合谋以离婚的

方式恶意逃避第三人债务，其结果会导致社会交易

关系处于严重不稳定之中。 

以本案为例，如果废除《婚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则基于夫妻婚后财产共有制，金燕享有李

明直接或间接持股中 50%的股权价值，但是，对于

李明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全部债务，金燕却无需偿还

一分，这对于合同相对方建银文化显然是不公平的。 

因此，如果继续实施夫妻婚后财产共有制，则

保留《婚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对于稳定交易关系、

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权益非常重要。当然，在此基础

上，可以对第 24 条进一步完善，进而保护未举债

也不会因此获益的夫妻一方的权益。 

在中国，企业家个企不分，将企业资产和个人

资产混同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小马奔腾创始人

李明在为公司引入投资时，将个人身家全部“赌”

出去，也折射了中国企业家阶层的一个普遍乱局。 

 本案继承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

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

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

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

还的不在此限。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

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 

但是，本案中金燕不仅是其丈夫的法定继承人，

而且由于“对赌协议”产生的债务发生在二人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故也适用上文提到的《婚姻法司法

解释（二）》第 24 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

北京市一中院的判决结果显然适用了后者。 

金燕表示，丈夫离世后，她和家人的生活急转

直下。她在北京的两处房产已被查封，“现在我和

女儿、妈妈一起租房子住。丈夫的遗产，实际上只

有一百万。”面对生活的变故，金燕表示只能接受，

但她从心理上无法接受一夜之间被负债高达数亿

元的判决结果。 

同时，跟据金燕本人的讲述，现如今她的经济

状况似乎很难短期内执行法院的判决。判决书的执

行问题一直受到重视，关于本案“巨额”债务如何

执行的问题，聚法将持续关注。 

 风险规避提示  

资深人士认为，灵魂人物的突然去世打乱了公

司发展的步调，这是最主要的突发因素；也有不可

忽视的必然因素，譬如家族式的商业结构特点过于

明显、股权不清晰、董事会掌舵人的内斗，以及引

进资本的对赌过于激进等。面对这样的问题，购买

保险、设立信托等都是较好的规避风险的手段。 

1．购买保险分散风险 

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企业

主作为一司之主、一家之主，人身安全牵连甚广。

企业家应该配置必要的保险资产，为家人和子女留

下一份安心。 

在小马奔腾案件中，如果李明在对赌协议之前

就配置下一定保险，对金燕来说也是一种安慰。现

在有很多保险具有理财功能，比如，年金保险，按

年分红，可以为受益人提供可持续收入，保障其生

活水平。 

2．设立家族信托 

设立家族信托，家族信托的隔离机制使任何家

族成员个人的能力、债务、离婚、意外等均不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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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家族财富受损。将资产注入家族信托，是最好的

财产隔离之道。而且，家族信托可以避免企业家身

后的管理权纷争，为企业长治久安打下基础。 

企业家的妻子们，可以通过劝导丈夫设立家族

信托，可以为财产上一道安心险，为丈夫、自己和

孩子留一条后路。 

比如小马奔腾案件中，如果在对赌协议之前，

李明就将一定财产设立家族信托，指定受益人是妻

子金燕，至少能保证金燕和孩子后半生衣食无忧。 

除了财产安全隔离之外，家族信托还具有信息

保密、合理避税的优点。因其无与伦比的优点，比

尔·盖茨家族、李嘉诚家族、潘石屹家族、默多克

家族这些显赫家族都选择了家族信托这一神器。 

最高法：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出台司法解释 

（附相关案例） | 中国司法案例研究中心 

原创 2018-01-17 判例研究 

http://mp.weixin.qq.com/s/MexO5aV9KhygY9wYQnAJjg 

导读 

夫妻共同债务是指为满足夫妻共同生活需要

所负的债务。夫妻共同债务主要是基于夫妻家庭共

同生活的需要，以及对共有财产的管理、使用、收

益和处分而产生的债务。 

2018年 1月 17日，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

问题的解释》，就当前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夫妻

共同债务认定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规定指出：①夫妻共同债务如何认定？应“共

债共签”；②离婚了，夫妻债务要同还？法定情形

下可以不予承担；③如何证明是共同债务？夫妻一

方事后追认的证据也可以。 

本期梳理 5起相关案件，供读者交流学习，欢

迎留言讨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jQ5MjA2MA==&mid=2653149397&idx=1&sn=35c1a01463a0e0546586c5b58a7fe71b&chksm=80dbe226b7ac6b302f89f4da63f0fae49eebee984382e3cb755f0c848d85ff6da2f8e8a67a63&mpshare=1&scene=1&srcid=011722cUmNPN6IOwTATw2wed&key=cf5e006f4a3611a377adecd30318a0ae5ac1a56679690bf6067fe81610165b16e067dddd549dae4ca0e76690801bc1e18ee8c254611c1157ee4129f332515aff346fa3da6eca62a3bedd4d1d454240b0&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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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洪远、刘春林诉胡秀花、单良、单译贤

法定继承纠纷案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 年第 5 期（总第 115 期） 

在遗产继承案件中，意图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

增加自身财产比重，但因无法举证证明“共同债务”

的成立，导致败诉结果。 

【裁判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24条的规定，本

意在于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一般只适用于对夫妻

外部债务关系的处理。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及夫妻内

部财产关系的纠纷时，不能简单依据该规定将夫或

妻一方的对外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他人民

法院依据该规定作出的关于夫妻对外债务纠纷的

生效裁判，也不能当然地作为处理夫妻内部财产纠

纷的判决依据，主张夫或妻一方的对外债务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的当事人仍负有证明该项债务确为夫

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 

2、赵俊诉项会敏、何雪琴民间借贷纠纷案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 年第 12 期（总第 218 期） 

夫妻一方单方自认的债务并不能当然构成夫

妻“共同债务”，且该举证应强调庭审的实质对抗，

追加借款人配偶出庭以查明案件事实。 

【裁判摘要】 

一、夫妻一方具有和第三人恶意串通、通过虚

假诉讼虚构婚内债务嫌疑的，该夫妻一方单方自认

债务，并不必然免除“出借人”对借贷关系成立并

生效的事实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二、借款人配偶未参加诉讼且出借人及借款人

均未明确表示放弃该配偶可能承担的债务份额的，

为查明案件事实，应依法追加与案件审理结果具有

利害关系的借款人配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形

成实质性的对抗； 

三、出借人仅提供借据佐证借贷关系的，应深

入调查辅助性事实以判断借贷合意的真实性，如举

债的必要性、款项用途的合理性等。出借人无法提

供证据证明借款交付事实的，应综合考虑出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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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资金来源、交付方式、在场见证人等因

素判断当事人陈述的可信度。对于大额借款仅有借

据而无任何交付凭证、当事人陈述有重大疑点或矛

盾之处的，应依据证据规则认定“出借人”未完成

举证义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3、华伟明与徐静娟、许洪标等民间借贷纠纷

申诉案 

【裁判摘要】 

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

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

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

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

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

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

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

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

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

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夫妻一

方所负债务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债务的，且该负

债是基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夫

妻共同生活存在密切联系，则该债务应当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 

4、李大红与安英杰申诉案 

【裁判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

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

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

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

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

规定情形的除外。夫妻一方作为当事人主张二审判

决违背法院民一庭答复和复函的认定，但相关答复

和复函仅是针对个案相关情况作出的处理意见，不

具有普遍约束力。对于夫妻共同债务，仍应依照《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并结合案

件具体情况予以认定。也即，就个案处理而言，并

非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一概不能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重点还应考量该担保之债与夫妻共同生活

是否密切相关。 

5、单洪远、刘春林诉胡秀花、单良、单译贤

法定继承纠纷二审案 

【裁判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

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

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

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

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

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

的财产清偿。”夫妻一方作为当事人举示的收款及

还款的证据均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足以证

明诉争借款直接用于公司的生产和经营，而未用于

其家庭生活，故该不予承担本案共同还款责任的主

张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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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期间，妻子借款 30 万为儿买房 
法院：购房非法定抚养义务，借款系个人债务 

2018-01-19 人民法院报 第 03 版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1/19/content_134481.htm?div=-1 

本报讯  蒋某在离婚诉讼期间，妻子冯女士向

好友陈某借款 30万元，一共出资 170万元为成年

儿子购买了一套婚房，后冯女士未能按约归还借款，

陈某一纸诉状将冯女士和蒋某一起告上了法庭。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民

间借贷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冯女士返还原告

陈某借款 30万元及利息，驳回原告对被告蒋某的

诉讼请求。 

冯女士与蒋某系夫妻关系，两人于 1993 年 5

月登记结婚，次年 5月生育一子。因夫妻感情不和，

蒋某曾于 2016年 2月向崇川区法院起诉要求与妻

子冯女士离婚，法院经审理于同年 3月底判决驳回

蒋某的离婚请求。 

然而两人夫妻关系并未改善。2016年 11月 17

日，蒋某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妻子冯女士离婚。

眼看着儿子到了结婚年龄，但家里只有一套房子，

于是冯女士向丈夫提出离婚前给儿子买一套婚房

的要求，但遭到了拒绝。5天后，冯女士以购房为

由向好友陈某借款 30万元，并口头约定年利息为

6厘。 

当日，冯女士向陈某出具了借条，陈某通过银

行汇款向冯女士交付了 30万元。第二天，冯女士

一共出资 170万元为儿子购买了一套婚房。 

借款到期后，陈某向冯女士多次催要，但冯女

士称丈夫从家中先后拿走了 100万元，现自己一个

人没有能力偿还借款。 

无奈之下，陈某一纸诉状将冯女士和蒋某一起

告上了崇川区法院，请求两人共同还本付息。 

法庭上，被告蒋某辩称，其与原告不是朋友，

也不认识原告，妻子向原告借款即便属实，因发生

在其起诉与妻子离婚及双方分居之后，故借款属妻

子单方面的意思，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请求驳回

原告对他的诉讼请求。 

崇川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原告与被告冯女

士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既有借贷合意，又有款项交付

事实，该借贷关系成立。但冯女士在向陈某借款时，

蒋某已再次起诉离婚，两人夫妻关系不和，冯女士

向原告借款事先未征得丈夫同意，事后亦未得到丈

夫追认。蒋某与陈某互不相识，也未参与借款洽谈，

两人间也缺乏借贷合意。冯女士向陈某借款金额巨

大，冯女士为儿子购房也属家庭重大事项，应由夫

妻双方共同协商处理，冯女士单方向陈某借款不构

成家事代理。同时，冯女士为其子购房并非履行法

定抚养义务，其向陈某借款未用于家族共同生活，

且并未因此增加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还认为，冯女士在婚姻关系面临解体之际

向陈某举债，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增加夫妻共同债务，

以此增加蒋某负担，主观上存在恶意。 

据此，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冯女士向陈某借款属

冯女士个人债务，由被告冯女士独自还本付息，被

告蒋某不负责任。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均未上

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顾建兵  陈  美）  

■连线法官■ 

新规要求夫妻共同债务的形成要“共债共签” 

本案主要的争议是被告冯女士向原告所借款

项是否构成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 

对此，该案承办法官黄素兵介绍说，依照婚姻

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夫妻共同债务通常是婚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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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对外举债或夫妻一方以

个人名义为解决共同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医等活

动以及履行法定义务、共同生产、经营而对外所负

的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

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

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

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

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该司法解释规定不是实体法规

则，而是诉讼证明上的推定规则，如借款人配偶能

够证明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就不应承担共

同偿还责任。本案中，被告冯女士的丈夫已证明该

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且其与原告间不存在

借款合意，故法院认定该债务为冯女士个人债务。 

黄素兵介绍说，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夫妻共同

债务的认定，一般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

十四条的规定，即采取推定制。近年来，这一规定

的合理性颇受质疑，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从

今年 1月 18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

释》明确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要“共债共签”

或一方事后追认，对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

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黄素兵说，这里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支出是

指通常情况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费，主要包括正常

的衣食消费、日用品购买、子女抚养教育、老人赡

养等各项费用。本案中，两被告的儿子已成年，被

告冯女士为儿子购房并非履行法定的抚养义务，故

该债务并非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应认定为冯女士个

人债务，应由其一人归还。 

宁乡法院审结婚姻法新司法解释第一案 

丈夫对妻子超出日常生活所负债务不承担责任 

2018-01-19 人民法院报 第 03 版  黄俊峰 林利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1/19/content_134476.htm?div=-1 

本报宁乡1月18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并于 1月 18日起施行。今

天上午，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适用该司法解释，

依法审结了一起涉夫妻债务纠纷的案件，当庭宣判

林某对其前妻周某超出日常生活所负债务不承担

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周某和被告林某原系夫

妻关系，双方于 2005年登记结婚，均在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婚后两人生活居住在男

方林某父母家，日常生活开销均由林某父母承担。

不知从何时起，周某在多家银行办理信用卡大额透

支，又以资金周转为由，以个人名义向历某等人借

取大额债务，累积债务超过 2000 万元。自 2017

年 7 月起，债权人陆续向林某及其父母追债，林某

和父母才知道周某在外欠下大量债务。林某追问周

某，周某提出离婚，双方于 2017年 7月 28日协议

离婚。因周某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历某以周某所欠

债务为夫妻共同负债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周某、

林某共同偿还债务。 

宁乡法院受理案件后，恰逢《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

的解释》颁布生效。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夫

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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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

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

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

中，原告历某未能对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生活

所负债务进行有效举证，法院依法判决该债务由周

某一人承担，林某对该债务不承担偿还责任。 

该案主审法官、宁乡法院民二庭庭长林利表示：

新司法解释通过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有效平衡

了债权人和债务人配偶一方的利益保护。在夫妻一

方具名举债的情况下，尤其是大额债务，债权人主

张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

责任，否则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在

民间借贷过程中债权人要加强事前风险防范，在形

成债务尤其是大额债务时，要对债务性质加强识别，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黄俊峰  林  利） 

离婚三年，前夫突然要她分担 20 万债务 

法院：未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认定系个人债务 

2018-01-20  人民法院报 第 03 版  赵玉民  王  娜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1/20/content_134523.htm?div=-1 

本报讯  王某与李某因感情不和，诉至法院要

求离婚。直至 2014年，经过 3次诉讼后，法院经

审理后认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遂判决双方离婚。

2017 年年初，王某找到李某，要求她承担离婚前

的共同债务 20万元，遭到李某拒绝。王某的外甥

赵某便将二人告上法庭，索要欠款。近日，江苏省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结了此案，判决由王

某个人偿还 20万元欠款，驳回了赵某对李某的诉

讼请求。 

法庭上，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王某于

2011年11月至2012年3月间先后多次向其借款，

合计 20万元。 

赵某认为这笔借款发生在舅舅王某和前妻李

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李某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

偿还责任。 

王某说，他的外甥说的都是事实。他和李某在

1993 年 12 月登记结婚，因此比较信任对方。“这

20 万元，我都交给李某使用了。”王某说，借款行

为是在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是一种共同行

为，两人应当共同承担偿还借款的义务。 

对此，李某坚决否认。她说，自己没有向赵某

借款，王某所述不实，她从未见过这 20万元。“借

条载明的借款日期，已经是我们两人闹离婚好几个

月的时候。”李某说，从 2011年 8 月开始，他们就

闹离婚分居，不再互相说话。2012 年 2 月 12 日，

王某正式决定离婚，并到鼓楼区档案馆调取婚姻登

记证明为起诉离婚做准备。 

而借条载明的借款用途“用于家庭急需”，李

某说，这也不属实，因为 2011年下半年两人均已

退休，且有固定退休工资收入。王某每月的退休工

资为 4000余元，李某每月的退休工资为 2000元左

右，李某还另外打工，每月额外收入 2000元左右，

全部款项均交给王某管理。他们也不做生意，孩子

都超过 25岁且有工作，家庭没有经济负担。“每月

近 1 万元收入用于家庭生活，显然太过夸张。”李

某说，不可能出现家庭急需用钱情况。 

法院经审理认为，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

律保护。但关于借款，王某在庭审中陈述，借款的

次数先后为“原告说得很清楚，五次，具体时间这

么长我记不清楚，我现在健忘症”“大概是五次”

“第一次借钱的时候就是要 20万元”，多次陈述不

一致。而原告赵某与被告王某均认可该几笔借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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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告赵某与被告王某达成的借款合意，被告王某

出具的借条也只有他自己的签字。 

对于借款用途，王某说所借款项均交给了李某，

被李某用于“放贷了”“买这买那”“她要钱干什么

用我不知道，她说要家庭用……”，前后陈述矛盾。 

据了解，王某分别于 2012年、2013年、2014

年起诉至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要求离婚。2014

年 7月 28日，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准予两人离婚。 

法官质疑王某为何不在离婚诉讼时出示借条，

王某推说自己那段时间失忆了大半年。此外，赵某

说，他是以现金的方式交付给王某。而对于款项交

付的数额与时间，赵某先后陈述“原告也记不清分

了几次把钱交给他”“具体当事人也记不清”“大概

五次”“我记了账本”“我记了日期”“关于日记本，

时间太长找不到了”等，与被告王某陈述相互矛盾。 

在借款日期上，也比较蹊跷。借条不仅有褶皱

和破损痕迹，且与款项交付的时间不一致，而借条

载明的时间距王某起诉李某离婚的时间仅相差 1

个月。 

法院要求赵某到庭参加诉讼，他在无正当理由

情况下，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法院只能当庭电话联

系原告赵某本人，但原告赵某的陈述与其委托诉讼

代理人的当庭陈述也存在多处差异。 

综上，鼓楼区法院认为，原告赵某所起诉的涉

案 20万元，借条上仅有王某一人签字，而赵某并

未提供证据证明王某将所借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某知晓此笔借款。因此，

涉案 20万元款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王某

自愿承担该 20万元借款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李某

对该 20万元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遂作出上述判

决。（赵玉民  王  娜） 

丈夫借债，妻子被诉共同还款，铜山法院判决驳回契合司法解释新规 

2018-01-24 铜山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GqhVx1FXYREPn5KOPY4ZJQ 

丈夫借款帮他人开设公司，妻子被要求共同还

债。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一起民间借贷

纠纷，承办法官张衡准确把握立法精神，依法判决

驳回原告周某要求被告配偶承担非日常生活负债

的诉讼请求，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于 2018 年 1

月 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发布当日生效。 

据悉，被告王某与被告宋某 1991 年登记结婚，

2015年办理离婚登记手续。2013年至 2014年间王

某陆续向他人借款 700 余万元给某公司开办人刘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TEzNDI1Mg==&mid=2651139322&idx=1&sn=059a7e5ee8cf3ac86b546bf036b532e3&chksm=80d0ce39b7a7472f794c31871effc7942d6e0cc05662c22ed14580f9194e9720bbb51f6a8110&mpshare=1&scene=1&srcid=0124JulnwySBprvD6NkOW1KI&key=ffd6e7826d53df79527a3816203fffb99d129c8fdff1bd9c4beaf5a7a560a5dc06a5a4c7d289af361be55e4588296d15a8f700cb36cfc36c57a657b3ba0246db25adb504e12315c4ee2092db54c38312&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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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使用，其中本案原告周某分两次借给王某 70000

元，约定月息 2 分。后因借款未能偿还，2017 年

11月 17日周某以所欠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起

诉至法院，要求王某、宋某共同偿还。被告宋某辩

称对借款事宜不知晓，已经离婚，不愿意承担还款

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第四十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

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该条文概括了共同债

务的重要特性即负债的目的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本

案周某既不知晓王某借钱干什么用，也不清楚借款

时宋某是否知道，被告宋某陈述对借款事宜不知情,

现有证据无法推知两被告有共同举债的合意。王某

以给某公司使用的名义大量借款，结合涉案借据所

载明的“某公司开业后优先偿还此款”字样，能够

推知王某所述借款系用在某玻璃公司，该债务并未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现周某主张借款为夫妻共同债

务由宋某共同负担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名片  

张衡 

徐州市铜山法院员额法官 

1988年出生，本科学历 

2017 年，共审结案件 531 件，先后在《人民

法院报》、《江苏法制报》等报刊发表司法调研、宣

传文章 20余篇。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8 年１月 17 日上午发布

法释〔2018〕2号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推

定、排除以及举证证明责任分配等问题进行细化

和完善，最大限度地防止极端案例的发生。 

为正确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平等保护

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

定，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

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 

第二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第三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

除外。 

第四条 本解释自 2018年 1月 18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

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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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相关案例 

婚姻与继承典型案例 7 则 

原创 2018-01-03  审判研究  陈枝辉律师 

http://mp.weixin.qq.com/s/Xv2s0R71ZiACV5PQ1TUNzQ 

导读：天同码，是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借鉴英

美判例法国家的钥匙码编码方式，收集、梳理和提

炼司法判例的裁判规则，进而形成中国钥匙码的案

例编码体系。经与天同诉讼圈商定，审判研究每周

独家推送全新天同码系列。 

文后另附：天同码 167 篇往期链接。 

本期天同码，主要整理自国家法官学院、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3年、

2014 年民事卷部分有关婚姻与继承纠纷典型案例。 

天同码导航图 

 

规 则 要 述 

01.补办结婚登记未履行特定程序，只能视为

婚姻登记 

符合实质结婚要件的补办结婚登记须在登记

机关履行特定程序，否则应认定为婚姻登记，不能

进行婚姻效力追溯。 

02.离婚未成，财产分割协议已履行的，协议

应为有效 

双方离婚未成却实际按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IzOTIzMg==&mid=2649962214&idx=2&sn=ed4051a54226b82397773e19ed8b180f&chksm=878f5c89b0f8d59f2cf8120c08d276c793d667923bed5d487db81e9d74ddc09a71bee60d76c4&mpshare=1&scene=1&srcid=0103WeIah3nKG2uEvnxNNWnL&key=e69b003677a0a18a2a9903f7da7a8a9daba0892613c823aede320f7b73d03d3e40c5bc0103cac0a36f247af2380dd0eb4b1d33088f36b9c7558177150b853b5f3b325af940cae893702aa9d0acad733a&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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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履行财产分割内容的，从保护财产关系稳定性出

发，协议应为有效。 

03.夫妻离婚协议关于自然人淘宝网网店权

属约定有效 

自然人网店作为夫妻财产分割不属于淘宝网

规则中买卖受限情况，故夫妻离婚协议关于淘宝网

网店权属约定有效。 

04.历史遗留祖产，错误登记，不影响房屋共

有权状态 

父母一方死亡、一方健在时，房产未赠与而登

记在某子女名下，在父母死亡后应认定为遗产，由

众子女共同继承。 

05.出租车承包经营权，不属可由继承人继续

承包类型 

继承人要求继承出租车承包经营权不符合《继

承法》规定的“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

个人承包类型。 

06.被继承人骨灰归属无遗嘱安排的，按法定

继承办理 

骨灰归属应以被继承人生前遗嘱或其他安排

处理为限，而不得以推定方式确定其归属，无遗嘱

则按法定继承办理。 

07.遗嘱公证虽不当，但与损害无因果关系的，

不赔偿 

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过程中虽有不当之处，但

该过错行为与利害关系人损失无因果关系的，公证

处不负赔偿责任。 

规 则 详 解 

01.补办结婚登记未履行特定程序，只能视为

婚姻登记 

符合实质结婚要件的补办结婚登记须在登记

机关履行特定程序，否则应认定为婚姻登记，不能

进行婚姻效力追溯。 

标签：结婚｜结婚登记｜补办结婚登记｜特定

程序 

案情简介：1999 年，徐某与郑某各自离异后

以夫妻名义同居。2001年，徐某购房。2005年，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2009 年，徐某去世。一直随

徐某生活的许某、一直与郑某生活但判归郑某前夫

抚养的郑某儿子邹某，均主张对徐某名下房产及存

款、公积金等财产的遗产分割。 

法院认为：①《婚姻法》第 8 条规定：“要求

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

婚登记……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 4条规定：“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

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

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本案中，

徐某与郑某于 2005年登记结婚，结婚登记档案中

双方所作申请结婚登记声明明确表示双方申请进

行结婚登记，故双方婚姻效力应从双方登记结婚之

日起算，而不应进行婚姻效力的追溯。据此，本案

涉诉房产系徐某婚前所购买，系徐某个人财产。此

外，存款、基金、住房公积金、家具、社保退费、

年终奖金等财产均为徐某与郑某夫妻共同财产，在

进行遗产分割时，应先留出郑某一半，剩余部分为

徐某遗产。②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其中子女包

括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案中，徐某第一顺序继

承人为配偶郑某与女儿许某。根据查明事实，郑某

与其前夫离婚时已明确约定婚生子邹某由男方直



112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接抚养，女方每月给付孩子抚养费 260元，至邹某

独立生活时止，之后双方未通过法律途径变更过抚

养关系，故应认定邹某与徐某间未形成抚养关系，

不能作为徐某第一顺序继承人。③遗产分割应有利

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效用。考虑到郑某

居住情况，诉争房产以判归郑某为宜，郑某向许某

支付相应房屋折价款。本案审理过程中，郑某与许

某对房产内鸡翅红木家具等财产已协商一致认可

价值为 9万元，且同意涉诉房产归谁所有，则房产

内财产即归谁所有，所有人给付对方相应财产折价

款，此协商结果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对此

不持异议。判决确认案涉遗产归郑某所有，郑某按

房屋一半折价款、其他财产按 1/4折价款给付许某。 

实务要点：符合实质结婚要件的补办结婚登记

须在婚姻登记机关履行特定程序，否则应认定为婚

姻登记，不能进行婚姻效力追溯。 

案例索引：北京一中院（2012）年一中民终字

第 03095号“许某与郑某等法定继承纠纷案”，见

《徐毅、邹孟燚诉郑国玲、北京市御石泉商务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法定继承纠纷案（“补办婚姻登记”

的限缩解释）》（郭嘉），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2013民:353）。 

02.离婚未成，财产分割协议已履行的，协议

应为有效 

双方离婚未成却实际按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全

面履行财产分割内容的，从保护财产关系稳定性出

发，协议应为有效。 

标签：离婚协议｜协议效力｜实际履行｜财产

分割 

案情简介：1998 年，王某与俞某协议离婚并

约定了财产分割，由王某补偿俞某 180万元。2001

年，王某支付完毕，但双方未办离婚，且双方又育

一子。2003 年，王某起诉离婚，经法院调解自愿

离婚，但未约定财产分割内容。2011 年，俞某以

王某 2003年提供电缆公司借款 190 万元系共同财

产为由，诉请分割。 

法院认为：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14条规定：“当事人达

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

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

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

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

产进行分割。”该条适用于夫妻离婚未成，在离婚

分割财产案件中对之前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反悔

时情形。本案中，王某与俞某 1998 年签订协议后，

作为负有给付义务一方，王某已按约向俞某支付了

180万元现金，该协议涉及财产部分实际已履行完

毕。本案事实与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因离婚一方反

悔不愿支付而导致财产分割协议不生效情况不相

同。故本案并不适用前述规定。②1998 年签订协

议书后四年多时间内，若依王某 2001 年支付俞某

最后一笔款时间计算，也有两年多时间，王某与俞

某仍在一起生活，双方还在 2001 年孕育一子。以

上事实说明双方在协议签订后仍有继续共同生活

的主观愿望，且实际上在 2003年 5月才经法院调

解离婚。王某虽已依约支付了俞某 180万元，但该

款项从性质上说亦属双方在之前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积累的财产，属于俞某应得部分，此后在共同生

活中新产生债权 190万元，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

行分割，判决王某支付由俞某 95 万元。 

实务要点：与离婚一方反悔不愿支付而导致财

产分割协议不生效情况不同，双方离婚未成却实际

按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履行了财产分割内容的，协议

应为有效。 

案例索引：四川成都中院（2012）成民终字第

1048号“俞某与王某离婚后财产分割案”，见《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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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琴诉王维春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案（离婚未成却

已实际履行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财产部分的，该协

议就财产分割的内容应属有效）》（杨晓岚），载《中

国审判案例要览》（2013民:362）。 

03.夫妻离婚协议关于自然人淘宝网网店权

属约定有效 

自然人网店作为夫妻财产分割不属于淘宝网

规则中买卖受限情况，故夫妻离婚协议关于淘宝网

网店权属约定有效。 

标签：财产分割｜网店｜虚拟财产 

案情简介：2011 年，王某与吴某协议离婚，

约定吴某注册的淘宝网店转给王某经营。2012年，

王某以吴某拒绝转让并转走网店绑定的支付宝账

户内款项为由起诉。 

法院认为：①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内容对

双方不存在权利、义务不对应、不均衡情形，体现

不出吴某在胁迫状态下不得已放弃自己权利、加重

自己义务，且吴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受到欺诈和胁

迫，故协议依法有效。②诉争网店是自然人根据法

律规定和淘宝公司制订的规则取得的网络空间，根

据具体实施流程，不具有人身依附性，特定条件出

现时，更名无损注册人和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之间

的关系和网络交易秩序，自然人网店本质上和其他

经营形式并无本质区别，可作为经营实体进行分割，

作为夫妻财产分割亦不属于淘宝网规则中买卖、出

租、赠与等受限情况，且王某继续经营不会造成网

店信誉必然降低。故王某和吴某协议不违反淘宝网

网店实名和店铺不得转让有关规则，可在淘宝网内

进行操作。王某现在淘宝网另建立本人实名网店，

考虑其系全职卖家、无其他经济来源，诉讼期间尚

可继续经营，但判决生效后其必须首先关闭另一网

店，此后方能取得诉争网店相关权益，网店因此前

交易产生的债务亦由王某承担。判决确认王某与吴

某所签离婚协议有效，诉争网店归王某使用、经营，

吴某返还支付宝账户相关转款。 

实务要点：自然人网店作为夫妻财产分割不属

于淘宝网规则中买卖受限情况，故夫妻离婚协议关

于淘宝网网店权属约定有效。 

案例索引：北京二中院（2012）二中民终字第

11050号“王某与吴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见《王

永青诉吴薇离婚后财产纠纷案（淘宝店铺权属争议

及分割的法律问题）》（程屹），载《中国审判案例

要览》（2013民:366）。 

04.历史遗留祖产，错误登记，不影响房屋共

有权状态 

父母一方死亡、一方健在时，房产未赠与而登

记在某子女名下，在父母死亡后应认定为遗产，由

众子女共同继承。 

标签：继承｜房产继承｜祖产权属｜错误登

记｜推定放弃继承 

案情简介：1912 年，王某妹出嫁，随丈夫至

外地生活。1944年，王某父去世。1946年，王某

父母夫妻共有房产登记在长子王某名下。1948年，

王某母去世。1962年至 1979年期间，王某妹、王

某、王某弟先后去世。1988 年，王某继承人在房

产管理部门有关登记材料中填写房屋系祖产。2006

年，王某两子登记为房屋产权人。2012 年，王某

妹、王某弟继承人起诉王某继承人，要求分割房屋。 

法院认为：①诉争房屋系王某父母夫妻共同财

产，该房土地所有权 1946年登记在王某名下，但

当时王某母尚健在，且王某弟一家居住在涉案房屋

中，无证据证明系王某父母将涉案房屋及土地处分

给王某。1988 年，王某继承人在房产管理部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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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登记材料中所填写内容，可反映出王某继承人认

可涉案房屋为王某兄弟所共有，说明了 1946年王

某系作为两兄弟代表进行登记。②王某妹从 1912

年出嫁后搬离涉案房屋，随丈夫至外地生活，距离

1946年土地所有权登记已 30余年。王某妹在父母

去世前回娘家看望父母，王某妹对涉案房屋及土地

登记在王某名下应当知情，但王某妹生前对此从未

提出异议，应认定王某妹对涉案房屋放弃所有权和

丧失权利。至于 1988年涉案房屋登记在王某名下，

并不能改变该房屋为王某兄弟法定继承人共同财

产之事实。③至于 2006年王某子分别所作房产登

记，因无其他权利人放弃权利证据，应认定本次登

记为错误登记，并不影响其他权利人按民事法律关

系主张权利。在被继承人死亡后，作为继承财产的

房屋错误登记在部分继承人名下，并不能改变房屋

共有权状态，亦并不能以诉讼时效已过否定其他权

利人要求确认并分割房屋的实体权利。故法院按法

定继承原则，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 

实务要点：父母一方死亡、一方健在时，房产

在未办理赠与情况下登记在某子女名下，在父母死

亡后应认定为遗产，由众子女共同继承。 

案例索引：江苏苏州中院（2012）苏中民终字

第 1436号“王某与吕某等所有权纠纷案”，见《王

忠泉等诉吕慧珍等所有权确认案（房屋所有权确

认）》（袁琴、曹黎丰），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2013民:8）。 

05.出租车承包经营权，不属可由继承人继续

承包类型 

继承人要求继承出租车承包经营权不符合《继

承法》规定的“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

个人承包类型。 

标签：继承｜出租车经营｜承包经营权 

案情简介：2011 年，葛某死亡。葛某继承人

要求继承葛某生前与旅游公司所签出租车承包经

营合同中的承包权遭拒致诉。 

法院认为：①因葛某在合同履行期内死亡，依

《民法通则》第 9条“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

义务”规定，葛某死亡后无法享有民事权利及承担

民事义务，其和旅游公司之间承包经营合同因合同

一方当事人主体消失而依法终止履行。因合同未对

承包人死亡时其继承人能否继续承包出租车经营

权进行约定，我国现行法律亦未就出租车承包经营

权由继承人继续承包作出相应规定，葛某继承人诉

求继承的出租车承包经营权不符合《继承法》规定

的“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个人承包

类型，故原告要求继承出租车承包经营权没有法律

依据。②即便旅游公司出于人性关怀，考虑照顾葛

某继承人生活困难问题，可由葛某近亲属承接出租

车经营权，因出租车营运关乎公共大众安全，出租

车承运人理应取得法定驾驶资格、具备发包方招募

出租车驾驶员所需必要驾驶能力以及履行承包经

营合同能力。葛某继承人尚不能证明目前已拥有必

要的营运资格和能力，其现要求继承出租车经营权，

必然无法与发包人达成意思一致的合法协议。况且，

取得出租车经营权和获取财产收益之间并非必然。

故出租车承包经营权不属法律规定的可继承的个

人遗产范围内。判决驳回原告诉请。 

实务要点：出租车承包人死亡，继承人要求继

承出租车承包经营权不符合《继承法》规定的“依

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个人承包类型。 

案例索引：浙江杭州中院（2012）浙杭商终字

第 1592 号“黄某与某旅游公司合同纠纷案”，见《黄

惠芬、葛岚、何阿多诉杭州北山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案（出租车承包经营权）》（侯银萍、卜亮），

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4商: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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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被继承人骨灰归属无遗嘱安排的，按法定

继承办理 

骨灰归属应以被继承人生前遗嘱或其他安排

处理为限，而不得以推定方式确定其归属，无遗嘱

则按法定继承办理。 

标签：祭奠权｜骨灰｜法定继承 

案情简介：2012 年，王某去世，后事由外甥

汪某按遗嘱处理。王某女儿范某亦系王某唯一直系

亲属诉请汪某返还王某骨灰领灰证。 

法院认为：①民法上的物是指存在于人身之外、

能够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而又能为人所实际控制

或支配的物质客体。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

死亡。随着人的生命终止，其权利能力也随之终止，

其遗体回归为无生命的自然物。骨灰作为人去世后

经火化转化而成的物质形态，能被实际支配或控制，

并可埋葬、祭奠等方式为之，具备法律意义上物的

属性，故可按《继承法》有关规定确定其归属。另

一方面，骨灰具有物的特殊性，有别于被继承人其

他遗产。骨灰不仅系一种单纯的物质，对死者而言，

它是其人格利益延伸，具有人格象征意义；对死者

近亲属来说，它是寄托哀思的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

物。故对骨灰归属，应以被继承人生前以遗嘱或其

他形式明确表示死后骨灰归属或明确安排丧葬事

宜处理为限，而不得以推定方式得出骨灰由谁取得

结论，否则，仍应按法定继承办理。②本案中，范

某认为其作为王某唯一亲生女儿，依据公序良俗，

理应领取其父亲骨灰。王某遗嘱主要是涉及其名下

财产处理，涉及丧葬费用安排及对墓穴要求。在范

某未丧失继承权情况下，王某骨灰应由范某领取。

如前所述，骨灰具有特殊性，包括范某在内的任何

人均不得非法利用、损害骨灰，或以违反社会公共

利益、社会公德其他方式侵害骨灰，而只能以埋葬、

祭奠等合乎法律及公序良俗方式为之。作为王某亲

属的汪某或其他人，亦可行使参加丧葬礼仪、祭奠

活动，表明身份，保护祭奠性纪念物品不受损害等

有关祭奠的权利。判决汪某将王某骨灰的领灰证返

还范某。 

实务要点：骨灰归属应以被继承人生前以遗嘱

或其他形式明确表示死后骨灰归属或明确安排丧

葬事宜处理为限，而不得以推定方式得出骨灰由谁

取得结论，否则，仍应按法定继承办理。 

案例索引：上海普陀区法院（2012）普民一（民）

初字第 7420号“范某与汪某等所有权确认纠纷案”，

见《范渊诉汪本俊及第三人上海市龙华殡仪馆所有

权确认纠纷案（骨灰的法律性质及归属）》（张庆），

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4民:1） 

07.遗嘱公证虽不当，但与损害无因果关系的，

不赔偿 

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过程中虽有不当之处，但

该过错行为与利害关系人损失无因果关系的，公证

处不负赔偿责任。 

标签：遗嘱｜遗嘱公证｜侵权｜公证责任｜因

果关系 

案情简介：2001年，张某将名下 1987年已售

杨某房产遗赠给孙女即李某女儿并办理公证。2005

年，公证处以工程程序违法为由撤销前述公证书。

2010 年，生效判决认定李某继承张某房产，并参

照现时拆迁补偿款标准赔偿张某对张某违约损失

9万余元。2011年，李某以公证处过错诉请赔偿其

损失。 

法院认为：①公证处所作遗嘱公证书因违反法

定程序被撤销，故可认定公证处在为张某进行遗嘱

公证过程中存在不当之处。但要认定公证处应对李

某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还需证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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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处过错与李某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②公证书

被撤销后，李某继承了张某遗产，但因张某先前违

约行为导致继承人应在遗产价值范围内先行偿付

对杨某债务，此与公证书被撤销并无直接关联。现

李某并无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其偿付行为与公证处

过错存在因果关系，故对李某主张公证处赔偿其损

失诉请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李某诉请。 

实务要点：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过程中虽存在

不当之处，但该过错行为与利害关系人损失不存在

因果关系的，公证处不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索引：北京二中院（2012）二中民终字第

04023 号“刘某与某公证处损害赔偿纠纷案”，见

《刘淑珍等诉潞州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案（公

证损害）》（刘晓蕾），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3

民:279）。 

 

核校：简牍 

 

----------------------- 

天同码汇编阅读链接(略)

寡居婆媳争房产 拒不执行终获刑 

徐水法院审结全区首例拒不执行判决案 

2018-01-08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mp.weixin.qq.com/s/Ss_7CuA-BBuHmqMtPP3ukQ

近日，徐水法院依法以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对

被告人刘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该案是

法院审结的全区首例拒不执行判决案，也是该院移

送拒执线索后提起公诉的首例案件。 

该案的被告人刘某，丈夫去世后与寡居的婆婆

张某共同居住，2014 年，其婆婆张某因该房产分

割问题将刘某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刘

某自本案诉争房屋中搬出。判决生效后，刘某拒不

搬出，张某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刘某在

有能力履行的情况下拒不搬出诉争房屋，其行为已

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法院依法将其涉嫌拒执罪的

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将此案公

诉至法院，综合全案证据、事实，法院依法做出了

上述判决。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该

案中，迫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威慑力，被告人刘某

主动搬出了诉争房屋，但世上没有“后悔药”，依

旧无法通过悔罪行为逃避法律的制裁。在此，警告

广大群众，法律权威不可欺，无视法律终害己！ 

高法判例解读“彩礼”返还主体 

2018-01-12 民事法律参考  整理：渔夫 

http://mp.weixin.qq.com/s/_TSlxDck4YdHvBKK-9NrH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U4NTUxMw==&mid=2651085874&idx=1&sn=ec8fa1f015274039bc73d762b7aef052&chksm=8b5d2e74bc2aa762e9032743c15eac9e0d4ac56e506f8d05e328516dca44d1137279b1bf70fe&mpshare=1&scene=1&srcid=0108EDCuZXZW2Lr0V4EMiDq5&key=304caf69ae97dec94463b58b31fe17492ad41219fac82bba37e217e003b5c57fe77a2c27ceeab92a6e29070b8f4f2b55acebefa666a0a6813b34b48e96771bb3acb83e257208b0a9768f74893e6795f2&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IxNTQzNQ==&mid=2652437207&idx=1&sn=01fd73333f1e6cfbc7f1a9c64564c968&chksm=8406c933b3714025761ec52c8483c7e482f54212d7da7ee6d8cad05d5483b975f31e1be67767&mpshare=1&scene=1&srcid=0112YciEzAGf07l0fuA00heu&key=ffd6e7826d53df7918151e19728177079f481794b04515552e0aae33466a31707c650834be56d2de61032c192cc877e15c8bfa32aadb7eb3d29d43390abf5408de0e49b12fe10f68747177ba88009dcf&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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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三民申字

第 23 号 

法院认为，因婚约而给付彩礼的行为是一种附

条件的赠与，因此在婚约解除时，受赠人拒不返还

的则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双方未办理结

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

礼，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二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具

体情况判决适当返还彩礼，适用法律正确。关于诉

讼主体问题，按照农村婚姻习俗，收取彩礼的主体

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并不仅仅限于婚约的一方。

结婚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彩礼也不会由结婚的双

方占有，而由收取彩礼一方的家庭成员占有。因此，

程浩要求取得不当利益的刘长生、韩玉书、刘小艳

返还财产，诉讼主体适当。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申字第

1517 号 

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对

彩礼返还条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返还彩礼之诉的

当事人应系订立婚约的男女,故杨××起诉要求返

还彩礼属于原告主体不适格,不符合起诉条件。虽

然马××在一二审过程中未对杨××的原告资格

提出异议,但二审法院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

理的,依法可以直接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起诉,

并不属于超出诉讼请求的情形,故杨××的该项申

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闽民申 810号 

法院认为，本案薛某 1 与林某 1 基于结婚的目

的，在结婚前根据当地风俗发生了钱财给付关系，

后因结婚目的不能实现而产生财产纠纷，故本案属

婚约财产纠纷。因双方未登记结婚，故本案纠纷不

涉及人身关系，不应将本案当事人限定于薛某 1

与林某 1 双方。因薛某 1 将彩礼交与林某 1 父母，

全部或部分返还彩礼的义务主体应是林某 1 父母，

一审法院将林某 1 父母列为被告，并判决他们部分

归还彩礼，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便于案件的

审理，有利于判决的执行。关于案涉 30 万元彩礼

问题，薛某 2 和薛某 3 在一审中出庭作证，证明薛

某 1 向林某 1、林某 2、陈某支付了 30 万元彩礼，

并由薛某2陪同林某2前往银行将该笔款项存入林

某 2 银行账户。一审法院调取的林某 2 当日存款明

细显示当日确有一笔 27 万元存款，与薛某 2 的证

言能够相互印证。林某 2 二审抗辩称该笔 27 万元

存款系其兄林某 3 的还款，但未能提供借条、借款

凭证、借款合同等证据证明林某 2 与林某 3 之间存

在相关借款关系，且林某 2 一审庭审中并未主张该

笔 27 万元存款系林某 3 的还款，故该主张不能成

立，一、二审法院从证据优势角度认定林某 1、林

某 2、陈某接受了薛某 1 支付的彩礼 30 万元，并

无不当。陈某作为林某 1 的生母，参加了 2012 年

7 月 8 日的订婚活动，并与林某 2 和林某 1 一起收

取薛某 1 支付的彩礼和黄金，系本案返还彩礼的义

务主体，一、二审法院判令其返还彩礼并无不当，

且陈某作为本案当事人，并未抗辩其无需返还彩礼，

林某 1 无权代陈某提出该抗辩。

子随父姓，入赘女婿补偿款就要打折？ 

2018-01-15 人民法院报第 07 版  本报记者 安海涛 本报通讯员 陈 源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1/15/content_134374.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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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 年 1 月 9 日 

地点：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由：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 

案情：2006 年，外来男子阿翼与厦门本地人

小玲登记结婚，并将户口迁入小玲所在村组。虽然

阿翼为入赘女婿，但夫妻二人商量后还是决定让孩

子跟随父姓。2014 年，他们所在的小组部分土地

被征用。2015 年，该小组制定分配额度方案中规

定：一户人家有两个女儿均为招婿入赘的情况下

（简称“二户女”），入赘人员的子女未与本户同姓

的，少发放补偿款 1 万元。阿翼不服，遂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村民小组支付其征地补偿款（新增人口补

偿款）5.4 万元。 

案情回放 

2006 年 3 月，阿翼与案外人小玲登记结婚，

并于2006年9月将户口迁入小玲所在的村民小组，

并在该小组居住、生活。阿翼之妻小玲依据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村民小组的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 

2014 年因一项目需要，该村民小组部分土地

被征用。2015 年 12 月，村民小组制定关于新增人

员的认定及分配额度方案，方案规定：二户女招婿

入赘的情况下，入赘人员的子女与本户同姓的，入

赘人员可分配 5.4 万元新增人口款；未与本户同姓

的，发放 4.4 万元。 

阿翼认为，其婚后随妻子小玲户籍迁入该村小

组，因小玲具有该小组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因此阿翼也具有该小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享有征地补偿的权利。村民小组此次制定的分配方

案明显违反民法通则、婚姻法等规定，严重损害了

阿翼的合法权益。阿翼遂起诉至法院，诉请村民小

组支付征地补偿款 5.4 万元。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受案后，认为阿翼因夫

妻投靠将户籍迁入该村民小组，并在此居住、生活，

当然成为该小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村民小组应

将相应的土地被征收所取得的征地补偿款（新增人

员土地补偿款）发放给阿翼。村民小组未向阿翼发

放相应的征地补偿款，有悖公平，侵害了阿翼作为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该小组制定的分配

额度方案条款带有宗族姓氏歧视倾向，并与我国婚

姻法规定相违背，侵犯了阿翼的合法权益，应以其

他村民相同发放标准将 5.4 万元发放给阿翼。 

直至诉讼，村民小组尚未向阿翼发放任何新增

人口补偿款。 

一审判决后，该村民小组不服，向厦门中院提

起上诉。 

庭审现场 

庭审中，阿翼和该村民小组各自代理人围绕阿

翼是否有权平等参与分配征地补偿款，展开了激烈

的争辩。 

村民小组：阿翼无权参与分配征地补偿款 

“阿翼婚前户籍性质为农村居民，享有原户籍

地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其婚后虽将户籍迁

至我村民小组，但并没有放弃原户籍地村民待遇，

其落户也不符合‘有女无儿、儿子没有赡养能力或

者女儿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情形，况且其在厦门一

家改制前为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工作，有固定收入和

社会保障，也没有长期居住我们村民小组，没有建

立生活保障依存关系。他是否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不单应由被迁入集体经济组织依民主程序

自治决定同意接受，还需其明确放弃原户籍地村民

待遇。” 

村民小组坚称阿翼无权参与分配发放征地补

偿款，虽然村民小组曾制作征地补偿款发放清单中

有阿翼的名字，也仅是村民小组作为集体经济组织

对自己收到的征地补偿款的预处分方案，并不因此

表示接受其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请求二审

法院依法改判。 

阿翼：已是村组成员，应平等参与分配 

“我的妻子小玲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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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婚后随妻将户籍迁入，并在此处连续居住生活，

也应具有小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另外，村

民小组制作的分配方案明显违法，仅因子女没有变

更姓氏，就只能领取 4.4 万元，依据民法通则、婚

姻法等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自己

的姓氏并禁止他人干涉。而村民小组该方案不仅侵

犯了本人子女的姓名权，而且严重损害了本人作为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应享有的合法权益。”阿翼答

辩认为根据当前的落户政策，落户需要村民小组的

明确接受。 

阿翼还辩称，根据证据显示，村民小组就其所

有的集体土地因拆迁而分配的土地补偿款、新增人

口份额时，明确也向其发放，也说明在本案纠纷发

生前，村民小组对于其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未提出异

议，且村民小组现制定的分配方案明显违法，其应

平等参与分配。 

法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与户籍制度不能

等同 

法庭辩论阶段，阿翼是否有权平等参与分配征

地补偿款成为争议焦点。 

法庭审理后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与户

籍制度不能等同。集体经济组织最重要的特征是以

集体土地为生活基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

益应受平等保护。虽法律规定涉及村民利益事项，

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但据此形成的利益

分配方案不得以具体讨论等为由损害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合法权益。 

本案中，阿翼于 2006 年落户该村民小组后长

期居住在该小组，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

系，其生活保障基础系在该小组。该村民小组制定

的《新增人员认定及分配额度方案》中所载明的“二

户女招婿入赘的情况下，入赘人员的子女与本户同

姓的，入赘人员可分配 5.4 万元新增人口款；未与

本户同姓的，发放 4.4 万元”。该条款带有宗族姓

氏歧视，与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子女可以随父

姓，可以随母姓”的规定相违背，侵犯了阿翼作为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该小组应发放给阿

翼征地补偿款 5.4 万元。 

据此，法庭最终维持了一审判决。 

连线法官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如何认定？在类似的

补偿款分配时对外来新增人口应否一视同仁？对

此，承办法官胡林蓉认为，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大，

不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因通婚而迁入迁出的

情况益多，如涉及较大经济利益，容易产生纠纷。

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原则、确定补偿款

分配标准是有效解决矛盾的方式。 

司法实践中，对此种身份的认定应围绕是否有

常住户口、是否长期在该地生产、生活、是否以集

体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三个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判

断，同时，应认同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权益是具有该

身份的必然结果。本案中，阿翼的合法权益应受到

平等保护，该村民小组以其子女姓氏为由减少阿翼

的补偿款确违背相关法律精神，也与入赘女婿具有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自然习惯不符。因此，法

院做出了上述判决。 

两份合同相互独立时后签订合同解除不影响在先合同效力——高 X 燕、 

刘 X 党诉林 X、吴 X 哲、吴 X 华、傅 X 端企业名称转让合同纠纷案 

原创 2018-01-17 法律家 

https://mp.weixin.qq.com/s/zDDP_rOK4WbYInbFoyvByQ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U0OTgzMw==&mid=2651671612&idx=1&sn=9eaade63367d325c557decf7bd556bfd&chksm=bd6cb75a8a1b3e4ce664b62ca9ce4357a9a095c62a28c5e47a232b281d5475d1c50ec781e30b&mpshare=1&scene=1&srcid=0117KfyFckeBZRrcmSDTsZtN&key=304caf69ae97dec9c3ec010a6779c8beb6d28aa7360d5a3e3bcf6f312148e4ddc1f6fc1bbebcf2f00ccf5e3315238f6f0ecaf6a662699168ce5e98ab71c1a70aa28a62e080f288e5e5568e2d5d670e7d&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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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法 码】知识产权法学·知识产权合同·企

业名称（商号）合同·合同效力 (l0104021) 

【关 键 词】民事 企业名称转让合同  企业

名称权  签订时间  合同主体  权利  义务  根

本违约  合同解除  返还财产  无偿转让  举证

责任  返还责任 

【学科课程】知识产权法学 

【知 识 点】企业名称权 合同效力 

【教学目标】掌握两个独立合同之间的效力影

响问题，了解关于企业名称权转让的知识。 

【裁判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程序类型】民事二审 

【案例效力】被法律出版社《中国指导案例、

参考案例判旨总提炼：知识产权纠纷》收录 

【案例信息】 

【案    由】企业名称（商号）转让合同纠纷 

【案    号】(2009)桂民三终字第 20号 

【判决日期】2009年 11月 21日 

【审理法官】周冕 刘明明 李成渝 

【上 诉 人】 高X燕 刘X党（均为原审原告） 

【被上诉人】 林 X 吴 X哲 吴 X华 傅 X端（均

为原审被告） 

【上诉人代理人】 黄九华 马永梅（广合律师

事务所） 

【被上诉人代理人】 蒋文章（华尚律师事务

所） 

【争议焦点】 

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先后签订了设备买卖合

同和企业名称转让合同，当企业名称转让合同被解

除后，设备买卖合同是否发生效力。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设备转让协议》、《名称

转让协议》系林 X、吴 X哲、吴 X华分别与刘 X党、

高 X燕签订，傅 X端虽与吴 X哲为夫妻关系，但并

非上述合同主体，故傅 X端不具备本案被告的主体

资格。由于林 X、吴 X哲、吴 X华并非麦乐基注册

商标的权利人，其未经合法授权即向刘 X党转让注

册商标专用权，故转让注册商标专用权条款无效，

但《设备转让协议》中设备转让条款及《名称转让

协议》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

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鉴于设备转让条

款已经实际履行，《设备转让协议》不符合解除条

件，故不应解除。林 X、吴 X哲、吴 X华未能及时

履行《名称转让协议》主要义务，构成根本违约，

该合同应予解除，林 X、吴 X哲、吴 X华应返还因

该合同取得的财产。高 X燕、刘 X 党提交的收条不

具有证明效力，不能据此认定其支付了企业名称转

让费、商标转让费、设备转让款、代购设备款，而

且本案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上述费用，故林

X、吴 X哲、吴 X华不承担返还上述款项的法律责

任，但应赔偿高 X燕、刘 X党的经济损失。 

一审法院判决：解除高 X燕与林 X签订的《名

称转让协议》；林 X、吴 X哲、吴 X 华赔偿高 X燕、

刘 X 党经济损失 20 000元；驳回高 X燕、刘 X党

对林 X、吴 X哲、吴 X华其他的诉讼请求；驳回高

X燕、刘 X党对傅 X端的诉讼请求。 

高 X燕、刘 X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

1.傅 X端与吴 X哲是夫妻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负债务应当按照共同

债务处理，故傅 X端系本案适格被告。2.其签订《设

备转让协议》的目的系取得注册商标的专有使用权

和企业名称权，现《名称转让协议》解除，《设备

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设备转让协

议》应予解除。林 X、吴 X哲、吴 X华未及时履行

合同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原审法院已经认定商标使用

权转让协议无效并解除《名称转让协议》，却未判

令林 X、吴 X哲、吴 X华返还商标使用权转让费和

企业名称权转让费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收条等证

据足以证明其支付了商标使用权转让费、企业名称

权转让费等，原审法院未予认定是错误的，而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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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法院认定的赔偿数额过低。综上，请求本院撤销

一审判决，依法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 

林 X、吴 X哲、傅 X端辩称：1.傅 X端未签订

《设备转让协议》、《名称转让协议》，并非合同主

体，故傅 X端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的

被告。2.《设备转让协议》所涉设备转让条款已经

履行完毕，刘 X党支付了设备转让款并收取相应设

备，该合同不应解除。3.《设备转让协议》约定的

商标使用许可没有实施，刘 X党亦未支付商标使用

转让款。至于高 X燕、刘 X党提交的收条与事实不

符，不能作为证据采信。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

求本院予以维持。 

吴 X华既未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状。 

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第

四项；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三项；变更一审民事判

决第二项为：林 X、吴 X哲、吴 X华连带赔偿高 X

燕、刘 X党经济损失人民币 30 000元；林 X、吴 X

哲、吴 X华连带返还刘 X党商标使用许可费人民币

4 000元；林 X、吴 X哲、吴 X华连带返还刘 X党

按《设备转让协议》的约定已交付的定金人民币

20 000元；驳回高 X燕、刘 X党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1.买受人及其配偶先后分别与出卖人签订设

备买卖合同与企业名称转让合同，但买受人签订设

备买卖合同期间并未告知出卖人签订合同目的系

取得设备所属企业名称权，出卖人亦不可能预见买

受人购买设备后会要求受让企业名称权。由于两份

合同的签订时间、主体、权利义务内容均不同，此

时不能认定买受人签订设备买卖合同的目的在于

受让企业名称权。在此情况下，即便出卖人未及时

履行企业名称转让合同义务，构成根本违约，企业

名称转让合同亦予以解除，但该合同解除不影响设

备买卖合同的继续履行，设备买卖合同不应解除。 

2.企业名称转让合同解除后，因该合同取得的

财产应予返还，但若该合同未约定合同价款，则应

推定为无偿转让。受让人主张双方协商变更合同价

款的，应就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受让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协商变更合同价款，

则不能认定其与出让人约定了转让企业名称价款，

此时出让人不承担返还合同价款的法律责任。 

【法理评析】 

1.从《设备转让协议》约定内容来看，协议包

括商标使用许可条款和设备转让条款，两者所属法

律关系性质不同，内容相互独立，无论双方当事人

按照第一项或第二项履行，原麦乐基店仍可以使用

“麦乐基”商标，即刘 X党均不能取得“麦乐基”

商标的所有权，故该部分条款性质并非商标使用权

转让，而是商标使用许可。由于何乐朝系麦乐基商

标的专用权人，林 X、吴 X哲、吴 X华未经商标专

用权人许可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且事后未取得

商标专用权人追认，属于无权处分，《设备转让协

议》关于商标使用许可条款无效。但是，《设备转

让协议》中设备转让条款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

示，内容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设备转让条款

合法有效，且刘 X党已经支付设备转让款并接收设

备，《设备转让协议》的设备转让条款主要义务已

履行完毕。即使商标使用许可条款和设备转让条款

有主从关系，但协议主要内容为设备转让条款，名

称亦为《设备转让协议》，故主合同系设备转让条

款，商标使用许可条款无效并不影响设备转让条款

的履行。 

高 X燕、刘 X党认为签订《设备转让协议》及

《名称转让协议》的目的在于取得“麦乐基”注册

商标的专有使用权和麦乐基店的企业名称权，合同

目的无法实现时，应解除《设备转让协议》。但《设

备转让协议》与《名称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合同

主体和权利义务内容均不同，刘 X 党在先签订《设

备转让协议》期间并未明示其受让设备是为了取得

“麦乐基”注册商标的专有使用权和麦乐基店的企

业名称权，吴 X华也不可能预见刘 X党签订《设备

转让协议》后会要求进一步受让麦乐基店的企业名

称权，故不能认定高 X燕、刘 X党签订《设备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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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目的系获得“麦乐基”注册商标的专有使

用权和麦乐基店的企业名称权。而且林 X等人未能

及时注销营业执照，并将注销营业执照的证明交予

高 X燕，已构成根本违约，《名称转让协议》应予

解除。但是《名称转让协议》解除并不影响《设备

转让协议》的履行，两份合同相互独立，《名称转

让协议》解除不导致《设备转让协议》无效或不能

履行。综上，《设备转让协议》中商标使用许可条

款无效，但设备转让条款有效，且已经实际履行，

故《设备转让协议》不应解除。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

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

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

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

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

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刘 X 党、高 X 燕要求林 X、

吴 X哲、吴 X华返还企业名称转让费、商标使用许

可费、设备转让费等，为此其提交了收条、电话录

音、视听资料等证据，用以证明其实际支付了企业

名称转让费、商标使用许可费、设备转让费等。 

首先，收条系刘 X党书写，该收条虽经过裁剪，

但内容完整、连贯，无缺失。吴 X华经合法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系放弃质证权利，

吴 X哲虽对收条上其签名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相

反证据推翻高X燕、刘X党的主张，也未申请鉴定，

故可以推定收条上吴 X哲签名属实。结合本案其他

证据，《名称转让协议》并未约定企业名称转让费

数额，应认定为无偿转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合同

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

人应当就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

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或撤销的一方当事人

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高 X

燕、刘 X党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协商变更

合同价款，故不能认定高 X燕、刘 X党支付了企业

名称转让费 10万元。同时收条关于设备及原材料

款共计 12万元的内容超出《设备转让协议》及《名

称转让协议》约定范围，属于另外法律关系，不应

于本案作出认定。收条关于设备转让款 7.6万元和

商标转让款 4 000元的内容与《设备转让协议》相

符，且吴 X哲等承认收取了 60 800元设备转让款，

故应当认定刘 X党支付设备转让费 60 800元及商

标转让费 4 000元。其次，高 X燕、刘 X党提交的

电话录音、视听资料因吴 X华未到庭，无法核实，

且录音质量和播放效果不佳，无法连贯听清内容，

吴 X 哲、林 X亦不认可，故电话录音、视听资料不

能作为证据采信。 

综上，商标使用许可条款无效，林 X、吴 X哲、

吴 X华应连带返还商标使用许可费 4 000元并赔偿

相应损失。《设备转让协议》中的设备转让条款有

效且履行完毕，高 X燕、刘 X党无权要求林 X、吴

X 哲、吴 X 华返还设备转让款。此外，林 X、吴 X

哲、吴 X华对《设备转让协议》中的商标使用许可

条款无效负主要过错，其未及时履行《名称转让协

议》主要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应赔偿高 X燕、刘 X

党的经济损失。 

【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 无处

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

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

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

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八条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

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

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

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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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

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

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

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

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

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

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七条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

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

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

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

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

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

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

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

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一十五条 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

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

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

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

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条 经商标局

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

商标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

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本法所称集体商标，是指以团体、协会或者其

他组织名义注册，供该组织成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

以表明使用者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的标志。 

本法所称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

务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

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用以证明该

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

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志。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的特殊事项，

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 在诉讼

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为当事人。

有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 

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

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

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

 

第五条 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

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

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

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

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

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

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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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条 

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

条 判决书应当写明： 

（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二）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

据； 

（三）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 

（四）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 

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

院印章。 

第二百一十五条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

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

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

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

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

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二十九条 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

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

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

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

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法律文书】 

民事起诉状 民事答辩状 民事上诉状 民事上

诉答辩状 律师代理意见书 民事一审判决书 民事

二审判决书 

【思考题和试题】 

1.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存在哪些。 

2.简述企业名称权的特征。 

【裁判文书原文】 (如使用请核对裁判文书原

件内容) 

《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 X燕。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 X党。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九华、马

永梅，广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 X。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 X 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 X 端。 

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蒋文章，

华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 X 华。 

上诉人高 X燕、刘 X党因与被上诉人林 X、吴

X哲、傅 X端、吴 X华企业名称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不服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8 年 12月 30日作

出的（2008）柳市民三初字第 2号民事判决，向本

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09年 4月 20日立案受理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09年 9月 24日公开开庭进

行了审理。上诉人刘 X党及其与上诉人高 X燕的共

同委托代理人黄九华、马永梅，被上诉人吴 X哲及

其与被上诉人林 X、傅 X端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蒋文

章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吴 X华经本院合法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

本案因未能在法定审理期限内审结，经本院院长批

准延长了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高 X

燕与刘 X党系夫妻关系，并确认欲共同出资和经营

“柳州市麦乐基脆皮炸鸡店”，所产生的权利义务

由其享有和承担，故确认高 X燕、刘 X党是适格的

原告。虽然“柳州市麦乐基脆皮炸鸡店”登记经营

者姓名为林 X，但是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该店

的实际经营者为林 X、吴 X哲、吴 X华，本案所涉

的《设备转让协议》、《名称转让协议》以及与其相

关的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由上述三人享有和承

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46条的规定，

确认林 X、吴 X哲、吴 X华为适格被告。虽然傅 X

端与吴 X哲系夫妻关系，但高 X燕、刘 X党并没有

证据证实傅 X端与本案有直接的关系，故其对傅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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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 

（二）关于《设备转让协议》、《名称转让协议》

法律效力的问题。《设备转让协议》有转让“麦乐

基”注册商标和转让设备二个部分条款。林 X、吴

X哲、吴 X华不是依法享有“麦乐基”注册商标的

权利人，未经合法授权，其没有向他人转让和处分

注册商标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

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转让“麦乐基”注

册商标的条款认定为无效。双方约定转让设备的条

款，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合法有效。林 X、

吴 X哲、吴 X 华共同经营、所有的“柳州市麦乐基

脆皮炸鸡店”，系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合法登记依

法成立，林 X、吴 X哲、吴 X华享有合法的企业名

称权，有权转让，故双方签订的《名称转让协议》

合法有效。 

（三）关于林 X、吴 X哲、吴 X华构成违约及

解除合同的问题。林 X、吴 X哲、吴 X华不是“麦

乐基”注册商标的权利人，未经合法授权，与刘 X

党签订转让“麦乐基”注册商标合同，主体不合格，

造成转让无效以及合同无法履行，林 X、吴 X 哲、

吴 X华存在过错。因该部分条款无效，故不存在解

除合同的问题。《设备转让协议》未约定高 X燕、

刘 X党购买“胜利店”的设备，高 X燕、刘 X党只

是到该店学习有关技术，且《柳州市麦乐基炸鸡店

永前店设备清单》已由刘 X党与吴 X华签字确认，

故该设备清单中所列举交付的设备，应视为林 X、

吴 X哲、吴 X 华已履行《设备转让协议》约定的转

让设备的义务，不存在根本违约的行为，且转让设

备的主要义务已履行，故转让设备的条款没有达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所规定的解

除合同的情形，不予解除。林 X、吴 X哲、吴 X华

通过签订《名称转让协议》，将其享有的“柳州市

麦乐基脆皮炸鸡店”企业名称权全部转让给高 X

燕、刘 X党，其不得继续使用，但其未履行约定的

义务，未办理原营业执照注销手续，并将注销登记

证明交给高 X燕、刘 X党，仍然继续使用该企业名

称，致使高 X燕、刘 X党无法取得营业执照及“柳

州市麦乐基脆皮炸鸡店”企业名称权，故林 X、吴

X 哲、吴 X 华构成根本违约，《名称转让协议》依

法应予解除。 

（四）关于本案所涉的企业名称转让费、商标

转让费、设备转让款的问题。高 X 燕、刘 X党提交

的 2006 年 4月 27日收条不具有证据效力，不能作

为认定企业名称转让费、商标转让费、设备转让款、

代购设备款的依据。《设备转让协议》、2006 年 4

月 25 日的收条、2006 年 4 月 27 日的证明虽然涉

及到有关企业名称转让费、商标转让费、设备转让

款的内容，但《设备转让协议》只是约定有相应的

数额，是否实际履行，无证据证实；2006 年 4 月

25日收条的内容不明确；2006年 4 月 27日证明载

明的设备款 7500元双方均无异议，但仅是部分设

备款，不是全部的设备款。高 X燕、刘 X党要求林

X、吴 X哲、吴 X华返还企业名称转让费 10万元、

商标转让费 4000元、代买设备款 10万元，缺乏事

实依据，不予支持；《设备转让协议》有关设备转

让部分不符合解除要求，故高 X燕、刘 X党要求林

X、吴 X哲、吴 X华返还设备款 7.6万元，不予支

持。 

（五）关于林 X、吴 X哲、吴 X华如何承担赔

偿责任的问题。由于林 X、吴 X哲、吴 X华的过错

和违约，造成了《设备转让协议》转让“麦乐基”

注册商标的条款无效以及《名称转让协议》被依法

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

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

高 X 燕、刘 X党有权要求林 X、吴 X哲、吴 X华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合考虑合同的性质、违约方

的主观过错、违约责任的大小以及客观上高 X燕、

刘 X 党为履行合同的合理支出等因素，酌情确定林

X、吴 X哲、吴 X华赔偿高 X燕、刘 X党经济损失

20000元。 

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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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

解除高 X燕与林 X于 2006年 4月 10日签订的《名

称转让协议》；（二）、林 X、吴 X 哲、吴 X 华赔偿

高 X燕、刘 X 党经济损失 20000元；（三）、驳回高

X燕、刘 X党对林 X、吴 X哲、吴 X华其他的诉讼

请求；（四）、驳回高 X燕、刘 X党对傅 X端的诉讼

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 6160 元，由高 X 燕、刘 X

党负担 1232元，林 X、吴 X哲、吴 X华负担 4928

元。 

高 X燕、刘 X党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

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傅 X端不是本

案的适格主体错误。傅 X端与吴 X哲是夫妻关系，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

傅 X 端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负债务应

当按共同债务处理，傅 X端系适格被告。（二）、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首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设备

转让协议不予以解除，与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明

显相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要

获得“麦乐基”注册商标的专有使用权和“柳州市

麦乐基脆皮炸鸡店”企业名称权，如果合同目的不

能达到，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设备转让协议就

毫无意义。由于被上诉人的过错和违约行为致使合

同目的不能实现，设备转让协议依法应予以解除，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损失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其

次，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的商标使用权转让协议无效

并解除双方的企业名称权转让协议，但却没有依法

判令被上诉人返还收取的商标使用权转让费和企

业名称权转让费，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至少收

取了上诉人商标使用权转让费 3000元、企业名称

权转让费 30000元。吴 X华个人签名的证据就有上

述款项的收条，一审判决不予认定，适用法律错误。

此外，一审判决既认定双方的商标使用权转让协议

无效并解除了双方的企业名称转让协议，但又没有

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返还收取的商标使用权转让费

和企业名称权转让费，自相矛盾。一审判决对其不

采用的证据使用了推测的解释，违反法律规定。再

者，一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 20000元人

民币，数额明显偏低。按双方签订的合同关于定金

罚责的约定，上诉人就应获得 20000元的赔偿，一

审判决既然已认定双方的商标使用权转让协议无

效并解除双方的企业名称权转让协议，且认定被上

诉人具有过错和违约行为，就应依法判令被上诉人

赔偿上诉人因此而遭受的其他损失。故请求本院撤

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诉讼请

求，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林 X、吴 X哲、傅 X端答辩称：（一）、

傅 X 端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其没有参与任何一起

纠纷，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二）、2006 年 4 月

10日签订的《名称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高 X

燕于 2006年 5月 29日已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企业

名称为柳州市麦乐基脆皮炸鸡，经营者为高 X燕，

经营场所为柳州市柳石路 24号；（三）、2006年 3

月 21日签订的《设备转让协议》涉及的设备转让

已经履行完毕。2006年 4月 27日上诉人支付最后

一笔设备款 7500元给答辩人，上诉人已全部搬走

2006年 3月 30日《柳州市麦乐基炸鸡汉堡永前店

设备清单》中记载的设备；（四）、《设备转让协议》

中涉及的商标使用许可没有实施，上诉人也没有支

付商标使用转让款；（五）、上诉人提供的收条不真

实。收条内容是上诉人所写，吴 X 哲将名字写在外

面，且同一天又写了一张内容完全不同的证明。答

辩人从未收到上诉人现金 392500 元。综上，一审

判决正确，请求本院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吴 X华既没有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

答辩状。 

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

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

傅 X 端是否系本案一审的适格被告；（二）2006年

3 月 21 日签订的《设备转让协议》是否已履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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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是否应予解除；（三）上诉人高 X燕、刘 X党

请求法院判令被上诉人林 X、吴 X哲、傅 X端、吴

X 华连带返还企业名称转让费、商标使用许可费、

设备转让费合计 40 万元及赔偿经济损失 100080

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上诉人高 X燕、刘 X党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

两份新证据即证据一仓库物品照片、证据二店面照

片，以证明其损失情况。被上诉人林 X、吴 X 哲、

傅 X 端的质证意见是：上述两份新证据与本案无

关，，真实性无法核实，没有证明力。本院的认证

意见是：上述两份新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而且，

即使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上诉人的损失情况，没

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林 X、吴 X哲、傅 X端在二审期间没

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 

“麦乐基”商标系由案外人何乐朝于 2005年

6 月 30 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

册。“柳州市麦乐基脆皮炸鸡店”于 2005 年 9 月

29 日申请工商登记注册，登记经营者姓名为林 X，

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场所在柳州市胜利小区

综合西楼 6-7号门面，但实际经营者为林 X、吴 X

哲、吴 X华。高 X燕与刘 X党、吴 X哲与傅 X端均

系夫妻关系。 

2006年 3月 21日刘 X党与吴 X华签订了一份

《设备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1、注册商标问

题：①三人共用‘麦乐基’，由刘 X党给原‘麦乐

基’所有人 2000元；②由刘 X党个人使用应给原

‘麦乐基’所有人 4000 元；③ 1.1、1.2 到时协

商；④如按 1.2刘 X党无权干涉原来所开的麦乐基

店。2、设备：①按清单里的设备价格的总价按 80％

付给原‘麦乐基’所有人现金；②如有设备损坏，

应帮修好。3、时间：①先交定金 5000 元；②到

2006年 3月 22日再交 15000元定金，然后才可以

到胜利店学技术；③到 2006年 4月 5日要付设备

总价款的 80％；④安装验收完时，余款全部要一

次付清；⑤到 2006年 4月 6日前如不搬走所有设

备和付款，定金 20000元归原‘麦乐基’所有人所

有；⑥技术人员每天的工资 60元由刘 X党负责（最

多不超过 6天）；⑦需要材料，原麦乐基店应积极

配合；⑧要麦乐基胜利店部分原材料，按进价付款

给原麦乐基店。” 

在二审庭审中，刘 X党陈述称，转让的设备具

体包括哪些，因清单在被上诉人手上，其无法提供。

被上诉人林 X、吴 X哲在一审提交了证据 1《柳州

市麦乐基炸鸡汉堡永前店设备清单》，以证明其已

将设备转让给刘 X 党，刘 X 党于 2006 年 3 月 30

日已将打勾的设备全部搬走。《柳州市麦乐基炸鸡

汉堡永前店设备清单》共有 2 页，刘 X 党与吴 X

华于 2006年 3月 30日分别在清单上签字确认：“△

以上打‘√’的设备已搬走，如坏帮修好，并按设

备 80％付款，欠款余额 20％必须在 2006 年 4 月

20 日前一次付清；没打‘√’的设备在开业前 2

天补齐，另外在 2006年 3月 21日签订设备转让协

议也同时结清。”上述清单“价值”一栏记载各项

设备价值合计 82814元。吴 X哲在二审庭审中承认

已收到设备转让款 60800元。 

2006年 4月 10日高 X燕与林 X签订一份《名

称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一、经柳州市麦乐基

脆皮炸鸡店的业主林 X与高 X燕协商，林 X同意将

‘柳州市麦乐基脆皮炸鸡店’名称转让给高 X燕；

二、待高 X 燕办理名称预先核准手续以后，林 X

不得再使用‘柳州市麦乐基脆皮炸鸡店’名称；三、

因名称引起的官司和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与工商

局无关；四、林 X必须自名称核准之日起一个月内

办理营业执照注销手续，高 X燕持林 X注销登记证

明到经营地址所在地工商分局办理开业登记；五、

本协议一式三份，高 X燕与林 X双方各执一份，工

商局留存一份，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2006年 4月 11日，高 X燕、刘 X党到柳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手

续，该局对申请名称的查询情况为“经查，有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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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户‘柳州市麦乐基脆皮炸鸡店’，现该业主将

名称转让，提交名称转让协议，予以受理。”并给

高 X燕签发了“柳州市麦乐基脆皮炸鸡店”个体工

商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名称保留期为 2006年

4月 11日至 2006年 10月 11日。 

高 X燕、刘 X党办理了名称预先核准手续后，

林 X、吴 X哲、吴 X华没有按《名称转让协议》约

定的期限即自名称核准之日起一个月内，办理其经

营的“柳州市麦乐基脆皮炸鸡店”营业执照注销手

续，并提供相应的注销登记证明给高 X 燕、刘 X

党，反而继续使用协议转让的企业名称“柳州市麦

乐基脆皮炸鸡店”进行经营。高 X燕、刘 X党无法

取得《名称转让协议》约定的企业名称权，无法办

理工商登记，无法取得营业执照。 

在签订上述协议之后，为准备开业经营，高 X

燕、刘 X党租赁了门面并进行了装修，还购买了设

备及原材料等。2006年 5月 29日，柳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鱼峰分局前进工商所对高 X 燕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认定高 X燕自 2006年 5月 17日始，在

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颁发《营业执照》

的情况下，租用柳州市柳石路 24 号门面从事餐饮

经营活动，属非法经营，决定责令高 X燕停止非法

经营行为，对高 X燕处以罚款 500 元。其后，高 X

燕、刘 X党多次要求林 X、吴 X 哲、吴 X华履行合

同约定的义务未果，认为林 X、吴 X 哲、傅 X 端、

吴 X华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严重侵害了其合法

权利，使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于 2007 年 5

月 6日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在

审理过程中，因无法定的管辖权，于 2008年 3月

5日移送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另查明，高 X燕、刘 X党为了证明其已履行相

关的合同义务，已支付现金 40万元给被上诉人林

X 等，在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了证据 8、证据 17、

证据 18 及证据 19，即 2006 年 4 月 27 日的收条、

电话录音、2006 年 4 月 27 日的证明及 2006 年 4

月 25日的收条。 

2006 年 4 月 27 日的收条记载：“今收到刘 X

党交来现金人民币 392500 元，加上 2006 年 4 月

27 日交的设备款 7500 元，合计金额 40 万元整。

此款包括：①麦乐基名称转让 10 万元；②注销合

伙人林 X的麦乐基营业执照 10万元；③麦乐基设

备转让 7.6万元、商标转让 4000 元；④代刘 X党

购买冰淇淋机、咖啡机、可乐机各一台共 10万元，

以及原材料 2 万元，吴 X 哲、吴 X 华保证在 2006

年 5月 16日前将以上事项办理完毕及交付，以前

所有收条、欠条作废。”在收条的左下方有吴 X哲、

吴 X 华的签名。在二审庭审中，刘 X党陈述称，上

述收条是其所写，由吴 X 哲、吴 X 华签名。吴 X

哲则否认系其签名，但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也没

有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 

2006 年 4 月 27 日的证明记载：“今收到刘 X

党交来设备款 7500元，所有的帐务、收条、欠条

一律作废（包括吴 X哲写给刘 X党的现金收条）。

证明人：吴 X 哲、吴 X 华”在证明人下方，刘 X

党签名并注明“以上属实”。2006 年 4 月 25 日的

收条载明：“今收到关于注册商标，不能加盟，商

量后刘 X党部分现金给林 X。由吴 X华代收刘 X党

交的商标 3000元、设备 80000元、名称转让 30000

元。吴 X华，2006、4、25”。 

在二审期间，高 X燕、刘 X党陈述称，其主张

各被上诉人应赔偿因涉案合同不能履行所造成的

经济损失 100080元具体包括如下项目：（1）租金

14319元，即自 2006年 7月 2日至 2007年 7月 2

日止租用两间仓库共 2400 元、自 2006 年 3 月 27

日支付门面风险保证金 10080 元及安装电表费

1839 元；（2）人工费 29020 元，支付看守仓库员

工工资，自 2006 年 4 月 18 日至 2007 年 3 月 28

日共 13660元，自 2007年 4月至 2008年 4月 15360

元；（3）行政处罚罚金 500元；（4）办理卫生许可

证费用 65元；（5）广告印刷费 3648元；（6）购置

设备费 16989.5元；（7）购置物品费用 4668.5元；

（8）购置食品、原料、配料费用 9940元；（9）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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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费 3609元；（10）定金 20000元（双倍返还）。 

本院认为：（一）关于被上诉人傅 X端是否系

本案一审适格被告的问题。高 X燕、刘 X党在一审

提起的诉讼是违约之诉，傅 X 端并不是涉案合同

《设备转让协议》、《名称转让协议》的当事人，虽

然傅 X 端与吴 X 哲系夫妻关系，但高 X 燕、刘 X

党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傅 X 端之间具有法律关系

或其他利害关系，一审判决驳回高 X燕、刘 X党对

傅 X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高 X燕、刘 X党的相

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 2006年 3月 21 日签订的《设备转

让协议》是否已履行完毕、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 

首先，从当事人在《设备转让协议》中对涉案

商标约定的有关条款内容来看，第 1条第①项约定

由刘 X党与另外两人共用“麦乐基”商标，第②项

虽然约定由刘 X党个人使用，但按照第④项的约定，

原麦乐基店仍然可以使用“麦乐基” 商标，刘 X

党无权干涉，不管当事人最终是按照第①项还是第

②项履行合同，刘 X党都不可能取得涉案“麦乐基” 

商标的所有权，因此，当事人上述约定的法律关系

性质是“麦乐基” 商标的使用许可而不是转让，

一审判决将本案的部分案由确定为商标权转让合

同纠纷不当，应更正为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由

于“麦乐基” 商标系由案外人何乐朝于 2005年 6

月 30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册，

被上诉人林 X、吴 X哲、吴 X华无权许可刘 X党使

用，且其在协议签署后没有取得处分权或经权利人

追认，一审判决认定上述商标使用许可条款无效并

无不当，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条

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不妥，应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各方当事人对一

审判决认定涉案商标使用许可条款无效也没有异

议，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设备转让协议》中的设备转让条款合

法有效，主要义务已履行完毕。当事人在上述协议

中约定的设备转让条款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

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

一审判决认定为合法有效是正确的。协议第 2 条

“设备”虽然约定“①按清单里的设备价格的总价

按 80％付给原‘麦乐基’所有人现金；②如有设

备损坏，应帮修好”，但协议中对于清单里的设备

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并没有明确。在二审庭审中，

刘 X 党陈述称，转让的设备具体包括哪些，因清单

在被上诉人手上，其无法提供。而被上诉人林 X、

吴 X 哲在一审提交了证据 1《柳州市麦乐基炸鸡汉

堡永前店设备清单》，以证明其已将设备转让给刘

X党。因在上述 2页清单上，刘 X党与吴 X华于 2006

年 3月 30日已签字确认，并注明清单上打“√”

的设备已搬走，吴 X哲在二审庭审中亦承认已收到

刘 X 党设备转让款 60800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

《设备转让协议》中的设备转让条款主要义务已履

行完毕，并无不当。 

第三，《设备转让协议》中的设备转让条款不

应解除。高 X燕、刘 X党上诉称，其与被上诉人签

订《设备转让协议》及《名称转让协议》的目的就

是要获得“麦乐基”注册商标的专有使用权和“柳

州市麦乐基脆皮炸鸡”企业名称权，如果合同目的

不能达到，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设备转让协议

就毫无意义，因被上诉人的过错和违约行为致使合

同目的不能实现，故设备转让协议依法应予以解除。

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难以成立。首先，

《设备转让协议》是刘 X 党与吴 X 华于 2006 年 3

月 21日签订，而《名称转让协议》是高 X燕与林

X于 2006年 4月 10日签订，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

不同、主体不同，权利义务的内容不同，虽然高 X

燕、刘 X党系夫妻，但刘 X党与吴 X华在签订《设

备转让协议》时刘 X党并没有明示其受让涉案设备

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麦乐基”注册商标的专有使

用权和“柳州市麦乐基脆皮炸鸡”企业名称权，事

实上吴 X华也根本无法预见到刘 X 党在签订《设备

转让协议》后还进一步要求转让“柳州市麦乐基脆



130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皮炸鸡”企业名称权。因此，上诉人将《设备转让

协议》的合同目的解释为为了获得“麦乐基”注册

商标的专有使用权和“柳州市麦乐基脆皮炸鸡”企

业名称权，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与当事人在合同中

的约定不相符。其次，《名称转让协议》因林 X等

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及时注销营业执照、将注

销营业执照的证明交给高 X燕，仍然继续使用转让

的企业名称“柳州市麦乐基脆皮炸鸡”，一审判决

认定林X等构成根本违约，支持高X燕关于解除《名

称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但是，《名

称转让协议》与《设备转让协议》是两份不同的合

同，签订在后的《名称转让协议》的解除并不影响

签订在前的《设备转让协议》的履行。第三，如前

所述，《设备转让协议》包含商标使用许可条款和

设备转让条款，两者法律关系性质不同，内容相对

独立，即使商标使用许可条款和设备转让条款有主

从关系，因合同的名称为《设备转让协议》，且协

议中的大量篇幅都是设备转让条款，故亦应认定主

合同系设备转让条款，因此，商标使用许可条款无

效并不影响设备转让条款的履行。第四，设备转让

条款的主要义务 2006年 3月 30日已履行完毕，高

X燕、刘 X党使用了转让的设备已达三年多，如果

支持其解除《设备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互相返

还，则不符合公平原则。综上，高 X燕、刘 X党关

于解除《设备转让协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

院不予支持。 

（三）上诉人高 X燕、刘 X党请求法院判令被

上诉人林 X、吴 X哲、傅 X端、吴 X华连带返还企

业名称转让费、商标使用许可费、设备转让费合计

40万元及赔偿经济损失 100080元是否有事实和法

律依据。 

如前所述，《设备转让协议》中的商标使用许

可条款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

十八条之规定，被上诉人林 X、吴 X哲、吴 X华应

将因该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返还刘 X党。《名称转

让协议》因被上诉人林 X等已构成根本违约，高 X

燕关于解除《名称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

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

履行，已经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刘

X党、高 X燕上诉请求法院判令被上诉人林 X等连

带返还企业名称转让费、商标使用许可费、设备转

让费合计 40万元的证据是其在一审提交的证据 8、

证据 17、证据 18及证据 19。 

证据 8即 2006年 4月 27日的收条，被上诉人

吴 X 哲等在一审质证认为，其对收条的形式、内容

都有异议，形式上不会将写收条的纸剪成一小块，

吴 X 哲的签名在收条之外；其没有收到收条上所写

的现金 392500元，其中的名称转让 10万元及注销

林 X 营业执照 10万元没有收取，设备转让费只收

取了 76000元的 80%即 60800元，商标转让的 4000

元及代购设备 10万元没有收取。一审判决认为，

证据 8的内容是刘 X党所书写，其中该收条剪裁明

显，吴 X哲、吴 X华落款签名的部位与其在卷的其

他字据落款签名的部位不一致，有悖于常规，且林

X、吴 X哲、傅 X端提出异议不予认可，故认定该

收条不具有证据效力，不予采信。在二审庭审中，

刘 X 党的代理人认为该收条应该采信，理由是：收

条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包括名称转让协议、设备

转让协议及同一天的证明等；吴 X 华已放弃质证权

利，一审没有认定是错误的；剪裁是因上诉人为了

将收条贴在原设备转让协议而又不遮拦日期导致，

但明显可见证据的内容仍然完整、一致，并无缺失；

签名位置没有硬性规定，吴X哲、吴X华签名有效；

吴 X 哲否认自己签名毫无道理，也未履行法律规定

的义务。按法律规定，其应提供相反的证据，或在

审限届满前向法院提出鉴定的申请，但其并未提出；

林 X、傅 X端没有在收条上签名，其对签名真实性

的异议没有意义。本院认为，证据 8内容尽管是刘

X党所书写，该收条亦经过剪裁，但收条的内容仍

然完整、连贯，没有缺失；吴 X华经本院合法传唤，

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放弃质证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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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吴 X哲虽然主张收条上的签名不是其所签，但又

无法举出相反证据，也没有在举证期限内对签名的

真伪申请鉴定，故应该推定收条上的“吴 X哲”签

字是其所为，因此，一审判决对证据 8完全不予采

信不妥，但该证据能否证明待证事实应结合本案的

其他证据综合分析判断。具体而言，本院对证据 8

关于①麦乐基名称转让 10万元及②注销合伙人林

X 的麦乐基营业执照 10 万元不予认可，因为《名

称转让协议》对价格条款没有作出任何约定，应推

定为无偿转让，如果上诉人主张合同变更，依照最

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33 号《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

张合同关系变更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

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诉讼中上诉人刘 X党、

高 X燕未能举出证据证明合同当事人对《名称转让

协议》中的价格条款作出了变更，故本院对证据 8

的上述第①、②款项不予采信。其次，证据 8第④

款项即代刘 X党购买冰淇淋机、咖啡机、可乐机各

一台共 10万元以及原材料 2万元，因超出了本案

合同《设备转让协议》及《名称转让协议》约定的

范围，属于另外法律关系，本院对此不予审理。第

三，关于证据 8第③麦乐基设备转让 7.6万元、商

标转让 4000 元的问题，因《设备转让协议》第 1

条第②项约定的商标使用许可费为 4000元，与证

据 8第③项已收到商标费 4000元相符，本院予以

采信，被上诉人林 X、吴 X哲等抗辩称没有收到商

标费 4000元的理由不能成立。《设备转让协议》对

转让设备的费用没有明确约定，但被上诉人吴 X

哲等承认收取了 76000元的 80%即 60800元，故本

院认定刘 X 党支付了吴 X 哲等设备转让费 60800

元。 

证据 17系电话录音，被上诉人吴 X哲等在一

审质证认为录音听不清楚，因吴 X华未到庭，是否

系与吴 X华的通话录音无法核实，对该证据不予认

可。一审判决以该证据属于视听资料，录音质量和

播放效果不佳，无法连贯听清内容，且吴 X哲等对

该证据有异议为由，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证据

17 系视听资料，因录音内容无法连贯听清楚，且

吴 X 华未到庭，是否系吴 X华的声音无法判断，真

实性无法核实，一审判决没有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当，

刘 X 党、高 X燕上诉称该证据应予采信的理由不能

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证据 18 即 2006 年 4 月 27

日证明，因吴 X哲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一

审判决予以采信是正确的，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吴 X

哲、吴 X 华收到了刘 X 党交付的部分设备转让款

7500元，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 19即 2006年 4

月 25日的收条，因该书证记载的内容吴 X华收到

刘 X 党交付的商标费 3000元、设备费 8万元、名

称转让费 3万元，不能证明上诉人刘 X党主张林 X

等已收到其支付的 40万元现金这一待证事实，也

与刘 X党在一审提交的证据 8及合同约定相矛盾，

本院不予采信。 

因此，商标使用许可条款无效后，被上诉人林

X 等因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所取得的财产 4000 元转

让费应退还给上诉人刘 X党，刘 X 党该上诉理由成

立，本院予以支持；《设备转让协议》中的设备转

让条款因主要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商标使用许可

条款无效及《名称转让协议》的解除并不影响《设

备转让协议》合同目的的实现，上诉人高 X燕、刘

X党关于解除《设备转让协议》及返还设备转让款

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高 X燕、刘

X党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依照《名称转让协

议》支付给被上诉人林 X等名称转让费 10万元及

注销营业执照费 10万元，故其请求返还上述款项

合计 20万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高 X燕、刘 X党请求法院判令被上

诉人林 X、吴 X 哲、吴 X 华赔偿经济损失 100080

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 

如前所述，《设备转让协议》中的商标使用许

可条款因被上诉人林 X、吴 X哲、吴 X华对涉案商

标“麦乐基”无权处分而无效，主要过错在于被上

诉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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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定，被上诉人应赔偿刘 X党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刘X党疏于审查被上诉人林X等对涉案商标是否享

有处分权，对导致合同无效亦有一定的过错，应承

担次要责任。《名称转让协议》因林 X等没有及时

履行合同主要义务而构成根本违约，高 X燕关于解

除《名称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予以支持

是正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

零七条之规定，被上诉人林 X、吴 X哲、吴 X华应

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当事人在《名称转

让协议》中对违约责任没有作出约定。《设备转让

协议》中约定刘 X党在 2006年 3月 22日前交纳定

金共 20000元，到 2006年 4月 5日要交付设备总

价款的 80%，被上诉人吴 X哲等在诉讼中承认已收

到合同设备转让款的 80%即 60800 元，因定金交纳

的时间约定在前，而设备转让款支付的时间约定在

后，本院从设备转让款已支付这一事实推定刘 X

党已交纳定金 20000元，被上诉人吴 X哲等抗辩称

没有收到涉案定金的理由不能成立。《设备转让协

议》包含设备转让条款和商标使用许可条款两个法

律关系，虽然商标使用许可条款无效，但设备转让

条款的主要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债务人履

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刘 X党主

张双倍返还定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仅支持

其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定金 20000元的上诉请求。高

X燕、刘 X党主张的其他赔偿款项如租金 14319元、

人工费 29020元、行政处罚罚金 500元、办理卫生

许可证费用 65元、广告印刷费 3648元、购置设备

费 16989.5元、购置物品费用 4668.5 元及购置食

品、原料、配料费用 9940元、运输费 3609元，因

高 X燕、刘 X党无法证明上述款项的支出就是商标

使用许可条款无效及《名称转让协议》的解除所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本院综合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况，

酌情决定赔偿损失数额为 30000元，一审判决赔偿

经济损失 20000元，数额偏低，本院予以调整，但

高 X燕、刘 X党上诉请求判令各被上诉人赔偿其经

济损失 100080元，数额又过高，本院不能全额支

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

（五）项认定商标使用许可条款无效不当，本院予

以更正。高 X 燕、刘 X 党关于要求返还商标费用

4000 元及增加赔偿数额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

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

十一条、第五十八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

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

第一百一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维持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柳市民

三初字第 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 

二、撤销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柳市民

三初字第 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第二项为：林 X、吴 X哲、吴 X华连

带赔偿高 X燕、刘 X党经济损失人民币 30000元； 

四、林 X、吴 X哲、吴 X华连带返还刘 X党商

标使用许可费人民币 4000元； 

五、林 X、吴 X哲、吴 X华连带返还刘 X党按

《设备转让协议》的约定已交付的定金人民币

20000元； 

六、驳回高X燕、刘X党本案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 6160 元，合计人民币

12320 元（高 X 燕、刘 X 党已预交），由高 X 燕、

刘 X 党负担 2320 元，由林 X、吴 X 哲、吴 X 华负

担 10000 元。高 X 燕、刘 X 党已预交的应由林 X、

吴 X 哲、吴 X华负担的 10000元诉讼费，本院及一

审法院均不予退还，由林 X、吴 X 哲、吴 X华迳付

给高 X燕、刘 X党。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完毕，逾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办理，权利人可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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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

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耄耋再婚老妇诉离婚索赔 5 万 

法院：被告应予原告经济帮助，酌定补偿 3万 

2018-01-19 人民法院报 第 03  版马静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1/19/content_134492.htm?div=-1 

本报讯  近年来，老年人离婚或丧偶后再婚情

况日益增多，而老年人再婚后到法院诉讼离婚的情

况时有发生。近日，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这样一起再婚老年人离婚纠纷，一方是 88

岁的老爷爷，另一方是 85岁的老奶奶，这对再婚

14 年的老人因感情不和，且经常为经济问题产生

纠纷，老奶奶要离婚，并提出索要精神损害赔偿 5

万元。最终法院判决离婚，对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

持，但酌定离婚后被告补偿原告 3万元。 

原告王某与被告吕某经人介绍相识后于 2003

年登记结婚，原、被告均系再婚，结婚前各自子女

均已成家。婚后夫妻关系尚可。近年来，双方常为

经济问题产生纠纷并伴随争吵，致夫妻感情逐步淡

薄。2017年 10月，原告摔倒致手臂骨折住院，出

院后便直接前住女儿家居住，并向法院起诉，要求

与被告离婚，并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5

万元。 

庭审中，吕某同意离婚，但认为自己无过错，

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

求驳回；另，双方之间并无共同财产。 

虎丘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再婚后存在

隔阂、不完全信任而未能培养起夫妻感情，并为经

济问题起争执，致夫妻关系恶化。现被告也同意离

婚，故原告离婚之诉讼请求，应予准许。关于原告

提出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5万元的问题，

因被告在双方共同生活中并无过错，不符合婚姻法

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形，故不予

支持。但由于原告刚出院身体尚在恢复之中，需要

静养，更需要营养及帮助、照料，且原告又无固定

住处，目前确实生活困难，故被告应依法给予原告

适当帮助，综合原、被告结婚后共同生活的时间、

双方实际收入以及身体健康状况，虎丘法院酌定离

婚后被告补偿原告 3万元。（马  静）  

■连线法官■ 

在再婚老年人离婚案件中，一方当事人若存在

无固定收入来源、无固定住处等生活困难，另一方

有经济帮助的义务，法院应综合考虑双方实际情况

酌定经济帮助的数额，保障生活困难的一方当事人

离婚后能够正常生活，安享晚年。 

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

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

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

法院判决。”该经济帮助义务不同于实行分别财产

制夫妻离婚时的经济补偿义务，其适用需要同时符

合三个条件，一是要求适当经济补偿的一方确有困

难；二是提供经济帮助的一方应当有经济负担能力；

三是接受帮助的一方没有再婚或与他人同居。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一方生

活困难”包括“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

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以及“一方离婚后没

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两种情形。 

本案原告离婚时确实生活困难，而被告确有经

济负担能力，因此离婚时被告对原告负有经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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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具体数额则综合原、被告结婚后共同生活的

时间、双方实际收入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等多方面因

素酌情确定。 

“同居男友”遇车祸去世，她被判承担其生前 231 万债务 

2018-01-22 澎湃新闻  王健 
http://mp.weixin.qq.com/s/cXQGlY8T7318rvayCugFQw 

澎湃新闻记者 王健 

1 月 20 日，陕西榆林定边县法院就该院判决

书“早产门”事件作出回应，称系笔误所致，原本

该再审判决书落款日期应为 12月 29日，办案人员

误写为 11月 29日，导致判决书上的落款时间早于

庭审结束时间。 

不过，澎湃新闻查阅该再审判决书发现，与判

决书上的笔误相比，这起案件本身更值得关注。 

该案原审被告侯春梅自称与徐志军系同居关

系，徐因车祸去世后，原告李凤海以侯、徐系夫妻

关系为由，持徐志军生前所立 231 万元借据，将侯

春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侯、徐系夫

妻关系，该笔债务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判令侯春

梅偿还原告李凤海 231万元。 

此后，榆林市检察院以该案一审判决书“认定

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为由提起抗诉。检察机

关向民政部门调查核实，并未查到徐、侯二人结婚

登记信息。检察机关据此认为，该笔债务系徐志

军个人债务，与侯春梅无关。 

但定边法院再审认为，虽未能查到其与侯春

梅登记结婚的相关信息，但根据公安机关户籍信息

显示为“夫妻投靠”，推定徐与侯进行过结婚登记。

因此，该 231 万元应视为徐、侯二人的“夫妻共

同债务”。 

侯春梅对再审判决不服，已向榆林中院提起上

诉。而侯春梅认为，最高法新近发布的司法解释，

也给她的上诉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他（李凤海）

既没有证据证明我对这笔债务有举债的合意，也没

有证据证明借款用于了我的日常生活，因此这笔债

务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 

“同居男友”生前百万欠债该谁还 

1 月 20 日，陕西吴起女子侯春梅向澎湃新闻

反映称，她和一名叫徐志军的男子曾是同居关系，

2015年 10月徐志军因车祸去世后，有人将她起诉

至定边法院，以她和徐志军系夫妻关系为由，要求

法院判令她偿还徐志军生前欠下的 231万元。 

据该案一审判决书显示，定边法院于 2015年

12 月 8 日受理了李凤海诉侯春梅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并于 2016年 1月 20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到

庭参加诉讼，而被告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本案以缺席审理终结。 

定边法院根据原告陈述、举证、质证查明，被

告侯春梅与徐志军系夫妻关系，李凤海曾在半年内

分两次以现金交付方式借给徐志军 231万元。2015

年 5月 15日，徐志军在定边一酒店向李凤海出具

231 万元借据一张，约定每天还款 7.7 万元，40

天内还清。侯春梅知悉其丈夫徐志军向李凤海借款

的事实。徐志军于 2015年 10月 2日死亡。 

定边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丈夫徐志军生前向原

告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清偿。该借款系

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丈夫生前所借，应视为

夫妻共同债务。故，判决被告侯春梅于判决生效后

五日内偿还原告李凤海 231万元。 

侯春梅告诉澎湃新闻，一审判决后，她因故错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5NTU3MQ==&mid=2651469749&idx=4&sn=8b225b07c0c80ae781f880992e5ee515&chksm=bd67aa098a10231f64d8523c4bd4c9a1ee1e7b91bdbf652e39a152cf8a0a090b0d95e2eafc78&mpshare=1&scene=1&srcid=0122WH2MQkcIxuGpphkyF9O2&key=cdd0d222300eca7e85746a24da0d189b5cbea1d45f0e5409cf657bb4d5b12e63aea8187302261abd18d7595b0c534de0230af210683dbd1004389f8eb86df67b3c3b594c36d3148edf3183284ddcfe36&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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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上诉期限，致使一审判决生效，她与徐志军共同

所有的一处房产被法院执行。相关司法文书显示，

定边法院已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将侯春梅和徐志军

名下的一处房产折抵给李凤海，偿还 53.8万余元。 

之后，侯春梅向定边法院申请再审，理由系她

和徐志军并非夫妻关系，对徐志军的债务不承担连

带责任。2016年 7月 20日，该再审申请被定边法

院裁定驳回。 

定边法院裁定书显示，该院认为，侯春梅不能

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徐志军不是夫妻，且本案在审理

中定边法院一审期间与侯春梅谈话时，侯亦认可与

徐志军的夫妻关系。 

另外，定边法院依法在吴起县公安局调取的户

籍信息显示，侯春梅户口变动类别为夫妻投靠，证

明其与徐志军是夫妻关系，故驳回侯春梅的再审申

请。 

无婚姻登记信息，法院推定成立夫妻关系 

再审申请被驳回后，侯春梅不服，并向检察机

关申诉。2016 年 12 月 23 日，榆林市检察院以原

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为由，对本案提

出抗诉。 

榆林市检察院认为，依据《婚姻法》及《婚姻

法若干问题解释（一）》的规定，自 1994年 2月 1

日之后，男女双方只要没有办理婚姻登记的，一律

按照同居关系对待。由此证明，“结婚登记”系我

国“夫妻关系”成立的唯一合法要件。 

一审法院并未依职权向侯春梅与徐志军户籍

所在地民政部门调查核实，仅依据 2015 年 12 月

29 日侯春梅谈话笔录中承认“徐志军是其丈夫”，

就此认定侯、徐系“夫妻关系”，缺乏证据证明。 

检察机关在审查时，经过向民政部门调查核实，

并未调取到侯春梅与徐志军的结婚登记记录，“既

然无证据证明侯、徐二人是夫妻关系，则不存在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这一法律事实，亦无法产生夫妻共

同债务”。 

因此，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侯春梅并非借款

人，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侯春梅对该笔债务有举债

的合意，及该笔债务用于徐、侯二人的共同生活。

该笔债务依法属于徐志军个人债务，与侯春梅没有

关系。 

榆林市检察院抗诉后，2017年 2月 23日，榆

林中院裁定指令定边法院再审该案。 

定边法院此后三次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并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经该院审委会研讨后作出民事

判决书。 

定边法院再审查明，徐志军生前于 2004 年 9

月 18 日与前妻刘某某离婚，侯春梅于 2003 年 9

月 11日与前夫闫某某离婚。2008年 11月 12日因

夫妻投靠，侯春梅将户口迁至徐志军户口名下，现

徐志军户下登记有妻子侯春梅，次子徐某某，双方

在定边县定边镇有共同住房一处。 

徐志军因车祸于 2015年 10月 2日死亡后，侯

春梅曾以妻子名义在甘肃庆阳西峰区法院提出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一审法院亦支持了侯春梅的诉请。

但是，在吴起县民政局未查到徐志军、侯春梅二人

的婚姻登记信息。 

对于车祸相关诉讼，侯春梅反驳称，该交通事

故案一审并未生效，而二审生效判决中并没有支持

她的诉请，将她排除在合法继承人之外，西峰法院

诉讼文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定边法院再审后认为，徐志军生前欠有李凤海

人民币 231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现徐志

军已故，虽未能查到其与侯春梅登记结婚的相关信

息，但根据公安机关的户籍信息显示为“夫妻投靠”。

根据公安机关户口办理的相关规定，结婚迁户的前

提是必须提供结婚证，据此推定侯春梅与徐志军进

行过结婚登记。 

最终，定边法院再审还是维持了一审判决，即

侯春梅应承担这 231万元债务的偿还责任。 

针对再审判决，侯春梅与其代理律师已于 1

月 20日向榆林中院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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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诉状中，侯春梅再次提出，按照《婚姻法》

之规定，婚姻主管部门仅为民政部门，夫妻关系成

立的唯一合法凭据是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其他任

何记载均无确认效力。再审法院将户籍信息变动类

别作为认定夫妻关系的凭据，没有法律依据，更违

反了《婚姻法》的规定。 

在上诉状中，侯春梅还对该笔债务的真实性及

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1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

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施行。该《解释》不仅强调了“共债共签”原则，

还对举证责任等作出了规定。（点击阅读此前报道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最高法的最新权威解释来

了！） 

上述新规成为侯春梅上诉的法律依据之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5NTU3MQ==&mid=2651469289&idx=1&sn=1ef1f9519d8573bd94830addbed2068a&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5NTU3MQ==&mid=2651469289&idx=1&sn=1ef1f9519d8573bd94830addbed2068a&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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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继承 

典型案例 

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借款、资产夫妻一方死亡后属遗 

产继承范围——黄 X 英诉周 X 松、周 X 法定继承案 

原创 2018-01-07  法律家 

http://mp.weixin.qq.com/s/XQDPId0BrTglX2-31LpC1A 

【中法码】继承法学·遗产的处理·遗产范

围·属于遗产·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t060101061) 

【关 键 词】民事 继承法学 法定继承 遗

产 夫妻共同财产 

【学科课程】继承法学 

【知 识 点】法定继承 夫妻共同财产 第一顺

序继承人 

【教学目标】掌握法定继承的概念，明确法定

继承的特征，理解夫妻共同财产的特征。 

【裁判机关】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程序类型】民事一审 

【案例效力】被国家法官学院《中国审判案例

要览》(2013年民事审判案例卷)收录 

【案例信息】 

【案    由】继承纠纷 

【案  号】 (2011)西民初字第 789号 

【判决日期】2012年 10月 08日 

【审理法官】 张端 朱友学 

【原   告】 黄 X英 

【被   告】 周 X松 周 X 

【原告代理人】 余干（宜昌市问鼎法律事务

所） 

【被告代理人】 周俊（宜昌市西陵律师事务

所） 

【争议焦点】 

夫妻一方死亡后，作为被继承人的第一顺位继

承人要求继承遗产，作为夫妻二人名下的房屋、企

业、股票、银行存款以及债务，夫妻共同财产和夫

妻共同债务应如何划分。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房产为共同财产，其中 50%的

价值由李昌云所有，扣除李昌云医疗和丧葬的费用，

在被告周 X松完全支付原告黄 X英和被告周 X财产

各 203 039后，房屋所有权归被告周 X松所有；被

告周 X 松名下的银行存款 50%即 6 245.67 元系李

昌云的遗产，被告周 X松应向原告黄 X英和被告周

X各支付 2 081.89元；吉电股份股票原告黄 X英、

被告周 X各应分得 1833股；传世旅游公司原告黄

X英、被告周 X各应分得 1/6份额；原告黄 X英的

其他诉求一律驳回。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

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被继承人因患有精神疾病食药过量死亡后，作

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母亲要求继承被继承人的遗

产，作为被继承人的配偶的继承人名下持有与被继

承人共同所有的资产，其中一半是被继承人的遗产。

同时，被继承人的配偶在被继承人生病期间为资助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U0OTgzMw==&mid=2651671561&idx=1&sn=21b6d42cf1884e7ccc34f869ccb381f1&chksm=bd6cb76f8a1b3e79e8b466be65d3fe31da5d23dcac5b0a2859d476cacf130563be2941a335d0&mpshare=1&scene=1&srcid=0107pE9jxrEdP9Ahm1UGzo1q&key=d6ed7c38d5670076f867da5e75a5ce8fe1d2dac7aec3fa963ffdaa98865444a19864c3f3ca159650205d2da80adf6162ed3f912cff3df48b5e600f05e61542d1c1d46a91d7cddeac943d9cf579a28254&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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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女儿创办公司和为自己公司项目运行分别向他

人借款，因被继承人生前是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

其配偶未经被继承人的同意进行的借款行为，不属

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同一顺位的继承人可以对被

继承人的遗产进行共同分割。 

【法理评析】 

法定继承是指在被继承人没有对其遗产的处

理立有遗嘱的情况下，由法律直接规定继承人的范

围、继承顺序、遗产分配的原则的一种继承形式。

根据法律规定，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所有财

产和法律规定可以继承的其他财产权益即被继承

人的遗产，第一顺位继承人为被继承人的配偶、子

女、父母。同一顺位的继承人在法定继承遗产时一

般应当按人数均等分配遗产数额。其中，夫妻一方

死亡后，被继承人的遗产是夫妻在婚姻缔结之日至

夫妻一方死亡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

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

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

产，继承人继承遗产的同时应当继承被继承人因夫

妻共同生活或对共同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和处

分以及履行双方的法定义务而产生的税款和债务。

一方从事无关家庭共同生活所产生的债务或者夫

妻约定为个人负担的债务，不属夫妻共同债务，包

括：1.夫妻一方的婚前债务；2.夫妻双方约定由一

方负担的债务；3.夫妻一方因赌博、吸毒等产生的

不合理支出；4.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对没

有扶养义务人资助所出现的债务；5.夫妻一方未经

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生产或者经营活动所负债

务，且其收入未用于共同生活；6.其他实施违法犯

罪行为、侵权行为依法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等。因

此，夫妻一方死亡后，继承人对遗产和债务的继承

范围为，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和因夫

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产生的债务。 

被继承人患有精神病已有三十三年的病史，因

其丈夫未尽到监护义务，被继承人食用药物中毒死

亡，被继承人的母亲要求继承属于被继承人的但仍

在其配偶名下的住房、银行存款、公司股权，股份

等遗产。夫妻一方死亡后，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是

被继承人与其配偶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共

同债务的一半。其中，夫妻共同财产是夫妻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无特别约定由夫妻一方所有并且无身

份属性的财产，死者与其配偶一直共同生活，其配

偶持有的住房、银行存款、公司股权、企业股份均

属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配

偶在被继承人生前患有精神疾病的情况下，未经被

继承人同意擅自资助无扶养义务的女儿产生的债

务和未经被继承人同意筹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产

生的债务均不在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综上，被继承

人的遗产为其配偶名下的夫妻共同所有的房产、银

行存款、公司股份的一半，同一顺位的继承人可以

均分后继承。 

【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 夫妻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

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

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 遗产按照

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

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

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

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

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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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

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十三条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

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

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

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

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 

第二十六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

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

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 

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

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 

第二十九条 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

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 

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

者共有等方法处理。 

第三十三条 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

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

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

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

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 

【法律文书】 

民事起诉状 民事答辩状 律师代理意见书 民

事一审判决书 

【思考题和试题】 

1.论述法定继承的适用范围。 

2.简述法定继承的继承原则。 

3.浅析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裁判文书原文】 (如使用请核对裁判文书原

件内容) 

《民事判决书》 

原告：黄 X英。 

委托代理人：李万矩。 

委托代理人：余干（宜昌市问鼎法律事务所）。 

被告：周 X松。 

委托代理人：邓超平。 

被告：周 X。 

委托代理人：周俊（宜昌市西陵律师事务所）。 

原告诉称 

原告黄 X英诉称：我的大女儿李昌云 1951年

生，于 2011年 4月 28日去世。依据继承法规定，

我享有继承李昌云遗产的权利。特要求与周 X松、

周 X 共同继承李昌云价值约一百万元的遗产。根据

验尸报告，李昌云死亡被发现时已是一周时间以上，

周 X 松没有尽到监护责任。2003 年周 X 松购买宜

昌市皮革工业公司（以下简称皮革公司），一直没

有办理过户，有隐匿财产目的，因此应当少分遗产，

原告应当继承李昌云遗产的 20%。具体诉讼请求为：

（1）继承户名周 X松的银行存款、股票的 20%；（2）

继承周 X 松在宜昌市传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传世旅游公司）股权的 20%；（3）继承

本市云集路 32号、胜利三路 21-2 号的房产价值的

20%； （4）继承周 X松在皮革公司享有净资产的

20%（诉讼中变更为继承股份的 20%）。 

被告辩称 

被告周 X松辩称：李昌云和我长期共同生活，

生病 33年一直是我照顾，我要求多分遗产。胜利

三路的房屋是周 X 松四兄妹出资购买，且由周 X

出资装修。周 X松与李昌云有共同债务如下：周 X

松向梁川借款 60 万元，用于周 X 创办公司。周 X

松向镇万清借款 20万元，用于传世旅游公司项目。

原告要求继承遗产，还应将李昌云住院、安葬费用

扣除。 

皮革公司不属于遗产范围，理由是：第一，企

业没有过户，其性质还是集体企业；第二，该企业

是承债式整体购买，债权债务、职工安置没有处理

完毕；第三，购买人有周 X松、段 xx、向 xx3人，

按 4：3：3比例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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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明确要求继承的份

额，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周 X辩称：胜利三路 21 号住房是我出资

装修，如果认定为我父母共同财产，要求返还装修

款 117 626.2元。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

明：被继承人李昌云系黄 X 英的女儿。被告周 X

松与李昌云结婚后生育女儿周 X。李昌云因患精神

病，于 2011年 4月 28日死亡。周 X松与李昌云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本市云集路 32号建筑面积

73.12 平方米的住房一套，另购置本市胜利三路

21-2号建筑面积 132.39平方米的住房一套，诉讼

中原、被告确定两套房价值 1 261 700 元。周 X

松与他人共同设立传世旅游公司，其占 40%股份。

周 X 松、李昌云有银行存款 12 491.34 元。周 X

松持有吉电股份股票 11 000股。 

李昌云因患病，2010年 11月 3日人医院治疗，

诊断为分裂症（病程 32 年）。经治疗好转于 2011

年 4月 7日出院，医疗费用累计 13 742.92元，个

人支付 2 108.50元。李昌云在家中去世后，经法

医鉴定系因氯氮平中毒死亡（其治疗药物中含氯氮

平），周 X 松料理李昌云安葬后事花去费用计 27 

399 元。按照鄂劳俭[1995]180号规定，2011年职

工安葬费标准为 5 668元。 

同时查明：周 X松 2003年 9月 4日与宜昌市

西陵区商贸旅游局签订“皮革公司整体转让合同”，

约定：企业资产以 172万元价格出售给周 X松，该

企业的全部债权和债务由周 X松承担。企业改制完

成后，政府协助被告办理企业性质及法人变更、解

除原企业职工劳动关系等相关手续（第 8条）。 

周 X 松出资购买该企业后仍以原企业名义经

营至今，没有办理企业性质及法人变更的相关手续。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李昌云死亡证明，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

中心法医意见书； 

（2）原、被告与李昌云之间的关系证明； 

（3）本市云集路 32号、胜利三路 21-2号登

记所有权人周 X松的房屋所有权证； 

（4）传世旅游公司验资证明； 

（5）“皮革公司整体转让合同”、房产登记信

息、银行转账单及西陵区财政局国资中心“企业转

让费”收据； 

（6）西陵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证明、“皮革公司

营业执照”、年检资料； 

（7）李昌云住院医疗发票及死后安葬票据、

李昌云住院医疗资料、载明安葬费标准的《湖北省

职工（因病）非因工死亡赔偿标准》（鄂劳俭［1995] 

180号）； 

（8）周 X松、李昌云银行存款查询资料，周

X松持有吉电股份股票查询资料。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黄

X英与周 X松、周 X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均平等

享有继承权。黄 X英认为，周 X松在李昌云生病医

疗期间未尽到监护责任，应当少分遗产，因为周 X

松系与李昌云同住家属，尽管李昌云出院后，周 X

松对其服药管理存在疏忽大意之处，且死亡后几天

才发现，但其病程 33年，周 X松照顾其生活尽义

务较多。因此，黄 X英要求多分遗产，其理由不成

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周 X松在李昌云死亡几天

后才发现，没有尽到监护责任，而黄 X英已八十高

龄，无劳动能力，因此，周 X松要求多分遗产，其

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继承人李昌云的遗

产，扣除其生前医疗费用个人承担部分以及死亡后

丧葬料理费用计 21 731元（超过鄂劳俭[1995]180

号规定职工安葬费 5 668元的部分），其余部分由

黄 X 英、周 X松、周 X平均分割。 

（1）关于本市胜利三路 21-2 号房屋，不动产

所有权以登记为准。周 X松称该住房系其四兄妹共

同所有，因未提交相关证据，且证人亦未出庭作证，

故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周 X称其出资装修该房屋，

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相关事实，故不能认定。 

（2）关于周 X松主张的向梁川借款 60万元用

于周 X创办公司、向镇万清借款 20万元用于传世

旅游公司项目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因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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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于家庭生活，因此其主张不能成立，不应从遗

产中扣除。 

（3）周 X松购买的皮革公司资产，其无法证

明段 xx、向 xx的出资与购买该企业有关，因其出

资系夫妻共同财产，虽然该公司至今未办理过户手

续，但是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故原告主张

该公司财产属遗产范围，按照《继承法》的相关规

定，其应享受继承权利，本院予以支持。但是，目

前该企业债权债务、职工安置等问题均未处理完毕，

亦未完成股权变更，故原告可在该企业完成相关股

权变更、登记手续后，依照《继承法》和《公司法》

的相关规定另行主张权利。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位于宜昌市云集路 32 号建筑面积 73.12

平方米的住房一套，价值 390 900元；位于本市胜

利三路21-2号建筑面积132.39平方米的住房一套，

价值 870 800元。上述两套房屋价值合计 1 261 700

元，其中 50%计 630 849.99 元系李昌云遗产，扣

除李昌云医疗费个人负担部分以及料理后事费用

超出职工安葬费的部分共计 21 731 元，余额 609 

118.99元。黄 X英、周 X松、周 X各分得 203 039.66

元。被告周 X松付给黄 X英、周 X 各 203 039.“元

之后即获得该两套房屋的全部产权。 

（2）周 X 松在中国工商银行存款 9 819.01

元，李昌云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存款 2 672.33元，

合计 12 491.34 元，其中的 50%计 6 245.67 元系

李昌云的遗产，黄 X 英、周 X 松、周 X 各分得 2 

081.89 元。 

（3）周 X松持有吉电股份股票 11 000股，其

中的 50%计 5 500股系李昌云的遗产，黄 X英、周

X各分得1 833股，其余股票归持有人周X松所有。 

（4）被告周 X松占传世旅游公司 40%股份（其

中 20%系李昌云遗产），原告黄 X 英、被告周 X 各

享有该股份的 1/6份额，周 X松享有该股份的 4/6

份额。 

（5）驳回原告黄 X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3 800元，其他诉讼费 5 000元，

合计 18 800元，原告黄 X英、被告周 X松、被告

周 X 各负担 6 266.66元。 

律师作为见证人未在代书遗嘱上签名时，该遗嘱是否有效？ 

——邝 X 栋、邝 X 宏诉朱 X 仙遗嘱继承纠纷案 

原创 2018-01-13  法律家 

http://mp.weixin.qq.com/s/6g7o8ErfYEZ93cAbZbVj4g 

【中 法 码】继承法学·遗嘱继承·遗嘱的效

力·有效遗嘱 (t04040115) 

【关 键 词】民事 遗嘱继承 明确表示 遗

产 代书遗嘱 签名 专业律师 见 

证书 法律依据 再婚配偶 

【学科课程】继承法学 

【知 识 点】遗嘱继承 代书遗嘱 

【教学目标】掌握遗嘱继承的特征，明确代书

遗嘱的效力认定标准。 

【裁判机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程序类型】民事二审 

【案例效力】被国家法官学院《中国审判案例

要览》(2009 年民事审判案例卷)收录 

【案例信息】 

【案    由】遗嘱继承纠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U0OTgzMw==&mid=2651671596&idx=1&sn=061d254487a0c60472a6ba573051ff1f&chksm=bd6cb74a8a1b3e5c00de42fc540616fd0d0bba847a73ed71cc067c8e826373baa2c3ff6ef632&mpshare=1&scene=1&srcid=0113fAnea5SWwR2KujYqHhIZ&key=ffd6e7826d53df799ffc3ccb9b49fde4042aae8763fc84194368af6c300a2e3e1a00891c0f658e1f1dcf6daa874a13263f6067d2f8aa4f8d4aa89d7f67c9cdad437ff28407958dd99a7510963389904b&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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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号】 (2008)沪高民一(民)终字第 76

号 

【判决日期】2008 年 12 月 12 日 

【审理法官】 王蓓华 孟艳 李烨 

【上  诉 人】 邝 X 栋 邝 X 宏（均为原审原

告） 

【被上诉人】 朱 X 仙（原审被告） 

【争议焦点】 

被继承人生前在专业律师见证下委托他人代

为书写遗嘱表示其全部遗产由其再婚配偶继承，该

遗嘱仅有代书人、被继承人签名，而无见证人签名

的，在此情况下能否认定该遗嘱有效。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邝 X 栋、邝 X 宏要

求剥夺被告朱X仙继承权的诉讼请求；邝X堃（坤）

名下的动产、不动产均由被告朱 X 仙继承。 

原告邝 X 栋、邝 X 宏不服一审判决，以邝 X

堃订立的代书遗嘱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应属无

效；司法部对该代书遗嘱的鉴定程序违反法定程序；

涉案房屋已于邝 X 堃去世前被拆除，故其主要遗

产已经灭失，该遗嘱已不能发生效力为由，提起上

诉。请求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朱 X 仙辩称：遗嘱确系邝 X 堃的真

实意愿，且其签名笔迹经鉴定系真实的，鉴定程序

亦未违反法律，故该遗嘱有效。涉案房屋灭失并不

能对本人的继承权产生影响。故请求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被继承人生前委托代书人写下一份遗嘱，明确

表示其再婚配偶继承其全部遗产。代书遗嘱中虽然

仅有代书人、被继承人签名，而无见证人签名，但

鉴于见证人系专业律师，且其已依照程序制作了见

证书并载明遗嘱制作过程，故该代书遗嘱有效。被

继承人死亡后，法定继承人主张继承其遗产的，没

有法律依据，被继承人的遗产应全部由其再婚配偶

继承。 

【法理评析】 

代书遗嘱是指立遗嘱人因特殊原因不能自行

书写遗嘱时，而委托代书人根据其真实意愿代为书

写的遗嘱。因代书遗嘱并非遗嘱人自行书写，极易

遭到篡改，从而导致内容并非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

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由其中一人

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

和遗嘱人签名。其中，遗嘱见证人应具备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且与继承人和遗嘱人没有利害关系。同

时，因遗嘱是涉及身份关系的处分财产行为，集中

体现社会公序良俗，因此代书遗嘱的生效要件比一

般遗嘱亦更加严格。一般情况下，在代书人书写遗

嘱过程中，必须有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见证人在场

并在遗嘱上签字，否则，代书遗嘱不能生效。 

遗嘱人生前委托代书人书写了一份遗嘱，明确

表示其财产由再婚配偶所有。在该份代书遗嘱中，

虽仅有代书人和遗嘱人签名，而无见证人签名，但

由于该遗嘱的见证人系职业律师，属于遗嘱见证人

法定条件的范畴。同时该遗嘱见证人虽然未在代书

遗嘱上签名，但专门制作了见证书，表明了自己的

见证人身份，在此情况下，足以对该遗嘱系遗嘱人

的真实意思表示构成证明。因此，遗嘱人所立遗嘱

有效，其再婚配偶享有遗产继承权。 

【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 继承权纠

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

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 

第十六条 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

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 

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

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

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 

第十七条 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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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

月、日。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

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

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

在场见证。 

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

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

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

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第十八条 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 

（二）继承人、受遗赠人； 

（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法律文书】 

民事起诉状 民事答辩状 民事上诉状 民事上

诉答辩状 律师代理意见书 民事一审判决书 民事

二审判决书 

【思考题和试题】 

1.代书遗嘱需要具备的条件。 

2.无见证人签名的代书遗嘱是否有效。 

【裁判文书原文】 (如使用请核对裁判文书原

件内容) 

《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原告）：邝 X 栋。 

上诉人（原审原告）：邝X宏（kuang yu hong）。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 X 仙。 

上诉人邝 X 栋、邝 X 宏因与被上诉人朱 X 仙

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8)沪一中民一(民)初字第 7 号民事判决，向本

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蓓华担任审

判长，代理审判员孟艳、李烨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

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继承人邝 X 堃

（曾用名邝安坤）与前妻宋丽华于 1940 年结婚，

婚后育有两子，即两原告。邝 X 堃与宋丽华于新

中国成立前共同出资购地在上海市永福路 252 号

建造花园小洋房一幢。1976 年宋丽华去世，未留

有遗嘱。1988 年 12 月 26 日，邝 X 堃与本案被告

朱 X 仙登记结婚。邝 X 堃于 1989 年 5 月向上海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继承诉讼，要求分割宋丽华的遗

产并与两儿子分清所得。诉讼中，父子三人一致同

意将永福路房屋出售，得房款 59 万美元，邝X 宏、

邝 X 栋各得 10 万美元，邝 X 堃得 39 万美元。后

邝 X 堃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经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邝 X 堃用出

售永福路房屋后其所得的部分钱款购置了上海市

华山路 907 号房屋。1992 年 8 月 2 日，邝 X 堃因

病去世，大殓后律师宣布了邝 X 堃留有的遗嘱，

称将属于其名下的动产、不动产悉数赠与朱X仙，

他人无权主张任何权利。1992 年 11 月，邝 X 宏、

邝 X 栋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

出售永福路房屋所得每人 10 万美元系邝 X堃对他

们的赠与，故要求继承母亲宋丽华的遗产。上海市

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宋丽华的遗产已经继

承分割完毕，故驳回了邝 X 宏、邝 X 栋的诉讼请

求。邝 X 宏、邝 X 栋不服，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在上诉案件审理过程中，邝 X 宏、

邝 X 栋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鉴定邝 X 堃遗嘱上

签字的真实性。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于 1994 年

4 月 25 日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对

该签名进行鉴定。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于 1994 年 5 月 20 日出具鉴定书，结论为“所送上

海市华夏律师事务所遗嘱见证书一份（91 沪华律

见字第 2 号）中立遗嘱人‘邝 X 堃’署名笔迹是

邝 X 堃亲笔书写。”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

驳回了邝 X 宏、邝 X 栋的上诉，维持原判。但鉴

定书的内容未体现在判决书中。 

被继承人邝 X 堃购置上海市华山路 907 号房

屋后即将原房屋拆除，直至其去世后，朱 X 仙用

邝 X 堃遗留的部分动产重新建造了上海市华山路

907 号房屋。1995 年 9 月 25 日，朱 X 仙申请办理

了该房的产权转移变更登记手续。同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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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房产管理局填发了沪房徐字第

61282 号房屋所有权证，该所有权证明确上海市华

山路 907 号房屋的所有权人为朱 X 仙。 

两原告在得知其父亲留有遗嘱后，经常查阅上

海市房地产登记册房屋状况及产权人信息，该公示

信息上显示本案诉争房产的权利人为“邝安坤”，

直至 2007 年 11 月 22 日，仍未发生变化。2008 年

1 月 11 日，两原告再次查询诉争房产信息，得知

权利人已变更为“朱 X 仙”，故两原告诉至本院。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户口摘录； 

2．私房买卖协议； 

3．上海市房地产登记册（2007 年 11 月 22 日

查询）； 

4．上海市房地产登记册（2008 年 1 月 11 日

查询）； 

5．本市华山路 907 号房屋照片； 

6．法院谈话笔录（1992 年 11 月 18 日）； 

7．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审判笔录（1992 年

12 月 16 日）； 

8．对遗嘱证据保全的申请及上海市中级人民

法院调阅华夏所（91）沪华律见字第 2 号遗嘱卷宗

函； 

9．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1994 年 2

月 23 日）； 

10．原告给司法局局长的信函； 

11．被继承人生平简介； 

12．瑞金医院百年院庆相关报道； 

13．谈话记录； 

14．华夏所（91）沪华律见字第 2 号案卷部分

内容； 

15．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89）沪中民字第

41 号裁定书； 

16．上海市华山路 907 号房屋过户材料； 

17．张某某调查笔录； 

18．张某某的证言； 

19．袁某某的证言； 

20．上海市私有房屋产权转移变更登记申请书

等办理产权证的材料； 

21．鉴定卷宗复印件； 

22．房屋所有权证。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如下

四个：（1）原告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2）被继承人的遗嘱是否真实；（3）被继承人的

遗嘱是否有效；（4）被告是否有虐待被继承人的行

为从而应被剥夺继承权。 

关于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

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

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

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

得再提起诉讼。”本案中，虽然被继承人的遗嘱已

在（1993）沪中民终字第 168 号一案中进行过鉴定，

但鉴定结论并未体现在最终的民事判决书中，故该

份遗嘱不具备法律意义的真实性。且邝 X 栋、邝

X 宏在该案中请求分割的是其母亲的遗产，并未对

父亲邝 X 堃的遗产进行继承、分割，故不应以该

时间节点计算诉讼时效。因本案原告查实的诉争房

产对外公示的信息一直显示所有权人为“邝安坤”，

故原告并不知道被告朱X仙已经在 1995 年办理了

诉争房产的过户手续，直至 2008 年 1 月 11 日，原

告查询到诉争房产的所有权人已经变更为被告朱

X 仙，才认为自己的继承权受到了侵害，故原告提

起继承权纠纷诉讼的诉讼时效应当以该日即 2008

年 1 月 11 日为起算点。现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超

过了诉讼时效与事实不符，法院对于被告的该辩称

不予采信。 

关于被继承人遗嘱的真实性问题。在上海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1993）沪中民终字第 168 号邝 X

宏、邝 X 栋诉朱 X 仙继承纠纷一案中，邝 X 宏、

邝 X 栋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邝 X 堃遗嘱上签

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1994 年 4 月 25 日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

究所进行笔迹鉴定，该所于 1994 年 5 月 20 日出具

了《笔迹鉴定书》。该鉴定系由法院委托相应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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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部门，通过对邝 X 宏、邝 X 栋、朱 X 仙分别提

供的鉴定检材进行比对得出的结论，鉴定程序符合

法律的规定，现原告要求对遗嘱上的签名重新鉴定

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法院不予准许。因该鉴定的

结论为“所送上海市华夏律师事务所遗嘱见证书一

份（91 沪华律见字第 2 号）中立遗嘱人‘邝 X 堃’

署名笔迹是邝 X 堃亲笔书写。”故法院对于被继承

人邝 X 堃遗嘱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关于被继承人的遗嘱的有效性问题。遗嘱系公

民对自有财产在生前作出的处分，除立遗嘱人应有

遗嘱能力外，其效力问题应当从以下几点进行判断：

（1）处分的是否是立遗嘱人的财产；（2）是否系

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其形式要件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本案中，被继承人邝 X 堃的遗嘱言

明处分的是其名下的动产、不动产。现原告对于不

动产有异议，认为被继承人死亡时，上海市华山路

907 号房屋已经被拆除尚未重建完毕，故遗嘱并未

涵盖重新搭建的上海市华山路 907 号房屋。对此法

院认为，华山路的原房屋是邝 X 堃生前用其自有

财产购置，属于其个人财产。虽然邝 X 堃去世时

房屋已经被拆除，但本案诉争的房屋也是被告朱 X

仙用邝 X 堃遗留的动产盖起的，属于一种财产形

态的转变，并不影响财产的所有权性质，故上海市

华山路 907 号房屋属于邝 X 堃遗嘱处分的财产。

本案遗嘱属于代书遗嘱，其形式要件为：应当有两

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

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遗嘱人签名。

另，《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下

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

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

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本案中，

被继承人的代书遗嘱是在华夏所律师的见证下进

行的，先由两名律师即邹某某、赵某某，于 1990

年 11 月 8 日与被继承人谈话，问明来意以及生后

财产的分配意愿后制作谈话笔录，被继承人以及两

名律师均在谈话笔录上签名认可。然而，由邹某某

于 1990 年 12 月 8 日代为手写了遗嘱 1 份，由被继

承人阅读后签名、盖章，同时邹某某也在该遗嘱上

签名。再由邹某某于同日打印了遗嘱 1 份，由被继

承人签名、盖章，邹某某也在该遗嘱上盖章。最后

由华夏所于 1991 年 1 月 22 日出具了见证书 1 份。

这四份文件内容一致，系一整体，均表达了邝 X

堃意将全部财产留给朱X仙，四份文件相互关联，

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代书遗嘱的内容系被继承人的

真实意思表示，也能证明见证人、代书人认可了代

书遗嘱制作的全过程。另，该代书遗嘱的见证人、

代书人也不属于继承法中规定的排除对象，故该代

书遗嘱符合继承法规定的形式要件，应为真实有效。

至于原告称邹某某、赵某某律师在为被继承人见证

遗嘱时违反了暂行规定，故该遗嘱应为无效。对此，

法院认为该暂行规定仅是上海市司法局为规范上

海市的职业律师见证工作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

效力远低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国家法律，其作用

对象仅限于上海市的职业律师，内容也仅是对职业

律师的行为规范。违反该规定，则上海市司法局可

以对其作出相应处罚。但该规定并不能对具体见证

文件的效力作出约束，具体的见证文件的效力还是

应当按照文件本身所属性质对应的法律加以判断，

如见证合同的应当按合同法的规定来判断效力，见

证遗嘱的就应当按照继承法的规定来判断效力。因

此，原告提出的见证人、代书人违反了暂行规定从

而导致代书遗嘱无效的诉称，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原告称被告有虐待被继承人的行为而应

被剥夺继承权的问题，法院认为，原告就该主张只

提供了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仅凭该

证人证言尚不足以证明被告有虐待被继承人的行

为，故法院对于原告的该诉称亦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

条、第十六条第一、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

八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1．原告邝 X 栋、邝 X 宏（kuang yu hong）要

求剥夺被告朱X仙继承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2．被继承人邝 X 堃（坤）名下的动产、不动

产均由被告朱 X 仙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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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邝 X 栋、邝 X 宏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

提起上诉称：本案代书遗嘱原件未在法庭上出示，

且代书遗嘱不符合继承法规定的形式要件，当属无

效；司法部司法鉴定研究所（94）司鉴所刑字第

44 号《笔迹鉴定书》鉴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

被继承人去世前，华山路 907 号房屋已被拆除，即

本案被继承人死亡时，继承开始前，其主要遗产已

经灭失，应视为立遗嘱人以自己的行为撤销了遗嘱。

请求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一、二

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辩称：遗嘱是真实的，笔迹鉴定也是

合法的，被继承人邝 X 堃在遗嘱中说其死后的动

产、不动产都给被上诉人，即便遗嘱中涉及的房屋

灭失，也不影响被上诉人的继承。请求法院驳回上

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另，二审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2008）沪一

中行终字第 258 号行政判决书。 

本院经审理认为，遗嘱继承和遗赠，都是被继

承人将自己的个人财产生前处分、以死亡为生效条

件的赠与行为。确认被继承人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

的行为是遗嘱继承还是遗赠，主要看遗嘱所指向的

对象是否是法定继承人。上诉人仅凭判决书中关于

“房屋赠与遗嘱”的表述而将其理解为行政审判已

对民事行为做了定性，并认为该系争遗嘱是遗赠，

显然是一种误读。其关于该遗嘱系遗赠，被上诉人

系法定继承人之一，系争代书遗嘱无效的主张，本

院不予采信。 

庭审中，上诉人对原审判决中认定的被继承人

邝 X 堃“因病去世”不予认可，认为被继承人去

世前一周并无生病迹象。经查，1992 年 8 月 4 日，

邝 X 宏、邝 X 栋等向徐汇区公安分局提出要求对

其父邝 X 堃的遗体进行解剖，查明死因。当年，

鉴定单位出具了《司法鉴定书》（华政司鉴字（92）

第 174 号）。本院认为，上诉人现在对被继承人邝

X 堃的死因提出质疑，但未提供充足证据否定该鉴

定结论，故对上诉人对此项事实的异议不予采信。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遗嘱的真实性以及遗嘱的

有效性。 

关于遗嘱的真实性。 

二审中，双方对 1994 年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

究所出具的笔迹鉴定书进行质证。上诉人对该鉴定

书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内容不真实，鉴

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上

诉人认为该鉴定意见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 

本院认为，上诉人在庭审中亦承认在徐汇区房

产交易中心看到的遗嘱原件内容与华夏律师事务

所提供的见证遗嘱（复印件）的内容一致，因此上

诉人认为自 1992 年被继承人死亡至今未看到过遗

嘱原件与事实不符。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

所依法成立，具备鉴定资格。上诉人认为己方提供

的用作与检材比对的样本被调包无相应证据佐证，

且双方均认可在司法部司法鉴定研究所存留的档

案里，至少双方各有一份用作比对的样本存在其中，

分别由上诉人邝 X 宏和被上诉人朱 X 仙提供。司

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根据专业要求将样本与邝

X 堃笔迹进行比对，出具鉴定结论，在鉴定结论正

式文稿上加盖了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公章。

该公章是对鉴定人身份的证明，同时也证明该鉴定

行为是职务行为。虽然在鉴定程序上存在一定瑕疵，

诸如鉴定结论上无三名鉴定人和两名复核人签名

或盖章，但该瑕疵不足以否定鉴定结论真实合法。

因此本院对该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合法性以及与本

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对上诉人要求重新进行笔迹

鉴定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遗嘱的有效性。 

我国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

证人在场，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

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遗嘱见证人

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与继承人和遗嘱人没

有利害关系。从本案遗嘱看，虽然代书遗嘱仅有代

书人和遗嘱人签名，缺少见证人签名，但综合分析

原审已查明的遗嘱设立和律师见证的整个过程，本

案遗嘱的见证人是职业律师，符合遗嘱见证人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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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条件。虽然见证人未在代书遗嘱上签名，但专门

制作了见证书，载明代书遗嘱制作过程，该行为与

代书遗嘱手写稿和打印文本中均已明确载明立遗

嘱人邝 X 堃关于“委托上海市华夏律师事务所邹

某某律师为我代书遗嘱，并委托赵某某、邹某某律

师为我遗嘱见证人”的意思表示相吻合，足以证明

该遗嘱是立遗嘱人邝 X 堃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

对该代书遗嘱的有效性亦予以确认。 

被继承人死亡时，其名下的不动产即华山路

907 号房屋确实已经被拆除，但遗嘱人在遗嘱中明

确表示在其百年之后，其名下的动产和不动产悉数

赠与朱 X 仙，他人无权主张任何权利。本案系争

房屋也是被上诉人用邝 X 堃遗留下的财产重新盖

起来的，原审认定此属财产形态的转变并无不当。

上诉人关于邝X堃去世时，华山路房产已被拆除，

邝 X 堃在遗嘱中未对现存华山路 907 号房屋进行

处分，故应按法安继承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

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老家宅基地到底能不能继承？这份判决告诉你..... 

2018-01-15 中国法院网 烟语法萌 

http://mp.weixin.qq.com/s/Q8AoLtr3VK_Tikrk34XJ9w 

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新城市人，父辈的宅基地

房屋能否继承关系到千千万万新城市人的切身利

益，那么父辈在农村的宅基地房作为城镇户口的子

女，到底能否继承？ 

我们看看法院遇到类似问题如何判决： 

基本案情 

原告薛万诉称：一、被告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政

府颁证时未进行实际调查，错把本属于薛三的宅基

地登记在薛大名下。二、该宅院系薛三继承所得，

生前从未给子女进行过分家析产，对此被告将宅基

地使用证颁在薛大名下侵犯了原告权益。三、薛三

去世后，原告与母亲搬至该宅院内至 2010 年才得

知该宅基地已登记在薛大名下。 

被告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政府辩称：一、颁证行

为是依据村委的调查、审批表和薛大的申请进行的，

并无不当。二、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54 年 11 月 11 日，

薛万父亲薛三与母亲于降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双

方婚前各有宅院一处，于降的宅院系与前夫离婚时

分割而得，薛三的宅院为继承而来。双方结婚时，

薛三与前妻所生二子一女，长子薛大（2008 年 10

月21日去逝），次子薛玉（1995年9月17日去逝），

女儿薛英（结婚另过，已申请放弃参加诉讼）。婚

后薛三的长子薛大与次子薛玉、女儿薛英居住在薛

三的祖遗宅院内。1964 年薛万父母薛三、于降共

同拆建了原薛三祖遗宅院的房屋，并由薛大、薛玉、

薛英居住。1964 年 5 月 14 日，薛万出生，其与父

母在于降的宅院内居住生活。 

1992 年，原忻州市人民政府根据忻政发

[1992]68 号文件精神，对全市农村居民个人建房用

地进行了调查勘丈、审批。1992 年 10 月 10 日，

原忻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忻集建（1992）字第 025993

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将薛大、薛玉共

同居住的争议宅院颁证于薛大名下。2005 年 8 月

25 日，薛三去逝，于降和薛万搬迁至该争议宅院

居住生活。 

2011 年 1 月 21 日，薛万诉至法院，请求依法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MjAyMzQwNw==&mid=2247487012&idx=7&sn=0a0201f62b82045677f5bf9a705e9a92&chksm=fb892a24ccfea3327612b47832330c6c1ac3926835408480f39b8408f0a9f5b1c02ec3e356c4&mpshare=1&scene=1&srcid=0115IahU4g8Tn50EIWtGGlxh&key=cf5e006f4a3611a38d2270db2b19610ffc3669c3a537479f8d3ba84f1e062a43fd6f0dfa31c46161785ac9aae0430895f84e1cebf69125e76a9d0e188f0ce511aa3867ffeb6aef763b322d01aef22bf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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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令撤销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政府为薛大颁发的忻

集建（1992）字第 025993 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

使用证》。2011 年 5 月 18 日，于降去逝。  

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于 2012年 5月 16日作

出（2012）忻行初字第 13 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

为薛大颁发的忻集建（1992）字第 025993 号《集

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案件受理费 50 元由忻州

市忻府区人民政府负担。 

宣判后，高引枝等六人向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以同样的事实作出（2012）忻中行终字第 31 号

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焦点 

1、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以由农村集体组织以

外的成员继承？ 

2、人民政府在颁发宅基地使用证时应进行实

质性审查还是只进行形式性审查？ 

法院裁判要旨 

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薛万作为薛三、于降二

人的儿子，对涉及薛三、于降二人合法财产具有继

承权。虽然薛万是城镇户籍人口，但不能据此丧失

对集体土地性质的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权。根据

2011 年《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

发证的若干意见》第七条：“已拥有一处宅基地的

本农民集体成员、非本农民集体成员的农村或城镇

居民，因继承房屋占用农村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登

记发证，在《集体土地使用证》记事栏应注记‘该

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 

所以薛万对本案诉争宅基地使用权拥有继承

权。忻府区人民政府仅依据忻府区播明镇西播明村

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而没有对诉争宅基地使用权

的权属进行实质性审查，在没有查明土地历史使用

情况和现状的情况下颁发宅基地使用权证，程序违

法。因此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律评析 

1、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由城镇户籍人员继承  

我国《宪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国家依照法

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继承法》

明确规定“公民的房屋是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可

以作为遗产予以继承”。也就是说，宅基地上的房

屋是可以继承的，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公民

继承了房屋当然可以使用房屋所占的宅基地。因此，

事实上在集体组织内部，宅基地使用权得以“继承”。

另外，在国土资发〔2008〕146 号《国土资源部关

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

第三条第一款“严格落实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

处宅基地的法律规定。除继承外，农村村民一户申

请第二宗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不予受理”。可以

看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可以继承在法律上是受支

持的。由于此种“继承”只在农村集体组织内部进

行，所以长此以往，不会造成农村土地资源的流失，

也不会对农村住宅的管理造成混乱。但在农村集体

组织成员丧失其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主体资格以后，

是否还拥有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权就成为另外一

个核心的问题。2011 年《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

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对此问题

做出了肯定性回答：‘非本农民集体成员的农村或

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用农村宅基地的，可按规

定登记发证，在《集体土地使用证》记事栏应注记

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

人’”。 

2、人民政府颁发宅基地使用证的审查程序问

题 

随着《物权法》的出台，与之相配套的土地权

属登记的相关法律、法规也相应出台，其中关于宅

基地登记的问题，《土地登记办法》第九条规定：

申请人申请土地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的登记事项提

交下列材料：（一）土地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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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明材料；（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四）地

籍调查表、宗地图及宗地界址坐标；（五）地上附

着物权属证明；（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完税或者减

免税凭证；（七）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证明材料。第

十三条规定：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土地登记

申请后，认为必要的，可以就有关登记事项向申请

人询问，也可以对申请登记的土地进行实地查看。

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法规关于政府部门在进行宅基

地登记时，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实质审查并没有

详细的规定。尤其是关于土地权属证明的形式没有

做出具体规定。这就导致在实践当中土地权属的实

质性审查往往变成了对土地权属证明的形式性审

查。所以在土地行政登记案中，关于土地权属的确

切来源的举证是由原告来进行，被诉行政机关往往

无证可举进而承担了败诉的风险。因此，土地登记

机关在颁发宅基地使用权证时应查明利害关系人

的意思表示和土地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不能轻信

土地权属来源证明。 

3、参照适用本案例需要注意的问题 

适用本案例裁判要旨时需要注意三点： 

一是在案件受理后，法院要查明与诉争宅基地

相关的所有利害关系人，并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是对于因继承房屋而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

非农村户籍人口，其子女出生即为非农业户口，是

否可以继承宅基地使用权并为其颁发宅基地使用

权证。对于此点，虽法律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但

笔者认为考虑到农村土地资源的流失问题，对出生

即为非农业户口的人员是否可以继承宅基地使用

权并为其颁发宅基地使用权证的问题还有待商榷。 

三是此类案件审理时应注意，为非农业人口办

理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前提是建立在继承宅基地

上房屋的基础之上。 

遗产经折价补偿后产权归支付折价补偿款一方继承人所有 

（部门机构编辑出版的参考性案例中确定的审判规则） 

原创 2018-01-17 指导性案例审判规则 

http://mp.weixin.qq.com/s/SuQ0Y1j5-z3f8y57Fb9hdA 

【审判规则】   

被继承人死亡后，应按遗嘱继承办理，但遗嘱

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应按法定继承办理。继承

人在实际接受遗产前死亡的，应由其法定继承人进

行转继承。不可分割的不动产遗产由一方继承人对

其他继承人折价补偿时，该不动产的产权应当归属

支付折价补偿款的一方继承人所有。  

【关 键 词】 

民事 转继承 被继承人 遗嘱继承 法定

形式要件 法定继承 遗产 死亡 不可分割 

不动产遗产 折价补偿 

【基本案情】 

陈 X友（已死亡）与陈 X珍系夫妻，婚后生育

二子一女，即陈 X南、陈 X龙、陈 X萍。陈 X南（已

死亡）与曹 X萍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一子，即陈

X。陈 X友与陈 X珍共同出资购买一套房产，于 2000

年 7 月取得房屋所有权，房屋登记的共有情况为陈

X友 1/2、陈 X珍 1/2按份共有。 

曹 X萍、陈 X以陈 X南系遗嘱继承人，现陈 X

南已死亡，应由本人转继承，陈 X 龙、陈 X萍自愿

放弃继承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本人按遗嘱继

承房产。 

陈 X珍、陈 X萍辩称：遗嘱没有明确日期，不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M3ODY3NA==&mid=2651089026&idx=1&sn=d354fd22c1286dd7c9c81ba84e7ba149&chksm=84debb1fb3a93209f947f5108c700f883d5957ab2c6a9743dceab15174b2a63404b019aa8054&mpshare=1&scene=1&srcid=0117TBnWbDy4Wwcsg4LHCwcE&key=304caf69ae97dec90baa93abc2633e5afd7213f37cb959dced87b5b005dbe48a49a0578695dbf7e22e6d9ed7cca53f953a10d43ad7e290b37e1691b44c4f1afe59bd093dc8745fd00759f26210b99826&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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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遗嘱上遗嘱人、继承人

的签名并非本人书写；遗嘱所陈述的房屋购买出资

人与房屋购买的实际出资人不一致；陈 X龙及本方

陈 X萍也具有继承的权利。请求判令依法定继承继

承房产。 

一审中，曹 X萍、陈 X出具遗嘱一份，该遗嘱

载明：我们俩老过世后，把现有住房作为遗产归长

子陈 X南继承所有（说明：原二室一厅为陈 X南所

有，因二老脚头不便，故到底楼，现根据政策，我

工龄最长，为尊重我俩老，所以买下产权房时，户

主填写我们，但实际我二老只有一室一厅的产权）。

在我俩生前经长子根南、次子根龙和女儿兰萍共同

商量决定，由长子根南支付产权证一切费用。根龙、

兰萍自愿放弃。外人不得干涉。如果长子及其家属

对父母活着的一方有不敬和虐待行为者，可根据法

律程序重新作出处理。特此公证。立遗嘱人：陈 X

友、陈 X珍、继承人、陈 X南、见证人：陈 X萍。 

【争议焦点】 

房屋所有人死亡后，一方继承人依法定继承取

得该房屋后，对其他继承人负有何义务。 

【审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房屋中，曹 X萍、陈 X各占二

十四分之一的产权，陈 X珍占三分之二的产权，陈

X萍、陈 X龙各占八分之一的产权；陈 X珍应给付

曹 X萍房屋折价款 18 125元，给付陈 X房屋折价

款 18 125元，给付陈 X萍房屋折价款 54 375元、

给付陈 X龙房屋折价款 54 375元；陈 X龙应得的

房屋折价款 54 375元，由陈 X萍予以保管。 

陈 X珍、陈 X萍不服一审判决，申请再审称：

因原审判决要求本人支付房屋折价款，而未同时确

认房屋产权归本人所有，致本人履行付款义务后无

法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故请求撤销原判，依法

作出处理。 

曹 X萍、陈 X再审辩称：原审判决虽有瑕疵，

但继承人之间应该可以自行协商解决，且原审判决

主要内容已经履行完毕，可不通过再审程序解决。

请求法院判令：驳回再审申请。 

再审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主文第二、三项；

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房屋产权归陈 X珍所有。 

【审判规则评析】 

本案中，曹 X萍、陈 X在庭审时提供了遗嘱，

但该遗嘱没有明确日期，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遗嘱

的形式要件，故不应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

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

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由此可见，本案

应按法定继承办理。根据法律规定，配偶、子女、

父母均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陈 X 友死亡后，陈 X

珍、陈 X南、陈 X龙、陈 X萍均为法定的第一顺序

继承人，故陈 X友遗产应由陈 X珍、陈 X南、陈 X

龙、陈 X萍继承。陈 X南作为被继承人的儿子，其

死亡后，应按法律规定进行转继承，即继承人在继

承开始后实际接受遗产前死亡，该继承人的合法继

承人代其实际接受其有权继承的遗产。转继承人就

是实际接受遗产的死亡继承人的继承人，故陈 X

南应继承的份额应由其配偶、子女、父母继承，即

由曹 X萍、陈 X及陈 X珍继承。 

陈 X友的遗产为一套房屋，该房屋登记为陈 X

友、陈 X珍等额按份共有，故陈 X友遗产应为涉案

房屋的二分之一产权。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为，陈

X南可继承遗产的份额应是陈 X友遗产的四分之一，

即房屋的八分之一产权，曹 X萍、陈 X各可继承陈

X南的遗产份额的三分之一，即在房屋中所占份额

为二十四分之一；陈 X珍在房屋中所占份额为三分

之二；陈 X龙、陈 X萍在房屋中所占份额为八分之

一。一审法院对该房产进行折价处理为，陈 X珍应

给付曹 X萍房屋折价款 18 125元，给付陈 X房屋

折价款 18 125元，给付陈 X萍房屋折价款 54 375

元、给付陈 X龙房屋折价款 54 375元，该折价并

无不妥，予以确认。但在折价补偿后，陈 X珍与其

他继承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即告消灭，上述房产应由

陈 X 珍单独所有。故法院在判决折价补偿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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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确认房屋产权归陈 X珍所有。 

【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 继承从被

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第五条 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

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

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十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

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

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

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

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

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

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十三条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

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

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

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

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 

第十七条第二款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

签名，注明年、月、日。 

第十八条 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 

（二）继承人、受遗赠人； 

（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 

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

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八十六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

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

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

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

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

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二百二十九条 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

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

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

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

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法律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于 2012 年 8

月 31日修正，自 2013年 1月 1日起施行。本案例

适用的第一百三十条修改为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

百八十六条修改为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九条

修改为第二百五十三条，内容没有变更。 

【法律文书】 

民事起诉状 民事答辩状 民事上诉状 民事上

诉答辩状 民事申诉状 律师代理意见书 民事一审

判决书 民事二审判决书 民事再审判决书 

【效力与冲突规避】 

参考性案例 有效 参考适用 

曹 X萍、陈 X诉陈 X珍、陈 X萍转继承纠纷案 

【案例信息】 

【中 法 码】继承法·遗产的处理·遗产分

割·分割方法 (T06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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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号】 (2008)浦民一(民)再初字第 1

号 

【案    由】 转继承纠纷 

【判决日期】 2008年 05月 14日 

【权威公布】 被法律出版社《中国指导案例、

参考案例判旨总提炼：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收录 

【检 索 码】 C0702+25+1SH++PD0508D 

【审理法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审级程序】 再审程序 

【审理法官】 张爱萍 苏中文 王爱珍 

【申请再审人】 陈 X珍 陈 X萍（均为原审被

告） 

【被申请再审人】 曹 X萍 陈 X（均为原审原

告） 

【被申请再审人代理人】 戴佩清（上海市律

和理律师事务所） 

【裁判文书原文】  (如使用请核对裁判文书

原件内容) 

《民事判决书》 

申请再审人（原审被告）：陈 X珍。 

委托代理人：陈X萍（系原审被告陈X珍之女）。 

申请再审人（原审被告）：陈 X萍。 

被申请再审人（原审原告）：曹 X萍。 

被申请再审人（原审原告）陈 X。 

上列两原审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戴佩清，上

海市律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 X龙。 

原审原告曹 X萍、陈 X诉原审被告陈 X珍、陈

X萍、陈 X龙转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 2006年 12

月 8日作出（2006）浦民一（民）初字第 7052号

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07年 6月 7日，

原审被告陈 X珍、陈 X萍以原审判决有误为由向本

院申请再审，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

件。本院提起再审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

2008年 4月 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

曹 X萍、陈 X及其委托代理人戴佩清、原审被告陈

X萍（同时作为原审被告陈 X珍委托代理人）均到

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陈 X龙经本院合法传唤，无

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陈 X友（某年某月某日死亡）与陈

X珍系夫妻，婚后生育二子一女，即陈 X南、陈 X

龙、陈 X萍。陈 X南（某年某月某日死亡）与曹 X

萍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一子，即陈 X。坐落于某

市某区某路某弄某号某室房屋原系公有住房，后由

陈 X 友与陈 X 珍出资购买为产权房，于 2000 年 7

月 21日取得房屋所有权，房屋登记的共有情况为

陈 X友 1/2、陈 X珍 1/2按份共有。2006年 4月，

原告诉至本院，要求继承遗产。原审中，曹 X萍、

陈 X 和陈 X珍、陈 X萍均确认坐落于某市某区某路

某弄某号某室房屋的现有市场价格为人民币 43.5

万元。 

原审审理中，原审原告出具遗嘱一份，该遗嘱

载明“遗嘱 我们俩老过世后，把现有住房：某市

某区某路某弄某号某室作为遗产归长子陈 X 南继

承所有（说明：原二室一厅为陈 X南所有，因二老

脚头不便，故到底楼，现根据政策，我工龄最长，

为尊重我俩老，所以买下产权房时，户主填写我们，

但实际我二老只有一室一厅的产权）在我俩生前经

长子根南、次子根龙和女儿兰萍共同商量决定，由

长子根南支付某市某区某路某弄某号某室产权证

一切费用。根龙、兰萍自愿放弃。外人不得干涉。

如果长子及其家属对父母活着的一方有不敬和虐

待行为者，可根据法律程序重新作。特此公证。立

遗嘱人陈 X友 陈 X珍 继承人 陈 X南 见证人 陈

X 萍”。陈 X 珍、陈 X 萍对该遗嘱质证意见为，遗

嘱没有明确日期，不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遗

嘱上的遗嘱人为陈 X珍和陈 X友，但陈 X珍未签名

也不知道该遗嘱；遗嘱上遗嘱人、继承人的签名均

非本人所书；对遗嘱的内容也有异议，遗嘱所陈述

的房屋购买出资人与房屋购买的实际出资人不一

致；子女与老人之间未就房屋继承问题进行协商；

陈 X 龙、陈 X萍也具有继承的权利，故对该遗嘱不

予认可。 

原审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开始。继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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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

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

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

日。本案中，原审原告所提供的遗嘱，不符合法律

所规定的遗嘱的形式要件，故不予采信，本案依法

定继承办理。陈 X 友死亡后，陈 X珍、陈 X南、陈

X龙、陈 X萍为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故陈 X友

遗产由陈 X珍、陈 X南、陈 X龙、陈 X萍继承。陈

X 南死亡后，其应继承的份额应由其配偶、子女、

父母继承，即由曹 X萍、陈 X及陈 X珍继承。陈 X

友的遗产范围，因涉案房屋登记的共有情况为陈 X

友 1/2、陈 X珍 1/2按份共有，故陈 X友遗产应为

涉案房屋的二分之一产权。陈 X南可继承遗产的份

额应是陈 X友遗产的四分之一，即涉案房屋的八分

之一产权。曹 X萍、陈 X各可继承陈 X南的遗产份

额的三分之一，即在涉案房屋中所占份额为二十四

分之一；陈 X珍在涉案房屋中所占份额为三分之二；

陈X龙、陈X萍在涉案房屋中所占份额为八分之一。

曹 X萍、陈 X和陈 X珍、陈 X萍确认的涉案房屋的

价格，并无不妥，予以确认。陈 X龙在涉案房屋内

所占份额，可由陈 X 萍予以保管。据此，原审于

2006年 12月 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坐落于某市

某区某路某弄某号某室房屋中，曹 X萍、陈 X各占

二十四分之一的产权，陈 X珍占三分之二的产权，

陈 X 萍、陈 X 龙各占八分之一的产权；二、陈 X

珍应给付曹 X萍房屋折价款 18，125元，给付陈 X

房屋折价款 18，125 元，给付陈 X 萍房屋折价款

54，375 元、给付陈 X 龙房屋折价款 54，375 元，

陈 X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上述款项；

三、陈 X龙应得的房屋折价款 54，375元，由陈 X

萍予以保管。案件受理费 8，510 元，由曹 X萍、

陈 X 各承担 355 元，陈 X 珍承担 5，672 元，陈 X

萍、陈 X龙各承担 1，064元。 

原审判决生效后，曹 X萍、陈 X向本院申请执

行，陈 X珍履行了原审判决主文第二项确定的付款

义务。后陈 X 珍、陈 X萍以原审判决有误为由，向

本院申请再审。 

原审被告陈 X珍、陈 X萍再审诉称，原审判决

要求陈 X珍支付房屋折价款，其同时应该确认系争

的坐落于某市某区某路某弄某号某室房屋产权归

陈 X 珍所有，但原审对此未予确认，致陈 X珍履行

付款义务后无法将系争房屋产权过户到陈 X 珍名

下，故请求撤销原判，依法作。 

原审原告曹 X萍、陈 X再审辩称，原审判决虽

有瑕疵，但原审原、被告之间应该可以自行协商解

决，且原审判决主要内容已经履行完毕，可不通过

再审程序解决。 

原审被告陈 X龙未作答辩。 

经再审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

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审原告所提供的遗嘱，

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遗嘱的形式要件，故本院不予

采信，本案依法定继承办理。原审关于原审原、被

告在涉案房屋中的产权份额及其相应房屋折价款

的处理，并无不当，可予维持。但原审在判决陈 X

珍给付曹 X萍、陈 X和陈 X萍、陈 X龙房屋折价款

的同时，仍判决涉案房屋由曹 X萍、陈 X、陈 X珍、

陈 X 萍、陈 X龙按份共有，显属错误，原审相关判

决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八十六条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

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

下： 

一、维持本院（2006）浦民一（民）初字第

7052号判决主文第二、三项； 

二、撤销本院（2006）浦民一（民）初字第

7052号判决主文第一项； 

三、坐落于某市某区某路某弄某号某室房屋产

权归原审被告陈 X珍所有。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 

原审和再审案件受理费 17，020元，由原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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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曹 X萍、陈 X各承担 710元，原审被告陈 X珍承

担 11，344元，原审被告陈 X 萍、陈 X龙各承担 2，

128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人民司法》观点：被执行人死亡，死亡赔偿金不能作为执行财产执行 

2018-01-25 民事法律参考 

http://mp.weixin.qq.com/s/pfP-wMCfTvXJA8yJhSyXEQ 

来源：《人民司法 应用》2010 年第 11期 

 

问题：在一起债务纠纷案件中，被告婚前欠原

告 2.2万元货款，已经进入执行程序，执行了两千

元，后来被告与他人结婚，在婚姻关系存续四年后，

一次，被告骑摩托车上山采集山产品回家的途中，

被某林场在道路上设置的检查栏杆撞死，该林场与

死者家属协商并给付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 22万元，

被告死亡后留下的财产不足清偿原告的债务，且被

告没有任何抚养人和赡养的人。 

请问这笔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执行款给付

原告?法律依据是什么？ 

《人民司法》研究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是对受害人死亡导致的

财产损失的赔偿，应当以家庭整体收入的减少为

标准进行计算。也就是说死亡赔偿金是对于具有

经济性同一体性质的受害人家庭未来收入损失的

赔偿，其前提当然是受害人因侵权事件而死亡。

从时间顺序来看，应当是死亡事件发生在先，对

由此产生的各项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

在后。死亡赔偿金在内容上是对构成经济性同一

体的受害人近亲属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其法律

性质为财产损害赔偿，其赔偿请求权人为具有“钱

袋共同”关系的近亲属，是受害人近亲属具有人

身专属性质的法定赔偿金。因此，死亡赔偿金不

是遗产，不能作为遗产继承，死亡人的债权人也

不能主张受害人近亲属在获赔死亡赔偿金的范围

内清偿受害人生前所欠债务。因此，我们认为，

来信提到的案件中，该笔死亡赔偿金不能作为执

行款给付原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空难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遗产

处理的复函 

(〔2004〕民一他字第 26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粤高法民一请字〔2004〕1号《关于死亡

赔偿金能否作为遗产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

答复如下： 

空难死亡赔偿金是基于死者死亡对死者近亲

属所支付的赔偿。获得空难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人

是死者近亲属，而非死者。故空难死亡赔偿金不

宜认定为遗产。 

以上意见，供参考。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死亡赔偿金能否作

为遗产处理的请示 

(粤高法民一请字〔2004〕1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一、原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和检察院抗诉的理

由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IxNTQzNQ==&mid=2652437314&idx=1&sn=da7bb3e68e29155a94aaf5e2356e15db&chksm=8406c8a6b37141b08a6ac245d0f7bbb58fbd5dd55601d656ed7006254f61eab33a561e8d176f&mpshare=1&scene=1&srcid=0125RFuw4uHUSNKdsXjTzI1b&key=304caf69ae97dec9fa4bbf5e6894e6dcbd276b6dac6b86958fb4b9d65168d6ce48c7853a22d044506051d8333650ee497214a9f60046785eb600fb441404f424b1397e639574e80d7f88f3325ac8477e&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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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查明，郑文胜以汕头经济特区龙湖区金苑

企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金苑公司)的名义，于

1997年3月24日、4月16日分两次向林奕亮借款。

第一次借款 20万元，约定同年 5月 24日一次性还

清，第二次借款 10万元，约定同年 5月 16日一次

性还清。这两次借款均有郑文胜签名并盖有金苑公

司公章的借条为据。还款期限届满后，金苑公司没

有还款。1997 年 9 月 3 日，郑文胜在境外乘坐越

南航空公司(以下简称越航公司)往柬埔寨途中发

生空难死亡。詹亦华作为郑文胜的妻子继承了郑文

胜的遗产，并委托汕头市经贸律师事务所张潮生律

师向越航公司提出索赔。尔后，林奕亮向詹亦华催

讨借款未果，遂向澄海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詹亦华偿还郑文胜的借款 30万元及从借款届满之

日起至还清时止的利息。 

另查明，詹亦华与郑文胜于 1995 年 8 月 23

日办理结婚登记，婚后没有生育子女。郑文胜之父

郑友卿于 1998 年 7 月 27 日死亡，其母林春花于

1979 年死亡。郑文胜空难死亡后，越航公司支付

了 67206美元赔偿金(指明不包括已向死者家属预

支的金额及丧葬费在内)。由于郑文胜生前没有指

定受益人，故该赔偿金由其妻子詹亦华及其父郑友

卿承受。郑友卿生前立有遗嘱：其遗产由其子郑来

荣和郑来明继承，并委托其子郑来明与詹亦华领取、

分配郑文胜的空难赔偿金等。汕头市公证处于

1998 年 2 月 6 日对郑友卿的遗嘱出具了〔1998〕

汕市证字第 392号公证书。1999 年 10月，越航公

司委托香港史蒂文生黄律师事务所将赔偿金

34706 美元汇入詹亦华的诉讼代理人张潮生律师

个人账户，将其余赔偿金汇入郑来明个人账户。 

金苑公司系郑文胜个人出资经营、自负盈亏、

挂靠汕头市龙湖区龙湖街道金湖居委会的私营企

业。郑文胜死亡后，金苑公司的公章、执照已上缴

金湖居委会，该公司已歇业两年多，现已无财产、

无人员、无场地。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郑文胜空难死亡，詹

亦华作为继承人继承了郑文胜的遗产，郑来明、郑

来荣也代位继承了郑文胜的遗产，并向越航公司提

出索赔。因詹亦华、郑来明和郑来荣共同继承了郑

文胜的遗产，并共同领取了空难赔偿金，故应共同

清偿郑文胜的债务，判决：一、詹亦华、郑来荣、

郑来明应于判决生效后 10日内付还林奕亮借款人

民币 30万元及从借款届满之日起至还清时止的利

息；二、驳回林奕亮要求金苑公司对詹亦华的还款

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林奕亮与金苑公司之

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

金苑公司系郑文胜个人出资经营、自负盈亏、挂靠

集体的私营企业，已歇业两年多，无财产、无人员、

无场地。金苑公司向林奕亮的借款应由郑文胜个人

偿还。由于郑文胜已死亡，故应由其遗产的继承人

以继承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郑文胜生前债务，

郑文胜空难死亡后，越航公司赔偿了 67206美元。

由于越航公司向乘客出售的机票包含了为乘客提

供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部分，乘客不必再买保险，因

此该款应为保险赔偿金。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保险金能否作为被保险人遗产的批复》之规定，在

郑文胜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情况下，越航公司理赔的

67206美元保险赔偿金应作为郑文胜的遗产，由法

定继承人詹亦华和郑友卿继承。在越航公司作出赔

偿前，郑友卿已死亡，郑友卿死亡前立了遗嘱并经

公证，郑来荣、郑来明是郑友卿的遗嘱继承人，已

发生了遗产的转继承。根据本案的事实，郑来明、

郑来荣和詹亦华分得赔偿金，因此，郑来明、郑来

荣和詹亦华应在各自继承的数额范围内清偿郑文

胜生前结欠林奕亮的债务。詹亦华的上诉及郑来明、

郑来荣辩称越航公司支付的赔偿金并非保险赔偿

金，与越航公司在向乘客出售机票时就包含为乘客

提供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部分的事实相悖，不予采纳，

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终审判决认定事

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是：1.终审判决认定

越航公司赔偿给郑文胜家属的 67206 美元为保险

金，与事实不符。郑文胜死亡后，其家属委托张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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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律师向越航公司提出索赔，从詹亦华提供的有关

索赔函看，詹亦华向越航公司追讨的是死亡赔偿金

而非保险金。赔偿的主体是越航公司而非保险公司。

越航公司最终赔付给詹亦华的是特惠金(英文

Anex-gratia payment。中译：非法律规定的一种

惠给金)而非保险金。越航公司赔偿的依据是华沙

条约而非保险合同。詹亦华提供的 1998年越航公

司的机票，并没有包括为乘客提供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二审判决根据林奕亮委托的律师向越航公司广

州办事处经理的一份调查笔录，认定乘客所购买的

机票已包括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内，因而推定越

航公司赔偿给郑文胜家属的是保险金，明显与事实

不符。2.终审判决认定越航公司赔偿给郑文胜家属

的 67206美元为保险金，以郑文胜没有指定受益人

为由，认定该笔赔偿金为遗产，并判决詹亦华、郑

来明、郑来荣共同偿还林奕亮借款人民币 30万元

及相应利息，属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该笔款项并

非保险金，因而不属于遗产，退一步讲，即使认定

为遗产，由于已被詹亦华、郑来明、郑来荣分配，

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詹亦华等三人

也只能在各自继承遗产的份额内承担清偿责任，原

判却维持一审关于詹亦华等三人共同偿还林奕亮

借款 30万元及利息的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综

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项、第二项的规定，提出抗诉。 

二、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情况 

原审判决查明的关于郑文胜生前以金苑公司

的名义向林奕亮借款 30万以及金苑公司的性质，

郑文胜因空难而死亡，郑文胜之父郑友卿在得到越

航公司赔偿前又死亡，其遗产根据遗嘱由郑来明、

郑来荣继承，越航公司赔偿给郑文胜家属 67206

美元，该笔款项由詹亦华分得 34706美元，郑来明

和郑来荣分得 32500美元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

的相同，除郑来荣的代理人提出将金苑公司的借款

认定为郑文胜个人的借款依据尚不充分外，再审中

未出现其他新的争议。 

本案中，林奕亮所主张的是詹亦华等作为郑文

胜遗产的继承人，得到越航公司支付的赔偿金，故

应清偿郑文胜生前的债务。全部一审材料中没有该

笔赔偿金系保险赔偿金的依据，一审判决也没有将

该笔赔偿金认定为保险赔偿金。再审中，林奕亮当

庭提出不同意二审将本案的赔偿金定性为保险赔

偿金的意见，指出只要是赔偿金，就是遗产，是航

空公司对死者的赔偿，并非对生者的赔偿。 

一审判决后，詹亦华提起上诉，其主要理由是

其并没有得到郑文胜的遗产，无须为郑文胜承担债

务。郑来荣则提出越航公司所支付的是死亡赔偿金，

是针对死者家属的损害赔偿，该笔款项不是遗产。

二审过程中，郑来荣提供了以下证据：(1)香港史

蒂文生黄律师事务所致汕头市经贸律师事务所《越

南航空公司 1997年 9月 8日空难死者：郑文胜》

的函。该函指出，索赔的法律费用为人民币 2万元，

折 2206 美元。拒绝对补偿款项 6.5 万美元作分项

细析：该款是作为特惠金支付的，不考虑死者的收

入和死者家属的赡养。(2)越航公司总裁 2000年 5

月 25日的签字函(复印件)指出，越航公司支付给

郑文胜家属的 6.5 万美元是对死者民事责任的赔

偿金。该份复印函件由越航公司广州办事处加注

“兹证明此份文件上的盖章及签名是我公司--越

航公司的总裁签名及盖章”。 

1.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的合

议庭的意见。该院合议庭认为，根据《继承法》第

三条的规定，遗产以公民死亡时所有的财产为限。

在本案中，没有郑文胜的死亡，就没有越航公司的

赔偿，很显然，越航公司对郑文胜死亡的赔偿，并

不是对郑文胜死亡前财产的增加。因此，该赔偿金

依法不能作为郑文胜的遗产。再根据《民法通则》

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

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

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

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的规定，造成死

亡的赔偿，是向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支付生活费用等，

其实质是侵害生命权的慰抚金赔偿。从现有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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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司法解释看，本案的赔偿金不能作为遗产处理。

故对林奕亮的诉讼请求，应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

予以驳回。因此对本案拟判决：(1)撤销一、二审

判决；(2)驳回林奕亮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案

件受理费由林奕亮负担。 

2.该院审判委员会的意见。该院审判委员会在

对本案进行讨论时，出现了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越航公司所支付的空难死亡

赔偿金，没有包括保险赔偿金成分，不能作为郑文

胜的遗产处理。主要理由是：(1)越航公司所支付

的空难死亡赔偿金，支付的依据是《华沙公约》，

所体现的是承运人的法定责任。越航公司所支付的

赔偿金款项，有一部分可能来源于保险公司对越航

公司的保险赔偿，但这些保险赔偿与旅客之间并没

有直接联系。原审判决将航空公司所支付的赔偿金

视为保险赔偿金，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2)根据

“继承丧失说”和“扶养丧失说”，死亡赔偿金是

对死者的继承人、扶养人丧失继承和扶养的赔偿，

也是对死者亲属的一种情感慰抚，不能作为死者的

遗产处理。第一，《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

定加害人对造成受害人死亡应“支付丧葬费、死者

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该规定体现

死亡赔偿金的基本性质是对扶养丧失的补偿，没有

对死者本身进行赔偿的因素。第二，受害人如没有

死亡，便没有死亡赔偿金的发生；受害人一旦死亡，

则其民事主体资格也消亡，民事关系无从发生。只

有在死亡法律事实出现时，才在加害人与受害人亲

属之间形成民事关系，从而才有死亡赔偿金的发生。

第三，将死亡赔偿金视为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并归

入遗产范围，在《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中找不到

依据。因此，同意合议庭的处理意见，死亡赔偿金

不能作为遗产处理。本案应驳回一审原告林奕亮的

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本案的事实，应认定该

笔死亡赔偿金为遗产，原审判决应予维持。主要理

由是：(1)没有死亡就没有死亡赔偿，死亡赔偿金

是对造成受害人死亡的赔偿，是受害人死亡时获得

的财产权利。死亡赔偿金应包括丧葬费、扶养费等

费用在内，这些合法费用剔除后，其余部分应视为

死者的遗产。越航公司拒绝对赔偿金的构成作分项

细析，也没有指明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亲属扶养丧

失的赔偿。而丧葬费等费用越航公司已另行支付。

因此，该笔死亡赔偿金应认定为郑文胜死亡时获得

的合法财产。(2)公民在死亡后，仍有合法财产的

取得。如《继承法》第三条第六项中所规定的财产

权利、股票、存款利息收入等。参照最高人民法院

1988年 3月 29日答复河北高院请示的〔1987〕民

他字第 52号批复《关于保险金能否作为被保险人

遗产的批复》中关于“未指定受益人的，被保险人

死亡后，其人身保险金应作为遗产处理”的解释，

该笔死亡赔偿金可认定为遗产。(3)将死亡赔偿金

认定为是对死者亲属的赔偿，仅是学术界的观点，

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

不能成为处理本案的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在没有原

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应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包含有保

险赔偿金和对死者亲属的抚慰金两种成分，对属于

保险赔偿金部分应作为遗产处理。主要理由是：在

通常情况下，机票、车票、船票等交通费用就包含

有保险费，如果旅客在乘坐交通工具的过程中发生

意外伤亡，由此获得的赔偿中应包含有保险赔偿金

的成分，在赔偿人拒绝将所赔偿款项进行细分时，

法官应行使自由裁量权，根据公平原则予以认定和

处理。同时，本案越航公司的赔偿根据是《华沙公

约》，因此，除了对旅客死亡进行赔偿外，还包括

对旅客行李损失的赔偿，而对行李损失赔偿部分，

是受害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当然属于遗

产的内容。从“继承丧失说”看，只有遗产，才存

在继承。既然是继承权丧失的赔偿，那么该笔赔偿

金也应该包含有遗产的成分。因此，根据本案的实

际情况，应确定一定比例金额作为遗产处理。 

三、我院对请示问题的意见 

1.民一庭合议庭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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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合议庭经讨论后一致认为：郑文胜在乘坐

越航公司飞机时，并没有购买保险。越航公司在郑

文胜遭遇空难死亡后支付赔偿款，其依据是《华沙

公约》。根据该公约第十七条的规定，“因发生在航

空器上或者在旅客上、下航空器过程中的事故，造

成旅客死亡、受伤或者其他任何身体伤害的，承运

人应当承担责任”(《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四

条、《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也有类似规定)。这种

承运人的责任是一种强制责任、法定责任，只要发

生事故，承运人就要对旅客因事故造成的伤亡进行

赔偿。而保险赔偿则须以当事人购买保险即与保险

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为前提，没有签订保险合同，旅

客是得不到保险赔偿的。在承运人为旅客投保第三

者责任险的情形下，承运人只不过是将自己的风险

转移给保险公司而已，因为无论承运人是否为旅客

投保第三者责任险，旅客在运输过程中遭受人身伤

害的，承运人均要承担赔偿责任。而且，根据《蒙

特利尔协议》第二条的规定，“旅客通常可以在私

营公司购买保险获得附加保护。上述保险不受华沙

公约或这些特别运输合同对承运人责任限制的影

响”。即在旅客购买保险的情形下，旅客在取得保

险公司的保险赔的同时，仍可要求承运人承担赔偿

责任。因此，承运人依据《华沙公约》支付的赔偿

金不是保险赔偿金，而是死亡赔偿金。本案不应适

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金能否作为被保险人遗

产的批复》的规定。从理论上说，死亡赔偿金是对

死者的继承人、扶养人丧失继承和扶养的赔偿，也

是对死者亲属的一种情感抚慰，不能作为死者的遗

产处理。《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加害人

对造成受害人死亡应“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

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该规定也体现死亡赔

偿金的基本性质是对扶养丧失的补偿，没有对死者

本身进行赔偿的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华沙

公约》第十八条的规定，“对于交运行李因毁灭、

遗失或损坏而产生的损失，如果造成这种损失的事

件是发生在航空运输期间，承运人应承担责任”，

虽然对旅客的行李损失的赔偿可以作为遗产处理，

但与对人身损害的赔偿相比，对行李损失赔偿的数

额非常小。根据《华沙公约》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承运人对每一旅客的责任以 16600 特别提款权为

限，而对交运行李和货物而言，承运人的责任以每

公斤 17特别提款权为限，对于旅客自行照管的物

件，承运人的责任对每一旅客以 332 特别提款权为

限。而且，在本案中，越航公司拒绝对 6.5万美元

的赔偿金进行分项细析，林奕亮也没有证据证明郑

文胜在乘坐飞机时是否交运了行李和自行携带了

多少行李，因而对于越航公司支付的赔偿金可视为

全部是对郑文胜人身死亡的赔偿。 

综上，我院民一庭合议庭拟提出如下答复意见：

倾向同意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的第一种意见，即郑文胜在乘坐越南航空公司的飞

机遇难后，越航公司依据《华沙公约》向其近亲属

支付的空难死亡赔偿金，是承运人对其运输过程中

的旅客所受人身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结果，不

属于保险赔偿金，不宜作为遗产处理。 

2.我院审判委员会的意见。 

我院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时形成三种不同意

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该笔死亡赔偿金应认定为遗

产，依《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处理。主要理由是：

(1)死亡赔偿金的给付是以发生致人死亡事故为前

提，是对造成受害人死亡的赔偿，类似于附条件的

民事行为，是受害人死亡时获得的财产权利。死亡

赔偿金应包括丧葬费、扶养费等费用在内，这些合

法费用剔除后，其余部分应视为死者的遗产。越航

公司拒绝对赔偿金的构成作分项细析，也没有指明

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亲属扶养丧失的赔偿。而丧葬

费等费用越航公司已另行支付。因此，该笔死亡赔

偿金应认定为郑文胜死亡时获得的合法财产。(2)

公民在死亡后，仍有合法财产的取得。如《继承法》

第三条第六项中所规定的财产权利、股票、存款利

息收入等。参照最高人民法院 1988 年 3月 29日答

复河北高院请示的〔1987〕民他字第 52号批复《关

于保险金能否作为被保险人遗产的批复》中关于



159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未指定受益人的，被保险人死亡后，其人身保险

金应作为遗产处理”的解释，该笔死亡赔偿金可认

定为遗产。(3)将死亡赔偿金认定为是对死者亲属

的赔偿，仅是学术界的观点，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

定，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不能成为处理本案的

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在没有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

应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第二种意见认为，该死亡赔偿金应定性为精神

损害抚慰金，不能作为郑文胜的遗产处理。主要理

由是：(1)郑文胜在乘坐越航公司飞机时，并没有

购买保险。越航公司在郑文胜遭遇空难死亡后支付

赔偿款，其依据是《华沙公约》。根据该公约第十

七条的规定，“因发生在航空器上或者在旅客上、

下航空器过程中的事故，造成旅客死亡、受伤或者

其他任何身体伤害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民

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合同法》第三百零

二条也有类似规定)。这种承运人的责任是一种强

制责任、法定责任，只要发生事故，承运人就要对

旅客因事故造成的伤亡进行赔偿。而保险赔偿则需

以当事人购买保险即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为

前提，没有签订保险合同，旅客是得不到保险赔偿

的。在承运人为旅客投保第三者责任险的情形下，

承运人只不过是将自己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而

已，因为无论承运人是否为旅客投保第三者责任险，

旅客在运输过程中遭受人身伤害的，承运人均要承

担赔偿责任。因此，承运人依据《华沙公约》支付

的赔偿金不是保险赔偿金，而是死亡赔偿金。本案

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金能否作为被保

险人遗产的批复》的规定。(2)从理论上说，死亡

赔偿金是对死者的继承人、扶养人丧失继承和扶养

的赔偿，也是对死者亲属的一种情感抚慰，不能作

为死者的遗产处理。《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

规定加害人对造成受害人死亡应“支付丧葬费、死

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该规定也

体现死亡赔偿金的基本性质是对扶养丧失的补偿，

没有对死者本身进行赔偿的因素。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九条则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为精神损害

抚慰金。(3)根据《华沙公约》第十八条的规定，

“对于交运行李因毁灭、遗失或损坏而产生的损失，

如果造成这种损失的事件是发生在航空运输期间，

承运人应承担责任”，虽然对旅客的行李损失的赔

偿可以作为遗产处理，但与对人身损害的赔偿相比，

对行李损失赔偿的数额非常小。根据《华沙公约》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承运人对每一旅客的责任以

16600特别提款权为限，而对交运行李和货物而言，

承运人的责任以每公斤 17特别提款权为限，对于

旅客自行照管的物件，承运人的责任对每一旅客以

332特别提款权为限。而且，在本案中，越航公司

拒绝对 6.5万美元的赔偿金进行分项细析，林奕亮

也没有证据证明郑文胜在乘坐飞机时是否交运了

行李和自行携带了多少行李，因而对于越航公司支

付的赔偿金可视为全部是对郑文胜的继承人的赔

偿。 

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包含有保

险赔偿金和对死者亲属的抚慰金两种成分，对属于

保险赔偿金部分应作为遗产处理。主要理由是：在

通常情况下，机票、车票、船票等交通费用就包含

有保险费，如果旅客在乘坐交通工具的过程中发生

意外伤亡，由此获得的赔偿中应包含有保险赔偿金

的成分，在赔偿人拒绝将所赔偿款项进行细分时，

法官应行使自由裁量权，根据公平原则予以认定和

处理。同时，本案越航公司的赔偿根据是《华沙公

约》，因此，除了对旅客死亡进行赔偿外，还包括

对旅客行李损失的赔偿，而对行李损失赔偿部分，

是受害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当然属于遗

产的内容。从“继承丧失说”看，只有遗产，才存

在继承。既然是继承权丧失的赔偿，那么该笔赔偿

金也应该包含有遗产的成分。因此，根据本案的实

际情况，应确定一定比例金额作为遗产处理。 

现予请示，请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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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房产、股权、信托 

（一）房产 

花甲老人的争房悲剧 

2018 年 1 月 8 日 人民法院报 第 03 版  刘玉杰 郭艳芳 燕 兰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1/08/content_134086.htm?div=-1 

年近古稀的黄金根历经过数次婚姻，当重逢前

妻王春香后，他们再度走到了一起。长期与儿子形

同陌路，又身患重疾无人照顾，他对王春香的付出

倍感珍惜，许以相伴到老的美好诺言：买房子、送

金饰、购合葬墓穴……，努力用行动表达对王春香

的感情。虽未再次登记婚姻，王春香也用无微不至

的照顾，表达对黄金根的依恋。 

然而，这套住房没有成为双方相伴到老的“保

险栓”，反而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双方反目、

儿女争吵、公安介入、老人则相继离世……一幕幕

令人唏嘘的悲剧不断上演。 

1．孤独老汉 暴脾气难留人 

上世纪 40年代出生的黄金根早已退休，年轻

时他自主创业，积蓄了一定的财富，但因性格暴躁，

婚姻并不顺利。40岁那年，不顾儿女的苦苦哀求，

他离开了结发妻子。 

黄金根遇事冲动，爱大吵大闹，认识王春香前，

黄金根已经历过两段婚姻。1997 年，年岁渐长的

黄金根因身体欠佳，迫切需要人照顾。他经人介绍

与丧偶的王春香相识，结为夫妻。黄金根的衣食起

居得到照顾，王春香的晚年生活也有了更好的经济

保障。 

王春香性格温顺，长期相处后，了解黄金根的

性格，不会与黄金根正面争吵，喜欢冷处理。长久

下来，黄金根觉得王春香的态度太过冷淡，感受不

到家庭的温暖，心生嫌隙。共同生活三年后，两人

于 2000 年协商离婚。但因为两人性格较为互补，

彼此也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伴侣，离婚不离家，两人

仍生活在一起。2005 年双方决定复婚，复婚后的

黄金根并没有改变暴脾气，王春香感觉两人性格差

异太大，难以与其长久共同生活，自愿于 2009年

净身出户离开黄金根，两人再次离婚。之后，王春

香切断了与黄金根的一切联系。 

两位老人共同生活期间，各自子女也相继成家

立业。黄金根的儿子黄军在县城谋得工作，但与老

父亲难有共同语言，双方矛盾难以化解；女儿也远

嫁他乡，鲜少回家探望。加之当年黄金根抛妻弃子

离开家庭，与子女的关系比较淡薄，彼此之间往来

甚少。另一方面，王春香老人膝下无子，3个女儿

均已嫁为人妇各自生活，处于寡居状态。 

黄金根结束这段婚姻后，生活无人照顾，又与

她人有过一段 8个月的婚姻，因女方不愿照顾他而

离婚。婚姻数次失败使黄金根心灰意冷，认为还是

亲情可靠。为此，他在儿子住所不远处买了间车库

居住，期待修复父子关系。奈何“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紧张的父子关系并未得到有效缓和。 

时间迈入 2010年，此时的黄金根年逾古稀，

体重严重超标，痛风等疾病缠身，生活无法自理，

只能聘请保姆。但很少有人能够忍受他的暴脾气，

做一段时间就离开，他陷入频繁更换保姆的艰难境

地。 

2．前妻回归 相约共度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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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儿子不和，与保姆不睦，孤单、失落的黄金

根再次萌生了找老伴的念头，这个人要既能适应他

的脾性，又可以照顾他的日常。回想起前妻王春香

的细心、体贴，他便四处打听王春香下落，知道王

春香尚未再婚后，他希望王春香能够回到身边，陪

伴并照顾自己，但王春香拒绝了他的邀请。不死心

的黄金根，又找到亲戚、熟人多次做王春香工作，

同样缺人陪伴的王春香经不住黄金根的三番五次

邀请，两人便又生活到了一起。黄金根为王春香购

买了戒指项链，还把工资卡交给她，由她负责家庭

生活开支、用品购置等。公开场合，熟人们亲切地

称呼王春香为“黄师母”。 

就这样，两人似雇主与保姆又非雇 

主与保姆，似夫妻再婚又非再婚夫妻地共同生

活着。念及两人曾有多年婚姻及王春香的照顾之情，

2013 年 7 月，黄金根出钱购置了一块夫妻墓地，

以待两人百年后合葬。 

黄金根腿部痛风，不宜生活在潮湿的车库，加

上王春香再次回来，黄金根决定在医院附近购买一

套住房，以供两人生活居住，也方便自己入院治疗。

两位老人一起到相熟的一家房屋中介机构看房，并

在顾问介绍下认识了房东李某。 

2014 年 6 月，经中介撮合，黄金根与李某谈

妥以 3.8 万元购买其位于县人民医院旁边的房屋

一处。此后由王春香与李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办理了过户手续，房屋登记权利人为王春香。为购

买该房，黄金根出资 3.8万元，过户费 1.56万元

由王春香出资。 

办理过户手续后两人入住新居，一个负责买菜

做饭，一个负责看病养生，像所有的夕阳恋一样，

互相扶持，相互照顾，也伴随着偶尔的拌嘴、争吵。 

眨眼就到了 2015年 1月，因为生活琐事，两

人又发生争吵，王春香赌气连续几天不理睬黄金根，

行动不便的黄金根火冒三丈，通过朋友联系到儿子

黄军，希望黄军能够回来照顾自己。 

黄军见到年迈体弱的父亲几日无人照顾，心有

感慨，又听父亲说其出资购买的房屋登记在王春香

名下，甚为不平。黄军不再提及过往嫌隙，接过照

顾老父亲的接力棒，王春香也随即搬离住处。 

3．是否赠房 亲人反目上公堂 

黄军认为所购房屋房款由父亲支付，应当登记

在父亲名下。王春香是父亲请来的保姆，她擅自将

房屋登记于自己名下，属于不当得利，理应返还。

2015年 1月 5日，黄军将王春香联系到父亲住所，

协商房屋归属。根据诉讼中黄军提交的当日三人商

谈的录音资料，黄军要求王春香归还落户在其名下

的房屋，王春香赌气怼回黄金根：“（房屋登记）

当初写我名字是开玩笑？房屋我就拿回给你。”黄

金根回答：“拿回给我？一下要，一下又不要。”

后来黄金根病情恶化，无法正常交流，此次录音成

为老人处理房屋归属的关键证据。 

王春香虽口头答应将房屋过户给黄金根，但想

到自己已尽多年照顾义务，黄金根父子却不念旧情，

心里甚是委屈，回去与女儿们商量后，便不再接黄

军电话，归还房屋一事搁置。黄军联系不上王春香，

便写了一份报案材料，向父亲黄金根宣读后，报案

至公安机关，称王春香诈骗，将属于黄金根的房屋

登记为其名下。公安机关认为，双方系民事纠纷，

未予立案。 

黄金根身体每况愈下，或知天年已近，2015

年 8 月，黄军以父亲黄金根的代理人身份到法院立

案，诉讼请求是要求王春香返还诉争房屋。立案次

日，黄金根因病去世。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并未能

画上句号，2016年 10月上级法院裁定由江西省吉

安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诉讼期间，王春香被查出患有癌症，身体状况

急剧恶化，不想留有遗憾的王春香有意接受调解。

经过主审法官何燕兰多次做调解工作，王春香有意

将房子作价进行分割，与黄金根子女各分得部分价

款。 

“我妈妈这么老实的人，之前跟着黄伯十多年，

离婚时说出来就出来，一分钱也没有要。”眼见王

春香有意退让，王春香的女儿为母亲叫屈，跑到法

官办公室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诉说母亲的遭遇：“现

在这个房子，本来就是黄伯考虑到与我妈之前的夫

妻情分和这几年照顾之情送给我妈妈的，现在他儿

子想要，就说是不当得利，我妈妈太吃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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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开庭审理前，在子女的争吵声中，王春香

不幸于 2016年 12月因癌症晚期医治无效去世。 

“老人家年龄大，打官司折腾人，要不是你们

胡搅蛮缠，我妈妈的病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恶化。都

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这个官司我们还

真得打到底了！”悲愤的王春香女儿，把母亲的死

亡全部怪罪到了黄金根父子身上，彼此对立的情绪

变得更加激烈。 

带着遗憾与不甘，两位老人在案件审理期间分

别离世，留下各自继承人继续争夺诉争房屋。 

4．一声叹息 百年相伴空留穴 

开庭审理，双方剑拔弩张。 

为了胜诉，黄军将房东李某和黄金根同事作为

证人请到法庭，以证明购房款系黄金根全额出资，

王春香只是作为保姆代办购房事宜。 

不服气也甚为委屈的王春香的女儿，找到房屋

中介和黄金根的病友，请求他们出庭证明当时办理

登记手续时，因两人未办理结婚登记，所以房屋只

登记在王春香名下，黄金根对此明知，且明确对外

表示赠与是弥补对她的亏欠。 

针锋相对的双方，数次对簿公堂，就案件的两

个争议焦点，争得面红耳赤。 

案件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举证责任的分配，是

由黄金根方来证明王春香方隐瞒实情、欺骗登记？

还是由王春香方来证明房屋是赠与所得？对此，双

方均无直接的有力证据。 

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当事人黄金根并未与王春

香登记结婚，在两人似保姆非 

保姆、似夫妻非夫妻的共同生活状态下，作出

的赠与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对此，王春香女儿认为

黄金根为养老请其母亲照顾，念及多年夫妻情分及

照顾之情，赠与房屋不违反社会良俗。 

合议庭通过讨论认为，诉争房屋已完成登记，

黄金根方没有证据证明王春香一方存在隐瞒登记

的情况，而综合谈话录音及两位老人生前共同生活

的系列言行，可以确认房屋系二人共同购买，黄金

根将其享有的权益赠与了王春香。同时认为，两位

老人曾为多年夫妻，关系密切，现在共同生活，相

互扶持照顾，解决了养老难题，赠与行为互惠互利，

不侵害他人权益，也不违背公序良俗。 

2017 年 3 月，吉安县法院判决，王春香与黄

金根曾为多年夫妻，关系密切，彼此熟悉对方生活

习性，一起搬入诉争房屋，有共同照顾扶持期望。

期间，王春香积极照顾年迈的黄金根，黄金根将工

资卡交由王春香支配家庭生活开支，还为王春香购

买了对戒、手链、合葬墓地等，不宜简单认定为雇

主与保姆关系。黄金根是一名疾病缠身的 70多岁

老人，王春香是黄金根曾经的妻子，互有相伴到老

的意愿。 

根据黄金根方提供的谈话录音，没有王春香隐

瞒房屋登记实情的陈述，黄金根也没有明确提出要

求返还房屋，从谈话语意可推断黄金根对房屋登记

情况自始知晓。 

黄金根在购买诉争房屋前，曾先后购买过两处

房产，对房屋登记必须由权利人到场签字程序知悉，

还经历过多次诉讼，具有较强法律认知能力和法律

保护意识。可确认，黄金根对房屋登记情况自始知

晓，王春香不存在私自登记行为。 

同时，黄金根将房屋赠与王春香符合生活常理

和逻辑，王春香方已尽到合理说明义务。诉争房屋

登记行为已经完成，赠与财产已转移，非因法定事

由不可撤销，黄金根方无证据证明该赠与存在法定

撤销事由，故驳回了黄金根方诉讼请求。 

案件判决后，双方未上诉，但积怨较深，为有

效化解双方矛盾，何燕兰多次回访案件当事人。

2017 年 9 月，何燕兰再次对当事人进行了回访，

黄军表示服从判决结果，不再上诉；在确认判决已

发生法律效力后，王春香的女儿亦无激烈言辞。 

随着双方当事人的息诉服判，这场夕阳恋人房

屋争夺战落下了帷幕。两位老人已驾鹤西去，谈论

孰对孰错亦意义不大，曾经共约百年合葬的美好愿

景终成一场空，徒留一地叹息。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案后余思 

加快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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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我国民政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底，我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 2.3亿，

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16.7%。预计到 2020 年，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 2.55 亿人左右，占总

人口比重提升到 17.8%左右。根据国际标准，60

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10%，就意味着进入

了老龄化社会。当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

加快，如何保障、改善老年人生活水平，成为越来

越多家庭面临的难题，也是整个社会需要解决的重

要课题。 

回归本案，两位当事人均是空巢老人，他们的

生活状态也是当下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一个缩影。黄

金根有退休工资，经济上得到保障，但子女疏远，

生活上由频繁更换的保姆照顾，精神上没有依靠。

王春香老人虽然有 3个女儿，但因为有“儿子养老”

的传统思想，女儿们也有公婆要侍奉，她选择了独

居。 

两位老人走到一起后，黄金根的衣食起居得到

了照顾，王春香的生活也有了保障，虽然经历了离

婚、复婚又离婚风波，但二人相互扶持共同生活了

十多年，感情基础是有的。可叹的是，两人因一次

生活琐事引发争吵，将双方子女牵涉进来，继而产

生了房屋之争，后续发展形势已不是老人所能控制。

本案纠纷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子女为涉

案房屋的权利归属争执不下，双方子女都急于作父

母的代言人，老人的真实想法似乎在子女们的争执

中被淹没了…… 

由本案可见，我国老年人权益亟待关注和保护，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历经修订。虽然 2012年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修订时就将“精神慰藉”作为赡养

人的法定义务写进法律，以图进一步完善老年人的

权益保障，但整个社会养老尊老爱老的氛围还未能

有效跟进。在此，我们呼吁家庭、社会多关注老年

人的生活。从政府层面上，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养老

保障体系，广泛覆盖城乡居民；从社会层面上，大

力发展社会公共养老服务；从家庭层面上，提倡孝

顺父母的传统美德，爱老敬老，让老年人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安  康） 

又现天价离婚！这家上市公司董事长配偶分得市值两亿股票 

2018-01-09  每日经济新闻 

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180109/herald/2baa4c7bf2e23c81e742c55f987c1e8d.html 

上市公司股东离婚的代价，往往都是一笔令人

咋舌的天价“分手费”，如今又多了一个新的案例。 

1 月 8 日晚间，金溢科技（002869，SZ）发布

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罗

瑞发与王丽娟在 1 月 4 日已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

并对股份分割安排如下： 

1、罗瑞发名下持有的深圳市敏行电子有限公

司 94%的股权，离婚后归罗瑞发所有。 

2、罗瑞发名下持有的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320 万股股票，离婚后罗瑞发享有 50%，

王丽娟享有 50%，即各享有 660 万股。王丽娟所

享有的前述股票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时，在同等

条件下，罗瑞发有优先受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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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溢科技 1 月 8 日的收盘价 31.65 元/股来

计算，王丽娟分得的 660 万股股票的市值约 2.1 亿

元。 

公告还表示，上述权益变动后，罗瑞发直接及

间接持有的金溢科技股票合计为 2878.4 万股，占

总股本 24.43%，王丽娟持有金溢科技股票 660 万

股，占总股本的 5.6%。 

每经小编（微信号：nbdnews）注意到，王丽

娟此前并未持有金溢科技股份。 

金溢科技在 2017 年披露的招股书显示： 

罗瑞发 1976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有高

级工程师职称，本科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研

究生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广州市埃特斯通讯设备

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级）、金溢有限总

经理，现在除了担任金溢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外，

还任深圳立尊执行董事、敏行电子执行董事。 

金溢科技于2017年 5月 15日登陆A股市场，

至今尚未满八个月。招股书显示，其对外销售的产

品主要包括高速公路 ETC 产品、多车道自由流

ETC 产品、停车场 ETC 产品和基于射频技术的路

径识别产品等。 

金溢科技在去年10月25日披露的最新业绩显

示，公司 2017 年前三季度出现了营收、净利双降

的情形。具体来看，在 2017 年前三季度金溢科技

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4.21 亿元，同比下降 5.61%；

当期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为 5723 万元，同比

下降 0.75%。 

近年来，像罗瑞发这样的上市公司高管离婚案

例并不少见，金额也更为庞大。据每经小编（微信

号：nbdnews）不完全统计： 

2013 年 10 月，神州泰岳董事长王宁因离婚将

其所持有 1.2 亿股分割至前妻安梅名下，该笔股权

价值高达 12.3 亿元。 

2016 年 1 月 28 日，电科院公告，实控人胡醇

拟无偿划转 3200 万股(占总股本 4.44%)股份给王

萍，理由是离婚财产分割，当时这笔分手费价值

3.56 亿元。 

2016 年 9 月 12 日晚，昆仑万维公告，公司董

事长、实际控制人周亚辉与妻子李琼达成关于财产

分割的约定，李琼分走市值 70 亿元的股权，这也

是目前 A 股上市公司离婚案的最高纪录。 

2017 年 1 月 4 日，一心堂公告，控股股东阮

鸿献、刘琼二人已办理离婚手续，股份分割后，二

人持股市值分别为 37 亿元和 20 亿元。 

2017 年 1 月 25 日（除夕前一天），梦洁股份

公告，公司的实控人姜天武和妻子伍静签署了《离

婚协议》，姜天武将其持有的一半股份，即 1.27 亿

股（当时股价 8.10 元）股份分割过户至伍静名下。

在过户的一瞬间，伍静成为 10 亿身家级别的超级

富豪。 

最令人称道的是 A 股上市公司葵花药业董事

长关彦斌（63 岁）与张晓兰（58 岁）的离婚。2017

年 7 月，葵花药业披露的公告显示： 

张晓兰无意分割前夫价值 33 亿元的股权资产，

甚至不收分文，把自己持有的价值逾 6000 万元的

股份给了前夫。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编辑：曾静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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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未成年人名下不动产，三种情形不宜办 

原创  2018-01-29 中国不动产官微  沈庆 

http://mp.weixin.qq.com/s/roWg9GuYYLz0KBNx4xr2sQ 

按照《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以下简

称《规范》）1.9.2 要求“处分被监护人不动产申

请登记的，还应当出具为被监护人利益而处分不动

产的书面保证。”但处分未成年人名下不动产的登

记申请，有三种情形存在与法律法规相违背之处，

因而不宜办理，值得从业人员注意。 

监护人关系证明不齐全、不直观的不宜办。

比如母亲与年幼子女在同一户口簿，但母亲的配偶

不在其同一户口簿且只能提供结婚证的，不宜办。

因为结婚证仅能证明被监护人母亲的婚姻状况，而

无法确认其母亲的配偶是否为年幼子女的亲生父

亲，即法定监护人。如无其他父子关系证明材料，

即属于监护人关系证明不齐全的情况。《规范》规

定“监护人关系证明材料可以是户口簿、监护关系

公证书、出生医学证明，或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的证明材料。”

由此可见，监护人关系证明需要明确、直观，单纯

依靠推定、猜测等形成的结论是无法满足登记机构

合理审慎的核查义务要求。 

监护人有多人，但只有其中一方到场提出申

请的不宜办。笔者认为，应由所有同一顺序监护

人共同提出申请，如年幼子女的父母同时到场，方

能处理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不动产。因为如今不

动产单笔价值巨大，处分其名下巨额财产属重大民

事行为，必须谨慎对待。此外参照《民法总则》第

23 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的规定，以及《规范》

中“代理人为两人或者两人以上，代为处分不动产

的，全部代理人应当共同代为申请，但另有授权的

除外”的规定，不同于“纯获利益”的为未成年子

女买入不动产，处分不动产要求由所有同一顺序所

有监护人共同申请是十分必要的。 

监护人将未成年人名下不动产赠与他人的登

记申请不宜办。《民法通则》第 18条规定：“监护

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

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

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同时可参照 2017年 10月开

始实施的《民法总则》第 34条规定：“监护人的职

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

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

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登记机构无法通过无

偿的赠与合同来确认处分被监护人名下不动产的

登记申请是否“为被监护人利益”。因此对于监护

人处分被监护人名下不动产的方式，值得登记机构

注意。 

最后，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4条规定：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

和智力发展状况，在作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

定时告知其本人，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此外，《民

法总则》第 18条规定“……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

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由此可见，业界针对未成

年人名下不动产处置的限定条件还有核查不同的

年龄段、质押后的还贷主体是何人、甚至应核查工

作经历、是否唯一住房等多重要素。笔者认为登记

机构不宜对各类民事关系进行过于深入的核查，但

广大不动产登记从业人员可就此类问题深入探讨，

以提高思想认识、提升服务水平。 

作者单位：江苏省张家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E0NjE4Mw==&mid=2649548333&idx=1&sn=759dd2fb498bfa5eaec3eca5957b4896&chksm=889e8685bfe90f9338adda790c63d100b352a51defefd0b3f3c1cab92f1810ac3e053bb0cf8d&mpshare=1&scene=1&srcid=0129EaMx0ecvmWLDlyqI7Shk&key=cdd0d222300eca7e58175304abcf8f7cc14d3c042bd456f2989dacc21a904941fce4bd12cd42ce4714329c8e33781b5a7ff8613c192b42fe60f66b7fc50f85178e073db1a67c6bc483083bf6240dfa8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Oi7yOeVHsmWqOAAXFfDHym%2BVzQa1XC3jg7s2GF1RSHe5umtaf3RQNQ1JPnIC1d5u&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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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新闻 

婚前债务引纠纷 男子驾车撞死前妻和同行男子 

2018-01-03 大河网 

http://m.look.360.cn/transcoding?url=http%3A%2F%2Ffawen.news.so.com%2F4647e018 

2dbac9ce8bd5940db5c79c90&check=252b8c0c897f5535&sign=360_0de6261f 

因婚前债务引发摩擦，2017 年 12月 31日下

午，周口太康男子高某驾车将前妻范某某及同行

的另一名男子陆某某撞死。 目前，高某已被刑拘。 

 

 

 

 

 

 

 

 

 

据警方调查，48岁的高某和 46岁的范某某

原为夫妻关系，2017年 7月两人协议离婚。案发

当天，两人因婚前债务关系引发摩擦，高某驾车

在太康县城关镇银城路涡河桥，将范某某及其同

行的陆某某撞死。 

 

案发后，太康县公安局快速反应，在案发现

场南 100米处一小区内，将高某抓获。目前，高

某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太康县公安局刑拘，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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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例虚假诉讼罪案审结 

2018-01-04 民主与法制周刊  本社记者 张志然 

http://mp.weixin.qq.com/s/7FI_mYTNZzxJC7jzko8HzQ 

2017年 12月 19日，北京市丰台区法院成功

审结曹某某犯虚假诉讼罪一案，成为全市首例对虚

假诉讼行为定罪量刑的案件。 

虚假诉讼，指当事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

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

为。2015年 8月，刑法修正案九获得通过，增加

了包括虚假诉讼罪在内的 20个罪名。 

这个两年前才出现的罪名，实际上一直层出不

穷，而且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只是以前一直用各种

其他罪名量刑定罪。那么，作为北京首例对虚假诉

讼行为定罪量刑的案件，又如何被丰台区法院发现？

丰台区法院这方面又做了什么工作？这又是一起

怎样的案件？ 

假诉讼，案件中的毒瘤 

近年来，虚假诉讼案件多发，特别是在民间借

贷、拆迁等案件中呈现多发态势。除了数量增多、

金额增大之外，虚假诉讼的参与方式也呈现多样性，

从单方虚假诉讼到双方恶意串通，再到诉讼代理人

参与等，虚假诉讼的识别难度越来越大。虚假诉讼

行为不但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浪费了司法资源，

还损害了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虚假诉讼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案

件类型相对集中。多发生于离婚、民间借贷、企业

破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假

借诉讼以图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损害第三人权益。

二是当事人间关系特殊。双方当事人多存在亲属、

朋友、生意伙伴等较为密切关系，或属某种利益共

同体。三是当事人多是采取委托代理人出庭的方式，

法庭陈述细节出现多处不清或矛盾，特别是当事人

对义务自认的较多，原被告间缺乏实质性对抗。四

是当事人在本院或他院有关联诉讼或执行案件，标

的相互关联。五是证据材料单一，难以形成完整证

据链。虽双方对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不存异议，但

事实、理由往往不合常理。六是双方当事人对诉请、

事实、证据均争议不大，依据常理本可自行解决，

却极力要求法院快审快结，出具调解或判决。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该问题进行了回

应，第十三条增加了诚实信用规定，要求当事人必

须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来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

诉讼权利，同时该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一百一十三

条分别具体规定了诉讼当事人、被执行人与他人恶

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行为方式和法律后果。 

2015年 8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第三百零七

条明确规定了“虚假诉讼罪”，旨在通过刑罚的威

慑力，起到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行为的作用。此外，

2016年 6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防范

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为制裁虚假诉讼行

为提供具体的指导。 

案件回顾 

本案中所涉房屋产权登记在被告人曹某某的

妻子齐某某名下，但齐某某已于 2014 年 7月 29

日去世。去世前，齐某某嘱咐家人不要出售该房产，

希望儿子曹某能够孝顺自己的丈夫曹某某，让丈夫

安度晚年，在丈夫百年后将房产留给儿子。 

2014年年底，因为孩子上学需要，曹某跟父

亲曹某某商量，希望能够把房屋过户到父子两人的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cyNTI5NA==&mid=2684513838&idx=3&sn=1b58baa2c4e4330af5e9f92705a58086&chksm=b5f180ef828609f945f3d41f346e51e60b8d5eeb9a2818c4af1803940fa85f998f49bdc351dd&mpshare=1&scene=1&srcid=0104igohsr7iBn6szMdQIUOd&key=e69b003677a0a18a199a8b9780c3dcb9e57afb0a00f5de614a1467929a09f3d4dbc299e119dc05da6f6a437a6b061759fb0507b7e5a66dd77d029dbc58a1ccac2ea7a67664f027d1caddbbb6c24fc211&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EopJpKns1diVnCgueHsr4%2FR0jslFUAxC8c%2BwSC0JosQZU91LPiVjoTijMJO9aVnB&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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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下。曹某某并不同意，曹某于是将父亲起诉至法

院，之后在家人的劝解下又撤诉了。  

2015年下半年，曹某某将儿子曹某起诉至法

院，要求其给付赡养费。这两场官司让父子关系迅

速恶化，两人不再往来。 

2016年 9月 21日，曹某某因继承权纠纷向丰

台区法院起诉儿子曹某，丰台区法院于 2016年 9

月 28日审理了此案。 

在法庭上，曹某某明知前来应诉的人并非其子

曹某，而是他人利用假身份证冒充曹某，但却并没

有向法庭说明。而且，曹某某向法院提供的其岳母

齐某死亡时间和子女情况的派出所证明也是伪造

的，将原证明内容进行了篡改。在假证明中，齐某

的死亡时间由 2016年 1月 9日篡改为 2006年 1

月 9日，死亡时间整整提前了 10 年，将次女齐某

某的描述篡改为女儿齐某某。 

对于涉案房产继承来说，因齐某晚于女儿齐某

某去世，那么齐某就有权继承房产份额。而且齐某

不只有齐某某一个女儿，还有其他子女，齐某去世

后，齐某的其他继承人同样享有继承权。所以，涉

案房屋产权的真实状态是多人共同共有。 

曹某某想要得到房子，得所有的共有人同意才

行。但经过对死亡时间和子女情况的修改，齐某于

齐某某之前去世，就不存在继承女儿遗产的问题，

除了曹某某和曹某父子二人，也没有其他继承人了。 

另外，证明中将次女齐某某的描述篡改为女儿

齐某某，也对法院查明事实造成了影响。如果按照

真实证明中的描述内容，法官一定会联系齐某某的

兄弟姐妹，核实本案的相关情况，篡改齐某死亡时

间的行为也将被戳穿。而篡改后，法官误以为齐某

某是齐某的独女，自然对案件真实情况就无从核实

了。 

冒充的“曹某”表示同意放弃房产份额，在伪

造的证明材料的佐证下，直接造成原审遗漏当事人、

实体处理错误，当庭根据原被告双方的一致意见作

出民事调解书。 

得到对自己有利的调解书后，曹某某立即着手

准备卖掉房产，结果被儿子曹某发现。曹某向法院

说明情况。丰台区法院得知情况后，通知丰台区住

建委对涉案房产限制交易，并由审委会作出再审决

定，同时将案件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予以处理。 

2017年 3月 1日，丰台分局决定对案件立案

侦查。2017年 5月 3日，民警将曹某某抓获。经

讯问，曹某某承认向丰台区人民法院提供虚假材料，

并在明知被告并非曹某本人的情况下进行虚假诉

讼。2017年 10月 13日，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被

告人曹某某涉嫌犯虚假诉讼罪向丰台区法院提起

公诉。 

丰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曹某某使用伪

造的证明材料，在明知被告并非曹某本人的情况下

进行虚假诉讼，造成原审遗漏当事人、实体处理错

误，致使原审原告曹某某与原审被告曹某法定继承

纠纷一案提起再审，妨害司法秩序，构成虚假诉讼

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 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元。 

原审继承权纠纷案件已进入再审程序，正在进

一步审理之中。 

“一条线两同步三对接” 

在庭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丰台区法院副院长刘

彤燕介绍了近年来该院在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方

面做的工作。 

据了解，针对虚假诉讼，丰台区法院已经形成

了“一条线两同步三对接”专门工作机制。所谓的

“一条线”指的是立审执工作“一条线”，丰台区

法院已专门制定出台《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关于防范

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意见（试行）》，强化全院干警预

防和制裁虚假诉讼意识，形成打击虚假诉讼“上下

一盘棋”的格局。针对可能存在虚假诉讼风险的案

件，丰台区法院已形成从审查起诉、诉前调解、审

判执行等全流程联动的协作机制。 

“两同步”指的是预防与制裁“两同步”。一

方面，加大虚假诉讼警示力度，丰台区法院在立案

大厅、接待窗口及法庭张贴警示宣传标识，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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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中明确告知参与

虚假诉讼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通过风险告知与责

任释明，引导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诚信诉讼；同

时定期向社会通报虚假诉讼典型案例，公布处罚结

果，警示社会公众，预防虚假诉讼行为。另一方面,

加大虚假诉讼打击力度，对虚假诉讼参与人，依法

适用罚款、拘留等妨碍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对虚假

诉讼违法行为涉嫌犯虚假诉讼罪、诈骗罪、合同诈

骗罪等刑事犯罪的，依法将相关线索和有关案件材

料移送侦查机关。 

“三对接”指的是各方力量“三对接”。首先

社会检举相对接，丰台区法院在内部要求调解员和

案件承办人员加强对当事人身份、调解协议、庭审

证据、关联案件等审查甄别力度，同时，积极对接

社会力量，通过在立案大厅、诉讼服务中心、法庭

等张贴告示，自媒体、媒体宣传等方式，鼓励当事

人或案外人通过 12368诉讼服务热线、信访等方式

提供虚假诉讼线索。其次与公检司机关相对接，丰

台区法院联合公安分局、区检察院、区司法局草拟

了《关于依法打击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的工作意见》，

建立起打击虚假诉讼犯罪行为沟通协作机制，形成

打击犯罪合力，切实保障司法秩序和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第三与外部惩戒力量相对接，对鉴定机构、

鉴定人、诉讼代理人等参与虚假诉讼的，丰台区法

院积极协同外部力量，主动及时与司法局、律师协

会等部门对接，通过发送司法建议等形式形成惩戒

合力，营造全社会抵制虚假诉讼行为的氛围。 

在新闻发布会上，刘彤燕表示，法院将继续把

严惩虚假诉讼行为作为工作重点，加强调研，总结

经验，全力破解，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

护司法权威。同时，丰台区法院还将充分发挥司法

裁判对社会价值的重要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延伸审

判职能，助力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2017 年中国十大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新闻 

2018-01-03  民主与法制周刊  本社记者 刘瑜 

http://mp.weixin.qq.com/s/ASDogM6_--v11_s4kYXbNw 

1．法律法规的重新调整 

2017年 1月 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

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

始正式实施。近年来，随着一些措施的逐步落实，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高发态势逐渐得以遏制。但拐

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法律政策适用方面仍然存在

一些争议，实践中认识不一。如何准确适用相关条

款，亟须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解释通过明确“偷盗

婴幼儿”“阻碍解救”等法律概念的含义，列举数

罪并罚情形，体现了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依法从

严惩治的精神。 

2017 年 3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经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

过，并于 2017年 10月 1日起正式实施。民法总则

对规范和保障公民的民事权利义务作用重大，其中

多个条款涉及胎儿、儿童、未成年人，例如胎儿有

继承接受赠与权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下线

调整为八周岁以及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其中，

民法总则对民法通则中所规定的区别儿童有无民

事行为能力的“十周岁”下调至“八周岁”。这意

味着年满八周岁的儿童就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

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

法律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保护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2．创新机制的不断完善 

每年到了年底，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们又要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cyNTI5NA==&mid=2684513829&idx=3&sn=a1d8fab0e766b5d5b720b7b9ee9c78a0&chksm=b5f180e4828609f21d152955ddbf32bf8f8558d3ec2320105e0d3d1e9c8ab71b50ce392a368e&mpshare=1&scene=1&srcid=01030GmZsfLMACDX35XSnBDy&key=ffd6e7826d53df79bc570665cec8ef3b4d9355f1fb380cb17dc06d5fca1a022cc98904c811af9a31d9d6d7f8d235539c60870075b2ec61e5102a778674bce3bf53725bcc622029d0cda97add9a40cb26&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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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纠结“考核”那些事儿，检察官们也很头疼，

做了那么多帮教关爱工作怎么不算数呢？别着急，

让未检部门检察官们“喜大普奔”的好消息来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评

价机制的意见（试行）》印发啦！这份干货满满的

“意见”符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特殊要求，改变单

纯以办案数量评价工作的做法，以工作质量和帮教

效果为核心，涵盖少捕慎诉、特殊制度、教育挽救、

犯罪预防、法律监督、权益维护等内容，体现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实绩和成效，引导和促进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健康发展。 

对于孩子来说，一旦进入到司法程序中，就必定代

表着“特殊对待”。孩子的事情不能怕繁琐，更需

要多方共同搭建一个保护的平台。2017 年，上海

普陀法院首次探索创设儿童权益代表人机制，并开

庭审理了一起涉及特殊儿童保护的离婚纠纷，由于

部分婚姻当事人只关注婚姻关系的解除和共同财

产的分割，常常忽略甚至侵占未成年子女权益。为

更好地保障涉案儿童权益，普陀法院借鉴域外的独

立代表人制度，聘请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两位

工作人员作为儿童权益代表人，由他们在有需要的

案件中代表未成年人，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直接参

与诉讼。儿童权益代表人的设置让孩子能够直接参

与诉讼，表达其身份、财产权益的诉求，在妥善化

解家庭纠纷的同时，切实保障了涉案儿童权益。 

3．对性侵未成年人罪犯信息的公开 

2017年，“对性侵未成年人罪犯公开信息”的制度

开始推到舆论的前沿。12 月 1 日，江苏省淮安市

淮阴区法院对４起涉嫌强奸、猥亵未成年人案件进

行集中宣判，被告人不仅领到了刑期，他们的信息

还将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向社

会进行公开，并被禁止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

工作。据了解，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及

信息公开在江苏省尚属首次，但在全国范围内，已

有多个地区曾探索类似做法。2016 年 6 月，浙江

省慈溪市人民检察院牵头出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2017 年 8月，上海市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启动全国首个涉性侵害违法犯

罪人员限制从业机制。 

对此政策，来自一线的工作人员和一些法学家认为，

公开犯罪人员信息、设置行业禁入是在保障未成年

人权益和保护犯罪人员权利之间作出的“不得已的

正义”选择，对于地方探索试点应持鼓励态度。 

4．撤销监护权 远离“渣”父母 

父母不尽责，撤销监护权。2017 年在全国范围内

这样的案例逐渐多了起来。2017年 10月，在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西城区民政局申请撤销李某

监护人资格一案进行了宣判。该案是北京市首例民

政部门作为申请人要求撤销未成年人养母监护人

资格的案件、北京市首例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的

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也是北京市首例法院判决指

定民政部门担任未成年人监护人的案件。小芳（化

名）的养母李某，长期对她实施辱骂、殴打等家庭

暴力行为，强迫其彻夜捡拾废品导致睡眠严重不足，

影响休息、学习。且李某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放任

其男友王某对小芳进行暴力殴打，并导致小芳多次

遭受他人犯罪侵害，处于危困状态。因为不存在其

他依法具有监护人资格的个人或组织，西城区民政

局所属的西城区救助管理咨询站作为临时庇护机

构，近一年来对小芳给予了临时监护、生活照料、

学习帮助等照顾。 

2017 年 11 月 23 日，一起由共青团申请撤销孩子

父亲监护人资格的案件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

民法院开庭宣判。据媒体报道，丽丽（化名）长期

被亲生父亲不法侵害，母亲顾忌外人看法，没有报

警。2017 年 2 月，丽丽鼓足勇气，向公安机关报

案。随后，丽丽的父亲李某被刑拘。据了解，这是

自 2017 年 10月 1日民法总则正式实施以来，成都

市首例依据该法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目前，孩

子唯一的监护人是母亲。随着撤销监护权的案例越

来越多，“孩子是我的，我可以随意打骂、支配”

的情况得到了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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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福利与保护升级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保障儿童权益，

关爱留守儿童首次进入最高层政策文件。这体现了

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对儿童成长的持续关注，也预

示着国家在儿童福利与保护方面将有持续增加的

工作投入。 

2017年 10月，民政部安排部署全国农村留守儿童

信息管理系统启用上线工作，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

息管理系统正式启用。该系统实现了与最低生活保

障信息系统、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系统、残疾人信

息管理系统的数据共享，为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数据

更新、比对核实、组合查询、定期通报、实时报送

等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平台支撑和有效的技术保障，

对实现对留守儿童的精准关爱、精准帮扶、精准保

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7 年 12 月 20 日，北京市民政局在省级民政部

门率先成立首家儿童福利和保护处，服务对象从以

前重点服务孤儿、弃婴，到如今已扩展至留守儿童、

流浪儿童、打拐解救等各类困境儿童约 2.5万人。

未来将全面服务全市 280万常住儿童。 

此外，义务教育督导新规出台，我国义务教育从“基

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进入全面提高质量的

新阶段；《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发布，

贫困地区儿童营养问题受到特别重视⋯⋯ 

6．社会重任“责”当先家庭教育是关键 

2017 年，有一项让家长陷入恐慌的“游戏”在孩

子们之间流行起来——通过建立群组织，用 50天

的时间完成各种各样的自残任务，挑战自己的极限，

最终诱导青少年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游戏”流

行背后透露出的隐患，不只是孩子身心健康的问题，

还有家庭教育问题和社会的责任问题。 

网络游戏《王者荣耀》走红，玩家低龄化的现象备

受关注。2017年 7月 2 日，腾讯公司发布消息称，

将于 7月 4日以《王者荣耀》为试点，率先推出最

严防沉迷系统措施，限制未成年人每天登录时长。

按新规，12岁以下（含 12岁）的未成年人每天限

玩 1 小时。 

2017年年底，全国多地现“儿童维密秀”，一些尚

未发育的小女孩儿，穿着暴露，脚踩高跟鞋，在大

人引导下摆出一些“成熟”姿势。《人民日报》发

文痛批这种现象：这样的“审美”，究竟是展现儿

童之美，还是迎合某些成人的低级趣味？这样的秀

场，究竟是如冠冕堂皇宣称那般“展现儿童才艺”，

还是商家敛财的手段工具？这些打着“童模”“才

艺”旗号的培训机构和商家，在博足眼球、赚鼓钱

包的同时，不知是否想过，自己是否应对这些孩子

负责？ 

 7．法律对家长的强行制约 

说起家庭教育，往往有些家长在孩子涉案之前意识

不到它的重要性，甚至在孩子涉案之后也不能尽其

责来挽救自己的孩子。2017 年 10 月 28 日，强制

亲职教育与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研讨

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召开后，“强制亲职教育”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强制”意味着要强行要求涉

案未成年人的父母接受专业的教育指导。强制亲职

教育是国家公权力强制介入干预家庭监护的一种

方式，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提升父母教养子女的技巧

与能力，更在于督促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教育职责。

据了解，对于多次拒不参加强制亲职教育的家长，

公安机关可根据情节给予警告或 5 日以下拘留；后

果严重或涉嫌犯罪的，公安机关启动立案程序。 

2017 年年底，一则《忍无可忍！镇政府把一群孩

子家长告上了法庭》的文章在网络上受到大量点击，

因 5 个孩子辍学，云南省兰坪县啦井镇镇政府将学

生家长告上法庭。12月 6日，啦井镇副镇长表示，

目前 3名辍学学生返回学校，另两人在下学期开学

前复学。发生辍学情况主要是因为家长教育意识淡

薄，并且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这起“官告

民”案件，体现了家长、政府都有保障学生入学，

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的法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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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校园欺凌不可轻视  5名未成年人被判刑 

2017 年 2 月，北京市西城区某职业学院的女学生

朱某伙同另外四名女被告人在学校女生宿舍楼内，

采取恶劣手段，无故殴打、辱骂两名女学生。其间，

五名女被告人还脱光了一名被欺凌女同学的衣服

予以羞辱，并用手机拍摄了羞辱、殴打视频，事后

还在自己的微信群内小范围进行了传播。其中一名

被害人，当天先后被殴打了三次。经鉴定，两名被

害人均构成轻微伤，其中一名被害人精神抑郁，目

前仍无法正常生活、学习。 

2017年 11月 2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这起

校园欺凌案进行宣判。五名犯罪时未满十八岁的被

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有学者在评价这个案件

时指出：“未成年”决不是可以免责的理由，在以

往的类似案件中反映出，一些轻微的处罚既无法体

现公正，又无法扼制愈演愈烈的校园欺凌活动。本

案中，法院充分考虑到被告人行为的主观恶性，考

虑到对被害人肉体特别是精神上的危害性，对加害

人判处实刑，这在以往的类似案例中非常少见。 

9．不断曝光的幼儿园虐童事件 

2017 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曝光的幼儿园

教师虐童事件深深刺痛着公众的内心，就像是多年

被黑暗笼罩的魔鬼突然被阳光直射。刺眼的不光是

“幼教”这份职业，还考验着成人世界对此类案件

处理的应急措施。 

从上海的携程亲子园到北京的红黄蓝幼儿园，从幼

教对孩子的“生拉硬拽”到“喂药扎针”，其实，

早在 2017年上半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关于

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

就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作出部署。但为什么

幼儿园虐童事件仍会频发？通过对近几年此类事

件的对比总结发现，问题多发在民办园。据悉，目

前民办园已占到全国幼儿园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个

数字暴露出学前教育供需严重失衡，导致社会对各

类民办幼儿园需求量大。此外，近几年民办园数量

野蛮增长，有关部门也存在着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事件发生后，教育部回应，要制定强有力的监管措

施，压实监管责任，且督促各类幼儿园依法依规办

园，切实提高保教质量。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7年

12 月 1 日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充分

履行检察职能，依法严厉惩治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

全面维护儿童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此类案件发生。

在社会各界的纷纷呼吁之下，希望政府部门能扛起

对各类幼儿园的监管之责。 

10．举办各种研讨会为未保工作提供理论基础 

2017年 12月 3日至 5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在乌镇召开。本次会议首次设立了“守护未来：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分论坛。由共青团中央、中华

全国青年联合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办。论坛汇

聚各方力量，呼吁世界携手、社会共治，保障未成

年人网络空间安全和网络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 

除了这场世界范围内的盛会，在少年司法领域，不

断有专家、学者和一线的司法人员组织各种与未成

年人切身利益有关的会议，通过主题研讨，为少年

司法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也正是因为这些少年司

法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才能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不

断完善。 

以时间和地域为节点，2017年 9月 22日，北京法

院少年法庭三十周年表彰大会暨未成年人案件审

判研讨会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最高人民法

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代表最高人民法

院党组和周强院长，对北京法院少年法庭成立三十

年来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祝贺。11月 14日，中国

检察学研究会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委员会 2017年年

会暨“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北京规则》的中

国实践”研讨会在京召开。理论界的学术大咖和实

务界的司法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推动国际规则与中

国实践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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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亿共同债务！小马奔腾创始人遗孀该怎么还？  

原创 2018-01-04 中国妇女报  韩亚聪 

http://mp.weixin.qq.com/s/xp-pWg_znmL6ofRne5oFyQ 

12 月 30 日，一篇署名“任文岱”的文章《“对

赌”失败，“小马奔腾”创始人遗孀被判承担巨额

债务》发表后，因小马奔腾创始人遗孀金燕被卷入

巨额对赌债务问题，又再次引发了网友们对婚姻法

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的争议。 

突如其来的两亿元债务让金燕慌了神。 

对此判决，金燕不服。 

“就像有人说，咱们借钱去买彩票，借一千万

可能赚一个亿，但如果问我我不会同意，因为我不

愿意承担这一千万的风险。就像这次投资，没有问

我，也没有赚到一个亿，却向我追一千万的共同债

务。”在接受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采访时，

金燕表示，她对据“24 条”判决的债务坚决不认。 

一份“对赌协议”引发的巨额债务危机 

《历史的天空》《靠近你，温暖我》《甜蜜蜜》

《武林外传》……在小马奔腾的发展轨迹里，一大

批影视作品应运而生，成为经典。也正因此，小马

奔腾逐渐成为资本圈竞相追捧的对象。 

然而，当逐利资本遇到上市失败，混乱的导火

索就此点燃。 

在巨额债务来临之前，也就是金燕的丈夫李明

离世两天前，正是他与建银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天

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银投资）所签“对赌协

议”到期的日子。 

根据北京市一中院查明的事实，当天，小马奔

腾公司董事长李明，小马奔腾的股东小马欢腾公司、

李萍、李莉及其他多名原股东，以及建银投资公司

在内的多名投资人（新股东）共同签订了《增资及

转股协议》。 

这份《增资及转股协议》约定： 

在本协议内，李明、李萍和李莉合称为小马奔

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新股东拟通过向李萍和李莉

收购小马奔腾公司的股权，以及认购小马奔腾公司

新增注册资本的方式获得小马奔腾公司的股权，成

为小马奔腾公司的股东。 

同时，李明、李萍、李莉三兄妹作为甲方，小

马奔腾作为乙方，建银投资为丙方（投资方），签

订了一份《投资补充协议》，即上述的“对赌协议”，

在第七条中约定，若小马奔腾未能在 2013 年 1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AzNjYwNw==&mid=2652528937&idx=1&sn=745e3048240f72361a3e7a9573ea6118&chksm=8bd146f9bca6cfef0102cc2159026971cd3cda3935e1d1b89f0d2212a5e94171a0403a995d66&mpshare=1&scene=1&srcid=01049tk8EtAtBS8oKlzNFMfA&key=304caf69ae97dec97d667adf8d3ebedfbd670592d24bf65ef32a4597d786c1fe810f4f03ea0d54d77bde555be25cdae7c29441b8bc26f7f66cdb014d243da254f36b08f5915147cdd830a0ca7b5ae544&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EopJpKns1diVnCgueHsr4%2FR0jslFUAxC8c%2BwSC0JosQZU91LPiVjoTijMJO9aVnB&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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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之前实现合格上市，则投资方有权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后的任何时间，在符合当时法律要求

的情况下，要求小马奔腾公司、甲方或甲方任一方

一次性收购其所持有限公司股权。 

小马奔腾由于没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成功

上市，所以“对赌”失败了。 

上市失败及李明离世，让小马奔腾陷入混乱，

随之而来的是由此产生的巨额债务以及无休止的

纠纷。金燕的债务危机也由此引发。 

2014 年 10 月 31 日，建银投资以金燕、李萍、

李莉及李明父母和女儿为被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易仲裁委员会）提

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金燕、李萍和李莉向其连带

支付 6.35 亿元。其中包括建银投资对小马奔腾 4.5

亿元的投资金额及其产生的利息。同时裁决，金燕、

李明父母和女儿，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感觉被资本“绑架” 

对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金燕难以理解。 

“我先生去世后，我临危受命，在小马奔腾工

作过 10 个月，但对于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完全不了

解。我也是进入公司后，公司负责财务和法务的员

工告诉我，我才看到那个协议。”金燕说，她感觉

自己被资本“绑架”了。 

即便如此，金燕也曾积极处置丈夫遗产，以便

偿还，但在 2 亿元巨额债务前，不仅几套房产和

100 多万的遗产显得微不足道，“都还没来得及执

行，建银投资就打了官司，导致累诉之下无法执行。” 

仲裁两年之后，2016 年 10 月，金燕被建银投

资告上法庭。 

正是因为这份“对赌协议”产生的债务，建银

投资与金燕对簿公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北京市一中院）近日作出判决：基于婚

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以下简称“24 条”）

之规定，金燕因夫妻共同债务要在 2 亿范围内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建银投资诉讼和法院判决的依据，也是金燕的

不满之处。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所示，债

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

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同

时第二十六条解释规定，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

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我对这份‘对赌协议’完全不知情，没有签

字，在小马奔腾没股份，也没参与公司的经营，为

什么会是夫妻共同债务？”金燕说。 

不仅如此，金燕坚称：“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也没有因丈夫的经营收益而被惠及。”她

表示，建银投资时，李明还不是股东，之后是通过

增资才成为股东，“投资后，我家啥也没添过。” 

同时，金燕表示，自己有在国外工作的证明、

工资单、社保记录等，还有她自己创办的个人独资

的素食餐饮和食品公司的证明。“婚后我们有各自

的事业，还是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意志的个体，我并

不是他的附庸。” 

据了解，“24 条”实施于 2004 年，原是为了

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打击夫妻利用离婚避债现象，

但近年来其漏洞逐渐显现，由此也引发了大量债务

纠纷。一些人因此被动负债，官司缠身。 

“24 条”饱受诟病，而可喜的是，国家相关

部门正在积极研究探索解决之道。具体内容请点击

《“官司”打到了全国人大！存争议的婚姻法“第

二十四条”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金燕说，自从被“卷入”债务纠纷后，三年来

她一直在挣扎。 

北京市一中院判决两个月后，2017 年 11 月 10

日，金燕提起上诉，因为诉讼费高达 100 多万元，

她提出了缓交。11 月 29 日，她收到驳回缓交通知。

“我东拼西凑，终于在 12 月 26 日交上了。” 

“我现在还在等待北京高院的通知，希望我不

会‘死’在黎明之前。”金燕说，即便二审再败诉，

她也会通过法律途径，继续寻求上诉、再审，“直

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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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陈红与前夫李军的十场官司 

2018-01-05 大连综合发布  王鹏程 

https://www.toutiao.com/i650738735381898907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

are&from=groupmessage&timestamp=151513261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1

9849217235&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wxshare_count=3&pbid=6497801411858253326  

 

近日，歌手陈红与前夫李军的之间的财产之争

又引起了媒体的关注。2017年 11 月 8日央视新闻

频道《法治在线》对陈李之争中的一起诉讼进行了

报道并采访了陈红，李军则利用博客、微博等多次

发声，声称陈红涉嫌伪造股权变更法律文件，侵吞

巨额财产，同时晒出法院判决，声称已经拿回公司

经营管理权，引来多家媒体跟进。双方各自请来法

学专家站台。吃瓜群众看着越来越热闹，又越来越

糊涂。小编通过对诉讼信息的检索和辨析，梳理一

下陈李之争的诉讼过程，理理争斗脉络，孰是孰非，

大家自己判断。歌手陈红与前夫李军的十场官司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陈红和李军于 2001 年 9

月 19日登记结婚，次年生有一子。婚后陈红隐退，

基本淡出公众视线，直到 2013年 8月李军在香港

因擅闯某女星私宅被拘，才又让陈红夫妇被人聚焦。

次年 3月底，娱乐媒体报道，陈红与前夫李军和平

分手，无财产纠纷。可到了一年多后的 2015 年 6

月 29日，李军突然在网络上发文《我用二十年的

血与泪成就了军旅女歌手首富-陈红》，引发网络围

观，并将双方的矛盾置于公众视野。此为何故？通

过对各方信息的检索和比对，方知其实在“和平分

手”的表象下，暗流涌动，或许两人在当时都不曾

想到，会在之后的数年中，卷入诉讼漩涡，期间剧

情跌宕，冲波逆折，堪称商战大剧，至今尚未剧终，

待我细细道来。 

陈、李二人于 2014年 3月 5日协议离婚。此

前两天，2014 年 3 月 3 日，针对财产分割，李军

（甲方）与陈红（乙方）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书》，约定李军将自己名下八家公司各 50%的股权

和一家汽车贸易公司 40%的股权转让给陈红（离婚

协议中改为九家公司各 50%的股权），并确认“该

股权均为甲乙双方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同意离婚，

该股权归属乙方所有”。其中第八条第五款特别约

定：甲方同意上述公司的其享有的股东权及经营、

管理权全部授权交给乙方，且不得单方撤销，包括

但不限于股东表决权、选举权、经营权、管理权等，

甲方对乙方的行为均予认可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

的法律后果。甲方仅保留上述公司的股权财产权及

收益权。这九家公司指李军控制的北京亚之杰广告

有限公司、北京亚之杰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亚之杰

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亚之杰置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北京星徽旗舰汽车销售服务中心有限

公司、北京亚之杰伯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

京亚之杰合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亚

之杰世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京亚之杰伯乐旧机

动车经纪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的第二天，上述多家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均变更为陈红的母亲李善荣，第三天，

双方协议离婚。需要说明的是，股权转让协议上李

军已经签字，但第二天的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

决议，李军和他母亲李福珍（也是亚之杰广告公司

的自然人股东，占股 1%）并没有签字，这为后来

的诉讼，埋下了伏笔。 

协议签了，法定代表人也换了，但上述九家公

司的股权登记并未在工商登记机关进行变更，因李

军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5 年，陈红在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李军，请求确认 2014年

3月 5日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李军名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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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50%股权归其所有的约定有效（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 22310 号），而李军则

抗辩称离婚协议中公司股份分割之约定侵犯了该

公司股东李福珍之合法权利，对陈红的主张不予认

可，此为双方的第一场诉讼。目前，由于案件影响

较大，且双方系列诉讼案件还在持续，故可以找到

的案件信息较为匮乏，局限于资料缺乏，未能了解

到本案的最终结果，但根据双方后续的交锋情况分

析，李军的抗辩主张很难得到支持，或者法院考虑

到多起诉讼进行，另案结果可能影响本案处理，从

技术上采用中止诉讼，等待其他案件结果的方式，

也会导致至今尚无结论。 

陈红起诉后，很快，陈红的前婆婆、李军的母

亲、同时也在多家公司占 1%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李

福珍也卷了进来。李福珍及其任法定代表人的亚之

杰投资公司，利用股东身份，分别要求陈红母亲李

善荣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亚之杰置业公司和星徽汽

车公司提供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财务报告、会计账簿供查阅、复制。申请查阅的

方式火药味满满，直指诉讼导向，根据北京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记载，2015年 4月 17日李

福珍、亚之杰投资公司以特快专递方式分别向亚之

杰置业公司、星徽汽车公司寄送了要求查阅和复制

会计账簿和财务报告的申请书，申请查阅并复制

2014年 1月至 2015年 3月期间的会计账簿和财务

会计报告。并且寄送人对申请书的邮寄过程进行了

证据公证。查账要求遭拒后，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分别提起了两起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虽亚之

杰置业公司和星徽汽车公司主张李福珍查账目的

不正当，但未提供充分证据，故法院支持了李福珍

和亚之杰投资公司的查账请求，这是双方的第二次

和第三次诉讼过招。【原告李福珍诉被告北京亚之

杰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

第 26750 号民事判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6）京 03民终字 414民事判决），原告北京亚

之杰投资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星徽旗舰汽车销售

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 26751

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 03民终

字 418民事判决）】，李军初战告捷。 

在股东知情权纠纷进行的同时，陈红控制的亚

之杰置业公司又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针对李

军提起了一个民间借贷诉讼（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

院（2015）西民（商）初字第 1037 号），此为双方

第四个诉讼，亚之杰置业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自

2002年 6月 13日起担任亚之杰置业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的李军，多次向亚之杰公司借款，现因李军

拒绝偿还，而依据涉案《借款单》、《记账凭证》及

《中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等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李军返还所欠亚之杰公司借款 5600万元等。该起

案件结果亦不明了，故无法评判。但就一般情形而

言，民间借贷案件原告应同时完成借贷合意和款项

交付两项举证责任方可得到法院支持，而根据原告

所提及证据，本案中付款凭证应较为齐备，但考虑

到李军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节，其在《借款单》

上的签字能否必然被认定为其个人借款的意思表

示，必然会有较大争议，故本人大胆推测，亚之杰

置业公司胜算不高。需要说明的是，李军 6 月 29

日网络发文正处在双方鏖战正酣之时，数起诉讼交

叉进行，此时爆料，自曝家丑，将双方的矛盾置于

公众视野，引发网络围观，是否有用舆论造势的考

虑，不得而知。小编注意到该文中系李军表示其日

常开支和家庭开支都从公司支取，因陈红断供，导

致生活困难，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样的表述事实上

承认了亚之杰公司股东个人和公司财产混同的问

题，这在诉讼中对其显然是不利的。 

根据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的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2017）京 01民终 5852 号民事判决，李

福珍以侵害其优先购买权为由，于 2015年在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军和陈红订立

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涉及亚之杰广告公司李军

名下 50％的股权转让给陈红内容无效，该案于

2017年 9月 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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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决，驳回李福珍的诉讼请求。第五场较量，陈

红又扳回一局。 

同样是在裁判文书网上，可以检索到 2016年

11 月 7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

02 民辖终 1015号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该裁定披

露：陈红以李福珍与李军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

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于 2015年在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军与李福珍签订的《出

资转让协议书》无效；陈红分割北京亚之杰咨询有

限公司 69.3%的股权。该信息说明李军与其母亲李

福珍签订过对陈红不利的《出资转让协议书》，该

案处理情况不详，但根据处理管辖权异议程序的时

间推算，本案应尚在审理当中。此案当属双方第六

场较量。 

双方的七次、第八次较量，则将陈红的母亲，

股权的代持人李善荣拉进了诉讼。昔日的亲家母，

如今对簿公堂。2015年，李军、李福珍主张 2014

年 3月 3日，亚之杰置业公司伪造李军、李福珍签

字，形成了一份亚之杰置业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股东

会决议，免去了李军的执行董事职务，并将其名下

的 2970万元出资无偿转让给了李善荣，并同时修

改公司章程，同时，亚之杰置业公司还形成了一份

亚之杰置业公司第七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选举李

善荣为执行董事，并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同日，亚

之杰置业公司伪造了李军签字，制作了一份《出资

转让协议书》，将李军持有的亚之杰置业公司出资

2970 万元转让给了李善荣。并且办理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将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均变更为李善

荣并备案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李军、李福珍认为，

亚之杰置业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以亚

之杰置业有限公司为被告、李善荣为第三人，诉至

法院，要求确认亚之杰置业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股东

会决议无效。2016年 9月 2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

民法院一审判决，确认被告北京亚之杰置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工商档案中二〇—四年三月三日的

《北京亚之杰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六届笫

二次股东会决议》无效。2017 年 12 月 25 日，北

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作出（2017）京

03民终 5708号民事裁定，称亚之杰置业公司新提

交多份证据，导致本案基本事实需进一步查清，建

议结合亚之杰置业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相关证据，对

相关事实进一步查清。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这一变化，让该案的走向变得更为复杂，双方仍将

继续战斗。（北京亚之杰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诉李福珍、第三人李善荣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纠

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5 朝民商初字第

20389、20399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7

京 03民终 5708、5714号） 

2016 年，第九场较量已然开始。针对李军与

陈红《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第八条第五款约定，即

李军同意上述公司（指李军实际控制的亚之杰投资

等九家公司）的其享有的股东权及经营、管理权全

部授权交给陈红，且不得单方撤销，包括但不限于

股东表决权、选举权、经营权、管理权等，李军对

陈红的行为均予认可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

后果。李军于 2016年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

诉，主张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请求依据《合同法》

第四百一十条赋予的委托人的解除权，解除与陈红

的委托合同关系，陈红则主张该经营管理权的约定

系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性质，不能随意收回。经过两

审判决，2017 年 12 月 28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2017）京 01民终 4548号民事判决，

驳回陈红上诉，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第八条

第五款自 2016年 4月 8日解除。该局李军获胜，

此判决对双方意义重大，媒体包括李军自己均宣称

终于拿回了公司的管理权。判决作出时，正是陈红

四十九周岁生日前夕，中医讲“女子七七”，不知

其心境几何。行文至此，笔者亦有所感慨。不过，

就司法实务而言，判决确认解除委托和达到实际收

回公司经营管理权的效果，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其

间充满波折与风险，李军尚不可过于乐观。 

第十场诉讼，则是在 2017年岁末刚刚开始的

一场争斗。根据李军博文中披露的《民事起诉状》

照片，2017 年 11 月 23 日，陈红在北京市朝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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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将北京星徽旗舰汽车销售服务中心有限

公司、北京亚之杰投资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起诉

书称，2016 年 2 月 5 日，亚之杰投资公司通过作

出《北京星徽旗舰汽车销售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股东

决定》，将星徽旗舰公司的执行董事由李善荣变更

为李福珍，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亚之杰投资公

司同时宜布宣布星徽旗舰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

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作废，补办

了新的公章。陈红请求确认北京亚之杰投资有限公

司作出的《北京星徽旗舰汽车销售服务中心有限公

司股东决定》、宣布“北京星徽旗舰汽车销售服务

中心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作废的行为”、补办北京星

徽旗舰汽车销哲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公章的行为均

无效、判令北京星徽旗舰汽车销哲服务中心有限公

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恢

复为李善荣。本案刚刚开始，信息不足，不便发表

评论。 

最新消息是 2017年 12月 29 日，李军发文称

陈红母亲李善荣已经于 2016年 9月 2日去世，陈

红想把去世一年多的母亲恢复成法定代表人是在

法院捣乱。消息一出，石破天惊，也会影响诉讼的

走向。依照我国法律，自然人死亡后就不再具有诉

讼主体资格，法院应当征求被继承人意见后变更诉

讼主体，而如果陈红隐瞒母亲去世消息，导致法院

仍列已死亡的自然人为诉讼主体作出裁判文书，将

有可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已经生效的裁判文

书，意味着 2016年 9月 2日以后法院所作出涉及

李善荣的的裁判文书将有可能会重新进入诉讼程

序，陈李二人的诉讼征途更是遥遥无期了。 

陈李交锋的同时，似乎更大的麻烦已经来临。

2016 年初在股东知情权诉讼中，当事人曾披露，

2013年 9月 29日，亚之杰投资公司向安信信托公

司贷款 12亿元，该贷款于 2015年 9月 29日到期，

已经处于逾期状态。2016 年 1 月 19 日,安信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刊登公告，通知北京亚之杰投资有限

公司，称根据双方签订的《人民币资金贷款合同》，

截止 2016年 1月 6日，亚之杰公司欠安信信托贷

款 13.217亿元。安信信托于 2015 年 12月 8日与

北京极光顺风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书》，该债权已转让给后者，同时，请担保人（共

七家李军名下公司）向新债权人履行担保义务。

2017 年 3 月 9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刊登的公

告中显示（2016）沪民初第 5号案件为北京极光顺

丰投资有限公司诉北京亚之杰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亚之杰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星徽旗舰汽

车销售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北京亚之杰汽车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亚之杰合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亚之杰伯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亚之杰广告有限公司、李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这笔本高达十几亿元的债务会不会导致陈李二人

的诉讼变得毫无意义？ 

双方自 2015年起的十场诉讼，涉及北京六家

法院，遍布海淀、西城、朝阳，一中院、二中院、

三中院，针锋相对，刀刀见血，几乎每起案件均经

历了一审、二审，部分案件还经历了管辖权异议的

处理程序，其间坎坷，非事中人难以体会，网传的

陈红近照已显苍老，曾经的小桃红虽坐拥亿万资产，

亦难抵岁月风霜；而那个当年怀揣梦想进京打拼的

沧州青年，也曾鲜衣怒马、花团锦簇，如今在旷日

持久的诉讼中耗尽心血，让人不胜唏嘘。 

5 万借款变 300 余万巨债 上海男子 

为还套路贷“假结婚”还赔上两套房 

2018-01-09 上海法治报 

http://mp.weixin.qq.com/s/ariukKPM1Cx1UcUHkGEB1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UwOTYzNQ==&mid=2649544154&idx=3&sn=dfbcbc97d4c9bcb13933bff19079f0dd&chksm=8844b4b6bf333da07199beaf5198fa68547665fd1dff695a951a401e6ac7489e28da1a41a493&mpshare=1&scene=1&srcid=0109VyUgXGkrUD52QPSIQ3K6&key=620625beb3a4ed7d5322701b132a036dfc5512d2eca91159b7bd4564ce789b62d7ed26771d518bbaf23e961f99a028f20f938e81477321694ac8215cb7bdfe6b171d79f966a86182de0d392a4817564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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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钱，都可以借的。”这句电影里的

唏嘘，用来描述市民张先生的遭遇，再合适不过：

一笔 3万元的信用卡欠款，短短两年间，在小额贷

款公司手中竟演变成 300余万巨债，张先生与父母

名下总计两套房产也被先后“抵债”。与张先生“空

口无凭”相比，所谓的“贷款公司”却拿出了“完

美证据”：张先生亲笔签名的合同，银行的流水证

明，甚至还有张先生本人参与的“公证材料”…… 

日前，上海普陀警方从上千条银行流水转账中，

梳理出层层隐藏的犯罪证据链，揭开隐藏在“借贷

纠纷”背后涉嫌诈骗、伪造证明的违法事实，成功

打掉一个以小额贷款为名非法牟利的犯罪团伙。目

前，已有三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5万借款，4次“平账”成 300余万巨债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碰信

用卡这东西。”80 后的张先生说下这番话时，整个

人落寞不已，刚刚过去的半年，为了将自己解救出

“套路贷”深渊，六旬父母已倾尽一生积蓄，名下

房屋也一度朝不保夕。 

2015 年 9 月，张先生因信用卡透支 3 万元，

经朋友介绍，向一家小额借贷公司贷款 5万元。按

“业务员”王某的要求，张先生照“行规”写下了

11 万元借款，随即在对方陪同下，前往银行柜面

制作了 11万元转账流水，并由对方带着走过监控

区。而实际上，做完上述步骤，王某监督张先生将

大部分现金归还给自己，实际只借给张先生 4.3

万元——7千元作为当月利息与手续费扣除。王某

解释称，如不能按期归还 5 万元，那么就要履行

11 万元的违约合同，本息叠加按月滚利。 

2015 年下半年，合同到期之际，张先生无力

还款，王某一边用张先生银行卡反复制作银行划账

流水，一边又将张先生带到另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要求张先生配合对方“平账”。记者了解到，所谓

“平账”，即另一家“贷款公司”代张先生归还上

家欠款，同时签下更大金额的借款合同。业内人士

向记者解释，“平账”标志着借款人真正“入局”，

表面由第三方偿还债务，实际进一步垒高了借款总

额，涨幅可达几倍甚至数十倍，而“平账”中包含

名目繁多的“手续费”，则一并计入贷款人的借贷

总额。 

 “平账”期间，曾某要求张先生以其名下普

陀曹杨地区的一处房产作为抵押，向其放贷 56万

元，张先生写下的欠条则垒高到 80万。2016年 6

月，债务缠身的张先生为偿还欠款，又与第三家小

额贷款公司负责人“平账”，写下了 230万元欠条，

短短三个月时间后，面对每月 6万元的高息，张先

生彻底陷入“利滚利”死局，贷款公司则提出抵押

张先生名下第二套房屋用以还债。 

据张先生介绍，因该房屋所有人包括六旬父母，

这些人逼迫其偷偷复印双亲身份证与房产证，再与

一名陌生女子“结婚”并“离婚”。此后半月间，

违法人员胁迫张先生远赴山西朔州，由无业人员朱

某和蒋某冒充张先生父母，在当地一公证处办理了

房产委托证明，将桃浦地区的房产“强行过户”到

张先生一人名下，对该房屋进行抵押操作。 

时间转眼来到 2017年 9月，张先生父母收到

了来自机构的房屋抵押通知，老人一番追问，这才

从儿子口中得知前因后果，为帮独子还债，老人先

后倾尽一生积蓄，但仍杯水车薪。11月 21日深夜，

普陀公安分局真如派出所大厅内，张先生与六旬父

母最终选择报警求助。此时，历经 4次“平账”后，

张先生已总计欠下了 300余万巨债，其与父母名下

的住房，则被悉数抵押给了不同“贷款公司”。 

数千“债务流水”锁定“非法牟利” 

接报后，普陀警方高度重视，立即开展调查。

民警调查发现，相比张先生的“空口无凭”，“贷款

公司”层层套转的借贷记录背后，“无比清晰”的

银行流水与监控流水几乎制造了“完美”的借款凭

证。通过对张先生的遭遇的仔细梳理，民警最终在

数千条“债务流水”中，成功固定了违法人员“非

法牟利”的痕迹。在远赴山西当地的公证处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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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证据后，该团伙实施诈骗的违法事实最终浮出

水面。 

民警指着银行流水记录解释道，这些小额贷款

公司完全没有从业资质，他们刻意制造被害人已取

得合同款额的“假象证据”，实际则以伪造公证材

料等形式，侵占被害人房屋，属于典型的“套路贷”

诈骗行为。 

和以往的“套路贷”案件不同，本案中，违法

团伙连被害人的共有产权房也未放过，并险些得手，

令被害人双亲无家可归，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做

到的呢？看守所内，犯罪嫌疑人蒋某的交代令人深

思，那份远赴山西朔州制作的房屋委托公证几乎成

为“套路贷”帮凶。蒋某称，他们一行在当地公证

处不仅没有核查身份证件，且全程数分钟就完成了

签字，事后，蒋某本人得到了 3000元报酬。记者

多方了解到，短短半年间，该公证处竟接连制作了

47 份涉及上海地区的公证材料，目前，这些材料

均已在案件调查期间被当地部门撤销。 

事实上，早在 2017年 4月 5 日，上海市司法

局就已下发了《关于暂缓办理民间借贷类公证等事

项的通知》，规定自当日起，上海全市范围内公证

机构所有涉及民间借贷类公证一律暂缓受理；4月

5日之前已经受理的一律暂缓出证。涉及出售、抵

押房产等处分性委托公证，公证员无法判断是否用

于民间借贷的，也适用这一规定。此外，残疾人及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申办涉及非民间借贷类出售、

抵押房产等处分性委托公证时，公证机构应当要求

公证申请人指定一名近亲属现场陪同，并对其真实

性予以核实。此举有望进一步从源头上杜绝公证材

料为违法人员利用的可能。 

目前，涉案三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普陀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其余犯罪嫌疑人也被警方上网追逃，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来源 | 新民网 

“德州杯”家事审判有奖征文启事 

2018-01-15 人民法院报 

http://mp.weixin.qq.com/s/2f-iMGwDbgR-DVRdirdoCg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婚姻

家庭的和谐幸福，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追求。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家庭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家庭文明建

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总结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取

得的成果和经验，破解试点过程中的疑难问题，《人

民司法》杂志社拟于 2018年 5月在山东省德州市

召开“德州杯”家事审判论坛。本次论坛由《人民

司法》杂志社、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

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承办。为了确保论坛取得丰

硕的研究成果，现面向全国学术专家、法院工作人

员及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征集论文。 

一、征文内容。建议作者围绕但不限于以下选

题展开： 

1.家事审判工作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2.家事审判方式改革中的疑难问题及其解决； 

3.家事审判中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 

4.家事诉讼程序法和家事实体法的完善； 

5.家事审判改革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

用及人员分类管理。 

二、投稿须知。提交论文应当符合如下规范：

1.首页脚注写明作者姓名、单位、职称职务、手机

号码、通信地址、邮编、E-mail 地址。2.论文主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Q0Njc5OQ==&mid=2828023342&idx=3&sn=01376d31ff49e6f79a6b9e88aac4db49&chksm=b2e1068e85968f986106c4eb2e1e9f84bd176b572dd578014254635a4a1e46ae7d68bd736300&mpshare=1&scene=1&srcid=0116CtXxWDHltJqLcQRLynsg&key=cf5e006f4a3611a3e6288d8e8be011f6d09addfd7d98691326b7b190db337744cef61efcd348c2b8113844c436882f160d4b29b4388a4a2fc6175ee63e7d6c24b70fbd66a3111b892e6f9c57bbd7a02c&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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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统一为小二号宋体；论文正文统一使用小四号

宋体。3.全文不区分注释与参考文献；均以 word

方式每页自动生成脚注，每页重新编号；同一文献

多次引用时请均使用全称，无需参引或作简称处理。 

三、投稿截止时间：2018年 3月 31日。征文

请发至 yanghaiyan@rmfyb.cn。电子文档名称为

“家事审判征文+作者姓名+论文标题”。 

四、征文联系人及电话：《人民司法》杂志社：

杨海燕 010-67550963。 

五、奖项设置。本次征文将邀请权威学者及实

务专家组成评委会，评选出一等奖 2篇、二等奖 4

篇、三等奖 10篇，届时将邀请全部获奖者参加论

坛研讨。 

六、征文中的获奖和优秀论文将由《人民司法》

杂志社以《人民司法》2018 年增刊的形式正式出

版。 

儿童人权？| 微思客*法律白话文 

2018-01-16 微思客 WeThinker  蔡孟翰 

http://mp.weixin.qq.com/s/WqeTMjzPcXhA-G1RuHtvtw 

11月 20日是国际儿童人权日，为什么会在这

天定一个与儿童有关的日子呢？是因为在 1989年

的这一天，联合国大会通过《儿童权利公约》，并

将 11月 20日定为国际儿童人权日。 

那又为什么要特别讨论儿童的人权呢？儿童

权利公约有什么特别的呢？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呢？ 

1、儿童权利的发展 

人权保障或许大家很常听到，例如世界人权宣

言、两公约等等，都是要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并未

区分人的类别。有了保护每一个人的基础准则后，

人权法更开始聚焦特定权益容易受到侵害的群体，

例如妇女、原住民、移工等等，并且量身为这些族

群制定更能保障他们权利的规范。 

儿童，往往会因为年龄小、生活经验较为不足，

而被忽略他们的主体性，或直接将他们视为父母或

成人的「附属品」，因而社会容易漠视儿童的权利。

也因此国际人权法就特别对儿童权利设计特别规

定。 

题图来源：UN Photo (1982)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带来许多痛苦，也波及

到儿童，这样的现象促使了英国的 Eglantyne Jebb

女士设立了「拯救儿童组织（Save the Chidren）」，

目标要改善儿童生活，并且起草《儿童权利宣言》，

为历史上第一份特别针对儿童权利的文件。 1924

年，国际联盟大会也通过此份宣言，成为国联的文

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立，并在 1948

年通过第一份国际性的人权文件—《世界人权宣

言》，其中第 25条第 2项也简单的讨论到了儿童权

利：「母亲及儿童应受特别照顾及协助。所有儿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c3MDIxMA==&mid=2247487733&idx=1&sn=5114bf270bb6888cf4bc5e851bdc9d48&chksm=903505f8a7428cee2beea97c2da6249e9524a1ac7ec48636ab23d7026ca79cd5be02b05bd2f4&mpshare=1&scene=1&srcid=0116ihbhhdrV52wvmsc5k07O&key=ffd6e7826d53df7923182ddaad36364fa5a7f86995e01bb44a70b9d1306e36f25169e3a87031273291e6099291ff42acccfd4c2c142ae3a882234ed8d211961a7c5434e945ee4ee1ea9451514e9cbca9&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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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婚生或非婚生，均应享受同等社会保护。」 

哈萨克斯坦的学童们挥手微笑 

题图来源：World Bank/Maxim Zolotukhin 

在 1959年 11月 20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

《儿童权利宣言》，更进一步对儿童权利予以保障，

前言开宗明义指出：「儿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因此

其出生前与出生后均需获得特别之保护与照顾，包

括适当之法律保护」。 

前面所提及的文件都只具有宣示性意义，而并

不是具有法律拘束性的规定。 1966年，公民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通过，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两公约，就具有法律拘束力，

当中也有部分条文讨论到儿童权利保护，例如夫妻

婚姻关系消灭对子女保护、儿童身分的保障、儿童

的扶养、使儿童免于歧视或剥削、童工、促进儿童

健康发育及降低死亡率等等。 

2、儿童权利公约的问世 

1989年 11月 20日，联合国特别选在 1959年

的儿童权利宣言第三十周年，通过《儿童权利公约》

正式对儿童权利进行保障。联合国也特别将 11月

20 日这一天定为「国际儿童人权日」。儿童权利公

约目前共 196个缔约国，也是当今缔约国数最多的

人权公约。 

另外联合国之后又特别针对特定与儿童权利

保护的议题，分别在 2000年通过「关于儿童卷入

武装冲突问题之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及「关

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问题之儿童权利

公约任择议定书」、以及 2011年通过「关于设定来

文程序之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 

Children‘s Hands against Ice 

题图来源：World Bank 

3、儿童权利公约的内容 

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的定义，是指未满

18 岁的人。不同于我国《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

保障法》，又另外将儿童（未满 12 岁）及少年（满

12岁未满 18岁）区分。 

儿童权利公约有四个大原则，公约当中的条文

也建立在这四个原则的基础之上： 

1.禁止歧视  

儿童的权利，不应该因为儿童、甚至他的父母

及法定监护人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

政治或其他主张、国籍、族裔或社会背景、财产、

身心障碍、出生或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受到歧

视。 

2.儿童最佳利益  

关于涉及儿童的一切事项，「儿童的最大利益」

都应该作为首要考虑。儿童最佳利益也是贯穿儿童

权利公约所有条文的重要基础。 

3.保障儿童生存与发展权  

国家除了要保障儿童的生命和生存外，还要重

视儿童是处于持续发展、成长的状态，应该给予应

有的保护和协助。 

4.尊重儿童意见  

儿童有权利对影响到自己的一切事项自由发

表的意见，并且应该给予适当的看待。尊重儿童的

意见不是指对儿童的意见就完全一概采纳，还是应

该综合判断后，以儿童最佳利益作为定夺的标准。 

 

联合国国际学校的学生 

题图来源：UN Photo/Mark Garten 

4、儿童权利公约和台湾的关系 

台湾国内对于儿童权利保障的法律，最直接的

专法就是《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儿少

法），儿少法经过几次的修法，其实正是参酌儿童

权利公约的标准进行国内法的调整，让国内法律和

国际人权规范的标准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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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处理释宪案件，也曾经依据儿童权利公

约的规定解释宪法。 （参大法官释字第 587号解

释，民法与判例对子女确认生父，涉及儿童权利公

约第 7条；释字第 623号解释，儿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条例，涉及儿童权利公约第 19及 34条）。 

2009 年，台湾将两人权公约搬进国内，制定

两公约施行法，使国际人权规范成为国内法律的一

部分；之后也陆续将其他国际人权公约国内法化。 

在 2014年，就制定了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

也因此，儿童权利公约的内文因此具有国内法的效

力，行政机关要遵守公约内容、立法院要针对条文

调整其他国内法律、法院将公约条文作为审判的依

据，人民也可以援引作为权利的主张。 

2017年 11月，台湾也将首次做出儿童权利公

约的国家报告。 

 

 

编辑：晓晓 

太监与妓女闹离婚，法官怎么判——民国一桩奇异的离婚案 

2018-01-30 民事法律参考 

http://mp.weixin.qq.com/s/HWYoPQ4cpmWRLfiAsOU_xg 

来源：华声在线 

民国初年，北京地方审判厅审理了一起离奇的

离婚案，主角一个是太监张静轩，一个是妓女程月

贞。此案大约是民国新法实施后法院公开审理的最

早离婚案之一，又因为太监结婚本身就是件奇事，

更何况他娶的还是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妓女，因此轰

动一时。 

太监结婚在古时早已有之，但人家管结婚不叫

结婚，而叫“对食”或者“结菜户”。“对食”的两

个人具有临时性、不确定性；“结菜户”则更接近

于现实中的夫妻关系，它要求两个人共同生活在一

起，对感情的诉求也比较高，它的相对稳定性、持

久性就体现在那个“户”字上。 

清朝末年，有钱又有权的太监张静轩自然不能

免俗，他也得结婚。张静轩对“对食”嗤之以鼻，

而选择了更高级的形式——“结菜户”。那时候，

太监“结菜户”的对象已经不限于宫女，权势较大

的太监可能会强迫良家妇女为妻，但更多的则是把

目光投向了妓院。于是，张静轩也买来了一个妓女，

过起了小日子。好日子没过几天，张静轩就喜新厌

旧，打发那个妓女回了老家，又娶了妓女程月贞。 

程月贞本是江苏红极一时的名妓，后来“跳槽”

到了北京。张静轩娶程月贞的时候，她已经不复当

年的风光。本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归宿，但进了

张家的门后程月贞才知道，张静轩已经结过婚了，

她连名义上的正妻也算不上。 

张静轩很要面子，不管什么时候都容不得程月

贞反抗，而程月贞偏偏反叛倾向很重，经常跟张静

轩对着干，弄得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僵。 

到了民国时期，追求男女平等，可张静轩却不

认这个理，在家里还是我行我素。唯一不同的是，

大清皇帝退位后，宫里的太监都跟着失了业。张静

轩因为不是个普通太监，手里颇有些积蓄，很快就

转了行，成了一名商人。他先在东安市场开了一家

集贤球馆，后来又买了几处房产，当起了出租公，

小日子照样过得红红火火。 

1912 年冬天，张、程两人又发生了口角。恰

在这时有客来访，好面子的张静轩只好暂时假装什

么事都没有。哪知，程月贞偏偏不识相，越见有人

来就越要强调她的人权。这下子，张静轩忍不住了，

他铁青着脸送走客人，回头捞起一根木棒，照着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IxNTQzNQ==&mid=2652437345&idx=2&sn=09f1bfefe83fb3de93a39c8bf11ccae9&chksm=8406c885b37141935ba7b5ff62ab2ab58e7e8dc2a70e8aad4637651fe8c7b3b137edbfb55df5&mpshare=1&scene=1&srcid=01305X7C6JJF776YCJp03O1Z&key=cf5e006f4a3611a3bc0c9d134b911b2ce055939d8e995ddcd0b6bb6fd579914c6d2c9506522fa424daa00b9f905b1f43ed25ea806c24cb862a9ff4c3d904eae40a72759bfc7fe196a361e1806c77ee0e&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7Yav%2FmzRJ8PA2BvqU4y6VK2xFXcApl5mNFSWH2FrM9FDvi4BI86TjoMTzf6x9fN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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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贞的屁股狠狠地打了下去。程月贞疼得吃不消，

只好哭着连连求饶，只是她嘴上虽服了软，心里却

早已打定了主意，等张静轩一出门，她就忍着痛收

拾细软，躲到了一个姐妹家里。 

张静轩回到家后，一看屋里的情形，知道事情

不妙，便慌忙派人四处寻找。找到程月贞后便跟她

说，只要她能退回自己的身价银，就由她去。可是，

程月贞手头没有那么多钱，思前想后，便一纸诉状

把张静轩告上了法庭。 

程月贞请人写的状子条理分明，所提出的离婚

理由有三：一、张静轩是个太监，不通人道；二、

张静轩故乡有妻，他现在犯有重婚之罪；三、自己

被张静轩虐待不堪。这个状子送到地方审判厅后，

立刻被受理了，主持审讯的就是审判厅推事（官职，

负责审理案件）林鼎章。 

张、程二人被传唤到庭后，林鼎章首先进行了

一番调解，调解不成，只能按离婚办。这时，张静

轩提出要追回自己替程月贞所出的赎身银。林鼎章

听后当即予以反驳：“人并不是所有物，何有赎身

银之谈？”张静轩慌忙改口说那是替程月贞偿还的

债务，林鼎章又说：“按照中国一向的习惯，夫妇

的财产并无分别，债权债务的主体就已经合并为一

了，你们从前既然没有特定的契约，此时岂容有此

项主张！”张静轩听后一时没了话。 

三天后，林鼎章当庭宣判，判决张静轩、程月

贞两人离婚。可惜的是，案件得到公正判决后，程

月贞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石头胡同的妓院里，她虽

跳出了婚姻的火坑，却始终不能摆脱生活的噩梦。 

附判决理由 

此案程月贞提起离婚之诉，根据三种理由，曰

太监也，重婚也，虐待不堪也。但使三者有一，已

与法理相背。然据趋重家族主义之立法例，配偶者

知有离婚原因，逾一年者不得起诉。则前两种之理

由已不成立，至其根据第三理由，则须有其他事实

上之证明，不能凭空言提诉。但张静轩之辩诉状及

口头陈述，均称甘心离婚。可见双方爱情，业已断

绝。至张请追还身价并追程所携逃动产等情，查人

身不得为所有权目的物，前清之季，已悬厉禁，况

在民国？前此身价之款，岂容有要偿权？张又变其

主张，谓我乃代彼还债，有字据为凭，并非身价之

比等语。夫程因张代还债务，故愿为其使女。是时

程之对张，固明明负有债务，而以劳力为辨济。然

张既娶程之后，则依中国惯习，夫妇财产，并无区

别。婚姻成立之时，债权债务之主体合并，权利即

已消灭。从前既无特定契约，事后岂能重新主张？

至程随身必需之衣服首饰，按诸法理，亦无褫剥一

空以偿债权之办法。张又谓非将随身银元及拐携钱

物追缴，实难从其离婚等语。殊不知离婚乃关于公

益之事项，还债仅关于私益之事项。若因钱债之故，

而遂拘束其离婚之自由，与法理未免径庭。况张蚕

室余身，只应雌伏，而鹊桥密誓，竟作雄飞。陈宝

得雌，固已一之谓甚。齐人处室，乃欲二者得兼，

而如程者，籍隶章台，身非闺媛。桃花轻薄，本逐

水而无常。柳絮颠狂，岂沾泥而遽定？在程既下堂

求去，不甘鸳谱之虚联。在张自覆水难收，无望鸾

胶之再续。倘必作蒹葭倚玉之想，求破镜之重圆，

恐复有蒺藜据石之占，叹入宫而不见。所以聚头萍

絮，何如池水分流？并命蕙莲，仅许花风吹散。至

若玉台下聘，虽有千金，而金屋藏娇，倏将二载，

一双绦脱。既经璧合于羊权，十万聘钱，讵望珠还

于牛女。是则程固可请从此逝，而张亦无容过事要

求者也。虽然事非所天，黄鹄不妨高举。而物各有

主，青蚨何可乱飞。同衾人纵许裾分，阿堵物岂容

席卷。盖一则监守自盗，未能举证剖明，一则人财

两空，亦应原情矜恤。用定期限，勒令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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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婚  记 

原创   2018-01-12 家族企业杂志  冯媛 

http://mp.weixin.qq.com/s/VXda3k_Xvx0PTZ3PqZc8gA 

建国用了二十年的岁月，无比深刻地理解到婚

姻最终是一种多层次深刻的社会伦理关系。 

男人篇 

建国（化名）一夜未睡，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照在他身上的时候，建国还是决定要和他的太太敏

华（化名）离婚。 

还有一个月就是建国的 50岁生日。建国和敏

华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几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后

开始恋爱，两年后结婚，又过了几年儿子出生。建

国和敏华的爱情和婚姻在外人眼里，无论怎么看都

是令人羡慕而且非常稳定：两人都出生在普通城市

职工家庭，又是大学同学，可算门当户对，结婚以

后没多久两个人又开始共同创业，事业也是风生水

起。儿子各方面还算优秀，两年前去美国读高中。

那些用来描述婚姻失败的字眼似乎都不适合建国

和敏华。但建国还是决定离婚。 

相对于漫长的人生，牢不可破的婚姻实在是一种奢求。

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建国终于鼓起勇气决定放下“将就”，

去开始一段新生活。 

决定结婚时需要的也许是爱情、勇气和能力，

而决定离婚时需要的是智慧、更大的勇气和更强的

能力。 

建国用了二十年的岁月，无比深刻地理解到婚

姻最终是一种多层次深刻的社会伦理关系。不知道

从哪天开始，爱情的新鲜感在柴米油盐中消磨褪去，

他和太太渐渐成了亲人和合作伙伴。 

在儿子去美国读书之后，建国和敏华的生活陷

入了无可名状的尴尬。工作上的交集不少，可是谈

工作常常并不是令人愉快的情境，在公司两个人尽

量避免当着员工暴露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分歧，

于是经常把工作带回家，回到家撕掉面具争吵就成

了家常便饭；时常对立的情绪让两个人几乎无法心

平气和交流工作之外的话题和培养共同的爱好。 

于是各过各的生活、各有各的圈子：建国喜欢打高尔

夫，讲求生活品质，热衷旅行和呼朋唤友；敏华更沉迷工

作，态度强势，除了客户和老同学，几乎没什么朋友。日

子久了，回到家两人就直接各回各屋，极力回避相对的尴

尬，遇到躲不开的各种亲友聚会，两个人只好默契地惺惺

作态佯装和谐。 

有时建国觉得自己才属于弱势群体，他既孤独

又胆怯，每次想着可能这样熬完后半辈子，就让建

国感到绝望。他有过心仪的女子，他所受的教育让

他内心极度分裂，既不堪重负，又害怕辜负。虽已

年近半百，建国依然健康、富有、情感丰富，他仍

然渴望爱情，渴望再有个孩子，渴望带着情投意合

的女子，或周游世界，或出席各种时尚的聚会……

现实的婚姻状况让他委实提不起兴致，也看不到希

望，但无数次飘过的离婚念头又让他觉得似是亏欠

了敏华，她没日没夜地工作，把企业经营得有模有

样，让他得以企业家光环加身，过得荣耀体面，有

时建国思忖敏华的强势和咄咄逼人很多时候也是

因工作而起，专注辛苦的敏华何错之有呢？建国在

相当长的时间里内心一直这样纠结着，游移着。 

终于下定决心离婚，建国首先找到一个专业律

师朋友咨询有关法律问题。朋友告诉他，离婚无非

是两个途径：协议离婚或法院判决离婚；离婚需要

协议的标的无非两个：财产权和抚养权。和律师朋

友聊下来，建国感到有些沮丧，朋友站在他的立场

让他逐项罗列可能对自己不利的过错和对敏华不

利的缺点，以便商量如何多分财产，少承担责任，

而这个过程建国感觉自己的内心像洋葱皮一样被

一层层撕开。可是在那二十年的婚姻中，并不只有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I3MzY2OQ==&mid=2650754672&idx=1&sn=7ff6d9ce418bf7b749047e27aa4b9da9&chksm=bed7675a89a0ee4c4a1051efead32e3d990f476f095333238887f79492748754b1d0d73096e9&mpshare=1&scene=1&srcid=0112s65Kt7GFwRj8DaHNxHW7&key=d6ed7c38d567007698ad6b30d63c4cfa7ec75c0a679c88d63130ce3e058ec82f71949889ef26fecad12839e44c2909bec42485a52dfeb720c7d431684d41b2c3ebefde5923647346f20d28632775fd05&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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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和过错，还有无数共同的承担和彼此支持，真

如律师所建议的那样，建国内心难以接受。 

但是无论如何，想要离婚，建国需要仔细把财

产列出清单，包括房产、股权、对外投资、现金、

有价证券、车、保险……律师告诉他，所有的财产

需要全部罗列在离婚协议书上，并详细注明分配方

案。 

为避免尴尬，建国也想过让律师和敏华谈，但

那样就相当于把一切摆上台面，反而会引起敏华的

愤怒，而他内心认为他和敏华之间婚姻的积累并不

是只有财产权和抚养权，他们之间仍然还有很深刻

的亲情和信赖，而这同样也是财富。这份亲情和信

赖没准儿还是他们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而且是只

有他和敏华掌握的钥匙。建国不希望对簿公堂，不

想撕开自己的内心，相互指责，把亲人变成丑陋的

样子再公之于众，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婚姻走到尽

头，谁完全没有责任和过错呢？他希望找到一种方

法对所有人的伤害最小，特别是对孩子。建国周围

离婚的朋友不少，对孩子最大的伤害莫过于父母至

亲反目成仇，这也是建国一直迟迟不愿离婚的原因。

最终建国下定决心尽一切努力通过协议的方式离

婚。 

协议的前提是充分站在对方立场上思考对方

的利益和诉求，而协议的基础当然是财富公平分配

和情感积累。即使爱情没有了，建国相信爱仍然在，

那是一种深藏心底如亲人般的感情，还有对孩子的

爱，对家人的爱，对企业的爱。他想，他只是想和

敏华换一种方式相处，只要把情感梳理好，敏华也

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 

好的婚姻需要两个人的共同成长和多维度包容，最终

决定能否捱过漫长岁月的只有两个人的成长曲线是否依然

吻合，毕竟人和环境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建国和敏华的人生轨迹尽管起点是门当户对

的，但最终还是走成了南辕北辙的曲线。尽管曲线

已经分离，但两个人还有无法完全切割的共同利益

需要共同维护：首先是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其次

是企业的平稳发展。孩子一天天大了，企业也逐渐

走上正轨，建国觉得自己也应该拥有自己想要的生

活，不幸福的婚姻对自己和伴侣是伤害，对孩子也

是伤害，他不想带着好丈夫的面具给孩子一个虚伪

的幸福假象，他认为即使离婚也不一定会妨碍他继

续做个好父亲。 

至于孩子的抚养权建国思虑再三觉得应该由

敏华和儿子决定，但是无论抚养权归谁，他都会永

远爱他的孩子，支付至少一半的抚养费用甚至全部，

而且为了避免未来有了新的婚姻导致出现继承权

争议，他决定把所有和敏华的婚姻内产生的不动产

和股权的继承权通过协议和遗嘱的方式留给儿子，

以打消敏华对未来可能出现企业控制权旁落的顾

虑。在这个基础上，他相信敏华很有可能接纳他的

方案。 

女人篇 

自从敏华很多年前的某一天无意中看到建国

和别的女人暧昧的短信，他们的关系便陷入一种不

和谐，敏华用好奇心换来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一

直挥之不去。吵过闹过之后，和建国之间的亲密无

间就出现了裂痕，在那之后，敏华几乎把全部精力

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到了这样的年纪，她身边也有不少女朋友、女

同学离婚了，离婚的理由总是千奇百怪，有一点她

心里清楚，如果男人想要离开，你所有优点都可以

成为缺点。这二十多年的共同创业，敏华在生意场

上已经把自己锤炼成一个男人，她果断、干练、独

当一面；但和建国的关系却是每况愈下，她已经忘

了在男人面前撒娇是什么样子的；她把头发剪短，

每天穿着职业装，总是雷厉风行的样子。 

她在工作中找到了自我价值，但回到家她却找

不到自己的位置。她以为她只是在工作中强势，但

事实是她在家里根本无法做到迅速转换角色。成功

职业女性的高度自信让她很难接受别人质疑她的

判断和决定，在工作中如此，对儿子也是如此。而

和建国几乎没有与工作无关的话题，他们的关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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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合作伙伴而不是夫妻，夫妻之间早已名存实亡。

有时她在想建国应该在外面有不少“逢场作戏”，

也许有喜欢的女人吧，只要他不离婚，敏华也愿意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周围这样混着的夫妻大有

人在。 

敏华确信在原则问题上和建国之间的基本信

任还在，况且建国对儿子一直照顾备至，他悉心培

养儿子各种业余爱好。只要不离婚，企业绝对控制

权就仍在自己手上，这对敏华才是最重要的。敏华

对婚姻的内涵似乎越来越无所谓了，反正是过日子，

至少这么多年共同的生活该有的默契还在。至于爱

情，敏华认真想了想，五十岁的女人不需要什么爱

情了吧，只要有工作就够了。 

建国提出离婚，敏华还是觉得意外，她以为这

辈子就这样和这个爱不起来、恨不起来的男人耗下

去了。虽然离婚还是让敏华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

到迷茫，但只要她还有工作，企业不会分崩离析，

她倒是也不想勉强。建国提出来的条件，敏华觉得

基本是公平的。她是著名女企业家，不管怎样，她

也不想满城风雨。建国提出的出发点她很认同，尽

一切努力把对儿子、企业和亲人的伤害降到最小。

敏华觉得自己和儿子的沟通一直有问题，她的注意

力都在工作上，对儿子的教育有时会野蛮粗暴，建

国性格温和，爱好广泛，和儿子之间的交流比自己

好，她觉得儿子还是和建国一起更好些；至于企业，

敏华觉得那就像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在企业里敏华

觉得更有价值感，于是敏华提出离婚后她可以获得

企业的控制权，哪怕少分一些财产也无所谓，她对

物质的占有欲远远不及她对工作的热忱更高。 

协议离婚 

至于财产的分割，最终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大致

平均分配，同时，敏华和建国做出相同的承诺，就

是把婚内产生的不动产和股权资产所有权的继承

权通过遗嘱留给儿子，以避免离婚后可能引发的再

婚家庭和原生家庭对财产所有权的争夺，她和建国

的有生之年保留这部分财产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放

弃处分权，享受收益权，而这部分收益和大致平均

分配的动产用于维持和建立新的生活。最终两个人

和平签署离婚协议，协议条款经过双方的律师根据

双方一致的意愿拟出，协议之外追加遗嘱明确不动

产和股权继承权的归属。 

律师最后还提醒他们，虽然协议初衷是善意的，

但人性却是复杂和不确定的。首先一旦一方或双方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甚至身故，只要还没有完成财产

过户登记，财产争夺还是有很大机会发生的；其次

关于遗嘱继承权和法定继承权仍存在很多变数可

能引发纠纷；另外孩子未来的个人成长和婚姻存在

诸多不确定性，过早明确继承权带来的伦理隐患依

然不少。假如未来一切都尽如人意自然是好的，但

一旦出现资产贬值、投资失败、经营不善、遇人不

淑、人身意外等状况，恐怕人情事理都会发生改变。

目前的协议只能保证他们暂时安静地把婚离了。 

后续 

我再见到敏华时，她已经有了新的感情生活，

她说在爱情中，她的缺点似乎都变成了优点。我感

觉五十多岁的敏华在新的情感滋润下，比离婚前温

和了许多。建国已经再婚，再婚前和新的妻子签了

婚前财产协议，他和新婚妻子不久有了自己的女儿；

企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基本移交给敏华，建国自己

开始做一些新的投资。 

假期儿子回来，三个人还是会坐在一起吃饭。

儿子已经上了大学，攻读法律，似乎父母离婚这件

事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坏的影响，他觉得父母依

旧爱他，特别是母亲，好像变得乐意倾听了，交流

也更顺畅了；他自己也有了恋人，不过从父母身上

他懂得了无论开始时怎样精挑细选都无法保证婚

姻的持久，婚姻需要用心经营和共同成长；尽管存

在不确定，但他并不会抗拒婚姻，因为他知道，即

使离婚也可以是新生活的开始。而且他会尊重父母

的意愿，无论娶的是谁，他一定会要求对方签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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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财产协议。 

但专业兴趣使他暂时无意回国继承父母的企

业，攻读法律的他开始花时间研究中国与财产权、

继承权和信托有关的法律与案例，他和父母探讨通

过在海外已经非常成熟的家族信托把财产集中委

托管理的可能性，也许可以既避免未来的家族争产，

也保证所有家族成员包括祖父母、为父母企业工作

的至亲、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及其他亲人未来获得生

活、健康和教育的基本保障。他深知他未来将会继

承的财产只是他替父母亲保管的，他希望像父母爱

护他一样尊重和维护父母的创业积累，把财富平稳

传承下去。 

（作者是中欧财富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

欧家族办公室首席架构师课程执行主任。本文详见

于【《家族企业》杂志 2017年 9月刊】） 

保姆嫁给雇主 落户北京后提离婚被法院驳回 

2018-01-17 北京晨报  记者：颜斐 

https://news.html5.qq.com/share/1184993690828595947?ch=001837&tabId=0&tagI 

=0&docId=1184993690828595947&showAttach=0&url=http%3A%2F%2Fview.inews. 

qq.com%2Fa%2FBJC2018011700417400&dataSrc=205&showDate=1&sc_id=feSANmC 

北京晨报讯（记者 颜斐）刘女士曾在王先生

家做保姆，后双方产生感情结婚，刘女士的户口也

在婚后几年迁入北京。王先生没有想到，刘女士落

户后便将他告上法庭，要求离婚。北京晨报记者昨

天获悉，顺义法院经审理认为，刘女士没有充分证

据证明夫妻感情达到完全破裂、无法挽回的程度，

故驳回她离婚的请求。 

据刘女士说，她和王先生于 2008年确立恋爱

关系，次年 10月登记结婚，双方均属再婚，婚后

未生育儿女。婚后，二人感情一般，常因家中琐事

发生争吵。其间，对方总让她滚出家门，还说她生

活作风不检点，污蔑其人格。被告将她当成外人看

待，没有半点夫妻情分，始终未想同心过日子。2016

年 11月的一次争吵中，被告将她赶出家门，她多

次想回家都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她在外租房至今。

不仅如此，被告还到其工作单位大闹，要求单位领

导将其开除。综上，二人无法相处生活在一起，故

起诉要求离婚。 

但王先生的说法与刘女士不同且不同意离婚。

他说，原告以前是他的保姆，双方朝夕相处产生感

情，感情基础比较深。2015年 6月，他把家交给

原告打理，自己什么都不管，一切由她做主，他自

认为对原告很好。原告 2016年才将户口迁入北京，

落户后就起诉离婚，让人怀疑其居心。 

王先生说，原告搬出去后，他打了三次电话劝

其回家，女儿和女婿还请她吃饭、给她买衣服并给

了她 3000元。其年纪较高，现在身体虚弱，需要

有人照顾。如果原告能回家好好过日子，今后他会

对原告更好。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双

方夫妻感情达到完全破裂无法挽回的程度，故对其

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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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修正婚姻法 24 条 夫妻共同债务新规不能滥用 

2018-01-17 三條  沈彬 

https://m.sohu.com/a/217251081_665455/?pvid=000115_3w_a&_f=index_news_1 

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 

在之前的种种“妻子被负债”故事的影响，以

及舆论的施压之下，特别是去年年底中国的最高权

力机关——全国人大对《婚姻法解释二》祭出“备

案审查”的大背景之下，最高人民法院终于对饱受

争议的《婚姻法解释二》第 24条做出修正。 

1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

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新解释》）。其中明确的几大原则： 

一、“共债共签”是夫妻共同债务的基本原则。 

二、一方所借的“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 

三、一方所借的“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不是共同债务，除非债主能够证明该债

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

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要说明的是，《新解释》并没有废除，也不可

能废除《婚姻法》所规定的夫妻“财产共有，债务

共担”的原则，主要是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排

除以及举证证明责任分配等问题进行细化和完善。

正像最高法所强调的是基于“问题导向”，“最大限

度地防止极端案例的发生”。 

之前第 24条饱受批评，但其初衷并没有那么

不堪，是为防止“假离婚、真逃债”。仔细对比《婚

姻法》和 24条，就可以发现后者对前者的“加码”。 

——《婚姻法》第 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

“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规定：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

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除非属于例外。 

法律是要求负债必须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

的，才是共同负债；而 24条则是“共债推定论”，

不再以严格的“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为限制前提。 

最高法在 2004年推出这个“共债推定”，并没

有男权主义的野心，只是一种针对“假离婚、真逃

债”的便捷（也可能是武断）的司法政策。 

于是之前出现了很多的“被负债”的个案，比

如，“‘反 24条’联盟”中最极端的一个个案是这

样的：加拿大海归女士与王某结婚后，王某疯狂举

债，并在婚后两个月跑路。短短两个月的婚姻，董

女士却需为约 500万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边是“假离婚、真逃债”，一边是“被负债”，

问题似乎变成了“按下葫芦浮起瓢”，关键是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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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两种不同的法律风险。 

解决之道在于：怎么通过司法政策打击虚假诉

讼、打击赌博等恶意债务，以及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把理应属于夫妻共同负债的部分和“被负债”区别

开来。 

最高法在《新解释》中画了红线：“共债共签”、

共同债务应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以及对于高额负债，

由债主证明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

这是对之前司法政策的一次纠偏，但也有新的问题

值得思考。 

首先，“共债共签”可能倒逼生意人带着配偶

去签合同，大幅提高交易成本。 

最高法表示，“共债共签”原则，具有引导民

事商事主体主动规范交易行为，加强风险防范的深

刻用意。风险是防范了，但交易成本却提高了。合

同当事人，在签合同之前，首先就要了解对方的婚

姻状况，如果已婚的，最好还得带配偶来签合同。 

众所周知，商海风云莫测，瞬息万变，签合同

首先要带上结婚证，向对方证明自己婚姻状况，还

要带上配偶，可能带来不便，提高交易成本。要明

白，很多“被负债”本身不是签欠条那么简单，而

是涉及很多买卖、租赁、融资合同，商机稍纵即失，

夫妻共签操作难度不小。 

其次，夫妻“财产共有，债务共担”原则不应

该被废止，旨在防止“被负债”的《新解释》不应

该被滥用。 

比如，中央某司法机构所主管媒体的微信账号，

谈这次《新解释》举的例子，居然是甘薇为贾跃亭

“替夫还债”。想想贾跃亭逍遥海外，债主讨债无

门，贾夫人甘薇只要回一句“我没签字过”，就能

逍遥国内，画面太美。 

再比如之前，小马奔腾公司李明生前签 6个亿

的上市“对赌协议”，遗孀金燕要承担 2亿，恐怕

也不属于“被负债”的问题。对赌赢了，就是夫妻

共同财产；对赌输了，就说我没签过字，不用承担

责任，这样的便宜事儿恐怕没有。《新解释》也明

确：债主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

同生产经营”的，一样是共同负债。 

婚姻是一种人生选择，的确蕴含着极大的风险

和机遇。要明白的是，睡在你身边的这个人，是法

律上推定的、对你“最亲密的人”。最高法明确夫

妻“共债共签”的大原则，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被

负债”的个案，但是也会提升交易成本，比如今后

要带着结婚证和配合去签合同。 

重磅！司法应如何均衡保障合法债权与人权？ 

——评最高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 

2018-01-17  桂客留言  何然 

http://mp.weixin.qq.com/s/yP9Q_2YVpuJeOwz4CEHTn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IzNTU5Mw==&mid=2650769992&idx=3&sn=b075c0f9989d1343b11a6e79e573ab00&chksm=87d028aeb0a7a1b84fe1c231fd026345fd94011165c136f0ae1f8a0f89ba6e0bee2fdb08e88d&mpshare=1&scene=1&srcid=0117PQeSNgoXh6BdLGflbFe3&key=e69b003677a0a18a955bb53702aa99db09bb45143bed184f1fca58a54c4dc6d0610008e8bc8850cd7d278a678b1d0ecf392fc6661ddd797fbc724eb0190e0165a29c45db6dde488f323a568ca2d6c11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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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借债到底应

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还是应当举债一方承担的

争议不断，并由此有人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第二十四条提出质疑，认

为最高法院的这条解释“任性”，背离法律原意，

应当纠正和撤销。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仅武断，

而且荒唐，经不起实践检验，更经不起时空检验。

因为无论古今中外，司法应当依法保障合法债权，

并与时俱进，保障人权。 

我们知道，曾几何时，为了逃避巨额债务，在

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夫妻故意制造了假离婚的“事

实”：尤其是有些夫妻，因为盲目扩大生产、经营

范围和规模，或者为买房炒房，主动借债；或因突

发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原因被迫举债，最后因诸

多原因欠下高额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夫妻，

诚信守法，共同面对突如其来的生产、生活和经营

变化，一起还债。也有一些夫妻，故意让一方“净

身出户”，主动承担全部债务，让合法的债权人无

计可施，而把借来的、赚来的全部财产转让给另一

方。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合法债权人尤其是金融机

构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一些亲朋好友借出的钱，

也无法收回。形成了公众痛恨的“借钱时债权人是

爹，还钱时债务人是爷”的奇特现象，以至于 40%

的案件经法院判决后，一方债务人没有任何财产可

以执行。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 12月最高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经过深入调研，通过了《婚姻法解释》，

并在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

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

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

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2017 年 2 月，最高人民法院对第二十四条新增两

款规定：“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

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

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

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应当说，最高法院制定的《婚姻法解释》对纠

正假离婚真逃债的丑恶现象起到了良好作用。一个

可以明确看到的现象是，最高法院出台《婚姻法解

释》后，夫妻通过假离婚进行恶意逃债的现象得到

迅速遏制，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经营者，在经营不

善时，不再通过假离婚的方式来逃避债务。当然，

法律不是万能的，司法解释亦是如此。法律、司法

解释不能根除一切违法犯罪现象，只能依法制裁违

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序良俗。据相关权威信息，近

年来，上海、北京市等地法院仍有夫妻假离婚真逃

债的司法案例。 

从立法和法理上来说，各国法律都在严格保护

合法债权。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通过假离婚的方式

来逃避债务。美国各州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依据

甚多，加州、得州、内华达州等多州均对夫妻共同

债务承担作了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均负有清偿责任；

一方配偶不能清偿的，另一方有代为清偿的义务。

对于婚姻期间产生的债务，无论是否以双方的名义，

双方均有清偿义务。婚姻财产协议不得约定对债权

人的不利条款，除非债务发生时债权人已实际知道

该约定条款。本条效力不得由婚姻财产协议变更。 

德国民法典 1475条明确规定共同财产债务的

清偿：（1）配偶双方应当首先清偿共有财产债务。

如果一项债务尚未到期或一项债务存在争议，婚姻

双方必须留存清偿债务所必需之数额。（2）如果共

有财产债务在婚姻双方的相互关系中应当由婚姻

一方单独负担，则后者不得要求以共有财产清偿此

项债务。（3）共有财产以为清偿共有财产债务所必

需的数额为限兑换为金钱，以清偿共同财产债务。

该法第 1481条第一款第三项还明确规定：“在配偶

双方的相互关系中，由一方负担债务的，该方必须

向另一方保证：债权人不向另一方提出请求。” 

而我国的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离婚

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

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

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与

此同时，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还进一步规定：“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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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

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

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

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

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当说，最高法院

的司法解释与上述规定是完全一致的。不知有人所

称之“任性”，任性在何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

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

得深、把得准。 

当然，随着我国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变化，尤

其是近年来随着小额贷款公司的兴起，民间借贷风

起云涌。一些夫妻在共同生活期间，为了家庭生活

的改善，为了家庭企业的生产经营，向一些小额贷

款公司举债，欠下高额债务，有些夫妻因此走向离

婚。没有直接经手借债的一方因此在离婚后不得不

和另一方一起承担巨额债务，生活由此出现诸多困

难。面对此种新情况新问题，立法机关、司法机关

都当审时度势，进一步完善立法、改进司法，修补

原有法律制度、出台新的司法政策，保护弱势一方。

尤其是当债权保护与人的基本生活权利保障出现

矛盾时，应当优先保护人权；对夫妻双方在婚姻期

间所取得的个人财产、共同财产和夫妻共同债务、

个人债务进行科学界定，科学立法、公正司法，尽

最大之可能保护妇女、儿童之合法权益，让法治的

阳光普照每一个公民。唯其如此，才能避免和消除

离婚后一些妇女由于高额债务得不到清偿、生活陷

入痛苦乃至绝望之困境。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必

然要求，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 

叛逆孩子，朋友圈里“声讨”父亲 

2018-01-18 民主与法制周刊  李金宝  

http://mp.weixin.qq.com/s/BqrI6u82S4q0pJqFEPkYSg 

父母再婚，亲子关系一团糟 

田雄光和孙莫云曾经是恩爱夫妻，他们有一儿

一女，大女儿跟母亲姓孙，小儿子跟父亲姓田。为

了照顾孩子，孙莫云辞去工作当全职主妇。田雄光

做生意四处奔波，每年待在家里的时间并不多，孙

莫云索性带着两个孩子在娘家生活。女儿孙小琪比

较早熟，很小就能帮着母亲照看弟弟田超宇，姐弟

俩的感情很好。 

2010 年，田雄光和孙莫云夫妻俩的感情出现

问题，最终协议离婚。两人平分了财产，孙莫云今

后的生活有一定的保障，但没有工作缺乏经济能力，

她便同意两个孩子都由田雄光抚养，田雄光也不要

求她支付抚养费。离婚后，孙莫云先是四处打工重

新适应社会，随后自己做起了微商，并因此结识了

不少朋友。 

对于离异夫妻来说，不管孩子归谁抚养，都希

望孩子和自己亲近。田雄光并不善于和孩子沟通，

孙小琪和母亲关系亲近，对父亲十分不满，而年龄

更小的田超宇一切都听姐姐的，也认为离婚全是父

亲的错。特别是田雄光再婚，姐弟俩时常给继母“捣

乱”，让田雄光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索性把两个孩

子送到父母那里。 

跟随爷爷奶奶生活，两个孩子越发觉得自己被

抛弃了。好在孙莫云惦念孩子，经常来探望，或者

把孩子接到娘家住几天，让他们感受到母爱。随着

年龄的增长，孙小琪和母亲无话不谈。孙莫云忙的

时候，会让女儿帮忙登录微信处理生意上的事宜。 

田超宇的学习成绩不好，每向父亲要学费时，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cyNTI5NA==&mid=2684513905&idx=1&sn=3a6bc1314d38296bf9eb5ca59bef4063&chksm=b5f180b0828609a6f007ee6b1b2c9099d6e19cd7b0d838ac78492f89bd3a662b31f3b15bed2a&mpshare=1&scene=1&srcid=0118j2z1KfCe8xdMbTvNU3qk&key=cf5e006f4a3611a39ae1924d1a14be083cc081bb9d6efa6fc8906ae4811689154561f53f89d81854b1793ccf2f1c860ccfe939cb96a156e89b8e39459712b8e7b164b3cd7f400eb689e225fb9b0fbff1&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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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总要批评他学习不努力，抱怨白白交了学费，

有时还会口不择言，让他“别上学了，不如去马路

上要饭”⋯⋯田超宇渐渐进入青春叛逆期，越来越难

以忍受父亲的嘲讽和数落。而这一切在姐姐孙小琪

看来，都是父亲在故意刁难。于是，从姐弟俩先后

上高中开始，每次拿学费的时候，姐弟俩都难免和

父亲发生冲突。虽然没有亲自抚养孩子，但田雄光

每月给孩子的生活费不低，探望孩子时也会买礼物，

每年花在两个孩子身上的钱不低于 15万元。他始

终想不明白，他对孩子那么好，孩子咋就不领情

呢？ 

朋友圈里，惊现“声讨”照片 

2017 年 8 月 8 日，又到了姐弟俩向父亲要学

费的时候。孙小琪已经上大二，而田超宇高考落榜

要再复读一年。对于儿子连最普通的大学都没有考

上，田雄光十分不满，再加上看到儿子对他不尊重，

他本来只想批评几句，结果越说越激动，直言儿子

成绩太差，“烂泥巴糊不上墙”“窝囊废”“以后再

不给学费了”⋯⋯这一次，已经长得比父亲还高的田

超宇，再也无法忍受父亲的数落，长期积聚在心头

的怨恨瞬间爆发，指责父亲从来不管自己的死活。

田雄光非常震怒，给了儿子一巴掌，父子俩随即打

了起来。孙小琪劝住了两人，她认为错在父亲，带

着弟弟愤怒地离开。 

回到家，孙小琪看到弟弟身上有了淤青，又生

气又伤心。姐弟俩一起痛骂父亲，还是觉得不解恨，

于是想出了一个报复的主意。姐弟俩找来两个纸盒，

在盒子上写了“捐款上学”几个大字，然后挂在脖

子上，穿上又旧又脏的衣服，在路口拍了张看起来

很“凄凉”的合影。之后，孙小琪登录母亲的微信，

把这张图片和父亲、继母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写明

父亲和继母的姓名，声称父亲再婚后不管姐弟俩的

学费，希望大家捐款帮助他们上学。为了羞辱父亲，

她不仅用了“无良父亲”“黑心继母”等字眼，还

编造了姐弟俩受到父亲的虐待和殴打，吃不饱穿不

暖的情形。 

田雄光很快在前妻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了这

条“声讨”信息，他立即打电话给孙莫云，劈头盖

脸就是一顿骂。孙莫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和田

雄光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等弄明白之后，还是登

录微信删除了这条信息。 

在孙莫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田雄光的不少亲

友。即便这条信息当天就删除了，田雄光和妻子的

生活还是受到了影响。第二天，田雄光远在常州的

亲戚就打来电话，询问他和孩子发生了什么事。他

妻子在小区遛弯儿时遇到邻居，邻居也提起了这件

事，尽管她再三解释是孩子捣乱，但从邻居的眼神

看，似乎认定她是“黑心继母”，让她十分苦恼。 

名誉受损，怒向前妻讨说法 

这些年来，虽然孩子由田雄光抚养，但和他的

关系却日益紧张，反而和前妻很亲昵。田雄光联想

到那条“声讨”的语气和用词，越琢磨越觉得不是

孩子编写的，很可能是前妻指使，否则也不会发布

在前妻的朋友圈。于是，田雄光和妻子桑某丽把孩

子的生母孙莫云告上法庭，要求其赔礼道歉、消除

影响、恢复名誉，赔偿精神抚慰金两万元。 

被告孙莫云辩称：有关照片、文字是他人通过

我的微信号发的。因两个孩子向父亲要学费，父亲

不给，还关门打他们，孩子只是想发朋友圈气气他。

我知道后就把该微信在朋友圈删除了。我没有错，

不同意道歉，也不同意赔偿。 

姐弟俩也来到法庭，承认整件事是他们一手策

划的，与母亲没有任何关系。 

案情并不复杂，不过是姐弟俩的一个恶作剧。

然而，朋友圈毕竟是公开场合，姐弟俩虽然都还在

上学，但从法律上来说，他们已是年满 18岁的成

年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一定要追

究的话，孙小琪擅自登录母亲的微信，侵犯了母亲

的权益，她和弟弟编造的内容又伤害了父亲，侵犯

了父亲和继母的权益。可对于这个离异的家庭来说，

非要用法律分清对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于是，主审法官沈小芹围绕亲情进行了调解。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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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虽然孙莫云不是始作俑者，但她明知女儿可

以使用其微信，却没有教育女儿在微信群发布信息

的注意事项，负有一定的责任。从有利于孩子成长

的角度考虑，孙莫云应该给孩子树立一个“做错事

要承担责任”的榜样。另一方面，法官也告诉田雄

光，他因为孩子犯的错追究前妻的责任，难以获得

法律支持，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和孩子之间存在

已久的问题。此外，法官还努力劝说对父亲颇有怨

言的姐弟俩，尽管弟弟的态度没有变化，但相对成

熟的姐姐明显意识到了错误，对引起父母纠纷表示

懊悔。 

2018 年新年前夕，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孙

莫云在法庭上，为没有管理好自己的微信、没有提

醒女儿合理使用的过失，向田雄光夫妇表示了歉意。

田雄光夫妇接受了道歉，并放弃了公开道歉和索要

精神抚慰金的要求。 

案后余思，建好“后离婚”亲子关系 

本案主审法官、江苏省宿迁市沭阳法院华冲人

民法庭审判员沈小芹说，这对已经离异多年的夫妻，

在离婚时没有征求孩子的意见，更没有帮助他们适

应父母离婚的状态。多年来，孩子始终没有走出被

父母抛弃的阴影。男孩儿的青春叛逆期比女孩儿表

现“激烈”，激化了一直存在的矛盾。离婚带给孩

子的心理冲击和持续时间往往超过父母的预期。父

母在离婚时应该给孩子一个交代，至少要让孩子明

白父母离婚并不会影响对孩子的爱，也不要互相贬

低或给孩子灌输对另一方的怨恨。没有人生来就会

做父母，选择离婚的父母，应该多了解孩子的心理

状况，帮助孩子理解和接受家庭解体的情况，特别

是对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孩子，父母要给予更多尊重。 

（文中人物为化名）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新规则的成功与不足 

原创 2018-01-19 审判研究  李后龙 

http://mp.weixin.qq.com/s/QfUk7a-EIg-rFLuC7U29IQ 

李后龙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推荐阅读链接： 

最高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新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李后龙：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分析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对

外借款，债权人往往将另一方配偶追加为共同被告，

要求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对

此是否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争议很大。 

1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

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就当

前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

作出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

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

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

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司法解释甫一公布，引起网上网下一片热议，

真可谓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赞有人骂。话还要从

2003年冬天说起。 

一、相关司法政策的演进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IzOTIzMg==&mid=2649962327&idx=1&sn=de84048885d12a68e3003c757ccf1cc2&chksm=878f5d38b0f8d42e51d340054c3a2d41e57de1df1f977e3f0827df659b8d34a4ed78f68491cf&mpshare=1&scene=1&srcid=0119FCjpaqFGol7GebKzj40c&key=cf5e006f4a3611a370efaa19424580c6793cbac5399802cac4b4a5a5bd6b191bd97cba75ac35dd1f9855989d74d6ed36d9b38539b35957e5ef5b21fcde18ef8093bcf681b67b212b9a69032f9593b0e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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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

十四条（下文简称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

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

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

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

的除外。” 

结合《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关于“夫妻对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

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

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的规定，可以发现，

二十四条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的标准较宽，两

种除外情形在实践中极为罕见，故夫妻一方以个人

名义举债，通常都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结果

导致部分案件中夫妻已分居、一方举债款项并非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生产经营、甚至一方举债款

项用于非法目的，都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从而误伤到债务人配偶的正当权益。公布实施以来

引起社会特别是妇联组织广泛质疑，甚至催生了

“反二十四条联盟”。学界意见也不一致，有观点

指责该规定严重损害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但是，二十四条突破合同相对性是基于法律规

定，婚姻法第 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

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

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

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该规定关于夫妻共

同债务的逻辑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就

是夫妻共同债务，至于是双方名义举债还是夫妻一

方名义所欠在所不问。而二十四条规定中并未涉及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个概念，其蕴含的这样一个推

断：夫妻一方举债的目的通常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或家庭生产经营，夫妻另一方因一方的举债直接或

间接获益，故推定此类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为避免二十四条在实践中被滥用，需要进一步

明晰其背后的规范意旨，这就需要对解释规定的适

用作必要的限缩。在此背景下，负责起草婚姻法司

法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先后于 2014 年、

2015 年作出了 [2014]民一他字第 10 号答复、 

[2015]民一他字第 9号复函，明确“如果举债人的

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

其不承担偿还责任”以及“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

不应当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 24条的规定认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根据上述批复规定，各地法院对于夫妻共同债

务的认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缩解释。福建高院闽

高法[2015]426号文明确：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

对外借款，债权人请求夫妻共同偿还的案件中，对

于债务性质的认定，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处理。但夫妻一方有证据

证明或者根据人民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借

款非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履行抚养和赡养义务等家

庭共同生活或者家庭生产经营的，应认定为夫妻借

款一方的个人债务。 

二十四条和相关答复提供了以下裁判规则：

即夫妻一方以个人所借债务，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除了三种情形：（1）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

定为个人债务的；（2）夫妻双方约定婚后财产归各

自所有，且告知债权人的；（3）举债人的配偶举证

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在司法实

践中主要是通过适用第（3）种情形来排除夫妻共

同债务的认定，但对于一方从事经营活动所负债务

纳入夫妻共同债务存在较大争议，对于所借债务并

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证明责任交给举债人的配

偶质疑较多。 

2017年 2月 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的补充规定》和《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

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解释二补充规定》增加的

两款分别规定了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

《有关问题通知》进一步强调、细化了对人民法院

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的要求。 《解释（二）补

充规定》增加：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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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

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

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有关问题

通知》明确：对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

犯罪活动中所负的债务，不予法律保护；对债权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夫妻一方举债用于赌博、吸毒等

违法犯罪活动而向其出借款项，不予法律保护；对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后用于个人违法犯罪活

动，债权人就该债务主张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

不予支持。 

上述规定，有利于解决夫妻一方举债用于不正

当的个人需求，而让夫妻另一方为此“买单”的利

益失衡问题。但按照[2014]民一他字第 10号答复

关于“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不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精神，对夫妻一方以个

人名义举债后用于个人违法犯罪活动的举证责任

仍在非举债的一方。由于《解释（二）补充规定》

和《有关问题通知》规定的着力点在虚假债务和非

法债务，而虚假债务和非法债务本来就不受法律保

护，二十四条的真正矛盾在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合法债务如何区分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

这两个文件对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夫妻共同债务

认定的难题作用有限。如何界定用于共同生产经

营的负债，或者说家庭共同经营的范围到底多大，

以及借款用途的证明责任到底由谁承担才公平合

理，是审判实践中两个最为突出的问题。 

现在， 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就当前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

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新司法解

释的基本逻辑是： 

夫妻有举债的共同意思表示的，按共同意思表

示认定；无明确共同意思表示的但符合家事代理范

围的推定夫妻有共同意思表示；无法推定夫妻有共

同意思表示的，根据借款的用途即是否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共同来确定是否属于夫妻债

务。 

二、新司法解释的主要贡献 

有观点认为，原来的司法政策是以认定夫妻共

同债务为原则，以认定个人债务为例外，新司法解

释是以不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为原则，以认定夫妻共

同债务为例外。我认为这属于误读。关于夫妻共

同债务认定规则的法理基础，新司法解释与以往

的司法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更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的现实，更具有可操作性。 

突破债权债务的相对性，将为了夫妻共同生活

所负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社会公众相对容易

接受。随着家庭风险投资、股票投资、房产、借贷、

收藏等大额投资越来越普遍，许多家庭的财富在快

速增长的同时，因投资而产生的债务风险也在不断

放大。对于因投资经营产生的负债，能否突破债权

债务的相对性由夫妻共同承担，则存在很大分歧。 

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

知识产权的收益等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既然婚

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产经营的

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那么根据权利、义务、责任

相统一原则，因投资经营产生的负债由夫妻共同承

担自是应有之义。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夫妻共

同生活的概念不能够仅仅理解为家庭生活，就是说

在住房范围内的生活，应该包括生产、经营。因此，

对于夫妻合意举债以及负债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经

营等方面，司法政策还是一贯的。新司法解释与

过去的司法政策相比，对司法实践影响最大的变

化是将借款用途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债权人。新

司法解释的主要贡献在于： 

一是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明确了清晰的规则。

新司法解释系统梳理了现有法律、司法解释和批复

答复的规定，深入总结审判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做法，

以寥寥三个条文非常清晰地给我们呈现了夫妻共

同债务的认定规则。新规则的出台，较好地解决

了二十四条及后续批复答复、规定通知内容系统

性不够，逻辑起点、法理基础不一致，司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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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产生歧义等难题。 

二十四条根据夫妻一方举债的目的通常系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生产经营，进而推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确有不够严谨之处，后虽有两个答复弥

补，但将借款非用于共同生活的证明责任分配给非

举债一方，也不具有说服力。这次司法解释实行

意思说+用途说，以意思说为前置、用途说兜底，

并将借款用途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债权人，逻辑起

点和法理基础都很明确，更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

在实务上更具有可操作性。新司法解释的出台，

也为社会公众提供相对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有利

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家庭稳定。 

网络流行的以下段子，虽出于调侃也不严谨，

但也反映了这个司法解释能较好发挥引导公众行

为的效果：（1）老公老婆共同签名=共同还债；（2）

老婆事后承认追认=共同还债；（3）老公个人借钱

为家里买日常生活用品（买菜买衣服 看病等）=

共同还债；（4）老公名义借钱做生意--出借人需要

举证用于家庭--出借人如果举证失败=老婆不要还

钱。 

二是明确引入了家事代理制度。关于夫妻共

同债务认定，理论上一直有意思说、用途说以及混

合说之争。虽然无论是历来的司法政策还是审判实

践，从未把体现夫妻双方合意的负债排除在夫妻共

同债务之外，但基于不同的法理基础必然会导致对

未体现夫妻双方合意的负债采取不同的查证和认

定思路。新司法解释运用家事代理理论，将夫妻

一方符合家事代理范围的负债推定夫妻有共同意

思表示，以意思说为基础，直接认定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既充分体

现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又免除了对该类债务用途

的举证查证过程。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由于家庭日常生活的

隐秘性、琐碎性、伦理性，要证明债务是否用于家

庭日常生活，对夫妻一方和债权人都是一个难题。

新司法解释引入家事代理制度不仅较好地解决这

一难题，而且对于家事代理制度在我国民法典制

定中落地生根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是合理分配了关于债务用途的证明责任。

夫妻一方的负债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经营，

有时证明难度较大，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往往直接影

响到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由债权人举证

证明借款用途和由非举债的配偶举证证明借款用

途，哪个更加符合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哪个更有利

于法院查清案件事实？ 

对借款用途，债权人的举证能力显然不如夫妻

一方，而让非举债的配偶证明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共同经营，即证明未发生的事实，也不尽公平。

犹如合同违约方主张调低合同约定违约金时分配

举证责任面临的困境，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在针对

借款实际用途分配证明责任也常常陷入两难？！ 

二十四条和相关答复将证明责任分配给了非

举债的配偶，有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利益平衡考虑。

这个证明责任分配给谁，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关

键是根据当前社会价值取向，反复衡量债权人利益

和夫妻另一方利益，提出一段时期内全国统一的执

法标准。新司法解释把证明责任分配给了债权人，

引导相关主体对于大额债权债务实行共债共签，

体现从源头控制纠纷、更加注重交易安全的价值

取向，符合当下的社会现实和公众期待，也有利

于强化公众的市场风险意识。 

三、新司法解释的不足之处 

新司法解释强调共债共签，明确由债权人承担

借款用途证明责任，引发社会的一些担忧：一是将

大大增加交易成本。交易时不仅需要夫妻双方的

共同意思表示，而且势必要求相对方审查配偶身份

及其签字的真实性。二是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产

生冲突。夫妻将全面介入配偶的经营事务，特别

是公司投资者所涉的对外担保、股权转让、资产重

组等经营活动凡可能引发债务的，是否都必须让配

偶签名或同意？三是与夫妻共同财产制不协调。

这个解释或许会成为中国从夫妻共同财产制走向

分别财产制的导火索，进而与我国婚姻伦理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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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冲突？四是在对债权人利益和夫妻另一方

利益平衡上，由向债权人倾斜转向了夫妻另一方，

会不会在平息了反二十四条联盟的怨气的同时，引

发新的债权人联盟？应当说，这些宏观层面的担忧

不无道理，暂且让时间去检验吧! 

从具体操作层面而言，新司法解释对于一些老

问题没有答案，也留下了不少新问题，需要司法实

践进一步探索。 

（1）如何界定家事代理的范围，即如何确定

家庭日常生活，以金额计还是以用途计？特别是借

款用于买房买车所涉数额较大，是否认定为家事代

理范围？ 

（2）如何界定夫妻共同经营的内涵外延？以

下哪些情形可以认定为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负债：

A.借款用于夫妻一方或双方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作

为合伙人的合伙企业；B.借款用于股东是夫妻二人

的公司；C.借款用于夫妻一方或双方作为控股股东

的公司；D.借款用于夫妻一方作为小股东的公司；

E.作为建设项目工程部负责人的夫妻一方借款用

于建设工程的；F.夫妻一方借款用于金融投资或转

借他人谋取利息，一方用于自己或与他人共同经营

的公司等。 

（3）构成夫妻共同意思的担保债务应当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反之是否排除呢？这涉及到担保

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2015]

民一他字第 9号复函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

不应当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 24条的规定认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意见，应是基于担保并非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理解，而事实上

有些担保行为担保人是有直接或间接的收益的，今

后将如何把握？ 

（4）对于夫妻一方所借债务涉及非法集资犯

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是否按用于违法

犯罪的债务对待，结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似无定

论？ 

（5）债权人要证明的借款用途是约定的借款

用途还是实际的借款用途？约定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共同经营的债务，是否就可以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是否还需要债权对其实际用途举证？ 

期待最高法院推出一批指导性案件来解决这

些问题。 

李后龙：江苏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法学博士。 

核校：魏明  

“同居男友”去世，231 万债务真的 

“不得不”判给她吗？ | 新京报快评 

原创 2018-01-23 新京报评论  刘昌松  

http://mp.weixin.qq.com/s/VmNyTAwdv5-pEWKKmmcwNA 

以“夫妻投靠”认定夫妻关系理由充分 

今天，一则题为“‘同居男友’遇车祸去世，

她被判承担男友生前债务 231万”的报道火了。 

据报道，原审原告李凤海，以原审被告侯春梅

与车祸身故的徐志军系夫妻关系为由，持徐志军生

前所立 231万元借据将侯春梅诉至法院，原审判令

侯春梅偿还李凤海 231万元，侯春梅因故耽误上诉

期一审判决生效。 

而榆林市检察院以未查到侯、徐结婚登记，两

人不是夫妻关系为由提起抗诉，定边县法院再审以

公安户籍显示为“夫妻投靠”，推定徐与侯进行过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MxNjQzMA==&mid=2650663647&idx=1&sn=76a6c40986860ab396eba0a1818cc8ec&chksm=875aa2feb02d2be8ba1ff4231991379491be2d831d1eff7a1348a34f475ef9c14ced2e2e5d4e&mpshare=1&scene=1&srcid=0123IFCtuatOOla6CUqLeO2P&key=dbb498aa40f6eb05302e1d8b6bd1576c2f6c9697ddc8fd278ed7613c1e9daf5173804fad0b57dc66c00108168f61f6b08be5bb593cf7e4629352d2ef311dd3154f906e2501cb57d61d910701a3bfbcbe&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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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登记，仍维持原判，侯春梅对再审判决不服，

已向榆林中院提起上诉，并认为最高法新近发布的

司法解释，也给了她新的法律依据。 

应该说，定边法院再审以侯春梅与徐志军登记

在一个户口本上，并注明为“夫妻投靠”，法院谈

话时侯春梅也承认“徐志军是其丈夫”为由，仍认

定侯、徐为夫妻关系，适用当时有效的司法解释维

持原审，理由还是比较充分的。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 

   截图自：最高人民法院微博 

关键点是“夫妻债务解释”的溯及力 

不过，问题是，侯春梅已在月初提起上诉，最

高法于 1月 17日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夫

妻债务解释”），再审二审法院能否适用新的司法解

释，为侯春梅解套呢？ 

这涉及新的司法解释是否具有法律溯及力，以

及溯及力的强度有多大。 

我国《刑法》第 12条从“罪刑法定”和“保

障人权”的考虑，明确规定了溯及力，即新刑法对

其生效前的行为原则上没有溯及力，但新刑法不认

为是犯罪或处罚较轻的，新刑法有溯及力。可是我

国民法包括去年生效的《民法总则》，都未对溯及

力事项作出统一规定。 

在这种情形下，民事法律是否有溯及力，恐怕

应按照《立法法》所规定的精神来对待。该法第

93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

别规定除外。” 

可见，无论民事法律、刑事法律，一般都不具

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因为立法只能要求人们遵守当

时的法律，而不能要求遵守将来制定的法律。为了

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

而不是损害其利益，立法才可作出例外的规定。 

这个难题还得最高司法机关来解 

事实上，我国相关民事司法解释中确有这种例

外规定，例如《婚姻法》2001年大修，同年的“婚

姻法司法解释一”即明确：“婚姻法修改后正在审

理的一、二审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一律适用修改后

的婚姻法。” 

按照该规定，婚姻法生效前发生的重婚、同居、

家庭暴力、虐待、遗弃行为，婚姻法生效后即使行

为已经终止了，对方在离婚诉讼中也可依新法提起

过错损害赔偿，因为新法有溯及力。 

现在，新的“夫妻债务解释”没有规定该规范

的溯及力，一种理解可以是，本解释本为解决旧司

法解释严重失衡而出台，应该具有溯及力。但这也

只是对拟起诉和正在审理的一、二审案件有溯及力，

按照法理不应溯及新解释生效前按旧法已作出生

效判决的事项，这是维护秩序的需要。 

不幸的是，侯凤梅案正是这种情况，尽管该案

现已进入再审二审，但再审只是中止原判决执行而

未撤销原判，再审仍应适用过去的法律。 

那些“被负债”的裁判若不纠正太不公正，若

纠正又太动摇司法秩序，何去何从，期待有关方面

拿出最大智慧，给出答案。 

刘昌松（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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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帮朋友“捉奸”调酒店监控，致人自杀被判滥用职权罪 

2018-01-24 法治在线帮 

http://mp.weixin.qq.com/s/9qKa4bSZLMAuI0xCJF4d8Q 

来源 / 综合中国裁判文书网、警眼看天下 

案情简介：昆明市男子郑某怀疑妻子外遇，

但苦于无证据，遂私下请警察朋友李某甲到酒店调

取开房监控视频，结果证实了妻子和李某丙开房的

事实。郑某利用调取的监控向李某丙施压，后李某

丙被逼无奈，服下农药身亡，并牵出民警李某甲违

规调取监控一事。 

判决：构成犯罪免于刑事处罚 

呈贡区检察院认为：李某甲身为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在非执行公务期间，滥用职权，违规帮助

他人调取视频监控，并最终造成一人死亡结果的发

生，其行为应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呈贡区法院审理认为，李某甲行为构成滥用

职权罪，其作为工作多年的人民警察，应当知道人

民警察的工作职责、工作纪律、工作流程，他在

非执行公务期间违规帮助他人调取视频监控，主

观上是故意的。被害人李某丙自杀死亡与李某甲

违规帮助他人调取监控的行为有一定因果关系，属

多因一果的关系。李某甲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

白，可以从轻处罚。李某甲补偿被害人亲属的损失，

并得到被害人亲属的谅解，酌情从轻处罚。 

于是，呈贡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李某甲犯

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 

法条链接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

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一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

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

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 1 人以上…… 

因果关系 

就本案而言，李某甲违规调取监控的行为损害

了公安机关警务的合法、公正及有效执行，并动摇

了民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检方对李某甲构成滥用职权罪的指控要想成立，必

须要认定李某甲违规调取监控的行为与李某丙受

到持有该监控的郑某的勒索而自杀身亡之间是否

有因果关系。在二者具有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再判

断李某丙自杀身亡的结果是否应当归责于李某甲

违规调取监控的行为。在得出肯定结论后，检方的

指控则成立。 

目前我国刑法界对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一般

以条件说为基础。在涉及多因一果的情形下，也可

以借鉴英美刑法的判断方法，即先判断事实因果关

系，再判断法律因果关系。本案中，法院认为李某

丙的死亡是“多因一果”造成的，被告人李某甲滥

用职权调取监控的行为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根据

生活经验和常识，对李某丙自杀起实质作用的，是

郑某高强度的逼迫勒索行为，而非调取监控的行为。

笔者认为应当将调监控的行为排除在事实因果关

系范围之外。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ODAwMTc3Ng==&mid=2650534300&idx=1&sn=d4e66a83f2136ce335cf2099cb86ccf4&chksm=83d3ab83b4a4229571e989427eb854224a03e624dd81dad0e801eebfbbf7a05648937088e194&mpshare=1&scene=1&srcid=0124apTGm9lfcwnvCAhp7xkl&key=304caf69ae97dec908fd4170d43e8e03639e62d2aa1b309cfcfbec73d4ead0b85f122485949dec0a6bb471be3b4769abae2a53d17491045cc07da6bfcc29f0df5e5705dab0cd9c76ec8b1fe6491fcb0a&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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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 0114刑初 46号 

公诉机关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某甲，男，1975年 8月出生，汉族，

大学本科，住昆明市。 

辩护人刘 X，云南新征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李 X，云南祥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检察院以呈检公诉刑诉

（2017）38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某甲犯滥用职

权罪，于 2017年 1月 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

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 2017

年 3月 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昆明市呈贡区人民

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叶云江、书记员何凌娜出庭支持

公诉。被告人李某甲及其辩护人刘 X、李 X到庭参

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昆明市呈贡区

某某街道办事处村民郑某（另处），因怀疑自己的

妻子普某与李某丙存在不正当两性关系，于 2016

年 8月 19日找到被告人李某甲，请其帮忙调取普

某与他人开房的视频资料，当晚，李某甲与郑某两

人驾车至昆明市石林县石林裕泰酒店，李某甲明知

自己在非工作时间使用人民警察证是违反相关规

定的情况下，仍然使用其人民警察证，帮助郑某从

裕泰酒店监控系统中调取到普某入住该酒店的监

控视频，并用手机将视频资料进行了翻录。随后，

郑某利用该视频资料对李某丙进行敲诈勒索，2016

年9月30日，李某丙因承受不了郑某的一再威胁，

采取口服百草枯农药及用刀片割手腕的方式自杀，

经医院抢救无效，李某丙于 2016年 10月 3日死亡。

经鉴定，李某丙系经消化道摄入百草枯中毒死亡。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某甲身为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在非执行公务期间，滥用职权，违规帮

助他人调取视频监控，并最终造成一人死亡结果的

发生，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九十七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应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公诉人补充说明：我们没有指控李某甲与郑

某共同犯罪，不需要李某甲明知郑某的行为及郑某

的行为导致的结果。我们指控李某甲犯滥用职权罪，

是针对李某甲在休息时间非法使用人民警察证调

取监控，李某甲属于公职人员，在岗这么多年，他

本人对滥用职权的结果应该是相当明了的，其具有

主观上的故意。本案李某丙的死亡是“多因一果”

造成的，被告人李某甲滥用职权调取监控的行为就

是其中一个原因。李某甲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

李某甲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李某甲辩解称：我无罪。作为一名警

察，别人求助，我在休息期间帮助他调取监控是存

在不当。当时我并不知道郑某会用调取到的视频去

找李某丙理论，我也不知道我的行为会导致李某丙

最终死亡。 

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对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李某甲违规使用警察证，帮助郑某调取妻子

普某入住酒店的视频的事实不持异议。但对公诉机

关认为郑某利用该视频对李某丙敲诈勒索，并致李

某丙死亡的指控存在异议。辩护人认为，被告人

李某甲的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理由如下： 

1、从犯罪的构成要件来看，李某甲在主观方

面不具备本罪要求的主观故意。李某甲帮郑某调

取监控从主观目的上看，只是帮其核对事实，取个

证，并未意料到郑某要去敲诈勒索李某丙，也没有

希望和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故意，故在犯罪的主观

方面不符合该犯罪的主观故意。 

2、从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客观方面来看。李某

丙自杀的后果确实严重，但与被告人李某甲违规帮

助他人调取监控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经审理查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甲滥

用职权的事实属实。另查明，2017 年 3 月 3 日，

被告人李某甲与李某丙的家属达成协议，一次性补

偿李某丙的家属 10万元人民币，并得到李某丙的

家属的谅解。 

以上事实，有公诉机关及辩护人提交并经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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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情况说明。证实：2016 年 10 月，昆明市

公安局呈贡分局对郑某涉嫌敲诈勒索一案进行立

案侦查。在提取郑某手机内存储信息等侦查工作中，

办案民警发现有民警帮助郑某调取过相关视频监

控。呈贡分局针对该情况立即进行核实，通过调看

郑某翻录的视频及郑某车辆卡口抓拍信息发现民

警李某甲有嫌疑。呈贡分局立即对李某甲进行谈话

调查，谈话中，李某甲承认其帮助朋友郑某到石林

县石林裕泰酒店调取酒店内部监控视频的情况。经

呈贡分局纪检部门进一步调查审查发现李某甲已

涉嫌犯罪，随后呈贡分局按照规定将案件移送呈贡

区人民检察院。 

2、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李某甲滥用职权

一案，系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办理郑某敲诈勒索

案中发现，并将线索移送我院反渎局，我院反渎局

于 2016年 10月 18日通过呈贡公安分局纪委通知

李某甲，让其于 19日早上 10时来我院接受调查。

李某甲按通知于 19日 10时许来到我院后，由我院

反渎局工作人员将其带至办案工作区进行询问。

2016 年 10 月 20 日我院对李某甲涉嫌滥用职权一

案立案侦查，2016 年 10 月 21 日我院决定对李某

甲取保候审。 

3、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李某甲犯罪时年

满十八周岁，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4、公务员登记表、公务员年度绩效考核登记

表。证实：被告人李某甲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

份。 

5、被告人李某甲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6

年 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五六点左右，郑某打电话

给我让我帮他个忙。当天晚上七点左右，郑某在呈

贡我家附近找到我，他跟我说他媳妇不在了，他老

岳父要找他麻烦，让我跟他去石林县找他媳妇，我

同意了。郑某开车拉着我去石林县，晚上十点多到

了石林县城，我问他要不要去派出所问，他说不需

要，他认得他媳妇之前去过的宾馆，说是先去那个

宾馆看看，然后他就直接把车开到石林老县城的一

家宾馆门口。在车上郑某给我看了一张手机内的照

片，照片是他媳妇入住宾馆的记录，有宾馆地址、

房间号、出入时间段等信息，入住时间显示是我们

去的那天的前一两天，我问他这个照片信息是从哪

里来的，他只说是一个朋友提供给他的。接着我和

郑某就一起进了那家宾馆前台，郑某跟宾馆前台的

女服务员说我们要调取酒店的监控，服务员就问我

们是否有证件，然后我就把我的警察证出示给服务

员看，并对服务员说我们要看看监控，服务员看了

我的警察证后没有说什么就带着我和郑某进入到

前台里面调监控。郑某操作电脑调取监控，我也操

作过监控用的电脑，我们还问了服务员大厅和楼道

摄像头的编号，就开始比对着郑某手机上图片显示

的入住信息查找相应视频，查找了一会就见到他媳

妇进入到宾馆大厅及入住房间的画面信息，郑某就

开始用他的手机摄录监控视频内容，录了一会，视

频中出现一个男子进入到他媳妇所入住的房间内。

我也帮他录过一段，接着我就喊他走了。我们就离

开了宾馆，开车返回了呈贡。 

我调取监控视频当天是休息，没穿警服，警察

证的使用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我也清楚如果不出

示警察证当晚是看不着监控视频的。 

6、证人证言。 

（1）郑某的证言。证实：因为我怀疑我妻子

普某有外遇，所以我去石林县裕泰酒店问前台服务

员是否能调监控录像，酒店服务员说不可以，只有

派出所的警察才可以调取监控录像。于是在 8月中

旬的一天，我就打电话给我在呈贡做警察的朋友李

某甲，想请他帮忙去调看监控，当天晚上 9点左右

我们在呈贡众和佳苑门口外见面的，我把整个事情

的经过跟他说了一遍，问李某甲是否可以帮我调取

一下监控录像，也免得他们家人说我诬陷。他当时

也没有说什么，后面我就开着车拉着李某甲直接去

到石林县裕泰酒店。在车上的时候我还跟李某甲说

我媳妇叫普某，到了石林县裕泰酒店已经是当天晚

上 10点多钟了，我停了车，李某甲先下了车，我

随后也跟着他进入到了酒店，当天李某甲没有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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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制服，李某甲怎么跟酒店服务员交涉的我不太

清楚，因为我不会操作调监控的设备，所以是李某

甲在动手操作调取监控录像视频的设备，我站在旁

边看，看见我媳妇的画面的时候，我就用手机录制

着，一开始我先用手机翻拍着，后面因为心情烦躁，

我就把我的手机递给了李某甲，让李某甲帮我继续

翻拍，具体拍了多久我不太清楚，当天晚上拍完我

们就回呈贡。 

我翻拍的视频我拿给我妻子普某和岳父看过。 

（2）普某的证言。证实：我老公郑某是在 2016

年 8月 15日才知道我和李某丙发生过了性关系，8

月 16日早上我老公问我去石林干什么，让我把去

石林做的事情如实讲出来，我就说我去石林散心，

当时我和我老公还是吵架了，到了 8月 16日晚上

我老公就开车拉着我去到了我8月8日晚上的住石

林裕泰酒店，到了酒店他还是问我有没有什么事情

要跟他说，我当时沉默不语，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

裕泰酒店，我老公一晚没睡，问我是否认识一个叫

李某乙的男子，我说不认识，到了 8月 17日我们

就离开了宾馆回到了呈贡，回到呈贡他就拿了一张

图片给我看，我看到了上面的内容是我 8月 8日晚

上入住石林裕泰酒店的时间、房间号、离开的时间，

以及和我同时入住、离开同一个房间的一个叫李某

乙的名字，我要拿过来看，我老公不给我看，看完

照片我就跟我老公说我和朋友一起去石林玩，但是

我不认识这个李某乙，他问我不认识这个人为什么

和他住在一个房间，是不是有人威胁、逼迫我做什

么事情，后来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父母，并且晚

上还去到石林裕泰酒店把我住酒店到离开的视频

都拍了回来，他看见李某丙进到我的房间并且离开，

就问我是怎么回事，还和我父母说要怎么处理这个

事情，我就和我老公说了我跟李某丙在石林裕泰酒

店发生了一次性关系，我说我当时是自愿的，我老

公因为这个事情天天难过，我在和我老公说了这个

事情后的三四天，我就用我妈的手机把这个事情打

电话告诉了李某丙。告诉他我老公知道了这个事情，

以后不要联系了。我老公在 8月 20日以后打电话

给李某丙，具体的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李某丙不承

认有这回事情，后来在我老公打电话给李某丙之后

一天我就打电话给李某丙，说我们在石林裕泰酒店

发生性关系的事情我老公知道了，视频都被我老公

拍了，李某丙就跟我说只能承认这一次，其他的都

不能说，当天下午李某丙就打电话给我老公，约我

老公晚上出来，意思也就是说 8月 8日在石林裕泰

宾馆和我发生性关系的事情，希望我老公原谅，后

来李某丙晚上发信息说有事情来不了，过了两三天

的晚上，李某丙又打电话约我老公出去，当时我老

公一个人去的，具体在什么地方不太清楚，大约一

个小时我老公回来问我，跟我说李某丙把你们在水

天温泉及之后的四次发生关系的事情都讲了，你为

什么还要瞒着我。我除了水天和我家车上的那两次

没有讲之外，其余的我都讲给我老公听了。后来我

老公知道我和李某丙在我家的车上发生了性关系

后，非常生气，之后，李某丙就打电话约我老公在

七步场村十字路口见面，我老公让他拿 20万元来

换车做个了断，如果不拿 20万元了断，就回去把

这个事情告诉你媳妇。 

郑某找李某丙时我只有一次在场，时间是

2016年 9月 25日晚上 7点半左右，我老公从地里

面回家，跟我说李某丙要跟他见面，我说见面不好

吧，郑某说事情发生了始终要面对，后面我们三个

就在豆腐世家下面路口见面，郑某让李某丙说清楚

为什么要在我家车上发生关系，李某丙也说不出来，

郑某让李某丙回去跟她媳妇说清楚也算是个了断。

李某丙怕她媳妇知道这个事情，最后郑某就让李某

丙拿 20万元换车。从 2016年 9月 25日晚上过后，

郑某也没有跟我说过这 20万元的事情了。 

（3）楚某某的证言。证实：她是在其丈夫被

送到医院以后才知道丈夫喝农药的，原因是她丈夫

和郑某的媳妇普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郑某知道

后一直威胁她丈夫，她丈夫被逼无奈才喝农药自杀

的。郑某怎样威胁不知道，后在医院看了她丈夫的

手机才知道。郑某把李某丙和普某的开房的视频和

照片发给了李某丙，让李某丙拿 20万元，而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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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万元要在规定时间拿出来，逾期的话每天就增

加 5万元，最迟要在 10月 1日前解决，不然他就

要找我们全家的麻烦。大概是 2016年 9月 8日 23

时，她丈夫接到了一个电话，她丈夫说了一句：“你

是不是要把我逼死。” 

（4）施某某的证言。证实：我儿子是被普某

家老公郑某恐吓、敲诈所以喝了农药自杀的。郑某

恐吓、敲诈李某丙的原因我是在 2016 年 10 月 1

日那天送我儿子去医院抢救的时候在救护车上李

某丙告诉我的，我在救护车上问他为什么喝农药，

他说是有人威胁他，我问他哪个威胁他，他说我们

村的普某家老公郑某威胁他，要他在 9月 26日前

赔偿 20万元，过了一天加 5万元，我问他普某家

老公郑某为什么威胁他，怎么威胁的，他说他跟普

某在一起睡过，普某家老公郑某还到石林调过监控，

还有个刑侦队人跟着普某家老公一起去调的监控。

平时我也不知道李某丙和普某有不正当关系，我们

两家之间也没有什么债权债务关系，只是以前普某

和李某丙谈过恋爱。 

（5）朱某乙的证言。证实：我是 2016 年 8

月 1 日才来到裕泰酒店前台做收银员的，从我 8

月份工作至今也只有一次有人要来前台调取监控，

时间大概是在 2016年 8月底的一天，具体的时间

记不清楚了，当天早上是 8点半到 9点左右，来了

一个男的大约一米七左右，现在看见照片我能认出

来，他来到前台跟我说他朋友出了点事情，他想来

调取我们的监控录像看看，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们没

有权利跟你调取酒店的监控录像，你要调取的话你

要找当地派出所的人才能调取监控，之后他发了火

离开了酒店。我当天就打电话给我们经理，说有人

要调取我们酒店的监控录像，经理说必须要有派出

所的人来才可以调取酒店的监控录像。后来到了晚

上十点多钟，他又来了还带着另外的一个男的来，

他们进来酒店后，跟他一起来的那个男的就向我出

示了他的工作证，还说这个是我的工作证，我们有

事情要调取你们酒店的监控录像，我就让他们进到

了吧台内部调取监控，出示了工作证的这个男子操

作电脑调取监控，并指着电脑问我，哪个是 2楼和

4楼的监控窗口，我就指给他看，接着他们就看监

控视频了，早上来过的那个男子在旁边看监控，并

拿着手机拍摄监控视频的内容，他们调取监控的时

间我不太清楚，期间他们说什么我也没有留意，他

们调到晚上大约十一点多就走了。 

当时出示证件的男子，出示的证件是什么证件

我也没有仔细看，但是上面照片是他穿着警察制服

的照片，我当时出于职业习惯，对了一下人和照片

是一致的，当天他穿得是便装，没有穿警察制服，

年龄大约四十岁左右，短发，不戴眼镜。他们具体

调取监控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只是说有点事情调

取一下监控。 

（6)陈某甲的证言。证实：我是在 2004年来

到石林裕泰酒店工作的，在裕泰酒店当经理，平时

酒店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等一切事务都是由我来

处理，酒店中的事情都要向我汇报，我做出决定。 

我们酒店的监控都保存在酒店前台的硬盘录

像机里面，作为经理我跟前台的工作人员说过，只

有公安机关的人才可以调取监控视频，其他人都不

能调取监控，按照公安部门的要求我们酒店的大堂

和每层楼都有监控，酒店的监控一共有十六个摄像

头，酒店监控视频保存在前台的硬盘录像机上，保

存的时间大约是十五天左右，按照要求酒店的监控

是要保存三十天以上的，我们酒店的监控安装好后

也是在公安局治安大队备过案的。 

在 2016年 8月 27日，当天我不在酒店，大约

是在 14时左右的时候，我就接到一个男子打来的

电话，他问我是不是裕泰酒店的陈经理，我说是的，

他说他要调我们酒店的监控看看，我问他你是哪个

单位的，他跟我说他不是哪个单位的人，他怀疑他

朋友在酒店里面吸毒，要调取酒店的监控看看，我

说不可以，你要去报案，叫着派出所的人一起来，

派出所的警察才可以调取监控，他说让我帮帮忙，

我说不行，只有派出所的警察才能调取，他就把电

话挂了。大约是在 2016年 8月 27 日之前的一个星

期，也是个男的打过一个电话给我，我听口音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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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8月 27日之前的一个星期打电话给我的是同一

个人，也是要调我们酒店的监控，我告诉他要派出

所的人才能调监控，他就把电话挂了。到了 10月

4日，有呈贡的警察来找我了解情况，我才知道之

前有人来我们酒店调取过监控视频，在这之前我也

不知道有人来调取过监控视频，当天警察来了解时，

我问前台的工作人员朱某乙，朱某乙说前段时间有

两个人来调取过监控视频，没有穿警服，穿得是便

装，其中一个拿着警官证，从晚上十点多调到十一

点多，她看过警官证，但是名字她说她记不清楚了。 

（7）李某（李某丙父亲）的证言。证实：我

儿子李某丙是喝农药和割手腕自杀的，因为我儿子

之前和普某好过一段时间，后面没有结成婚，今年

又来找我儿子，后面两个还发生了关系，然后普某

的老公郑某知道后就来找我儿子要 20万元来解决

这件事情，后面我儿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于 2016

年 9月 30日晚上喝了百草枯农药和用刮胡子的刀

片割手腕自杀了。我儿子跟郑某也没有什么债权债

务关系，就是因为郑某的妻子普某来找我儿子两个

人发生了性关系后，就以此为借口要钱。 

（8）鲁某甲的证言。证实：2016 年 10 月 1

日大约 15时左右，他来到七步场村的地里，看见

旁边的简易棚的门市开着，一个男子睡在他家简易

棚里，他当时喊那名男子，叫其起来，说不起来就

报警。那名男子就让他打电话给其父亲。他把电话

借给那名男子，打通电话他说：“你儿子睡在我的

简易棚里，你赶紧过来把他弄回去，你儿子告诉我

说他酒喝多了。”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后，那名男

子的父亲骑着电动车来，后来 120的工作人员把那

人喊醒后扶着走了 300米左右，工作人员就拿担架

把那人抬进救护车，后他就回家了。他看见那名男

子的时候，那名男子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过后警

察看见其睡的旁边有一盒刮胡刀片，他平时干活穿

的毛衣和裤子上有血，他的棚里也没有放农药，他

平时都是用电动的刮胡刀，从来不用刀片。 

7、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证使用管理规定。证实：

其中第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职

务时，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应当随时携带人

民警察证，主动出示并表明人民警察身份。 

8、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报告。证实：李某丙

系经消化道摄入百草枯中毒死亡。 

9、物证检验鉴定报告。证实：李某丙肝脏及

心血中均检出百草枯成分。 

10、辨认笔录。证实：经裕泰酒店前台工作

人员朱某乙辨认，辨认出郑某就是到裕泰酒店要求

调取监控的男子；而与郑某一同前来调取监控，并

出示警官证表明自己警察身份的男子因为时间久

了不能辨认出来。 

11、李某丙手机与郑某的通话记录照片。证

实：郑某威逼李某丙给其 20万元钱。 

12、电子证据保存路径情况说明。证实：郑

某手机电子证据保存路径以及被害人郑某与李某

丙的通话记录，被害人李某丙手机中郑某的手机信

息以及李某丙的手机串号，被害人李某丙手机短信

与郑某的对话内容。 

13、补偿协议书、谅解书、收条各一份。证

实：李某甲和李某丙的家属达成协议，协商李某甲

一次性补偿李某丙的家属 10万元人民币，李某丙

的家属对李某甲的谅解。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某甲身为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在非执行公务期间，滥用职权，违规帮助

他人调取视频监控，并致一人死亡结果的发生，

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九十七条之规定，构成滥用职权罪，应负刑事责

任，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李某甲作为

工作多年的人民警察，应当知道人民警察的工作

职责、工作纪律、工作流程，其在非执行公务期

间违规帮助他人调取视频监控，主观上是故意的。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某甲在主观方面不具

备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故意”的意见不成立。被害

人李某丙自杀死亡与被告人李某甲违规帮助他人

调取监控的行为有一定因果关系，属多因一果的关

系，辩护人认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意见不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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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无罪辩护的理

由不成立，公诉人的公诉意见成立。 

被告人李某甲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可

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甲补偿被害人亲属的损失，

并得到被害人亲属的谅解，酌情从轻处罚。结合本

案事实及上述评判，李某甲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

除处罚。 

据此，为维护国家公务的正当性，惩罚滥用职

权犯罪，根据被告人李某甲犯罪的事实、性质、情

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

款，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李某甲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

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

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马兴东 

人民陪审员    程春莉 

人民陪审员    杨  娇 

二〇一七年四月六日 

书  记  员    杨青青 

留美女博士将结婚，放心父母“管”做意定监护 

2018-01-23 重案组 

https://www.thehour.cn/news/101066.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浙江 24 小时-钱江晚报首席记者 肖菁 通讯

员 徐茗蕊 

 

有一种对自己的负责叫未雨绸缪。 

林小姐今年 30岁，早年赴美，现在博士即将

毕业，下半年接连而来的喜事是她要结婚了，准丈

夫是美国人。前段时间林小姐回国小住，她要办一

件大事情。她跟父母一起找到杭州国立公证处，要

办“意定监护”。 

原本，“监护”这个概念是针对民事行为能力

欠缺者如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人，由监护人来保障

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如果一个成年人发生意

外，如重病手术失去意识，家人不在身边无法处置

自己的财产进行救治怎么办？意识模糊无亲无故，

无人照顾自己生活怎么办。按照原本法定监护的顺

序，如果是已婚的，配偶是第一顺位监护人，接下

来再是父母。 

林小姐想的是一旦自己有什么意外发生，在失

能、失智时，由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共同担任自己的

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而不是她丈夫。换句话说，

她目前信任父母胜于丈夫。成年人的“意定监护”，

其法律依据是去年 10月 1日刚刚开始施行的《民

法总则》。 

杭州市国立公证处此后为林小姐办的这份《委

托监护协议》也可视为杭州第一份意定监护公证。 

林小姐说，父母的安排才会让自己感觉妥帖 

当时林小姐来到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的时候是

坐着轮椅来的，原本公证员以为她身体状况已经出

现问题。细问才知道，她回国期间被助动车撞了，

所幸仅仅是骨折没有大碍。 

不过做“意定监护”的心思她早就有了。一来

是在国外看多了一方出现意外，配偶不给予积极治

疗。还有国外早有意定监护的法律法规，意思是在

个人身体各方面状况都良好时，书面指定一个人，

作为自己失能后的监护人，照顾自己的生活，处分

https://www.thehour.cn/column/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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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财产、权利等。这个人可以是父母，近亲属，

甚至可以是朋友，或者机构。 

林小姐说，不是对丈夫不信任，而是毕竟他是

美国人，怕到时候自己有意外，他有他自己的处理

方式，而作为林小姐本人，出国多年越来越感觉到

只有父母的安排才是全心全意最为妥帖的，而其父

母经营企业多年，对事务的处理能力都比较强。 

杭州市国立公证处首次接触这样的公证要求。 

接待林小姐的是公证员崔海容和助理徐茗蕊，

其实在民法总则出台以后，她就开始关注《民法总

则》关于意定监护的规定。因意定监护只有《民法

总则》的规定，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 

什么状况下启动意定监护，监护职责包括哪些

内容，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的公证员们为了办理这个

“第一份”着实不容易，他们与国内公证行业多名

资深公证员反复论证，对意定监护的条款仔细推敲。

最后他们拿出的是一份内容全面而周到的《委托监

护协议》。 

当丧失语言交流能力时，父母就可以“接管”

了 

协议中林小姐是甲方，乙方是其父母。开宗明

义，“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相

关规定，经协商一致，就甲方一旦发生丧失或者部

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委任乙方作为甲方的监护

人，履行监护职责。” 

那么具体到出现什么情况，父母可以“接管”

呢。协议中明确，丧失语言交流能力无法表达，或

精神障碍，或智力衰退，或其他丧失行为能力的情

形，以至于不能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时。而

且这一切都必须有专业医疗机构、鉴定机构或人民

法院的认定，也就是说在专业的医疗判断下。 

那么，父母监护职责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根据协议的规定，一旦发生这样的不幸，林小

姐的父母可以负责林小姐的起居生活，康复治疗，

比如在国外治疗还是回国，要不要请看护；还有管

理和保管林小姐的财产，比如动用她的存款，卖掉

她名下的房子用于治疗等等。在我们现实中，常常

出现当事人陷入昏迷急需用钱治疗但是其他人无

法动用其财产的情况，有了意定监护，这个问题就

可以解决了。 

还有其他一系列民事行为，比如诉讼等。 

杭州市国立公证处还为这份公证处做了双认

证（省外办认证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认证），以

提高其在美国的法律效力。 

离婚爸爸想让好友做自己的监护人 

2013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 60岁以上

的老年人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预先选择监护人。去年

10月 1日施行的《民法总则》意定监护扩展到 18

岁以上所有成年人。 

目前杭州市各家公证处陆续接到有关意定监

护的咨询。 

比如杭州钱塘公证处最近就接到了两起。一起

是一位 70岁的大伯，有四个子女，他想万一自己

“不大好”时选择老三来做他的监护人，“因为老

三跟我最亲，老三的媳妇也脾气最好”。 

那么，意定监护和遗嘱有什么区别？ 

遗嘱只有在你去世时才生效，它解决的是你去

世后的遗产处分问题，而意定监护解决的是你失去

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你的

监护问题及财产处分问题。也就是说，人在世时遗

嘱帮不上忙，能解决燃眉之急的是意定监护公证。 

意定监护不同于遗嘱，“也许很多人会有需求，

但是每个人的点不一样，每一例都要量身定制”，

钱塘公证处公证员说，他们还接到一例咨询，是某

企业老板，早年和妻子离婚，儿子归他抚养。人到

中年，身体频频出状况，但儿子尚未成年。他想万

一自己发生意外，失能，那么按照法定监护，儿子

将由其妈妈监护，但是对前妻，他是一百个不放心。

所以他想指定一个多年的好友，来做自己万一失能

时的监护人，由此好友能够监管他的财产并间接地

保护好他的儿子。 

新闻+：哪些情况可以考虑意定监护 

*生病陷入昏迷之时，确保自己的疾病能得到

及时的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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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另一半是否会全心全意照顾你的生活

直至康复。 

*没有配偶时，那你的父母是否仍有能力看护

你。 

*你的子女是否有足够的时间精力细心呵护你。 

*在家庭的纷争中确定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监护

人。 

*确保自己的财产能得到妥善的处理。 

也就是说，意定监护充分体现了个人凭借自己

的意愿，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可能出现的意外，

预先做好最有利于自己的安排。经过公证处公证的

意定监护协议，可以通过公证处录音录像等手段，

用国家公信力最大限度的确保意定监护协议的有

效性及合法性，合理排除其他人提出的非法异议。 

“修法”背后的一场接力 

原创 2018-01-26 察时局  王秀中 

http://m.mp.oeeee.com/a/BAAFRD00002018012665934.html?layer=6&share=chat&isndappinstalled=0&ndsign=y92mGZQ8iXFigDhox6F43YrlWR

3iga7rgeoAVzcEGJX1HA18LQHc+mf0V05gY+hqN3cb0l70ewwb+pzyYeJGXG+N+QQFSUJjhhLAc1VBdImOzP9raOXOLwZetT6Z3+IvTuxuuRSWIWyQ/V8Z2crhlzI4MD

gxMmMzNjczZmQ4Y2RmZWZkNWMzYTAyYWU0MjJlf8tb65vf36vC4TG9npH1fQ==ee719355dfa07ab828caa400808a491f&wxuid=ogVRcdDSfbLKoqfIAPdB5LL0Mg-

c&wxsalt=a0047c&wxOauth=1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有了新标准，一方无辜遭遇

“被负债”的案例，或将成为历史。 

1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

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明确“共债共签”原则，并

进一步合理分配夫妻债务纠纷案中的举证证明责

任，以平衡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新司法解释出炉，备受关注，有评论为其点赞

称：“法律用自身的发展，回应民意。” 

察时局了解到，在此背后，有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寄去万人签名信呼吁修法的公益群体，有直言司

法解释存在错误的法官，有不断站出来批评的律师，

还有在全国两会期间联名提出建议的 45位全国人

大代表。 

他们的建议如“接力”一般，撬动全国人大备

案审查程序。随着要求进一步规范和明确夫妻共同

债务认定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最高法主动“接棒”，

让婚姻法司法解释 24条（以下简称 24条）在施行

13年后，得到修正和完善。 

发声 

法官因审判实践直言 24 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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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7日上午 10点多，一则弹窗新闻引起了

前资深家事法官王礼仁的注意。 

消息显示，最高法发布了新的司法解释，明确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

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而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

非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

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这条司法解释自 2018年 1月 18日起施行。 

“终于修改了，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真

是很欣慰。”看到这则新闻，王礼仁感慨。 

2006年，也就是婚姻法司法解释 24条出台实

施两年后，时任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高级法

官的王礼仁没有直接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第 24条，

而是以婚姻法第 41条为前提条件判决的一起案件，

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王礼仁告诉察时局，在审理该案件中，他发现

24 条“有问题”。因为按照 24 条，很多没有用于

共同生活的违法债务也有可能被推定为共同债务，

24 条与婚姻法 41条相对立。 

十多年来，王礼仁不断撰写文章，“为了唤醒

理论界的认识”，甚至言辞激烈地批评近年法官在

司法实践中机械地适用 24条判案是“癌症性错误”。 

“我就是要引起各方对这条司法解释的高度

重视。”王礼仁告诉察时局。 

直言不讳也带来一些非议和中伤。“很多人不

理解，也有学者批评我。”王礼仁说，正是因为自

己是“体制内人士”，所以才要站出来批评，如果

法官不发声，直接适用 24条，后果将非常严重—

—不仅伤害了当事人的权利、损害法院的威信，还

将损害法律权威。 

对于新出台的司法解释，王礼仁持积极肯定态

度：“整体来看新规定比较成功，对今后处理夫妻

债务案件具有积极作用。” 

王礼仁认为，新司法解释彻底修正了 24条的

问题，废止了以婚姻存续关系或共同财产作为推定

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则和举证规则，可以避免制度性

群体错案发生。修改后的新规定基本上可以满足目

前司法实践中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需要。但他也指

出，新司法解释也有部分细节内容有待于进一步完

善，建议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立法过程中一并考

虑。 

与王礼仁相似的是，早在 2004 年 24条出台伊

始，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一级律师游植龙

就开始写文章，指出这条司法解释在认定规则和举

证责任等方面存在问题。 

新司法解释发布的这天上午，游植龙正在为因

24 条“被负债”而前来向他请教的六位咨询者解

答相关法律问题。 

“在解答咨询期间，受害者突然跟我说，出了

新的司法解释。有受害者现场流下了眼泪。” 对于

最高法出台新的司法解释，游植龙认为，下一步的

关键问题是，有关部门对此前依照 24条规定裁决、

存在错判情形的案件进行纠错。 

在这一点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负

责人也表示：对于《解释》施行前，经审查甄别确

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明显不公的

案件，人民法院将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

秉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予以纠正。 

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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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条公益群”持续呼吁修法 

法官、律师们的激烈反应和坚持表达，引起了

另一个群体的关注。 

2016 年 6 月，一位名叫李秀萍的媒体记者找

到了王礼仁，自称也因 24条在离婚中“被负债”。

有着同样遭遇的人，聚集在“24 条公益群”，李秀

萍不断在群中呼吁群友们“跳出个案”，通过依法

依规途径，推动 24条问题的修正。 

当时，公益群就 24条存在的问题做了大量的

问卷调查，亟需就具体的法律问题向专业法官请教。

而王礼仁、游植龙结合司法实践撰写的文章，则成

为公益群呼吁“修法”的“理论支撑”。 

“只有从制度层面入手，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李秀萍告诉察时局，为了将声音传递上去，群友们

分头寻找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

各级妇联、各级法院和学术机构、新闻媒体，反映

问题。 

有群友驱车数百里、走山路去给人大代表送相

关材料；还有群友联系上医生代表后，为了当面沟

通情况，甚至带着调查问卷结果等相关材料专程去

门诊挂号排队，在门诊时间里“抢出”几分钟来沟

通。 

群友们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去“雪片般”的

信件，建议对司法解释 24条进行审查；在此过程

中，她们征集到了 11021人的签名。 

 

在这本厚厚的万人签名册上，不同地区、不同

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党派的普通公民，在签名册

上详细写下个人信息，联名就此表达呼吁。 

1 月 17 日，对李秀萍而言，也是一个意义重

大的日子。 

“今天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终于有了

回响。每一个黎明又有了值得期待的意义。”在得

知最高法出台新司法解释后，李秀萍第一时间在公

益群里写下感想。 

在李秀萍看来，新司法解释初步体现规范债权

的精神，是立法与司法层面的进步。举证责任方面

实现债权人举证，这能有效减少无辜被负债冤假错

案发生，同规范债权一样，具有明显进步意义。她

也同时指出：仍有一些问题，新司法解释未能明确。

例如，多笔小额举债总数明显超过家庭日常生活所

需应如何规定等。 

建言 

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交建议案 

“24 条公益群”的呼声，像接力棒一样，传

递到全国人大代表手中。 

察时局了解到，近两年来，各地均有全国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不断就 24条存在的问题，在全国

两会上进行呼吁。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共有 45位

全国大代表分别联名提出 5件建议,要求对最高人

民法院制定的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夫妻共

同债务承担的规定进行审查。 

广东籍的全国人大代表翁一岚、麦庆泉便是其

中一份建议的提交者。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翁一岚提出了有关 24条

的建议，受到广东团多位代表的附议赞成。 

据媒体报道，翁一岚是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关

注到 24条相关问题的。她统计发现，近年来,以第

二十四条判夫妻共同承担债务的案件递增明显。 

“大量对债务不知情、不同意、未共享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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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辜受害人,在离婚后发现自己是‘被负债’。”翁

一岚认为，24条的规定过分注重债权保护,几乎免

除债权人在缔结债务时的一切审慎注意义务,却忽

视对婚姻关系中不知情非举债人一方权益的保护,

甚至给了品行不端的配偶在离婚过程中钻空子、嫁

祸另一方的法律机会,并未体现法律公平原则。 

“这些问题在我们身边也有发生。”麦庆泉告

诉察时局，曾有自称“24 条受害者”找到他公司

来，“来的都是女性，一进门就哭，说是被冤枉的。”

翁一岚的建议案，很快得到麦庆泉等全国人大代表

的附议赞成。 

纳言 

撬动人大备案审查程序 

让麦庆泉略感意外的是，因为提交了这份建议

案，3个月后，他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邀来座谈。 

这次座谈会上，人大代表的建议与“24 条公

益群”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建议“会合”了。 

主持座谈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次座谈会，是专为做好代

表建议和公民审查建议的办理工作而召开。邀请提

出建议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

庭室、法工委民法室等部门共同沟通研究、推动问

题解决。“经过座谈，听取各方意见，法工委希望

最高法在调研基础上可以更加精细化地稳妥处理

第 24条规定问题。” 

“我们在会上讲的内容比建议案更深入、更尖

锐。”麦庆泉告诉察时局。在座谈会上，代表们列

举出实践中有些法官机械地适用第 24条规定，不

管该债务是否用于共同生活，都判夫妻共同承担的

实例。 

民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有关负责人提出，民法典

的编纂完成可能要到 2020年，第 24条规定问题不

宜拖到民法典编纂完成再解决。在处理具体案件中，

应当注重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不能机械地理解法律

问题。 

这一案例，也被写入去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的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当中。 

报告显示，2016 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收到公民提出的针对婚姻法司法解

释 24条的审查建议有近千件。察时局了解到，去

年 12月份至今，全国人大又相继收到 2000多封针

对 24条的审查建议信件，这一数量，超过过去五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到各类审查意见的总和。 

在向察时局谈到备案审查的意义时，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负责人表示，广大民

众呼吁奔走，通过法治渠道积极表达合理诉求，最

终撬动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审查程序。这是国家

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与民众上下一致共同推动的结

果，是法治适应新形势新情况不断取得进步的体现。 

“接棒” 

最高法出台新司法解释 

事实上，对于民意所指 24条存在的问题，最

高法也在一直关注。 

一个历史背景是：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起草

制定婚姻法司法解释(二)时，实践中反映较多的是

一些夫妻“假离婚、真逃债”的问题。而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居民家庭财产结构、类

型、数量等发生巨大变化，家庭投资渠道日趋多元

化，许多家庭财富快速增长，因投资产生债务的风

险也在不断放大。 

针对这一新情况，去年 2月 28日，最高法院

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

问题的通知》，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涉及夫妻共

同债务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明确虚假债务、非法债

务不受法律保护。 

响应民意，最高法主动“接棒”，于 1 月 17

日出台新司法解释，破解“夫妻共同债务”这一当

前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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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

兰看来，这并非“接力”的终点：司法解释的权限

不是建构制度，而是针对司法实践中对现有法律规

定不明确的具体问题进行解释，提出法官执法的具

体方法与措施。 

“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应当作为编纂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时修改补充的重要内容。”夏吟兰说。 

2017 年民法典编纂视野下夫妻关系理论和实务前沿研讨会举行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 

http://www.cwu.edu.cn/fxy/zghyjtfxyjk/zxyw/49719.htm 

2017 年 12 月 30 日，由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

研究会、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

员会主办、扬州大学法学院、江苏省律师协会、山

东省德州市武城县人民法院、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

区法院、扬州大学法学院婚姻家庭法律诊所、华东

政法大学婚姻家事法研究中心、西北政法大学家事

法律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民法典编纂视

野下夫妻关系理论和实务前沿学术研讨会”在扬州

市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南京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辽

宁师范大学、兰州财政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南京

审计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扬州大学、江南大学、

山东女子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国浩（南

京）律师事务所、国浩（上海）律师事务所、盈科

上海律师事务所、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

师事务所、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北京市

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

江苏天地仁和律师事务所、淅江楷立律师事务所、

山东中诚信律师事务所等三十余所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和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人民法院、安徽省马鞍

山市雨山区法院、陕西省蒲城县人民法院、吉林省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扬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扬州市检察院、高邮法院等法

官、检察官等，以及其它机构的工作者大约 150

人参加了会议。参会代表一起围绕民法典编纂视野

下夫妻关系理论和实务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此次研讨会由开幕式、“立法与实践视野下的夫妻

关系”、“家事审判改革视角下家事案件处理理念与

策略”、“多维视角下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调适”、

“夫妻财产制难点与突破”、“夫妻关系理论、实务

与前沿”、闭幕式共七个环节组成。 

 

2017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8 点半，中国法学会

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张伟

主持了本次研讨会的第一环节——开幕式。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薛宁兰、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辽宁师范大学院长丁慧教授、江苏省律师协会民事

业务委员会主任、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合伙人

孙韬和扬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

承堂分别发表致辞。薛宁兰副会长从立法视角指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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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了本会议的重要性。丁慧院长从立法与法律诊所

教育视角探讨此次研讨会对法律人才培养的意义

与价值。孙韬指出，面对婚姻家庭夫妻关系领域中

存在的诸多问题，专家学者们一直脚踏实地地深入

思考与探讨，在困难中砥砺前行。作为会议的主要

筹办方扬州大学法学院王承堂院长在致辞中表达

了对与会嘉宾的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扬州大学法学

院自成立以来发展、学科优势及未来发展的趋势与

展望。王承堂院长表示，《民法总则》通过将为公

民民事权利提供更为细致的立法指南，标志着我国

民法典编纂的开端，而此次研讨会的召开，立足于

夫妻关系理论与实践前沿的研究以及互联网时代

家事案件的处理，将会从更多元视角促进婚姻关系

的立法与理论实践发展，并对推进法学教育及诊所

教育的有效开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第二环节“立法与实践视野下的夫妻关系”

中，丁慧院长担任主持人。薛宁兰副会长、大连海

事大学法学院教授裴桦分别针对“夫妻共同债务现

状、问题和对策”、“夫妻财产关系的内外有别与相

应制度的补充”进行了专题汇报。泰和泰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杨竹一、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

庭长王小川等人针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婚

内财产分割协议法律性质探微”等论题进行了交流

与探讨。 

在第三环节“家事审判改革视角下家事案件处

理理念与策略”中，江南大学法律实务研究所主任

浦纯钰教授担任了主持人。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人

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晓静、辽宁师范大学院长、

丁慧教授分别针对“离婚当事人感情修复问题探讨

——以武城法院改革为样本”“身份法如何法典化”

进行了专题汇报。山西省蒲城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原广平、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法院家事审

判庭庭长周冰一法官等人分别以《家事审判改革司

法实务》、《家事审判改革视角下的婚姻暴力处理机

制》主题等对家事案件的审理进行了剖析和探讨。 

下午一点，河北经贸大学田韶华教授主持了研

讨会的第四环节 “多维视角下夫妻关系、亲子关

系的调适”。孙韬律师以《民法典编纂背景下的抚

养权制度之反思》为题进行汇报。上海维情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舒心董事长向与会嘉宾分享了《维

情服务：劝和的步骤与方法》。浙江楷立律师事务

所的吴小燕律师、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张娜

副庭长与中国庐山爱情学院创始人正心老师以及

江苏天地仁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魏琦芸心理咨询

师亦分别就《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继承抚养关系》、

《代孕情形下亲子关系的认定》、《论婚前教育和离

婚缓冲期设定的必要性》以及《未成年子女抚养费

保护之我见》这四个主题同与会嘉宾们进行了交流

与探讨。 

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胡吕银主持了第五环节

“夫妻财产制难点与突破”。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

所上海分所高级合伙人、管委会委员付忠文和金诚

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宁宁分别进行了

题为《初探涉外婚姻所涉大陆不动产确权之法律问

题》和《涉外继承法律适用探讨》的专题汇报。华

东政法大学家事法与妇女权益保护法研究中心研

究员王玮玲以《离婚财产分割的家庭建设功能研究》

为题，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求轶以

《夫妻财产制的比较法研究》为题，阐述了自己的

观点，与嘉宾们展开了探讨。 

第六环节“夫妻关系理论、实务与前沿”，由

裴桦教授主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政策

系主任、河仁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友华教授以

《现代社会夫妻关系的调整—通向幸福之路》为题

进行了专题汇报。西北政法大学张伟教授则就《代

孕合法性分析》这一问题进行专题汇报。平等家庭

网负责人孙文麟、启东法院助理审判员朱焕东、兰

州财政大学教授吕春娟和扬州市人民检察院公诉

处处长王旭分别就自己的论文《中国同性婚第一案

的再思考》、《自由与规制下夫妻生育权冲突解决之

道——法官自由裁量权视野下反思》、《“全面二孩”

政策下女性职场遭受排挤之反思》和《刑事视角下

家庭暴力问题》进行分享，与与会嘉宾们共同交流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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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

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委、扬州大学

法学院教授李秀华主持了本次研讨会的第七环节

——闭幕式。指出多元化与多视角，倾听不同声音，

有助于立法贴近中国现实，有助于优化立法理念，

推进立法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法学

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薛宁兰进行了学术总结。

薛宁兰指出，本次会议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特点。

与会嘉宾能够立足会议议题本身进行交流探讨，而

最终又能够超越议题本身挖掘出更深层次的内涵。

薛宁兰表示研讨会与会嘉宾们从多元视角出发，提

出的不同观点的碰撞使得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薛宁兰最后总结表示，婚姻家庭法的研究处在一个

最好的时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原巡

视员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顾问扈纪

华发表了闭幕致辞。扈纪华主任表示从会议中听到

了大量的基础信息，视角多元，议题丰富；研讨会

观点精彩纷呈，会议成效显著。作为一名立法者，

希望从抽象思想中概括出具体的立法思路。婚姻家

庭立法的现状中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如代孕、网

络虚拟财产、新型财产类型的法律属性、胚胎的法

律属性、同性可否结婚等，为此学者们都能够积极

表达观点，提出思考与见解。扈纪华主任指出，立

法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推动夫妻关系的

立法，实现促进家庭和谐的目的。 

本次研讨会旨在汇集法学学界与实务界的专

家学者们的观点，聚焦当前热点与难点的理论与实

务问题，就民法典编纂视野下夫妻关系理论和实务

前沿问题展开深入探究与讨论，以期为将于 2020

年编纂完毕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奉献一些智慧。 

此外，29 号晚上还举办了沙龙。沙龙由“夫

妻关系理论与实务前沿探讨”“法律诊所教育与法

律诊所的运行及实务研究”和“互联网时代家事案

件新特点、处理战略与未来发展”三个环节组成。

沙龙的举办旨在对 30号的议题进行初步探析，为

研讨会进行预热。同时强调理论与实务的对接，强

调立法与法学教育的关系；强调多元视角下夫妻关

系立法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给家以时光，给时光以爱，相信此次研讨必定

对推进中国夫妻关系的立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养母殴打养子造成轻伤后果构成故意伤害罪（最高法院 

公布|的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中确定的审判规则） 

原创 2018-01-28 指导性案例审判规则 

http://mp.weixin.qq.com/s/VmNyTAwdv5-pEWKKmmcwNAc 

【审判规则】   

行为人系被害人生母的表姐，行为人将被害人

接至其所在地进行实际监护并办理了收养手续，行

为人作为被害人的养母，因认为被害人撒谎而使用

竹制“抓痒耙”和塑料制“跳绳”抽打被害人，造

成被害人身体多处挫伤，经鉴定构成轻伤一级。行

为人明知抽打被害人会造成身体伤害的后果，仍放

任或希望此种后果发生，造成了轻伤的后果，行为

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关 键 词】 

刑事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故意伤害 自首 

和解协议 轻伤 

【基本案情】 

李 X琴与施 X甲系夫妻关系，婚前双方各有一

女，二人于 2010年登记结婚。婚后两年，李 X琴

夫妇将张 XX（李 X琴表妹）之子施 XX（八周岁）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M3ODY3NA==&mid=2651089060&idx=1&sn=47da4771c8c1c855cc5d7b0a3204e5f7&chksm=84debb39b3a9322f98961b50fc93369b79c67f821bbfc0380a409341b3560e2a4bbf9cc8305b&mpshare=1&scene=1&srcid=0128wuutNn7E8AkoVUVU0Pf5&key=cdd0d222300eca7eb741b5bf84d4f1348337ca3a087d7a3aff9fa94365de2513d19242d41bd5a5b9403671584770a2319e52cbc0c4d7e95afb011764a9a5c327c4f8a56f55911ee02d2664762d68e690&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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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至江苏抚养，次年李 X琴夫妇办理了收养手续，

施 XX由李 X琴夫妇监护。2015年 3月，李 X琴认

为施 XX撒谎，使用竹制“抓痒耙”、塑料制“跳绳”

抽打施 XX，施 XX身体挫伤面积达体表面积的百分

之十，体表挫伤处共一百五十余处，构成轻伤一级。

施 XX的生父母案发后与李 X琴达成和解协议，谅

解其行为。 

李 X琴经公安机关通知后主动到案，如实供述

自己罪行。 

【争议焦点】 

行为人系被害人养母，其因怀疑被害人撒谎而

抽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轻伤的后果。在此情况下，

应否认定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审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李 X

琴有期徒刑六个月。 

宣判后，被告人李 X琴未提起上诉，公诉机关

亦未提起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规则评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

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本罪侵害的系他人的身体权，

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非

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

造成他人身体上的损伤，仍放任或希望此种后果发

生，对他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因而其行为构

成故意伤害罪。 

行为人与被害人的生母系表姐妹关系，行为人

办理了收养手续，成为被害人的监护人，其因怀疑

被害人撒谎而使用竹制工具和跳绳抽打被害人，导

致被害人身体多处挫伤，构成轻伤一级的后果。行

为人作为被害人的养母，对被害人实施了造成身体

健康损伤的行为，导致轻伤的后果，行为人的行为

构成故意伤害罪，行为人能够主动投案，如实交代

自己行为，并取得了被害人生父母的谅解，依法可

对其从轻处罚。 

【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

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

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

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

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

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

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

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

减轻处罚。 

第二百三十三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

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

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

规定的，依照规定。 

【法律文书】 

拘留通知书 逮捕决定书 刑事起诉状 公诉意

见书 辩护词 刑事答辩状 刑事一审判决书 

【效力与冲突规避】 

指导性案例 有效 参照适用 

李 X琴故意伤害案 

【案例信息】 

【中 法 码】刑法分则·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罪·故意伤害罪·伤害程度·损害结果·轻

伤害 (S10040102011) 

【罪    名】 故意伤害罪 

【权威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四起侵犯

妇女儿童权益犯罪典型案例（2016年 3月 9日） 

【检 索 码】 P0815++182JSNJPK0315B 

【审理法院】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级程序】 第一审程序 

【公诉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 

【被 告 人】 李 X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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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原文】  (如使用请核对裁判文书

原件内容) 

《刑事判决书》 

公诉机关：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 

被告人：李 X琴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 X 琴与施 X 甲于

2010年登记结婚，婚前双方各有一女，2012年下

半年，李 X琴夫妇将李 X琴表妹张 XX之子被害人

施 XX（男，案发时 8 周岁）从安徽省带至江苏省

南京市抚养，施 XX自此即处于李 X琴的实际监护

之下。2013 年 6 月，李 X 琴夫妇至民政局办理了

收养施 XX 的手续。2015 年 3 月 31 日晚，李 X 琴

因认为施 XX撒谎，在其家中先后使用竹制“抓痒

耙”、塑料制“跳绳”对施 XX 进行抽打，造成施

XX 体表 150 余处挫伤。经法医鉴定，施 XX 躯干、

四肢等部位挫伤面积为体表面积的 10%，其所受损

伤已构成轻伤一级。案发后，施 XX的生父母与李

X琴达成和解协议，并对李 X 琴的行为表示谅解。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

X琴故意伤害被害人施 XX的身体，造成施 XX轻伤

一级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案发

后，李 X琴经公安机关通知后主动到案，如实供述

主要罪行，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取得被

害人施 XX及其生父母的谅解，酌情可以从轻处罚。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李 X

琴有期徒刑六个月。 

法官巧解“重婚”案 丈夫免受牢狱苦 

2018-01-29 民主与法制社  叶青 

http://mp.weixin.qq.com/s/QHQEIFfWken6QJjpfMcmzQ 

 丈夫婚外有家，妻子忍而不发  

2016 年年末的一天下午，寒风中飘着毛毛细

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法院刑事审判庭的

俞法官急匆匆地朝法院办公楼大门走去。从他鼓胀

的公文包里不难看出，里面塞满了卷宗。接近年关，

工作量明显比以往增加了。 

当俞法官走过立案大厅时，被人叫住了，他回

头一看，原来是立案庭的同事，其向俞法官介绍旁

边一位姓韦名玉萍的女士，说她要起诉丈夫重婚，

立案庭刚帮她立了案，正准备移送给你们庭呢。俞

法官打量了一下韦玉萍：中等个头，身材匀称，年

过半百。她神情有些焦虑，口中还在絮絮叨叨地低

声埋怨着什么人。 

“我这儿的材料今天下午必须要送达到位，您

让内勤来签收吧。”俞法官抱歉地对立案庭的同事

笑了一下，又转过脸来对韦玉萍劝解道：“韦大姐，

您也不要太着急，等我们确定了承办法官后，马上

跟您联系，您看怎么样？” 

看着俞法官那急匆匆的样子，韦玉萍欲言又止。 

待俞法官办完事情回到办公室时，内勤书记员

推门而入，抱着一本案卷，说是新收的案子，分给

俞法官承办。俞法官接过案卷，一看，正是下午说

的重婚的自诉案件。俞法官看了看表，虽已过了下

班时间，但想起韦玉萍那火急火燎的神情，俞法官

还是索性坐了下来，认真阅览案卷，对案情有了基

本的了解：韦玉萍要告的人，是她的丈夫覃联强，

还有她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邵丽洁。 

根据起诉书上的陈述，韦玉萍和覃联强是原配

夫妻，两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登记结婚，先后生

了两个儿子，一家四口本该其乐融融，可后来覃联

强变了！小儿子 7岁那年，覃联强在朋友聚会上认

识了邵丽洁。当时对方刚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陷在痛苦和伤害里不能自拔，楚楚可怜的样子激起

了覃联强的保护欲。于是，他扮演起了护花使者的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jI2ODg2OQ==&mid=2247487706&idx=1&sn=8e2b28ea6095a16c9458cc84c112f7da&chksm=eb347bf0dc43f2e6de8c632d8e27f064bf4e17dc55c239276578c8683cec2b7c72d35cd705f9&mpshare=1&scene=1&srcid=0129PMzvObqVGAOOYy5tM6a2&key=620625beb3a4ed7d80e8f1d0b0048973d877c48ba3d413c0717c69e3014e66d516e5aa75d72a234916f64a2842e41bc811c190f4771c346e81cfeb2ce6e34b7505449029b17e005f1dd00d31de4c8ba5&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7Yav%2FmzRJ8PA2BvqU4y6VK2xFXcApl5mNFSWH2FrM9FDvi4BI86TjoMTzf6x9fN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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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邵丽洁有什么需要，他总是随叫随到。后来，

他和邵丽洁慢慢从朋友发展成了恋人，再后来开始

同居，还生了个女儿，取名覃柳梅⋯⋯ 

从起诉书中的内容和韦玉萍提供的证据来看，

覃联强重婚可能是确有其事，但是细细看完案卷之

后，俞法官有了疑问：重婚这事儿已有一些年头了，

韦玉萍怎么现在才起诉丈夫并要求民事赔偿呢？

韦玉萍真就那么粗心大意，还是其另有什么隐情？

带着疑惑，俞法官拨通了韦玉萍的电话。 

韦玉萍听到是俞法官打来的电话，饭也顾不上

做了，她痛斥起丈夫的种种不是⋯⋯俞法官耐心倾听，

尽力劝解，终于让韦玉萍的情绪逐渐平息下来，并

产生了信任感。韦玉萍犹豫了一下，还是向俞法官

袒露了心声：“其实，我早就晓得他和那个女的在

一起，也知道他们生了小孩儿，我来法院告他，是

被他逼的！”韦玉萍没有之前激动，但话语里还是

怨恨不止。 

原来，韦玉萍不是没有想过离婚，可她年轻时

跟着覃联强从农村进城务工，这些年基本上都是靠

丈夫赚钱养家，若离开覃联强，她一个人怎么生活，

又如何抚养孩子？两个儿子要读书、要参军、要工

作，她离婚难保不会影响孩子们的前程。而且 2008

年村里征地，他们夫妻分到了两栋三层小楼，价值

不菲。当时是覃联强去办理的手续，两栋房产也都

登记在他的名下。如果一旦离婚，那么她说不定会

人财两失⋯⋯就这样，韦玉萍一忍再忍，也盼望覃联

强有朝一日能够迷途知返。 

韦玉萍果然早就知道了丈夫重婚的事实，这倒

没有出乎俞法官的意料。但是她接下来说的情况，

就让俞法官大感意外了，甚至有点哭笑不得：韦玉

萍与丈夫之间这种微妙的平衡，竟然是被一次闲聊

打破的。 

那是 2016年国庆节假期，韦玉萍跟几个好姐

妹聚在一起打麻将，其间，她们张家长李家短地闲

聊起来。说着说着，话题扯到了当下非常流行的婚

外情上。牌友伏阿姨给大家讲起隔壁家的男人黄某

“养小三”的故事，她绘声绘色地说，别看那个黄

某平日里人模人样，居然还背着老婆把自己的房子

留给了和小三生的孩子！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韦玉萍心想这哪里是在

讲黄某啊，分明是在戳我的痛处——覃联强不就是

在外养小三吗？至于房子给没给和小三生的孩子

就不知道了。想到这，韦玉萍没了打牌的心情，找

了个理由便悻悻离开。 

回到家里之后，她依旧无法平静。既然感情没

了，人走就走吧，可房子不能旁落他人手里，那可

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呀！ 

 担心财产旁落，状告丈夫重婚罪   

两栋小楼一直在出租，韦玉萍和覃联强每人

收着一栋的租金，但房产证上登记的是覃联强的

姓名。“他会不会也像伏阿姨说的那个黄某一样，

瞒着我把房子留给那个小三所生的女儿？”惴惴

不安的韦玉萍，为防患于未然，于是第二天找到

覃联强，要求把那两栋房子过户给她，或分别过

户到两个儿子名下。面对这个要求，覃联强有些

诧异，觉得她是在无理取闹，所以一口拒绝。 

就在韦玉萍一筹莫展之际，身边的好友提醒她：

“覃联强不是和那个叫邵丽洁的女人住在一起嘛，

房子买了，女儿也生了。你去告他重婚，肯定能拿

回房子。”一语点醒梦中人！她思前想后，在苦求

丈夫分割房产无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以覃联强涉嫌

重婚罪将其告到了柳北区人民法院⋯⋯ 

电话里，韦玉萍跟俞法官表示，自己其实就是

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丈夫把两套房子留给自己的两

个儿子，也让自己有个依靠。并不是真的想要覃联

强坐牢。 

听到这里，俞法官估计韦玉萍还不清楚自己打

这场官司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旦重婚罪成立，覃联

强将被判刑，接受法律制裁。在此之后，韦玉萍需

另行起诉离婚，才能达到分割财产的目的。到那时，

覃联强说不定已经开始服刑，离婚也好，分房子也

罢，或许会更难。 

俞法官的解释让韦玉萍有些意外，她只想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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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财产问题，没料到竟然要如此大费周折⋯⋯ 

挂断韦玉萍的电话后，俞法官陷入了沉思：这

段畸形的婚姻，如果真像韦玉萍说的那样——只是

为了房子，那案子可能倒好解决，这样一来，也可

以让这几个搅在一起纠缠不清的家庭，重新回到正

轨上来。俞法官心想，得尽快找被告人覃联强和邵

丽洁谈谈，一来看看另一方说的事实是怎么样的，

二来也了解一下覃联强和邵丽洁是个什么态度。 

过了两天，俞法官把覃联强和邵丽洁传到了法

院。刚见到俞法官时，覃联强还对自己被“请”到

法院来很不乐意，反复跟俞法官说，自己早就跟韦

玉萍分开了，但至今也没有跟邵丽洁登记，你找我

们来这干吗？俞法官看到覃联强一脸的不满，便把

刑法条文摆在他们面前，耐心地跟他们讲解法律的

规定。此时，覃联强才蔫了下来，感到自己“摊上

大事了”！很快，他如实陈述，在 2001年的时候，

自己结识了邵丽洁并走到一起，2003 年还生了个

女儿⋯⋯ 

“邵丽洁什么时候知道你没有离婚的？”俞法

官突然向覃联强提问。 

“她⋯⋯这次起诉的时候才知道的”，覃联强想

撇清邵丽洁的责任。但他回答时眼神中的慌乱还是

被俞法官敏锐捕捉到了：“覃联强，你要实事求是

地讲问题！”俞法官突然提高了声调，严肃地看着

两人。覃联强心中开始打鼓，低头不语。而在一边

一言不发的邵丽洁忽然开始抽泣起来。 

其实，在这场情感纠葛中，纠结的不仅仅是韦

玉萍，邵丽洁也是一样。她和前夫就是因为第三者

插足而分道扬镳的，这样的伤害让邵丽洁非常怨恨

第三者，所以她从未想过会去当别人丈夫的情人。

和覃联强同居生下女儿后，她曾经屡次提出结婚，

但覃联强却是态度躲闪。直到 2005年韦玉萍找上

门，她才得知迟迟不愿和自己登记的覃联强竟然并

非自由身——而是另一个女人的丈夫！邵丽洁犹如

五雷轰顶：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扮演着曾经最

痛恨的角色！为此，她和覃联强大吵大闹，一度离

开了那个新组建没多久的家。可是因为舍不得女儿，

她最后还是回来了，并多次要求覃联强离婚，给自

己一个合法的名分。但当时正好是 2008年，村里

在征地，覃联强告诉她，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跟韦

玉萍离婚，自己得到的补偿就会大打折扣。面对经

济利益的诱惑和不谙世事的女儿，经过几次争吵，

邵丽洁只好无奈地选择了妥协。后来，覃联强给邵

丽洁买了一套二手房，女儿也顺利地上了户口。邵

丽洁再次提起离婚之事，见覃联强不太情愿，就渐

渐接受了这个“宿命”般的现实。加之覃联强对她

和孩子都很好，而韦玉萍又不怎么干涉他们。因此，

对于妻子这个名分，邵丽洁也就不再强求了⋯⋯至于

韦玉萍所说的房子之事，邵丽洁说她从来都没想过

要去分一杯羹。 

看到邵丽洁说出来了，覃联强也不再隐瞒，他

点头承认重婚的事实。临别时，覃联强还拉着俞法

官的手说了一句令人哭笑不得的话：“俞法官啊，

我真不是故意的呀，我还以为像我这种情况——分

居两年，就算前面结的婚自动失效了呢！” 

送走覃联强和邵丽洁，俞法官对这个自诉案件

的情况已经有了大概的判断，一个想法在他的心中

也逐渐成型。因为刑事诉讼法有规定，这类案子可

以合法地“私了”。所以，在掌握了双方的情况之

后，俞法官觉得，利用双方在房产处置上的契合点，

促成他们和解，是挽救这两个家庭幸福的最好办法。 

 法官主持“私了” 分割财产合理息纷  

争 

由于房产分配涉及韦玉萍和覃联强的两个儿

子的利益，所以，俞法官又先后联系了他们，把一

家人叫到法院进行调解。韦玉萍和覃联强都明确表

态，同意将夫妻共有、现登记在覃联强名下的两处

房产分别留给两个儿子覃庆生和覃祝生。眼看案子

就要得以解决的时候，韦玉萍又向覃联强发难了。

倒不是说她对之前的处理方式反悔，而是请求法官

彻底解决房子问题：既然房子不在覃联强名下了，

那么他就不应该再收租金。 

覃联强听到韦玉萍这么一说，顿时激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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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韦玉萍太得寸进尺了，如此，就是把自己养

老的保障也剥夺了，这不是把自己往绝路上逼吗？

反正是饿死，不如交给法院判吧！去坐牢也还有口

牢饭吃。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调解工作一下子陷入

了僵局。 

俞法官先送走了韦玉萍、覃联强和邵丽洁，把

覃庆生和覃祝生两兄弟留住。俞法官耐心地向他们

解释相关法律法规，阐明利害关系。并跟他们分析，

如果案子调解不成——韦玉萍不撤诉，那么根据覃

联强和邵丽洁均认可的重婚事实，他们的父亲覃联

强面临牢狱之灾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除了坐牢外，

随之而来的还有起诉分割房产，一家人的生活将会

受到重大影响，难得安宁。 

听了俞法官的一番分析，两兄弟均表示愿意回

去做父母的工作，争取达成和解。 

春节过后，韦玉萍给俞法官带来了好消息。原

来在儿子的劝解下，她同意和覃联强各收取一栋房

子租金。但她同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条件：覃联强

收租的那栋房子租金要高一些，每月多出了 1200

元。她要求两人换过来收租，否则，她心理不平衡。

但是覃联强并不同意，无奈，俞法官只好让他回家

等候通知。 

难道就让 1200元的分歧成为调解的拦路虎吗？

俞法官不甘心。通过再次详细的阅卷，俞法官注意

到，邵丽洁有正式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覃联强每

月少收 1200多元的租金不会对生活造成太大的影

响。另外，审限越来越近了，也应该为调解不成做

些准备。 

2017 年 4 月底，开庭的日子到了，在威严的

法庭上，覃联强虽然没有表态同意让步，但还是明

显能感觉到他的焦虑和不安。开庭前，俞法官敲山

震虎——当庭再次将调解不成可能造成的后果告

知了当事人：“覃联强、邵丽洁，案子不可能一直

拖着，还不能达成和解，我们只有依法判决了。判

决的结果，可没有商量的余地。”虽然俞法官的声

音不是很大，但刚柔并济的言语，却让覃联强感到

非常震撼。犹豫片刻，他哆哆嗦嗦地说：“俞法官，

请⋯⋯请再给点时间让我们调解⋯⋯” 

之后，双方再一次坐到了一起。这次，双方终

于达成了一致。 

一起家庭经济纠纷得到圆满解决。韦玉萍也向

法院表示愿意谅解覃联强和邵丽洁，并同时递交了

撤诉申请书。法院审查后，同意了她的撤诉申请。 

5月上旬，韦玉萍和覃联强平静地办理了离婚

手续，正式解除婚姻关系，使一度混乱的两个家庭

终于回到了常态。 

案件到这里，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然

而，有人或许会问，将刑事案件私了，是否会影响

法律的严肃和权威？答案是否定的。 

只有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很小的刑事自诉案

件才能被私了。这种私了是法律允许的，必须在法

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而且私了的目的是更好地化

解矛盾，快速地解决纠纷，保障被害人的利益，维

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这恰恰体现了法律的

人性与关怀。对于韦玉萍而言，私了的过程和结果

就比先把覃联强定罪判刑，再大费周章地打官司离

婚分割财产要好一些。 

 

 

 

 

 

 



220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七、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专题 

（一）理论学术动态、学者视点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7 年第 6 期目录 

2018-01-02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http://mp.weixin.qq.com/s/535A8JEB1-aoO7okVnWyJg 

■ 女性与法律（主持人：巫昌祯、夏吟兰教授） 

反思与重构: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选择 

丁慧, 崔丹 

2017,(6):5-14. 

社会性别视角下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以

夫妻间赠与为例 

赵敏 

2017,(6):15-20.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 

浦纯钰, 冯乔 

2017,(6):21-27. 

■ 当代中国农村妇女的生活与记忆 

当代中国底层妇女体悟书写及言说中的离格——

林白、余秀华与范雨素作品初探 

李萌 

2017,(6):28-35. 

底层如何表述自我？——以《新中国妇女》中工农

妇女的“劳动”自述为例 

刘希, 王惠 

2017,(6):36-43. 

中国农村妇女参政:能动性、权力分配与传承 

宋瑜 

2017,(6):44-50. 

■ 女性高等教育研究（主持人：张李玺教授） 

建立志愿小组提升大学生性别平等意识的实践探

索——基于云南高校性别平等促进小组的经验 

欧晓鸥, 王海云 

2017,(6):51-55. 

浅谈社会性别理论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教学 

宋青红 

2017,(6):56-59. 

■ 性别研究 

社会工作倡导:概念、策略与边界——以失独家庭

服务为例 

张宇莲, 刘梦 

2017,(6):60-65. 

旅游精准扶贫中的性别问题识别与性别平等对策 

陈丽琴 

2017,(6):66-71. 

■ 女性文学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OTE2OTcxOA==&mid=2651435807&idx=1&sn=d611963ec08945de4e1058c874d2d328&chksm=8c2245c6bb55ccd0a6fc628370f1da6ce08690108b2cf631378299746b4d11aaa4ed5c16e97f&mpshare=1&scene=1&srcid=0102vRbJPpYCpM3f4pi5Ol6J&key=ffd6e7826d53df79de5d8eebdde533ecbbfc829e8d8efacf72be41260770e4db40a331f48a74fb091fc2225c76962d37f5943a55f112b6c8b5a1a789e525487ee6a67d51fe347f91a71a17a3e9cd19a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EopJpKns1diVnCgueHsr4%2FR0jslFUAxC8c%2BwSC0JosQZU91LPiVjoTijMJO9aVnB&winzoom=1##


221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新时期以来广东女作家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取向 

陆璐 

2017,(6):72-79. 

贴着生活写:静心小说对婚姻家庭之殇的书写 

张晓丽 

2017,(6):80-84. 

谁在向谁讲故事？——苏珊·希尔《黑衣女人》的

沉默叙事与女性话语 

崔丹 

2017,(6):85-90. 

■ 国外妇女研究 

“两分领域”之辨:以英国已婚妇女从商的法律问

题为视角 

徐奕斐 

2017,(6):91-98. 

女性的社会地位——一些重要的人口统计数据 

Richard M. Titmuss 著, 柯洋华译, 刘继同审 

2017,(6):99-106.

■ 儿童发展研究 

日本儿童福利的历史演进与发展现状 

杨无意 

2017,(6):107-114. 

■ 女院教学与管理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对上市公司盈利影响 

王放, 王玉姣, 景晶 

2017,(6):115-120.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制度效果分析 

吴唐燕 

2017,(6):121-124. 

■ 其他 

本刊 2017 年文章总目录 

2017,(6):125-128. 

 “北雁云依”案的背后——公民姓名权的规范边界 

原创 2018-01-02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王  江 

http://mp.weixin.qq.com/s/Zkb_PDDGVkKiCMtx9LeJSg 

 案例回顾  

2009 年 2 月，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吕某为其女

“北雁云依”办理户口登记（出生登记）时，被告

燕山派出所认为其要求登记的姓名“北雁云依”不

符合办理户口登记的条件，遂作出拒绝以“北雁云

依”为姓名办理户口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吕某认

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女儿的合法权益，于同年

12 月以被监护人“北雁云依”的名义向山东省济

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涉及《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婚

姻法》第二十二条、山东省公安厅鲁公通（2006）

302 号《关于规范常住户口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 行）》等法律法规的解释与适用的问题。而

2014 年 11 月 1 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

条第一款、<中华人名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

的解释》才最终划清公民姓名权的规范边界。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TYzNzU4NA==&mid=2247485382&idx=1&sn=843f43ca07a6e26b3d85e998a41e6ee6&chksm=97940cf9a0e385ef1c7659cc52e3d4b2e97e966cf01ccae5b793eb9c8272e0d0a7f41b6d5d7e&mpshare=1&scene=1&srcid=01029n6ShDsWTZSfP6ihdsPl&key=cdd0d222300eca7e3f4b3e2e472711ae1655534e5a38c4bdd8e7848a77a90fdadf8a8017e59e90f4bca7ea1c9d6223107a70b6f91ee0bbf4bd4ce49820ae149d5eb1b213a199fdac09b913cd957795d2&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cGlWp1yRJuXiPBG15p00F%2FEc6rqzHFNWTRxbrSJmqM4W5a5vedOTxgcmSywIql0B&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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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北雁云依”的姓名虽未违反社会

公序良俗，但也仅是依据个人夙愿创设的姓氏，具

有明显的随意性，尚难认为“存在其他正当理由”，

故判决驳回原告“北雁云依”要求确认被告燕山派

出所拒绝以“北雁云依”为姓名办理户口登记行为

违法的诉讼请求。 

本案作为对相关法律解释的实务回应，对争议

问题积极予以法律解释，判决说理充分，判决结果

对公民姓名权的行使起到良好的导向和示范作用。

有利于指导和规范公民依法行使姓名权，公安机关

依法进行户籍登记，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此类案件

提供参照。 

 法规解读  

《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对于公民姓名权的规

定是属于概括抽象式的规定，即公民的姓名权是指

公民所享有的决定、变更和使用其姓名的权利，而

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和假冒。就法律限制而言，也

仅包括从事重要法律行为时必须使用正式姓名、不

得基于不正当目的而取他人相同的名字；不得故意

造成姓名权冲突；不得滥用姓名权。就同质性解释

而言，公民在决定、变更和使用姓名违背公序良俗

的情形可视为滥用姓名权的情形，而针对“不违背

公序良俗的姓名创设”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私

权利“法无禁止即自由”之原理，该条并未禁止公

民在不违背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情况下的姓名创

设行为。 

《婚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

可以随母姓”，本条是关于子女姓氏的规定，本案

的争议在于“子女承继父母的姓氏”是属于强制性

还是任意性的。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吕某认为本条

用语“可以”，意指子女随父姓或随母姓是任意性

的，在不违背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情况下同样可以

创设和使用其他姓氏。而被告燕山派出所则认为此

条属于穷尽性列举，子女姓氏必须从其父母姓氏中

选择，该分歧成为本案的焦点。 

《关于规范常住户口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试

行）》作为地方政府规章，其中规定“新生婴儿申

报出生登记，其姓氏应当随父姓或母姓”，即子女

随父姓或母姓是属于强制性的规定。该规章属于不

当缩小相对人的权利范围，减少相对人权利，限制

其享受权利条件的规定，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 

上述法律法规并未妥善解决“相对人是否有权

在合乎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创设姓氏”的问题。《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解释》在公序良俗之外提

出了“合目的性”的限制条件，即创设姓名必须存

在“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该解释

明确规定“正当理由”包括：选取其他直系长辈的

姓氏、因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取得的姓氏、

少数民族公民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

惯，而其他理由是否正当则依自由裁量。 

公民取名权的规范边界得到理清。公民姓氏原

则上随父姓或随母姓，在该两者之外创设新的姓氏

必须符合下列条件：第一，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基本

义务；第二，不违反公序良俗为规范要求；第三，

存在合目的性的其他正当理由。 

 学理延伸  

“北雁云依”案经过研讨，最终明确的意见为：

仅凭个人喜好和愿望在父姓、母姓外选取其他姓氏

或创设新的姓氏，不属于“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

他正当理由”。该解释根植于姓名本身特有的文化

价值与民族情感，在公民姓名权不断扩张的过程中，

以“正当理由”予以规范，既最大限度地尊重公民

姓名权的行使，又有利于弘扬社会伦理道德，加深

民族认同观念，提升社会管控效率。 

姓名作为区别社会成员的符号，是对民族语言、

历史、宗教、文化等状况的彰显与传承。中国的姓

氏、字号等历经演变，具有内在的价值取向与民族

特征，姓氏意为对先祖的敬重、对家族的承袭，而

名字则承载家庭的和睦与美好的愿景。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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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具有丰富文化传统、饱含伦理观念、富有人文

情怀、合乎主流价值的姓氏、姓名、字号等，是民

族性的、体系性的，缺乏正当理由的随意创设不利

于文化延续与价值传承。 

另一方面，姓名权的滥用将导致户籍管理的困

难。以轰动一时的“赵 C 案”为例，如果赵 C 保

留原名，则取名范围将极大扩张，原有的姓名标准

及信息系统将面临重大更改，进而牵涉到邮电通信、

银行储蓄、医疗保险等各行各业。在价值多元、主

张个性的时代，如果不为姓名权设定边界，则可能

导致已简化的繁体字、已淘汰的异体字、汉语拼音、

阿拉伯数字、符号、外文等在姓名中出现，不利于

社会秩序的维系和社会管控的运行。 

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范是观察国家法治的

窗口，“北雁云依”案明晰公民姓名权的规范边界，

对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此类案件具有明显的指导作

用，其体现了立法、司法机关对于个人权利的尊重，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动态平衡，法

律理论与社会价值的内外兼备。（作者单位：武汉

大学法学院） 

 

[1] 案 例 来 源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e

fe618ff-42c3-4e22-83d2-a7d1cd5265bd&KeyWord=%E5%8C

%97%E9%9B%81%E4%BA%91%E4%BE%9D 

 

论我国收养解除制度的完善 

2018-01-03 家事法研究中心 

http://mp.weixin.qq.com/s/LXl89PeuGECkmCg6pF6gjg 

一、我国解除收养的规定 

（一）收养解除的类型 

1.协议解除 

（1）协议解除的条件 

我国《收养法》第 26条第 1 款规定：“收养人

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收养

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养子女年满十周

岁以上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 可以看出，我国

限制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之前解除收养关系，以

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养子女成年之前，解

除收养关系要得到收养人和送养人的同意，双方对

于解除收养这一问题要意思表示完全一致。同时，

养子女年满十周岁的，还应当征得本人同意。这是

因为在《民法总则》出台之前，十周岁以上的未成

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解除收养的后果

具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对于关切自身利益的重大事

项，得到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同意确有必要。 

《收养法》第 27条规定：“养父母与成年养子

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协议解除收养

关系。”可以看出，成年被收养人和收养人达成的

收养解除协议，得到法律的承认，完全尊重双方的

意思自治，无须得到送养人的同意。协议解除收养

关系的，当事人应就解除后的财产和生活问题一并

达成协议。 

（2）协议解除的程序 

《收养法》第 28条规定：“当事人协议解除收

养关系的，应当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的登

记。”显然，我国对收养关系的解除也要求一定的

登记手续。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 9条规定：

“收养关系当事人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应当持居

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收养登记证和解除收养关

系的书面协议，共同到被收养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jY2MDE1OQ==&mid=2247484186&idx=1&sn=5f6d8a61e5baa93de8eab1a2e1926314&chksm=ea2204cadd558ddc3dc266e9fadcf8849cf2e707ae0d9864d15cf3d84337eca20da4a537a85e&mpshare=1&scene=1&srcid=0103v5u15xcw2KhmAT1YVPOT&key=d6ed7c38d5670076b093635ed5b645184151247c3e8af44d108b7ac78a15202109c0a118e998e05e73721cd1627fd65b4aba44461bca68e9c82d93971b275242b4ce6db53ce6debfefdf54f3e819c746&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cGlWp1yRJuXiPBG15p00F%2FEc6rqzHFNWTRxbrSJmqM4W5a5vedOTxgcmSywIql0B&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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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登记 机关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登记。”第 10条

规定：“收养登记机关收到解除收养关系登记申请

书及有关材料后，应当自次日起 30日内进行审查；

对符合收养法规定的，为当事人办理解除收养关系

的登记，收回收养登记证，发给解除收养关系证明。” 

2.法定解除 

（1）法定解除的条件 

《收养法》26条第 2款规定：“收养人不履行

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

权益行为的，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与养子女

间的收养关系。送养人、收养人不能达成解除收养

关系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原则上，收

养人不得解除与未成年养子女之间的收养关系。收

养关系成立后，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形成了拟制血

亲的关系，养父母需要承担未成年养子女抚养、教

育的义务。但如果收养人出现了不履行抚养义务，

甚至一些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利益行为的，人民

法院有权解除他们之间的收养关系。 

第 27条规定：“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

无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不能达

成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可以看出，如

果被收养人成年后，收养人和被收养子女关系恶化，

出现双方已经无法共同生活的情况时，法院可以准

予解除收养关系。 

（2）法定解除的程序 

如果收养人和被收养人不能对解除收养关系

达成一致，符合法定收养解除的条件时，可以通过

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也就是解除双方的收养关系。收养关系人协议不成，

收养人或者被收养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诉讼时，法院要注意到保护老人、妇女等弱势群

体的合法利益。 

（二）收养关系解除的后果 

在人身方面，《收养法》29 条规定：“收养关

系解除后，养子女与养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即行消除，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自行恢复，但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

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恢复，可以协商确

定。”可以看出，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养父

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而养子女和生父母之

间的关系是否恢复，我国以被收养人是否成年为界

限。如果被收养人是未成年人，亲属关系自行恢复。

如果被收养人是成年人，则双方可以通过协商确定

是否恢复亲属关系。 

在财产方面，《收养法》30 条规定：“收养关

系解除后，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

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活费。

因养子女成年后虐待、遗弃养父母而解除收养关系

的，养父母可以要求养子女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生

活费和教育费。”该条规定，解除收养关系后，如

果成年养子女的收养人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

来源，则对已经解除了收养关系的养子女仍享有补

偿请求权。除了养父母虐待和遗弃养子女导致收养

关系无法继续的情况外，养父母都可以要求养子女

在收养关系解除后补偿其在抚养期间所支出的生

活费和教育费。 

二、我国目前收养解除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未成年被收养人不享有解除请求权 

根据当时的立法原意，立法者考虑到年满十周

岁的未成年被收养人具有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

因而要求在收养人和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收养关

系时，要得到被收养人的同意。但实践中，年满十

周岁的孤儿被收养后，送养人和和被收养人之间的

权利义务即消失，实际生活中也不会有过多联系。

即使未成年人被虐待也难以发现，若送养人将未成

年人送给收养人后就不闻不问，新的家庭对未成年

人进行冷暴力或者其他不良对待，未成年人不能提

出收养解除请求权，法律的规定此时反而成为了一

种障碍，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立法本意很难得到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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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远离了送养人的保护，

其因某些事由不便于跟随养父母，养父母又不存在

暴力、遗弃等侵害行为，或者送养人和收养人之间

隐瞒未成年人、达成某种损害未成年合法权益的交

易时，未成年人虽具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和辨认能力，

却难以单独向法院或者民政部门进行请求解除收

养关系，自身权益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 

（二）送养人对收养人缺乏后续审查 

《收养法》规定，在收养人虐待、遗弃等损害

被收养人合法权益行为的，送养人有权解除收养关

系。但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收养关系成立后，送养

人在法律上即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送养人也无法

准确了解后续状况。如果送养人隐瞒别收养人一些

事项，而收养人恰恰不愿意收养有这些事项的未成

年人，那么收养人想要解除收养关系，只能虐待或

者等待被收养人成年后再协商解除，显然和立法原

意相违背。 

（三）收养人不享有解除请求权 

由上可知，收养人目前承担抚养被收养人的义

务，但在被收养人未成年时，收养人不得解除收养

关系。只有“被收养子女成年”且“养父母与养子

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时，收养人享有解除

权。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家庭收养人因为经济状况

发生巨变或者重大疾病而陷入困境，出现无力抚养

未成年子女的情况时，如果仅仅通过“收养人不履

行抚养义务”和“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

女合法权益”来决定是否解除收养关系时，难以真

正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三、对当前收养解除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被收养人的相关事项 

1.修改《收养法》第 26条中征得未成年人同

意的年龄 

《民法通则》第 12条规定：“十周岁以上的未

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

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

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

意。” 《收养法》第 26条中规定，收养人和送养

人在解除与年满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收养关

系中，要征得其同意，正是由于十周岁以上的未成

年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

相适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民法总则》第 19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

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

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

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可以

看出，我国目前认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即为限

制行为能力人，建议将收养法中“十周岁”以上的

规定改为“八周岁”，更能符合当前现状。 

2.八周岁以上的被收养人可享有救助请求权 

根据《收养法》保护被收养人利益的基本原则，

如果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或者对被收养人有虐

待、遗弃等不利于未成年合法利益的行为时，八周

岁以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完全可以绕过在法律上

已无权利义务关系的送养人，转而直接向民政部门

或者法院寻求救助，法院或者民政部门应当派专人

进行调查，确认是否解除收养关系，告知收养人。

如果确有虐待、遗弃等损害未成年人合法利益的行

为时，民政部门或被收养人可以向法院提出解除收

养关系，以保护被收养人的合法利益。 

（二）送养人可拥有审查探望权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虽然规定，收养人虐待、

遗弃被收养人时，送养人可以享有单方解除权，但

现实中，送养人通常缺少和新收养家庭的联系，无

法很好地了解被收养人在收养后的生活情况。拥有

审查探望权，可以使得送养人持续了解未成年人的

发展情况，监督收养人的抚养职责，及时发现问题，

并通过协商或者行政、司法等救济手段保护被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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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合法利益。对孤儿、弃婴等被收养人的探望权，

由社会福利机构行使；对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

养的子女的探望权，由生父母或收养登记机关行使。
[1]
 

（三）增设收养人的收养解除权 

不可否认，收养人不应当拥有随意的收养关系

解除权，但如果因为收养人经济能力出现了重大变

化或者有重大疾病等客观存在，无力抚养养子女的

情况出现时，如果此时无法和送养人协商一致，解

除收养关系，则也是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体现。因

此，建议在收养人在经济能力出现重大变化或者因

重大疾病等客观因素，无法抚养未成年子女时，可

以向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申请解除收养关系。但

要严格限制这一收养解除权，对于未成年养子女，

特别是无家可归的弃婴和孤儿，养父母不得以难以

管教，或者是屡教不改而提出解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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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不动产物权关系的冲突规 

范适用选择——从一则案例谈起 

原创 2018-01-06 国私案例研究 

http://mp.weixin.qq.com/s/ZTNph_BYI9ULmagIH-ubCA 

 导读  

夫妻财产关系是涉外婚姻家庭纠纷中争议尤

为突出的部分。所谓夫妻财产关系是指夫妻婚前和

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收益、使用和处分，

婚姻的对外财产责任以及婚姻终止时财产分割与

清算等权利义务关系。夫妻财产往往种类复杂，其

分配及处理规则的基础是双方曾经存在的婚姻事

实，强烈的人身性质使得其有别于一般的财产分配。

本文以其中的不动产所有权为重点，通过朴某某与

金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这一案例，对其中体现的

冲突规范选择的问题进行讨论，从而对这一典型情

形的处理提出建议。 

案情简介 

原告朴某与被告金某于 2007 年登记结婚。双

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朴某个人出资购置了位

于延吉市的一处不动产，并缴纳了全部购房款、契

税、交易费等各项费用。2015 年，两人经韩国法

院判决离婚，该判决已经由中国法院作出民事裁定

予以承认。原告朴某认为，涉案房屋虽然登记为原、

被告共同共有，但实为原告个人出资购买，属于原

告的婚内个人财产，应当归原告朴某个人所有。因

此，原告特向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上述房产归原告朴某个

人所有。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jYyNjE0NQ==&mid=2247483825&idx=1&sn=5e3700e8ab52bc5303ffe7996305cff0&chksm=e893433fdfe4ca29b4019aedf4cda683375e7a6be345bf90900d24ea242f56884740c9419b15&mpshare=1&scene=1&srcid=0106lZFJvbtdkrP0ahIu7wCG&key=620625beb3a4ed7d377c763585b0a2cd5787d9891b43c9eef487c6704f4d1acfa34e56c67e11576e1661934d0c73c7c86ef788156d45ec884ffe7ff6399c65e4308de408d65554edb68b5b64f1c57aee&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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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本案中，被告金某某为韩国公民，故本案属涉

外民事纠纷案件，对双方实体法律关系的解决不当

然适用中国法律。本案法官在进行裁判时认为，本

案双方当事人诉争标的物系不动产，是因离婚引起

的财产分割纠纷。因为原告朴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为准据法，且双方争议的不动产所在地为中国，

故依《中国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二十四条和第三十六条指引，本案应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进行调整。 

《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调整的范围是涉外夫

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是一条典型的有条件选择

适用的冲突规范，规定有“当事人协议选择”、“共

同经常居住地”以及“共同国籍国”3 个连结点；

而《法律适用法》第 36 条调整的是涉外不动产物

权的法律适用，是一条典型的双边冲突规范，规定

有“不动产所在地”作为连结点。对于应当适用哪

一条冲突规范，法官首先要对法律关系进行识别。

本案法院同时适用了第 24 条与第 36 条，其法律逻

辑可以被认为是案涉争议可以同时认定为涉外夫

妻财产关系与涉外不动产物权关系，所以两个条文

同时适用。这种对法条之间关系的处理明显是不合

理的。在本案中，两个冲突规范的适用结果是一致

的，最终都指向中国法作为准据法，那如果不一致

呢？应该以哪条为准呢？这种针对同一个民事法

律关系同时适用两个冲突规范的做法，反映了法官

对于夫妻之间不动产物权的本质属性认识的模糊。

那么在本案中，这两个法条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

理？具体言之，涉外夫妻财产关系中的不动产物权

关系，应该受哪一规范调整更为合理？ 

法律思考 

《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与第 36 条的关系 

相关法条 

第二十四条 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

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

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

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

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 

第三十六条 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

法律。 

结合相关的司法实践，可以发现《法律适用法》

第24条与第36条的适用冲突通常会发生在案涉不

动产（涉外）为涉外夫妻共同财产，或者说在对离

婚引起的对涉外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时，同时涉

及到不动产的所有权之时。不动产作为夫妻财产中

常见的标的物，在夫妻财产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中国房屋价值不断上升，涉外婚姻中一方向国

内法院起诉分割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不动

产案件屡见不鲜，且未来也将持续成为夫妻财产分

割的焦点。就目前中国整体的司法实践而言，对这

一情形的处理，法官适用第 24 条还是适用第 36

条的做法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在这一典型的情形

中，适用《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更加合理，即，

笔者认为夫妻之间的不动产物权关系应当受婚姻

法冲突规则指引，而非物权法冲突规则指引。 

从涉及到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上来看，因为

夫妻财产关系中的不动产物权相较于一般的不动

产物权有鲜明的身份属性，这使得调整夫妻之间不

动产物权关系的法律（主要是婚姻法中调整夫妻财

产的法律规则），作为特殊法优先于调整一般物权

的法律（物权法）适用。从婚姻法与物权法的立法

理念和价值取向上来看，两法对于不动产所有权的

分配理念完全不同。就调整的物权范围来看，《婚

姻法》的调整范围要更狭窄。《婚姻法》是专门调

整夫妻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身份为主，

财产关系的处理附着于身份关系。例如夫妻财产分

割就是离婚这一人身关系的变化在当事人财产上

的效力。就夫妻之间的内部财产关系而言，作为规

制婚姻家庭关系这一小部分领域的法律，《婚姻法》

强调的理念是“共同”、“平等”。因为其调整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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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必须与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相关联，这些财

产就有了较强的人身属性，在法律制度上体现为夫

妻财产制的构建。反映在不动产物权关系上，由于

上述人身属性的限制，夫妻财产关系中涉及到的法

律关系大部分就只是不动产的所有权问题；而《物

权法》调整的是强调对世性的、具有绝对性的物权

整体，处理的是其适用的空间范围内具有支柱性性

质、稳定性作用的物权关系，包括错综复杂的各种

物权关系。其对于物权在夫妻这种特殊的身份关系

之间如何处理，显然关注不足。夫妻财产关系一直

是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构建和

司法实践中亦体现出强烈的身份属性，这种属性将

其明显的与一般物权的物权关系区分了出来。依特

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这一不动产物权关系应当

优先受婚姻家庭法而非物权法进行调整。 

鉴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从冲突法

的角度上来看，法官也应在识别完成后，将涉外夫

妻不动产物权关系优先归于涉外夫妻财产关系考

虑，受婚姻家事冲突规范调整，而非不动产物权冲

突规范调整。并且婚姻家事法律中对夫妻共同财产

中的不动产进行的调整，一般仅仅是对所有权归属

的划分，是单纯的夫妻之间的内部物权关系，完全

可以由夫妻财产关系的冲突法进行支配。而对于错

综复杂的物权关系引起的诉争，不属于婚姻家庭冲

突规范明确调整的部分，应该还受物权冲突法则的

指引。这种选择同时也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走向

一致。当前的司法实践也逐渐体现出在这一问题的

处理中支持适用第 24 条的倾向。在搜集到的该类

案件中，尽管并不统一，但绝大多数法院还是直接

援引《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指引准据法。 

对《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的进一步思考 

如上所述，直接援引 24 条处理类似情形符合

司法简单化的需要，在一对夫妻拥有多处位于世界

各地的不动产时，统一适用相同的准据法降低了法

官适用法律的困难，减轻了当事人查明外国法的负

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夫妻之间的不动产物权和

动产物权等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适用统一适用相

同的冲突规范，进而适用同样的准据法，是存在一

定问题的。 

其中不动产物权的问题最为显著。首先，我国

夫妻之间的不动产物权适用《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指引，会给外国法律的适用留下空间。对于不动

产物权这一具有强烈的属地性、深刻影响着不动产

所在地的社会及法律关系的权利而言，对外国法律

的适用，一定程度上会对我国的法律属地主权造成

破坏，产生不合理的消极影响。其次，我国法院根

据 24 条确定准据法，其作出的判决本质上属于依

据属人法作出的判决。在当前国际司法实践中，这

样的判决往往难以被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承认与

执行，而不动产物权流动的困难，最终致使判决的

相关内容成为一纸空文。当然，这并不是法律适用

的对错问题，而是国家立法时的取向问题，以及法

条本身的构建是否合理的问题。 

由于我国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在制度构建时，

只字未提不动产应当如何处理，在法律解释上只能

理解为我国立法对于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是统一

适用法律，而非分割适用法律。然而不动产物权的

特殊性，即便是在夫妻财产关系中，也是备受关注

的。1978 年海牙《夫妻财产制法律适用公约》即

规定，对夫妻财产中的不动产，可以适用不动产所

在地法。近期做出修改的《日本法律适用通则法》

亦规定，“夫妻财产涉及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

地法律”。台湾地区 2010 年《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

第 48 条调整夫妻财产的规定中：“关于夫妻之不动

产，如依其所在地法，应从其特别规定者，不适用

之”。实际上，我国《法律适用法》起草过程中，

学界编写的《国际私法示范法》以及部分学者都建

议在涉外夫妻财产关系中，应该考虑不动产的特殊

性，涉及到不动产的，应该为不动产所在地这一连

结点的适用留下空间。但是最终成稿的《法律适用

法》并没有采纳这种建议，而是将夫妻财产关系视

为依附于身份的整体财产，适用其属人法，排除了

物之所在地法的适用（双方协议选择物之所在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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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笔者认为，如果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冲突

规范能够给不动产物权关系给予部分关注，那么有

些法官也许就不会忌惮于不动产物权的特殊属性

——属地性，从而在两个冲突法规范之间徘徊了。 

结语 

在该案中，法官对于《法律适用法》的适用是

有问题的，应当直接援引《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

从而确定中国法为调整案涉不动产所有权关系的

准据法。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我国采取的关于夫妻

共同财产同一制的做法带来的法律效果是值得我

们反思的。但这是立法层面的问题，进行调整绝非

朝夕之间，需要更充足的论证和立法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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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儿子的赠与合同能否被撤销： 

中国合同法第 192 条被判违反美国公共政策 

原创 2018-01-07 华政国际私法评论  杜涛 

http://mp.weixin.qq.com/s/QVu89aBp_bK9wPvUAJEfsw  

父亲对儿子的赠与合同能否被撤销：中国合

同法第 192 条被判违反美国公共政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有钱人都在做着投

资移民美国的美梦。中国人长期以来都是申请美国

EB-5 投资移民项目的主力人群，每年申请人数多

达数万人，占所有申请人的八成以上。美国投资移

民 EB-5方案(EmploymentBased Fifth Preference)

是美国移民法中针对海外投资移民者所设立的移

民签证类别，是美国基于就业的移民类别第五类。

此类签证从 1991年起实行。根据美国《联邦条例

法典》第 8章第 204.6条（8 C.F.R. Section 204.6）,

外国公民只要在“美国境内的指定雇佣地区”

（targetedemployment area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投资至少 50 万美元，就可以申请 EB-5

移民签证。 

EB-5 签证是美国所有美国移民类别中申请核

准时间最短、资格条件限制最少的一条便捷通道，

被很多中国人称为“黄金签证”。一些“聪明绝顶”

的移民律师为了帮助当事人获得 EB-5签证，采用

了各种各样的规避法律的手段。不过，“聪明反被

聪明误”，这其中也发生过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

事。 

2017年 6月 29日，美国伊利诺伊州上诉法院

就做出了一份令中国人唏嘘不已的判决。该项判决

表面上看来似乎显得有些“荒诞”，因为美国法院

竟然认为中国合同法第 192 条的规定违反了美国

公共政策！但是如果认真读完判决书，我们会发现，

荒诞的并非美国法官的裁决，而是案件当事人或其

律师处心积虑的设计安排！ 

该案双方当事人是来自上海的一对父子。

2012年 2月，父亲为了能够让儿子通过 EB-5方案

移民美国，与儿子在国内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父

亲在合同中同意“自愿且无条件地赠与其儿子 59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zMxMjI5Mw==&mid=2654105494&idx=1&sn=0b6c4388bb4e233c78190b2ff31e6e35&chksm=806247dcb715ceca53f63898d5bb3ac094d7b008a68a7e0ae7f30701e9e22fa46750968e8b14&mpshare=1&scene=1&srcid=0107UK97MpuQc1kdamgiMbQY&key=cdd0d222300eca7e1557ee20baa67db5e77fb24c1f65bef428b9c0b30d1f46b72a7572cc0abff54ec23e1030e2d6f3758c1cd6a91c406ec39f2378103713a27294d105b4e479451f348084652288d6a0&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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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合同是用中文签订，并且约定适用中国

法律。儿子拿到该笔款项后移居到美国，并按照美

国移民法的要求进行了几次投资，试图获得 EB-5

签证，但都失败了。儿子的 50万美元资金被存管

在芝加哥国际银行的账户。 

儿子移民美国的美梦遇到波折，导致父子关

系越来越恶化。2016年 5月 17日，父亲一纸诉状

将儿子告上上海法院，要求根据《合同法》第 192

条撤销对儿子的赠与合同。三天后，父亲又向芝加

哥国际银行所在地美国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巡回法

院起诉，要求撤销赠与合同并取回儿子账户中的

50 万美元。之后不久，上海法院发布裁定，要求

芝加哥国际银行冻结儿子账户中的资金。 

父亲在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巡回法院的诉讼中

要求根据中国法律撤销该赠与合同。原告援引了中

国《合同法》第 192条，根据该条规定，受赠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1)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2)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3)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父亲主张，儿子违反了上述三项规定。首先，

儿子拒绝扶养父母，而且“拒绝跟他们讲话”；其

次，儿子未能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即获得美

国移民签证。父亲还主张，儿子违反了中国《婚姻

法》第 21条所规定的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原告

向美国法院提交了中国《合同法》和《婚姻法》的

英文译本。 

2016年 10月 11日,库克县初审法院驳回了原

告的请求,理由是原告未能提供解释外国法律的足

够证据。法院认为，法院没有义务对外国法律进行

司法认知，原告应当像提供其他事实一样举证外国

法律，而本案原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支持其对中国

《合同法》第 192条和《婚姻法》第 21条的解释。

原告自己对该法的解释是“不公平、不道德且不明

智的”，违反了伊利诺伊州法律，因而是不可执行

的。 

父亲不服判决，上诉到伊利诺伊州上诉法院。

上诉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已经向被告做出了一项

有效的赠与。根据美国普通法，赠与合同要求赠与

人将赠与物交付给受赠人，并且主观上有意把所有

权完全地、不可撤销地转移给受赠人。赠与人必须

把赠与物上所有现存的和将来的支配权和处分权

转交给受赠人。[1]从本案当事人的赠与合同条款

来看，原告自愿地、无条件地赠与被告 59万美元，

因此，从合同语言来看，原告自愿将 59万美元的

所有权转移给被告。原告不能一方面承诺他自愿无

条件赠与 59万美元给被告，另一方面又可以事后

以儿子不孝顺为由撤销合同。尽管赠与合同约定适

用中国法律，而且原告主张根据中国《合同法》第

192条可以撤销赠与合同，但是根据冲突法上的一

般规则，外国法必须被举证。[2]原告尽管提供了

中国法律的翻译件，但是未能解释为什么根据中国

法律被告的行为构成撤销合同的事由。 

接下来，法院进一步认为，即使父亲能够证

明中国法律允许赠与人撤销一份无条件赠与合同，

法院还是会拒绝适用该法律，因为这会导致“不公

平、不道德且不明智”的结果，从而违反了伊利诺

伊州的公共政策。 

法院指出，根据美国移民法律，获得 EB-5签

证的条件是外国投资者必须在美国特定项目中至

少投资 50万美元，并且投资者必须证明该笔资金

是其合法所有。本案中，原告签署赠与合同的目的

就是希望被告获得 59万美元的合法所有权，以便

其符合美国政府所规定的条件，从而能够获得

EB-5 签证。如果允许原告事后援引中国合同法撤

销赠与合同，则会产生一种“鼓励当事人欺骗美国

政府”的效果。如果法院允许当事人撤销合同，就

等于是参与了这种欺骗行为。故此，上诉法院维持

了原审裁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也提醒涉外律师，在为当事人提供涉外

法律服务时，虽然可以适当利用各国法律之间的差

异来谋取利益，但是一定要谨记适可而止的原则，

否则，为了追逐个人利益而毁灭了亲情，实在是得

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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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ase is Fu v. Fu, 2017 Il.. App. 1st 162958 

decided by the Appellate Court ofIllinois, First 

Judicial District, Fourth Division on June 29, 2017.】 

 

-------------------------------------- 

[1] Pocius v. Fleck, 13 Ill. 2d 420, 427, 150 N.E.2d 106 

(1958). 

[2] Christiansen v. William Graver Tank Works, 223 Ill. 

142,151, 79N.E. 97 (1906).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17 年第 12 期婚姻家庭法、继承法文献

索引摘录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17 年第 12 期 

2018-01-06 家事法苑  人大复印资料 

http://mp.weixin.qq.com/s/PCVMiSngrgkKIoYHdunXww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17 年第 12期资料索引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0276&idx=1&sn=b698c3eb3609769530c606734596fcd6&chksm=8b182674bc6faf62c6a3f61d11db0cd081e733351decbc05a7f610ee3f000d40849e12592dfb&mpshare=1&scene=1&srcid=0106dXVnXFWn6AjNITOHGUqe&key=cf5e006f4a3611a32dcb34481281d9da86f7556a620471111bde01229784687a2b07eea4f84c7fb5d35294e91a4ece8c425089530fd5653dd0907cf8f9c484dc823953fe9e51e30c3c95d60b14b2052f&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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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法、继承法部分）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2017年《民

商法学》期刊第 12期。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2017年

《民商法学》期刊第 12期婚姻家庭法、继承法资

料部分索引摘录，如欲查找引用，请务必核对原刊。 

全文索引 

“恶意串通”与“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在民法典总则中的构造——兼评《民法总则》之规

定／冉克平∥《现代法学》（重庆），2017.6.67～

80 

论《民法总则》第 10条中的习惯——以“顶

盆过继案”切入／彭诚信 陈吉栋∥《华东政法大

学学报》（沪），2017.5.51～62 

婚姻家庭法 

准家庭暴力的主体：对《反家庭暴力法》第三

十七条“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诠释与

认定／但淑华∥妇女研究论丛（京），2017.4.31～

37 

女性主义法学视角下的代孕规则检讨／张融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京），2017.4.23～31 

浅论台湾涉外婚介行业／张雷∥宜春学院学

报，2017.8.35～38 

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分析／孙良国，赵梓晴∥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7.9.270~ 273 

我国夫妻共同债务的客观分类／杨汉平∥人

民司法（京），2017.28.62～67 

夫妻离婚的股权分割问题研究／任玮立∥法

制与经济（南宁），2017.9.104～108 

离婚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推定规则探析

／刘艳艳，蒋祥龙∥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7.9.18～20 

登记离婚制度中儿童权利保障研究／张庆林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济南），2017.4.82～

86 

我国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适用：以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为视角/柳颖颖∥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遂宁），2017.4.24～28 

论监护人之侵权责任：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第 32条的思考／王小溪∥洛阳理工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53～58 

继承法 

人格物继承法律问题研究／黄涛周，马卫东∥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3.48～51 

民法继承制度改革要点／杨立新∥中国经济

报告（京），2017.9.40～42 

我国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之实证分析：以我

国法院判决的 19份裁判文书为研究对象／余小凡

∥宿州学院学报，2017.8.34～38 

论继承契约的概念及其效力／时诚∥内蒙古

财经大学学报：综合版（呼和浩特），2017.5.80～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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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星：遗嘱的解读 

2018-01-08 民事法律参考 

http://mp.weixin.qq.com/s/MWYLlnd5R2zMSslSsYuA5g 

 来源: 法制日报 

现在,人人都知道有“遗嘱”那东西。在民法

指向的圈子里,遗嘱多半是为了财产问题而立。如

果担心后人你争我夺,甚至手足相残,拿出一张纸

来写下白纸黑字则万事大吉。人们想象,有了“白

纸黑字”,啥事儿也就没有可争的了。 

可是,熟谙官司的人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有时,一份遗嘱需要解释才能断定其含义。值得注

意的是,这类劳神,不仅会出现于遗嘱文字模糊的

情况下,而且会出现于遗嘱文字十分清楚的情况里。 

 看一  个故事。 

有一官人叫何武。西汉那年月,他任沛郡太守。

郡是个行政区域范围的指称,比今天的县大点儿。

照古时官场风险来说,太守这职位可说是不大不小

最稳妥。一天,一个 15岁的少年求见何武,说要告

自己的姐姐和姐夫。何武问:“告什么?”少年讲:

“告他们归还家父遗嘱里给我留下的一把剑。”原

来,少年 3岁丧母。家父为远近皆知的富人,财产号

称 20万,“人人觊觎”。不久,这位富人病危从而立

下遗嘱:20 万财产归女儿,宝剑归幼子,但宝剑暂

存女儿处,待幼子长到 15岁,交付。立遗嘱时有族

人数十在场,个个“火眼金睛”,盯得真切。等到当

年的幼子长成了今天的 15 岁少年时,姐姐和姐夫

的却想赖账,试图钱财宝剑通吃。 

何武知道案情后,立即传唤被告。何武指着遗

嘱问:“怎么着,这白纸黑字的遗嘱可不是伪造的

吧?”姐姐和姐夫答:“当然不是。”“既然不是,你

两个当姐姐和姐夫的为什么这么损,得了 20 万财

产不说,还要吞那宝剑?!”姐姐和姐夫觉得没招儿,

便不情愿地交出了宝剑。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IxNTQzNQ==&mid=2652437177&idx=4&sn=614510ec74cf5921dc23eea53f53df68&chksm=8406c95db371404b923e10fc3b7a41dacf7e659f7c13691fdb32c18b42c1e0f5848b7d88deae&mpshare=1&scene=1&srcid=0108HeYg4t7fX3AEsZRaParm&key=dbb498aa40f6eb051ff48fcbf4dec9ea727e3ba7874b66ed331178fe652593467b9022d3e407bb998d5f18eff4059e73e768b0801ef5162d4de98b2b056daa66922b21507d7c1c2e1e30e924a3519c6a&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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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案子  并非到此就了结了。 

何武听族人们说,富人去世前老叨唠女儿如何

不孝顺、女婿如何贪得无厌,担心过世后小夫妻为

夺财产而加害于爱子,而且,不住地叹息自己已没

有了其他亲戚可依赖。何武想,如果情况是这般,

那遗嘱可就应该“机巧地”来解读:第一,20 万财

产给女儿,是因为如果全部或一部分给了 3岁爱子,

女儿和女婿一定会趁其年幼而夺财害命；第二,让

爱子 15岁去要剑,女儿女婿因贪心肯定不给,爱子

必然会告到官府；第三,告到官府,清廉而又机智的

官人应该明白此番遗嘱安排的真意,即官府决定财

产的归属。 

想到这里,何武霎时眼前一亮,心说:死者用心

良苦呀!于是,大笔一挥,20 万财产全部判归少年。

那姐姐姐夫大叫冤枉。何武说:“你等已享用财产

10多年了,难道还不算走运?!” 

这样解读遗嘱,在今日法律来说可能有点夸张

了。我们不免觉得,遗嘱已有白纸黑字,一清二楚,

不可动摇。但是,不论怎样,我们好像不能认为何武

的解读又不在理。依其思路,也是顺理成章的。所

以,何武式解读的提示是:即使遗嘱文字清清楚楚,

有时也需要设想、理解遗嘱人的遗愿,而且,要用

“公平正义”来设想和理解。否则,尊重遗嘱人意

愿的法律制度,有时会导致否定其意愿。 

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约定的效力及其救济—— 

兼析法释〔2011〕18 号第 6 条｜冉克平｜学者视点｜ 

来源：《法学》2017 年第 11 期 

2018-01-08 家事法苑  冉克平 

http://mp.weixin.qq.com/s/ENL1LPX8CobJC-4Y6RKWgQ 

作者简介：冉克平（1978— ）：男，法学博士，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民法学。 

原文刊载于《法学》2017年第 11期。 

本文系作者授权推送，如欲转推，请务必征得

作者及本公号同意。 

内容摘要：夫妻共同体属于情感式和非计算性

的结合，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或其份额的约定通常

是为了实现、维持或保障夫妻共同生活，与纯粹理

性人的可计算行为有别。该约定通常不应认定为赠

与，而是属于夫妻财产制契约。夫妻财产制契约一

旦生效即可发生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但不得对抗善

意第三人与配偶的继承人。接受不动产给予的一方

实施背信弃义的行为时，给予不动产的一方可以在

离婚之时，人民法院可以类推适用情势变更规则对

该约定予以变更或者解除，使其获得适当的救济。 

关键词：给予；不动产；赠与；夫妻财产制契

约；登记对抗；情势变更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不动产的价值在家庭财产中日益

重要，夫妻之间就婚前与婚内的单独所有或共有的

不动产给予另一方，对不动产的所有权或份额进行

约定的现象屡见不鲜。然而，由于普通人通常并不

通晓法律，在约定时夫妻双方往往以“送给、给予、

分割”或者“由双方共有”等字眼表达不动产或其

份额的变动状况，由此产生法律上的疑义。 

学说与实务上对此类约定存在三个疑问：（1）

夫妻间给予不动产约定的目的与性质如何？从形

式上看，由于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并不包含

金钱上的对价，这与赠与合同的无偿特征极为类似。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0298&idx=1&sn=aebf03c72ff8be712f914436ba75202c&chksm=8b18266abc6faf7c06d8a7a8855d839c0d43e7c4f1d0d85fd88adc310084fab6598e8934c1a0&mpshare=1&scene=1&srcid=0108aNoCMis0Z4Je1P7mY58R&key=304caf69ae97dec9f2aed82b8cd0b7b9f403b429506799df9f91577f5f22d5c39d887701e7f2ee160792468d0328761942817b2d1830584b53446cb8514414a1f26838669f45d1d12454fbf8801520a6&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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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丈夫甲与妻子乙约定，将甲单独所有的不动产份

额给予乙而成为甲乙共有财产，乙无须支付相应的

金钱。在尚未办理变更登记之前，若是认为该约定

属于赠与合同，依据（法释〔2011〕18 号）第 6

条，则甲在移转权利之前有权撤销该赠与；反之，

若是认为该约定属于《婚姻法》第 19条规定的夫

妻财产制契约，则乙可以要求甲履行不动产变更登

记手续。（2）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约定的效力如何？

在未登记之前，该约定能否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

效力？对此学说上分歧明显。进而在体系上，该约

定是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抑或非基于法

律行为的物权变动？（3）在夫妻之间达成给予不

动产的约定之后，若是接受不动产的一方违反夫妻

忠实义务或者请求立即离婚，给予不动产的一方能

否获得妥当的救济？ 

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问题，涉及合同法、

物权法与婚姻法的交叉领域，学说分歧明显且极易

给审判实践造成认识上的困难，从而导致同案不同

判的违反正义之现象。笔者不揣浅陋从社会学的角

度出发，对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约定的目的、性质、

效力及其救济等进行探讨，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

果。 

二、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行动目的分析 

所谓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意指已缔结

或即将缔结婚姻的男女之间，就一方的不动产所有

权转让给另一方或与另一方共有，或者将双方共同

所有的不动产份额分配给另一方或者增加另一方

的共有份额的合同。我国《婚姻法》第 17条所确

立的法定财产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因而夫妻之间

给予不动产的约定通常表现可以表现为以下四种

情况：（1）夫妻一方将婚前或婚后单独所有的不动

产约定为夫妻共有财产；（2）夫妻将共有的不动产

约定为另一方单独所有；（3）夫妻一方将婚前或婚

后单独所有的不动产约定为另一方单独所有；（4）

夫妻将共有的不动产约定为不同的比例按份共有。 

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的典型特征为：一

是通常发生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内，也可能发生

在即将结婚之时，后者则以男女双方结为夫妻为生

效要件；二是接受不动产给予的配偶一方无须付出

相应的金钱对价，因而在形式上表现为“无偿性”；

三是该合同的性质属于财产行为，表现夫妻双方对

特定不动产归属的改变。有学者认为，有关夫妻财

产的约定属于附随的身份法律行为，以婚姻关系的

成立为条件。实质上，尽管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

约定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但其以财产关系的设立、

变更或终止为内容，而非导致亲属身份关系的变动，

因此该约定应为财产（契约）行为而非身份行为。 

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必然

存在着某种行动的“动机”或者“目的”。“动机”

就是意向的相互关系，在行为者本人或观察者看来，

这种意向的相互关系似乎是一种举止的意向上的

“原因”。动机理论不仅解释了每个物种（包括人

类）普遍的“运动或者行为”模式，而且也解释了

每个物种中不同个体的喜好和行为。通过解释夫妻

之间给予不动产的行为动机，有助于准确把握适用

于该行为的正当行为规则。笔者认为，夫妻一方将

不动产给予对方的行为，常常是希望对方在婚姻家

庭关系上能够继续或者开始奉献更多的贡献和力

量。概言之，夫妻之间订立无偿给予不动产合同的

目的，通常是为了维系、巩固乃至增进夫妻情感与

家庭幸福，以构建夫妻共同生活。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夫妻共同体的构建倾向于利他主义的合

作而非利己主义的计算。亚当·斯密《国富论》中

曾经指出，人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总是自私的，交

易的一方不是利用相对方的利他主义之心，而是利

用相对方的利己主义之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通

过“看不见的手”，人们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

而且可以使资源和劳动的配置得到优化，进行实现

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一般认为。在家庭内部

利他主义却是十分重要的。亚当·斯密对此认为：

“每一个人都会比其他人更敏感地感受到自己的

快乐与痛苦……除了他们自己以外，通常与他们一

起生活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子女等，都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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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最为钟爱的对象，也就自然地经常成为对他们的

幸福或者痛苦有着最大影响的人。”在现代家庭关

系之中，夫妻共同体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是家庭

与社会相互联系的路径。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主要

后果就是构建夫妻共同生活，这不仅是婚姻的本质

内容，而且是形成夫妻共同体的标志。夫妻共同生

活包括男女双方在精神和心灵的结合——配偶在

人身上的联系正是通过夫妻共同生活表现于外，常

常还会从各方面影响到夫妻双方的财产构成。婚姻

作为核心家庭的关键纽带，以婚姻双方的情感依赖

为重要基础，在形成夫妻共同体之后，婚姻双方的

个性随之减弱。反之，合作意识在珍视和培养情感

依赖的过程中得以优化。基于夫妻情感上的利他主

义而形成的合作意识，必然对夫妻之间法律行为的

方式、性质、目的等产生重大的影响，使之不同于

市场交易的利己主义法则。 

第二，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受伦理道德的规制，

与纯粹的财产关系有异。自近代以来，随着人类社

会之中商品经济的支配地位日益广泛，以及男女平

等思想的广泛传播，传统意义上以家长制为核心的

家庭关系，包括人身关系及处于附属地位的财产关

系受到市场法则的波及而逐渐解体。有观点认为，

现代家庭法解读起来不再像描绘一个虚构的、自然

伦理的生活关系，而是如同一个社团章程，在该章

程中涉及名称、登记、婚姻事务执行权、家庭内部

的收人平衡与清算程序。据此而言，婚姻家庭关系

已被外部的财产关系完全同化，两者在本质上已经

没有差异，在法律的适用上不应存在区别。然而，

这一认识并不符合婚姻家庭内部法律关系的实际。

家庭法律关系的本质则是对于不完整的自身的补

充，它是一种自然关系，此自然关系超越人类本质

的界限。因此，对于家庭关系而言，它同时具有三

种不可分离的统一形态——自然的、伦理的、法的。

由此，家庭关系中只有一部分内容具有法律性质，

并且，这样三种性质在家庭关系中并非等量齐观。

夫妻共同体的内容与效力与伦理及社会习俗密切

关联，属于典型的初级联合体，双方表现的是全方

位的人格投入，成员之间的关系属于情感的、不可

计算性的结合，其他人不容易替代；与之不同的是，

法人、合伙等经济团体是典型的次级联合体，其成

员只是投入了与经营事项相关的人格，成员之间的

关系属于理性的、可计算性的结合，其相互关系可

以取代因此，对于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必须考虑

其受夫妻人身关系制约的社会现实。第三，夫妻之

间给予不动产的行为主要不是一种经济交易，而是

一种夫妻共同体之间情感和人际关系的表达。从人

类学的角度看，夫妻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人身关系，

双方的财产给予行为不能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基

础，这就如同大多父母并不会对他们花费在子女身

上的每一笔钱记账，他们所希望的是孩子们会尊重

他们的文化传统，这其中包括了他们对父母的爱、

尊敬、忠诚和其他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在双方存在

极为密切的亲属关系的背景之下，一个人对另一个

人给予财产，虽然不期望得到具体的或者即刻的回

报，但是并非没有任何期待。夫妻一方通常是为了

实现、安排、维持或保障双方的婚姻共同生活而给

予另一方不动产或其份额，这就意味着，该不动产

给予的约定并非是无偿的，而是夫妻双方共同生活

的结果或者预期。例如，丈夫在外工作，妻子料理

家务多年，前者给予后者的不动产或其份额，代表

他们在分工基础上的共同价值创造。比较而言，纯

粹市场行为与夫妻共同体之间的行为相比，前者社

会行动本身的指向乃基于理性利益的动机，无论是

目的理性或价值理性，以寻求利益平衡或利益结合；

而后者可能建立在许多不同的情感性、情绪性或传

统性的基础之上，社会行动的指向建立在参加者主

观感受到的互相隶属性上。在德国法上，即使不存

在对等的给予，判例中也很少将夫妻间的给予行为

认定为赠与，而是依据夫妻双方的行为意图，将其

视为“以婚姻为条件的给予”，从而不适用有关赠

与的规定。依据德国联邦普通法院的观点，只要配

偶一方以结婚为目的，并且为了实现、建立、维持

或保障婚姻共同生活而让另一方获得财产，并且期

待自己可以在婚姻生活中共享该财物及其孳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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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就构成以婚姻为条件的给付。 

因此，有关夫妻间无偿给予不动产的约定，既

与未婚男女双方因婚约的成立而给予不动产的约

定不同，也与发生婚姻存续期内的离婚财产分割协

议有异。在前者，未婚男女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

虽以缔结婚姻为最终目的，但是其直接目的则是为

达成婚约，典型的如男方将不动产作为“彩礼”给

付给女方。学说通常认为，“彩礼”的给付属于附

解除条件的赠与，即以婚约为解除条件。对于其效

果，法释〔2003〕19号第 10条规定，双方未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一方要求解除婚约时，当事人有权

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在后者，离婚财产

分割协议之中对共有不动产归属的约定，是夫妻之

间为了实现解除婚姻的目的而对共有财产所做的

安排。对此，《婚姻法》第 39条第 1款规定:“离

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据此，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属于附条件

的法律行为。若是未离婚，该协议不能发生效力。

比较而言，夫妻间无偿给予不动产的约定与未婚男

女因婚约给予不动产的约定、夫妻离婚时不动产分

割协议的区别，在形式上表现为约定订立时间点的

差异，实质上则是各个主体在订立协议时所欲实现

的目的或者动机的不同。 

三、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约定的性质争议 

（一）我国相关司法实务与学说的分歧 

从我国司法审判实务来看，对于夫妻之间给予

不动产约定的性质，依据法释〔2011〕18 号第 6

条的规定，可以有条件的认定为夫妻之间的赠与合

同。对此，司法解释起草者认为：“经反复研究论

证后，我们认为，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三种夫妻财产

约定的模式，即分别所有、共同共有和部分共同共

有，并不包括将一方所有财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的

情形。将一方所有的财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也就

是夫妻之间的赠与行为，虽然双方达成了有效的协

议，但因未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依照物权法的

规定，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而依照合同法关于赠

与一节的规定，赠与房产的一方可以撤销赠与。”

据此而言，在夫妻一方将其所有的不动产无偿给予

为另一方所有即前述第（3）种类型时，因为不能

构成夫妻财产制契约，因而属于赠与。反之，若是

前述第（1）、（2）、（4）种情形，即夫妻一方将单

独所有的不动产约定为共有财产、夫妻将共有的不

动产约定为另一方单独所有或者夫妻将共有不动

产约定为不同比例的按份共有的，是否构成夫妻财

产制契约，则并未明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认为：

“婚姻家庭领域的协议常常涉及财产权属的条款，

对于此类协议的订立、生效、撤销、变更等并不排

斥合同法的适用。在实际生活中，赠与往往发生在

具有亲密关系或者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合同法对赠

与问题的规定也没有指明夫妻关系除外。一方赠与

另一方不动产或约定夫妻共有，在没有办理变更登

记之前，依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是完

全可以撤销的，这与婚姻法的规定并不矛盾。无论

夫妻双方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对方的比例

是多少，都属于夫妻之间的有效约定，实质上都是

一种赠与行为。因此，夫妻一方将个人房产约定为

共同共有或按份共有，赠与人在产权变更登记之前

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一庭关于印发《关于审理婚姻家庭案件若干

问题的解答》的通知（浙高法民一[2016]2号）第

12条规定：“《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 6条规定

表明夫妻赠与关系应受《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规

定的调整。夫妻双方约定一方个人所有的房屋归夫

妻共同所有但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赠与方

主张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 6条规定处

理的，可予支持。”但是，该条与第 8条之间存在

矛盾。第 8条规定：“夫妻一方以其婚前财产全额

出资在婚后购置房屋且产权登记在双方名下或对

方名下的，或者夫妻一方以一方婚前财产及夫妻共

同财产混合出资在婚后购置房屋的，该房屋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 

我国《婚姻法》第 19条规定的约定财产制，

学说通常认为，该条对夫妻约定财产制采取的是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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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式的规定，包括一般共同制、分别共同制与限定

共同制三种类型。婚姻当事人只能在这三种夫妻财

产制中选择其一，不能超出该范围进行选择，否则

约定无效。如果夫妻将婚前、婚后所有财产（包括

动产与不动产）约定为双方共有，则该约定自然构

成夫妻财产制契约中的一般共同制。但是，不动产

虽然重要，其也只构成夫妻共同财产的一部分而非

全部，因此夫妻之间关于不动产给予的约定难以构

成一般共同制，即全部动产或者不动产均属于夫妻

共同共有的情形理应排除在外。针对夫妻间无偿给

予不动产约定的性质，我国学说分歧明显，大体可

以归纳如下： 

其一，认为夫妻将婚前财产约定为双方共有时，

该协议性质为约定财产制协议；夫妻将一方婚前财

产约定归对方单独所有、而不是双方共同所有时，

该协议内容已超出现行《婚姻法》第 19条规定的

约定财产制的规范范围。典型如当事人一方将自己

的婚前财产约定归对方所有，是一种赠与行为，应

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关系的规定。但是，为了

更好地体现婚姻法的价值，应将夫妻间赠与的任意

撤销权调整为法定撤销权。法定撤销权可以设定为

以下三种情况: 严重违反婚姻义务而引发的法定

撤销权、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的法

定撤销权、贫困法定撤销权。 

其二，认为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首先推

定为夫妻财产制契约，只有在当事人明示赠与的情

况下，才能视为赠与行为。《婚姻法》第 19条规定

的全部所有、分别所有、部分共有部分分别所有，

实际上已经涵盖了夫妻双方财产归属可以约定的

所有情形，是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将个人财产与夫

妻共有财产加以任意变动。当事人无论是将夫妻一

方的财产约定为夫妻共有财产，还是将夫妻共有财

产约定归一方所有，抑或将夫妻一方所有财产约定

归另一方所有，都属于夫妻财产约定范畴。夫妻之

间关于房产的约定，隐含着其他财产的归属仍适用

法定夫妻财产制的意思，属于约定夫妻财产范畴。

其三，认为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由于其并

非针对全部财产，仅仅构成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夫

妻财产制契约是夫妻双方从法律规定的财产制形

态中进行选择的约定，因此它并非针对某个或某些

特定的财产归属做出的约定，而是一般性地建构夫

妻之间的财产法状态，对契约成立之后的夫妻财产

关系将产生一般性的、普遍性的拘束力。婚内财产

分割协议只是针对某个或某些特定财产归属做出

的约定，并不具有普遍的拘束力，更不具有对未来

夫妻财产关系的拘束力。它只是夫妻之间从事的一

般意义上的财产法性质的法律行为。 

（二）对上述观点的评析 

笔者认为，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原则

上应当认定为夫妻财产制契约。除非夫妻明确表示

该约定是赠与，或者明确表明该约定是可以撤销的。

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以夫妻身份

关系为基础，以维系、巩固和增进婚姻家庭生活为

目的，不同于一般的赠与。夫或妻作为各自独立的

民事主体，自然可以订立一般财产法上的赠与合同，

从而适用《合同法》有关赠与合同的之规范。但是，

夫妻身份关系的特殊性，使其间有关给予不动产的

约定与一般赠与不同，具体而言：（1）一般赠与行

为以个人自由为基础，尽管赠与人实施赠与行为通

常是为了获取名声，宽慰自己的良心等，但是受赠

人获得赠与财产是无偿的；而夫妻之间存在极为密

切的人身关系，双方以合作互惠为基础，夫妻之间

给予不动产的约定并非是无偿的，而是将另一方在

家庭中的给付行为视为此种给予行为的对价。（2）

婚姻是男女基于爱情期待而共同生活的一个命运

共同体，夫妻之间作为存在最大信赖的相互扶助的

“伦理人”。若是将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视

为赠与，并赋予给予不动产的一方享有任意撤销权，

会对夫妻的信赖与期待造成巨大的伤害。因为那些

对人类关系的信任、信赖和诚实有促进作用的才是

合乎道德的决定，而那些造成不信任、猜疑和误解，

设置障碍、破坏诚信的行为，则是不道德的，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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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产生人们合作共事的能力，而是促使人们互相

分离，破坏人们的交往能力。前述法释〔2011〕18

号第 6条及最高法院民一庭的意见，将两者以婚姻

为基础的财产给予行为与一般财产给予行为赋予

同等的效果，并未考虑两者之间的实质性差异，显

然有失妥当。 

其二，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德、法判例与立法

通常不将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视为赠与。在

德国，对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为另一方的利

益而给予实物或金钱的行为，首先必需确认是否存

在赠与。当事人的意图使判断赠与存在与否的重要

标准，即假使当事人的意图在想到离婚的可能性后

是否仍然做出此种给予。由此表明该给予行为不具

有维续夫妻共同生活的意图。如前所述，判例很少

将夫妻间的给予行为认定为赠与，而是视为“以婚

姻为条件的给予”，从而不适用有关赠与的规定。

这种给付的结果是产生补偿请求权，即对配偶另一

方获得的、并且仍然持有的财产增值根据公平原则

进行分配。例如丈夫拥有一块土地并修建了房屋，

他将该不动产二分之一的所有权转移给妻子。德国

法认为该行为不是赠与，而是“以婚姻为条件的给

付”，因为丈夫期待婚姻会继续存在，并且他可以

继续使用给付标的。另外，如果夫妻双方是为了追

求某种明显超越一般婚姻共同生活的目的,判例就

会认可内部合伙关系，从而适用有关内部合伙关系

的规定。这是因为，德国婚姻法上的法定夫妻财产

制是建立在分别财产制基础上的财产增益共同制。

依据该制度，夫或妻仍保留对各自财产的单独所有

权。婚姻解除时，双方各自财产的增益作为夫妻共

有财产原则上予以平均分配。《法国民法典》第

1525条第 1款规定：“夫妻双方约定对共同财产各

占不等份额以及不等额分配财产的条款，无论从其

实质，还是从其形式，均不视为赠与，而仅仅属于

有关婚姻财产的协议，且属于合伙人之间的协议。”

比较而言，由于我国现行法上并无与德国法上“以

婚姻为条件的给予”相对的概念，而且在依据《婚

姻法》第 18条的规定，我国法定的夫妻财产制采

取的婚后所得共同制，与法国相同而与德国有异。

因此，法国法上将夫妻之间的不动产归属约定视为

夫妻财产制度契约更为适合。 

其三，我国判例认为，夫妻双方就特定的不动

产归属状态予以约定，构成我国现行法上的约定夫

妻财产制契约。夫妻财产制契约所涉及的范围既包

括夫妻全部财产、也涵盖夫妻的特定财产。正如学

者所言：“夫妻财产契约不必及于全部财产，对于

一定之个别财产，亦为可能。”此种情形，主要表

现为限定共同制，即夫妻对于婚前和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所得的财产，将部分财产设定为夫妻共同共有、

部分设定为一方个人所有，这已为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的公报案例所肯定。在该案中，针对夫妻双方通

过《分居协议书》将共有的不动产（共四套）分别

分割为各自所有（各两套），法院认为，“婚姻法第

十九条第一款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出明确规定：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

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

部分共同所有。’本案所涉及的《分居协议书》中，

唐某甲与李某某一致表示‘对财产作如下切割’，

该约定系唐某甲与李某某不以离婚为目的对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作出的分割，应认定为婚内

财产分割协议，是双方通过订立契约对采取何种夫

妻财产制所作的约定。夫妻之间达成的婚内财产分

割协议是双方通过订立契约对采取何种夫妻财产

制所作的约定，是双方协商一致对家庭财产进行内

部分配的结果。”从表述来看，夫妻之间就共有不

动产的分割为一方单独所有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其实质就是夫妻财产制契约的限定共同制类型。反

之，若是将夫妻之间无偿给予不动产的约定认定为

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并将两者并列，可能滋生不必要

的困扰，因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综合以上论述，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约定的性

质，应当结合当事人的意图与夫妻财产制予以判断：

（1）通常情形，应当认定该约定为夫妻财产制契

约；（2）夫妻之间明确表示该约定为赠与的；（3）

若是夫妻之间在想到离婚的可能性后仍然做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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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给予约定，则该约定可以认定为赠与合同。 

四、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与不动产物权

的变动 

（一）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约定的效力 

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若是属于赠与合

同，依据《物权法》第 9条第 1 款前段的规定，不

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

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因此，除非双

方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所规定的程序，在

该不动产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变更登记，

否则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如果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属于夫妻财

产制契约，依据《婚姻法》第 19条第 2款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

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然而，如何理解夫

妻财产制契约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学说与审判

实务认识并不一致。具体而言： 

其一，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约束力为债权，物权

的变动应当依据《物权法》进行登记。有学者认为，

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有关夫妻共同财产的规

则上，体现的是《物权法》规定的调整物权法律关

系的规则与《婚姻法》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规则的

一致性、统一性。《物权法》规定不动产所有权的

公示方法是登记，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规定

的关于夫妻财产关系的规则中，都符合《物权法》

第 6条和第 9条规定的规则。这就是说，夫妻之间

无偿给予不动产的约定，非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从

司法审判实践来看，亦有采纳此种观点的判决。在

“王某某与许某某夫妻财产约定纠纷案”中，法院

认为：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对其财产有约定的，

只要约定合法有效，应按约定处理。……依据《物

权法》第 9条……经查，本案诉争房屋的转让未经

登记。原审法院以王某某的诉请“证据不足，理由

不充分”为由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所提

“取得诉争房屋的法律链条完整，是诉争房屋的合

法所有人”这一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所

提“未办理物权登记，不影响转让不动产物权合同

的效力”这一上诉理由，因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并

不等同，合同生效并不意味着物权转让即发生效力，

故对该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 

其二，夫妻财产制契约的约束力为不仅表现为

债权，而且同时发生物权的变动，其构成《物权法》

第 9 条规定的但书条款。有学者认为，夫妻财产制

契约的效力具有特殊性，与一般财产契约的效力不

同，其直接发生夫妻财产法的效力，即当事人选定

的财产制度替代法定财产制适用，无须再采取其他

财产变动行为。对于引起财产契约所定的所有权之

变更，不须另有物权的公示，如夫妻可以约定一方

婚前父母所送的不动产归双方共同所有，也可以约

定一方婚前不动产在婚后归对方所有。”在“张文

婷诉郑有强物权案”中，法院认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夫妻

可以约定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

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

所有，故 2008年 12月 31日的《房产约定》约定

被告婚前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系原、被告双方对

被婚前财产所有权归属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

律，合法有效。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二款‘夫

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

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规定，原告要求确

认讼争房产共有及办理变更登记的请求，本院予以

支持。”  

笔者认为，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属于夫

妻财产制契约的，其与一般财产合同关系不同，其

效力应当区分为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两个方面。具

体而言： 

第一，在对内效力上，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

约定，非经登记即可在夫妻之间产生不动产物权变

动的效力。由于该约定系以维护、保障婚姻家庭关

系为基础，因而与一般的基于个人自由的合同关系

不同。如果要求夫妻像普通的交易主体那样必须履

行登记手续，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夫妻间相互信任、

相互依赖的良好关系，不利于夫妻关系良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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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学者所言：“夫妻财产契约之订立，以婚姻成

立为前提，因结婚于配偶间及对于其继承人之关系，

即发生财产之物权效力。对于一切标的财产，无论

是不动产或动产，均可适用，但以夫妻财产法之范

围为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订立的

财产制契约，无论涉及的是动产还是不动产物权的

变动，均并无公示的要求。因此，若夫妻双方将属

于一方所有的不动产约定为夫妻双方共有，则无需

登记即可发生效力；或者夫妻双方约定将本应属于

夫妻共有的不动产约定为夫妻一方所有，则无论该

不动产登记的权利状况如何，依据约定该不动产即

可成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

定，属于《物权法》第 9 条、第 23 条中的“法

律另有规定”的范畴。如果夫妻一方意欲变更或者

终止给予不动产的约定，则必须经双方的同意。在

前述公报案件中，法院认为，对于夫妻财产制契约

的对内效力，应“厘清物权法与婚姻法在调整婚姻

家庭领域内财产关系时的衔接与适用问题，以优先

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处理为宜。……婚姻家庭的

团体性特点决定了婚姻法不可能完全以个人为本

位，必须考虑夫妻共同体、家庭共同体的利益，与

物权法突出个人本位主义有所不同。在调整夫妻财

产关系领域，物权法应当保持谦抑性，对婚姻法的

适用空间和规制功能予以尊重，尤其是夫妻之间关

于具体财产制度的约定不宜由物权法过度调整，应

当由婚姻法去规范评价。本案中，唐某甲与上诉人

李某某所签协议关于财富中心房屋的分割协议，属

于夫妻内部对财产的约定，不涉及家庭外部关系，

应当优先和主要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物权法等

调整一般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应作

为补充。”  

第二，在对外效力上，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

约定，非经登记不可对抗第三人与配偶的继承人。

从比较法上看，德国民法规定，夫妻财产合同中的

约定不经登记也有效，但是对和配偶一方为法律行

为或发生法律争议的第三者而言，夫妻财产登记根

据第 1412条产生消极公示的效果。详言之，第 1412

条规定的消极公示有如下效力：配偶不能将应登记

而没有登记的事项作为抗辩提出，以对抗和第三人

缔结的法律行为。但第三人也不能因此享有抗辩，

即第三人不能根据该条对和未登记事项有关的法

律行为提出抗辩。《日本民法典》第 756条（夫妻

财产契约的对抗要件）规定：“夫妻已订立了与法

定财产制相异的契约时，未经婚姻登记，不能以该

契约对抗夫妻的承继人及第三人。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第 1008条亦有类似规定，其立法目的在

于贯彻物权法定主义及保护交易安全，同时避免夫

妻借登记夫妻财产制的方式，逃避其债权人的强制

执行。比较而言，德国民法与日本、台湾地区“民

法”仍然存在细微的差别：前者规定夫妻财产制契

约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而后者并未区分

善意与恶意第三人。如学者所言，台湾地区民法第

1008 条如未为登记，无论系基于何种原因，均不

得对抗第三人。第三人知之，亦无不同。笔者认为，

由于我国并未单独规定夫妻财产制契约的公示制

度，因此夫妻财产制涉及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应当

适用《物权法》所规定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从保护

第三人的合理信赖的角度看，对于夫妻财产制契约，

凡第三人事先知道该契约的，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

律效力，反之，第三人事先不知道该契约的，则不

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所谓不得对抗善意第

三人，是指未经登记前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但善

意第三人方面可以之对抗夫妻。如果未曾对夫妻财

产制契约进行登记，则第三人可以主张为法定财产

制；如果曾经对夫妻财产制契约进行登记，而嗣后

变更又未为登记，则第三人可主张其登记上的财产

制。第三人是否知晓，应当由夫妻承担举证证明。

此外，第三人不包括配偶的继承人在内。对此，《日

本民法典》第 756条、《韩国民法典》第 829条第

5项均将继承人与第三人并列，即对于配偶及其继

承人，虽未登记亦发生效力。 

（二）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约定在物权法上

的体系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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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依据其原因的不同，可以分

为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与非基于法律行为的

物权变动，前者由《物权法》第 15条规定，典型

方式是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后者是指因法律行为以

外的法律事实引起的不动产物权的产生、变更、移

转和消灭。两者区分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公示方法上，

前者原则上采取的是登记生效要件主义，非经登记

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不生效力；后者则自该法律行为

之外的事实成就之时，物权变动效力即可发生，在

体系主要由《物权法》第 28-30条所构成，包括法

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政府征收决定(第 28

条)，继承或者受遗赠(第 29条)，合法建造、事实

行为(第 30条)。非基于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

动通常是直接基于法律规定的原因而发生的，它不

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其大体上相当于传统民法中

所说的“原始取得”制度。 

显然，《物权法》第 28-30条并不能包括所有

的非依法律行为而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类型，上

述规定应理解为例示性规范。除此之外，添附、提

前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物权法》第 148条)、附

有不动产抵押权担保之合同债权转让(《物权法》

第 192条)等情形亦应归于其范畴。有疑问的是，

若是夫妻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构成夫妻财产制契

约，其究竟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抑

或是非基于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对此，学

说与判例均存在争议，具体而言： 

其一，认为夫妻财产制契约属于非基于法律行

为的物权变动类型。有学者认为，在当事人通过夫

妻财产制契约将婚后所得财产或一方名下的婚前

财产约定为双方共有时，夫妻双方可以直接依法律

的规定取得共有权，而不必履行公示程序。此类契

约就其内容而言，是选择夫妻财产制的约定，而并

非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约定。由于当事人选择的夫

妻财产制是法律规定的，法律对于某种夫妻财产制

的效力自然也是明确规定的。如选择了一般共同共

有制，就意味着婚前及婚后的财产均为夫妻共有。

因此，当事人取得共有财产，并非基于财产制契约

本身，而是基于婚姻法对其选择的财产制的效力的

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件认为：“在夫妻财产

领域，双方对婚后所得的财产即享有共同所有权，

这是基于婚姻法规定的法定财产制而非当事人之

间的法律行为。因为结婚作为客观事实，已经具备

了公示特征，无须另外再为公示。而夫妻之间的约

定财产制，是夫妻双方通过书面形式，在平等、自

愿、意思表示真实的前提下对婚后共有财产归属作

出的明确约定。此种约定充分体现了夫妻真实意愿，

系意思自治的结果，应当受到法律尊重和保护，故

就法理而言，亦应纳入非依法律行为即可发生物权

变动效力的范畴。其一，认为夫妻财产制契约属于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类型。有学者认为，将因

夫妻财产制契约引起的物权变动作为非基于法律

行为的物权变动，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实

践中也是有害的。因为夫妻财产制契约是婚姻关系

当事人即夫妻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体现的是当事

人合意。它都属于典型的双方法律行为，由此引起

的物权变动本身就是当事人所意欲的、追求的法律

效果，而非直接依据法律规定发生的。最高人民法

院公报案件中的二审法院在已经将分居协议认定

为“充分体现了夫妻真实意愿，系意思自治的结果”

的同时，又将由此产生的物权变动的依据界定为

《婚姻法》第 19 条，显然自相矛盾。 

笔者认为，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约定，若是构

成夫妻财产制契约，其体系定位应当结合我国物权

法的物权变动模式予以判断。具体而言：（1）夫妻

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一方面类似于非基于法律

行为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不需要登记即可产生

物权的变动，但是该约定显然与征收、判决等事实

行为不同；另一方面，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物权的

变动，包含有夫妻之间的安排和分配不动产归属的

意思表示，因此这与基于法律行为引起的不动产物

权变动相似，但是该约定在生效之时、登记之前即

可直接在当事人之间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

这正是学说与判例对此产生分歧的原因。（2）《物

权法》第 28-31条规定的征收、判决书等，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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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是法律的特别规定导致物权的变动，登记只是

具有宣示的效力，称之为宣示登记。依据文义解释，

该条只适用于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不动产物权变

动情形。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法》第 129

条)、宅基地使用权(第 155条)以及地役权(第 158

条)而言，由于其采用登记对抗主义，因此不属于

本条的适用范围。既然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

非经登记即可发生不动产物权的变动，而且该登记

亦非宣示登记，因此该约定与《物权法》第 28-31

条规定的征收、判决书等情形具有本质的区别。从

比较法上看，夫妻依法约定为共同财产，属于依法

律行为取得的方式。（3）夫妻双方基于夫妻法定财

产制所获得的共同财产，与基于夫妻财产制契约获

得的财产属性不同，两者不能类比。前者是基于法

律的直接规定所得，因此无需公示，或者说结婚可

以作为考量夫妻共同财产的公示形式。但是，夫妻

财产制契约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所形成，这与

夫妻财产制契约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显然有别。

（4）从效力上看，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

在效力上与《物权法》的 158条规定的地役权的设

立相同：地役权自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

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申言之，将夫妻财产（不动产）

制契约作为登记对抗主义的类型，一方面可以尊重

夫妻之间的意思自治，使有关不动产归属的约定能

够对内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一方面可以兼

顾交易的安全，与《物权法》第 106条相衔接，从

而使第三人的合理信赖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概言

之，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在体系上应定位

为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属于登记

对抗要件主义类型。 

五、给予不动产之配偶所受损害的救济路径 

夫妻之间达成给予不动产的约定，通常是为维

系、巩固或者增进婚姻家庭关系。问题在于，如果

接受不动产的一方在约定达成之后违反夫妻忠实

义务，例如发生一夜情或者与他人非法同居；或者

接受不动产的一方侵害给予方的直系血亲利益，例

如伤害该方父母的人格权。针对此类情形，给予不

动产的一方是否有适当的法律途径予以救济？以

下结合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约定的性质予以综合

判断。 

（一）赠与不动产一方的任意与法定撤销权 

夫妻之间明确表明该给予不动产的约定属于

赠与合同的，如果不动产给予方的目的是为了维系、

巩固和增进婚姻家庭关系，则相对方一旦接受，就

负有与给予方共同维护、经营婚姻共同体的道德义

务。由于夫妻双方均负有建立幸福美满的婚姻和家

庭的义务，这关系夫妻和家庭感情，属于道德调整

的范畴。因此，应将以促进婚姻家庭关系的夫妻之

间赠与不动产的约定视为《合同法》第 186条所规

定的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对于履行道德

义务的赠与，由于当事人之间有着道德上的因素，

如果允许赠与人任意撤销，则与道义不符，因此，

此类的赠与不得由赠与人任意撤销。但是，接受赠

与的一方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对

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或者不履行赠与合同

约定的义务的，依据《合同法》第 192条的规定，

赠与不动产的配偶一方有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撤销原因之日起 1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 

若是夫妻之间在想到离婚的可能性后仍然做

出此种给予约定，虽亦构成赠与合同，但是该赠与

并不存在维系、巩固和增进婚姻家庭关系的直接目

的，属于普通的财产赠与类型。该合同未经过公证

的，在办理变更登记之前，赠与不动产的一方配偶

认为相对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或者侵害其直系血

亲的利益，无论该事实是否存在，其均有权依据《合

同法》第 186条行使任意撤销权。因为法律规定一

般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源于赠与行为的无偿性。 

（二）给付不动产一方之情势变更请求权 

如果夫妻之间无偿给予不动产的约定属于夫

妻财产制契约，对于接受给予一方配偶的违反忠实

义务或者背信弃义的行为，给予不动产的另一方配

偶是否具有合理的救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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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婚姻法》第 4条第

1 句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这实

际上确立了配偶权，即配偶之间因婚姻而成立的以

互相忠诚为内容的权利。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违

背忠诚的义务而与第三人发生所谓“一夜情”或与

他人通奸、同居的，均构成对另一方配偶权的侵害。

还有学者认为，夫妻之间虽然互负忠诚义务，但配

偶权于法无据，应当明确无过错方所受侵害系身份

利益，以《民法通则》第 106条第 2款（《侵权责

任法》第 6条第 1款）、《侵权责任法》第 22条为

请求权基础，在构成要件上，主观需为故意，损害

需达到与《婚姻法》第 46条所列情形相当之严重

后果。针对接受不动产给予的配偶一方违反忠实义

务或者伤害相对方近亲属的行为，从侵权责任法的

视角考虑对过错方的非法行为予以制裁，存在明显

的问题：（1）受害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 6条所

规定的一般条款抑或《婚姻法》第 46条所规定的

离婚损害赔偿，其足以涵摄接受不动产给予一方几

乎所有的违反忠实义务或者背信弃义的行为，例如

一夜情、与第三者生子、与他人非法同居、重婚、

实施家庭暴力以及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行为。尽

管如此，接受给予不动产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

范围，仍然不能与夫妻财产制契约涉及不动产的价

值直接关联。易言之，无偿给予不动产的配偶一方

并不能请求过错方返还，其最多可以作为法官考虑

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酌情因素。（2）如果接

受不动产给予的一方在获得不动产之后立即以夫

妻感情破裂离婚，由于我国婚姻法对离婚标准采取

的是夫妻感情破裂主义，即使无偿给予不动产的一

方不同意，法院经调解无效，可以直接判决离婚。

由于接受不动产的一方并无过错，无偿给予不动产

的配偶一方既不能请求无过错方返还，也不能要求

无过错方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然而此种情形，

由于给予人却无任何救济途径，其实际上被置于人

财两空之境地。 

笔者认为，既然夫妻给予不动产的约定属于基

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类型，因此应当从合同法的

角度出发，考虑给予不动产的配偶一方合法利益的

救济。具体而言： 

首先，夫妻给予不动产的约定无论是构成夫妻

财产制契约还是属于含有道德义务的赠与，给予不

动产的一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巩固和

增进婚姻家庭关系。尤其是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

为《婚姻法》第 4条所明文规定。这是因为，婚姻

为一男一女以终生共同生活为目的而为法律所承

认之结合，夫妻间互负一定之义务，其中最重要的，

是忠实与贞操义务。婚姻系以夫妻之共同生活为目

的，配偶应互相协力，保护其共同生活之圆满、安

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诚实之义务，系为确保其共

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条件。因此，接受

不动产给予的配偶一方违反忠实义务或者伤害相

对方近亲属的行为或者立即要求离婚，实质上构成

对夫妻无偿给予不动产约定的目的或者基础的破

坏。 

其次，在德国法上，根据联邦普通法院的见解，

以“婚姻为条件的给予”的成立条件是：配偶一方

以结婚为目的，或为了实现、安排、维持或保障双

方的婚姻共同生活，此种期待或设想就是该给予行

为的基础。进而，婚姻破裂意味着该合同的交易基

础丧失。此时若不能合理期待做出给予的配偶一方

愿意维持现有财产状况，就出现第 313条第 1款规

定的补偿请求权，支付请求权的数额视具体情况而

定。在特定情况下，只要符合公平原则，甚至还可

以要求返还所有已经履行的给付。第 313 条第 1

款规定的是交易基础障碍。依据判决，交易基础障

碍首先是主观的标准（主观交易基础），是指在合

同订立之时即已存在的对方当事人能够认识并且

没有提出异议的一方当事人的想法，或者双方当事

人的共同想法为标准，法律效果意思即建立在这些

想法之上。但是，在第 313条第 1款的框架内，交

易基础也可以根据纯粹客观的标准确定（客观交易

基础）。如果双方当事人对交易基础没有想法，客

观上重要的情况也能成为交易基础。最后，我国现

行法上与交易基础障碍类似的制度是法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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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号第 26条规定的“情势变更规则”。然而，学说

认为，情势变更规则并不包括德国法第 313条规定

的主观交易基础障碍，而是与客观交易基础障碍相

类似。但是，鉴于接受不动产给予的配偶之背信弃

义的行为，实质上构成对夫妻给予不动产约定的目

的或者基础的破坏。因此可以借鉴德国法的做法，

类推适用法释〔2009〕5 号第 26 条的法律效果。

具体而言：（1）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的目的

是为维护婚姻家庭团体的和睦，即使该目的未能在

约定中言明，但是构成夫妻双方均认可的理所当然

的情事；（2）接受给予的配偶一方违反夫妻忠实义

务或者侵害另一方配偶及家庭成员的人格权（不法

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婚姻法》第 46条第 1款规定

的四种情形），或者在达成给予不动产约定之后立

即要求离婚，而给予方对此并无过错；（3）接受给

予一方配偶的不法行为致使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

的约定的目的或者基础发生动摇而不复存在，对当

事人而言离婚不可避免；（4）给予不动产的一方可

以请求法院对该合同予以调整，或者请求解除合同。

法院在考虑婚姻的持续时间、共同占有该不动产的

时间以及家务料理、子女教育、双方的收入和财产

关系等因素之后，可以要求对方全部或者部分返还

不动产或者相应的价值。对此，应当考虑夫妻一方

的不动产给予是对相对方经营夫妻共同生活结果

的奖赏，还是对相对方经营夫妻共同生活的期望。

若是属于前者，不应当完全剥夺，而只能予以适当

的酌减，以体现经营夫妻共同生活这一结果的价值。 

六、结 论 

法律的社会、道德和文化基础，以及贯穿和解

释它的理论，与它的“条文”相比毫不逊色。从现

实生活出发，我们不能忽略女性在家庭的营造上虽

然付出更多，但是在社会分工上仍然扮演“第二性”

角色，家庭之中大部分不动产通常归男性所有。据

此，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一方往往是丈夫，而接

受不动产的一方是妻子。因而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

的约定，显然并非一个形式逻辑与涵摄的问题。法

释〔2011〕18 号第 6 条试图将财产关系的法则适

用于家庭关系，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夫妻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民事主体，其间自然

可以实施各种类型的法律行为。但是，由于婚姻关

系是基于伦理的而形成了相互依赖的生活共同体，

因此夫妻之间达成给予不动产的约定，不能与一般

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行为等同视之。相反，应当探

寻当事人订立该约定的意图，并结合我国《婚姻法》

第 9 条规定的夫妻财产制类型予以综合判断。具体

而言： 

第一，如果夫妻之间明确表示，给予相对方不

动产的目的是赠与，而且即使离婚仍然不会放弃此

种约定的，应当将其作为一般的赠与合同，适用法

释〔2011〕18号第 6条的规定。 

第二，如果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的约定具有维

护、巩固和增进婚姻家庭关系的目的，则通常应当

将该约定作为夫妻之间缔结的财产制契约，或者依

据夫妻双方的明确约定认定为含有道德义务的赠

与。于此情形，给予不动产的约定一旦达成并生效，

给予不动产的一方不得任意撤销。 

第三，夫妻之间无偿给予不动产的约定构成夫

妻财产制契约的，一旦生效即可在夫妻之间发生不

动产物权的变动。但是非经登记，该不动产物权的

变动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与配偶的继承人。在体

系上，该约定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系登

记对抗主义的类型。 

第四，在夫妻之间达成不动产给予约定之后，

如果接受给予的配偶一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或者

有其他背信弃义的行为，给予不动产的配偶一方可

以缔结合同的基础发生动摇为由，在离婚之时提出

变更或者解除先前的约定时，人民法院可以类推适

用情势变更规则使其获得合理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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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有无不明时的继承法如何完善？ | 前沿 

原创 2018-01-07 中国民商法律网  曲晓梦 

http://mp.weixin.qq.com/s/g8xJfnbnJNO9vHbA-fVUnQ 

继承人有无不明时，与遗产有关的民事主体的

财产权益可能受到损害，应如何对与之相关的继承

法加以完善？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于晓讲师

在《继承人有无不明时的继承法完善》一文中，借

鉴比较法上的有益经验，提出将国家和集体所有制

组织列为法定继承人，将遗产管理程序划分为临时

保管程序和正式管理程序，以实现对与遗产有关的

民事主体财产权益的全面保护。 

一、民法分则继承编法定继承人范围应扩大 

（一）继承人有无不明时，财产利益可能受

到损害的民事主体 

继承人有无不明时，有四类民事主体的财产利

益可能受到损害，分别如下： 

 

 

 

（二）域外经验借鉴 

继承人有无不明时，与遗产有关的民事主体的

财产权益应如何保护，我国《继承法》对此并无回

应。在比较法上，主要分为以下两种立法体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EzMjMwNg==&mid=2651905666&idx=1&sn=308c029a7d152533faa10568b2c86d0f&chksm=845c5d7fb32bd469b649cff919dc8dd0c1a207662edc70d2953e945666451ffa4818280593c5&mpshare=1&scene=1&srcid=0107uC1lsv5R4fcl1M3P6res&key=e69b003677a0a18abc16ecd1112c483ed1aae30ec90cebb123dded7bd1876f5a088d3996d7670c07e60b7481512a5cc9b86d6b35befc8259bf5219df6df65e45c54d17cd515de25582ca9a179c1ea8be&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http://mp.weixin.qq.com/s/q4UfSDrCTBkulBWy6kVj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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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见，德国针对欠缺其他法定继承人的

情形，为国家设置辅助性的法定继承权，以此避免

发生遗产无主性的规定，进而维护法律规定的统一。

同时，国家的法定继承权不为公法上的归属权或先

占权，而为私法上的继承权，在性质上属于继受取

得，遗产债权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国家主

张给付请求权。该立法体例设计对遗产债权人的保

护较为周全，能够有效避免国家与民争利的情况。  

反观我国台湾地区，其“民法”“继承编”“无

人承认继承”部分规定了潜在继承人的公示催告期

间届满后，如果无人承认继承，则遗产在清偿债权

并交付遗赠物后，如有剩余，归属“国库”。这种

规定看似合理，但却无法回答无人承认继承遗产的

法律属性问题。无人承认继承的遗产，到底是有主

财产，还是无主财产？无人承认继承遗产的法律属

性不确定，则不仅理论上难以自洽，而且现实中也

有碍财产法律关系的稳定。 

（三）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组织作为法定继承

人的正当性 

通过对域外立法例的分析，应借鉴《德国民法

典》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现行《继承法》的有

关立法经验，将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组织列为法定继

承人。我国现行《继承法》在制定时，并未将国家

和集体所有制组织纳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在民法

分则继承编的编纂中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国家

和集体所有制组织如果在民法分则继承编制定过

程中被列入法定继承人范围，其程序上的正当性不

证自明，故此处仅探讨其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正当性。 

形式上的正当性，要求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在

形式上合乎已有实在法的规定，即合法性。国家对

无人承认继承遗产的取得分为两种方式：原始取得

与继受取得。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作为法定继承

人，其性质应定位为继受取得。国家或集体所有制

组织在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后，如果前一顺序的法

定继承人出现，则可以对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主

张继承回复请求权；如果潜在的遗产债权人出现，

则可针对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主张以剩余财产

清偿债务。可见。将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组织列为法

定继承人，对潜在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保护较为

周全，可以避免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与民争利之嫌，

践行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一

宪法要求，同时也符合我国《民法总则》第 3条保

护民事主体财产权益的规定。 

内容上的正当性，要求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在

内容上符合应然法、理想法、社会需求和公众利益。

将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组织纳入法定继承人范围，首

先符合“合目的性”的理念，立法理念上满足社会

需求；其次符合“善”的理念，彻底消除继承人有

无不明的情形，实现对相关民事主体财产权益的保

护；最后如何“正义”的理念，结束财产法律关系

的不确定状态，为充分实现相关民事主体应得的财

产利益提供规范依据和制度保障。 

二、民法分则继承编应增加继承人搜索程序的

规定 

（一）我国司法实践中继承人搜索程序现状 

我国《继承法》中对继承人搜索程序没有作出

规定，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 15

章第 5节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的特别程序来处理。我

国司法实践中继承人搜索程序有如下特点： 

第一，申请人多种多样。根据我国《民事诉

讼法》第 191条规定，认定财产无主的申请人可以

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司法实践中，认定遗产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申请人多种多样，具体而

言，可以是死者近亲属、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集体

经济组织。 

第二，案件涉及的财产种类不拘一格，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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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不动产，有体财产、无体财产。 

第三，请求事项因人而异，法院裁判因而结

果不同。从判决书的内容来看，不同的申请人有不

同的请求事项。 

第四，财产认领公告范围有别。从判决书的

内容来看，有的仅涉及受案人民法院辖区，有的通

过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将财产认领公告的范围

扩及全国。 

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认定财产无主的特

别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发挥出其现有规范范围

内的作用。但是，如果民法分则继承编将国家和集

体所有制组织列为法定继承人，相关财产无主案件

便不复存在，民事诉讼法中相关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的特别程序因而会失去适用对象，需要在民法分则

继承编中增加继承人搜索程序的规定。 

（二）继承人搜索程序的基本内容 

继承人搜索程序中的继承人，是指除了国家和

集体所有制组织之外的血亲继承人和配偶继承人。

这两类继承人的继承顺序均优先于国家和集体所

有制组织。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如果血亲继承人和

配偶继承人确实存在而不为人所知，则其继承权最

容易受到侵害且事后很难予以救济。 

关于继承人搜索程序的设定，应充分发挥现有

立法资源的作用，将民事诉讼法中认定无主财产的

特别程序进行修改和补充，作为民法分则继承编中

继承人搜索程序的基本内容加以规定，具体修改和

补充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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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法分则继承编规定的遗产管理程序应体

现阶段性 

被继承人死亡后，血亲继承人和配偶继承人有

无不明时，遗产极易毁损灭失，因而需要对其进行

保全与管理，这种保全与管理程序应体现阶段性，

即在遗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确认不存在血亲继

承人和配偶继承人之前，应当对遗产进行临时性的

保全与管理；在遗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确认不存

在血亲继承人和配偶继承人后，由国家或集体所有

制组织对遗产进行正式保全和管理。 

（一）遗产临时保管人的确定、权利、义务

和责任 

根据我国《继承法》第 24条的规定，继承开

始后，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这是我国

现行《继承法》对遗产临时保全与管理的规定。该

条规定过于原则，并未全面涵盖临时遗产保管人的

确定、权利、义务和责任，需要民法分则继承编予

以具体规定。 

首先，遗产临时保管人的确定。由于我国并

不存在作为司法机关的遗产法院，由遗产所在地基

层人民法院负责遗产的临时保管，一方面有违我国

司法机关中立司法的原则，另一方面不利于有限的

司法资源的高效利用。因此，在我国应由作为行政

机关的与公民生养死葬息息相关的遗产所在地民

政部门负责遗产的临时保管。负责遗产临时保管的

民政部门，可以选任遗产临时保管人。 

其次，遗产临时保管人的权利，为必要费用

返还请求权及报酬请求权。这两种请求权在性质上

为债权请求权，但相比遗产债权人的一般债权，此

种请求权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可以在临时保管程

序终结时向最终承受遗产的人主张返还。 

再次，遗产临时保管人的义务，可以分为保

全性保管义务和诉讼性保管义务。前者包括制作遗

产目录、存放印章、提存金钱、有价证券和贵重物

品、在必要时处分生鲜易腐物品等；后者包括为以

遗产为标的的应诉义务，以确保遗产不因遗产债权

人的诉讼行为而受到不利益。 

最后，遗产临时保管人的责任，为未履行妥

善保管义务时应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不论遗产临

时保管人是否获得报酬，均应负担善良管理人的注

意义务。 

（二）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法律地位、职务、

权利和责任 

第一，遗产管理人的产生。经过潜在血亲和

配偶继承人的搜索程序，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被

推定为法定继承人后，根据被继承人生前身份由国

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选任遗产管理人，应遵循以继

承人自愿选择为主、人民法院指定为辅的基本原则。 

第二，遗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应采法定任

务说，即遗产管理人所为职务上的行为对继承人有

效，是为保护交易安全，并不是真正的代理人。 

第三，遗产管理人的职务。我国《继承法》

及其司法解释虽然没有对遗产管理人的职务范围

进行规定，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

资料和相应收益也应纳入被继承人遗产的组成部

分。 

第四，遗产管理人的权利与责任。遗产管理

人不仅有权从遗产中获得必要费用的返还，而且有

权从遗产中获得合理的报酬，即必要费用返还请求

权和合理报酬请求权。至于遗产管理人的责任承担

方式应为财产型侵权责任方式，即返还财产、恢复

原状和赔偿损失三种。 

《民法总则》通过后，民法分则继承编的编纂

提上日程。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是包括民法

制度在内的所有法律制度的目的所在。继承人有无

不明时，如何对相关民事主体财产权益进行保障，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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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立法经验，将我国《民事诉讼法》“认定财产

无主案件”的特别程序规定适当修改后纳入民法典

继承编，无疑是创新且大胆的尝试。 

参考文献：于晓：《继承人有无不明时的继承法完

善》，载《政法论丛》2017 年第 6 期。 

如何重构遗产酌给请求权制度 | 前沿 

原创 2018-01-09 中国民商法律网  司小函 

http://mp.weixin.qq.com/s/q4UfSDrCTBkulBWy6kVj1A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和民法典继承

编的编纂，遗产酌定请求权制度成为人们讨论的热

点话题。我国现行规定尚存在缺漏和不合理之处。

北京大学法学院李佳伦博士后在《民法典编纂中遗

产酌给请求权制度重构》一文中，通过梳理遗产酌

定请求权制度的历史渊源、考察比较法上的制度设

计，对关于遗产酌定请求权的规则设计提出了一系

列建议，以期对立法有所裨益。 

一、我国遗产酌给制度的立法选择 

（一）我国遗产酌给制度的理论界分 

我国遗产酌给制度在理论上存在五种不同的

表述方式，它们分别是：第一，与被继承人有抚养

关系的非继承人的遗产取得权；第二，酌情分得遗

产权；第三，遗产酌给请求权；第四，遗产酌分请

求权；第五，基于扶养关系的法定转移。这五种表

述方式背后所体现的是遗产酌给制度不同的理论

定性和价值取向。其中，笔者比较赞同“遗产酌给

请求权”的说法。 

（二）选择“遗产酌给请求权说”的理由 

首先，“遗产酌给请求权”直接表明了非继承

人享有的权利性质——请求权，赋予非继承人请求

权实现的可能性。非继承人要主动请求酌给，才能

被酌分财产。继承人遗产分割权的性质是请求权，

而不是形成权或支配权。遗产酌给不能通过默示方

式表示接受，而一定要通过明示方式，请求权更能

揭示酌给的权利实体和程序本质。 

其次，“遗产酌给请求权”表述精练准确，不

用附加更多的限定和解释。整体而言，可以认定遗

产酌给为请求权，唯一的例外是被继承人扶养的缺

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主体的遗产酌给请

求权是附停止条件的形成权产生的独立请求权，因

此，将《继承法》第 14条提到的两种情况放到请

求权框架下的解释成本较小。 

二、酌给请求权的制度重构 

（一）内部制度重构 

1.遗产酌给请求权的主体范围及限制 

（1）请求权主体范围 

我国《继承法》第 14条规定，遗产酌给请求

权人应该满足一个前提和两个条件：前提是非继承

人；两个条件满足其一即可，一是被继承人扶养的

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即“双无”；

二是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不应将遗产酌给请

求权主体局限在与被继承人存在血亲、姻亲关系的

自然人中，而是应该以扶养事实行为在为准。因此，

养子女、继子女、生育辅助治疗出生的子女对被继

承人扶养较多的，可成为遗产酌给请求权主体。 

我国《继承法》第 21条规定：“继子女继承了

继父母遗产的，不影响其继承生父母的遗产。继父

母继承了继子女遗产的，不影响其继承生子女的遗

产。”建议作出以下修改：首先，继子女双重继承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EzMjMwNg==&mid=2651905676&idx=1&sn=9260c3182e6358ba56c25caf5c12b330&chksm=845c5d71b32bd467dcb5f701d3daaa4830bf4818c9d9aeede7cec8a4f9bf17f067350d409f21&mpshare=1&scene=1&srcid=0109YIMgvXjlYdcl9BYwxAwN&key=cf5e006f4a3611a3fdf68798d61a3e337bcc254182bc83ad64073ec6f354be778b7657e98ccf975c1b99195a1772178199dd8149c4ee623d5808cb6e0fc455b917e0f5a8f1b3d357e144ff81584d2832&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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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是作为继承人身份的双重继承权。其次，继子女

只能归于一个家庭扶养关系的家庭中，只有在该家

庭中成为法定继承人；在未形成扶养关系的家庭中，

获得遗产酌给请求权。 

生育辅助治疗出生的子女对配子供体方和代

理孕母遗产权利适用遗产酌给请求权。首先，编纂

继承编时，应将生育辅助治疗出生的子女纳入到法

定继承人“子女”的解释中，生育辅助治疗出生的

子女对法律意义上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同时又对配

子供体方、代理孕母等生物学意义上父母扶养较多

的，除可依照法定继承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法

律意义上父母的遗产外，还可以按照遗产酌给请求

分得生物学意义上父母的适当遗产。 

（2）请求权主体限制 

在我国，扶养行为和姻亲关系结合，令丧偶儿

媳和丧偶女婿脱离遗产酌给请求权人范围，成为特

殊继承人。既然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特殊的继承权

几乎可以比照被继承人子女的继承权，也就相当于

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对其丧偶的补位，补位即在法

律上视为子女，理论上代位继承人的权利不应丧失。

按照《继承法意见》第 29条的规定，丧偶儿媳和

丧偶女婿的特殊继承权和代位继承权不可并存。因

此，民法典编纂中应特别注意：有代位继承人的，

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可以通过遗产酌给请求制度

请求遗产；没有代位继承的情况，则适用特殊继承

权，直接成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2.扶养的认定 

（1）“扶养”而非“抚养” 

我国《继承法》中统一使用“扶养”一次，沿

袭于《大清民律草案》的用词习惯，不具体区分扶

养对象的辈分和语境。我国《继承法》中的“扶养”

应做广义的解释，既包括狭义的同辈之间扶养和对

长辈的扶养，也包括对晚辈的扶养。《婚姻法》中

“扶养”是狭义含义，指同辈之间的扶养，而“抚

养”针对的对象是未成年子女。目前，“扶养”和

“抚养”混用的乱象丛生，民法典应当在继承编中

统一沿用“扶养”，不仅延续历史习惯，且能表达

出扶养的双向关系。 

（2）扶养在我国遗产酌给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扶养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亲属法上的扶养是亲

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法律关系，不包括契

约行为、侵权行为产生的扶养关系及社会保障引起

的扶养义务。 

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具有持续性也不一定形成

扶养关系。传统的民法观念认为扶养局限于物质上

的扶养，但从扶养事实的角度来看，扶养一方面包

括体力上的日常生活照料，另一方面还包括精神上

的安慰。纯精神上的扶助或者纯物质上的资助都不

能构成扶养事实，不能请求遗产酌给。 

3.请求权行使限制 

（1）权利主体的限制 

侵害遗产酌给请求权具有强烈人身依附性，

《继承法意见》第 32条特别强调“本人”二字，

可见遗产酌给请求权可以抛弃，但不可以转让、继

承。 

（2）生前赠与和遗赠行为与遗产酌给的冲突 

考虑到遗产酌给请求权人可能受到被继承人

生前赠与或者遗赠，与酌给程度相当，这种情况下

则不能再请求重复取得遗产。同等扶养程度下，有

法定继承人时，遗产酌给份额不得超过法定继承人

应继份；没有法定继承人时，遗产酌给权利人可以

获得全部遗产。 

（二）外部制度结构——遗产管理制度 

遗产管理制度是与遗产酌给请求权制度相配

套的重要制度。满足遗产酌给构成要件的非法定继

承人，可以向遗产继承人或其委托的管理人行使请

求权。换言之，我国《继承法》第 14条最后一个

分句，“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的主语指向的

主体是继承人、遗产管理人和人民法院。 

亲属会在我国历史上承担了遗产管理职责，发

挥着类似调解、仲裁的诉讼前置功能，例如在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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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法定继承人应继份额的前提下，决定遗产酌给数

额。我国《继承法》已经施行了 30多年，亲属会

制度早已从法条流于习俗，因此，我国民法典继承

部分的编纂不适合再走回头路，法典应该明示遗产

管理人的范围及权责，以完善我国特有的遗产管理

制度。 

遗产酌给请求权长期以来解决了我国司法实

务中的很多疑难问题，起到个案平衡作用，但在规

范层面以及实际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缺漏。作者

详细地梳理了关于遗产酌给制度的现有五种理论，

并该制度的历史渊源进行了进一步探索，针对我国

国情提出一系列立法建议，对民法分则继承编的研

究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李佳伦：《民法典编纂中遗产酌给请求权制度重

构》，载《法学评论》2017 年第 3 期。 

我国儿童收养评估制度的实践及完善 

2018-01-10 家事法研究中心 

http://mp.weixin.qq.com/s/6u0YWTdEM4jvw5b029NrHA 

收养作为一种使得原本没有父母子女关系的

主体之间产生人身依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

到财产关系的行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

为一种基于双方合意的契约行为。我国民间一直存

在私下“过继”或者送养子女的做法，实际上很大

程度上也体现了收养行为的一部分私法性质。但随

着收养关系的复杂化以及因疏于管教而产生的犯

罪等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收养视为公

法或者社会法上的行为，而国家行为也随之介入到

收养关系中来，实现了放任主义到国家监督主义的

转变。而收养评估制度也正是在这种转变下为保持

收养关系的稳定与良性发展，防止和减少收养过程

中出现的消极因素给整个社会发展造成困扰的产

物。 

一、收养评估制度的模式比照 

1989 年的《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指出了国际

社会在儿童工作领域的目标和前进方向，要求各个

缔约国为了保障儿童的各项权利，应当采取一切积

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在法律制度、教育医疗服务

各方面做出努力。在其指引下，各国开始从保持社

会和谐稳定，以及有效预防和减少犯罪行为发生的

层面来审视收养问题。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以及社

会组织在收养关系的建立及存续期间所能够发挥

的评估与监督作用愈发重要，在实践探索上呈现出

两种主导模式。 

（一）司法主导模式  

在该种模式下，司法机关占据主导地位，在收

养的评估、调查及收养关系的建立等方面发挥主要

作用。最早将司法审查与收养制度相结合的是法国，

《法国民法典》第 353条第 1款规定：“民事法院

审查法律条件是否履行，以及收养是否符合儿童的

利益，并应收养人的请求对收养做出判决”，法国

据此在其 1976年收养法修改时要求法院在做出判

决前对收养人的社会背景和健康状况加以调查。同

样采用司法主导模式的英国在收养评估方面的规

定更为细致，根据英国收养法第 65条的规定，法

院应为被收养儿童指定收养监护人并由该收养监

护人对收养人的家庭情况进行调查形成报告提交

法院，同时规定了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在收养法令生

效前共同生活 3个月以上不得间断，期间由地方当

局不定期派人探视了解其生活状况，进行跟踪评估。

[1] 

（二）行政主导模式  

相应的，行政主导模式的收养关系责任主体则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jY2MDE1OQ==&mid=2247484191&idx=1&sn=e632276453d502ebd5c7f3a64c2ae097&chksm=ea2204cfdd558dd9371111947a7efc2fb0232aa76d0d193204232badf1da86f25138e5d461d3&mpshare=1&scene=1&srcid=0110K1fWvmaXLzpAqSqOe2Jf&key=d6ed7c38d567007631c13104a8fb2ff89176b9d282d967fb1ee4dca7b335777e83610ce55dea2792c48fff3a0cc5bf804f0c45e58d57c6b562d7120413c1fd89f32ba03328a5cc3c99c04e64777815f5&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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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行政机关。具有代表性的德国在其《家庭法典》

第 68条中规定，“子女收养事宜由少年儿童救助部

门负责办理”。在行政机关主导模式下，行政机关

往往指定或者授权第三方社会组织以及儿童福利

机构来进行具体的评估工作。[2]上文中提及的我

国试点地区的做法与此也比较接近。 

二、我国收养评估试点工作的开展与发展 

民政部于 2012年 6月 18日下发了《民政部关

于开展收养评估试点工作的通知》（民函（2012）

189 号），决定在上海、江苏、湖北、广东、重庆

五个省市试点开展收养评估试点工作。而随着第一

批试点省份收养评估试点工作的辐射影响力的不

断增强，民政部于 2014年又下发了《关于开展第

二批收养评估试点工作的通知》（民函（2014）179

号）最终确定北京市房山区民政局等 37个单位作

为第二批收养评估试点单位。 

目前在儿童收养评估制度方面，上海、江苏逐

渐形成了由第三方独立评估或福利机构评估等方

式，通过约见、面谈、调查走访等途径，全面评价

收养人的收养动机、经济状况、经济能力、健康状

况、养育安排等内容来判断其收养能力。[3]其中

上海的收养评估工作构建的极为细致，明确和规范

了收养评估的具体流程，进行了评估、配对、试养

到最后登记的完整流程规制。[4]这种由行政机关

委托第三方进行独立评估的方式比较近似于国际

上目前已经形成的两种收养评估模式中的行政主

导模式，但从我国的试点实践来看，制度落实仍有

一些问题需要明确。例如，第三方参与评估是来源

于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授权还是行政机关的委托？

如果是来源于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授权，那么就需要

进一步明确哪些机构有资格参与评估以及第三方

评估结果的具体效力。民政部门在对收养关系进行

审查时是否应当对评估结果作进一步审查，直接把

第三方评估结果作为判定收养人是否具有收养能

力的依据在出现评估结果对当事人不利的情形时，

当事人的救济途径也应当考虑在内。而要实现以上

各主体程序和实体权利的维护以及整个收养评估

制度程序上的畅通，民政部门就应当在原有的收养

关系登记部门之外设立主管收养评估工作的部门

和岗位，以具体负责收养人是否具有收养能力的评

估与细节工作。  

三、我国收养评估制度的构建路径及注意问题 

根据目前试点地区针对收养评估制度的实践

探索，我国要全面展开收养评估工作，以“行政主

导、第三方参与、司法保障”的模式可能更为适合

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实践惯性。 

而在这种行政机关主导的模式下，未来《收养

法》的进一步修改必须明确赋予民政部门对于收养

人是否具有收养能力进行评估的权力，我国目前的

收养法将民政部门的权限局限于收养的登记工作，

对民政部门的该项授权很大意义上是一种行政确

认权力向行政许可权力的转变。同时民政部门必须

增设相关的评估部门和岗位，在具体评估工作的落

实过程中做到可亲力亲为也可以行政委托的方式

将其委托于第三方或者儿童福利机构，自然第三方

调查机构及社会组织也应当加以配合形成完整全

面而真实可信的收养人能力评估报告，在收养关系

的建立与追踪中实现对收养关系的持续、全面而动

态的评估与监管。相较之下，司法救济途径在其中

所发挥的主要表现为其保障作用，而要实现该保障

作用，司法救济途径的牵动主体的明确是攻坚问题。

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以及司法固有的被动性特征，

我国的司法机关很难主动审查收养行为的有效性，

而作为收养关系主体的收养人和被收养人主动提

出也不合实际，在收养评估制度的设计上，应当探

索是否由民政部门或参与评估追踪的第三方机构

在评估工作中承担起相关诉讼的提起责任，实现司

法救济途径的畅通。[5] 

在具体的收养评估工作中，作为工作开展主导

的民政部门也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明确收养评估指标。收养评估是对收养人抚养

教育被收养人能力的综合评定,需确定科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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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可信度。根据民政部《关

于开展收养评估试点工作的通知》(民函［2012］

189 号)和《关于开展第二批收养评估试点工作的

通知》(民函［2014］179 号)的要求,将完整评估

体系中的各类指标总结如下： 

 

一级评估指标 

(1)收养动机； (2)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 

(3)受教育情况； (4)婚姻状况及子女情况；  

(5)职业和经济状况； (6)身体健康状况； 

(7)道德品行； (8)居住环境； 

(9)养育准备； (10)养育能力和时间； 

重点评估指标 

（1）申请人或家庭成员有无虐待(忽视)儿童、家庭暴力或者其他针对儿童的违法行为,有无吸毒、酗酒或者暴力犯罪 

（2）申请人的收入或经济能力是否足以负担家庭生活； 

（3）申请人能否提供充足的空间以满足家中新增被收养儿童的需求； 

（4）申请人有无身体或者心理疾病影响其给予被收养儿童适当的照顾； 

（5）申请人是否有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信息等事项； 

 

规范收养评估流程。根据试点地区的实践情况，

收养评估的整个流程应当特别关注四个时限，：（1）

登记机关收到收养申请书后，3个月内对符合收养

条件的收养申请人进行调查和评估。（2）收养申请

人试养 3个月。（3）试养期结束前 15天内，收养

评估员根据实地走访的情况和家庭评估情况，客观、

公正地出具收养家庭评估报告，报收养登记机关。

（4）收养登记手续完成 12个月后进行收养回访。

台湾地区明确为收养评估流程划分了七个步骤，分

别为申请、评估、配对、培训、试养、登记、回访，

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6] 

建立收养评估监督机制。该种监督主要针对承

担具体评估工作的第三方机构及社会组织。其监督

着眼点主要在于评估工作细节，如评估报告中各评

估指标的覆盖程度、评估工作程序上的合规性、通

过监督机构现场调查访谈等监督收养评估机构的

履职能力。可以参考香港的做法，专门制定《收养

评估服务获认可机构守则》来规范收养评估机构的

评估活动。收养评估监督机构每年应对承担评估的

社会组织进行考核评估，对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满

意度进行调查，要有反馈。并要建立退出机制，对

于考核不合格或有违规行为的社会组织，收养登记

机关应及时撤销委托，更换合格的社会组织。[7]

我们在了解这一领域的实践情况中发现，收养能力

的界定与评估指标的设立事实上在收养人评估的

工作中难度最大。对收养人进行细致的了解并进行

量化评估的立法本意很好，但在将其收养能力细化

为指标条款时往往会因为规定太过笼统或者指标

的机械性适用而无法实现立法原意。正如将儿童保

护工作做到极致的英国也正得益于其在财政与人

员上的投入，收养人评估工作的落实也需要明确的

经费来源，需要专业而极富耐心的工作人员在评估

过程中做到严格考量与特殊照顾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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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 孙亚男 

排版 | 朱自文 

实务 | 夫妻离婚时网络虚拟财产怎么分？ 

2018-01-12 CNKI 法律数字图书馆 

https://mp.weixin.qq.com/s/_HydGsYDZETm3bujQhNs2g  

当今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网络已与人们生活

息息相关，网络虚拟财产应运而生。在夫妻离婚时，

网络虚拟财产是否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被分割、如

何分割，成为学者讨论的焦点。本期微信聚焦【夫

妻离婚时网络虚拟财产怎么分？】精选部分学者

观点与案例。 

---------------------------------------------------------------- 

《夫妻离婚时网络虚拟财产分割的探究》 

杨雪宁 《法制博览》2015·10（下） 

网络虚拟财产的概念 

网络虚拟财产概念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

义的网络虚拟财产指通过数字、电磁等无形方式，

记录于网络空间中的，能为所有人支配和控制，且

能给所有人带来利益的虚拟物。具体表现形式如: 

网游账号、装备、QQ、微信等网络通讯工具、各

种网店、虚拟货币等。狭义的网络虚拟财产专指具

有现实交易价值的网络虚拟财产，这些财产是网络

玩家通过支付费用取得、并能通过离线交易市场进

行交易获取现实利益的虚拟物品，如网游装备、游

戏金币等。 

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 

目前对其法律属性的定性，主要有以下三种观

点: 

（一）网络虚拟财产物权说本观点认为网络虚

拟财产是一种“无形物”，是物权的客体。原因在

于网络虚拟财产通过数字、电磁方式记录，被玩家

独立占用，并投入大量精力、智力及财力，能为玩

家使用、收益、处分，符合法律中“物”的特性。

笔者支持本观点。网络虚拟财产被玩家排他性占用

和使用，必要的时候可以买卖、转让等自由处分，

并为玩家带来一定经应济利益，它应属于“无形物”，

并且是“动产”。 

（二）网络虚拟财产债权说该种观点的立足于

将服务商和玩家的关系视为债权关系，将网络虚拟

财产视为玩家向服务商主张权利的债权凭证。这种

债权关系基于服务商和玩家之间形成的服务合同

而产生。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将网络虚拟财

产视为债权凭证，并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其拥有者

的利益。比如当财产被盗时，玩家不可能向服务商

行使债权请求权，以追回其被盗财产。 

（三）网络虚拟财产知识产权说知识产权包括

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显然网络虚拟财产权不

是后两者。有观点称网络虚拟财产权属于著作权。

笔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以明确保护了计算机软件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TQ4MDkzNA==&mid=2654267318&idx=1&sn=96d0d2b503acfbf485e2aa785f4bf88a&chksm=8417033fb3608a29342b9307977b41403750faf0f60ca702fcf71b5e8083ba7e2c6f77f1d36f&mpshare=1&scene=1&srcid=0112vnktCgf5YTAXCxpItBpr&key=cdd0d222300eca7e3a2bc65a753b922a8bcbd1712b21752a906ddd5071d026f0a4b0b9b24aac012cd03f58f9e95aa2bf0396fcbbb8f986e3381b6852fb42438d67d904fac1320c818171d80818b7f86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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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权，该软件本身就包含其中的虚拟财产。当

虚拟财产单独被剥离，转移占有之后，开发者不得

再重复主张其著作权。而玩家对网络虚拟财产只有

占用，并没有创造，因为该虚拟财产是开发者提前

设定好的，玩家只是通过一些合法途径取得，玩家

并不能主张知识产权。 

夫妻离婚时网络虚拟财产的分割 

（一）实物分割法 

这种方法主要用在可分割的财产上，比如类似

于淘宝店铺的营利性网店，因其一般会有实物库存，

在不影响实物使用价值的前提下对实物进行分割，

双方获得应有财产。而对于网店本身应遵循服务商

协议或规则，如果网店为实名认证，不可买卖、出

租、赠与他人，店主不再经营的店铺只能关闭; 如

果允许过户，在符合情形时进行过户。 

（二）作价法 

当不能进行实物分割时，而一方自愿取得财产，

可由取得方作价，另一方获得相当于一半价格的补

偿。这种方法多用在一方不愿割舍虚拟财产的情形

下，比如网络游戏或虚拟宠物，一方在其上投入大

量的时间、精力甚至是感情，在分割时不舍的失去

该虚拟财产，那么就可以由其作价取得虚拟财产，

而另一方获得相应经济补偿即可。 

（三）拍卖、变卖法 

网游中的一些高级装备不能进行分割，或有些

虚拟财产分割后会其使用价值降低甚至消失，这时

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虚拟财产进行拍卖或变卖，双方

就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进行分割。网络虚拟财产

具有“虚拟性”，在对其进行分割时，会面临价格

无法确定的问题，非常需要专业的评估机构给出评

估意见，尤其是作价分割和拍卖、变卖分割时，更

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给出参考意见。而我国目前并

没有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评估机构，随着网络

虚拟财产逐步被法律认可和规范，相应的评估机构

等辅助服务部门也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 

虚拟财产应纳入夫妻共同财产 

——兼论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归属 

段晓娟，苏喆 《行政与法》 2010·04 

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 

对于游戏玩家而言，网络游戏中的“武器装备”

决不是简单的一堆数字，为获得游戏中的某个虚拟

角色的特定武器、装备或等级，需要耗费大量的时

间、精力与金钱，更不用说那些珍惜性的、罕见的

极品武器装备了。因此客观的说，虚拟财产也是玩

家投入（劳动）时间，在虚拟世界中创造的财富。

另外，就像人类社会第一次产生现实中的物品交易

一样，虚拟财产能够满足玩家的某种特定需求，网

络使用者已经通过自辟虚拟财产交易市场进行与

现实货币挂钩的虚拟物品交易，根据马克思的劳动

价值论，网络游戏虚拟财产具有着价值和使用价值，

因此应当将其归属于财产的范畴，得到法律的保护。 

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分割 

只有对虚拟财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将其换算成

现实中的货币后，才能对其进行分割。笔者建议可

以由政府物价部门协助，联合软件开发商、游戏运

营商、中上等水平的游戏玩家等组成虚拟物价值评

估的社会机构，专门为涉案的虚拟物的价值进行评

估，为法官的判决提供依据。这种模式是建立一个

独立于网络运营商与网络用户自发交易市场之外

的专业机构，由该机构站在第三者的立场确定网络

虚拟财产的价值。通过这样的方式确定网络虚拟财

产的价格较符合其本身的实际价值，同时也可以避

免网络运营商定价或网络用户市场交易价的主观

性。 



257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推荐案例： 

我国首例虚拟财产案例：李某等娱乐服务合

同纠纷上诉案 

----------------------------------------------------------------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关于离婚案件中网店分割

的法律问题研究——以 C2C 交易模式下的淘宝网

店为视角 

刘婷 《法律适用》 2016·01 

离婚案件中涉及网店分割的审理难点 

（一）虚拟财产的法律适用存在立法空白 

我国目前的民事法律体系中还没有就虚拟财

产的属性予以明文规定， 至于虚拟财产是否可以

在“其他合法财产”范围内予以扩大性解释亦存在

广泛争议。 

（二）资产评估存在技术障碍 

1.有形资产评估 

由于大多数淘宝网店没有工商登记，也没有缴

税记录，因此网店的实际收入难以确定。此外，许

多店主对于网店的资金来往缺乏专业的记账管理，

如网店的资产评估往往只能局限于卖家淘宝账户

中的销售记录和标价，对于货物的进货价、雇员劳

动成本等开销存在隐蔽性和模糊性，因此会计师事

务所很难出具客观的资产评估报告。 

2.信用资产评估 

在网络交易中，由于买家处于虚拟的交易环境，

因此，卖家的货物出售数量、店铺的信用度、买家

的综合好评率指数等信用衡量标准对买家的购物

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些皇冠淘宝网店通过多年

辛苦经营中累积获得较高的品牌价值，若信用资产

在网店分割中被忽略的话，显然存在一定的不公平，

但是否需要认定以及如何认定信用资产的价值均

在审判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 

3.预期收益评估 

预期收益往往是对网店未来经营收益的一种

估量，具有不稳定因素，属于可期待利益。但预期

收益是否有必要进行评估、以及如何进行评估等问

题在实践中仍未有统一的操作口径。 

网店的归属判断标准 

在传统离婚诉讼中，对于不可分物财产的分割

方式一般有三种：协商、作价补偿和竞价。由于网

店属于不可分物，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进行分割。 

1.协商 

这种方式秉着夫妻双方在离婚时自愿协商商

一致的精神，在不违背强制性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法院应予准许。 

2.作价补偿 

当双方均同意由一方取得网店的所有权，作价

补偿。此时，在处理网店分割时便涉及到补偿标准

问题，在双方能够就补偿标准达成一致意见时，法

院应尽量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在双方无法就补偿标

准达成一致意见时，法院则需要在确定网店的资产

价值的基础上对补偿价格作出衡量。（具体补偿标

准的问题识别二维码阅读全文） 

 

3.双方均主张网店所有权时 

（1）综合考量判归一方所有，再进行作价补

偿。如果网店系一方在婚前以个人名义实名注册设

立且该方在婚后实际经营较多，原则上网店应判归

该方所有。如果网店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某一方

的名义实名注册设立，且网店系该方实际经营，亦

可以考虑将网店判归该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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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价。当双方均执意要继续享有网店所

有权时，从一般理性人的角度而言，只要对方出价

足够高，通常都愿意放弃网店的所有权并相应地获

得较高的价值补偿。 

但实践中也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双方均

明确表示放弃网店的归属权，该如何处理？笔者认

为，该种情形类似于传统离婚案件中涉及夫妻共同

财产分割时，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放弃房屋的所有权

并要求对方支付房屋折价款的情形。因此，在审理

该种情形时，通常情况下将网店的归属判归实名登

记方或实际经营人较妥，但总体上应从有利于网店

经营、方便生活、方便管理的原则进行处理，同时

根据网店的合理估值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合理

分配。 

推荐案例： 

首例淘宝店铺分家案 

 

攻略：如何获取更多【离婚涉及虚拟财产分割】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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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入法库 7.0： lawnew.cnki.net 

 

选择【法律论文】 

输入检索条件【主题=离婚 and 全文=虚拟财产】即可 

小编推荐使用【被引↓】排序～ 

 

（以上数据来自：中国法律知识资源总库） 

邓 丽 | 身体与身份：家暴受害者在离婚诉讼中的法律困境 

原创 2018-01-16 妇女研究论丛  邓 丽 

http://mp.weixin.qq.com/s/dXenrI-v3HJijg7sTa2o9Q 

摘 要：夫妻间人身暴力是最典型的家庭暴力，

由此引发的离婚诉讼蕴含着受害人要求维护人身

安全、解除身份关系等多重诉求，涉及《婚姻法》

与《反家庭暴力法》的衔接适用。对于此类案件所

特有的争点如家暴事实的证明、因家暴解除婚姻关

系、家暴损害赔偿等，审判实践应充分吸纳反家暴

理念，准确把握家暴事实的证据形式、证明主体和

证明标准，力破沿袭已久的“二次诉讼裁判离婚”

隐规则，探索更加多元而公允的家暴损害赔偿机制，

以更好地回应家暴受害人的诉求，实现反家暴的制

度功能和社会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

《反家暴法》)的出台使得防范和抵制家庭暴力成

为婚姻家庭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该立法文件的重

点是家庭暴力的界定、预防和处置，关注的是“受

害人”与“加害人”。但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家

庭暴力案件会进入诉讼离婚程序，如何在此类离婚

案件的处理中体现反家暴理念不仅是贯彻实施《反

家暴法》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决定反家暴成效的

重要因素。 

通常而言，离婚诉讼的争点主要集中在是否离

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这几个方面，涉家暴离婚

诉讼也不例外。但较之一般的离婚诉讼，家庭暴力

的存在使得涉家暴离婚诉讼承载着受害人更迫切、

更丰富的诉求，并呈现出一些独特的法律适用问题，

如家庭暴力的证明、家庭暴力的损害赔偿等。其中

最为核心的问题无疑是如何抵制、惩戒并杜绝身份

关系屏障下的身体伤害。这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的制度功能，更

是《反家暴法》的历史使命，但两法的实施与适用

尚未充分融合，旧有司法惯性与现行法律规范之间

的脱节、现行法律规范与现实制度需求之间的鸿沟

仍横亘在司法领域，给家暴受害人带来额外风险和

利益减损。秉持反家暴立场深入剖析涉家暴离婚诉

讼中的司法惯性，运用法律思维填补上述理念、制

度以及技术层面的鸿沟，有助于在涉家暴离婚裁判

领域实现多重价值目标的协调一致和多项制度功

能的有机融合。 

一、涉家暴离婚案件的特点与争点 

（一）涉家暴离婚案件的特点 

涉家暴离婚案件在案情方面的特点在于，夫妻

之间的身份关联被滥用，成为施暴人对受害人实施

暴力行为的屏障，故受害人基于家暴事实提出的离

婚诉求实际上也蕴含着其脱离暴力控制的人身保

护诉求。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说，涉家暴离婚案件

既是典型的家暴案件又是典型的离婚案件，同一家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jY1NzM5MA==&mid=2650714126&idx=1&sn=10f2e43affd09d0bc9e2a1ae56b6f98c&chksm=8300140fb4779d19a24fb88c945d43592dc53345c85be126138b64e5b051fbfd3d0121be9403&mpshare=1&scene=1&srcid=0116ukby19t2uv9fAXckeJZO&key=d6ed7c38d56700763b2044770aa41f0ecf34235b00d961faa4ab43e373a6ef1000d1193ceddad2d3c342159004d8c0d5f11394c5bb3948197e6b7b7fe507d16d285f7a33375b617c3f127afa4760c108&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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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事实的认定会引发多重法律后果。 

1. 身份关联成为人身暴力行为的屏障 

《反家暴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

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

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

精神等侵害行为。”倘若不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

这类侵害法律主体之身体、精神的行为必然受到现

代法律体系的全面规制：私法上有民事救济程序，

公法上有干预制裁措施。但由于家庭成员间尤其是

夫妻间的身份关联成为人身暴力行为的屏障，家暴

事实不易被发觉、不易被查证、不易被追责，受害

人一方面人身权益严重受损另一方面却四处求助

无门。因此，在法理层面，反家暴具有不容置疑的

正当性，而在实践层面，反家暴需要迂回借力破冰

前行。 

2. 典型家暴案件+典型离婚案件 

涉家暴离婚案件既是典型的家暴案件也是典

型的离婚案件。根据中国法学会“我国防治家庭暴

力情况实证调查研究”项目在重庆、吉林、湖南、

海南、贵州、云南六省市的调查统计，法院受理的

涉家暴案件有 85%-95%表现为夫妻之间的涉家暴

离婚诉讼[1](P 2)。换个角度来看，涉家暴离婚案

件在离婚案件中的占比也比较高：2013 年北京东

城、丰台、通州三地法院审结的离婚案件抽样统计

显示，涉家暴离婚案件占样本总数(620件)的 9%[2]；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年梳理三年来全市法院

离婚案件发现，其中 3 成涉家暴[3]。鉴于涉家暴

离婚案件的典型性，《反家暴法》和《婚姻法》都

将其作为重点调整对象，分别规定了多重法律后果。 

3. 同一法律事实引发多重法律后果 

作为生活事实的家庭暴力经当事人主张及有

效证明，成为具有法律意义、产生法律后果的法律

事实。根据具体情节，家庭暴力可能引发民事救济、

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以及刑事处罚等多层面的法

律后果。在涉家暴离婚诉讼中，家庭暴力产生的重

大法律后果包括：(1)《反家暴法》第二十三条和

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此

种现实危险可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对

被申请人的行为进行相应的限制和规制。(2)《婚

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家庭暴力是

调解无效、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即，有实施家庭

暴力情形，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3)《婚姻

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家庭暴力是请求离婚损害赔

偿的法定情形。即，有实施家庭暴力情形，导致离

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二）涉家暴离婚案件的特有争点 

在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诉讼中，“加害人”

和“受害人”都成为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他们

要共同面对和处理的是双方之间的婚姻关系，包括

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时，围绕家庭暴力而展开

的两造对抗将聚焦于如下几个方面： 

1. 是否存在家庭暴力？存在家庭暴力是采取

反家暴法律措施的前提，也是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

法定条件，还是判决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所

以是否存在家庭暴力是这类离婚案件的首要争点。

进而，一个更加独特的实践问题也随之浮现：同样

的证明标准是否适用于不同的权利诉求？ 

2. 是否解除婚姻关系？既然进入离婚诉讼程

序，必有一方主张解除婚姻关系，那么关键就在于

另一方是否同意离婚，以及法院如何对这一问题进

行裁决。在离婚与否的问题上，《婚姻法》相关规

定是唯一正当、合理的法律依据，反家暴的立场和

目标为其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在司法实践

层面，挽救婚姻关系与反对家庭暴力之间的权衡与

抉择复杂而微妙。 

3. 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的损害能否获得救济？

当前体制下，家暴受害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受到

诸多制约，这些限制是否正当、能否突破？ 

下文将围绕这些争点，结合涉家暴离婚案件的

审判实践，分别就家庭暴力的证明、离婚诉求的支

持和家暴损害的赔偿探讨如何在此类案件的处理

中充分吸纳和体现反家暴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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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暴力的证明：准确把握证据形

式、证明主体和证明标准 

（一）《反家暴法》第二十条的功能及适用 

鉴于涉家暴离婚案件的处理对于反家暴成效

影响至巨，本次反家暴立法曾试图从多角度对此进

行规范：2014 年 11 月 25 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反家暴法(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三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

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受害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

行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第二十

四条规定：“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诉讼的，人民法

院应当在财产分割、子女抚养、住房等方面保护受

害人的利益。”但是 2015 年 8 月 24 日国务院提交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

删去了上述条文。最终，2015 年 12 月 27 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通过、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反家暴法》

没有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的处理作出综合性的规定，

与前述《反家暴法(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三条、第

二十四条大致相仿的位置是《反家暴法》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据公

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

认定家庭暴力事实。” 

《反家暴法(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三条关于涉

家暴案件举证责任及人民法院依职权取证职责的

规定虽粗疏却触及当前涉家暴案件裁判的瓶颈问

题，删去此条使反家暴立法失去进一步梳理和充实

家暴事实证明规范体系的大好契机。但第二十四条

的消隐可谓明智之举，因为涉家暴离婚案件的处理

的确太过复杂，不宜亦不易以空泛的、概括的法律

条文进行规范，该条规定虽有利于凸显反家暴立场

却背离了离婚诉讼裁判应有的精细与平衡。总之，

反家暴立法最终放弃了直接规范和干预涉家暴离

婚案件裁判的思路，转而呼应反家暴社会干预机制

通过扩展家暴证据形式建构起《反家暴法》与《婚

姻法》之间的衔接和援引，其间的逻辑是：通过适

用《反家暴法》第二十条关于证据形式的规定认定

家庭暴力事实，进而适用《婚姻法》关于家庭暴力

的有关规定对离婚及离婚损害赔偿诉求进行裁判。 

但《反家暴法》第二十条关于证据形式的列举

非常有限且来源单一(均由公安机关提供)，有逻辑

不周、自缚手脚之弊，既不利于凸显反家暴事业之

社会联动属性、促进各方主体能动作为，亦不利于

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提高

保留证据的意识和举证能力。所幸该条有“等证据”

之用语，司法实践中应有效运用这一裁量空间，从

而使各机构依法采取的处置措施均可以一定的形

式呈现为证明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据，如加害人或者

受害人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妇女

联合会等单位在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投诉、反映或者求助时的记录，医疗机构对

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诊疗记录等。 

（二）家暴事实证明主体的转换与互动 

家庭暴力发生在隐秘的私领域，且受害人处于

被侵害、被控制的弱势地位，因此存在举证难、举

证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事实上，对于任何争取法律

保护和法律救济的目标而言，完成举证责任都是当

事人的必由路径和关键战役。中国约定俗称的“举

证责任”与比较法视野下的“证明责任”内涵高度

一致，*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采用“举证证

明责任”的提法，亦可视为“举证责任”与“证明

责任”两者同质融合的例证。均强调法律规范不仅

要确定由何方当事人证明案件事实，即行为意义的

/主观的/形式的举证责任，而且要规定当事人在证

明不力情形下须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即结果意义的

/客观的/实质的举证责任[4]。从举证责任规则上来

说，有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

移之分：举证责任分配是一般适用规则，可简要概

括为主张权利存在的人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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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予以举证；举证责任倒置是例外规则，与举证责

任分配一般规则相对，证明主体为主张权利存在的

一方之相对方，该规则的适用通常以法律有明文规

定为前提；举证责任转移则是在相对确定的举证责

任分配的前提下，由法官基于公平正义要求对具体

案件中的举证责任作出部分转移的裁定[5]。 

在全社会联合推动反家暴事业、筹备反家暴立

法的进程中，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于家暴事实的举证

责任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其共识集中反

映在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 2008 年发布的

《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以下简称《审

理指南》)和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 2011 年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

(以下简称《专家建议稿》)有关条文中。《审理指

南》兼顾法理阐释与操作指引，虽非法官裁判案件

的法律依据，“但可以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引用，

作为论证的依据和素材”，*因此对反家暴司法实践

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举证责任问题上，《审理指南》

第四十条在“一定情况下的举证责任转移”项下从

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确立了如下规则：1.尊重涉家

暴婚姻案件的特点和规律，合理分配举证责任；2.

原告证明受侵害事实并指认被告为加害人的，举证

责任转移至被告，被告无法反证的，应承担不利责

任。《专家建议稿》第八十一条充分吸纳上述规则，

要求裁判者根据涉家暴案件的特点合理分配举证

责任，并明确规定主张存在家暴的一方达到初步证

明标准后即由被指控施暴的一方就家暴事实不存

在承担举证责任。较之反家暴进程中一度热议的

“举证责任倒置”[6]，《审理指南》和《专家建议

稿》所采用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与举证责任转移规

则相结合的规范路径更加贴近涉家暴案件的司法

裁判经验，但仅在两造当事人之间考察举证责任远

不足以揭示涉家暴案件的真实证明体系，因为裁判

者本身所承担的重要证明职责被不当忽视。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则指导与参考案例

——“方某某与楚甲离婚纠纷案”中，我们可以具

体而微地观测涉家暴案件中证明主体的适时变换

及其功能融合。该案案情简述如下：原告方某某以

被告楚甲实施家庭暴力为由诉请离婚，同时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裁定。被告否认有施暴行为且不同意离

婚，称双方产生纠纷的原因实为原告与案外人朱某

发生外遇，由于情绪激动扬言如原告坚持离婚则将

对其与朱某实施暴力行为。一审法院作出人身安全

保护裁定，但为挽救双方婚姻关系判决不准离婚。

六个月后，原告以同一理由再次起诉离婚，并以先

前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作为家暴事实证据，请求离

婚损害赔偿。法院支持了其离婚诉求，但认为原告

未能证明具体家暴事实仅酌情判决少许赔偿。被告

对解除婚姻关系无异议，但坚称婚姻破裂的原因系

对方有外遇而非己方实施家暴行为，上诉请求撤销

一审判决中的离婚损害赔偿裁决。二审法院认为，

一审法院已查明本案婚姻破裂的原因系原告有外

遇，原告唯一指证的家暴事实系被告去朱某家寻找

原告时与朱某发生冲突，而一审法院发布的人身安

全保护裁定是基于家暴威胁而非家暴事实，不能作

为原告证明家暴事实的证据，因此支持被告的上诉

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有关离婚损害赔偿的内容

[7](PP 195-197)。在这则案例中，原告、被告和一

审法院(法官)均对是否存在家暴事实以及是否由

此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展开了证实或证伪工作，最终

三方的作为及其结果汇聚为二审程序中的事实依

据。二审法院否定了案中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证明

效力，最终根据一审法院查明(而非根据举证规则

推定)的事实作出终审判决。此案不仅彰显了双方

当事人在举证责任上的互动，而且凸显出法院在涉

家暴案件中的证明职责及其效用，指导与参考价值

殊胜。 

《反家暴法(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三条见弃使

得《反家暴法》未能就家暴事实举证问题作建设性

拓展，但家暴事实证明主体规范仍得以通过相关法

律规定、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相继确立：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确立“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基本规则，同时赋予人民

法院调查取证职权；最高人民法院 2002 年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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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区分

出举证责任的行为意义和结果意义；最高人民法院

应用法学研究所 2008 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

姻案件审理指南》第四十条明确规定举证责任的转

移规则，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公布的《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

九十一条分别规定举证责任的意义和举证责任的

分配，第九十二条、九十四条、九十六条明确涉及

身份关系的有关事实、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

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可由人民法院依

职权调查收集等。综合这些条文，我们不仅要肯认

而且应珍视裁判者对涉身份关系事实问题所承担

的调查取证职权，从更加宽广和灵活的视角——证

明主体的转换与互动——对举证责任分配与举证

责任转移的家暴证明机制加以充实和完善。 

（三）家暴事实证明标准的辩证分析 

在证据形式、证明主体之外，家庭暴力事实认

定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证明标准。即便是同样的证

据来源和证据形式，如果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事

实认定结果可能也会归于不同。民事裁判证明标准

与刑事裁判证明标准的区分正肇因于此，一般而言，

刑事诉讼中认定家庭暴力事实适用排除合理怀疑

的标准(beyond reasonable doubt)，而民事诉讼中认

定 家 庭 暴 力 事 实 则 适 用 高 度 盖 然 性 标 准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然而，区分民刑证

明标准这一共识并不足以指引涉家暴离婚案件的

证明标准，这里的挑战在于：在同一法域，对同一

法律事实的证明，应否针对不同裁判要旨有所区分？

如需区分，则依照何种规则进行区分，孰宽孰严？ 

事实上，民事诉讼领域业已确立依据争议性质

采取不同证明标准的模式，其基本规则为：对涉及

人身关系的诉讼采取比较严格的证明尺度，对涉及

一般财产关系的诉讼则采取比较宽松的尺度[8]。

这与民刑证明标准的区分一脉相承：对于涉及人身

权益的裁判需更加谨慎。由此而论，较之因家庭暴

力而诉请损害赔偿，因家庭暴力而诉请离婚似应适

用更高证明标准？但在笔者看来，这恰是一个似是

而非的悖论。原因有二： 

其一，受害人因家庭暴力而诉请离婚，其诉求

有明有暗，明者是解除其与加害人之间的婚姻关系，

暗者是脱离加害人的暴力控制或暴力威胁。解除婚

姻关系属于身份争议，自应谨慎行事，可脱离暴力

控制事关人身安全，却是迫切严峻，此时婚姻秩序

与个体生存权发展权相较，显然应以后者为优先，

如以更高证明标准苛责之岂非南辕北辙？ 

其二，根据现行离婚法律制度，离婚损害赔偿

请求权的行使以诉请离婚并获准解除婚姻关系为

前提，那么在实务中，凡是进入家暴损害赔偿环节

的案件实则都已在解决离婚争议时针对家庭暴力

事实进行了举证、质证和认证，不存在因系财产争

议而降低证明标准之必要。而且，从证明内容的角

度来说，以家庭暴力为由诉请离婚在举证责任方面

应更加强调存在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事实，损害

后果并非必需要件，而诉请离婚损害赔偿需要承担

更加广泛的举证责任，尤其是加害行为造成一定的

损害后果。所以说，因家庭暴力诉请离婚与因家庭

暴力诉请损害赔偿，在证明对象上存在一定的重叠

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证明标准则同属民事诉讼

程序通行的高度盖然性标准。 

至于因家庭暴力申请人身保护令，其临时性、

应急性类似于民事诉讼程序中固有的保全措施，但

其保护对象系受害人的身体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

在法律价值上位阶更高，因此申请人身保护令的证

明标准应合乎情势，学界一般认为采用较低证明标

准“合理证明”(reasonable proof)即可[9]。 

由此可见，虽然涉人身争议须谨慎裁判这一传

统认识体现出裁判主体对人身权益、身份关系的特

别关注，蕴含着法律的人文关怀，但如果机械理解

为涉人身争议需采更高证明标准，则显然与反家暴

之立场和使命不符。在这一特殊领域，对人身权益

的保护是首要的价值目标，被用来屏蔽人身伤害的

身份关系当属滥用，应及时予以清除，而非假谨慎

之名姑息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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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离婚诉求的支持：力破“二次诉讼

裁判离婚”隐规则 

（一）“法定情形”的不确定法律效果 

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六条的规

定，实施家庭暴力是调解无效、准予离婚的法定情

形，亦是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

所谓法定情形，是指法律已就该情形下的裁判规则

作出明确指引，故就法律逻辑而言，确认该情形的

存在即导致相应的裁决，进而发生相应的法律后果。

以离婚法定情形为例，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绝对离婚

主义，即“只要原告举证证明其婚姻关系中发生法

定离婚事项之一项或多项，法官就必须作出准许离

婚的判决，不享有自由裁量权”[10]。由此，我们

可以将上引婚姻法律规范解读为：确认存在家庭暴

力，又经调解无效，法官即应作出离婚判决，并支

持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 

但从有关调查数据来看，司法实践与法律规范

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根据中国法学会“我国防治

家庭暴力情况实证调查研究”项目组于 2014 年披

露的情况，笔者对重庆、云南、湖南、贵阳四省市

涉家暴案件司法裁决 2008-2010 年抽样调查数据

进行溯源、检验和统合(见表 1)，着重从“判决不

离婚案件占比”和“损害赔偿案件占比”两个指标

考察家庭暴力作为法定离婚理由和法定离婚损害

赔偿情形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和执行情况。*这项

调查结果发表于参考文献[1]所引著作，其抽样统

计数据覆盖六省市(重庆市、吉林省、湖南省、海

南省、贵州省、云南省)三机构(法院、妇联、司法

所)2008-2010 年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及纠纷的情况。

重庆市数据见于该著第 53 页、第 66 页，云南省数

据见于该著第 260 页，湖南省数据见于该著第 168

页，贵阳市数据见于该著第 237 页、第 241 页。本

文从中援引法院涉家暴案件审理数据时，做了以下

三方面的检验、甄别和整合：(1)区分法院、妇联

和司法所各机构的数据。由于书中披露的海南省、

吉林省调查数据不能进行此项区分，故予以剔除，

仅保留重庆市、湖南省、贵州省、云南省四地调查

数据。(2)区分来自法院的涉家暴案件数据和涉家

暴离婚案件数据，原则上以涉家暴离婚案件数据为

统计口径(如湖南省、贵阳市数据均经过验证)。但

是由于原著披露案件处理结果时往往以涉家暴案

件数为基准，在根据书中信息不能完整溯源原始数

据时，保留了重庆市、云南省两地涉家暴案件统计

口径，谨说明如下：重庆市四地区法院涉家暴案件

数为 1276 件，而涉家暴离婚案件数则为 1230 件；

云南省三地区法院涉家暴案件数为 1422 件，而涉

家暴离婚案件数则为 1207 件。由于涉家暴案件数

大于涉家暴离婚案件数，故重庆市、云南省两地的

“判决不离婚案件占比”指标实际上比文中列表所

示数值还要更高一些，与本文认为判决不离婚案件

占比过高的论证方向一致。(3)推导计算了损害赔

偿案件在获准离婚案件(包括调解离婚案件和判决

离婚案件)中所占比例。由于原调查数据中“损害

赔偿案件”包括非夫妻之间家暴损害赔偿案件，故

重庆市、云南省两地的“损害赔偿案件在获准离婚

案件中占比”指标实际上比文中列表所示数值还要

更低一些，与本文认为判决损害赔偿案件占比过低

的论证方向一致。

表 1   四省市涉家暴司法案件处理结果汇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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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 1 数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方面的

认识：(1)法院受理的涉家暴案件中，判决不离婚

的案件占比在 10%-20%之间，而且更加趋近于上

限，均值达到 17.33%。而从处理结果的分类来看，

还有调解和好、调解离婚、判决离婚、撤诉和驳回

起诉五种类型，可见归入判决不离婚的案件已是经

过程序上的分流(撤诉和驳回起诉)、实体上的疏导

(调解)之后的案件，此时双方当事人仍在离婚与否

问题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而法院作出了不准离

婚的判决。即便考虑到个案中存在的特殊情形，司

法实践中对于涉家暴案件判决不离婚的比例仍然

过高，明显与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作为法定离婚理由

的立法意旨相悖。(2)因家庭暴力而获得离婚损害

赔偿的案件占比非常不均衡，有的地区无一例，有

的地区不足 1%、情况较好的地区约在 10%左右。

考虑到现行法律制度要求提出损害赔偿必须以离

婚为前提条件，为进行更加精准的研究，笔者根据

有关数据推导计算了因家庭暴力而获得损害赔偿

的案件在所有获准离婚案件(包括调解离婚和判决

离婚)中所占的比例，重庆市、云南省、湖南省和

贵阳市该项指标分别为 0.54%、50.27%、14.96%

和 0.00，仍然表现出极不均衡、总体偏低的特点。

此种情形显然与“有损害必有救济”的法理不合，

也与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作为离婚损害赔偿法定情

形的制度目标不相符。数据表明，司法实践中对于

涉家暴案件判决不离婚的比例过高，明显与《婚姻

法》将家庭暴力作为法定离婚理由的立法意旨相悖，

同时因家庭暴力而获得损害赔偿的案件则占比过

低，显然与“有损害必有救济”的法理不合，也与

《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作为离婚损害赔偿法定情形

的制度目标不相符。 

上述调查数据强有力地印证了“二次诉讼裁判

离婚”隐规则，即，对有争议的初次离婚诉请人，

人民法院一般判决不予离婚，判决生效六个月后再

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一般判决准予离婚[11]。

“我国防治家庭暴力情况实证调查研究”项目组的

访谈表明，涉家暴离婚案件的裁决中明显存在这种

司法惯性，而且这种惯性因家庭暴力难以认定的障

碍而得以强化。吉林地区的访谈显示，对于涉家暴

离婚案件，除了经调解双方同意离婚或者有十分强

有力的证据证明可以离婚外，有部分法官一般会选

择判决不准离婚[1](P 108)。云南地区的基层法官

也介绍说，由于家庭暴力认定困难，他们主要通过

调解解决，如不能调解，则对第一次起诉的案件大

多判决不离，受害者半年后再起诉，则以其他理由

如分居达两年等判决离婚[1](P 285)。 

（二）成因分析与突破契机 

涉家暴离婚诉讼实践中判决不离婚比例过高、

损害赔偿比例过低的问题，是法律文本、司法倾向

和诉讼策略等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在《反家暴法》出台之前，司法系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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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家庭暴力时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以下简称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一条，该条在界

定何为家庭暴力时侧重列举身体暴力的形式，而且

以造成一定伤害后果为条件。这种限缩性的界定和

解释使得家庭暴力的法律概念及法律规范在适用

范围上大大受限，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就是举证责任

和证明标准难以企及。前引调研发现，贵阳市某区

法院 45 例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有 11 例的受害人提

交了受伤照片或病历资料，其余 2 例的受害人进行

了个人陈述，最终法官对遍体鳞伤的受害人深表同

情却没能成功认定 1 例家庭暴力，即便准予离婚也

是以其他理由进行判决的[1](P 241)。 

即使家庭暴力本身得以认定，根据《婚姻法》

第四十六条和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

的规定，受害人要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还必须符合

另外两个条件：提出离婚诉求(并最终获准离婚)；

自身无过错。在另外一项实证研究中，有学者发现

诉请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在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离婚

的案件中比例不到 1/3，认为其原因正在于：以“离

婚”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前提使得受害人在婚

内无法获得救济，而关于“无过错”的限定条件又

使那些存在或可能存在“过错”的受害人提起损害

赔偿诉求受限。 *该研究考察了某基层法院

2001-2010 年 1000 份离婚判决书，发现 197 件案

件当事人主张认定夫妻暴力，但仅有 59 个当事人

同时以夫妻暴力为由诉请离婚损害赔偿。参见林建

军：《规制夫妻暴力民事立法的功能定位与制度完

善》，《中国法学》2012 年第 6 期。 

重重限权的法律文本传递出的讯息无疑会加

强传统求和文化下的谨慎司法倾向，由此形成所谓

的“二次诉讼裁判离婚”隐规则。这一隐规则的存

在给提出离婚诉求的家暴受害人带来额外风险：法

律规定存在家庭暴力调解无效应判决离婚，一旦司

法审判不能及时兑现此允诺，则诉请离婚遭拒的家

暴受害人不得不“回归”充满暴力与伤害的婚姻关

系，其处境之险恶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基于不明

确不乐观的预期，家暴受害人往往会选择保守、隐

忍的诉讼策略：要么担心提起离婚诉讼却未能获准

离婚反而招致报复，宁愿选择其他救济措施或者抱

着施暴者可以改正的希望而继续忍受，要么决意提

起离婚诉讼但是担心提出离婚损害赔偿反而达不

到解除婚姻的目的，因此放弃赔偿请求。 

要打破上述消极影响的因应链条，立法层面的

突破和司法层面的反思都必不可少。《反家暴法》

第二条虽仍有不足，但其无疑确立了更加坚决、更

加有力的反家暴立场。*长期在司法战线推动反家

暴进程的最高人民法院陈敏法官对《反家暴法》第

二条关于家庭暴力的界定之利弊进行了全面的总

结和归纳：现行立法的进步在于，将精神暴力纳入

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将共同生活者纳入家庭暴力

主体，且家庭暴力的构成不再以造成身体或精神伤

害为后果；而其不足则在于，将谩骂规定为精神暴

力不够科学，家庭暴力主体中遗漏了离异配偶和非

同居恋人，家庭暴力表现形式中遗漏了性暴力。参

见陈敏：《对家庭暴力定义的司法认知》，《人民司

法》2016 年第 10 期。司法层面应充分吸纳反家暴

立场，勇于破除潜在的、隐性的“二次诉讼裁判离

婚”司法惯性，同时辅以全面、准确宣讲法律权益，

使家庭暴力受害人真正有勇气、有能力运用法律武

器捍卫自己的人身安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家暴损害的赔偿：探索更加多元而

公允的救济机制 

（一）诉权行使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

度曾被寄予深切厚望，但其后在实施效果上则与理

论界和实务界的期待相去甚远，甚至由此引发该条

存废之争。主张废除该条的观点认为，对于夫妻间

的一般侵权行为和同居关系中存在的家庭暴力根

据侵权责任法和反家庭暴力法提起一般侵权损害

赔偿即可，该条的功能完全可以被一般侵权法包容

吸收，且后者提供的救济更加充分和便利[12]。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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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保留该条的观点则认为，婚姻家庭的身份性、伦

理性决定一般侵权责任制度不宜直接适用于解决

离婚损害赔偿问题[13]，增设婚内损害赔偿制度亦

不能取代法定严重过错行为导致婚姻破裂的离婚

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有其独立的功能，在

离婚救济制度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予

完善而非废止[14]。 

在笔者看来，探讨家暴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

应区分不同层面：在应然层面，家暴损害赔偿请求

权应自由行使，任何区别于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

特殊限制都是不适当的，因为个体的人身权益不应

因婚姻关系的缔结而受到减损，也就是说同样的本

体性权利理应有同样的救济性权利作为保障；在实

然层面，家暴损害赔偿请求权应谨慎行使，需在专

业而务实的指导和协助下根据具体案情选择适当

时机，以使受害人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获得应

有的法律救济。不过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实然层面

的个案抉择恰恰要有应然层面的自由空间作为前

提和保障。归结起来，家暴损害赔偿制度还是应当

确立自由诉权，法律不应“迫使婚姻关系主体在提

请终结婚姻关系与请求配偶侵权损害赔偿之间作

出选择”[15]。 

实际上，中国《婚姻法》明确肯认夫妻在婚姻

关系中具有平等而独立的主体地位，推演之下婚姻

关系中的侵权行为自应产生赔偿责任，这在法律逻

辑上是毫无障碍的。但《婚姻法》同时又规定婚姻

关系主体之间的损害赔偿请求需以离婚法律后果

为前提，明显偏离了前述法律逻辑，其背后的理由

(或曰成见)往往是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

同财产不可分割因此不具有支持侵权损害赔偿的

现实可能性。然则这一成见在细致审慎的思辨之下

是无法立足的：首先，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夫妻财

产制是可选择的、开放性的，因此每个婚姻关系之

中的财产结构、 

财产关系都是不确定的，一味抱持夫妻财产一

体的观念显属刻板印象。其次，即使夫妻之间没有

进行财产约定，现行法律规定的法定财产制也并非

单纯的共同财产制，而是夫妻共同财产与各方个人

财产混合制，既然权属有别自可于彼此间依法流转，

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正是此类财产流转的重要

法律依据。再次，即使个人财产阙如或不足，侵权

主体在夫妻共同财产中享有的份额亦可作为赔偿

财产，此时侵权损害赔偿成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改变夫妻财产份额的法律事实。因此，正如夫妻关

系不应成为家庭暴力的现实屏障一样，夫妻财产制

不应成为否定家暴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制度屏障。实

际上，中国司法实践领域确已有少量案例运用侵权

行为法律规范处理离婚当事人提出的侵权损害赔

偿之诉或离婚后针对前配偶提出的侵权损害赔偿

之诉，但多适用于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情形，*四

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裁判的余某某诉钟某

一般人格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典型案例发

布的周某诉张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均为此类

案件，参见参考文献[7]所引著作，第 200-202 页。

尚未见适用于家庭暴力损害赔偿之诉。从侵权行为

法的角度来看，家庭暴力具有持续性侵权、累积性

损害等显著特点，终将在长期的法律演进中逐渐被

形塑为一种特殊的侵权案件类型[16]，而前文所探

讨的独特而渐趋成熟的家暴事实证明规则无疑会

助力家暴侵权案件走向类型化，并最终成为此类侵

权案件裁判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中国《反家暴法》在保护家暴受害人方

面的努力为确立家暴损害赔偿的自由诉权提供了

非常必要且重要的保障，我们已有条件探索家暴损

害多路径救济模式。在实践层面，家暴损害赔偿请

求权的行使与裁判必须将确保家暴受害人的人身

安全纳入考量，将制度资源转化为现实权益。这意

味着，家暴受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必须充分评估特

定时空下行使损害赔偿诉权所面临的风险，并采取

必要的措施(包括《反家暴法》提供的人身保护令

机制)防止施暴方的进一步伤害。人民法院在受理

和裁判此类案件时，则应向当事人充分释明评估和

防范家暴风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确保当事人依

法获得相应的保护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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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允救济 

将家庭暴力损害赔偿与婚姻关系解除之间的

制度性纽带松绑之后，还需运用高超的司法技术处

理夫妻财产公平分割与家庭暴力损害赔偿之间的

关系。两者都是对财产权益的处理，但两者的法律

依据与法律性质具有明显差异：财产分割是在离婚

之际改变夫妻对婚姻财产的共同共有状态，依据夫

妻财产制度和夫妻财产分割原则对这部分财产重

新划分权属及分割利益，使原共有者的财产权益在

分别所有的情形下达致均衡，从当事人的视角来说

是从共有财产中取回自己的份额；损害赔偿则是对

夫与妻之间发生的侵权损害后果予以救济，依据民

事法律规范、侵权法律规范或婚姻法律规范令加害

方通过多种民事责任形式(通常表现为财产责任但

并不局限于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加害方履行此

种损害赔偿责任的财产应为其个人财产，从当事人

的视角来说是对曾经发生的伤害或损害加以弥补。

也有学者指出，财产分割不与当事人过错挂钩，而

离婚损害赔偿则与当事人的过错联系紧密[17]。自

制度功能本身而言，此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于

那些无法进入损害赔偿救济程序而又确实违背配

偶义务损害夫妻关系的过错，在财产分割中是可以

适当考虑的。因为夫妻法律关系本就包含人身和财

产两个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婚姻中的过错既可视为

侵权也可视为“违约”，侵权诉讼所不能救济的，

应可通过离婚财产分割时对婚姻过错方适当少分

财产这种“违约”惩罚来予以救济。 

但无论如何，一方主体不能基于同一原因既在

财产分割中获益又在侵权赔偿中获益，因为民事损

害赔偿的制度功能仅在于弥补损害，通过损害赔偿

机制获得溢出损害之外的收益与该制度的宗旨相

悖。从赔偿请求权竞合的权利实践来说，当事人在

起诉之前就必须选择诉由，一旦选定即使未获赔偿

或赔偿不足，也不能再主张适用另一种请求权对同

一损害进行救济[18]，因为民事诉讼法的原则之一

即是一事不再理[19]。这种责任竞合的限制对司法

裁判也提出相应的要求，即，涉家暴离婚诉讼的裁

判应着意区分夫妻财产分割与家暴损害赔偿。在司

法审判实践中，可通过对财产分割与损害赔偿的顺

位、因素等进行区分和安排以避免对同一损害重复

赔偿。一般而言，财产分割在先，损害赔偿在后，

如此可确保加害方以其个人财产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分割共同财产时，须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考虑

多种因素，如财产取得时间、财产来源、财产性质、

财产用途、婚姻存续期间、子女成长所需等，但夫

妻间的侵权损害赔偿问题应单独考量。相关裁判文

书(无论是判决书还是调解书)亦应详细列明夫妻

共同财产分割状况和家暴损害赔偿责任，以及两项

裁判各自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或当事人之间的协

议。如此，则财产得以分割、损害得以平复，离婚

事件真正成为当事人理性解除婚姻关系、彻底解决

彼此争端的有效法律路径。 

五、结语 

涉家暴离婚案件的处理既包含对离婚诉求的

回应，也包含对家庭暴力的惩戒，关乎《婚姻法》

与《反家暴法》的衔接适用。两法虽已分别规定发

布保护令、解除婚姻关系、支持损害赔偿等多种救

济手段，但缺乏整体性的制度建构和规范协调，不

足以打破旧有司法惯性，亦不足以指引具体诉讼实

践。当此之际，司法裁判机关应综合运用多种法律

理念、法律逻辑和司法技巧，在家庭暴力的证明、

离婚诉求的裁判、损害赔偿的落实等方面充分而积

极地发挥现行法律规范的效用并参与探索未来制

度层面的创新与构建。 

[参考文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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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7 年第 6 期第 106-115 页

送养人资格探析 

2018-01-17 家事法研究中心 

https://mp.weixin.qq.com/s/07DN8Ai-3C6CP7INNy5eEQ 

在收养法律制度中，出于对被收养人权益的保

护，除了要明确规定收养人应当满足的条件，还应

当严格限制送养人资格，明确送养人送养未成年人

时应当取得相关人的同意，同时对送养后能否进行

探视加以规定。文章通过比较美国、英国、瑞士、

德国、法国的送养人制度，提出了完善我国送养人

制度的思考。 

一、送养人主体 

我国《收养法》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四类送

养人主体。首先在第五条规定了三类：“下列公民、

组织可以作送养人：（一）孤儿的监护人；（二）社

会福利机构；（三）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

父母。”然后在在十二条又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

均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该未成年人的监护

人不得将其送养，但父母对该未成年人有严重危害

可能的除外。”所以父母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未

成年人的监护人是有条件的第四类送养人主体。 

美国等其他国家并没有向我国一样将送养人

主体例举出来，但是从具体的法律规定来看，也大

体上包括生父母、社会福利机构等。 

二、送养前的同意 

对于送养的条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借收养

子女之名买卖儿童的做法都做出了禁止性规定。我

国《收养法》第十九条还规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

度：“送养人不得以送养子女为理由违反计划生育

的规定再生育子女”。 

送养的条件中的“送养前的同意”值得深入探

讨。因为征得同意而进行收养，这“不仅对无家可

归的儿童具有重要的法律、经济、社会和心理学上

的好处，而且对不能为自己子女提供良好照顾的父

母、对希望找照料子女的无子女的成年公民以及对

就未成年人的福利负有最终责任的政府部门同样

具有积极意义。”[1]对于送养人而言，取得与被送

养人相关的人的同意是收养关系成立的必备要件，

因此，我国和其他国家都对同意的主体、形式、免

除、撤回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一）同意的主体 

我国《收养法》第十条规定了生父母的送养同

意：“生父母送养子女，除一方不明或者查找不到

外，需要共同送养。”第十三条规定了对孤儿负有

抚养义务的人的送养同意：“监护人送养未成年孤

儿的，须征得有抚养义务的人同意。有抚养义务的

人不同意送养、监护人不愿意继续履行监护职责的，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变更

监护人。”第十八条间接规定了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同意：“配偶一方死亡，另一方送养未成年子女的，

死亡一方的父母有优先抚养的权利。” 

美国、瑞士和德国则规定了生父母的同意为收

养关系成立之必备要件。美国法规定，生父母对其

子女的送养必须一致同意，除非一方的父母权利因

该方的不适当行为被剥夺[1]；《瑞士民法典》第

265a 条规定，收养，须取得被收养人的生父母的

同意[2]；《德国民法典》第 1747 条规定，收养子

女需要得到父母的允许、第 1748 条规定了家事法

院代替父母一方的允许：“父母一方长期严重违背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jY2MDE1OQ==&mid=2247484196&idx=1&sn=e7aef48e0880ac3c749a26e228fb657e&chksm=ea2204f4dd558de228d9f7466efa3cf0743cefdd56437958c1484b11d63973c4235085cdb335&mpshare=1&scene=1&srcid=0117wHJTEYS7DkmjXD6SaQV9&key=cdd0d222300eca7e7ecf886a27e6f88a6321200d62389635500c1b4bb886e5ae1da8e8b9ec8de73100162eb0cee8840d3d49605e6c07eecad5ec76810586809566c9226c0dd09740ed4838a03df6f110&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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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子女的义务或者其行为表明其对子女漠不关

心的，并且不收养将会对子女过于不利的，家事法

院应当依子女的申请代替其允许，除此之外，父母

一方因特别严重的精神疾病或特别严重的精神或

者心理障碍长期不能照料和教育子女，并且子女在

不收养时将不会在家庭环境中成长，由此在其发展

方面将会受到严重危害的，可以代替其允许。”[3] 

《法国民法典》则对生父母、家事法院和亲属

会议的同意分别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第 348 条：“在

儿童已对父母双方确立亲子关系的情况下，送养应

当经父母双方同意。如父母一方去世或者不能表示

自己的意思、丧失亲权或者儿童仅对父母一方确认

亲子关系，由一方同意送养即可。”第 348-2 条：

“儿童的父母均已死亡、处于不能表达自己意思的

状态、双方均丧失亲权或者儿童没有确立亲子关系

的，由亲属会议听取实际照管儿童的人的意见之后

对其送养表示同意。”第 348 条-5 条：“除收养人

与被收养人之间有包括第六等亲在内地的血亲或

姻亲关系之外，只有在儿童已经实际交由社会援助

儿童机构或‘经批准的收养事务机构’的情况下，

始能有效同意收养不满 2 周岁的儿童。”第 349 条：

“国家收容的弃儿，在其父母并未同意送养时，得

由该弃儿家庭的亲属会议同意送养。”[4] 

（二）同意的形式和期限 

大多数国家要求送养的同意应当采取书面形

式，而对同意的期限则有不同的规定。 

我国在《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管理办法》第六条

规定：“送养人应当向收养登记机关提交下列证件

和证明材料：（二）收养法规定送养时应当征得其

他有抚养义务的人同意的，并提交其他有抚养义务

的人同意送养的书面意见。”我国对同意的期限未

作规定。 

美国法规定，送养同意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

可以要求公证。为避免有人借机买卖儿童，许多州

要求除非一项同意系由许可的收养机构做出，否则

必须在同意中明确收养人的身份，不过大多数州只

承认子女出身后做出的同意合法，至于该等待期，

短的在出生后的 12 小时内，长的则在出生后 15

天。在收养同意的形式和时间方面规定得如此严密，

旨在平衡做出同意的父母一方的成熟意见与最终

的重要利益。 

《瑞士民法典》第 265a 条后半段规定了同意

的形式：“须向生父母或子女的住所或暂时居所地

的儿童保护机构，口头或书面表示之，并须被记录

在案。同意，虽在将来的收养人未被指定或尚未确

定时作出者，亦为有效。”第 265b 条规定了同意的

时间：“子女出生未满六星期者，不得做出同意被

收养的表示。同意被收养的表示，得在做出同意后

六星期内，撤回之。撤回同意后又表示同意者，其

同意，为终局的同意。” 

《德国民法典》第 1750 条规定了允许的表示：

“表示需作成公证书，允许在到达家事法院时发生

效力。给予允许不得附带条件或者期限。允许不得

由代理人给予。允许人在行为能力上受限制的，其

允许不需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法国民法典》348-3 条规定：“同意送养，

向做出该种意思表示的人的住所地或者居所地的

初审法院（1995 年 2 月 8 日第 95-125 号法律）‘首

席书记员’提出，或者向法国或外国公证人或法国

外交或领事人提出。在儿童已交由‘社会援助儿童

机构’照管时，即可由该机构接收对送养该儿童表

示的同意。”对于同意的期限同样没有做出规定。 

（三）同意的免除 

我国《收养法》没有明确列举同意免除的情形，

但是我们可以从第十条、第十二条和第十八条规定

的例外情况中归纳出以下几种情形为生父母同意

的免除：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生父母对未成年子

女有严重危害的；生父母一方下落不明或查找不到

的；配偶一方死亡的。 

美国法上免除送养同意的唯一情况是对成年

人（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获得成年被收养人的同意）

和非婚生子女的收养。就后者而言，联邦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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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某些未婚父亲的父母权将在收养成立后消灭，

该收养无须证明他们不适合担任监护人，也无须征

得他们的同意。 

《瑞士民法典》第 265c 条规定了无须同意的

情形：“生父母为谁不可知，或者生父母长期不知

所踪或为继续性无判断能力人者；生父母未认真照

护其子女者。” 

《德国民法典》第 1748 条规定了“允许的代

替”，也就是可以代替的情形为同意的免除情形，

详见上述同意的主体中的内容。 

《法国民法典》第 348-6 条规定：“在父母不

完全照管子女，危害到子女的身心健康的情况下，

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仍拒绝将子女交给他人收养时，

如法院认为此种拒绝完全是一种滥权行为，得宣告

送养。" 

（四）同意的撤回 

有些国家规定了送养同意的撤回和撤销送养

的诉讼，有些国家明确规定送养同意不得撤回，有

些国家对此则没有规定。 

《法国民法典》（1996 年 7 月 5 日第 96-604

号法律）规定对送养已表示的同意，得在 2 个月期

间内撤回。撤回依表示的同意，应当用挂号信并要

求回执向接受此项同意表示的人或者机构提出。依

请求，甚至依口头提出的请求，将儿童交还其父母，

亦等于撤回原已表示的同意的证据。即使在同意送

养之后（同上）“2 个月”期限届满没有撤回同意，

只要儿童尚未因收养而得到安置，父母仍可请求将

儿童送还，如已接纳儿童的人拒绝将儿童送还，父

母得向法院提出请求，法院根儿童的利益，裁判是

否有必要判令送还儿童。 

《瑞士民法典》第 269 条规定了无法定理由而

未取得同意者，有同意的人权利的得向法院提起撤

销收养的诉讼，但撤销会严重影响子女利益者，不

在此限。 

《德国民法典》第 1750 条规定允许不得撤回。 

我国、英国和美国对此没有规定。 

三、送养后的探视 

对于送养后送养人是否可以探视被送养人，不

同的国家有不同规定。规定允许送养人探视，是出

于监督被送养人生活状况的目的，同时可以满足被

送养人情感的需要；规定不允许送养人探视则认为，

送养成立后被送养人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应当消灭，

才更有利于被送养人的身心健康与收养家庭的和

谐关系 

（一）可探视 

英国法规定了可探视的收养。在最初，英国的

收养也是封闭式的，他们也一度认为对被收养的未

成年人而言，最好与其家庭永久的切断联系。但是

根据社会服务检查团的调查，发现在特殊情形中，

探视对孩子更为有利。所以在孩子被安置收养前，

安置机构会对当事人与孩子的探视问题进行讨论，

并决定探视可能采取的方式，如果认为探视对孩子

有利，也并非必须采取直接探视的方式，可以要求

进行间接探视，例如定期汇报孩子的情况等。[5] 

在美国有十多个州允许公开收养，在此情况下，

在生父母同意收养的同时，保留在收养后以“原父

母”身份探视子女的权利。 

（二）不可探视 

《瑞士民法典》规定：“未经养父母同意，不

得告知养子女的生父母谁为养父母。这样的规定，

也就从另一方面对探视权做了否定性的规定。”对

于收养后的监督，则由联邦负责。 

《德国民法典》第 1751 条规定父母一方的亲

权，自其允许收养时起停止；不得行使与子女进行

个人交往的权利。1758 条规定禁止公开和探询：

不经收养人和子女同意，不得公开或者探询适合于

暴露收养及其情况的事实，但因公共利益之特别理

由而有此需要的，不在此限。 

目前我国没有对送养人是否可以探视被送养

人进行规定，有学者也曾呼吁建立送养人探视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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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加强监督。[6]  

四、完善我国送养人制度的思考 

从上述的对比和分析来看，我国送养人制度还

需对送养前的同意和送养后的探视加以完善。 

（一）明确同意送养、撤销送养的期限 

在送养前的同意方面，应当明确规定同意做出

的时间和期限，如果在婴儿未出生时就做出了同意

送养的表示，就很难排除买卖儿童的嫌疑。而如果

超过一定期限，享有送养同意权的人未做出同意的

表示，则应当视为其拒绝同意，收养就不能继续进

行。另外，应当在《收养法》中明确规定撤回送养

同意以及撤销送养的期限，赋予类似因为有特殊困

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无奈将子女送养，在特定

时间内反悔的权利。这是因为收养是要改变原有身

份关系的行为，事关三方主体，而上述情形是比较

容易发生的，所以应当尽可能地考虑现实生活中的

可能性，以提供必要的法律救济。但是我国《收养

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解除收养关系，养子女年满

十周岁以上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因此，送养

的撤回，也应当征得年满 10 周岁的被送养人的同

意。 

（二）建立探视权制度 

在送养后的探视方面，本文认为，无论是否规

定探视，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从被送养人的利益

出发，我国应当对送养人的探视权加以规定，只是

这项权利的行使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首先，探视

权既然是一项权利，那么送养人就有权行使权利和

放弃权利，如果送养人放弃这项权利的话，那么法

律也不强制其行使。 

其次，因为权利的行使应当以不侵犯他人的合

法权利为限，如果送养人选择行使探视权，就应当

取得被送养人和收养人的同意。根据被送养人的年

龄，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被送养人为年满

10 周岁的未成年人时，送养人行使探视权要询问

该被送养人的意愿。因为我国《收养法》第十一条

规定“收养年满十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应当征得

被收养人的同意。”法律上认为年满 10 周岁的未成

年人对是否愿意被送养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那么

也就应该相信其对于能否被探视做出合理的判断，

因此，送养人行使探视权也应当征得被送养人的同

意。二是被送养人为未满 10 周岁的未成年人，送

养人行使探视权应当询问收养人的意愿。因为收养

关系的建立及走向取决于收养人希望与被送养人

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如果收养人觉得送养人探视

被送养人更有利于被送养人的成长，有利于家庭关

系的和谐，就可以选择同意送养人来探视被送养人。 

再次，是否行使探视权、如何行使探视权都应

当在收养协议中体现出来作为处理纠纷的依据。最

后，探视权的目的更多的在于满足收养关心主体情

感上的需要，它的监督功能是次要的，送养后的监

督责任应该由相关部门来承担。至于我国相关法律

的规定是否健全，以及现实中的监督是否到位，则

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在收养制度中无论是送养前的同意还是送养

后的探视，其目的都是从被送养人的的最大利益出

发，为其提供一个更加健康舒适的成长环境，以维

护社会秩序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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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排版 | 朱自文

打到全国人大的那场“官司”有了下文：听 

专家第一时间解读“夫妻债务”司法解释！ 

原创 2018-01-17 中国妇女报  王春霞 田珊檑 

http://mp.weixin.qq.com/s/xpc6uWn-By0E2Wzeg_AdoQ 

中国妇女报 12 月 24 日推送了《“官司”打到

了全国人大！存争议的婚姻法“第二十四条”问题

有望得到解决》，今天这场打到全国人大的官司终

于有了下文。 

 

今天（1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

布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

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解释》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 

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的“共债共签”原

则； 

明确夫妻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

为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所负债务原则上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举

证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

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为了让大家深入浅出地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

的解释》，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专访了多位

婚姻法学界知名专家为大家解读。 

一起来看。 

一、解释第一条将“共债共签”作为夫

妻共同债务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有哪些积

极意义？适用“双方合意”应具备哪些条

件？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 夏吟兰： 

《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将双方合意作为认定夫

妻共同债务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根据这一规定，

夫妻双方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双方基于共同意思表示就是指的夫妻双

方对共同举债达成了意思表示的一致，双方均同意

借债，形成双方合意。  

在适用共同财产制度的国家中有许多国家明

确规定双方合意是确认夫妻共同债务的重要考量

因素之一。《解释》增加“双方合意”作为认定夫

妻共同债务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是夫妻共同财产

制的应有之义，而且与我国婚姻法的规定以及相关

司法解释的规定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达到了

对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补充完善的目的。夫妻非因

日常家庭生活的需要而举债时，须以双方达成共同

意思表示为前提，这体现了夫妻在家庭中享有平等

的权利，是宪法男女平等原则在婚姻家庭法中的体

现。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AzNjYwNw==&mid=2652529223&idx=1&sn=2da6cbe528c14bd25341ed18d1d81208&chksm=8bd14597bca6cc814a41227729ba9a095acb43d2ed8572efdefd27ff62d1af33c7de8ec4e22b&mpshare=1&scene=1&srcid=0117bWfqexwqZ2iSyq4vF0jq&key=dbb498aa40f6eb059cca30402e3200b25a248c29556ed1a28285d3abc49b9cda74e91e0310d474f73a0579612907749edf38f7ab3af68b15857fec0983350155b201a5fc3ff99800aecf11e9dea3b4d4&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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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双方就共同举债所达成的一致的意思表

示应当符合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要

件，根据民法总则第 143 条及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应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双方具有夫妻身份。夫妻共同债务以婚

姻关系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原则上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即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之后，未解除婚姻关系

之前所达成的关于夫妻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才能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属于一般共同债务； 

第二，双方均应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确

定双方是否达成举债的共同意思时，应当注意保护

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非举债一方的权益，

确定行为能力的时间应当以签字或作出追认意思

表示当时的精神状态为准； 

第三，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没有违反法律法规

或者是公序良俗的行为。任何一方不得以欺诈、胁

迫等行为诱骗、迫使他方签字或追认以一方名义所

欠的债务。 

二、《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了日常

家事代理权，明确夫妻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如何评价

《解释》对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规定？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

学法学院教授 马忆南： 

夫妻互享日常家事代理权，这是夫妻身份的法

律效力之一。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确定了在日常家

事范围内夫妻的法定代理权和连带责任，为交易中

第三方的利益的保护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依据。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行使一般认为以日常家事

为限，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出现紧急情况而配偶不

在家，或者婚丧嫁娶时也可以得到相应扩张。 

各国民法一般认为，夫妻在行使日常家事代理

权时不得超越日常家事的范围，一旦超越，无论是

质的超越（例如与第三人约定不属于日常家事的事

项），还是量的超越（如购入物品的数量、价格与

夫妻共同生活程度不适应），对于超越范围的事项，

由越权代理人自负其责，即个人以其特有财产或者

分别财产负责。 

虽然我国婚姻法尚未明确规定夫妻日常家事

代理权，但依据婚姻法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的法理

和外国立法例，最高人民法院此次新出台的司法解

释，将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是完全正确的。 

三、《解释》第三条规定了夫妻一方以

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

的性质认定及举证责任。如何评价？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

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薛宁兰： 

《解释》第 3 条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性质认定及举证责任，

作出不同以往的解释。 

本条包含两层意思： 

首先，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所负债务，一般情况下是举债配偶一方的个人

债务。这与《解释》第 2 条以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为

限确立一方对外举债性质的标准相一致，也明确了

人民法院的立场和态度，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理

此类案件提供了明确统一的标准。 

其次，通过确立举证责任，为债权人主张权利

提供救济途径。这其中隐含着对此类债务定性的次

级标准，即：法院如果将此类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

债务的话，应当考量债务的用途或者考察夫妻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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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共同的意思表示。表面上看，本条似乎加重

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它为债权人主张权利

提供了司法救济途径。 

总之，新解释第 3 条既明确夫妻一方超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原则定性，又从实际出发

确立三种例外情形，通过将举证责任合理分配给债

权人，对其权益予以相应保护。 

四、《解释》没有就夫妻共同债务作出

新的全面系统规定，夫妻共同债务还需要如

何进一步完善？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女子学院

党委书记 李明舜： 

婚姻家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法律、道

德、习惯等各种力量来共同维系。夫妻共同债务问

题的解决涉及立法的完善和司法审判的改进，不可

能通过一个司法解释毕其功于一役。期待正在编纂

中的婚姻家庭编能够在汲取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借鉴国外立法例，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

夫妻财产制度，以服务和保障婚姻家庭的稳定和幸

福。 

夏吟兰： 

司法解释的权限不是建构制度，而是针对司法

实践中对现有法律规定不明确的具体问题进行解

释，提出法官执法的具体方法与措施。完善夫妻共

同债务制度应当作为编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时修

改补充的重要内容。 

婚姻法司法解释争议：夫妻共同债务该如何认定？ 

2018-01-17  财经  马忆南 

https://news.caijingmobile.com/article/detail/347724?source_id=40 

今日新华社受权发布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审理

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就当前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

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此文发表之际，正赶上该司法解释出台，因

其所述法理对读者理解本次司法解释有较高参考

价值，故此推荐，以飨读者。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既涉及债权人，又与举债

人配偶的利益相关，设置合理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

规则，有利于保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

会稳定。 

《婚姻法》第41条和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

干具体意见》第 17条，确立了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的标准为：所欠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经夫妻双

方合意。 

2003 年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二）》，其

中第 24条（下称“第 24条”）确立夫妻共同债务

以时间为标准的推定规则。 

根据该条，除夫妻一方能够举证证明债权人与

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夫妻双方实行约定

财产制且债权人事先知道该约定的以外，债权人就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

主张权利的，一律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实质是

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为原则，个人债务为例外。 

该规定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前确立的“以债

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过夫妻双方合意为

标准的”认定规则。 

《司法解释（二）》实施后，有些法院在处理

夫妻共同债务案件时直接适用该条而忽略婚姻法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MzU1Nzc1OA==&mid=2247483759&idx=1&sn=140b0776523baa491e51740f31be573a&chksm=fbf04afecc87c3e8941dec021b54cb547c19f237bfc2fc355264c868354b58b015b061d0042b&mpshare=1&scene=1&srcid=0117uWk5JIuyY44DZpUiZ18G&key=cdd0d222300eca7e98cbf920e85667e27b1e11445c2f595ac99431c05f550e014f1e41f7201543908d50a2b87b24ec72702999f798e529748acf11c7cf88cfc90359dd9694f6242df9cb566a4d029a29&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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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原则和其他相关条文，造成案件审判的偏差。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被司法解释打乱 

第 24条的规定存在理论瑕疵，并在适用中产

生问题： 

一，不合理地加重非举债配偶的证明责任，将

非举债配偶置于不利地位。根据《司法解释（二）》

第 24条时间推定规则，对共同债务的认定存在两

个例外，即夫妻一方能够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

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

且债权人事先知道该约定。 

此举证责任对未举债配偶一方过重：第一，债

权人为维护自身利益，减少风险，与债务人明确约

定为个人债务的概率较小。即使约定为个人债务，

因配偶一方未参与该债务关系，也未必知晓此约定，

更难以证明；第二，现实夫妻约定分别财产制的情

况很少。再者，夫妻间的财产约定无须公示，有较

强内部性，债权人难以知晓具体情况，且当发生争

议时，债权人为保证债权实现，举债一方为减轻债

务，一般不会提供相应证据。而举债方配偶缺少收

集此证据的途径，往往因举证不够而承担连带责任，

造成不公。 

二，过于重视交易安全而忽视婚姻安全。第

24 条的时间推定规则，在债权人和未举债配偶的

利益衡量中过度倾向债权人，这极大增加婚姻风险，

使未举债配偶可能在未参与、不知情下背负巨额债

务，也易诱发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伪造债务，损

害未举债方配偶合法权益的情况。 

三，女性合法权益受到影响，有违实质公平。

第 24条推定规则形式上对男女两性平等对待，但

不等于实质上平等。即使忽略男女在社会分工、家

庭角色、文化心理等差异，其实施效果也会产生性

别差异。据调查，夫妻债务纠纷案中丈夫一方对外

借债，法院最后根据第 24条直接认定夫妻共同债

务的情况居多，最终导致该规则在执行中产生不利

于女性的后果。 

四，超越日常家庭事务代理的合理范围。各国

法律均承认夫妻在日常家庭事务范围内一方以个

人名义所负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日常家事

代理权设置目的是为夫妻关系共同生活提供所需

便利，其仅限日常家事不得超越。第 24条以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其可

能使明显超越的债务被错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构

成对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滥用。 

自《司法解释（二）》出台，第 24条引起强烈

社会反响，也带来诸多不利，最高法院和各地高级

法院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补救，但总体效果并不明

显。 

2017年 2月，最高法院出台《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

规定》及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

关问题的通知》，在第 24条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款，

规定第三人对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以

及夫妻一方因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

务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该规定对第 24条中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并

无实质性变更或补充，从一般法理看，虚构之债和

非法之债本不受法律保护。 

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等高级法院以“通知”、

“意见”、“答复”等形式对第 24 条规定夫妻共同

债务认定规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规定处理有

关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时，除第 24条外还需考虑

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否符合夫妻双方合

意、是否有利于夫妻的共同利益等因素。但因规范

的效力等级较低，司法实践中得不到有效应用。 

“两步走”策略消除不利影响 

要解决上述问题，应当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类

型化处理，下列债务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经夫妻

双方约定所负的债务（包括双方共同签字或一方签

字另一方事后追认所负的债务）；夫妻因共同生活

所负债务（除一方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所负债务外，

大额债务需经过夫妻双方同意。对大额的认定，应

结合一般社会标准、生活经验、当地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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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的家庭经济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夫妻共

同经营所负债务，或一方为家庭生活进行经营或经

营所得收益由夫妻双方实际享有所负债务；夫妻因

共同财产的维护所负债务；5.夫妻因共同侵权或因

共同的被监护人侵权所负债务。 

以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符合当事人意

思自治和债的基本原则，符合权利义务的统一，有

利于平衡债权人和未举债配偶一方的合法权益。 

下列债务应属于夫妻一方的债务：夫妻一方婚

前所负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自己

名义负担的合同之债，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夫妻一

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引起的侵权之债；其他应由

个人承担的债务。 

解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问题，应采取

“两步走”策略。 

第一步，最高法院制定的新夫妻债务问题司法

解释，应尽可能详细规定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标准，

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并

废除第 24条。同时，最高法院还可发布相关指导

性案例，明晰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进一步消除第

24 条的影响。 

第二步，从根本改变现行法律规范的不当之处，

制定合理的法律规范，需通过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

制定完成。现距离 2020年民法典颁布还有两年多。 

根据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

定》第 7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各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指导案例具

有指导法院裁判的作用，下级法院可作为裁判说理

的依据。 

法院还应加大对债务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

司法实践中，存在夫妻一方借债用于赌博、吸毒等

违法犯罪活动，或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伪造债务

的情况。法院在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案件时，应

对债务真实性、合法性进行细致审查，对非法债务

不予保护，同时对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伪造债务

进行虚假诉讼施行罚款、拘留等措施。 

最高法院应正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存在

的问题，积极组织对下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审

判人员的培训，使下级法院掌握处理涉及夫妻共同

债务案件的法律精神和原则。 

今后，审理类似案件时，不是简单适用某个条

文，而是结合债务是否经过夫妻双方合意、是否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等因素，综合具体的借款金额、当

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交易习惯、债权人的审慎程

度、债务人的还债能力和基本生存情况等事实，对

案件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断，对债权人和举债配偶、

未举债配偶的利益做出相对公正的平衡。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

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编辑：王敬恺） 

最高法明确“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 

这下清楚多了 | 新京报快评 

原创 2018-01-17 新京报评论  欧阳晨雨 

http://mp.weixin.qq.com/s/LNqO4N0G7DwXnJxbDYCYRw 

婚姻法司法解释第 24条又“修”了。针对司

法实践中出现的涉夫妻共同债务的新问题、新情况，

1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

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标准更具体，界限更清楚 

从法律的角度看，当一对夫妻的婚姻关系面临

解除，相应的，双方的财产关系等也应作出厘清和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MxNjQzMA==&mid=2650663423&idx=1&sn=265c23c92511f57e9cf6439bed4af24e&chksm=875aa1deb02d28c80811d1abee81f278319487ab3aa8b4e852e72be93693dfa05a9a6501bf0f&mpshare=1&scene=1&srcid=0117bYiI92sHrZZjSXneBq2H&key=cf5e006f4a3611a33fe76a76130c546ad0b57adfdb7f21f28737b90fc2d402bbf186589ff85e0016d76b7b7d6159f0bd6d85d327e33e878b1a048b750a3b3d0ddd3c83e55953c30831d06c03dbad01ff&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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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别，其中的一个重点便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但现实生活远比法条复杂，如何具体判断，始终是

个司法实务难题。 

根据最新司法解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作为界定“夫妻共同

债务”的标准，意味着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标准，

乃至人们生活常识的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将排除

于司法认定范围，而这也有利于审判操作。 

审视原婚姻法司法解释第 24 条，之所以长久

陷入争议，是因为“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

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

妻共同债务处理”的条款，虽有利于防范夫妻串通，

进而损害第三人权益，但简单地将以个人名义所负

债务作为夫妻共同债务，也埋下了“恶意举债”“违

法欠债”的定时炸弹。 

最新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

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

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一规定的意

义在于，将“共同意思表示”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

要件。基于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排除了一方以欺

诈、胁迫等行为诱骗、迫使他方签字或追认以一方

名义所欠的债务，也包括了违反法律法规的举债，

意味着“恶意举债”“违法欠债”将难以得到司法

认定。 

▲最高法司法解释。图片来自最高法新闻传媒总社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更科学 

最新司法解释的亮点，还在于对共同债务举证

责任的合理分配。 

在现实中，如何证明第三人“虚构债务”、夫

妻一方“违法债务”，对于“非举债方”并不容易。

在法庭审查债务过程中，如果债务人配偶没有证据，

多有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事实上，对于很多

债务的“来龙去脉”，只有举债的夫妻一方，以及

债权人最清楚。如果硬性规定让另一方承担举证责

任，难以体现法律公平。 

按照最新司法解释，在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范围

内，明确了夫妻另一方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

任；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认定该债务是否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债权人证明“债务用于夫妻

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

意思表示”。 

这种举证责任的明确，比起要求“非举债方”

“独立承担”更加科学合理。 

▲最高法司法解释。图片来自最高法新闻传媒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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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调整无关干涉私域，意在保障权利 

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没有稳定的婚姻家庭，

社会将付出高昂的成本。是以，现代法治国家对婚

姻家庭立法的重视，以及付出的努力，要远超一般

社会立法。 

审视最新司法解释的作出，距离 2017年 2月

28 日最高法公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还不满

一年。密集出台的司法解释，说明了司法机关对婚

姻家庭的重视，也投射出相关领域立法的不足。 

诚然，我国最高司法审判机关被赋予制定司法

解释的权力，这种颇为特殊的规范，能在不动用立

法资源的情形下，立足原有立法精神，在一定程度

上弥合法律真空，快速跟上时代步伐。但从本质上

看，这种“准立法”手段，毕竟不是真正的立法，

只能归为一种“应急措施”。 

而从深处看，司法之于家庭，其义不在干涉，

而是在于保障家庭成员各自的权利，明确各自的义

务。司法具体条款的变动或者说具体解释的变更，

只是对应着家庭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调整，是

用来守护底线和边界的。本质上，家庭事务还是一

种私人活动，其牵扯的更多是人情和道德。 

也正因此，如何尽可能地实现第 24条与现实

生活“完美结合”，恐怕不仅需要司法解释发力，

也需要立法的更多努力。 

欧阳晨雨（学者） 

成年监护制度如何保障被监护人的自由意志？| 前沿 

原创 2018-01-17 中国民商法律网  罗  骜 

http://mp.weixin.qq.com/s/sANgD1bEQcAveitWwz0seg 

随着老龄化、残疾人平权等潮流的发展，本就

运转不灵的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宣告制度面临新

的挑战。对于如何构建有效的成年监护制度，吉林

大学法学院李国强教授在《论行为能力制度和新型

成年监护制度的协调》一文中，通过详细考察现有

制度运行情况及比较法上制度设计，做出了回应。 

一、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宣告制度难堪重任 

传统民法将心智能力不健全的成年人依据条

件宣告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但德国

（1990）、法国（1968）、日本（1999）、韩国（2011）

及我国台湾地区（2009）已先后大幅修改或废除成

年人行为能力欠缺宣告制度。依据原文作者对相关

案例的研究，我国的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宣告制度

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闲置。综合看来，该制度的修改

或废除有如下理由： 

第一，制度固有缺陷不适应老龄化冲击。未成

年人的心智不成熟程度大体相当，而成年人判断能

力却随个体差异、交易场合而千差万别，程度亦多

种多样（如间歇性精神障碍）。传统的成年人行为

能力制度无视具体差异，又因宣告的强烈公示色彩

侵犯隐私而受到适格者排斥。 

尤其老年人的心智下降是一个缓慢递减的过

程，判断能力缺失的界限很难框定，老年人较强的

自我表达意识也抗拒对行为能力的剥除。在未来养

老大量依赖社会及国家力量的趋势下，社会也需要

老年人利用残存的判断能力与之交互。 

第二，有违《残疾人权利公约》。依据《残疾

人权利公约》第 12 条，残疾人享有“法律能力

（legal capacity）”，包括“行动或行使权利的能

力（the capacity to act or exercise one’s 

rights）”。具体而言，实现此种能力要求保留残疾

人首要决策者的地位，他人仅协助完成自主意思的

表达，以此最大限度实现个人自由。 

二、建立以协助决策为核心的新型成年监护制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EzMjMwNg==&mid=2651905705&idx=2&sn=8edb06d0cc2a51a701fd48d5fd550ada&chksm=845c5d54b32bd4424bdc15931482c34557d1218e15e0af8a7d8a79a689c96f29f758b2754e41&mpshare=1&scene=1&srcid=0117ymZDqaLZMOZz4L5PzrHa&key=cdd0d222300eca7e5c10077a34587936b9098ff998bd986e586479f621efa343a453dc326f1b7bb888df201f4067de708c9bf89af116963a06718ab694f2f12dd3258904ae9bc9a2a2e1f95c5ead7216&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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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在简单类型化的成年人行为能力区分下，传统

的成年监护制度属于替代决策模式，过度重视财产

关系，重在事前的保护，对被监护人的意思自治保

障不足。对于老年人、残疾人等更广泛意义上的“成

年障碍者”（见于梁慧星教授主编之民法典草案建

议稿），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才是他们最需要法

律保护的方面。在未来应建立的协助决策型成年监

护制度下，所有成年人都具有行为能力，监护人只

能帮助被监护人完成法律行为，不能替代为意思表

示，提供的是事中的帮助。具体而言，二者的转换

需要： 

第一，扩张成年监护制度适用对象范围。《民

法总则》第 24条所确定的成年行为能力欠缺者范

围较以往有所扩大，但尚有不足。该范围不应局限

于精神障碍者，智力障碍者和身体障碍者同样需要

纳入成年监护制度适用对象。 

第二，完善监护内容。《民法总则》第 33条所

确定的意定监护制度缺乏具备可操作性的内容。立

法应当对当事人之间协商办法、协商结果进行登记

或公证、对监护人的监督方式等问题作出规定，原

则上确定意定监护优于法定监护。 

第三，改变监护人选任机制并规定监护监督人。

立法应确立监护人选任的申请主义，设定申请顺位，

由法院在个案中指定监护人，以此鼓励亲属之外的

人担任监护人。在监护人之外，应增设监护监督人，

让符合监护人条件的多数亲属区分不同职责、层层

监督。最后，公权力还应对监护监督人进行监督，

对被监护人给予兜底性保护。 

三、通过意思能力规则确定成年被监护人行为

效力 

在新型成年监护制度中，被监护人的自由意志

经由协助决策模式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而保护交易

安全之目的则将通过对意思能力规则的重新解释

实现。所谓意思能力，即反映民事主体在具体交易

场合心智状态的判断标准，具体而言： 

第一，具体判断规则。为与新型成年监护制度

相适应，未来的法律行为制度应当推定：成年人的

法律行为不因欠缺意思能力而无效，在具体交易场

合证明当事人欠缺意思能力须遵循严格的标准，例

如英国《意思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 第

1条第 2-4款所确立标准。另外，主张无意思能力

方需证明无意思能力之事实为交易各方所应知。 

在明确行为人意思内涵时，判断者需要根据具

体情况判断意思能力有无，不仅要考虑医学鉴定结

果、司法综合衡量，还可借助于交易形式的类型化

规则，如将真实意思固定并反映于文本的各类典型

合同。 

第二，监护人的补正。有监护人的补正意思可

确认法律行为有效，若无补正意思则需要更多证据

认定行为人在具体场合中的意思能力。 

四、民法典编纂中行为能力制度和成年监护制

度的安排 

《民法总则》未废除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宣告

制度，也没有彻底创设新型的成年监护制度。未来

的法典编纂过程中，立法者应废除成年人行为能力

欠缺宣告制度，对成年人不再区分行为能力差别，

或至少参照《德国民法典》104条第 2款及第 105

条第 2款判断“具体行为能力”而非“抽象行为能

力”的做法。在法定监护和意定监护的固有类型外，

立法者可针对特殊情况，如身体障碍者设定特殊的

辅助制度。同时，民法中内容应与《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众多法律相协调。 

具体的体例上，我国立法可借鉴《日本民法典》

经验，在总则编规定成年监护的基本内容，以此于

功能上替代行为能力欠缺宣告制度，表明新型成年

监护制度无需宣告即可对成年人进行帮助和保护。

成年监护的具体条件和程序则可在亲属编（婚姻家

庭编）中规定。 

行为能力及监护制度历史久远，但在老龄化、

残疾人平权等新潮流的冲击下，同样需要法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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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检视方能历久弥新。原文对成年人行为能力欠

缺宣告制度的运行缺陷及外国法上相应制度的修

正过程做了细致梳理，并就新型成年监护制度的构

建提出建议，重新强调了意思能力的重要性，对于

应对老龄化等诸多新问题具有一定实践指导意义，

值得思考。 

供参考的法条： 

1、英国《意思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 第

1条 

The principles： 

(1)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appl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2) A person must be assumed to have capacity 

unless it is established that he lacks capacity. 

(3) A person is not to be treated as unable to make 

a decision unless all practicable steps to help him 

to do so have been taken without success. 

(4) A person is not to be treated as unable to make 

a decision merely because he makes an unwise decision. 

(5) An act done, or decision made, under this Act 

for or on behalf of a person who lacks capacity must 

be done, or made, in his best interests. 

2、《德国民法典》第 104条及第 105 条 

第 104 条 【无行为能力】 

无行能力人为： 

1、未满七周岁者； 

1、因精神错乱不能自由决定其意志者，但按其性质此

种状态仅为暂时性的除外。 

第 105 条 【意思表示的无效】 

(1)无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无效。 

(2)在无意识或者暂时性精神错乱状态时作出的意思

表示无效。 

 

参考文献：李国强：《论行为能力制度和新型成年监护

制度的协调——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制度安

排》，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3 期。 

双方合意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重要条件之一 

2018-01-17 最高人民法院  夏吟兰 

https://mp.weixin.qq.com/s/g0SFVVGZjZe0w4LayNxB0g 

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台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

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明确了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和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平

衡保护了债权人一方和未举债夫妻一方的合法权

益。其中第一条明确，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

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一规定，符合民法总则、婚

姻法、合同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一、增加“双方合意”的缘起 

我国现行婚姻法尚未构建起夫妻共同债务制

度，只是在处理离婚财产分割问题时在第四十一条

提出了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目的推定规则。“离婚

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

2001年起草婚姻法修正案时，经济活动相对简单，

夫妻财产无论是类型、数量还是质量均难以与今日

的夫妻财产状况匹敌，在立法技术上仍然崇尚“宜

粗不宜细”，故对何谓夫妻共同债务未作专门规定。

2003 年针对当时司法实践存在较多的夫妻双方恶

意串通，通过离婚将财产转移给另一方，借以逃避

共同债务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在《婚姻法司法解

释二》的第二十四条中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这一

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一方名义所欠的债

务，原则上都视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夫妻一方能

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

能够证明夫妻双方已约定适用分别财产制。这一规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EwNzYzOQ==&mid=2650502282&idx=2&sn=d971051e6d3b7fa3ece0d4517bcd68de&chksm=872c8792b05b0e84849fa7752e634b4c5af50f7b2bb6574c480cc088f5575a08f46a6f9111e3&mpshare=1&scene=1&srcid=011739yw1EFRLVh78WYecHtL&key=cdd0d222300eca7ebf283951583520c80cba6fce125ad4aa525c491cb7a828e6b42eeb20aeffb8ebbf592c25dcebe37091cd076ce0e3931e02bdc7703960d64b9cf1f7455b34e31039b67e0a53cba370&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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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台后，夫妻双方恶意串通，侵害债权人利益的

情况，得到了有效遏制，达到了保护交易安全和保

护债权人利益的目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

发展，特别是私营企业、个体企业的增加，夫妻财

产内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夫妻债务问题愈加复杂。

夫妻中的一方伪造债务或者与第三人串通伪造虚

假债务，或者非法举债的情况屡见不鲜。夫妻关系

中没有举债的一方，也就是对“以一方名义所欠债

务”毫不知情的一方“被负债”的情况不断出现，

非举债配偶一方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要求

修改完善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呼声渐

高。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

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对司法解释（二）的第二十

四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完善。自 2018年 1月 18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

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该规定将双方合意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重要

条件之一。根据这一规定，夫妻双方基于共同意思

表示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双方基于共同

意思表示就是指的夫妻双方对共同举债达成了意

思表示的一致，双方均同意借债，形成双方合意。

双方对共同举债的合意，可以是在合同上以共同签

字的方式表示，也可以是在一方签订合同后，另一

方以事后通过书面或口头追认的方式表示，也可以

以双方均认可的其他方式表示。 

二、增加“双方合意”的法理分析 

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

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个平等的处理权，既包括

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外转让、赠与、出租、出售等

处分行为，也包括为了家庭日常生活的购买、消费

等管理行为，还应当包括为了共同生活对外举债，

增加共同财产负担的借贷行为。对夫妻享有平等的

处理权的解释，不应仅局限在对共有财产的处分行

为上，还应扩大解释为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

使用权、管理权和知情权。婚姻法司法解释（一）

第十七条对何谓夫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

等的处理权作出过明确的解释：夫或妻在处理夫妻

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

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

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

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

因此，增加“双方合意”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

重要条件之一是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应有之义，而且

与婚姻法的规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一脉

相承，与时俱进的，达到了对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

条补充完善的目的。 

夫妻非因日常家庭生活的需要而举债时，须以

双方达成共同意思表示为前提，这体现了夫妻在家

庭中享有平等的权利，是宪法男女平等原则在婚姻

家庭法中的体现。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和

调和相互冲突的利益，界定各种利益予以保障的范

围和限度以及对于各种主张和要求应当赋予何种

相应的等级和位序。男女平等既是宪法原则、基本

权利，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法律优先保护的基

本人权。婚姻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夫妻在家庭中

地位平等。夫妻关系平等是婚姻法确立的夫妻关系

的基本准则。夫妻双方即使在结婚以后，也仍然是

独立的个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夫妻只有在家庭地位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平等地行

使权利，履行义务。 

夫妻因缔结婚姻关系形成共同生活的伦理实

体，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推定适用婚后所得共同

制，双方在婚姻中具有共同的利益和期待。但必须

明确的是，在现代社会，夫妻关系立法采取的是夫

妻别体主义，夫妻的人格在婚后并未被对方所吸收，

夫妻各自仍然保有独立的人格，具有独立的意志，

即使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除日常家事代理外，任

何一方也不得未经对方同意为他方设定债务，增加

负担。这是由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的

应有之义。夫妻作为平等的主体，在婚姻关系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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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均有权知悉涉及婚姻、家庭利益以及共同财

产、共同债务的重要信息，任何一方对夫妻共同财

产的状况均享有知情权，另一方也有报告的义务。

夫妻对共同财产的知情权是行使夫妻对共同财产

平等处理权的前提条件，也是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

双方平等享有管理权与处分权的必然结果。 

在适用共同财产制度的国家中有许多国家明

确规定双方合意是确认夫妻共同债务的重要条件

之一。如瑞士民法典第 233条第 4款规定：“夫妻

双方与第三人约定以共有财产清偿的债务是共同

债务”，葡萄牙民法典第 1691条规定：“夫妻双方

或一方经他方同意而设定之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

法国民法典第 1415条规定：“夫妻每一方在向他人

提供保证和进行借贷时，仅得以其特有财产与自己

的收入承担义务，但如缔结保证与借贷得到另一方

明示同意的，不在此限”。根据法国民法典第

85-1372号法令的规定，除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

小额借贷外，一切借贷均须经过夫妻双方同意。夫

妻一方因合同而形成的债务，原则上需要另一方同

意方能成为夫妻共同债务，如未经夫妻双方同意，

不引起夫妻之间的连带责任，只能以举债方的个人

财产清偿债务，进而限制了夫妻一方擅自借贷所带

来的风险。 

三、适用“双方合意”的条件 

夫妻双方就共同举债所达成的一致的意思表

示应当符合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要

件，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及婚姻法的相关

规定，应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双方具有夫妻身份。夫妻共同债务以婚

姻关系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原则上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即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之后，未解除婚姻关系

之前所达成的关于夫妻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才能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属于一般共同债务。 

第二，双方均应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民

事行为能力是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参与民事活

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由于我国的婚龄

高于成年年龄，夫妻双方就共同举债所达成的合意

是否有效应当考虑精神病患者或者是成年障碍者

对举债行为的理解能力和意思能力。一方为限制行

为能力人的，只能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态相

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一方为完全无行为能力人的，

其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不能签订任何

协议。确定双方是否达成举债的共同意思时，应当

注意保护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非举债一

方的权益，确定行为能力的时间应当以签字或作出

追认意思表示当时的精神状态为准。 

第三，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没有违反法律法规

或者是公序良俗的行为。意思表示是表意人将自己

内心形成的意在设立、变更或者消灭私法权利义务

的意志通过可被认知的方式表达于外，以使其内心

的意愿变为现实。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

夫妻双方就共同举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应当是真

实的，任何一方不得以欺诈、胁迫等行为诱骗、迫

使他方签字或追认以一方名义所欠的债务。同时，

双方合意还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违反公序良

俗，例如即使双方合意也不能共同举债从事赌博、

吸毒等违法行为。 

司法解释的权限不是建构制度，而是针对司法

实践中对现有法律规定不明确的具体问题进行解

释，提出法官执法的具体方法与措施。完善夫妻共

同债务制度应当作为编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时修

改补充的重要内容。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

大学教授） 

作者：夏吟兰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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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障婚姻安全，充分体现公平正义 

2018-01-17 最高人民法院  李明舜 

http://mp.weixin.qq.com/s/7PnUtxx6iA3TXSaZvYFfiA 

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台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

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

称新解释），根据民法总则和婚姻法的规定，进一

步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了相

关的举证责任，这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和保障家庭讲

话精神的具体行动和措施，有利于切实保障婚姻安

全，充分体现公平正义。 

一、新解释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合理公正

地界定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充分体现了

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十九大报告指出：“全

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

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明确要求：“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

治”，“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

提，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公平正义既是法律的内

在本质要求，也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新解释把夫

妻共同债务范围界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基于共

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和“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

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

示”，妥善协调了债权债务双方的利益关系，正确

处理了债权债务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切

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满足了人民群众对

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充分体现了追求公平正义的

价值取向。 

二、新解释全面强化了对婚姻安全的保护，

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的要求落到了司法

实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问题，在多种

场合发表了关于家国关系、家庭功能、家庭建设、

家庭教育、家庭文明、家庭美德和家风等问题的重

要论述。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

所谓‘天下之本在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

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

则社会文明。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

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要认识

到，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

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

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变

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

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

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家庭不只是

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要求我们必须切实注重和保障

家庭。新解释落实了对婚姻家庭予以特殊保护的宪

法精神，按照婚姻法规定及其立法精神和本质要求，

保障了婚姻当事人对共同债务的决定权和同意权，

有效防范了无辜者“被负债”现象，有利于消除当

事人陷于“被负债”的恐惧，较好地平衡了婚姻安

全与交易安全，有效地保障了婚姻安全，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注重和保障家庭的讲话精神落到了实

处，适应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婚姻生活的新期

待，有利于增强当事人的婚姻安全感和幸福感。 

三、新解释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

体现了司法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精神。新解释

积极回应了社会公众对于司法实践中夫妻共同债

务认定的关注，以高度负责、科学严谨的职业精神，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EwNzYzOQ==&mid=2650502282&idx=3&sn=0459d2d8c6a598d862e44be5ff0b0d51&chksm=872c8792b05b0e841c36b66231ebe1cc088005226715b5bd9011988129013eba1556cf921c13&mpshare=1&scene=1&srcid=0117OPi909lJxnuOxWJSqwD2&key=cf5e006f4a3611a31a2f3835241c2317f581e5e05b45ffead1ef5414dfd877ea2b450f3a81be9cef31a2153765b05cd4e1616d4ca02fb310941e2197eb80a572d357109ba9f6fa4364d3efd69ea284e0&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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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司法为民的情怀，在广泛调研、反复论证、认真

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

准和举证责任作了符合法理、顺应民意的规定，充

分体现了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和与时俱进的时

代精神。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我国现行的婚姻法虽然规

定了：“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

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

法院判决。”但并没有就夫妻共同债务确定具体的

标准，尤其是对婚姻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

务关系没有作出清晰的厘定。这就导致了现实生活

中以夫妻一方名义所负债务是否及如何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问题。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婚

姻法司法解释（二）时，针对夫妻双方联合对付债

权人，以作假的方式通过离婚将财产转移到一方，

借以逃避债务的现象，作出了有关第二十四条的规

定，这一规定在当时使夫妻双方恶意损害债权人权

益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对于保护交易安全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随着形势的变化，现实生活

中出现了有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为达到离婚后非

法占有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与人串通伪造债务，

或者把自己赌博、吸毒、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欠债

伪装成合法的家庭支出，有的受案法院在另一方当

事人无法提出反证的情况下，依据婚姻法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将这些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个别法院甚至在执行阶段适用该条规定，未经

判决直接将另一方当事人作为被执行人。为解决这

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发出了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

的通知》明确要求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原则、保

障未具名举债夫妻一方的诉讼权利、审查夫妻债务

是否真实发生、区分合法债务和非法债务，对非法

债务不予保护、把握不同阶段夫妻债务的认定标准、

保护被执行夫妻双方基本生存权益不受影响、制裁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伪造债务的虚假诉讼。新解

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

再明确，无疑是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

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通知所作的与时俱进的补

充和修正。这一补充和修正并不否认，对于以作假

的方式通过离婚将财产转移到一方，借以逃避债务

的，要按照婚姻法和合同法的精神予以处理，以切

实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切实保障交易安全。 

四、新解释循法理合民意，体现了依法治国

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婚姻家庭的伦理属性，

决定了婚姻家庭制度的完善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

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婚姻家庭领域的立法和司法

必须反映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为弘扬社会主义的

伦理道德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情与理应寓于法律规范中，形成操作性比较强、可

执行、可裁判的规则。处理好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其核心就是要处理好法理与民意的关系。在夫妻共

同债务问题上，“欠债还钱”“冤有头债有主”，是

天经地义的道德要求，是公众常识和社会习惯。而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

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和“谁主张谁证明”则

是民法总则和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要求。新解释关于

夫妻共同债务标准的认定和举证责任的分配，既遵

循了法理的一般要求，也完全符合社会公众的期待，

较好体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 

婚姻家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法律、道

德、习惯等各种力量来共同维系。夫妻共同债务问

题的解决涉及立法的完善和司法审判的改进，不可

能通过一个司法解释毕其功于一役。新解释虽然解

决了审判实践中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认定标准，并

对举证责任进行了相应分配，但问题的彻底解决还

需通过立法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我们期待正在编

纂中的婚姻家庭编能够在汲取我国司法实践经验

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立法例，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

的夫妻财产制度，以服务和保障婚姻家庭的稳定和

幸福。 

（作者系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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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女子学院党委书记） 

 

作者：李明舜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张晓茹：未成年人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2018-01-17 卓法诉讼论衡  张晓茹 

https://mp.weixin.qq.com/s/JnS87naSVSMqTtRKZksFzg 

本文获 2013年中央政法委、团中央、中国法

学会联合举办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主

题征文活动二等奖。载龙卫球、王琪全主编：《北

航法学——20 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年版。原文 14000 余字，为方便阅读，略去

脚注。 

张晓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

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法

学博士。中国民事诉讼法学

研究会理事、中国行为法学

会执行行为研究会理事，美

国范德堡大学法学院访问

学者(2009年 1月-2010年 1月)。 

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学、仲裁法学、家事诉

讼、少年司法  

[摘要] 对未成年人民事利益进行特殊保护，

是各国民事诉讼法的共同做法。我国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关于民事司法的规定比较笼统，民事诉讼

法也没有特殊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规定。未成年人

民事权益的司法保护，至少应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检察机关应拓宽参与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渠道；建

立完善的未成年人监护权变更程序；家庭案件的管

辖应考虑未成年人的住所地； 为避免未成年人的

生活环境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强化家事事件与家

事效果事件合并审判，诉的变更、合并与反诉应较

为宽松；认诺、舍弃、自认、和解受到限制以及法

院得斟酌当事人所未提出的事实；家庭案件审理中

应对未成年人采取具体的保护措施。 

[关键词] 未成年人  民事诉讼  制度完善 

2013 年 6 月南京两名女童饿死家中，国人震

惊。服刑人员或吸毒人员子女的监护问题不容忽视

和等闲视之。现行法律关于监护权的变更程序缺失。

除此之外，未成年人民事权益遭受侵害的案件也呈

井喷状涌现。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主要规定在《民法

通则》、《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

规中，但关于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我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规定比较笼统，刑事诉讼法设专章规

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民事诉讼法

没有作出特别规定。是否单独设立“未成年人民事

案件诉讼程序”只是立法例的选择问题，关于未成

年人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是必要的。 

我国法院系统已经设立少年法庭，少年法庭审

理案件的范围也由原来的刑事案件扩展到涉及未

成年人的民事案件，虽然少年法庭设立的初衷是为

了维护未成年人利益，但很多案件象离婚案件、收

养案件，未成年人并不是案件当事人，这些案件少

年法庭很难受理；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与家庭和

监护人密切相关，在日本、台湾，一方面采取了危

机干预思路，把可能导致少年堕落、走向犯罪的少

年权益保护案件，如虐待、失教、失养案件纳入少

年法庭审理范围；另一方面，鉴于家庭与少年犯罪

的关系最大，少年权益危机亦大多与家庭有关，故

对涉及家事案件的审理予以特别关注。受理未成年

人民事案件的国家也都围绕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NDkyNTUwNw==&mid=2247483885&idx=1&sn=390b867c506b62824119a021adc14a5a&chksm=eb0dd341dc7a5a57cb332de4069620598dc9076846a6c233b6d0c60d0acaccf0a8de8025df05&mpshare=1&scene=1&srcid=0117Ez6cSi4ltGxpDfsgaPwk&key=e69b003677a0a18a880c99e0880f9b2cc969485beee5b5916218fbc28c9462bacabcd473469ddb657a0be78b77b1eb53203e7a6c6bdaa1f5cc8a471bc30dfa5338c947e9c79f170591638d62c147bcf4&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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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这个中心对民事案由进行择取。我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强调家庭对未成

年人利益的保护和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所承

担的职责。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民事案件大多属于

家事范畴，与父母子女关系、婚姻、家庭、继承密

切相关，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问题上，从某种意义

上讲，已经具有社会性质，更需要司法权力的介入

和保护。国家介入的重点是保障家庭中的弱势者，

尤其是妇女及儿童，要保障他们基本的安全以及作

为一个个人应有的自主决定权。国家的介入，是出

于对家庭这一独立领域尊重的同时，对弱势群体的

保护，对社会发展来说，这一保护是必须的。因此，

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司法保护和家事诉讼的审理

常常联系在一起，本文将一并讨论。 

一、 检察机关应拓宽参与未成年人民事案件

的渠道  

我国检察院系统设立了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

（以下简称未检处），针对刑事案件主要是实现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捕、诉、侦、防一体化和专门化，

但对民事案件只负责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抗诉案

件。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保护远远没有

充分发挥作用。国家公权力对未成年人监护事务的

全面介入是世界各国监护公法化的立法趋势。依据

国家亲权理论，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

代表，对于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检察机关有限参

与是各国的普遍做法。 

(一)国外及台湾做法 

法国，在父母对其子女人身进行犯罪、虐待子

女、经常酗酒等明显行为不端，或违法，严重危及

子女安全、健康及品行，或父母两年以上拒不履行

法定的义务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作为主要当事

人参加诉讼向法院提起要求其丧失亲权的诉讼。有

关确定亲子关系的案件，有关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

的案件，有关对成年人实行监护托管或更改监护托

管问题的案件，检察官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 

根据日本人事诉讼程序法的规定，检察官参与

收养案件、亲子关系的案件。日本人事诉讼法规定，

收养关系案件中的收养无效、收养撤销以及解除收

养的撤销之诉，应当成为诉讼被告的人死亡、没有

被告时，以检察官为被告。确认父亲之诉，分别依

据人事诉讼法的规定以该各确定的人为被告，该人

死亡后，以检察官为被告。日本民法典第 834条规

定，父或母滥用亲权或有显著劣迹时，家庭法院因

子女的亲属或检察官的请求，可以宣告其丧失亲权。

第 835条规定，因行使亲权的父或母管理失当而危

及子女财产时，家庭法院因子女的亲属或检察官的

请求，可以宣告其丧失管理权。 

英国的民事检察制度规定，检察长有权参与确

认婚生和非婚生子女合法身份的案件。按照匈牙利

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长有权提起，对于生父身份

推定争议的案件（须具备一定条件）；关于撤销收

养的案件（须具备严格规定的条件）；关于剥夺或

恢复亲权的案件；关于设定保佐的案件；关于撤销

保佐的案件。还有一些同民事身份有关的案件，确

认生父和子女的出身案件（确认生父案件、否定生

父推定案件、确认生母案件、确定准婚生儿童的父

亲的案件）；剥夺亲权案件和恢复亲权案件。匈牙

利民诉法典对于以上各种案件规定了特别的程序。

检察长就这些案件提起诉讼的权利，一般是有限制

的或者是根本被排除的。但是允许检察长按一般程

序介入已经进行的民事身份诉讼。 

台湾《检察官参与民事及非讼事件注意要点》

第二条规定，这些民事及非讼事件主要包括死亡宣

告事件、禁治产事件、选任遗产管理人事件、保存

遗产事件、酌（选）定监护人及指定监护方法事件、

宣告停止监护权事件及宣告终止收养关系事件。台

湾《少年及家事法院组织法》第 2 条规定，少年事

件处理法之案件及民事诉讼法之人事诉讼事件之

第一审事件，由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对应执行职

务。 

(二)我国现状及须完善之处 

其实我国早在 1929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民法

和 1935 年公布的民事诉讼法，对于检察官参与婚



288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姻事件、亲子关系事件、禁治产事件及死亡宣告事

件等人事诉讼程序，也均作了具体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08 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对

民事案件的抗诉制度,第 209条规定了当事人可以

在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

申请作出裁定、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三种情

形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本条

规定打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与检察院抗诉再审的

两条渠道,缓解了当事人申请再审难,也使当事人

申请再审不成的情况下转向向检察院抗诉再审制

度化和规范化。对未检工作而言,本条的规定可以

发现更多的涉及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案源。检察机

关未检部门工作人员应熟悉侵权责任法、婚姻法、

继承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

法，用足用好检察机关民事抗诉制度，切实维护好

再审案件中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 

民事诉讼法第 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

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

院起诉。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需要出发，检察机

关可以支持起诉侵害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案件。比如，

对涉及未成年人监护权的案件（特别是服刑人员子

女监护权的变更），可以将刑事诉讼中成熟的社会

调查制度与心理治疗运用于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

人民事案件中。 

家事诉讼、未成年人案件本来就涉及社会公益，

广义理解民事公益诉讼，比如，针对未成年人受教

育权的案件，性质恶劣、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民事权

益、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

提起民事诉讼。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53条

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

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

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

销监护资格的父母应当依法继续负担抚养费用。这

里的“有关单位”，笔者认为应包括检察机关。养

父母虐待、恶意遗弃养子女或有其他显著危害养子

女利益事由等情形的，根据《收养法》第 26条的

规定，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收

养关系。送养人、收养人不能达成解除收养关系协

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送养人死亡或者

送养人不作为，检察机关可以提出解除收养关系的

诉讼。 

合理、有效、广泛地运用检察建议。检察机关

未检部门可通过社会调查制度和心理测试，形成书

面报告，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当父母有虐待子女、

酗酒、行为不端、犯罪等不良表现，或对子女不予

照顾或引导，使子女的安全、健康与道德品行显然

受到危害，或连续一定时间拒绝履行法定义务，或

因管理不当而对子女的财产造成危害等情形的，检

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要求该父母丧失亲权的诉讼，尚

缺乏法律依据，但可以向其父母发出检察建议，因

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2条规定，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履行监护职

责，抚养教育未成年人。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

应当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

教育指导。不仅对法院和未成年人父母，对其他监

护人、学校、社区、教育培训机构、儿童娱乐场所，

均可适时发出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也将面临不

少挑战，比如，提起涉未民事案件的范围，需要探

索，更需要和法院沟通与协调，比如可以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未成年人民事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等。检察机关提起涉未民事案件的权利和义务，

需要研究界定。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对象和条件

之法律效力尚未明晰。各地可先进行试点工作，总

结经验，有益和成熟的做法再形成规范性文件，在

全省（直辖市）或者全国全面实施。 

二、建立完善的未成年人监护权变更程序 

其实我国早在 1929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民法

和 1935 年公布的民事诉讼法，对于检察官参与婚

姻事件、亲子关系事件、禁治产事件及死亡宣告事

件等人事诉讼程序，也均作了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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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08 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对

民事案件的抗诉制度,第 209条规定了当事人可以

在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

申请作出裁定、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三种情

形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本条

规定打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与检察院抗诉再审的

两条渠道,缓解了当事人申请再审难,也使当事人

申请再审不成的情况下转向向检察院抗诉再审制

度化和规范化。对未检工作而言,本条的规定可以

发现更多的涉及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案源。检察机

关未检部门工作人员应熟悉侵权责任法、婚姻法、

继承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

法，用足用好检察机关民事抗诉制度，切实维护好

再审案件中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 

民事诉讼法第 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

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

院起诉。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需要出发，检察机

关可以支持起诉侵害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案件。比如，

对涉及未成年人监护权的案件（特别是服刑人员子

女监护权的变更），可以将刑事诉讼中成熟的社会

调查制度与心理治疗运用于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

人民事案件中。 

家事诉讼、未成年人案件本来就涉及社会公益，

广义理解民事公益诉讼，比如，针对未成年人受教

育权的案件，性质恶劣、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民事权

益、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

提起民事诉讼。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53条

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

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

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

销监护资格的父母应当依法继续负担抚养费用。这

里的“有关单位”，笔者认为应包括检察机关。养

父母虐待、恶意遗弃养子女或有其他显著危害养子

女利益事由等情形的，根据《收养法》第 26条的

规定，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收

养关系。送养人、收养人不能达成解除收养关系协

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送养人死亡或者

送养人不作为，检察机关可以提出解除收养关系的

诉讼。 

合理、有效、广泛地运用检察建议。检察机关

未检部门可通过社会调查制度和心理测试，形成书

面报告，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当父母有虐待子女、

酗酒、行为不端、犯罪等不良表现，或对子女不予

照顾或引导，使子女的安全、健康与道德品行显然

受到危害，或连续一定时间拒绝履行法定义务，或

因管理不当而对子女的财产造成危害等情形的，检

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要求该父母丧失亲权的诉讼，尚

缺乏法律依据，但可以向其父母发出检察建议，因

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2条规定，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履行监护职

责，抚养教育未成年人。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

应当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

教育指导。不仅对法院和未成年人父母，对其他监

护人、学校、社区、教育培训机构、儿童娱乐场所，

均可适时发出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也将面临不

少挑战，比如，提起涉未民事案件的范围，需要探

索，更需要和法院沟通与协调，比如可以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未成年人民事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等。检察机关提起涉未民事案件的权利和义务，

需要研究界定。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对象和条件

之法律效力尚未明晰。各地可先进行试点工作，总

结经验，有益和成熟的做法再形成规范性文件，在

全省（直辖市）或者全国全面实施。 

(一)家庭功能不饱满甚至缺失导致未成年人

得不到很好的监护,监护不力时，缺乏追究刑事责

任的规定。 

《民法通则》适用意见第 10 条以及《未成年

人保护法》第 10条到第 13条具体规定了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监护职责。做家长比做任何“长”的入

门条件都要低，但做个称职、优秀的家长很不容易。

父母感情不和，或者存在家庭暴力，或者父母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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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父母均忙于工作，疏于管教，致使涉案青少年

夜不归宿、经常不在家吃饭的行为被家长放纵、忽

视，而青少年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犯罪的前兆。

家庭功能不饱满甚至缺失导致未成年人得不到很

好的监护,监护不力时，缺乏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2013 年长春偷车杀婴案，家长把儿童独自留在车

里的行为，美国很多州都有相关法令，或罚款或判

刑。例如，伊利诺伊规定若造成儿童死亡，可判刑

2-10 年。澳大利亚的法律对家长看管孩子有详细

规定，家长如长时间外出，将不满 12岁的儿童独

自留在家中，将涉嫌遗弃儿童罪，会面临比打孩子

严重得多的法律后果。这一规定在最大限度上保证

了监护人对孩子的照看，减少了孩子因无法照顾而

发生意外的可能。我国仅教育部 2012年出台《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教基二〔2012〕4 号），

其中有以下内容：1.创设安全的生活环境，提供必

要的保护措施。如： 要把热水瓶、药品、火柴、

刀具等物品放到幼儿够不到的地方；阳台或窗台要

有安全保护措施；要使用安全的电源插座等。2.

在公共场所要注意照看好幼儿；幼儿乘车、乘电梯

时要有成人陪伴；不把幼儿单独留在家里或汽车里

等。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刑事法律规定。 

(二)被委托监护人的监护能力无法保障，缺乏

监督手段 

《民法通则适用意见》第 22 条规定，夫妻离

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权取消对方对该子

女的监护权，但是，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

对该子女有犯罪行为、虐待行为或者对该子女明显

不利的，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取消的除外。第 23条

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

他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6条规定，父母因外

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

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

《民通意见》第 11条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应

当根据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与被监

护人在生活上联系状况等因素予以确定。法律规定

笼统，对被委托人监护能力的要求无形中被降低。

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状况令人堪忧。北京市朝阳区

法院的统计表明，被侵犯儿童的家庭中，父母双方

大部分外出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年幼子女，或者由

爷爷奶奶照看，或无人照看又未将孩子送往托儿所、

幼儿园，孩子长时间独自留守或独自玩耍，给犯罪

分子下手的机会。儿童家长的监护空白，是儿童容

易受到猥亵侵犯的一个重要原因。儿童被委托亲戚

监护需要更多的法律规范，甚至需要社区工作者或

法官的监督与帮助。 

(三)监护人落实程序漫长，指定监护人作为法

院裁定监护人的前置程序不合理。 

《民法通则》第 16条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

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

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

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

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

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

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此

条规定，看似列举的监护人主体范围较广，但由于

各种原因，失去父母监护的未成年人往往会出现无

人监护或者监护不力的状况。比如，祖父母、外祖

父母年事已高，或者身体状况不佳，或者经济状况

差等没有监护能力不适合担任监护人；没有成年的

兄、姐；其他亲属不愿意承担监护责任而互相推诿，

虽然《民法通则》规定，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

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

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由

于经济体制改革，父母所在单位种类也多样化，私

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经营，职工

的生老病死以及子女福利都转为社会化，所以父母

所在单位不可能指定和担任监护人。未成年人的近

亲属不在一地时，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也很难指定。《民法通则》还规定，对

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未经指定

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指定监

护人的单位不具有权威性，并且还将指定监护作为

向法院起诉的前置程序，这样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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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需要漫长的过程，未成年人监护难免会出现空

档和不力。 

(四)监护监督机关不力，没有明确规定监护监

督人。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62条规定，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予以劝诫、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如前所述,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所在单位，不可能作为监护监督

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与监护人

彼此较为熟悉，或认为是家务事不宜多管，或予以

劝诫、制止没有威慑力和强制力；待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时，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也是权宜之计，

或者已经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为时已晚。由

于儿童福利制度一直没有系统建立，缺乏对这些案

件强有力干预的行政执法主体，因此，这类案件始

终不能进入司法程序。 

(五)临时监护以及撤销监护权应与司法程序

相衔接。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43条规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救助场

所，对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未成年人实施救助，承

担临时监护责任；公安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

护送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到救助场

所，由救助场所予以救助和妥善照顾，并及时通知

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领回。 对孤儿、无法查明

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

成年人，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

北京将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面向全市

社会工作事务所购买社会组织参与未成年人社会

保护试点服务项目，其中购买服务项目的对象为依

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管理

制度、年检合格的社会工作事务所。经过审核的社

会组织将承担心理治疗、监护评估等工作。密云县

的服务项目重点则将探索开展监护监督和困境未

成年人救助帮扶机制,监护人不履责的将可被撤销

监护权。 

民政部门在处理案件时，如果发现儿童与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之间的监护关系需要发生改变，为

了儿童的安全和健康成长，应当重新确定儿童的监

护关系，为其指定新的监护人，则需要将案件申请

到人民法院。在其他国家的儿童福利制度构建中，

基本都是同时围绕儿童福利管理机构和法院的职

能而设计的。儿童福利管理机构对案件的处理与司

法程序是紧密衔接的，而且儿童福利管理机构采取

的很多措施都需要经过法院的裁决，例如将儿童带

离家庭的紧急庇护程序需要由法院通过听证予以

裁决，将儿童带离的安置期间也需要定期向法庭报

告儿童和案件的情况，儿童福利措施的采取也需要

通过法院予以决定，儿童的长久安置和监护关系的

确定也由法院最终裁决。 

(六)建立完善的监护人变更的特别程序。 

《民通意见》（试行）20条规定，监护人不履

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民

法通则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有监护资格

的人或者单位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监护人承担民

事责任的，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要求变更监护关系

的，按照特别程序审理；既要求承担民事责任，又

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分别审理。1990 年《民通

意见》（修改稿）第 21条却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

护职责，或者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民法通

则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

或者单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监护人承担民

事责任或者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2009 年最高法

院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试点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

判庭受理民事案件范围的通知》，适用特殊程序案

件，包括申请确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案件；申请撤

销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资格案件。这些是目前关于监

护权变更程序方面的所有规定,并且都是最高法院

的司法解释,应总结经验上升为法律,单独规定于

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编中。 

三、家庭案件的管辖应考虑未成年人的住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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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亲子关系案件的管辖 

日本人事诉讼程序法规定，关于子女的否认、

认知、其认知的无效或撤销或者民法第 773条规定

确定其父亲为目的的诉讼，以子女的普通审判籍地

或者其死亡时普通审判籍地的地方法院为专属管

辖。新人事诉讼法规定，由该诉具有身份关系的当

事人的普通审判籍地或者死亡时的普通审判籍的

家庭法院专属管辖。 

德国从 1997年 12月 16日的《亲子关系改革

法》开始，亲子关系案件就是家庭案件；因此，该

案件由初级法院的家庭法院管辖。在地域上，亲子

事件专属于子女住所地的法院管辖，在国内无住所

时，专属于其经常居住地的法院管辖。如由母亲提

起诉讼时，母亲的住所地的法院也有管辖权，母亲

在国内无住所时，其经常居住地的法院有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第 10 条规定,不服指定监护或变更监护关系

的案件,由被监护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我国法

律没有对亲子案件的管辖问题作出特别规定，应借

鉴德国和日本的做法，以子女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为

原则，也可规定由母提起诉讼时，母的住所地的法

院也有管辖权。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

和妇女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方便法院调查取证。 

(二)追索扶养费案件的管辖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642条第 1款第 1句规

定，涉及一方父母或者双方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之

法定扶养义务的程序，由子女或者代理子女一方父

母的普通审判籍所在的法院专属管辖。这一规定对

争讼程序和简化程序中的申请同等适用。当事人的

角色并不重要。该管辖权也有利于第三人，尤其是

将接受抚养请求权转移的社会给付机构。根据这一

规定，对双方父母的诉讼在实践中只能在子女的普

通审判籍提起。在抚养费诉讼的框架内，法院也可

以对父母抚养费的变更进行裁判。子女或者一方父

母的普通审判籍在国外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被

告的住所地、辅以居住地提起诉讼；被告一方父母

在国内既无住所地又无居住地的，则子女又可以在

自己的住所地或者居住地起诉。父母之间同时产生

离婚程序或者其他婚姻程序的，则婚姻案件的法院

当然具有优先的专属管辖权。婚姻案件嗣后才处于

未决状态的，则应当将抚养费程序依职权移送给婚

姻案件的法院。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追索赡养费案件的几个被告

住所地不在同一辖区的，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

院管辖。然而对未成年人追索抚育费的案件却没有

类似的规定。为了方便老人、未成年人诉讼，考虑

到异地诉讼的困难，应统一规定追索赡养费、扶养

费、抚育费案件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三) 涉及有未成年子女的婚姻案件的管辖 

2004年日本新人事诉讼法第 31条规定，撤销

婚姻或离婚之诉的婚姻当事人间有未成年子女时，

家庭法院必须考虑未成年子女的住所或居所。德国

民事诉讼法第六编中关于婚姻事件管辖的规定有，

在诉讼系属发生时，在国内无共同居所，而配偶一

方与他们共同的未成年子女同居一地时，专属于其

居所地所属的家庭法院管辖。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婚姻案件实行一

般地域管辖，即原告向被告所在地的法院起诉，极

少数情况下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现有的规定，

没有提及未成年子女，在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外出

务工或长期在外地工作，另一方抚养未成年子女的

情况极为普遍，为了便于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进

行诉讼，在某种程度上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修改

民事诉讼法时或者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可以规

定“无共同居所的，而配偶一方与他们共同的未成

年子女同居一地时，由其居所地所属的法院管辖。”

这样便于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进行诉讼以维护

他们的利益。 

为避免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长期处于不稳定

状态，强化家事事件与家事效果事件合并审判，诉

的变更、合并与反诉应宽松掌握。 

在通常诉讼程序中，关于诉的变更与合并，一

般都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诉的变更要求：（1）新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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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其他法院专属管辖；（2）新诉与原诉均适用相

同的诉讼程序；（3）在原诉言词辩论终结之前进行。

此外，有的国家还规定，诉的变更还需征得被告同

意，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263条规定：“诉讼系属

发生后，在被告同意或法院认为有助于诉讼时，准

许为诉之变更”。诉的合并一般应具备下列条件：

（1）几个诉讼标的必须由同一原告向同一被告在

同一诉讼程序中提出；（2）受诉法院至少对其中一

个诉讼有管辖权，但若其他法院有专属管辖权的则

不能合并；（3）合并的诉须适用相同的诉讼程序。

如果是（诉讼系属后）因追加而发生的诉的客观合

并，那么必须以不妨碍被告的防御和诉讼正常进行

为必要条件。许多国家法律规定诉的追加必须经过

被告的同意，旨在合理保护被告。同时，如果法院

认为诉的追加阻碍诉讼程序的正常和顺利进行，可

以不予准许。但是家事事件诉的变更、合并与反诉

则较为宽松，德国、日本和台湾就家事诉讼诉之合

并、变更、追加或提起反诉设有特别规定，不受通

常诉讼程序的拘束。 

亲子关系案件中，非亲子关系事件之诉，以交

付子女、返还财物、给付家庭生活费用或扶养费的

请求或由诉的原因、事实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

应与亲子关系事件合并提起，或在亲子关系事件程

序中进行诉的追加或提起反诉。认领无效或撤销认

领之诉，应合并提起，或在第一审或第二审言词辩

论终结前，进行诉的变更、追加或提起反诉。提起

认领无效或撤销认领之诉因无理由被驳回的，受该

判决约束的原告，不得援以前依诉之合并、变更或

追加所得主张之事实，提起独立之诉。以反诉提起

上述之诉因无理由被驳回的，受该判决约束的被告，

不得援以前得作反诉原因主张之事实，提起独立之

诉。收养关系案件中，关于收养无效、撤销收养及

确认收养关系成立或不成立及终止收养关系之诉，

可以合并提起，或于第一审或第二审言词辩论终结

前为诉的变更、追加或提起反诉。非收养事件之诉，

以交付子女返还财物给付家庭生活费用或扶养之

请求或由诉之原因事实所生损害赔偿之请求为限，

亦得合并提起或于其程序为诉之追加或提起反诉。 

诉的合并虽然有利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但也

有可能因合并诉讼种类繁杂，形成诉讼拖延，有违

迅速裁判的要求。《德国家事事件及非讼事件程序

法》第 20条规定，法院如果认为具有关联性时，

得命令合并审理，但另一方面，基于使程序资料明

确化及加速程序进行的考量，法院亦得命令分别审

理。除涉及同一未成年子女的程序得合并，及于确

认生父程序得合并请求抚养费以外，其余情形禁止

合并。在收养事件中，禁止合并其他事件。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德国家事事件及非讼事件程序法》

虽赋予法官合并审理的权限，但诉讼程序不得合并

非诉程序。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第 34条规定, 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

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并

没有针对家庭案件作出特别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

没有设立预备合并之诉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 7条第一款

规定的“人民法院就同一婚姻关系分别受理了离婚

和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件的，对于离婚案件的审理，

应当待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件作出判决后进行”，

显然是依伦理或逻辑顺序而确定的。随着我国婚姻

制度的完善，婚姻诉讼种类增加，以伦理或逻辑顺

序来确定审理次序将不宜操作，或有违当事人的意

愿。因此，针对原告就不能并存的婚姻事件合并起

诉或进行的诉的追加，作为预备的诉的合并审理更

为妥当。 

在起诉上的限制，我国现行法律倒有一些规定：

（1）对男方起诉的限制。婚姻法第 34条规定：“女

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

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的，人民法

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

（2）重新起诉的时间限制。民诉法第 124条（七）

项规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

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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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法适用意见》第 144条规定：“原告撤诉或者按

撤诉处理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六个

月内又起诉的，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

条第（七）项的规定不予受理。”但根据该解释第

150 条规定：“判决不准离婚、调解和好的离婚案

件以及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的被告向人

民法院起诉的，不受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

（七）项规定的条件的限制。”虽然这样的规定较

为具体便于司法实践操作，但缺乏涵盖性，不能满

足所有婚姻案件的需要。 

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借鉴日本、德国

和我国台湾的做法，允许基于同一婚姻关系的婚姻

诉讼之间，于第一审或第二审言词辩论终结前进行

诉的变更、合并或者提起反诉，同时规定禁止另诉。

比如可制定以下条款： 

宣告婚姻无效、撤销婚姻、确认婚姻关系成立

不成立以及离婚，可以合并提起，也可以在第一审

或第二审言词辩论终结前进行诉的变更、追加或者

提起反诉。 

除非判决非法，婚姻事件、亲子关系事件、收

养事件判决确定后，原告不得就变更诉讼请求或请

求的原因，或者基于同一身份关系主张的事实，提

起相关的身份诉讼。被告不得就反诉主张的基于同

一身份关系的事实，提起相关的身份诉讼。 

四、认诺、舍弃、自认、和解受到限制，法院

得斟酌当事人所未提出的事实。 

通常的民事诉讼程序遵循处分原则和辩论原

则，诉讼上的认诺、舍弃和自认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认为，认诺是指被告在诉讼

中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承认其为正当的陈述，舍弃

是指原告在诉讼中承认自己诉讼请求的全部或一

部为不正当的陈述，自认则是指当事人一方对于他

方所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承认其为真实的陈述。

根据处分权主义，被告认诺诉讼请求或原告舍弃诉

讼请求时，法院应当相应地作出该当事人败诉的判

决。而根据辩论主义，当事人一方对于他方所主张

的事实予以自认时（包括明示的自认和默示的自

认），对方即无庸举证，法院亦应当以该自认的事

实作为裁判的依据。 

因亲子关系事件，有关公益，应限制当事人处

分主义为宜，在亲子关系案件中，关于认诺及诉讼

上自认或不争执事实效力的规定，亲子关系事件，

均不适用。法院得斟酌当事人所未提出的事实。但

在裁判前，仍应令当事人有辩论的机会。同样地，

通常程序关于认诺效力的规定，也不适用于收养事

件。关于诉讼上自认及不争执事实的效力的规定，

在收养诉讼中限制适用。比如，台湾民事诉讼法规

定，在撤销收养或终止收养关系之诉，关于撤销收

养之原因事实，不适用诉讼上自认。在收养无效或

确认收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关于收养无效或不成

立及收养有效或成立之原因事实，也不适用诉讼上

自认。因维持收养或确定收养是否无效或不成立，

法院可以考虑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并命当事人进

行辩论。 

五、家庭案件审理中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具体措

施 

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审理婚姻案件应命

令配偶双方本人到场并对本人进行审讯；法院可以

对配偶双方进行讯问。配偶双方有共同的未成年子

女时，法院并应讯问配偶双方对子女的照管事项，

并应通过负责青少年救助的机构就咨询的可能性

给予指示。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620 条亦对婚姻事件中暂

时命令作出了规定，法院可以依申请发出暂时命令，

对下列事项作出规定：对于配偶双方共同的子女如

何行使亲权；父母一方与子女的来往；把子女交给

父母中的另一方；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配偶

双方的分居；对配偶一方的抚养；夫妻住宅与家庭

用具的使用；指定给配偶一方或子女个人使用的物

品的交付与使用；婚姻事件与离婚后事件的诉讼费

用的予纳义务。 

德国民事诉讼法在抚养费程序中原则上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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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原则：每方当事人都必须主张对自己有利的事

实构成要件并且在必要时必须证明。根据第 643

条规定，法院可以根据自己的裁量要求当事人对其

收入、与计算抚养费有关的财产、人身状况和其他

经济状况作出书面答复，并提供证据。当事人没有

答复时，法院可以从第三人那里调取。这一权限并

不影响一般规定。法院因而可以提问、使用第 273

条第 2款第 1项和第 2项的期日准备、命令提交证

书和文件或者书面询问证人。不存在职务调查义务，

第 643 条仅仅改善了法院在其职责范围内查明事

实的权限。原告还是可以继续提起抚养费阶段诉讼。

德国在实践中 1976年开始实施的在婚姻案件系属

期间通过暂时命令对配偶和子女的扶养（抚养）费

进行处理的做法证明是正确的。因此，1998 年立

法机关在第 644 条中又将这种做法扩展到所有属

于家庭案件的抚养费诉讼之中。现在，法院可以对

所有的抚养费请求权进行临时处理，无须有婚姻案

件发生系属。前提条件仅仅是向法院提起抚养费诉

讼或者提出相应的诉讼费用救助申请。只要可以根

据上述规定作出暂时命令，就不能进行第 935条、

第 940条的（要求支付紧急抚养费的）假处分。由

于这些条件很容易得到满足，并且所有合适的抚养

费都可以不拘期限地进行处理，申请假处分在此前

就已经丧失了法律保护需要。因此，假处分在抚养

费案件中仅仅具有无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在抚养费

诉讼不能同时系属或者同时系属有很大困难时，才

可能存在假处分的法律保护需要。 

台湾 2011年 12月 12日通过的“家事事件法”

中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规定了暂时处分制度。台

湾“最高法院”曾就家事诉讼保全处分的性质表示

意见如下：“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之行使或负

担之假处分，旨在保护未成年子女之利益，性质上

为定暂时状态之假处分，非属确定私权之诉讼程序，

申请人释明有定暂时状态之必要，法院即得为准许

假处分之裁定。至于其主张实体上理由是否正当，

乃属本案问题，非假处分程序所应审究。”“家事事

件法”规定关系人申请暂时处分时应表明事项，以

利于法院审酌，可依职权调查证据。其中关系人如

果就仅其得处分之事项为请求时，应释明暂时处分

的事由，避免浮滥请求，以节省司法资源及保护其

他关系人利益。规定暂时处分的内容，包括，法院

就请求扶养费事件，得暂时命为一定之给付；就选

定未成年子女监护人事件，得命暂时对子女为适当

处置；于交付未成年子女事件，得命暂时禁止携未

成年子女出国；于改定遗产管理人事件，得禁止遗

产管理人为特定之行为等。法院并应将暂时处分之

方法及内容具体载明于裁定书，以利执行。 

亲子非讼事件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影响重

大，法院除保障其听审请求权外，为使未成年子女

真实表达意愿，“家事事件法”规定，法院就亲子

非讼事件为裁定前，应依子女之年龄及识别能力等

身心状况，于法庭内、外，以适当方式，晓谕裁判

结果之影响，使其有表达意愿或陈述意见的机会；

必要时请儿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专业人士协助。 

法院在审理涉及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的行使

或负担等事件中，象离婚案件、收养案件，未成年

人并不是案件当事人，除确保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保障表意权及听审请求权之外，确保子女最佳利益

的诠释能融入子女观点，妥善安排子女的照护及探

视等事项，避免不当干扰，“家事事件法”特别规

定为未成年子女选任程序监理人。该法第 109条规

定，就有关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的行使或负担事件，

未成年子女虽非当事人，法院为未成年子女最佳利

益，在必要时，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机关、

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声请或依职权

为未成年子女选任程序监理人。 

“家事事件法”规定，交付子女或给付扶养费

等家事事件裁判确定后，采行嘱托其他法院或相关

机关、团体及其他适当人员共同为之各项劝告措施，

促使债务人自动履行。例如请相关机关、医疗机构、

民间团体、心理师、社工人员、学校老师、债务人

信赖的亲友等协助评估、劝告、沟通、安抚情绪等；

劝告措施可为多元，例如，评估债务人自动履行的

可能性、何时自动履行、债权人的意见、未成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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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意愿、心理、感情状态或学习生活状况及其他

必要事项等，以拟定适当对策；评估债权人及债务

人会谈的可能性并促成会谈。进行亲职教育或亲子

关系辅导；未成年子女无意愿时，予以适当辅导，

评估促成共同会谈、协助履行；向其他关系人晓谕

利害关系，请其协助促请债务人履行；协助债权人

或债务人拟定安全执行计划或短期试行方案；劝告

债务人就全部或已届期金钱或其他代替物的给付，

提出履行方式或采取其他适当措施等。 “家事事

件法”还规定， 家事事件多涉及亲情、情感、子

女、人格尊严等因素，执行时应考量未成年子女最

佳利益的执行方式、综合审酌各种因素，采用适当

执行方法，以利执行。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06条作出规定，法院

对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根据当事人

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第 100条增加了行为

保全，但没有规定针对未成年人特点的假处分。 

世界各国夫妻财产与债务法律制度汇览 

2018-01-18 婚姻法律+ 法律出版社 

http://mp.weixin.qq.com/s/hShraxlBhLrEzvSGDtzqVQ 

 “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好，法律新鲜人 

HELLO NEW  LAW 

 

夫妻财产制度对于涉外婚姻法律实务有着非

常重要的基础作用，了解各国的夫妻财产制度，将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应对涉外婚姻事务。夫妻财产制

度一般包括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而夫妻法定

同财产制又分为：一种是夫妻共有财产制

（community property），另一种是夫妻分别财产

制（separate property）。 

欧洲大陆多数国家实行夫妻共有财产制，在这

种制度下，婚姻对财产权利有直接的影响。结婚被

认为是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基金。夫妻双方对这个基

金有共同的利益。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的情况又有

不同，有些国家所指的共有财产的范围只包括夫妻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有些国家所指的共

有财产不仅包括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

产，而且还包括他们婚前所得的财产。 

如《德国民法典》第 1363条规定： 

（1）夫妻双方不以婚姻合同另作约定的，以

净益共同关系财产制生活。 

（2）夫的财产和妻的财产不成为夫妻双方的

共同财产，对于夫妻一方在结婚后取得的财产，也

适用此种规定。但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

净益，在净益共同关系终止时应进行结算。 

我国也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婚姻法》第十

七条与第十九条均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婚姻当事人

之间未适用约定财产制时，即适用夫妻共有财产制。 

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夫妻分

别财产制，这种制度认为，婚姻对财产权利没有影

响，夫妻双方不仅婚前各自拥有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而且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所得的财产也归各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TEwNTIxOA==&mid=2653046754&idx=1&sn=886047adaefeaae070a7c14b1fff301d&chksm=844cffcfb33b76d970e318027f4066a7cd7346caf8fa2f8ea31d96c4862451f5bd2a407e0d08&mpshare=1&scene=1&srcid=0118fkE2ULvYUC5g08veU2Qx&key=cdd0d222300eca7e813ee3cef755010e814ab87ec476876b4cea0346c01a597edac2a42a8c728f756bd50d222396040e9bbbe1b038339dcd93b44b1f3f628c407bf4e931f6a09d5cdcdb757c360e817c&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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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所有。 

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它是一个这两种制度并

存的国家。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爱达荷、路易

斯安那、内华达、新墨西哥、德克萨斯、华盛顿和

威斯康星 9 个州、波多黎各和关岛实行夫妻共有

财产制，其余 41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维尔京群

岛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 

如果夫妻双方在实行夫妻共有财产制的国家

和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的国家都有财产，或者，像

在美国那样，夫妻双方在两个不同制度的州都有财

产，这就给夫妻财产的分割带来许多困难。究竟应

适用哪个国家（或那个州）的法律来确定具有涉外

因素的夫妻财产？在 16世纪以前，许多欧洲国家

都适用财产所在地法。后来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关系

的发展和人员来往的增多，适用财产所在地法也遇

到了许多困难。于是法国法学家杜摩林提出以当事

人的住所地法作为具有涉外因素的夫妻财产制的

准据法。 

现在世界上对具有涉外因素的夫妻财产制适

用法律的规定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动产和不动

产同一制，另一种是英、美等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

动产和不动产分别制。 

1987 年瑞士国际私法法规对夫妻财产的动产

和不动产都适用同样的法律。 

该法规第 52条规定： 

（1）夫妻财产制适用夫妻双方选择的法律。 

（2）夫妻双方可以选择他们的共同住所所在

国法律或者夫妻中一方的本国法。 

该法规第 54条规定： 

（1）如果夫妻双方没有选择适用的法律，则

适用夫妻双方同时住在一起的国家的法律；或者适

用夫妻双方最后的共同住所所在国的法律。 

（2）如果他们没有共同的住所，则适用他们

共同的本国法。 

（3）如果夫妻双方在同一个国家没有住院所，

也没有共同的国籍，则适用瑞士的分别财产制。 

关于夫妻财产制，美国现在的做法是，婚前所

得的动产，适用取得动产一方的住所地法；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动产，适用夫妻的婚姻住所地法；

如果夫妻分别有住所，则适用动产一方的住所地法。

对不动产，则适用物之所在地法（美国第二部《冲

突法重述》第 234节）。 

在英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动产，适用

夫妻婚姻住所地法，对不动产，也像在美国一样，

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1978 年在海牙签订的《夫妻财产制法律适用

公约》规定，对动产与不动产是采用统一制，还是

采用分别制，由配偶双方指定。该条约第 3条规定： 

"配偶双方……得指定不动产的全部或一部适

用该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并得规定以后可能取得的

任何不动产概受该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的支配。" 

该公约对夫妻财产制适用的法律，规定婚前由

配偶双方从下列法律中指定一种（第 3条）： 

（1）配偶一方国籍所属国家的法律； 

（2）配偶一方有其惯常居所所在国的法律； 

（3）配偶一方婚后所设定的第一个新惯常居

所所在国的法律。 

如果配偶双方婚前未指定适用的法律，其夫妻

财产制受配偶双方婚后所设定的第一个惯常居所

所在国的国内法支配。但在公约规定的某些情况下，

夫妻财产制应受配偶双方共同国籍所属国的国内

法支配（第 4条）。 

该公约第 6条还规定，配偶双方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可将他们的夫妻财产制不受原先适用的法

律支配而受某另一国内法的支配。配偶双方仅得指

定适用下列法律之一： 

（1）指定时为配偶一方国籍所属国的法律； 

（2）指定时为配偶一方设有惯常居所所在国

的法律。 

我国立法对夫妻财产制适用的法律未作规定。 

共同财产范围及份额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或英美法系国家，对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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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分割的范围都作有明确的规定。 

一、财产分割的范围 

美国规定：在婚姻解除时，配偶双方在婚姻存

续期间所获财产，及依照本法如在婚姻生效日后获

得本应属婚姻财产而在生效前获得的财产均视为

婚姻财产。在婚姻解除时，配偶一方在婚姻生效日

后因婚姻期间就业能力的损失所获之赔偿财产应

视为婚姻财产。带有其他各类的财产所形成之混合

财产重组为婚姻财产， 除非混合财产中非婚姻财

产部分有证可查。配偶一方可基于对对方配偶个人

财产所付出的物质劳动、努力、投资、体力或智力

的技能、创造或管理活动提出产生婚姻财产的请求，

如果：a.上述活动未获得合理报偿；和 b.对方配

偶的个人财产因上述活动产生实质性增值。 

俄罗斯规定，在婚姻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未被分割的该部分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夫妻双方在

婚姻期间继续积蓄的财产为其共同所有。 

瑞士规定，实施分别财产制时，原有夫妻财产

的分割按原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执行，但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1）如果夫妻一方证明自己享有优先权，还

可要求分得其他财产，并且不承担补偿义务。涉及

财产所有权分割及执行遗产分割的条款，同样适用

前述条款。 

（2）如果某项财产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而夫妻一方证明对其享有优先权，除其他合法措施

外，夫妻财产制终止时，该夫妻一方可以要求将此

财产完全分配给自己，并且不承担补偿义务。 

二、财产分割的份额 

俄罗斯规定，夫妻双方间的合同无另行规定，

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和确定对该财产的份额时，夫

妻的份额为均等。为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和（或）为

夫妻一方值得考虑的利益，特别是如果另一方无正

当理由未获得收入或者损害家庭利益开支夫妻共

同财产的，法院有权不按夫妻份额均等的原则判处。 

俄罗斯规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在确定

夫妻双方对该财产的份额有争议时，按照司法程序

进行。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按照双方的请

求确定，哪些财产应归夫妻各方。如果夫妻一方得

到的财产价值超过其应得的份额，则可判给他方相

应的货币补偿或其他补偿。 

美国规定，在婚姻解除后，除非法院判决或书

面同意另有规定，任何一方前配偶都可以作为不动

产共同租赁人对前婚姻财产享有未分割的二分之

一的利益。 

瑞士规定，夫妻财产制解除时，夫妻共同财产

的价值按财产分割时实际存在的价值估价。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和所得财产的分割：夫妻一

方的所得财产和个人财产，按夫妻财产制解除时存

在的实际价值时行分割。夫妻一方从福利基金处获

得的救济或因不能工作而得到的补偿金，按年金的

数额价值增加其个人财产中，在夫妻财产制解除时，

该方有权要求获得该部分财产。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的

司法解释规定： 

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

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

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一般情况为均等分割。 

夫妻个人财产 

美国、俄罗斯、菲律宾、德国、意大利、日本

等国家地区均有对夫妻个人财产有相关的规定： 

一、法定的夫妻一方特有财产 

夫妻特有财产，又称夫妻保留财产，是指在夫

妻婚后实行共同财产制时，依法律规定或夫妻约定，

夫妻各自保留一定范围的个人所有财产。 

法定的特有财产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夫妻婚

后双方各自保留的个人财产。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

法定特有财产： 

1．夫妻各方婚前的财产。（俄罗斯、日本、瑞

士、意大利、菲律宾） 

2．在婚姻期间一方获得赠与、依继承方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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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其他无偿行为获得的财产。（美国、俄罗斯、

瑞士、德国、意大利、菲律宾、台湾地区）。 

3．夫妻一方专有的个人使用物品。（俄罗斯、

瑞士、德国、意大利、台湾地区）。俄罗斯还规定

即使是在婚姻期间用夫妻共同资金 购置，也认为

为由使用物品的一方所有。 

4．一方职业上必需的物。（意大利、台湾地区）。 

5．因财产损毁而获得的赔偿。（美国、德国、

意大利）。 

6．对个人人身伤害的赔偿金。（美国、意大利）。 

7．因精神赔偿所获得的补偿金。（瑞士）。 

8．婚姻中以自己名义取得的财产。（日本）。 

9．夫妻以个人财产购置的财物。（美国、菲律

宾）凡无证据证明属于夫妻一方个人财产的财物视

为夫妻共同财产。（日本、瑞士、台湾地区） 

二、约定特有财产 

约定的特有财产，是指夫妻婚后约定分别保留

的个人财产。如夫妻一方从事职业或者经商经营商

务所得的财产。（美国、瑞士、德国、台湾地区）

我国的《婚姻法》第十八条也对夫妻个人财产作了

较为详细的规定。 

夫妻债务 

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瑞士及我国台湾

地区的民法典就夫妻财产制及对债权人的保护问

题作了规定。 

美国规定，本法不改变在婚姻生效日地既存的

配偶与其债权人之间涉及财产或债务的关系。债权

人符合本法规定所为的减少债权人权利的书面同

意条款对债权人有约束力。婚姻财产协议不得约定

对债权人的不利条款，除非债务发生时债权人已实

际知道该约定条款。本条效力不得由婚姻财产协议

变更。本法规定不影响配偶依据其他法律所享有之

财产豁免权。 

俄罗斯规定，如果财产的分割涉及第三人的利

益，法院有权对财产分割的请求进行单独审理。 

（一）夫妻一方个人的债务 

瑞士、我国台湾地区规定，夫妻一方以其全部

个人财产承担其所负个人债务的责任。 

瑞士规定，对于其他个人债务，夫妻一方仅以

其个人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如果用夫妻共同财产清

偿的，清偿部分的价值不得超过夫妻共同财产的价

值的一产。但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增加所欠的夫妻一

方个人债务，其债务清偿责任，另行附加条款规定。 

美国规定： 

（1）配偶一方在婚前或婚后因婚前之债所致

债务或者由婚前作为或不作为行为所致债务只能

由负债配偶一方的非婚姻财产清偿或者由未婚时

本属配偶一方财产，结婚后属于婚姻财产的那部分

财产清偿。 

（2）在婚姻存续期间，配偶一方所负的其他

任何债务，包括作为、不作为行为所致债务，只能

按如下顺序清偿；负债配偶一方的非婚姻财产；负

债配偶一方从婚姻财产中所获利益。 

俄罗斯规定： 

对于夫妻一方的债务只能追索该一方的财产。

在该财产不足时，债权人为追索债务有权请求分出

作为债务人的夫妻一方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

分给债务人的份额。 

菲律宾规定： 

（1）负债务的配偶无专有财产或专有财产不

足的，除一方婚前缔结但已为家庭增益的债务之外

的婚前债务，支付一方非婚生子女的抚养费、因一

方的犯罪或准违法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可从共同财

产中属于负债配偶份额的财产垫付；所垫付财产应

在分割共同财产时给予扣除。 

（2）共同财产不足履行前述义务的，夫妻双

方应以个人财产共财承担支付责任。 

（3）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参加任何合法或非

法的博彩活动的赢利或获得的利益，应为共同财产；

但遭受的损失，由损失者个人承担责任，不得记入

共同财产帐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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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夫妻共同财产制所负的债务 

美国规定，在婚姻存续期间配偶一方所负债务，

包括由作为、不作为行为所致债务，均推定为因婚

姻利益或家庭利益所负之共同债务。 

德国规定： 

（1）婚姻双方应当首先清偿共有财产债务。

如果一项债务尚未到期或一项债务存在争议，婚姻

双方必须留存清偿债务所必需之数额。 

（2）如果共有财产债务在婚姻双方的相互关

系中应当由婚姻一方单独负担，则后者不得要求以

共有财产清偿此项债务。 

（3）共有财产以为清偿共有财产债务所必需

的数额为限兑换 

德国还规定： 

对于婚姻一方在婚姻财产共有制存续期间因

为属于保留财产或特别财产的权利或者因为占有

属于上述财产的物所产生的债务，共有财产不承担

责任。但是，如果该权利或该物属于该婚姻一方经

婚姻另一方同意后独立从事的经营业，或者如果该

项债务属于通常由收入予以清偿的特别财产上的

负担，则共有财产承担责任。 

俄罗斯规定： 

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追索夫妻共同财产，对于夫

妻一方的债务，如果法院确定，夫妻一方的债务全

部用于家庭需要，也追索夫妻共同财产。当该财产

不足时，夫妻以其各自的财产对上述债务负连带责

任。如果法院的判决认定，夫妻共同财产是由夫妻

一方以犯罪余径获取的资金购置或增值的，可追索

相应的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其部分财产。 

俄罗斯还规定： 

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夫妻的共同债务在夫

妻之间以其应负担的份额按比例确定。 

瑞士规定： 

（1）夫妻一方在行使婚姻生活的代表权或者

管理夫妻共同财产期间所欠的债务； 

（2）夫妻一方在进行日常经营或从事项项职

业期间所负的债务，如果其从事这些活动过程中使

用了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所得收益已经成为夫妻共

同财产的一部分； 

（3）夫妻他方承担的个人债务； 

（4）夫妻双方与第三人约定，除欠债配偶的

个人财产之外，以夫妻共同财产作为担保财产的债

务。 

美国规定： 

（1）配偶一方为履行对他方配偶之扶养义务，

及对婚生子女的扶养义务而负担的债务只能以婚

姻财产和负债配偶一方的非婚姻财产清偿； 

（2）配偶一方为婚姻利益或家庭利益所负债

务只能从以婚姻财产和负债配偶一方的非婚姻财

产清偿。 

（三）中国的夫妻财产和夫妻债务制度 

香港地区规定： 

香港地区沿袭英国婚姻家庭法，英国不同于欧

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在立法上较早地采用分别财产

制作为法定财产制。香港现行法律规定的夫妻财产

制度亦是夫妻分别财产制，也就是夫妻双方婚前财

产、婚后取得的财产，均由双方各自所有。夫妻约

定财产制相对于法定财产制，立法亦沿袭英国婚姻

家庭法规定，但是对约定财产制的立法规定较少，

对于婚姻当事人约定的财产的范围和内容没有严

格限制。而香港夫妻分别财产制度主要集中在香港

地区《已婚者地位条例》、《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

例》及《分居令及赡养令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 

夫妻财产分别制。 

1、夫妻财产分别制的原则规定。根据香港地

区《已婚者地位条例》第一条规定，夫妻结婚后，

各自享有各自独立的财产权利，且独立承担各自的

债务。 

2、已婚女性的独立财产权利与义务规定。根

据香港地区《已婚者地位条例》第三条规定，除本

条例另有规定外，已婚女性犹如未婚时一样，有取

得、持有及处置财产的能力；就侵权行为、契约、

债务或者义务而言，有自我承担责任及被委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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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在侵权行为、契约或者其他方面，有起诉

及被起诉的能力，及受有关破产的法律及受判决与

命令的执行所规限，在各个方面均可担任受托人或

遗产代理人，已婚女性有遗嘱权、委托代理权、已

婚未成年有发收据权。 

3、已婚女性的财产范围界定。根据香港地区

《已婚者地位条例》第四条规定“已婚女性的财产”，

结婚的女性，在结婚时已拥有或正拥有的财产；或

于该日以后，已婚女性已取得或正取得的财产，或

已转予或正转予该已婚女性的财产，须全归该女性

所拥有，犹如未婚时一样，该财产并可据此而予以

处置。不论在本条例生效日期之前或之后，女性在

享有财产方面的预用权或让与权如受到限制，且该

等限制不可能加诸男性对该财产的享有者，则该等

限制一概无效。 

4、夫妻一方利用自己财产改善他方财产所取

得增值状况应有权分享。根据香港地区《已婚者地

位条例》第九条规定，配偶一方以本人的金钱或者

有价物分担改善配偶他方的财产状况的，除另有相

反的协议外，须被视为因此而取得该增值财产的一

部分或者大部分权益，其份额可相当于当时由双方

协议决定的数额，若夫妻双方对此无协议，对夫或

者妻的收益是否存在或者份额的多少发生争议时，

法庭应根据案情结合公平原则裁判分配。 

5、夫妻间为逃避债务欺诈债权人而发生的赠

与或者其他投资行为无效。根据香港地区《已婚者

地位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夫妻间为欺诈债权人而

互为赠与，但受赠与的财产实际上仍然继续掌握在

赠与人手中的，或夫妻相互以对方名义存款或者其

他投资，借以欺诈债权人的，均属于无效。 

澳门地区规定： 

澳门特区《亲属法》编制了四种典型的财产制

度即法定财产制：取得财产分享制、取得共同财产

制、一般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 

1、取得财产分享制。 

在没有婚前约定或者协定被认定无效或者不

产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均视为采取取得财产所有

制。夫妻各自对及婚前或者采用该种制度前已属于

其拥有的财产及其后基于任何原因而取得的财产

享有拥有权及收益权，并可以自由处分，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 

2、分别财产制。 

选用这种制度意味着不存在共同财产，无论采

用分别财产制之前或者之后取得财产，都属于个人

财产。在大部分情况下，分别财产制由双方进行约

定采用，但也有可能是法院命令采用。 

3、取得共同财产制。 

一方面夫妻各自对婚前或者选用这种财产制

度前属于其所有的财产保留所有权和收益权，此为

个人财产；另一方面，一方配偶同时与他方共同拥

有任何一方在取得共同财产制存续期间内取得而

未被法律排除在共同财产之外的一切财产，此为共

同财产。共同财产中夫妻各占一半份额。 

4、一般共同财产制。 

此制度原则上是配偶双方的全部财产均属于

共同财产的制度。在一般共同财产中，法律明确规

定的属于个人财产只占财产的极少部分。 

在共同债务方面，承担债务的财产因夫妻所采

用的财产制度不同而有所差别：采用取得财产分享

制时，由夫妻各自的个人财产共同承担，即夫妻仅

对自己在共同债务中的份额负责，如一方无个人财

产或者财产不足，则以他方财产来补充承担； 

采用分别财产制时，则是由夫妻各自的个人财

产共同承担，如一方无个人财产或者财产不足，他

方财产无需补充承担； 

如果采用共同财产制，就会以夫妻的共同财产

来承担，在无共同财产或者共同财产不足的情况下，

则由任何一方的个人财产承担连带责任。在此制度

下，共同财产优先用以支付共同债务，之后才支付

其他债务。 

在个人债务方面，原则上以负债一方的个人财

产来承担，如果采用共同财产制，则负债一方在共

同财产中所占的一半份额也应当承担补充清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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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另外，澳门的民法也对配偶之间因支付债务而

产生的补偿作出了专门规定。若配偶一方以其个人

财产清偿了共同债务，就会成为共同财产的债权人。

如果以共同财产支付了一方的个人债务时，则负债

一方以其个人财产将已由共同财产支付的金额偿

还与共同财产。非负债一方就负债一方未清偿的债

务金额成为共同财产的债权人，但该债权只是在停

止采用有关财产制时才可以要求清偿；夫妻任何一

方以个人财产支付了他方的个人债务时，也会成为

负债一方的债权人。 

台湾地区规定： 

台湾的夫妻财产制度包括约定财产制和法定

财产制。台湾地区的民法亲属编规定：夫妻得于结

婚前或者结婚后，以契约就本法所定之约定财产制

中，选择其一，为其夫妻财产制。与内地相似的是，

夫妻婚前或者婚后未书面约定使用何种夫妻财产

制者占大多数。 

台湾采取的法定财产制度为所得共同制，即婚

前财产各自所有，婚后财产为共同财产，不能证明

婚前或者婚后的财产推定为夫妻共有。 

在法定财产制度下，夫妻就其婚后财产互负报

告义务，夫妻各自对其债务负清偿之责。夫妻一方

以自己财产清偿他方债务时，即使婚姻关系仍存续，

也可以请求他方偿还。 

在约定财产制度下，如果双方办理了契约登记

手续，对内对外均生效，对第三人发生效力，夫妻

约定中债务的承担方式对外发生效力。 

在夫妻债务方面，下列债务，由妻个人并就共

同财产，负清偿之责； 

（1）妻于结婚前所负之债务。 

（2）妻因职务或营业所生之债务。 

（3）妻因继承财产所负之债务。 

（4）妻因侵权行为所生之债务。 

（5）夫妻任何一方均可以其个人财产或者夫

妻共同财产承担债务。 

中国大陆地区法律规定： 

关于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主要是由婚姻

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予以体现。总体而

言，法定财产制度与约定财产制度均有规定，并且

约定财产制度优先于法定财产制度。 

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

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

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

财产： 

（一）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

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

的财产； 

（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第十九条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

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

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单就夫妻间的债务问题，近年来，社会上“反

对婚姻法第二十四条”呼声越来越高，甚至出现了

声势浩大的“反二十四条联盟”。“反二十四条联盟”，

即非举债配偶一方反对因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二十四条规定而对另一方对外债务而承担共同还

款责任而组成的“社会团体”。司法界和理论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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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展开热烈讨论，值此，我们以为有必要厘清一

下目前我国立法关于夫妻债务的相关规定。 

1、《婚姻法》（1981年 1月 1日实施） 

第三十二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

的债务，以共同财产偿还。如该项财产不足清偿时，

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男女一方单独所负债务，由本人偿还。 

2、《婚姻法》（2001年 4月 28日修正） 

第十九条第三款：婚姻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

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

所有的财产清偿。 

第四十一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

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

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判决。 

 

3、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004 年 4 月 1 日

实施） 

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

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

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

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

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4、（2014）民一他字第 10号《最高人民法院

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

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2014年） 

在不涉及他人的离婚案件中，由以个人名义举

债的配偶一方负责举证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如证据不足，则其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

任。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

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

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

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 

5、（2015）民一他字第 9号《最高人民法院民

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年） 

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

债务。 

6、《关于“撤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的建议”的答复》（2016年 3月 17日实施） 

在涉及夫妻债务的内部法律关系时，应按照婚

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进行认定，即在夫妻离婚时，

由债务人举证证明所借债务是否基于夫妻双方合

意或者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举证不足，配偶

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涉及夫妻债务的外部法律

关系时，应按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

进行认定。同时，在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但书”

的两种情形外，如配偶一方举证证明所借债务非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 

7、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的补充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

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2017年 2月

28日发布）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补充规定：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

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

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8、《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 号建议的答复》（2017 年 8月 24日） 

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召开座谈会等形式，指导

各级法院落实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准确界定夫

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避免简单、机械适用婚姻

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具体为： 

（1）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明确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没有用于

共同生活的债务为个人债务。当然，夫妻共同生活

的范围既要考虑日常家庭生活，还要考虑家庭的生

产经营活动。 

（2）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夫妻一方因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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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所需的举债可以直接认定为共同债务，超出日常

生活所需的大额举债，则由债权人和举债人证明该

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3）夫妻一方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举债，根据

生产经营活动的性质、夫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作用、

第三人是否善意等具体情形来认定是否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 

9、《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

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018年 1

月 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31次会议

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8年 1月 18日起施行） 

为了正确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平等保

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

规定，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

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 

第二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第三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

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的除外。  

第四条  本解释自 2018年 1月 18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

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结 语 

上述为的世界各国夫妻财产与债务法律制度

为我们结合了全球范围内的夫妻财产与债务法律

制度综合整理，仅供参考。此处结语未有笔者以为

一说，毕竟世界那么大，法律制度又各具其特点。

唯寄望已婚的诸君以及即将奔赴婚姻殿堂的各位，

忠于当初各自的选择，坚信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

不爱才是。同时，也希望你们在今后喜结连理的岁

月里，不要放弃对对方境遇冷暖的感知和思考，忠

于对自己作为夫妻一方的真实，且行且珍惜。 

在夫妻债务性质认定中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2018-01-19 人民法院报 第 02 版  薛宁兰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1/19/content_134477.htm?div=-1 

2004 年 4 月 1 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二）》）对夫妻一方

婚前债务性质、婚后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及举证责任

分配，以及清偿责任等作出体系化规范，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现行婚姻法对夫妻债务制度疏于规范的

缺憾。其中，第 24条明确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

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性质和举证责任。这

些规定在当时对于防止夫妻双方恶意串通或通过

离婚，转移财产，架空债权，维护交易安全和市场

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国

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市场经济不断发展，

婚姻期间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

情形日益普遍，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夫妻一方与

第三人串通恶意设债、虚假设债，损害另一方配偶

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司法解释需与时俱进，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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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漏洞，体现兼顾维护交易安全与保护未举债配

偶一方合法权益和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两种法的价

值。 

最高人民法院刚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

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新解释）除明确夫妻合意（双方共同签字或者一方

事后追认）所负债务、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外，第 3条还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性质认定及举证责任，作出不

同以往的解释。本条包含两层意思：首先，夫妻一

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一

般情况下是举债配偶一方的个人债务。人民法院原

则上对债权人以此类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

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这与新解释第 2条以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为限确立一方对外举债性质的标准

相一致，也明确了人民法院的立场和态度，为地方

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明确统一的标

准。其次，通过确立举证责任，为债权人主张权利

提供救济途径。如果“债权人能够证明债务用于夫

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

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债权人的主张。

这其中包含对此类债务定性的另一标准，即：若将

此类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则应考量债务的用

途或者是否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如果有证据

证明夫妻一方对外所举债务确实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甚或是基于夫妻双方合意，

人民法院应认定其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对此的举证

责任由债权人承担。本条在举证责任上作如此规定，

符合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证明责任

分配原则，也与《司法解释（二）》第 23条关于债

权人对夫妻一方婚前所负债务向债权人的配偶主

张权利时的举证责任规定前后呼应，且适用规则一

致。表面上看，本条似乎加重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

实际上它为债权人主张权利提供了司法救济途径。

总之，新解释第 3条既明确夫妻一方超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原则定性，又从实际出发确立

三种例外情形，通过将举证责任合理分配给债权人，

对其权益予以相应保护。 

普遍认为，《司法解释（二）》第 24条存在两

方面缺陷：一是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过于绝对。

以“婚姻关系”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推定标准，只关

注债务产生的时间，忽视夫妻一方对外举债的目的

和债务用途，更没有考虑夫妻是否有此合意；二是

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在诉讼中，否认为夫妻共同

债务的配偶一方要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债权人与

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

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让未参与债务形

成的未举债配偶方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对债

务性质的约定，或者证明债权人在与其配偶订立借

贷合同时知晓双方已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实为不

可能。一者该条所列两种除外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并

不常见，二者令未参与债务形成的配偶一方对上述

两种除外情形负举证责任，有失公允。基于合同的

相对性原则和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

则，司法解释对于夫妻债务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

原则上由借贷双方负举证责任。《司法解释（二）》

第 24条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夫妻一方，虽堵住了举

债的夫妻双方串通逃债之路，却生出新的漏洞，是

明显不利于夫妻中未举债一方的利益保护的，也会

在客观上促使债权人随意放贷，怠于履行放贷时的

风险注意义务。 

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家事无小事，事关百姓切

身利益；家庭又是社会的缩影，与时代共发展。最

高人民法院审时度势，及时发布人民法院审理涉及

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新解释，对婚后夫妻

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性质的认定，

既遵循日常家事代理的基本法理，又符合现行婚姻

法第四十一条考虑债务的目的和用途原则，并强调

尊重夫妻双方共同意愿，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如此

规定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进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

求的体现。我们相信，新解释的实施将产生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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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效应：一方面，有利于引导夫妻一方对外举债

时充分尊重另一方配偶意愿，保障对方的知情权；

另一方面，有利于引导债权人在确立合同之债时应

主动履行审慎注意义务，防范债务风险。当前，民

法典正在编撰中，新解释的实施，将会为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体系化构建我国夫妻债务制度奠定立法

基础。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研究员） 

家庭日常生活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2018-01-19 人民法院报 第 02 版  马忆南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1/19/content_134484.htm?div=-1 

最高人民法院此次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将家庭

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符合婚

姻法规定的基本原则，符合我国夫妻财产制的法律

基础，也符合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况。 

“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是指夫妻因日

常家事代理活动所负的债务。夫妻互享日常家事代

理权，这是夫妻身份的法律效力之一。夫妻日常家

事代理权，又称夫妻相互代理权，指夫妻因日常家

庭事务与第三人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互为代理的权

利。即夫妻于日常家庭事务范围内互为代理人，互

享代理权。被代理方须对代理方从事日常家事行为

所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英国 1970年的

《婚姻程序及财产法》规定，夫妻互有家事代理权。

《日本民法典》第 761条规定：“夫妻一方就日常

家事同第三人实施了法律行为时，他方对由此而产

生的债务负连带责任。但是，对第三人预告不负责

任意旨者，不在此限。” 

夫妻间的相互代理权是基于夫妻身份关系产

生的，不以明示为必要。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最小

单位，其所包涵的社会关系内容十分复杂。在家庭

生活中，夫妻双方每天所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林林

总总，数不胜数。夫妻一方一手包揽所有的家庭事

务，或者凡事都由夫妻双方到场共同处理，在实践

中是不现实、不可行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确立

了夫妻双方在处理日常家庭事务中互享代理权的

准则，使夫妻双方在日常家事的范围内，仅凭个人

的意愿即可作出决定，从而便利了夫妻生活，提高

了夫妻双方处理家庭事务的效率。 

同时，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也保护第三人利益，

维护交易安全，满足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夫妻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紧密的联系，婚姻家庭中

的财产关系，具有很大的隐秘性和模糊性。在夫妻

双方与第三方进行交易时，对于该第三人利益的保

护成为保护交易安全的关键。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

确定了在日常家事范围内夫妻的法定代理权和连

带责任，就为交易中第三方的利益的保护提供了切

实的法律依据。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行使一般认为以日常家事

为限。日常家事指夫妻双方及他们共同的未成年子

女（或未成熟子女，即未结婚之未成年子女）日常

共同生活所必要的事项。通常包括购买家用食物、

能源、衣着、正当的保健、娱乐、医疗、子女的教

育、保姆的雇佣、亲友之馈赠、报纸杂志的订购等。

日常家事的范围因夫妻的社会地位、职业、资产、

收入等有所不同。该共同生活所在地的风俗习惯对

日常家事的范围也有很大影响。在特殊情况下，例

如出现紧急情况而配偶不在家，或者婚丧嫁娶时也

可以得到相应扩张。 

各国民法一般认为，夫妻在行使日常家事代理

权时不得超越日常家事的范围，一旦超越，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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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超越（例如与第三人约定不属于日常家事的事

项），还是量的超越（如购入物品的数量、价格与

夫妻共同生活程度不适应），对于超越范围的事项，

由越权代理人自负其责，即个人以其特有财产或者

分别财产负责。 

但是，日常家事的范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

人因事都有变化，从外部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如

果仅依夫妻内部的情况限定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权

限范围，一旦超越这一范围就作为无权代理处理，

不仅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夫妻共同

生活的进行。因而大陆法系各国民法逐渐承认，对

于信任该代理权的行使在日常家事范围内且无过

失的第三人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这样，在夫

妻一方行使代理权实际超过日常家事范围的情况

下，善意第三人只要有正当理由确信该代理权的行

使在日常家事范围内，就有权要求夫妻另一方承担

责任，从而大大加强了对第三人的保护力度，减少

了第三人的顾虑。这种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学说已

经为各国学者所接受，成为通说。一些国家的民法

典也纷纷将这一学说上升为法律，例如瑞士民法典

第 163条第 2项。 

关于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时，权利人的注意义

务，德国民法典第 1359条规定：“配偶于婚姻关系

所生义务之履行，惟就处理自己事务通常注意所用

之注意互负其责。”日本民法学者、台湾地区民法

学者都作此种解释，认为夫妻在行使日常家事代理

权时负有与为自己事务时通常的注意义务同样的

注意义务，而且不得请求报酬。对于配偶一方在行

使日常家事代理权时违反注意义务的情形，各国规

定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例如日本民法认为应按照日

本民法典第 760 条对婚姻费用负担问题的规定处

理，令违反注意义务的配偶负担由此产生的损害。 

对于日常家事代理权权利行使的限制，大陆法

系各国亲属法一般规定：夫妻之一方，滥用日常家

事代理权或者显示不堪行使时，他方得限制之，但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对于日常家事代理权的限制，

各国民法一般要求必须使特定相对人得知，对日常

家事代理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善意第三

人是指不知有限制存在的相对人，且一般认为不要

求第三人无过失。也有国家民法规定，经主管官署

公告或登于财产登记簿，也可对抗善意第三人。 

从法理上说，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负债务原则上应当推定为个人债务，但是鉴于夫妻

之间的身份关系，夫妻债务有其自身特点。为保护

债权人利益，夫妻因日常事务与第三人交往所为法

律行为，视为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并由配偶他方

承担连带责任。在夫妻内部，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的

产生是为了夫妻日常生活方便。婚姻家庭生活烦琐

复杂，如果事无巨细均由双方共同行为，夫妻将不

胜其烦，因而对于日常生活需要之行为，一方的意

思可视为双方共同意思。 

但是就对外关系而言，将日常家事代理权范围

内债务认定为共同债务，由于非举债方配偶并未参

与该项法律行为，是否与债的相对性原理相冲突？

抑或是对债的相对性的突破？不是的。夫妻之间特

殊的身份关系决定其对外产生“外表授权”，形成

表见代理权，与债的相对性原理并不冲突。 

谁对日常家事代理范围的债务负有举证责任？

由于夫妻个人债务是法律的推定，因而反证的主张

者自然应承担举证责任，即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 

综上，虽然我国婚姻法尚未明确规定夫妻日常

家事代理权，但依据婚姻法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的

法理和外国立法例，最高人民法院此次新出台的司

法解释，将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是完全正确的。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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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瀚琰 | 论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体系与中国立法的完善 

原创 2018-01-19 妇女研究论丛  李瀚琰 

https://mp.weixin.qq.com/s/8Q04Siy9jFykor1_zfNt5Q 

摘 要：执行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最重要的

环节，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都建立了完善的执行体

系，前者以分配执行主体和处罚违反行为并重，后

者以藐视法庭罪处罚作为执行的核心。中国大陆立

法与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执行主体与处罚机制都

存在缺陷。通过对比研究两种执行体系，为中国人

身安全保护令执行的完善提供合理建议。 

一、引言 

自从 2016年 3月 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

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以来，执行一直被视为最

关键的问题。虽然立法规定了以人民法院为主体，

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助的执行主

体体系和兼具民事制裁与刑事处罚的追责体系，但

是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执行制度面临着权责模糊、

分工不明、使用不当等问题。大部分法官认为，如

果保护令得不到强有力的执行，法院签发的保护令

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失去裁判的威慑力。 

为此，如何借鉴先进立法完善执行程序成为保

护令制度研究的重点。作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保

护令立法的典型代表，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制度

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立法与实践经验：在中国台湾地

区，民事保护令有比较长时间和广泛的立法与实践

经验，建立起以“家庭暴力防治法”为主体，“家

庭暴力防治法实施细则”“行政机关执行保护令及

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办法”等相互配合的立法体系，

和以法院、警察机关、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为

主体、以违反保护令罪为保证的执行体系。民事保

护令滥觞于 197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免于虐待

之保护法案》(The Protection From Abuse Act of 

1976)，其执行问题被称之为“阿格硫斯之踵”

(Achilles’ heel)[1](P 1095)，被视为整个制度

最核心的环节。与中国台湾地区不同，美国保护令

执行制度明显体现了判例法和联邦制的特征，立法

的侧重点不在于整个执行制度的设立，而在于对违

反民事保护令责任的追究。实践中，美国一方面注

重保护令在各州之间的承认与执行，另一方面建立

了极其完善的藐视法庭罪追责体系，以此来保障保

护令中权利义务的实现。 

本文在介绍境外代表性立法的基础上论述了

当前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的主流模式，进而结合中

国的立法现状，选择适用切实可行的执行路径，为

《反家庭暴力法》的完善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立法

建议。 

二、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体系考察：境

外典型模式 

(一)中国台湾地区民事保护令的执行体系 

1. 执行主体的立法分配 

1999 年，台湾“内政部”根据旧的“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五十二条、五十三条分别制定了“警

察机关执行保护令及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办法”和

“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确定警察机关执行保护令的主要地位。2007 年，

为了回应大法官会议第 599号解释，台湾“立法院”

在原先的基础上发布了新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有关执行问题增订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根据保护

令的具体内容规定不同的执行机关；增加有关警察

执行的规定；增加执行异议的规定；增加免征声请

和执行费用的规定[2]。同时，为了配合保护令的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jY1NzM5MA==&mid=2650714127&idx=1&sn=5023df8beb2a68d5060ef07bea02b98e&chksm=8300140eb4779d18ec4a7392e94bcbeb0acfe03d7117ba85b1fe73300a13e5741a0ed47dad71&mpshare=1&scene=1&srcid=0119VniERuUOG1fpcjnfTaq0&key=304caf69ae97dec922f00bd6e7a624e63ad97a7b0d34553ea069ab14e0af76ef9731f7254e27fc79bd8c50cb64a01f1a7be6994f07ef62837458a582d94b021d74f079eb45e7394a172952da23d9b1fa&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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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内政部”根据新法六十四条发布了“行政

机关执行保护令及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该“办法”部分地修正了“细则”

的规定，成为行政机关执行保护令的主要依据。这

几部立法文件确立了保护令三个主要执行主体：法

院，警察以及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1)法院。依据“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四条

第八、九、十一款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法

院主要执行与财产有关的金钱给付令和不动产之

禁止使用、收益或处分令。金钱和不动产本身差异

决定了执行管辖权的不同，前者由执行标的物所在

地或执行行为地之法院管辖，后者由不动产所在地

法院管辖。 

此外，与财产有关的保护措施一般以通常保护

令的形式下发，为被申请人提供了救济区间，因此

无须送达被申请人即可发生执行效力，且执行期间

以一年为限，免征执行费。但法院可依当事人撤销、

变更、延长之声请，改变执行期间。 

(2)警察机关。出于警察职能的专业性、执法

的强制性和工作的全天候性，中国台湾地区将警察

机关列为保护令的主要执行主体，承担大部分与人

身权有关的保护令执行工作。依据“家庭暴力防治

法”和“办法”的相关规定，包括禁制令、迁出令、

远离令、暂时监护权令。均由警察机关执行。因为

部分财产直接交付行为需要在被申请人与申请人

之间完成，存在一定的暴力风险，此时立法更加关

注的是申请人人身权的保护，所以物品使用权令也

由警察机关执行。 

(3)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由于未成年子

女工作的特殊性，为了避免父母行使探视权的过程

中造成伤害，中国台湾地区将暂时探视权令交由直

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负责执行。同时，鉴于直辖

市、县(市)主管机关在医疗工作中的专业地位，颇

具特色的处遇计划令也由其执行。 

2. 违反保护令罪 

“家庭暴力防治法”通过设置“违反保护令罪”

来处罚拒不执行民事保护令的行为，其第六章“罚

则”第六十一条系统规定了违反保护令罪的几种具

体情况，包括被申请人违反禁制令、禁止联系令、

迁出令、远离令和处遇计划五种情形，罚则为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十万元以下

罚金。根据“警察机关执行保护令及处理家庭暴力

案件办法”的规定，警察机关不仅具有发现违反保

护令现行犯时实施“径行逮捕”的权力，同时还承

担向检察机关移送管辖之地方法院检察署侦办的

职能。 

(1)违反保护令罪的犯罪构成。主体要件：本

罪为纯正的身份犯，即民事保护令明确记载的签发

对象，除此之外任何人不构成犯罪主体。主观要件：

本罪要求具有违反的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特殊

情况下，由于保护令是法院与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

系，而不是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即使经过

申请人同意的违反保护令行为也不能构成违法阻

却事由。客体要件：民事保护令所记载的保护对象，

包括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与受害人具有一定关系的

子女、父母、其他亲属等。客观要件：本罪构成只

要求有违反保护令的行为，不要求有损害结果的发

生。此外，多次从事违反保护令行为的，构成连续

犯，从事家庭暴力既触犯刑法当中家庭暴力罪又触

犯违反保护令罪的，构成想象竞合犯，这两者都从

一重罪处罚。 

(2)违反保护令罪的意义。其一，本罪的直接

目的在于保障保护令的执行，通过刑罚的威慑作用

使得被申请人在违反保护令所规定的内容时，充分

考虑自己的行为成本，也能通过刑罚的强制作用在

保护令被违反时实现对受害人的保护。其二，本罪

的间接目的在于弥补刑事司法制度“事后处罚”的

滞后性，提高对家庭暴力的事前预防。对于家庭暴

力而言，除了民事保护令，中国台湾地区还通过“刑

法”规定一般刑事犯罪和第九十六条适用保安处分

制度来实施处罚。但是“刑法”上的处罚都以刑事

罪名的成立为前提，无法提供事前保护。其三，违

反民事保护令的行为不仅是对受害人生命、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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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财产等“个人法益”的损害，也是对公共安

全、善良风俗和婚姻家庭制度等“公共法益”的侵

犯，尤其是损害了做出民事保护令机构的司法权威。

因此，制定本罪是为了保护个人和公共利益，顺利

执行民事保护令。 

(二)美国民事保护令的执行体系 

与中国台湾地区不同的是，美国民事保护令执

行的重点不在于被申请人义务的实现，而在于对拒

不执行保护令的事后处罚。同时，在联邦立法层面，

美国积极推动各州之间对保护令效力的承认，以敦

促保护令的执行。概括看来，保护令的跨州执行、

对违反保护令的被申请人实施的无令状逮捕和刑

事责任追究制共同构成了美国保护令执行体系的

三大支柱。 

1. 跨州执行制度 

(1) 1994 年《反对针对妇女暴力法》的“充

分诚实与信用”条款。充分诚实与信用条款是联

邦为了让“公共政策、裁判、司法程序”在各州普

遍承认与执行而确立的宪法原则。为了强调一州做

出的民事保护令能够在其他州顺利执行，《反对针

对妇女暴力法》在家庭暴力领域反复重申了这一条

款的重要性。 

具体而言，该条款主要包含两个内容：其一，

在全美境内，不论是州法院还是印第安自治区法院

做出的保护令，都受到充分诚实信用条款约束。如

果被申请人在外州违反了保护令，则被视为是对保

护令做出州的违反，并根据行为发生地法律实施处

罚。该条款使得已经签发的保护令无须在其他州注

册，被申请人在其他任何州违反保护令都可以被强

制执行。其二，如果当事人被签发共同保护令，由

于此时双方互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方违反保护

令可能会引起另一方同时也发生违反保护令的情

形，所以只有在双方当事人都能提供足够证明被违

反的情况下保护令才能在外州被强制执行。 

(2)《家庭暴力保护令跨州统一执行法》的推

动作用。为了适应美国国内各州广泛相互承认与

执行民事保护令的需求，2002 年《家庭暴力保护

令跨州统一执行法》制定了一整套统一执行机制：

首先，立法统一规定了管辖权、案由、保护令的登

记、被执行人的豁免与救济一系列条款。其次，该

法在第三节(e)部分为执行州决定是否执行制定了

统一生效标准，包括：1)有明确的申请人与被申请

人；2)在保护令有效期内；3)属于签发地管辖权范

围内；4)被申请人得到了合理的通知以及公平听证

的机会，在单方申请保护令中，被申请人在合理的

期间内被通知，并得到合理的程序救济。最后，立

法还注意到了刑事法庭签发的保护令在外州的执

行问题，例如在 Huntington v.Attrill一案中，

美国最高院认为，民事诉讼签发的保护令是对个人

的救济，而刑事程序中的保护令是对社会公共利益

的救济，两种救济目标的不同成为刑事保护令不得

跨州执行的理由。 

2. 无令状逮捕制度 

在美国，具体负责执行保护令的主要是警察等

执法机构，必要时才由相关机构等进行协助，送达

和执行保护令也因此成为美国警察最重要的警务

工作之一[3]。1994年，美国《家庭暴力控制与法

律执行法》全面地规定了一揽子减少家庭暴力的执

行措施，每年预算 97亿美元支持警察机构来打击

家庭暴力，足以见得警察在保护令执行中的重要地

位。 

除送达保护令外，警察执行保护令集中体现为

无令状逮捕制度(Warrantless Arrest)。该制度的

核心在于赋予警察在保护令有被违反可能时，无需

签发逮捕令状即可直接逮捕施暴人的权力，即使违

反行为并非在警察面前发生[4](P 23)，即一方面

允许警察在没有取得逮捕证的前提下逮捕正在违

反保护令的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即使警察不在案

发现场，也可以根据受害人的报警实施逮捕。不难

看出，无令状逮捕体现了美国政府不惜牺牲被申请

人正当程序利益来坚决执行民事保护令的决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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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国家对家庭暴力的零容忍态度。 

与无令状逮捕不同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径

行逮捕”虽然也规定在保护令存在违反可能或者正

在发生时都能实施逮捕，但是，径行逮捕意味着警

察自由裁量的权限大大小于无令状逮捕制度，只要

发生前述情形必须实施逮捕，类似于英国《1976

年家庭暴力与婚姻诉讼法》规定的“强制逮捕”制

度。 

3. 藐视法庭罪制度 

在美国，虽然保护令属于民事救济，但是违反

保护令却能够遭致刑事处罚，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

使施暴人慎重考虑违反保护令的结果，自觉遵守民

事保护令[5](P 70)。对违反保护令的行为展开刑

事追诉，以藐视法庭罪起诉施暴人，使被申请人受

到刑事处罚是保护令执行环节最为重要的组成部

分。 

美国部分州将藐视法庭罪分为民事藐视法庭

罪与刑事藐视法庭罪，部分州则直接认定为刑事藐

视 法 庭 罪 ， 并 根 据 犯 罪 程 度 定 性 为 轻 罪

(misdemeanor)和重罪(felony)，在刑事重罪中签

发的保护令，保护令的效力可以长达五年，或者从

刑满释放之日或者实际监禁之日起算，对于一级轻

罪，持续时间不超过三年，其他案件则不超过一年。

民事与刑事藐视法庭罪之间界限存在争议，主要表

现为“制裁的特征与目的”区别说、程序区别说和

“事实发现的难易程度”区别说[6]。总体认为，

前者是以实行法院命令的事项为目的而采取的间

接强制手段，而后者是对已经做出行为所采取的、

以制裁为目的的强制手段，所以后者成为保护令立

法的主流，也成为本文讨论的重点。 

(1)构成刑事藐视法庭罪的行为。在美国的家

庭暴力民事诉讼程序中，低证明责任、对受害者的

特别救济以及对违反保护令的施暴人的刑事处罚

并列为保护令的三大程序优势[7](P 126)。通过判

例法，美国广泛地建立了在签发民事保护令后被认

为构成刑事藐视法庭罪的行为，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几种情形：非法接近、威胁杀死或者伤害申请

人，通过个人或者电话通讯与受害人取得联系，诱

拐或者隐藏儿童，婚内强奸、性骚扰、殴打、攻击

受害人人身或者故意损害受害人财产，通过进入一

定的范围或者受害人房屋的方式违反远离令和禁

止联系令。 

如果被告人多次从事违反保护令的行为，法院

会根据其行为实行数罪并罚，这一点与中国台湾地

区从一重罪形成对比。在 State v.Schackart 一案

中，被告人已经与妻子分居，他仍强制妻子脱掉衣

服，五分钟后又对其妻子实施了性侵，因而被一审

法院认定为性侵犯罪和加重攻击罪，被告上诉声称

他的行为在同一事件中受到了两次处罚，上诉法院

维持了原判，理由在于本案中被告的两个行为因具

有两种不同目的从而具有不同的实质。 

(2)刑事藐视法庭罪的证明。民事保护令作为

民事救济措施，一般到达民事证明标准即可签发，

鉴于刑事藐视法庭罪的刑事法律性质，证明标准必

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爱荷华州最高院在审理

State v.Lipcamon 一案中认为，超过合理怀疑的

证明标准必须是有违反保护令的故意。 

值得注意的是，刑事藐视法庭完全是单独的诉

讼，它完全由法院或者起诉机构发动和控制[8](P 

715)。因为违反民事保护令是对司法权威的挑战，

美国规定了检察机关强制起诉所有违反保护令行

为的“No-Drop”[9]制度；同时，法院还可以不待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根据与问题有切身利害关系人

的请求，而启动审判程序[10]，此时由于缺乏律师

的帮助，也没有国家公诉机关的出面，排除合理怀

疑的证明标准明显对受害人提出了过高的证明要

求。因此，在 People v.Blackwood一案中，伊利

诺伊州上诉法院认为，仅有受害人的证言也可以达

到这种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本案中，被告人

的前妻声称，被告人称她为“妓女”“该死的婊子”，

并告诉前妻为她准备了一个“阴谋”。如果警察、

其他家庭成员、其他见证人等提供的证言足以认定

藐视行为的，还可以免除受害人的证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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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刑事的藐视法庭行为没有“要求大陪审团

起诉的权利”，不符合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

[6]，所以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被告的正当程

序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被送达保护令的权利、证据

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时实行无罪推定、不能被自

证其罪、要求证人出庭、与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以及

反对传闻证据、根据双重危险的原则，如果被申请

人没有被认定为藐视法庭罪，原告不得上诉。 

(3)刑事藐视法庭罪的处罚。根据美国 1976

年宾夕法尼亚州《免于虐待之保护法案》的规定，

刑事藐视法庭罪一般会被处以罚金或者监禁或者

兼而有之，该法在 1978年修正案中，规定监禁的

时间最长不超过 6 个月、罚款的数额最高不超过

1000 美元[4](P 22)。这种处罚方式不仅在美国，

也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主要的责任形式。 

三、中国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体系：立

法现状与不足 

(一)中国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体系的立法现

状 

《反家庭暴力法》通过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四

条分别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主体和处罚

机制。其中，人民法院是主要执行机关，公安机关、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有关组织体现为“协助

执行”；根据违反保护令的具体情节，以是否构成

犯罪为标准，被申请人将面临训诫、罚款、拘留以

至于刑事处罚的进阶式责任。 

相比较而言，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都以警察部

门作为主要执行机关。同时，根据保护令具体内容

的不同，中国台湾地区还引入了由法院和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执行非人身类保护令的主体机制；对

于被申请人违反保护令的情形，中国台湾地区和美

国直接将其定性为刑事责任，分别以“违反保护令

罪”和“藐视法庭罪”作为处罚依据。 

(二)中国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体系立法的不

足 

通过前文的对比可以发现，《反家庭暴力法》

有关保护令执行的规定还很简陋，甚至都不能称为

体系，与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执行体系相比具有

较大差距。 

1. 执行主体架构不合理 

(1)执行主体性质不一致。人民法院、公安机

关属于国家机关，根据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直接具

有执行权。而根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居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

会属于群众自治组织，不能够处分公民的财产和人

身权利。并且，根据《行政强制法》的第十七条的

规定，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是否可以接受行政

机关的委托执行保护令同样存有疑虑，立法此处过

于在意动员社会力量维持家庭关系的稳定，却忽略

了法制统一的重要性。 

(2)执行主体职能不健全。法院不仅受到审执

分立原则的影响，也没有足够的司法资源作为保护

令的主要执行机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

安全保护令案件相关程序问题的批复》之规定，保

护令案件属于非讼程序中的特别程序，此类案件都

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没有上诉程序，这使得原本

捉襟见肘的司法资源更加无暇面对执行问题。相反，

在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承担主要执行工作的都是

警察。 

(3)执行主体分工不清晰。立法不仅没有对保

护令进行分类，也没有明确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在

执行保护令具体内容上的分工，使得不同内容的保

护令无法与各执行主体的优势相匹配。并且在保护

令种类的基本环节，立法只规定了人身类的保护令，

而没有对财产类的保护令作出规定，鉴于公安机关

在执行人身类保护令上的优势，更加激化了公安协

助地位与人民法院作为主要执行主体之间的制度

矛盾。反观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前者对保护令的

具体内容都分配了相应的执行主体，后者也通过判

例法基本上确立了由法院签发、警察送达和执行的

分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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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违反保护令责任概念性模糊 

《反家庭暴力法》根据违反情节以是否构成刑

事处罚规定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承担方式，这点

与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单一规定刑事责任形成鲜

明对比。这种粗放型立法模式至少具有责任性质疑

议、启动方式不明和证据标准不清等弊端。 

(1)责任性质疑议。关于责任性质的争议主要

来自于《反家庭暴力法》规定的民事制裁措施，该

措施源自《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三款，除

规定的几种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外，人民法院审理民

事案件还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一方

面，该条规定一直与行政处罚处于含混不清的地位，

原因在于民事制裁是特殊时期的立法产物，也是法

学理论不成熟的体现[11]，是被处罚的当事人对国

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法院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对

当事人的国家处罚措施[12]，这一系列的特征将民

事制裁定性于一种行政责任，而非民事责任。另一

方面，从处罚的内容看，该条也与行政强制执行中

的直接强制——人身强制和财产强制——具有很

强的相似性，直接强制执行的概念规定的执行主体

应当为行政机关，这更加凸显了法院作为主要执行

主体的不适格性。 

(2)启动方式不明。在中国台湾地区，“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三章刑事程序设置由检察官、司法

警察侦查，公诉机关起诉，法院审理等一系列完整

的侦查、起诉、审理和执行程序。在美国，藐视法

庭罪的启动方式为地区检察院公诉和受害人自诉

两种。在中国大陆地区，对违反保护令情节严重的

被申请人的刑事处罚可以认为是对《刑法》第三百

一十三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借鉴，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本罪诉讼程序

的启动包括公诉和自诉两种形式，但是《反家庭暴

力法》尚未对如何启动追诉“构成犯罪”的被申请

人作任何规定，也没有明确是否可以援引适用《刑

法》及其司法解释，这往往使得被申请人的拒不执

行无法得到及时处罚。 

(3)证据标准不清。在美国，因为签发民事保

护令和认定藐视法庭罪分别属于民事诉讼和刑事

诉讼，所以立法严格区分了两种诉讼程序的证明标

准：对于前者，受害人负担了很轻的证明责任，甚

至不要求达到盖然性证明标准，只要求法官作为一

个正常人可以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即可[13]；后者

则要求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反观《反家庭

暴力法》，不仅没有对签发保护令制定相应的证据

规则，也没有对民事制裁和刑事处罚分别规定证明

标准，这为被申请人违反行为的认定带来了困难：

两套证明标准不仅涉及不同的审判程序，也涉及举

证责任的分配和不利后果的承担，如果没有完善的

证据规则，这不仅影响受害人举证责任的承担，也

影响被申请人正当程序利益的保障。 

四、中国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体系：借

鉴与完善 

从境外立法可以看出，执行主体方面，中国台

湾地区将保护令本身划分为人身和财产两个类别，

同时明确分配不同执行主体的职能以应对不同种

类的保护令，美国的跨州执行、无令状逮捕和先进

的技术手段深刻地体现了对受害人的倾斜保护，这

对于缓解中国人民法院执行压力、提高行政机关执

行效率等执行主体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

义；在处罚机制问题上，中国台湾地区的“违反保

护令罪”为中国大陆地区建立本罪的犯罪构成提供

了理论支撑，而美国的“藐视法庭罪”为违反保护

令罪的客观方面、证明标准和具体罚则的设计提供

了参考依据。有鉴于此，执行体系的完善主要包括

增加立法、完善执行主体和处罚机制三个方面。 

(一)增加专门的执行立法 

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就保护令执行问题都单

独制定了法律，体现了解决家庭暴力极大的立法诚

意。中国大陆地区保护令执行困难的根本问题在于

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有必要尽快完善执行立

法或者司法解释。具体立法途径包括：修改《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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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暴力法》当中有关执行的条款，单独制定保护令

执行法，在《民事诉讼法》当中具体设置有关保护

令执行的规定以及在《刑法》中增加违反保护令刑

事处罚规定。司法解释方面，在《反家庭暴力法》

颁布后不久，最高院就发布了《关于人身安全保护

令案件相关程序问题的批复》，这既说明了司法解

释的可行性，又说明了保护令立法存在不足的现状。 

(二)明确保护令的执行主体 

根据中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财产类和人身

类保护令分别由法院和警察执行取得了良好的实

践经验，结合中国当前的立法，在维护当前法制稳

定性的前提下，执行主体应当为法院、公安机关和

司法行政部门分工负责，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协助执行的方式。 

1.以法院为执行主体。法院对施暴人的财产

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拍卖、变卖等

措施的优势决定了应当由法院来执行与财产相关

的保护令。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十九条并没有明确除人身以外的财产保护令

内容，这反而与中国法院为执行主体的体制形成冲

突。因此，可以参照中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充分发

挥二十九条第四款的兜底作用，增加禁止被申请人

做出转移、出售、损害财产的财产令以及责令被申

请人赔偿因作为或者不作为暴力造成申请人人身

或财产损失的赔偿令供法院执行。 

2.以公安机关为执行主体。由于公安机关工

作时间的特殊性、执法人员的专业性、调查职权的

强制性[14]，适宜执行人身类的保护令，中国台湾

地区与美国也都以警察作为最主要的执行机构。具

体操作如下：首先，借鉴江苏省《关于依法处理涉

及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

行)》所创立的送达模式，由申请人、被申请人住

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公安局(分局)接收法院裁定，再

由公安局(分局)转送裁定给申请人、被申请人并负

责主动执行；其次，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

九条前三款列举的保护令都应当由公安机关执行；

最后，还可以学习中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在法

院遇到执行困难时请求警察机关协助，以免出现暴

力抗法的情形。 

3.建立由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之间

的良好衔接。由于中国并不存在行政机关签发保

护令的情形，所以只存在由法院向行政机关执行的

单向流动。当前中国保护令的签发仍属于诉讼程序，

尚不具备建立行政机关签发保护令的基础，因而可

以赋予行政机关根据保护令的具体内容向法院申

请执行的自由裁量权。实体上，以当事人拒不执行

财产类的保护令为前提；程序上，以行政机关履行

强制执行的催告后，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

执行为条件，由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限内做出是否执

行的裁定。为了避免两个机关相互推诿的情形出现，

一旦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则行政机关不得再次申请

复议，自行执行。 

4.增加司法行政部门作为执行主体。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之意见第

四条，司法行政部门是社区矫正的主要机构，在长

期的实践中，中国部分地区的司法行政部门已经摸

索出了一整套通过 GPS 等现代化手段定位社区矫

正对象的新型方式。在美国，依赖于 GPS的反向标

记 (reverse tagging)和过滤技术 (filtering 

technology)[15]已经广泛运用于执行迁出令、远

离令等以维持距离为手段的保护措施，以此为鉴，

发挥司法行政部门的优势，既可以用于协助执行保

护令，又可以用于执行因违反保护令被处以社区矫

正的罪犯。 

5.发挥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在保护令执

行中的监督和庇护作用。两委会的性质决定了其没

有强制执行权的特征，但是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优

势，监督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情形，一旦发现拒不

执行情况的发生，协助处于困境中的申请人报警、

申请强制执行。同时，充分发挥两委会的财力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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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优势，建立妇女庇护所等机构，缓解申请人暂时

的经济困难或者为申请人提供隐秘的避难场所。 

(三)对违反保护令的行为直接施以刑事处罚 

境外立法对违反保护令的行为一致采取刑事

处罚的态度，这不仅是保护人权的基本要求，也反

映了国家对家庭暴力零容忍的态度。因此，中国也

应当避免民事或行政责任，直接规定刑事处罚。 

1.通过立法建立违反保护令罪 

(1)罪刑法定的要求。从《反家庭暴力法》第

三十四条之立法目的可以看出，刑事处罚的设立参

照了《刑法》当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作为立法

依据。但是，没有严格的《刑法》规定，参照、类

推适用《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做法在罪刑法定

原则上都是存在质疑基础的，也不能为被执行人提

供正当的程序保障。就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本身

来说，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

了本罪广泛的适用范围，但大多以处置被执行人与

执行机构之间的冲突为目的，无法注意到违反保护

令的行为主要发生在家庭暴力当事人之间的情形。 

(2)维护司法权威。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中国违反保护令责任概念性模糊主要原因在于对

违反行为制定了两套处罚措施，同时还横跨了民事

制裁、行政强制、刑事处罚三个领域。当公权力开

始处置家庭暴力时，已经不再属于私权纠纷，而是

公权力对申请人的救济和对被申请人的压制。但是

前两种措施处罚力度较轻，不仅不利于维护司法权

威，还给当事人造成公权力再次容忍家庭暴力的错

觉，结果使得申请人放弃公权力救济、被申请人无

视保护令的执行力。所以，成立本罪的首要任务是

在《反家庭暴力法》或者《刑法》当中建立“违反

保护令罪”的罪名。 

2. 违反保护令罪的实体性规定 

首先，本罪的适用主体为人身安全保护令指向

的被申请人，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二条规

定，保护令应当以送达为生效要件。如果没有被送

达保护令，那么被申请人的暴力行为只可能构成一

般的刑事犯罪而不能构成违反保护令罪。其次，本

罪适用的行为为被执行人故意不履行保护令规定

义务的情形，情节严重程度只影响量刑，不影响本

罪的构成。被执行人多次违反保护令的，应当根据

行为目的判断构成法定一罪还是数罪并罚。最后，

本罪适用的罚则可以借鉴《刑法》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的立法，在违反保护令罪当中视情节严重程

度，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或者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违反保护令罪的程序性规定 

(1)程序的启动。由于中国尚未建立藐视法庭

罪，法院也没有自行起诉的权利，所以启动只能依

靠检察机关公诉或者被害人自诉。具体做法是，既

可以由公安机关根据受害人本人、亲属、居民委员

会和村民委员会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以由公安机

关自行发现违反保护令的行为，进行调查再将证据

移送检察机关。受害人本人亦可以提起刑事自诉。

但是两者之间的证明标准存在差异，根据《刑事诉

讼法》第五十三条，公诉机关提起公诉应当以证据

确实充分以达到“客观真实”为标准，自诉案件的

证明标准应当处于民事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之间，

只要法官根据受害人的自述能够达到内心确信，与

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即可认定。 

(2)本罪的执行。本罪的成立不会造成保护令

的失效，因此执行的内容不仅包括违反保护令罪确

定的徒刑、拘役与罚金，也要执行原保护令的内容。

执行主体也因执行内容有所不同，除《刑事诉讼法》

第四编执行的相关规定确定的主体外，还要注意前

文有关保护令执行主体的制度设计，充分发挥同一

主体在执行保护令和违反保护令罪当中的双重作

用。 

[参考文献] 略 

作者简介：李瀚琰(1989-)，男，安徽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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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婚姻家庭法学。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7 年第 6 期第

116-125页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修正背后，有这么多心酸的故事 

原创 2018-01-22 澎湃新闻  邢丙银 

http://mp.weixin.qq.com/s/vk4dB1-EL2fXavMAQNRNVg 

2018年 1月 17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涉

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与该解释相冲突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规定

（以下简称第 24条规定）从 1月 18日起不再适用。 

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收到大量信件，

建议对该条规定予以审查。收到全国人大代表及公

民的审查建议，法工委于 2017年 6月召集提建议

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最高法有关庭室同志等召开

座谈会，推动解决这一问题。 

刘肇琼是众多参与推动废止第 24条规定的人

之一。 

3年前，刘肇琼和谢飞（化名）离婚半个多月

后，陆续有“纹身”的人登门讨债。刘肇琼为避免

孩子受到威胁，将他送回老家，由外公外婆照顾。

除了登门讨债的，刘肇琼接连吃了四场官司，其中

最大一笔起诉金额为 130 万元，最小的一笔为 3

万元。 

刘肇琼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邮寄了审查建议。 受访者供图 

 

这是因为，债权人将刘肇琼的前夫告上法庭，

她作为曾经共同生活的妻子，连带成为被告。而她

坚称不知前夫何时举债、举债用于何处。最终，厦

门中院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规定（以下简

称第 24条规定），认定系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

四起官司，刘肇琼败诉三起，还有一起将于本月

22 日二审。目前，她已负债 100 多万元，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 

和刘肇琼有着类似经历的人聚集在“24 条公

益群”中，成员近 400人，其中既有法官、大学教

授，还有地方妇联的负责人、中小学老师、外企高

管等。他们负债高的上亿元，少的也有几十万元。

他们认为第 24条规定加重夫妻未举债一方的举证

责任，违反婚姻法规定，呼吁废止这一规定。 

2016 年以来，他们向全国人大代表寄信，反

映第 24条规定的问题，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邮寄近千封信件，建议对该条规定予以审查。 

前夫举债百余万，讨债人员登门喷漆 

“爸爸借钱跑了，法院判妈妈还钱。妈妈被离

职，我成了留守儿童。我想废止 24条，和妈妈在

一起生活。我想安心读书。”这是刘肇琼 10岁的孩

子谢涛（化名）用红笔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话语。 

刘肇琼第一次被债主找上门是在 2015年 1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5NTU3MQ==&mid=2651469672&idx=3&sn=c776047e6413cfacd5b0c6b0dc15c4e7&chksm=bd67aad48a1023c22b7f259d5ce8bf68efe7a44680ddbb98a3507dccadf81eb2a9bb9c3f4d4a&mpshare=1&scene=1&srcid=0122ssWqlVcqpseoPEcgxvZo&key=cdd0d222300eca7e9952167696d9a75c155dddda6a98d30561a07b433bb808b0aed3e202f64c2703a381b81c20fe9c071f54f5ed398e2e5c100fd03510501239102beb5947ac64664b9b6c2fc693c73e&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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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彼时她和前夫协议离婚已有 18天。有个男

子带着五六个纹身的人，上门找她前夫讨债。此后

几天，又有两拨讨债人上门，有的讨债人走错了楼

层，猛敲楼下住户的门，当八十多岁的老人打开门

口，对方大吼“让你儿子还钱”，把老人吓晕了。 

2月份的一天，刘肇琼回到家，发现门上被人

用油漆喷了字“谢飞还钱”，门锁也被堵上胶水，

打不开了。她担心儿子的安全，用自己的存款还了

20 多万元，并将儿子送回老家由父母照看。 

刘肇琼还经常接到各种讨债人的谩骂电话。

“对方一上来就开骂，说‘你这个女人就是人渣，

人家没钱了，你就跟人家离婚’。”突然有一天，让

她惊愕的事发生了：“对方一上来不是开骂，而是

向我表示道歉，说之前骂错了，误会我了。” 

原来讨债人员通过自己的“门路”查到，她的

前夫不仅常去一家酒吧消费，而且经常大半夜时还

在网吧，然后去开房。刘肇琼在一家游艇公司上班，

工作较忙，儿子都是由前夫照顾，她这才从儿子口

中获悉，原来前夫早就和一酒吧女工作人员关系不

同寻常，前夫还曾带过儿子去对方家中吃饭，并且

嘱咐他不要告诉妈妈。 

离婚两个月后，官司接踵而至。其中最大一笔

是黄亮（化名）提起的，刘肇琼只知道黄是前夫的

老乡，以前从未谋面。2015年 4月 17日，厦门湖

里区法院开庭审理本案。黄诉称，谢飞因经营之需

多次向其借款，每次借款都出具了借条，自 2014

年起，借款合计 136.92万元。 

黄亮请求法院判令谢飞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刘肇琼对婚姻存续期间谢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 

据黄亮的借条显示，在 2015 年 1月 2日，即

协议离婚前 6天，谢还向黄借了现金 10万元。 

湖里区法院的一审判决书显示，谢飞辩称，对

黄亮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没有意见。对明显超过

银行利率的月息，谢也全盘照收，未提出异议。 

“我前夫还称这些钱部分转借了他人，部分用

于家庭装修，他还声称和我是假离婚，真实目的是

夫妻二人联手逃避债务，如果真是逃债，那丈夫肯

定是把所有债务都朝自己身上揽，而他却是拉上我

垫背。”刘肇琼说，案涉借款金额特别巨大，而她

都不知情。她认为，前夫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70 岁的苏海泉是住在刘肇琼楼上的邻居。自

刘肇琼的儿子会爬时，她就把儿子交给退休在家的

苏海泉夫妇照料，两老人对孩子甚是喜欢。 

至于刘家装修一事，苏海泉在接受澎湃新闻采

访时说：“他们的房子本是我们公司员工住宅楼，

他们买的二手房，和以前相比就三处变化，装了吊

顶，加了个背景墙，换个吊灯，其他几乎无变化，

这些装修最多几千元，而且装修发生在借款前几

年。” 

谈起谢飞是否经营公司，苏海泉哈哈大笑起来，

不认为谢在经营公司。 

苏海泉还说，从 2013年开始，谢飞和刘肇琼

开始闹离婚，经常听到他们吵架。谢白天多在家，

经常碰到他晚上出去，但不清楚他在外面做什么。 

在一审开庭时，刘肇琼还申请苏海泉出庭作证，

他的陈述和接受采访时表述相同。 

湖里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谢飞陈述案涉借款部

分用于家庭，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案涉借款金

额巨大，据证人证言，两被告无大件物品，无经营

性活动，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谢、刘二人存在举债

合意。 

因此，2015 年 5 月，湖里区法院作出判决，

未支持黄亮请求刘肇琼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借款

本金认定为 92万余元。 

二审败诉：夫妻关系存续间债务系共同债务 

一审胜诉后，刘肇琼在二审栽了跟头。 

黄亮提出上诉称，原审认定诉争借款不是夫妻

共同财产错误。在审理过程中，他还明确表示撤回

针对谢飞的上诉部分，同时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借

款数额为 92万余元。 

这意味着，黄亮的上诉，主要是请求法院认定



318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刘要对谢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 

刘肇琼说，二审时她的前夫未出庭。厦门中院

经审理认定，诉讼债务系谢、刘共同债务，刘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在厦门中院于2015年12月所作的终审判决书

中，该院如此说理：第 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

法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

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但夫妻一方能够

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

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婚姻法第 19条第 3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

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

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厦门中院认为，谢飞与刘肇琼关系存续期间，

谢以其个人名义向黄亮借款，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

处理。刘肇琼主张该债务为谢的个人债务，应当证

明存在上述两种例外情形，但刘举证并不足以证明

这两种例外情形。 

厦门中院还称，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包

括为夫妻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也包括一方或双

方为了夫妻共同生活进行生产经营所负债务。刘肇

琼以日常生活无需举债为由否认该债务为共同债

务缺乏法律依据。 

此外，刘肇琼主张黄亮和谢飞系恶意串通扩大

债务，厦门中院未予支持。 

 

直至败诉，刘肇琼才注意到第 24条规定。“我

都不知前夫是何时举的债，更不知他举债用在何处，

如何举证该债务与我无关？而且前夫自始至终未

向法院提交借款用于何处的银行流水。” 

学者：对借款不知情的配偶举证存困难 

刘肇琼上网检索看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是最高法于 2003 年 12 月出台，自 200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 

而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第41条就离婚后的债

务偿还问题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

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

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

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曾如此解释，

第 24条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夫妻以

不知情为由规避债权人，通过离婚恶意转移财产给

另一方，借以逃避债务的问题，即解决夫妻双方联

手坑债权人的问题。 

虽然第 24条规定有利于保护债权人，但实践

中却出现另一种情形，即夫妻举债一方与债权人恶

意串通损害配偶利益。 

2017年 2月 28日，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

前几天，最高法发布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补充规

定，在第 24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两款规定：夫妻

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

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在随后的答记者问中表示，

现实中适用第 24条规定判令夫妻另一方共同承担

虚假债务、非法债务的极端个例，是因为极少数法

官审理案件时未查明债务性质所致，与第 24条规

定本身的规范目的无关。 

对此，多位学者指出，补充规定并未解决第

24条规定所存争议。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蒋月在光明网撰文指出，新增的两

款规定，并无新意。在补充规定发布之前，只要能

够证明债务是虚假的，或者债务人把借款用于非法

活动，对于这两类债务或者债权，人民法院从来就

是不给予保护的。新规最多只能说是给第 24条规

定打了个“补丁”，没有抓准第 24 条规定引起广泛

争议的关键。 

蒋月说，婚姻法第 41条规定，只有为了或者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借款，才应当纳入夫妻共

同债务，由双方清偿。而第 24条规定直接推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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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不要

求法院查明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是第

24 条规定受到质疑、批评的原因之一。 

“适用第 24条规定时，否认夫妻共同债务的

配偶一方要承担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证

明责任；证明不成功的，要承担连带责任。”蒋月

说，这种举证责任分配欠合理。对借款不知情或不

曾分享利益的配偶该方如何能获得相应证据？ 

她认为，合理的举证责任方案，应是要求举债

方证明借款用途；必要时，可以要求配偶另一方分

担适当的举证责任。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明

舜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第 24条规定的缺陷

在于，默认了夫妻在所有事情上都能互相代表，而

忽略了婚姻中存在许多超出日常事务范围的债务，

配偶确实可能是不知情的。 

“比如借款一两万，就属于一般日常事务，但

无端借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不买房不买车，就超

出了日常事务的范围，这时再要求配偶方承担责任，

就忽视了婚姻中无过错一方的正当权益。”李明舜

说，第 24条规定对其所适合的债务用途范围，未

予明确。 

向全国人大代表寄信，引起全国两会关注 

在一家中央媒体工作的李秀萍和刘肇琼有着

类似的经历。 

2014年 11月 1日上午，在离婚半年多后，李

秀萍接到法院的电话，询问她为何没出庭。原来，

她前夫在起诉离婚立案第二天，举债 280万元。在

离婚后，前夫和债权人又重签借款合同，约定针对

她的条款，债权人据此将她作为共同被告告上法庭，

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而开庭传票是邮寄到她前夫

处后，代为签收，她对此并不知情。 

经历一审、二审，李秀萍均败诉，申请再审被

驳回，如今债务本金及利息已涨到 600多万元，每

天净增利息 500元左右。她名下唯一房产遭遇诉前

保全，面临执行。 

李秀萍上网检索与第 24条规定有关的论文、

媒体报道等信息，通过微博结识当时的“抱团取暖”

微信群群主“小羽妈妈”和“兰瑾”。彼时群里已

聚集有着类似经历的 80多名“被负债人”，刘肇琼

已在群内。 

面对一个个案例，李秀萍思索的是如何通过修

法来推动第 24条规定修改。反家暴立法、农家女

土地权益立法等都是公众推动立法、修法的样本，

这反复在群里被提及。“小羽妈妈”和“兰瑾”与

李秀萍有着同样的想法，三人商定将群名修改为

“24条公益群”。 

李秀萍还是群规的起草人，这被他们称为公益

群的“核心价值观”。他们提出的愿景是：“学习改

变认知，行动再造人生。你我牵手，身体力行，推

动调研修正 24条，重构夫妻债务规则。” 

群规还明确，不欢迎、不接纳那些“沉浸于负

面情绪不能自拔的人”、“煽动司法对抗，鼓动群体

和群友越级上访等一切非理性行为的人”。 

所有新人进群前，还都要实名登记并核实案情，

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身份信息，还有涉案诉称债

务总额、涉案诉称债务可能用途等信息，并提交证

据。此外，进群前还都要先阅读群规。 

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李秀萍知道，口说无凭，

必须拿出信得过的证据和资料，有理有据，才能说

服人大代表、有关部门关注此事。 

2016 年 7 月至 10 月，24 条公益群先后推出

79人版、106人版、284人版实名有效问卷调查报

告，并寄送全国人大、政协、妇联、最高法等部门。 

该报告甫一出炉，就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报告

指出，“被负债”的受访者中，88.7%为女性，11.3%

的为男性；82.4%的受过高等教育，5.9%以上的为

硕士以上学历。受访者中还不乏大学教授、法官、

民警、律师、中小学教师、编辑等。 

上述报告还显示，76.4%的人“被负债”金额

大于 50万元，其中 59.2%的大于 100万元；45.3%

的案件在一审后未上诉，受访者称系法律知识不足、

被故意缺席审判不知被起诉，仅有 2.1%的案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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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此后，他们还推出 1130人版本、1556人版本

的实名调查报告，涉及 30个省区市。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相关报道后，加入到“24

条公益群”。为方便管理，他们成立了新群，所有

新人进群后，登记案情，有意愿推动修法的，再拉

入总群，此外，各省还建立了省群。 

2016年底，离 2017年全国“两会”还有三个

月，24 条公益群发动各省群群友，联系驻本省的

全国人大代表，递交报告和材料，向他们反映第

24 条规定存在的问题。 

李秀萍对澎湃新闻说，有的群友为了联系本职

是医生的全国人大代表，就挂号看病，聊上几句递

交材料；有的群友根据网友旅游日记找到全国人大

代表住处，等几个晚上不见人，恰好遇到其保姆，

托付转交材料；有的群友收到全国人大代表短信回

信后，兴奋得整个人都懵了。 

在 2017 年两会前，24 条公益群共收到 20 多

个省区市全国人大代表的回应，表示会以建议、议

案的形式提出修改第 24条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日前透露的数据显示，

在去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有 45位全国

人大代表就第 24条规定提出修改或审查建议。 

法工委召开座谈会，推动第 24条规定修改 

在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李秀萍在律师的建

议下查阅了立法法、监督法等，了解到推动修法还

有提起审查建议这条途径。 

彼时，一个云南群友的亲友在地方人大工作，

这位群友从其亲友处也详细了解了备案审查制度，

意识到备案审查制度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其亲友代

为起草了最初的草稿。 

“在草案基础上，我咨询律师，作了修改写了

建议信。最早我抱着试试的态度，一口气朝全国人

大常委会邮寄了 20封信，建议对第 24条规定予以

审查。”李秀萍说，这是 2017年 2月下旬的事情。

24 条公益群还发动群友，给全国人大常委会邮寄

审查建议信，信封上大多写着“公民提请全国人大

备案审查 24条合法性”。 

在建议信中，李秀萍指出，第 24条规定超越

婚姻法的规定，超越司法解释权限，施行 13年来，

过度保护不规范债权，造成不良社会导向，已悖离

立法初衷，建议尽快予以纠正。 

“2017年以来，我们每天都收到对第 24条规

定提起审查的建议信，像雪片一样飞来。” 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如此形容道。 

2017年全国“两会”之后，来自辽宁、山东、

湖南、广东、广西代表团的 45位全国人大代表单

独或联名提出修改或审查第 24条规定的建议也摆

在梁鹰的桌上。 

“45 位代表提出的 5 件代表建议，实际上反

映了社会公众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关注、愿望和要

求。”梁鹰说，他们于去年 6月 7 日召开座谈会，

邀请参与联名提出审查建议的山东代表团全国人

大代表陈雪萍、广东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麦庆泉、

最高法有关庭室同志以及法工委民法室、民法典编

纂工作专班有关同志参加，就第 24条规定有关问

题及其解决方案进行了专题研讨。 

针对第 24条规定，两位代表提出，实践中，

有的法官机械地适用第 24条规定，不管该债务是

否用于共同生活，都判夫妻共同承担。这一制度设

计对夫妻感情很亲密，一致对外对付债权人的情形

还有一定的道理，但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夫妻能亲

密到这个程度，近年来有不少妇女同志找到人大代

表或者通过人大代表的家属反映，婚都离了，有的

还离了好些年，结果又收到法院发来的要求承担几

百万债务的传票，之后又把房子等财产判决偿债。 

“作为人大代表，提出审查或修改的建议，目

的不是要揪着司法解释有没有跟法律不一致，不一

致的话错在哪里，而是希望通过制度设计，将确实

无辜的夫妻一方特别是无辜的大多处于弱势地位

的女方保护起来。”两位代表也赞成，对夫妻恶意

串通损害债权人的情形予以严厉打击。 

澎湃新闻从权威渠道获悉，民法典编纂工作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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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同志提出，民法典的编纂完成可能要到 2020

年，第 24条规定问题不宜拖到民法典编纂完成再

解决。从婚姻法的篇章看，第 17至 19条规定的是

婚姻财产制度，而离婚时要适用第 41条，该条立

法原意是限定在“共同生活”，原为夫妻共同生活

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而第 24条规定替换

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在座谈会上，最高法有庭室负责人表示，最高

法与全国妇联正就第24条规定分赴8个省市调研，

希望在调研基础上可以就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制定

较为完善的裁判规则。 

梁鹰说，召开座谈会是法工委办理代表建议、

公民审查建议，在办理方式上的一次探索。“经过

座谈，听取各方意见，法工委希望最高法在调研基

础上可以更加精细化地稳妥处理第 24 条规定问

题。”  

座谈会召开 6 个月后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作备案

审查工作报告时，披露了有关第 24条规定的最新

情况。 

沈春耀说，2016 年以来，法工委收到公民提

出的近千件针对第 24条规定的审查建议。他们与

最高法有关部门进行沟通研究，推动解决有关问题。 

2018年 1月 17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涉

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

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

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述规定还明确：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

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

思表示的除外。 

看到新司法解释后，刘肇琼第一时间转发了相

关报道。“对已判决的案子，希望有申诉机会，对

正在进行的案子，希望按照新司法解释，公平公正

审理。”她如此期待。 

以和为贵——古代家族财产纠纷中的传统司法智慧 

原创 2018-01-23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翟家骏 

https://mp.weixin.qq.com/s/feOO7_PxQDbav62PpTNPpg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社会，家庭内部的财产纠

纷涉及到当事人之间的亲情纠葛，如果仅仅用冷冰

冰的法律条文做出裁决，既不会使当事人心服口服，

也不会修复因争夺财产而破裂的亲情关系，一旦处

理不慎，可能影响到家庭成员之间原本和睦的亲属

关系，甚至成为社会安定的严重隐患。妥善解决这

类案件，对维护家庭和谐、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闻媒体报道，2017 年 3 月浙江省丽水市莲都

区某男子王某不满家庭财产分割，竟向母亲和兄姐

泼汽油，试图杀死亲人未果，后被检察院以故意杀

人罪未遂批准逮捕。[1] 

而柳州有兄弟姐妹六人为争家产竟四次对簿

公堂，直到 2017年底才尘埃落定[2]，每个人在诉

讼中都撕破脸面筋疲力尽，最终谁都不是赢家。诸

如此类案件就需要司法机关用人之常情尽量化解

双方当事人的隔阂，进行一个有“温度”的调解或

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

咏 2017 年 4 月 5 日在山东调研时强调：“我国有

着数千年文化传统，天理、国法、人情是深深扎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TYzNzU4NA==&mid=2247485494&idx=1&sn=31631b49152363c483a9c47135617a08&chksm=97940309a0e38a1f8e4e531cc75fd09abc84faa499f2c2ee0511e548c611a2115b76511ab646&mpshare=1&scene=1&srcid=01235yhr2SaNUSwK91BZdl8i&key=cf5e006f4a3611a31d59c4cbbd1322eba60b89e430618aaa9464134668d84533a1d26b459f72dfe9dbf3ee6c439f3adbdc1aafcca3ad1f7a5fbf87ac6452cc204c11da08c0edae243cfab44a34b43f28&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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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人们心中的正义观念，蕴含法治与德治的千古

话题。”此外还强调，司法审判不能违背人之常情， 

“实现法理情的有机结合，既要靠完备的法律制

度，更要靠法官的经验、智慧与良知。”因此，不

仅仅是一般案件的司法审判，尤其是对于家族财

产纠纷，法官更应发挥司法经验与自身智慧，仔

细考量案件中的情理和道德因素。 

我们来看古代官员有关的论述，明代的官员吴

讷说过：“亲族相讼，宜徐而不宜亟，宜宽而不宜

猛。徐则或悟其非，猛则益滋其恶。第下其里中开

谕之，斯得体矣。”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亲族之讼需

要长时间的调解，要给双方当事人“冷静期”，这

样使当事人能够考虑到亲族情谊并进行思前想后

的利害分析，使案件还有回旋的余地。下面我们来

看清代的几件家族财产纠纷的案例，通过具体案件

透视先人们的司法智慧。 

蓝鼎元是清代雍正年间的一名地方官员，据

《鹿洲公案》记载，他在处理一件因兄弟之间争夺

遗产而引起的财产纠纷案件的过程，集中体现了

“追求和谐、息事宁人”的儒家化审判理念。案件

当事人双方是亲兄弟，哥哥叫陈阿明，弟弟叫陈阿

定，他们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七亩土地，兄弟俩为争

夺土地所有权而争讼到蓝鼎元处，哥哥陈阿明有父

亲在世时的分家协议，上面写道父亲百年之后，此

田给付长孙，弟弟陈阿定则持父亲的临终遗书，上

面写道由次子阿定继承田产。对于这种纠纷，若双

方均据理力争，寻常的法官无非是指责兄弟不睦然

后判定兄弟二人均分田产即可，然而蓝鼎元却打算

彻底从根源上解决案件，使兄弟俩和好如初，他便

以循循善诱、因势利导的方法实现了这个审判目的。

蓝鼎元的审判策略先是恐吓威胁然后是推行教化，

蓝鼎元认为兄弟两人本是一脉所出，同根相生，何

得争讼？下令衙役将两兄弟用一根铁链连在一起，

然后让人暗中观察两人的反应，一开始时，兄弟俩

都是满脸怒色，愤恨不平，彼此互不相理，背对而

坐，过了一两天，兄弟俩渐渐面对面坐下了，又隔

数日，兄弟俩互相叹息并渐渐交谈起来，后来又在

一起吃饭。蓝鼎元知道他们二人已有悔改之意，这

时就把两人带到公堂之上，兄弟俩提到骨肉亲情时

痛哭流涕，争着要把田产让给对方，并对天发誓以

后一定重归于好。按理说，案件处理到此为止可以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但蓝鼎元考虑到“清官难

断家务事”，案件的背后还意味着两个家庭的矛盾，

蓝鼎元对兄弟俩说即使两人真心悔悟，但恐怕妯娌

不和，他们的妻子不会同意，于是让兄弟俩暂且回

家与妻子商量，然后再来结案，几天之后，兄弟二

人各携妻子与儿子并邀请族长一起到公堂，请求把

该七亩土地作为家族的祭田，由两人轮流耕种，收

成用来祭祀祖业，兄弟礼让，争讼和息而终。在此

案中，蓝鼎元就秉持“和为贵”的司法标准，在审

判中注重调解、息事宁人，维护了乡村社会稳定的

人际关系和家庭亲族内部正常的生活秩序。 

当然除了伦理性原则的重视，当时的法律规

定和民事习惯在家族财产所有权纠纷中是法官考

虑判决结果的关键性因素。家族争产案件处理的

过程充满了情理说教的色彩，但案件结果也与当时

的法律并不违背，最终实现了实质性的正义，双方

当事人也心甘情愿服从审理结果。《折狱龟鉴补》

一书记载了清代一名基层官员翁运标处理两件兄

弟争田产案件的经过与结果。翁运标任湖南武陵知

县时，有兄弟俩争夺田产，翁知县亲自到争夺的田

产处进行勘察，他坐在田间地头，忽然独自掩面而

泣，争闹的两兄弟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家兄

弟俩人当初相依为命，情同手足。现在我来武陵任

职，不能常常见到兄长了。今天看到你们，不由得

想起我的兄长，所以悲伤得掉眼泪。”打官司的兄

弟俩见状也唏嘘不已备受感动，于是各自谦让那份

田产。最后，翁运标把田产平均分给兄弟俩，每人

各得一半的田产。还有另一件兄弟争产案件，兄长

是个养子，父亲过世后在分家产时兄长分得一块贫

瘠的土地，还被勒令搬出去另住。兄长愤愤不平，

写了状纸向县衙告状，状子中有“亡父嗜酒如命，

因此病发身死”等语，这在现代人看来很平常，但

被翁知县认为这是公开亲人过错的不孝行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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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恼火下令对其施用笞刑，但不过最终还是裁断

令他的弟弟让出一块肥沃的田地给他。 

《清史稿》中也有类似的案件，邵大业是乾隆

时黄陂的知县，一次，两兄弟为争家产的事打官司，

邵大业采取了“以请解纷”的息讼办法。兄弟俩都

已头发斑白，已是垂暮之年，而且相貌相像。邵大

业就叫他俩照照镜子，问道： “你俩相貌相像吧?”

兄弟俩一齐回答说像。然后邵大业像谈家常似地对

兄弟俩说： “可惜我的兄弟去世了，不可能像你

俩这样，头发斑白了还能相依为命。”兄弟俩听了，

很受感动，当庭撤诉，释怨而去。邵大业“将心比

心”的劝解，平凡而又感人，其社会效果超过了简

单的依法判决。 

通过以上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法官在

化解家产争讼中往往秉持一种务实、通变、能动

与衡平的司法理念与风格，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打

破僵硬、机械的教条，不死抠法律条文；能够务

实灵活地根据具体的案情事实，综合考虑社会风

俗习惯和民意民情，以利益衡平的精神，通过“以

和为贵”、“崇尚和谐”、“注重教化”的司法思想

和灵活制宜、调解息讼的判案技艺，来实现对实

质正义的价值追求。这对于当今社会家庭内部的

财产纠纷或继承案件的审理来说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和借鉴价值。（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 

1.新闻来源：中国青年网

http://news.youth.cn/sh/201705/t20170525_9880226.htm。 

2.新闻来源：新浪网

http://gx.sina.com.cn/zimeiti/2017-12-17/detail-ifyptkyk4944

153.shtml 

刘远举：婚内债务规定将导致所有人净身出户？ 

原创 2018-01-23 大家  刘远举 

http://mp.weixin.qq.com/s/IAotP9-0aRa7inNeL9MkPQ 

一，婚姻双方的财产独立性越来越强 

1934 年中央苏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

法》，还没有婚前财产的概念，作为那个时代法律

作为一种先进观念对现实的拉动作用，规定的是禁

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是因为彩礼是售卖女儿的重

要支付形式。 

1950 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这时，

仍没有明确的婚前财产的概念，只是规定：离婚时，

女方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其他家庭财产如何处理

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家庭财

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发展生产

的原则判决。这就意味着，男方没有婚前财产的概

念，而不管是其婚前财产、婚内财产，都要以照顾

女性以及子女的原则来分配。 

时间过去30年，到了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

中国的经济、社会与婚姻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婚姻法也相应而变，规定财产分为夫妻同有财产与

例外约定的财产方式。也就是说，除了例外，婚前

财产都会作为共同财产。 

1993 年，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

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 6条规定，

夫妻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

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

料经过 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 4年，可视为夫

妻共同财产。换句话说，婚前财产，不是无条件变

为共同财产，结婚 8年后，夫妻同时自动丧失个人

婚前财产。 

2001 年，婚姻法再次做出了调整，废止了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IwNDIwMA==&mid=2652691218&idx=4&sn=15db2ec364cbfac9de6783a86b4c6f53&chksm=bd263d558a51b44383e63fed979d2aeca92de587bd5a83e1e21a0cc7a5e4b736b7aff62e0440&mpshare=1&scene=1&srcid=0123ZTM07vy2IbIZnlxmEKMV&key=ffd6e7826d53df797cee9ddac2951e774edc9da30b9c4617f76326fb28ce3f3f3fe3b7df9f8bcb3edc6a4bf4d2f8f3b90f7542d58a22c9d952132b28d86292aad87b50df6a59814c5bcdbfe9ad7558fe&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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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婚前财产转为共同财产的规定。现行的婚姻法规

定，婚前属于一方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延续的时

间而改变其所有权性质。也就是说，不管婚姻关系

存续多少年，结婚前属于夫妻一方的财产，永远属

于丈夫或妻子一方的财产。更重要的是，这一版的

婚姻法还规定，夫妻双方也可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梳理婚姻法的演化脉络之后，不难发现，婚姻

中双方的财产独立性越来越强。不过，到现在为止，

婚姻存续期间的收入，仍然是共有的。 

二，婚姻内的债务也向着更强的独立性转变 

财产同债务，是现代经济中相伴而生的两种形

式，某种程度上，中国婚姻法对于婚前、婚后财产

规定的演进，在逻辑上与法理上，必然导致对债务

规定的演进。继财产共有向财产独立转变，婚姻内

的债务，也开始向着更强的独立性转变。 

现行《婚姻法》第 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

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

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

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2017 年，

出台的司法解释二的第 24条，进一步细化规定：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

务，对外原则上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例外的情

形只有两个，一是债务合同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

二是夫妻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且债权人知道。这个

规定，倾向于共同债务的认定。 

不过，这个规定引发了大量争论，因此，最近

最高人民法院才又做出了一个修正，规定了婚姻存

续期间的债务的处理原则：“共债共签”是夫妻共

同债务的基本原则；一方所借的“为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所负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一方所借的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是共同

债务，除非债主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

示”。 

简单的说，这就是“夫妻无条件共有财产，

有条件共担债务”。这就意味着继财产共有向财产

独立转变，婚姻内的债务，也开始向着更强的独

立性转变。 

在现代社会，债务与资产、收入息息相关。某

种程度上，债务意味着收入与资产。所谓有钱人才

欠银行的钱，就是这一经济现象的通俗表述。所以，

“夫妻无条件共有财产，有条件共担债务”，必然

产生一些矛盾与不公平。 

比如，一个丈夫（当然也可以是妻子）借了

500万用于炒股，赚到 500万之后，归还债务，赚

到的钱，夫妻共有。然后，丈夫再借了 500万，这

一次，全部亏光了。这个时候，妻子说，第二笔钱

她不知情，所以，之前赚的 500万，只有丈夫名下

的 250万可以用来还债。显然，对于债权人来说，

这是不公平的。从常识来讲，夫妻之间的经营行为

是连续的，按单笔债务来分段，不符合人们朴素的

常识，显失公平。 

有人认为，债权人只要了解这个共债共签的常

识就可以避免，所以，这很公平，也容易执行。实

际上，只要普法做好，普通人的确很容易通过要求

共签避免风险。这也是法律如此规定的重要原因。 

但是，更深层的意义上，共债共签原则，会挑

战婚姻制度。 

三，债务的分割，必将进一步分割婚内的财产 

首先，把债务在夫妻之间分割开来。丈夫欠的

钱，只要妻子不知道，妻子名下的钱，就不能动。

这就意味家庭不再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经济体，而是

两个独立的人。婚内共同财产，被分割开来，变为

了婚内平分。这是对婚姻制度的一个挑战。 

婚内共有，是双方对整体财产有共同的支配权，

而婚内平分，是双方对各自名下的财产拥有支配权。

对于和睦的夫妻，理论上，婚内共有与婚内平分是

一样的。所以，这种局面，很多人还是会认为，这

是好的，公平的。但是，共债共签，即“夫妻无条

件婚内平分财产，有条件共担债务”的原则，在逻

辑上、法律上，到此为止，仍不稳定，会进一步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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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婚姻制度。 

这是因为，丈夫仍然具有独立的经济权利，他

仍然可以签署独立的债务。这种没有共同签署债务，

会遭遇法律处理上的困境。 

一个丈夫，在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朋友借

了 500万炒期货，丈夫的年收入是 100万，所以，

借钱给他的人很放心。很不幸的是，这 500万亏完

了。那么，还钱，不吃不喝需要 5年。但是，这个

时候他的妻子说，基于夫妻婚姻存续期间内的收入

是共同财产，每年 100万的收入，有 50万是丈夫

可以支配的，那么需要 10年才能还完。这对债权

人公平吗？ 

那么，如果把丈夫看做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一

边是妻子，一边是夫妻之外的第三者债权人，两人

对丈夫的收入，都有某种程度上的权利。但显然，

无论从法理还是常识，第三者债权人，无论如何，

应该高于婚姻内的夫妻共有财产。起码再退一步，

丈夫收入，在负担家庭生活所需之外的那一部分，

应该首先用于还债。 

那么，一个较为公平的办法就是，丈夫的收入，

先拿出他对生活必须的那一部分，作为家庭使用，

剩余的则优先归还给债权人。这与债务中，生活必

须的一部分由夫妻共担，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是，

这也意味着，丈夫的收入，不再全部是无条件的

共同财产，婚姻之中，妻子对丈夫收入的权利就

会限定在家庭生活必须。在中国，北上广深的平

均收入也才不到 10万元的当下，这部分钱，可以

说少得可怜。 

所以，夫妻共有财产，变为婚内平分之后，

并不能保持稳定，在逻辑上会进一步趋向婚内财

产权利按收入分割。这会在多种形式上，变为夫

妻共同财产制度的消亡。婚姻在任何时候，都不

再是一种可以改变自身境遇的方法。 

所以，作为财产更加独立的逻辑结果，债务更

强的独立，反过来会进一步加强财产的独立性。 

四，婚姻消亡的最新一步 

婚姻制度的作用之一，是一种经济制度安排，

保障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延续。具体到婚姻法，是通

过规定双方对婚姻的一系列义务与权利来保护婚

姻制度。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财产的权利与

义务。也就是说，婚姻法从财产协议上，保护了婚

姻。更具体一点，是从共有性来绑定两人，从而来

保护婚姻。 

随着技术与经济的发展，女性越来越独立，法

律规定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性，对个体不分性别的保

护加强了，但与此同时，在硬币的另一面，对婚姻

的财产制度的保护、或者说约束也减弱了。比如共

债共签，即婚内平分财产，是对婚内个体不分性别

的保护，这当然是公平的与合理的。不过，当这

种更强倾向于个体的保护，以及其带来的公平与

合理，更进一步加强的时候，就会把财产完全从

婚姻中剥离掉。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婚姻制

度的解体与消亡。当婚姻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消亡

的时候，婚姻就不再是一个人改变自身境遇的方

法，所有人，都将净身出户。 

从婚姻法的历史演变，到最新的共债共签，不

难看出，这个趋势一直存在，也必将存在下去。这

很合理，也很公平，也是女权主义不可避免的逻辑

结果。某种程度上，这也很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指出：“一夫一妻制是由经济的原因发

生的，当这种原因消灭的时候，这种制度才能十足

地实现.……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也都归于消

灭了”。所以，当更大程度的弱化了对婚姻中两个

人的经济上的绑定，那么，作为爱情的婚姻就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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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大的强调。 

作为更现代，也更具体的表述，李银河也曾说

过：“从爱的形式上看，未来的爱情将会在更大程

度上挣脱婚姻制度的束缚，婚姻制度有可能走向消

亡。”从社会发展看，这是技术经济的发展使得女

性更加独立的结果，在逻辑上，与女权的兴起也不

矛盾，但问题是，这个趋势，是否是要求改变 24

条的人们想要的结果呢？恐怕不是。当然，只要

权利不要义务，在逻辑上必然是不可能的。 

夫妻共同债务的规范表达｜高杉 LEGAL 

原创 2018-01-23 高杉 LEGAL  陈诣文 

https://mp.weixin.qq.com/s/DTcYOdz8lsTJ1yoMoMBPgg 

高杉峻：需要说明的是，一如既往，「高杉

LEGAL」发布文章不代表「高杉 LEGAL」及高杉峻

的立场。对本文所涉及的若干细节问题，我与作者

的意见并不相同。就夫妻共同债务在案件审理中的

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多个司法文件反复予

以阐释，但要最终解决该问题，尚待立法层面对我

国现行夫妻共有财产制进行反思。 

夫妻共同债务的规范表达 

作者｜陈诣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

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经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

其供职机构及「高杉 LEGAL」立场，且不作为针对

任何个案的法律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新近颁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夫妻

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法释

〔2018〕2 号），寥寥四个条款对夫妻共同债务的

司法认定予以重构厘清，一方面对《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相

关条款作了限缩理解，明确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类

型之一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在实际

回应民间关于“共债共签”关切的同时，也保留以

个人名义基于“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需要”

形成的债务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认定，其中

法理问题细节上较为复杂，特作此文加以明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为正确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平等保护

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

定，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

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 

第二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第三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

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的除外。 

第四条 本解释自 2018 年 1 月 18 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

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一、重申夫妻共同债务范围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A5NzYzNg==&mid=2652118683&idx=1&sn=606694475d559e438de97d1459021ff2&chksm=bd2f59108a58d006057f08e3fcb5639d75ac1af638596c8b97fdd25297aeae0f0705c1759bb2&mpshare=1&scene=1&srcid=0123JPhZxNOziUv8OsBm11Fu&key=304caf69ae97dec9c4059de650198ed3d6aa71f4bd48897fabf25e3e18f460f146cfe5606126148499700b277693ce58fb8166dfdc02fee27b7556d8779efbc7997c58a04a2caf66d01e2dca87051382&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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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婚姻法解释

二》”）第 24条规定：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

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

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

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

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该条的法源依据，普遍认为来自于《婚姻法》

第 41 条规定： 

“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

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

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

院判决。” 

第 41条明定，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夫妻双方应当以共同财产偿还。《婚姻法解释二》

第 24条赓续这一法理，规定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负债，应以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姑且不论第 41条本身可能就有限缩解释的余地，

因此以其为基础所作的司法解释更应当审慎理解；

即使认真检视《婚姻法解释二》第 24条的文义射

程，其实也有值得讨论的余地。 

首先，《婚姻法》第 41 条已经明确界定债务

目的，系基于夫妻共同生活而负担，对债务是否构

成夫妻共同之债，自然应当据此加以判断。《婚姻

法解释二》第 24条却未对债务范围加以限制，而

将此等债务表达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

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即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未免有失之过宽之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

庭虽然在《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

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2014〕民一

他字第 10号）中认为，“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

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

还责任”，但该答复系对个案作出，并非批复性质

的司法解释，至多属于可供援引的法理，在新解释

颁布前是否能够限缩《婚姻法解释二》第 24条的

债务范围，堪值怀疑。 

其次，根据《民法总则》第 118 条第 2 款规

定：“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

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

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既然是债权，自然

不限于合同之债，还包括非基于当事人意志成立的

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债之关系。就无因管

理本身，若管理人系为他方夫妻双方利益计算，且

不违背夫妻双方可推知的利益，管理人基于无因管

理之债请求夫妻承担连带债务，尚属于合理；但若

对债务范围不加限制，认为配偶一方所负担的侵权

之债，形式上也属于《婚姻法解释二》第 24条所

称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一方名义所负债务”，

进而认为另一方配偶也应承担连带责任，则在法理

上仍需研判。依据《侵权责任法》第 8 条至第 11

条规定，他人或与加害人有意思联络（第 8条、第

9条），或实施加害行为（第 11条）及危险行为（第

10条），方有承担连带责任余地。因此，除非有充

分且正当的法政策理由，让未参与侵权行为的配偶

承担连带责任，与法理多有不合。 

实务中亦有裁判遵循上述逻辑。在南京文辉园

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陈久春、王玉影追偿权纠纷

一案【(2017)苏 0111民初 547号】中，南京市浦

口区人民法院即认为： 

“本案系唐付霞在从事劳务中受伤而引起的

侵权之债，侵权之债应由侵权人本人承担责任，亦

不应归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由夫妻共同偿还，故文

辉公司诉陈久春，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

持。” 

但实践中也有法院判决，满足一定情形，一

方构成侵权行为的，其配偶亦承担连带责任。如

在杨玉霞、李放军、林浩、胡俊峰与钟德良、杨菊

香、华新水泥（株洲）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案【(2017)湘 0202民初 7号】中，法院认

为： 

“杨菊香虽非交通肇事人，但与钟德良系夫妻，

肇事车辆系夫妻共同财产，车辆运输视为夫妻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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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运营中发生的侵权之债应属夫妻共同债务，

故杨菊香应负连带赔偿责任。” 

但问题在于，判决书中未见夫妻之间存在意思

联络或参与肇事行为，要求无辜配偶承担连带责任

至少并无侵权法上依据。较为合理的裁判路径，似

乎应当由法院审查夫妻双方是否有成立个人合伙

或个体工商户事宜，再行依据《民法通则》第 35

条第 2款前段（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或《民法总则》第 56条第

1款（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

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

的，以家庭财产承担。）要求配偶承担连带责任。 

实务中也有裁判意见显示，即使配偶一方缔

结的是典型的合同行为，也并不然成立夫妻共同

债务，他方配偶不致于承担连带责任。如在南通

市云顶实业总公司与金燕妮、蔡鹏驰合同、无因管

理、不当得利纠纷案【(2017)苏民申 2310号】中，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中，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涉案债

务系蔡鹏驰为辰亚公司与云顶公司的经营活动中

向云顶公司提供担保而产生，蔡鹏驰作为保证人既

没有从债权人云顶公司也没有从债务人辰亚公司

处获得对等给付，对于夫妻共同生活目的的实现没

有任何帮助，因此该保证债务的设定并没有基于夫

妻共同生活的可能，属于《婚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规定的“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

务”的情形，而不属于该条所规定的“一方以个人

名义所负债务”，故本案蔡鹏驰为辰亚公司担保所

负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范畴，应认定为蔡鹏

驰一方的个人债务。” 

鉴于担保属于单务行为，在担保法律关系中作

为担保人的配偶一方并没有从债权人处受领对价，

夫妻共同生活更无受益可能，配偶一方缔结担保合

同，因此产生的单务之债，实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

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

一他字第 9号）也认为，“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

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

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有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回归《婚姻法》第

41 条文义，在《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中第 2 条中，明确将

夫妻共同债务限制于“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堪称妥当。 

二、个人名义形成的债务不能对夫妻双方形成

拘束力 

《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有关问题的解释》第 1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

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

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

认为夫妻双方意思表示参与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

的充分条件，基于私法自治与自己责任立场，认为

就共同生活以外的债务，应由缔约当事人履行债务，

而未参与缔约的配偶一方不因此承担责任，此项见

解实值赞同。其法理在于，民法既然是以私法自治

为其体系基础，自然不应当要求既未表达意思表示

也未引起交易信赖的民事主体受他人实施的法律

行为约束。就此而言，《合同法》第 8条第 1款前

段规定的“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

束力”，除了彰显债之相对性及合同严守原则外，

也就合同对第三人效力划清界限。因此，除非有足

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为避免他人陷入“他治”境

地，理应在私法中贯彻债的相对性。 

如果依循上述法理，无论配偶缔结的债务是否

基于共同生活的目的，均因信守合同相对性原理，

未参与法律关系的他方配偶自然不应当受合同拘

束。无论双方缔结合同的动机为何，如果债权人嗣

后主张夫妻共同债务，自应在缔约时便须要求夫妻

作为合同主体。债权人与夫妻一方缔结合同，所作

的合理推定自然也是债权人仅信赖缔约相对方的

个人资信，而与配偶甚至家庭信用无涉。就此而言，

《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



329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问题的解释》第 2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其中法理便颇值探讨。 

就“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究竟系

指合同中明确约定便可如此认定，还是依循实质用

途作此认定，似乎还有疑义。但要求夫妻双方一旦

登记结婚，配偶一方即因另外一方负债而有承担无

限连带责任的风险，无异于承认婚姻本质上已构成

法律认可的风险共同体。但问题在于，若将婚姻类

比最强调人合性的合伙企业，执行合事务的合伙人

尚且需要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负债，方有其他合伙

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可能（《合伙企业法》第 2条），

为何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负债，债权人却

可要求另一方配偶承担连带责任，这样的推理便很

值得质疑。 

回到《婚姻法》第 41条的规定，尽管认为夫

妻共同偿还的应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但对于夫妻共同债务是否要求夫妻双方共同缔结，

似乎也未置可否，探求该条意旨，除了辅以文义解

释外，还可以从体系上寻求限缩成立夫妻共同债务

的依据。 

《婚姻法》第 17条第 2款规定：“夫妻对共同

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下称“《婚姻法解释一》”）第 17条则对《婚

姻法》第 17条作出相关解释： 

 “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

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

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

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

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

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

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

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

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 

配偶一方对外缔结债之关系，若债的内容牵涉

财产损益变动，自然涉及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

《婚姻法》第41条便与第17条在体系上形成关联。 

《婚姻法解释一》第 17条第 1项既然是针对

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的处理，配偶一方围绕其实施

法律行为，为避免发生无权代理，原则上自然需要

另一方的授权，所谓的“有权决定”，也是指基于

日常生活需要，配偶一方有权代理另一方配偶意志：

当涉及处分夫妻共同财产，配偶一方有权代理另一

方作出处分授权；当需要形成法律关系时，则有权

以自己及配偶名义对外实施法律行为。相较于本条

第 2 项所规定的夫或妻处理非日常生活需要对外

作出的重大决定，虽然也要求夫妻共同意思表示，

但第 1项中的“有权决定”是法律赋予的当然授权，

除非授权配偶一方明示撤回授权，否则当然发生有

权代理效果；只有在交易外观并非呈现为日常生活

需要时，鉴于此时夫或妻一方对外实施法律行为已

经超越了法定授权范围，其实施的行为除非构成表

见代理，否则难以生效。这也意味着，在处理日常

生活需要的事务时，即使夫或妻一方有权决定，因

涉及代理行为，在外观上也应体现为夫妻双方共同

名义，仅以个人名义缔结的法律行为，当然不能由

另一方承担。既然现实地处理夫妻共同财产需要夫

妻双方名义才能完成，法律评价上对于会在未来不

确定地增加夫妻偿债风险的交易行为更应需要夫

妻双方的共同名义才能发生效力。《婚姻法解释二》

第 24条一方面以“家事代理”为其法理基础（参

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

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人民

法院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17页以下），要求一方

实施家事代理权时以配偶名义行事显然是逻辑当

然之理，另一方面又强调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即可

成立夫妻共同债务，《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 2条依然延续此

种表达，较为可议。 

实践中有人认为，夫妻恶意串通逃债的大量事

实，可能是司法解释之所以规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

义对外负债也可构成共同债务的前见依据。连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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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固然可以涤除夫妻通过分割财产逃避债务的空

间，但现行法中是否已经没有配套的制度供给可以

解决这一问题，仍然有待检视。姑且不论债权人可

以援引《民法总则》第 153条第 2款主张恶意逃债

的分割行为因为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如果财产分

割协议显不合理，债权人尚且可以适用《合同法》

第 74条的债权保全规则行使撤销权。坚守“各债

各担”并不会使信赖个体资信的债权人负担制度上

的不利益。 

既然是日常生活需要，一来需要缔结各方明确

约定或能默示推定缔约目的是维系日常生活，二来

大额债务是否当然构成日常生活需要，解释上就不

得不审慎处置。就“家事代理权”的权限范围，实

践中如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在魏尧成与

向朝刚、万茂蓉民间借贷纠纷案【(2017)鄂 0106

民初 5753号】认为，“按照民法理论中的日常家事

代理权制度，只有从日常行为所负债务角度出发，

才能把以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

归责责任得以确定，也即只有夫妻一方是为了家庭

日常事务所负债务才能把最终债务承担责任归责

与夫妻双方承担”，但无论如何，日常生活需要和

《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

问题的解释》后半段所谓的“共同生产经营”已有

区别，司法解释在概念上特意作此区分，应是有意

之举。在逻辑上，既然“共同生产经营”并非维系

“日常生活需要”，便已落入“非因日常生活需要”

范畴，依循《婚姻法解释一》第 17条的法理，共

同生产经营既然不是“家庭日常事务”，因此非因

日常生活需要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则需要夫妻共

同意思表示的外观介入才会发生效力。但《关于审

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

释》认为，债务若用于“共同经营需要”而当然成

立夫妻共同债务，不免让原本有意重新校正社会关

系的司法努力付诸东流，也消解了“日常生活需要”

这一概念在夫妻共同债务中所起的规范意义。 

就此而言，如果欲对《婚姻法》第 41 条所称

的“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

当共同偿还”正本清源，似乎可以采取如下解释

路径： 

（1）基于日常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债务，原则

上仍应以夫妻共同名义缔结方才对夫妻发生效力，

只是配偶一方有权代理另一方参与法律关系； 

（2）基于日常生活以外的需求但为共同生活

（如共同生产经营）所形成的债务，配偶一方并无

当然代理另一方缔结法律行为的权利，此时若要使

债务拘束夫妻双方，须有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参与，

夫妻一方并无代理另一方实施法律行为的权利。除

非构成表见代理，否则第三人并不能主张夫妻双方

共同偿债。 

三、结论 

1.《婚姻法》第 41条将夫妻共同债务限于“为

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婚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把未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配偶一方负

债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方法上的运用就已经

值得商榷。《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 3条端正本源，明确规定

一方负债仅在基于维系“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才有

成立夫妻共同债务的余地，举证责任重作分配的背

后，文义上显然也与《婚姻法》第 41条更为亲近。 

2.《婚姻法》第 41条固然规定，夫妻就共同

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但“为夫妻共同生活”是否

当然就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充要条件，仍然有待叩

问。譬如夫妻为他人经营需要，共同出具担保，目

的虽非“夫妻共同生活”，但依然构成夫妻共同债

务。而一旦以用途或者内容是否符合“共同生活”

作为决定夫妻共同债务构成与否的判断论据，不问

法律关系是否由夫妻共同意思参与，在家庭作为社

会构成基本单元的事实前提下，势必会令捍卫私法

自治的债之相对性规范沦为具文。《关于审理涉及

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 1

条明确强调，“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

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规范意图其实已经相当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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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理的方式仍然是在实证法中找到立论依

据。《婚姻法》第 17 条及《婚姻法解释一》第 17

条业已明确在家庭日常生活交易的范围内可以成

立“家事代理”。交易若属日常发生，夫妻一方尚

且需要以自己和代理配偶名义尚且发生有权代理

效力，若逾越日常生活交易范畴，自然更需要夫妻

双方共同表意，才有成立连带债务的余地。《关于

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

解释》第 3条不问夫妻意志，依然认定旨在共同生

活及共同生产经营的个人负债构成夫妻共同债务，

法理基础实难索解。反而能够期待的，是实践中作

为制度终端消费者的法官，能够承继《关于审理涉

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

1条背后的自治脉络，善用举证责任分配工具，在

具体个案中拿捏连带责任与意思自治的辩证关系。 

我国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完善路径探索 

2018-01-24 家事法研究中心 

https://mp.weixin.qq.com/s/2--LipcENLtWCVGc9Z8dbg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城市化水平提高，

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导致留守儿童数

量不断增长。据统计，早在五年前我国留守儿童数

量已逾 6000 万，占农村儿童 37.7%，占全国儿童

21.88%。[1]受相关政策影响，进城务工人员多选

择将孩子留在农村，随之而来的重要隐患即为农村

留守儿童监护缺失。我国现行监护制度规定未成年

人父母系其法定监护人，仅在其死亡或无监护能力

情况下可以变更监护人。而父母外出务工并不属于

死亡或无监护能力，无法变更法定监护人，故此种

情况下法定儿童监护制度名存实亡。[2]在法定监

护人客观上无法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下，需要

由有监护能力的其他人代为行使监护职责，保护未

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防止其误入歧途。 

 一 、未成年人委托监护概述  

（一）未成年人委托监护概念界定 

所谓未成年人委托监护，是指未成年人的监护

人在因临时障碍不能行使监护职责时，在一定期限

内，依法将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

他人代为行使的法律制度。[3]实施委托行为的主

体必须是对未成年人有法定监护资格的监护人，受

托人系无监护资格但有监护能力的自然人或组织。

委托监护的情形限于法定监护人因特殊情况产生

临时障碍（如进城务工、监狱服刑等），故而在一

定期限内不能行使监护职责，需将监护职责转由他

人代为行使。 

（二）未成年人委托监护性质分析 

对于未成年人委托监护的性质是监护设立还

是合同关系，学术界存在争议。前者认为委托监护

系一种监护设立，认为法定监护人将本属于自身的

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导致监护地位的变更。后者则

认为委托监护系委托方与受托方就监护职责代为

履行等相关事项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的合同关系，不

涉及监护资格的变更，受合同法调整。笔者赞同第

二种观点，并对委托监护性质做出如下分析： 

1、委托监护系监护职责的转移 

区分监护设立说与合同关系说的关键在于将

监护资格与监护职责剥离看待。监护设立说将监护

资格等同于监护职责，认为法定监护人将监护职责

委托至他人代为行使涉及根本的监护资格变更，这

一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先，《民通意见》第 22条规

定了监护人关于监护职责的委托。但这并不意味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jY2MDE1OQ==&mid=2247484203&idx=1&sn=fdaa545959949f3b88b0766e2eac5859&chksm=ea2204fbdd558ded183114cde4b06d4c0d7ece00ad406004bdfa09db42614bfc0b17a2606259&mpshare=1&scene=1&srcid=01243E0eHgUPmiT8mJw9sZuj&key=cf5e006f4a3611a34a1e36403e57bd98b8ba8ab8b1a0d2e23e5ec8770fdaa5a4040dbbff00973c085e13410eab64b51f198f99408595f54c69effea559732fd5645c2b85d94e734cc77208d30fac3da5&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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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资格也一并转移，委托监护并不等于监护的变

更。[4]其次，委托监护并不改变原有监护人与被

监护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仅在此之上增加了一个监

护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而监护资格的

变更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

间的法律关系。因此，委托监护实质上转移的是监

护人的监护职责，而非监护资格。 

2、委托监护系特殊的委托合同 

正如前文所述，委托监护性质上是监护人与受

托人就监护职责转移等有关事项达成意思表示一

致的合同关系。我国合同法第 2条虽规定，关于婚

姻、收养、监护等身份关系协议适用其他法律规定。

但究其立法原意，系防止当事人之间利用合同变更

身份关系，以维护公序良俗。委托监护并不改变当

事人之间身份关系，仅对权利义务加以规定，故不

属于合同法所排除适用的情况。[5] 

区别于一般的委托合同关系，委托监护合同关

系到第三人利益，系利他性合同。委托监护合同的

主体为监护人与受托人，着眼于通过监护职责转移

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使未成年人得以顺利成长。故在订立委托合同时应

尊重未成年人意见，从而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优。

此外，关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主体资格、双方权利义

务内容以及责任承担等问题，均需在委托合同的基

础上进行细化。 

（三）完善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的重要意义 

1、系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必要途径 

未成年人受制于年龄，在自我保护和自我生活

方面存在不足：因行为能力之欠缺不能进行法律关

系的有效创造；在人身和财产方面处于不能自我保

护的状态。而监护制度设立的意义便是使其在面临

上述情况下仍不至于脱离社会与生活，系对自我生

活和自我保护方面的补救措施。[6]然而，对于留

守未成年人常见的监护方式为隔代监护、同辈监护、

亲友监护，实际上只是一种临时看管。[7]受制于

监护人年龄、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等因素，其客观

上缺乏监护能力，无法切实承担监护职责，甚至有

可能出现“反向监护”，造成实质的“监护落空”。 

委托监护作为法定监护的必要补充，以受托人

具备监护能力和监护条件为必须，避免以上不利情

况的发生，使未成年人人身财产利益得以受到切实

保护，同时起到对未成年人的教管作用，防止其在

缺乏应对外界能力的情况下受到不法侵害或实施

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 

2、系意思自治原则在未成年人监护中的体现 

在民法以维护个人利益为目标、呈现利益个体

化的要求下，意思自治原则作为民法领域的基本原

则，指人们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仅凭个人

意思，自由地为自己创设民事权利或是义务，其本

质在于个人事务的自我决定权。[8]因此，当事人

义务的产生可源自法律规定，亦可源自当事人约定。

在监护制度体系内，法定监护人的监护义务来源于

法律直接规定，系不可推卸之责任，而委托监护中

受托人的监护义务则来源于监护人与委托人之间

达成的合意，只有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委托监护才可

达成。故委托监护制度系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在未成

年人监护制度领域内的重要体现。 

 二、我国未成年人委托监护立法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未成年人委托监护立法现状 

我国目前民事基本法中尚未规定委托监护制

度，关于委托监护的规定散见于民事单行法、司法

解释和地方性法规之中。 

1988 年《民通意见》最早提出委托监护。第

22 条规定允许将监护人的部分或全部职责转由他

人代为行使，并对监护人与受托人之间的责任承担

做出明确。2006 年修订的新《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 16条明确了父母因特殊情况出现履行监护职责

障碍，应委托有监护能力成年人代行职责。2017

年 10月生效的《民法总则》第 36 条第 2款关于撤

销监护人资格的规定中间接承认了委托监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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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除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外，部分地方性法

规如《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四川省未成年

人保护条例》、《湖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等

对于委托监护制度也有所规定。[9] 

由我国现行立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监

护人的监护职责可部分或全部委托；第二，委托客

观条件限于监护人因外出打工或其他原因不能履

行监护职责；第三，受托人应为具有监护能力的成

年人；第四，委托监护并不免除监护人责任，被监

护人的侵权责任仍由监护人承担。虽然我国现行立

法承认了委托监护，但就其规定还存在诸多不完善

之处。 

（二）我国未成年人委托监护立法所存在的问

题 

正如前文所述，新出台的《民法总则》监护部

分并没有提到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因此在立法上并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外，目前现行法规定仍停

留在粗疏的原则层面，并未能充分发挥法律指导实

践的功能。[10] 

具体而言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未就

委托监护的性质予以明确。未规定适用合同关系还

是亲属关系，影响实践中法律适用；第二，未明确

受托人资格。具备什么条件的成年人才有资格成为

受托人没有明确规定，影响其选任；第三，未明确

监护人与受托人的权利义务，矛盾发生时缺乏法律

依据支撑；第四，可委托监护职责范围不可取。不

应允许监护人委托全部监护职责，以防止监护人逃

避法律义务；[11]第五，责任承担部分规定不妥当。

被监护人的侵权责任由监护人承担系监护人的法

定责任，而“另有约定除外”是否可以理解成可由

委托人代为承担，从而使监护人逃避转承责任？[4]

第六，监护监督规定欠缺。法律条文仅具有宣示性，

未能明确指明实施监护监督的机关或组织，缺乏明

确部门及实施人员，监督效果大打折扣。[12]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法虽承认了委托监护制度

存在，但仅提供制度建设的可能性，仍需进一步搭

建制度完善的桥梁，为委托监护实施提供更好的法

律环境。 

 三、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相关立法例考察  

（一）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相关立法例 

1、德国法 

德国法对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

在《德国民法典》第 1626条至第 1698条，单行法

亦有所规定。德国民法区分亲权与监护，随时代发

展，德国法上亲权演变为父母照顾，监护则主要针

对不在父母照顾下的未成年人所设立，由监护人对

未成年人进行监督保护。《德国民法典》第 1630

条规定了委托监护制度，父母可以向家庭法院提出

申请，将一些监护事项转交给“照料人”。第 1909

条规定父母对于处理不了的事可以转交给“保佐

人”。由此可见，德国民法允许父母将监护职责转

移至第三人行使，即承认委托监护。 

对于受托人的权利义务，第 1688 条规定了照

料人可以就日常生活事务做出决定，对未成年人的

劳动收入、社会给付等做出管理。第 1632条规定

了若父母想要将子女从照料人处取走，若侵犯子女

的最佳利益，家庭法院可以命令子女留在照料人处。

由此可见，德国法给予了委托监护中受托人较大的

权利，基于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考量，最大程度保

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委托监护中父

母与受托人的责任，第 832条规定父母或监护人需

对被监护人实施的侵权损害行为承担责任，依合同

承担监护职责的人与父母或监护人负同样责任。 

德国法在未成年人监护事务中以未成年人利

益最佳为基本原则，强调国家责任，注重公权力的

介入。在未成年人照顾、监护事务中，通过设立家

庭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家庭法院对委托监护

的设立行使、父母照顾职责的委托、争议解决等多

方面均有权审查并决定，同时负责监护监督，对父

母、监护人、照料人等各方当事人行使监护职责的

情况进行监督，防止私权滥用，切实保障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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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成长。 

2、日本法 

日本民法上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体现在判

例中。根据日本民事判例，父母专属享有子女监护

权，不得抛弃或转移，但可以委任第三人行使。[13]

由此承认父母的监护职责可以通过契约形式委托

给第三人行使。同时，日本民法要求受托人不得以

委托监护为缘由拒绝亲权人子女交付的请求，即委

托监护同样不产生变更监护的效力。 

至于委托监护中的责任承担，日本民法第 714

条规定，若未成年人对外实施侵权行为，监护人与

受托人承担同等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与此同时，父

母对其选任的受托人也须负责任。 

日本民法监护中同样包含国家监护。日本亦有

家庭法院对委托监护进行审查和决定，保障未成年

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10]同时，日本民法还对

监护监督作出规定，明确家庭法院可根据未成年被

监护人及亲属或未成年监护人的请求，或依职权可

选任监护监督人。明确与被监护人有亲密关系的人

不得担任监督人，并就监督人的事务、紧急处分权、

善良注意义务等作出规定。[9] 

3、我国台湾地区 

我国台湾地区将亲权与监护区分看待，亲权系

父母专属，不得随意抛弃或转移，同时也承认父母

因特定事项可在一定时间内将监护事务委托至他

人。为防止父母借委托监护逃避法定责任，台湾民

法禁止其委托全部监护事务，同时在期限上做出限

定，禁止永久委托，且父母可随时撤回。 

在受托人的职责方面，台湾民法规定以委托合

同为范围。在责任分配方面，台湾学者认为监护事

务原本应由父母监护人自己承担，出于逃避责任而

委托，则其委托已有过失，则被侵权人遭受损害之

时父母或监护人应当向被监护人承担责任；如果从

未成年人角度考虑正确实施了委托行为，在被监护

人遭受侵权损害之时，监护人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

承担责任，而无须承担错误委托之责。[13] 

（二）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相关立法例评析 

从上述立法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委托监护

的规定存在共性之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关于委托监护制度的设立，上述立法例均认为

亲权或监护系法律规定的专属权力或义务，不得随

意转让至他人，但实践中出于特殊情况考虑，在亲

权人或监护人无法承担监护职责的情况下，允许委

托第三人代为行使监督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的职责。

但受托人并不具备亲权人或监护人同等的法律地

位，仅代行监护职责。对于委托时限与委托职责，

相关立法例限制永久委托与全部监护职责委托，规

定受托人的职责以合同约定为限。 

关于委托监护制度的责任承担，对于被监护人

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相关立法例

规定受托人存在过错时承担与亲权人或监护人同

等的责任；受托人因过错造成被监护人受到损害，

应向未成年人承担侵权责任；亲权人或监护人对受

托人的委任负有责任。 

关于委托监护制度的监督，相关立法例强调公

权力在监护领域内的介入，对委托监护在内的监护

事项进行监督。如德国设置家庭法院、青少年福利

局可对监护人进行监督（青少年福利局担任监护人

情况除外）。排除监护人以及与监护人关系密切的

人担任监督人，以便更好第履行监督职责，保障被

监护人的权益。 

 四、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的建议  

完善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对于保护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

人顺利成长有重要意义，系解决我国留守儿童问题

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目前我国现行立法还存在

诸多不完善之处，使得该项制度落到实处面临一定

困难。对其进行立法补足及完善方能使未成年人委

托监护制度指导实践，真正发挥其应有之效用。对

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的构建，应从委托监护合同

订立、责任承担以及监护监督等多方面进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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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当明确订立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合同的

有关事项 

委托监护合同的订立系委托监护设立的前提

和关键，事关监护人与委托人的各项权利义务，应

当在日后立法中对委托合同订立做出以下规定。 

1、明确委托监护适用条件 

正如前文所述，通常情况下监护职责应当由监

护人亲自履行，非特殊情况不得移转。因此，作为

监护人亲自履行监护职责的例外情况，委托监护适

用的条件必须在立法中予以明确，对特殊情况进行

明确的限制。可列举规定在监护人因外出务工、服

刑、疾病等出现临时性障碍导致不能履行监护职责，

方可设立委托监护。若监护人出现丧失行为能力等

永久性履行职责的障碍时，应依法变更监护人，设

立新的监护人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明确委托监护主体资格 

委托监护关系中的主体包含委托人与受托人。

委托人应限于具有监护资格的法定监护人。如果不

具有监护资格，则谈不上委托。关于委托监护中受

托人的资格限于自然人还是法人及其他组织亦可，

目前理论界尚存在一定争议。对于自然人而言，受

托人应当具备监护能力。判断监护能力应当从具备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备一定经济条件、身心健康

无恶习、受教育程度以及与被监护人的密切程度等

多方面进行考虑。[14]对于法人及其他组织而言，

可以考虑由依法设立的专门的儿童福利性机构承

担委托监护职责，可类比子女将父母送至专门养老

机构代为承担一定赡养义务。 

3、明确委托监护合同主要内容 

委托监护合同应当分别包含监护人与受托人

的权利与义务。制定委托监护合同可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委托合同部分的规定，由当事

人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约定进行。 

就权利方面，如约定监护人与受托人享有委托

监护期间的知情权、受托人获得报酬的权利、紧急

处置的权利、监护人实施监督与指示的权利以及双

方的任意解除权等。就义务方面，监护人与受托人

应履行相互告知与协助的义务，监护人支付合理费

用义务、受托人忠实勤勉义务以及报告义务、交付

收益、保护隐私义务等。需注意的是，出于防止监

护人依靠委托监护逃避监护责任的角度考虑，应当

规定监护人不得以委托监护为由将全部监护职责

转交他人，[15]监护人仍应当承担法律规定的监护

义务，不得在委托监护后对被监护人不闻不问。 

此外，对于被监护人而言，应当尊重其个人意

愿，同时引导其配合。被监护人有权就受托人的监

护情况向监护人进行反馈，对其进行直接监督。 

4、委托监护合同形式与期限 

委托监护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仅在特殊

情况下允许口头约定，但应当经过第三人的证明，

并到监护监督相关机构处进行登记确认。 

关于委托监护合同的期限，为避免监护人借此

逃避监护职责，应当以一年为限。到期后如有必要

继续进行，方再次约定。此外，由于委托监护的适

用仅限监护人因特殊情况遭遇履行监护职责的临

时性障碍，该障碍一旦解除，则委托监护不应当继

续，监护人需依法履行其监护职责。 

（二）监护人与受托人责任承担须进一步明确 

1、监护人的责任 

（1）违约责任：因与受托人签有委托监护合

同，监护人应当就阻碍受托人履行委托监护职责、

拒绝支付报酬等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 

（2）侵权责任：监护人因其法定监护义务需

对被监护人对外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替代侵权损

害赔偿责任。但《民通意见》第 22条又规定允许

当事人协商规定责任承担，这一规定在理解上有争

议，应在后续立法中予以修正。第一，监护人的法

定监护资格并未被剥夺，故其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

并未丧失。[16]第二，监护人将侵权责任转移至受

托人系债务转移，而债务转移需经债权人同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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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不知晓监护人与受托人之间的约定，更谈不上

同意，故不发生债务转移效力。第三，根据合同相

对性，监护人与受托人就责任承担做出的约定不能

对抗第三人，即使双方约定由受托人承担侵权责任，

在受害人要求监护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时其仍没

有理由拒绝。故，监护人与受托人就责任承担做出

的约定仅限内部责任分担，因被监护人的照管具体

由受托人负责，监护人可按照合同约定向受托人进

行追偿。 

2、受托人的责任 

（1）违约责任：受托人应当严格依照合同约

定履行对被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应当就未按约定履

行责任、超出权限履行责任等向监护人承担违约责

任。同时，若受托人照顾不当发生侵害被监护人的

行为，损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系对合同义务的

根本违反，应向监护人承担违约责任。 

（2）侵权责任：受托人的侵权责任主要指侵

犯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被监

护人作为受害人可依侵权责任法要求受托人承担

侵权责任。此外需注意，若受托人教唆未满 8周岁

的被监护人实施侵权行为，则受托人为侵权人；若

受托人教唆已满 8周岁未满 18周岁被监护人实施

侵权行为，则受托人与被监护人构成共同侵权，一

并承担侵权责任。 

（三）监护监督制度须进一步完善 

监护监督对于监护制度的充分落实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对于我国的监护监督制度完善，应从

以下几个角度考虑。 

第一，设立监护监督人，明确选任条件、资格

限制、行为职责等，可由法院予以任命。[8]结合

我国实际情况，监护监督人的选任可以从监护人、

监护资格人、与被监护人关系密切的其他人中考虑，

不应当选任与受托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监督人，

防止无效监督。 

第二，设立公权力监督机构。结合相关立法例

提供的借鉴，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强调公

权力在监护制度中的运用，监护制度已不再是纯粹

的家庭内部事务，而是需要国家、社会、家庭统筹

进行。对于委托监护而言，引入公权力到监护监督

中，对于监护人不在身边的被监护人而言可以构成

强有力的保障，也是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最后防线。

对于公权力监督机构的选任，可以从村委会和居委

会、民政部门、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人民检察院

角度考虑。 

第三，监护监督的内容：监护监督人或公权力

监督机构应当就委托监护合同进行实质审查，就受

托人是否如约履行合同、是否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

益等进行监督管理，在发现受托人的不当行为后有

权做出紧急必要处分，如及时通知监护人并临时接

管被监护人，防止被监护人的损害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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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我国继承法规定的五种遗嘱形

式中，公证遗嘱因不能通过其他四种遗嘱变更或撤

销而居于效力领先地位。虽然限定公证遗嘱变更、

撤销的方式，以及由此衍生的优先效力均无可厚非，

但这一限定的绝对化，在遗嘱人无法通过公证程序

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特殊情况下，必将限制遗嘱

人变更、撤销遗嘱的自由，使遗嘱人难以依照自己

的意志处分个人财产。据此，有必要对公证遗嘱的

效力领先地位予以弹性调整，即在常态情况下认可

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遗嘱人只能通过公证形式变

更或撤销之前订立的公证遗嘱；而在法律规定的特

殊情况下，暂时视公证遗嘱与其他遗嘱形式效力等

同，允许遗嘱人视情况选择口头或自书、代书、录

音等形式遗嘱变更、撤销公证遗嘱。 

【关 键 词】公证遗嘱 优先效力 遗嘱人 自

由意志 

自《十二表法》首次以成文法的方式承认遗嘱

的法律效力以来，①意思自治理念即与遗嘱继承结

下了不解之缘。而遗嘱制度也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

通过赋予遗嘱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设立遗嘱、确定遗

嘱内容、自由选择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以及变更、

撤销②遗嘱的权利，不断追求与践行着尊重和保护

自由意志与私有财产权的基本价值取向。鉴于遗嘱

最直接地承载了遗嘱人处分个人财产的自由意志，

我国继承法除了为遗嘱设置必要的有效要件、确保

遗嘱人的意志得以实现外，还允许并引导遗嘱人合

理、正当地变更、撤销已经订立的遗嘱。公证遗嘱

因只能依照公证程序，不能借由自书、代书、录音、

口头遗嘱变更、撤销而在五种法定遗嘱形式中居于

至高的效力位阶。随着公民私有财产的丰富、私权

意识的增强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通过遗嘱尤其是

公证遗嘱自主处分遗产的方式越来越获得人们的

认可和青睐。③于是，法律人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

赋予公证遗嘱如此之高的优先地位，限制自书、代

书、录音、口头遗嘱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究竟是

尊重遗嘱人的意志，还是违背遗嘱人的意志。为此，

学界对于公证遗嘱优先效力的正当与否进行了广

泛的讨论。本文以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为准据，

对公证遗嘱优先效力问题进行应然的逻辑论证，并

为修改继承法提供建设性方案，以期为民法典的制

定以及法治国家建设尽绵薄之力。 

一、公证遗嘱绝对优先效力的弊端 

遗嘱于遗嘱人死亡后发生效力，故自遗嘱设立

至遗嘱生效，必定存在时间差，而在这段时间内，

遗嘱人在已设立的遗嘱中所表达的个人意愿很有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NzI3MjgwNA==&mid=2247483971&idx=1&sn=df8ade98e9a5f59825c958617741f774&chksm=fdefc548ca984c5ee32b4388428483a1b345d6865380c0c9120cb79b183cba867f95ac3f374b&mpshare=1&scene=1&srcid=01258Pkd9M5YrQX8wJi5VaBI&key=e69b003677a0a18ab4083a93a87ffd0491dd4853522a0703838db56e5d1f76160a1a65f878cb3a8c4fd83035f3347c0c90dc87027b11abb2a6de7f943f73b09cfec2192905944c9f97c5144537d74ff0&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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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发生变化。既然遗嘱是被继承

人处分自己遗产的意思表示，被继承人于自己意愿

发生变化时就应当享有随时制定新遗嘱，变更、撤

销原遗嘱的自由。详言之，自原遗嘱依法订立至遗

嘱人死亡前，遗嘱人可以不问任何理由，也无需任

何人同意，有权随时做出变更或撤销原遗嘱的意思

表示。当然，遗嘱人在为变更、撤销遗嘱的意思表

示时仍须具备遗嘱能力，并在形式上要符合相应的

法律要求。这样一来，就同一遗嘱人、同一项遗产，

会有若干内容相互抵触的遗嘱。公证遗嘱是所有遗

嘱形式中最庄严、最正式的遗嘱形式，现行法通过

对公证遗嘱的变更与撤销所做的限定性规定赋予

公证遗嘱至高无上的优先地位。我国《继承法》第

二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自书、代书、录音、口头

遗嘱，不得变更、撤销公证遗嘱。《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

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继承法意见》)尽管没有直

接限制自书等形式遗嘱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规定，

但该意见第 42条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

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

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据此，其他形式的遗嘱即使在

公证遗嘱之后订立，也不能发生变更或撤销公证遗

嘱内容的效果，遗嘱人死亡后仍优先执行公证遗嘱

的内容。《遗嘱公证细则》则直接明确规定对公证

遗嘱的变更或撤销只能采用公证形式，履行完整的

公证程序。总之，尽管诸种现行法的文字表述不同，

但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即公证遗嘱在诸种遗嘱形式

中其效力居于绝对优先地位，公证遗嘱可以变更、

撤销其他形式的遗嘱，而其他形式遗嘱不可以变更、

撤销公证遗嘱，公证遗嘱非经公证程序不得变更、

撤销。 

对于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不乏学者及公

证人员的称赞和支持。徐国栋教授主持起草的《绿

色民法典草案》将公证遗嘱界定为要式遗嘱，而将

公证遗嘱以外的遗嘱，包括口头遗嘱和自书遗嘱界

定为略式遗嘱，［1］P235 并主张“略式遗嘱不得

撤销或变更要式遗嘱”。［2］P244 上海市东方公证

处民事部部长潘浩提出，公证遗嘱的法定要式性决

定了对其的变更或撤销只能采公证形式， 且此做

法并不涉及限制遗嘱人变更、撤销遗嘱的权利。［3］

P268 大庆市公证处公证员王艳凤认为，在继承法

律体系中确立公证遗嘱优于其他遗嘱形式的主导

地位，有利于推进遗嘱继承制度的法制化与规范化

进程。［4］P35重庆市公证处副主任何伟从公证遗

嘱独有的优势、对遗嘱人真实意愿的反映程度，以

及对诉讼成本的缓和能力等多方面论证了公证遗

嘱优先效力的正当性。［5］P263－264 

不可否认，公证遗嘱和以其为载体的被继承人

的真意表示富有不可比拟的严肃性和谨慎性，但必

须承认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无法利用公证遗嘱变

更、撤销公证遗嘱的特殊情况，忽略个案的特殊性，

以及针对该特殊性予以特殊保护的必要性而赋予

公证遗嘱绝对优先效力，必将导致诸多的立法弊端。 

(一)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剥夺了遗嘱人

处分遗产的自由 

遗嘱继承制度以遗嘱自由为基础信条，旨在确

保遗嘱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处分个人遗产，并尽力保

障该意思表示在遗嘱人死亡时得以发生法律效果。

作为遗嘱的有效要件之一，遗嘱人在遗嘱中记录的

个人意志必须具备真实性。故只要是符合法定的有

效要件、依法成立有效的遗嘱，无论以何种法定形

式为载体，势必是对遗嘱人真实意愿的反映。正因

如此，五种法定形式的遗嘱应当享有平等的效力等

级，任何一种遗嘱都可以变更或撤销之前订立的遗

嘱，遗嘱人选择变更、撤销遗嘱的形式的自由应当

成为遗嘱自由的重要内涵。赋予公证遗嘱最高的效

力位阶，规定其他形式的遗嘱不得变更、撤销公证

遗嘱，意味着遗嘱人在遗嘱公证后产生变化的内心

真意透过其他遗嘱形式无法得以显露。这显然制约

了遗嘱人对变更、撤销遗嘱权利的行使，剥夺了遗

嘱人陈述处分财产最终意愿的自由与可能，严重阻

碍了遗嘱目的乃至遗嘱继承制度基本精神内涵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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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证遗嘱较强的证据力不意味着其效

力绝对优先 

笔者认为，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性仅体现在程

序法中的证据领域，即除存在可以推翻公证证明的

证据外，法院可以直接认定公证遗嘱的效力，裁定

按照该遗嘱的内容处置遗嘱人的遗产。但这一优先

性只能说明公证遗嘱比其他遗嘱形式的证明力更

强，但不能据此扩张解释为公证遗嘱在实体法领域

中的效力绝对高于其他形式的遗嘱。 

(三)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悖于世界各国

（地区）的立法潮流 

我国对待公证遗嘱效力地位的立法态度与其

他国家或地区普遍采取的立法例不相符合。⑥大陆

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日本所规

定的遗嘱形式中，均包含公证形式。在遗嘱生效先

后的判定方面，并不因遗嘱形式不同而有所差别，

仅承认后订立遗嘱的效力高于前遗嘱，没有表现出

公证遗嘱效力的优先性。⑦英美法系国家如英国［6］ 

P34、美国，［7］P251－269 都将签订新的遗嘱作

为产生遗嘱撤销效果的原因之一，即承认后订立遗

嘱的优先效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与《日本民

法典》相似，亦规定前后遗嘱内容相抵触时，执行

后订立遗嘱的内容。⑧我国香港地区的《香港遗嘱

条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公证遗嘱形式，但同样采

取后有效订立的遗嘱可以撤销前遗嘱的立法例，即

推崇遗嘱订立时间的先后决定遗嘱效力高低的原

则。［8］ 

二、公证遗嘱无优先效力理论的检讨 

公证遗嘱绝对优先效力的立法态度和理论学

说，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已经显现出无法回避的弊

端。许多学者主张，判断遗嘱效力高低的标准应该

是遗嘱订立的时间，而不是遗嘱的形式，公证仅仅

是遗嘱真实性的证明，而不是公证遗嘱绝对优先效

力的论据。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不仅剥夺了遗

嘱人表达处分遗产意志的自由，还背离了法律的效

率原则。从《公证法》和《遗嘱公证细则》等相关

法规对遗嘱公证程序的规定中可知，公证遗嘱是五

种法定遗嘱形式中设立过程最为复杂和严格的。自

遗嘱公证后至遗嘱人死亡这段时间内，因为遗嘱人

生活中各种情况的发生，会使遗嘱人有改变公证遗

嘱的真实意愿，若一律要求遗嘱人必须采用公证遗

嘱方可改变制定在先的公证遗嘱，则意味着，之前

经历的订立公证遗嘱的复杂程序必须要重新再经

历一遍，这显然极不合理地增大了变更、撤销遗嘱

的成本与难度， 不符合法律对效率价值的追求。

［9］P179－180 

在对公证遗嘱绝对优先效力的批评声中，公证

遗嘱无优先效力似乎已经成为共识。在几个版本的

继承法或民法典立法草案建议稿中均直接呈现出

对公证遗嘱绝对优先效力的否定，“自书、代书、

录音、口头遗嘱不得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字样在

建议稿中不见踪影，且大都直接规定: 存在数份内

容相抵触的遗嘱的，无论形式如何，均以最后一份

遗嘱的内容为准。⑨因此，不同形式的遗嘱只要符

合法定的有效要件即可具备法律效力，且这一效力

应处于同一效力位阶。在这一论证之下，公证遗嘱

的绝对优先效力荡然无存，公证遗嘱与其他遗嘱形

式在效力等级上别无二致。 

公证遗嘱无优先效力的中心思想，无非是坚持

五种形式的遗嘱地位完全平等，任何后制作的遗嘱

都可以变更、撤销之前设立的遗嘱，若干份遗嘱内

容相互抵触的，以最后一份遗嘱的内容为准，无论

其是否为公证遗嘱。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形式的遗

嘱，只要是最后制作的，均可以变更、撤销制定在

先的公证遗嘱。这种观点的最大或唯一益处在于，

它可以在遗嘱人无法利用公证遗嘱修改公证遗嘱

时确保遗嘱人意志的实现。但是，笔者认为，这种

绝对地否定公证遗嘱优先效力的态度也是不可取

的。这是因为，公证遗嘱具有其他形式的遗嘱不可

替代的优势，任何特殊情况的发生都不足以撼动公

证遗嘱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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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证遗嘱制作的规范性和严肃性能确保

遗嘱人意志的真实性 

公证遗嘱是国家机关作为公证人参与制作的

遗嘱，鉴于现行《继承法》与《继承法意见》确立

了公证遗嘱绝对的优先效力，为了确保遗嘱制作的

规范性和遗嘱内容的真实性，《公证法》《公证程序

规则》以及《遗嘱公证细则》均有遗嘱公证程序的

细致规定。遗嘱人应亲自到有管辖权的公证机构提

出办理遗嘱公证的申请，公证处在接到申请后，应

当着手对遗嘱人提交的公证申请书以及关涉遗嘱

人身份、遗嘱内容等遗嘱公证所需的佐证材料进行

形式审查，审查无疑义后作出受理申请的决定。遗

嘱人可以公证自己已订立的遗嘱，亦可以在公证员

的见证下口述遗嘱内容，由公证人员如实记录。随

后，由公证人员结合有关证明文件以及与遗嘱人的

谈话内容，依法开展遗嘱公证的实质审查阶段。审

核内容主要包括：遗嘱人订立遗嘱时是否具备遗嘱

能力、遗嘱中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遗嘱人就遗嘱

中涉及的财产和个人事宜是否享有民事权利、是否

存在引发遗嘱无效的因素等。经全面、审慎的核查

确认符合法定要求后，公证机构方出具公证书证明

遗嘱行为的合法性与真实性，完成遗嘱公证程序。

与之相比，关于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继

承法》与《继承法意见》仅规定须遗嘱人与见证人

在遗嘱上签名、注明年月日。显然，自书、代书、

录音、口头等遗嘱形式的制订过程较为简易， 即

使有遗嘱见证人，其见证也几乎是保障遗嘱真实有

效的唯一途径。若非因产生遗嘱继承纠纷而诉至法

院，作为审理案件的必经环节必须对被诉的遗嘱进

行真实性与合法性的审核，以自书等形式订立的遗

嘱都难以有机会获得官方的鉴定和认证。因而，这

类遗嘱较容易被伪造或篡改，遗嘱内容的真实性也

易于遭受质疑和反驳。而公证遗嘱则是在公证人员

的监督与指导下，由具有公信力的国家公证机构按

照严密、正规的法律程序，对遗嘱的合法性和真实

性予以证明和肯定。简言之，公证遗嘱保障遗嘱真

实合法的力度，远大于其他遗嘱形式。这就意味着，

经过公证的遗嘱更有能力确保遗嘱人依照自己的

意志安排遗嘱内容。即使理论上只要符合法定的有

效要件，任何形式的遗嘱都是成立有效的，但在实

践中，遗嘱人的意志依靠公证遗嘱付诸于实践的机

率必定远远高于其他遗嘱形式。从这一角度解读，

五种遗嘱形式不应该处于同一效力位阶，公证遗嘱

完全有理由占据高于其他遗嘱形式的效力地位。而

这一至高的效力地位，并不是对遗嘱人自由意志的

制约，反而应被理解为遗嘱人真意得以实现的捍卫

和保证。若轻易允许其他形式的遗嘱变更或撤销公

证遗嘱，不仅有损遗嘱公证的稳定性、严肃性和权

威性，更贬损了公证遗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若后

订立的其他形式的遗嘱与公证遗嘱内容相抵，即便

订立时间靠后，也不能排除被继承人决策的随意性，

因此不能改变自书、代书等遗嘱形式对遗嘱人意思

表示真实性的保证能力逊于公证遗嘱的事实，故不

能承认或推定后订立的其他形式的遗嘱是对公证

遗嘱的变更或撤销。 

(二)公证遗嘱更能彰显效率原则 

公证遗嘱尽管制作程序略显繁琐，但在其他方

面所带来的效率是自书等形式的遗嘱无法媲美的。

其一，公证遗嘱的严肃性及效力的优先性给遗产继

承的顺利进行带来效率。公证遗嘱是国家授权的公

证机构厉行缜密的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和鉴定，并出

具公证书的遗嘱形式。很明显，在各种遗嘱形式中， 

公证遗嘱最具稳定性和确定性，能够做到从源头抑

制和预防遗嘱继承纠纷的发生，使遗产继承能够按

照被继承人的遗嘱意志顺利进行；而其他四种遗嘱

形式由于订立程序的简单与随意，致使遗嘱的内容

和效力极易遭受质疑，遗嘱继承纠纷发生的可能性

自然随之激增。通过北大法宝对司法案例的检索结

果显示，2204 件遗嘱继承纠纷案件中仅有 21件涉

及公证遗嘱。［10］其二，公证遗嘱因极强的证明

力而在遗产纠纷诉讼中给审判程序带来效率。在诉

讼中，其他形式的遗嘱须经过法院的审查核实，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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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其是否为被继承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而公证遗嘱

具有较强的证据效力，可以直接被法官采信，认定

其记录的内容为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如此直接有力

的证据效力，势必有利于缩短诉讼时间，简化诉讼

进程，提高办案效率，以最少的司法资源获得最高

效的裁判结果。其三，公证遗嘱具有极强的公信力

给民事交易行为带来效率。遗嘱是被继承人处分财

产的个人意愿的载体和证明，故而不单在诉讼法律

关系中扮演证据的角色，在实体法律关系中对财产

的权利归属也有证明的功能。公证遗嘱对财产权利

移转信息及权利归属向外界所做的公示和认证较

其他形式的遗嘱更有可信度，其真实性与合法性更

容易获得遗嘱继承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承认和信

服，使以遗产为标的交易关系的成立更加便捷，降

低交易成本，也能确保民事交易关系的稳定。 

(三)特殊情况的存在不足以撼动公证遗嘱的

优势地位 

依据《遗嘱公证细则》的规定，公证人员在受

理遗嘱人提出的遗嘱公证申请时，有义务向遗嘱人

说明公证遗嘱的法律意义与后果，其中包括在遗嘱

人死亡前，对公证遗嘱的变更或撤销必须由遗嘱人

提出申请并例行公证程序。由此可见，遗嘱人在办

理遗嘱公证手续时，能够预见到变更、撤销公证遗

嘱的程序性和复杂性。既然遗嘱人在五种法定遗嘱

形式中选择公证遗嘱来呈现自己的真意，就表明遗

嘱人对遗嘱公证繁密的步骤具有主观上的认同与

客观上操作的可能。所以，若遗嘱人产生了变更或

撤销先前订立的公证遗嘱的想法，在正常的情况下， 

遗嘱人理应有意愿和能力再次经历公证程序、实现

变更或撤销前公证遗嘱的效果。我们不否认在遗嘱

人欲实施变更、撤销行为时，可能会面临意外或突

发情况，如遗嘱人病危或遭遇自然灾害等，以至遗

嘱人对于办理公证有心无力。但这毕竟是发生概率

极小的或然事件，而且《遗嘱公证细则》针对遗嘱

人无法亲自到公证机构办理手续的情形已经采取

应对措施:遗嘱人可以口头或书面申请享有管辖权

的公证机构指派公证员到遗嘱人的住所办理公证

手续。因此，仅以偶发的特殊情况的可能存在否定

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明显缺乏逻辑性与合理性。 

三、公证遗嘱相对优先效力的证成 

经过对公证遗嘱绝对优先效力、无优先效力理

论的反思与检讨，笔者认为，公证遗嘱绝对优先效

力的弊端在于过分强调公证遗嘱的优先地位，而无

优先效力的观点又无视公证遗嘱的优势，绝对地否

定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片面强调所有形式的遗嘱

地位完全平等。这两者共同的问题是过于绝对化， 

然而，任何事物都不应当是绝对的，两种立场的绝

对化倾向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妨碍被继承人依

自己的意志处分自己的遗产，故本文主张公证遗嘱

相对优先效力。 

公证遗嘱的相对优先效力，即在保持公证遗嘱

常态下优先效力的同时，于特殊情况发生，若依然

坚持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会妨碍被继承人以

自己意志处分自己的遗产时，允许依照法律规定的

步骤以其他形式的遗嘱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由此

推导，公证遗嘱的相对优先效力由两部分组成。首

先，在正常情况下，宣示公证遗嘱的主导地位，即

使公证遗嘱不是遗嘱人最后订立的遗嘱，亦优先发

生法律效力。在公证遗嘱后以自书、代书、录音、

口头形式订立的遗嘱，无论部分或全部内容是否与

公证遗嘱相抵触，均不发生变更或撤销公证遗嘱的

法律效果。其次，因特殊情况发生，遗嘱人无法采

用公证形式变更、撤销公证遗嘱，且被继承人又确

有变更、撤销公证遗嘱迫切需要的，将公证遗嘱与

其他遗嘱形式置于同等效力位阶，无论遗嘱形式如

何，均以最后设立的遗嘱为遗嘱人的最终真意并发

生效力。 

常态下公证遗嘱的变更或撤销由遗嘱人的申

请予以启动，这其中关涉两个重要因素和条件。其

一，变更或撤销公证遗嘱的申请只能由遗嘱人本人

提出，不得委托他人代办;其二，遗嘱人须本人亲

自前往公证机构提出申请，而且该公证机构须为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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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人住所地或遗嘱行为发生地的，为之前遗嘱公证

行为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遗嘱人未能同时成就

上述两个重要条件，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新的公

证程序便不能启动。依公证遗嘱的相对优先效力理

论，于特殊情况发生时尽管遗嘱人客观上未成就上

述两个条件，为了尊重遗嘱人自由更改个人遗嘱的

意志和权利，亦允许遗嘱人根据所处的环境，选择

自书、代书、录音或口头遗嘱形式变更或撤销公证

遗嘱。为了确保公证遗嘱的修正不违遗嘱人的意志，

对特殊情况应当予以必要的限定。第一，特殊情况

的发生不以遗嘱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其意识活动

的支配和控制，更不牵涉遗嘱人对客观情况的有意

改造; 特殊情况产生的影响，即对变更、撤销公证

遗嘱的滞碍也绝非遗嘱人的主观意欲，遗嘱人并没

有否定公证遗嘱优先效力的故意；第二，特殊情况

的发生，以及特殊情况产生的后果均超出遗嘱人合

理控制的范围，即遗嘱人对于特殊情况发生与否，

能否妨碍公证形式变更或撤销公证遗嘱均束手无

策。一则，遗嘱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意志难以阻止

特殊情况的发生。虽然这种例外情况属于小概率事

件，但若以遗嘱人的抵抗能力为参考系，那么小概

率事件的发生也将显得十分必然。二则，特殊情况

造成遗嘱人无法启动公证程序的后果超出了遗嘱

人合理抵御的能力范畴，遗嘱人没有任何可替代性

措施消除特殊情况引发的负面影响，恢复变更、撤

销公证程序的正常进行。若因某种意外情况发生致

使遗嘱人无法亲自到公证机构提交申请，尚可依

《遗嘱公证细则》的便民原则，书面或口头提请具

有管辖权的公证机构派遣公证人员到临时指定地

点受理的，则可认定为遗嘱人所遭遇的特殊情况的

后果仍在其掌控之中，尚未超出遗嘱人的合理控制

范围，故在此种场合下不允许遗嘱人擅自以非公证

遗嘱变更、撤销公证遗嘱。只有当遗嘱人所处的情

境十分危急，以至于遗嘱人完全不可能书面或口头

提请指派公证人员时，才属于超过遗嘱人应控制范

围。 

尽管于特殊情况发生时，无需遗嘱人成就亲自

到公证机构申请启动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程序的

条件，但要以非公证遗嘱变更、撤销公证遗嘱还不

能是任意的，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 第一，遗嘱人

结合客观实际情况，在所处的特殊情况允许的前提

下选择恰当的遗嘱形式，并在新的遗嘱中或直接表

明变更或撤销之前订立的公证遗嘱，或重新订立与

公证遗嘱相抵的遗嘱，以达到默示变更或撤销公证

遗嘱的效果。第二，遗嘱人在设立遗嘱时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并且遗嘱中表述的是遗嘱人真实的

意思; 第三，满足遗嘱人所选遗嘱形式相应的法律

要求。 

若选择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及口头遗嘱的， 均

需满足两个以上见证人的见证的法律要求;现行

《继承法》在若干遗嘱形式中，唯独对自书遗嘱没

有遗嘱见证人的要求。但面对特殊情况的发生，遗

嘱见证人的职能不仅是见证遗嘱的制作过程，更要

证明遗嘱人的处境的确符合特殊情况必备的基本

特征。因而，即便是自书遗嘱，在特殊情况下也须

具备两名以上遗嘱见证人的形式要件。至于见证人

的资格问题，《继承法》和《继承法意见》仅列举

出不能作为见证人的类型。笔者认为，遗嘱见证人

除了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得与遗嘱之间存

在利害关系外，还要清楚知晓且同意自己已被确立

为遗嘱见证人的事实，并且了解身为见证人所要证

实的事项。若对见证人的选定仅是遗嘱人的内心意

向，见证过程是在见证人无知无觉的状态下进行的， 

则不能推定为见证人清楚知晓。另外，遗嘱见证人

还要配备基本的见证能力，包括足以理解遗嘱内容

的读写能力以及对外界环境和周遭境况的认知能

力。在常态环境中，盲人或智力迟缓的人不能作为

适格遗嘱见证人。第四，如果遗嘱人面临的特殊情

况是以遗嘱人的死亡为结局，那么遗嘱见证人有义

务将遗嘱人生前最后制定的遗嘱移交给出具公证

书的公证机构，并向其叙述遗嘱人变更或撤销公证

遗嘱的时间、地点、身体状况等，由公证机构完成

登记、备案等必要手续。如果特殊情况解除后遗嘱

人仍在世，则之前遗嘱人设立的其他形式的遗嘱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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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变更或撤销公证遗嘱的效力，遗嘱人仍须亲自

到原公证机构启动公证程序，重新变更、撤销公证

遗嘱。 

公证遗嘱相对优先效力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

在保持公证遗嘱优先效力优势的同时，又灵活地回

避了绝对优先效力的弊端。换言之，它以效力的相

对性吸收了效力绝对性带来的利，又巧妙地回避了

效力绝对性导致的弊。而最应当称赞的是，公证遗

嘱相对优先效力通过赋予被继承人于特殊情况发

生时遵循自己的主观意愿，以自己有能力、有条件

制作的非公证遗嘱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权利， 缓

和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从而为被继承人表达

处分遗产个人意志创造便利的条件，使法所追求的

自由价值更真切、更完整地反映和落实于继承法之

中。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

要历史时期，如何设计切实体现、反映社会主义法

治观的私权制度是这一时期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笔者认为，自由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观，

法所追求的自由价值是私法的核心价值，是人类在

法价值研究领域中探求自由的结果。作为保障公民

私人财产所有权传承的继承法而言，自由价值根植

于继承法的制度体系之中，并成为继承法本质属性

的凝练与展现。公证遗嘱的相对优先效力在一定意

义上说是法的自由价值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

法治自由观的真切表达，而且不会因对自由价值的

尊重与表达而牺牲法的秩序价值。 

结语 

任何为制度的变革所做的理论上的论证均需

要制度实施的可行性予以验证，制度实施可行性论

证的最好方法是制度条文设计的缜密与合理。条文

难以或不能设计，便意味着变革的制度无法实施， 

即便理论上论证得再好，改革也是徒劳无功的。经

过对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和无优先效力进行

反思与检讨，以及对相对优先效力的进行合理性论

证之后，接下来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将公证遗嘱的相

对优先效力落实在法律条文上。关于遗嘱形式的效

力，本文将具体条文设计如下: 

遗嘱人可以变更、撤销自己所立的遗嘱。 

遗嘱人立有多份不同形式、内容相抵触的遗嘱，

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公证遗嘱为准; 

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 

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变更、撤销

公证遗嘱。但遗嘱人确有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真

实意愿，具有以下情形之一致使遗嘱人无法设立新

公证遗嘱的，遗嘱人可以在所处环境和条件允许的

前提下自行选择口头或自书、代书、录音等遗嘱形

式变更、撤销公证遗嘱: 

(1)遗嘱人因各种原因生命垂危的; 

(2)遭遇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的; 

(3)遭遇交通事故、火灾、核爆炸等事故灾难

的; 

(4)遭遇扩散性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须接受隔

离的; 

(5)遭遇突然袭击、公共场所骚乱等社会安全

事件的; 

(6)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反家暴，“人身安全保护令”取证门槛不妨再低些 

原创 2018-01-26 新京报评论  张海英 

http://mp.weixin.qq.com/s/kjWbWCJQeyJ1eOI4N74Pgw 

现实中，很多家暴的受害者，本就缺乏收集证 据的意识。如果受理法院要求提供过多证据，难免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zMxNjQzMA==&mid=2650663749&idx=4&sn=5ab62b67ebf25f5c84c9ca7936ba7606&chksm=875aa364b02d2a728725f01aef5d2ef7a3c56a839549af27d8523c044d3c5d71559c2aa3e845&mpshare=1&scene=1&srcid=0126yIgEFmQyTS9N95g8pf6e&key=e69b003677a0a18a70ebfcc652debd583b3ce419c57d4e2f6ff576701b25eac1a6c7abdc0c81914c949a13e918479c0b778c73ed48fb52977583de90eb120b43d8fef4be1a532601760d2173a2c788a3&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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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加取证难度。 

广东两会正在召开，民革广东省委日前提交提

案指出，反家暴法实施近两年，可目前家暴现象依

然高发。以深圳为例，2016 年 4 月至今，深圳市

公安局共受理家庭暴力案（事）件 8990宗，提案

建议降低“人身安全保护令”取证门槛。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暴立法的一大亮

点，目的对家暴中受害方起到更有效的保护作用。

但近两年的实践效果不尽如人意，一些法院发出的

人身安全保护令数量与当地家庭暴力案发数量还

有不小差距。 

▲2016年 3月 1 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  图/视觉中国 

 

取证门槛偏高，成了该“保护令”发出率低的

重要牵制因素。从司法实践看，想要证明家暴行为，

一般需要出警记录，配套相应的病历或伤情鉴定书

等。即便有这些证据，据说有的法官还认为一次行

为构不成家暴，需要反复多次固定证据。 

现实中，很多家暴的受害者，本就缺乏收集证

据的意识。如果受理法院要求提供过多证据，难免

会增加取证难度。 

提案中建议，将报警记录、看病记载等作为申

请“保护令”的证据；适当采信未成年子女证言；

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由家暴问题专家帮助法庭查清

事实等。这些建设性意见，值得参考借鉴。 

窃认为，还应当从反家暴法实施以来的实践效

果来总结经验和教训。目前法律规定比较模糊，取

证门槛的高与低，主要由审理法官说了算。事实上，

究竟门槛定多高才好，如何有效发出“人保令”，

这些问题大可通过实践总结来循序摸清，对症下药，

让“人保令”真正发威。 

 

张海英（教师） 

法治的细节︱“第 24 条”因何而变？夫妻债务“新解释”解读 

2018-01-26 澎湃新闻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叶名怡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69897?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2018年 1月 17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

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

的解释》（以下简称“新解释”），为夫妻共同债务

的认定确立了最新标准。这是一个爆炸性消息，在

最短的时间内，引发了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关注和

讨论，当晚《新闻联播》节目也对该司法解释的出

台作了报道。有此殊荣、有此待遇的司法解释，此

前尚未曾见。 

改变了什么 

在百度搜索关键词“第 24条”，你会发现，排

在前面数十页的几乎都是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 24条的，可谓“现象级”法条。该条规

定：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

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

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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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

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据此，婚内夫妻一方单方对外举债，除非能证

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采取的是约定财产制，否则

一律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就是著名的“共债推

定”。由于例外情形在现实中十分罕见，能够证明

就更为罕见，所以，绝大多数的婚内单方举债，一

旦被债权人起诉到法院，最终都被判决为夫妻共同

债务，夫妻双方都要用自己的一切财产包括各自的

婚前个人财产去清偿。 

“新解释”对该第 24条的“共债推定”作了

颠覆性的规定。“新解释”共 4条，包含 3条实体

认定规则。第 1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

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

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该条实际上规定的是所

谓的“共债共签”。即，原则上，债权人若想要夫

妻双方共同偿还债务，必须让夫妻双方共同签署借

贷合同，当然，未签字方的口头认可或事后认可，

也构成其对另一方举债的同意。 

第 2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

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所谓家庭日常生活，指的是维持家庭

日常运转，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医疗、子女必要教育

活动等等。当然，不同收入、不同阶层的家庭，其

日常生活开支标准肯定有所不同，但基础性的事项

内容不会相差太大。本条规定的正当性在于家事代

理，即对于日常生活开支，一方可以代理另一方直

接进行交易，无需后者明确授权，这是为了便利生

活，节省交易成本。它实际上还是“共债共签”的

另一种表达，只不过，非举债方对配偶单方举债的

同意，是推定所得。 

不过，该条并没有规定，哪一方对“债务属于

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这一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根据一般性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即，应由债权人

一方来证明该事实。具体个案中，法官也可以依据

生活经验来获得自由心证。不太准确但比较通俗地

说，本条规定的是：小额债务继续推定为共债。

因为数额小，所以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债务的可能

性高，所以推定为家事代理范围内的债务，当然非

举债方可以通过举证来推翻该推定。 

第 3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

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

表示的除外。”据此，对于单方大额举债，只有当

债权人证明“夫妻共享举债利益”或“夫妻合意

共同举债”事实时，该债务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

不过，后一规定纯属多余，因为前述第 1条已经明

确了“共债共签”原则，何必在此重复规定？ 

总体上看，一方面，“新解释”从根本上废除

了第 24条所确立的宽泛无边的“共债推定”，转而

将“共债推定”限定在一个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家

事代理）。只有当一个正常理性的人可以合理地相

信，债务人单方举债是为了满足其家庭日常生活所

需时，法律才会推定（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存在。

另一方面，“新解释”（第 3条）事实上确立了大额

债务的“个债推定”。就此而言，“新解释”与旧法

第 24条可谓截然相对。 

为什么改变 

第 24条“共债推定”规则为何在这个时间点

被废除？除却程序上的直接原因（如全国人大“备

案审查制度”的推动），第 24条被废除的根本原因

在于它欠缺正当性基础。具体表现在： 

第一，违反男女平等、夫妻各自人格独立、

各为平等法律主体等宪法基本原则。打个最简单

的比方，关于给未成年子女取个乳名儿，关于春节

回哪里过年，这些小事情都要夫妻双方商量着办，

但对外巨额借款这种大事，一方却可以自作主张。

第 24条的“共债推定”意味着，夫妻任何一方都

可以独断专行，为另一方设定巨额债务，而另一方

要用自己的一切财产包括婚前个人财产去偿还，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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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用将来的劳动收入一辈子去偿还。这显然是对另

一方独立意志的漠视，对另一方主体尊严的践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项规则侵害了另一方的基本

权。 

第二，带来巨大的不可预测性，损害婚姻安

全。夫妻感情好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但一

旦夫妻感情恶化，第 24条“共债推定”就会成为

恶行的武器，夫妻任何一方都可以借助该条为另一

方带来巨大灾难。而且，其潜伏时间没有上限，离

婚十年后还会有陌生债权人突然找上门来要债；债

务数额上不封顶，可以高达几亿元。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共债”降临，婚姻成了一

种不折不扣的风险发生器。 

第三，与民法、婚姻法其他制度存在割裂和

矛盾。意思自治是民法基本原则，合同相对性是

合同法基本原理，第 24条共债推定完全无视这两

项基本法理。另外，《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离婚

房产分割作了具体详细的规定，尤其是其第 7条对

婚内一方父母或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房产，设计了

清晰的份额计算规则，采取投资者所有的按份共有

理念，体现出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被认为是对女

性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强力鞭策。但第 24

条“共债推定”却采取极其落后的“夫妻捆绑主义”，

在“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仍占多数的中国家庭背景

下，对女性伤害尤其巨大。 

若干误区的澄清 

“新解释”颁布后，既赢来了一片喝彩，也引

来了一些质疑和批评，同时还有一些错误的理解和

认识。以下选取主要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予以回应。 

误区一：第 24条没有废除。 

少数对第 24 条怀有“特殊感情”的人认为，

“新解释”并没有废除第 24条，而只是废除了《最

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

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

（（2014）民一他字第 10号答复）。这种观点可以

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 24 条规定的是最宽

泛严格的共债推定，“第 10号答复”则是对该推定

多开了一个推翻的通路，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后

者是对前者的局部修正或微创型废除，即债务人配

偶可以通过举证债务人举债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来免责。而今，“新解释”规定，大额债务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的证明责任由债权人承担，固然是直

接颠覆了“第 10号答复”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

但何尝不是对第24条最彻底的否定？第24条最宽

泛严格的共债推定，从此永远不可能再被法院援引，

以作为判决共同债务的法律依据。就此而言，因此，

“新解释”不是（某些专家所称的）对第 24条的

“补充”或“修正”，而是对它最彻底的废除。 

误区二：财产是共同的，债务是个人的？或

者，赚了是夫妻双方共同的，亏了是丈夫个人的，

凭啥？ 

这种反问最为流行，看似也最为有理。对此，

有以下回应：第一，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并不排

除婚后有新增个人财产的可能，例如配偶一方父母

对其子女的房产赠与，或是专属于个人使用的物品

等等。也就是说，婚姻存续期间并不是所有新增财

产都是共同财产，当然也不应该所有婚内单方负债

都一律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以婚后所得财产共同

推导债务共同，逻辑上存在断裂。 

第二，夫妻互为独立民事主体，根据基本的民

法原理，一方可以未经另一方同意为其新增财产，

但不得擅自为其设定义务或新增债务，或者更一般

地说，在未经他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削弱其法律地

位。这样的民法原理，在债的移转、附担保主债务

的变更等众多场合下，均有体现。因此，配偶单方

借钱做生意赚了，收益可以是共同的，但倘若亏了，

该债务完全可能是举债人个人的。这里蕴含了个人

法律地位不受非法削弱的民法基本原理，也反映出

意思自治的重要地位。 

误区三：“新解释”对债权人太不公平。 

其实，这是一种想当然。就借贷关系而言，出

借方居于绝对的主动地位。他可以决定借贷关系是

否发生，如何发生。任何商事交易都有商业风险，

放贷也不例外。出借人本来就应当对借款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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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信用状况，做好尽调和评估，必要时还要求

其提供各类担保。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全

民放贷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包括大量的公务

员参与发放高利贷，并且为了赚钱高额利息而肆意

降低放贷门槛，这些债权本身就是高收益高风险的，

一旦不能回收就会引发连锁反应。 

“新解释”出来后，民商事主体在决定成为债

权人时，必然会有更好的风险评估和防范意识。因

此，对债权人不公平，不可能出现在“增量”债权

人中，只可能出现在“存量”债权人中。就“存量”

债权人数量的消化而言，这是新法施行的一种必要

社会成本，任何新法的实施，都会有过渡期衔接的

问题。想一想，“新解释”施行前一天，全国还有

多少起依据第 24条共债推定作出的夫妻共债判决？

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更不公平。 

误区四：商事交易还要关注对方婚姻状况，

交易成本上升。 

一方面，效率与公正始终是一对矛盾范畴，共

债推定简单粗暴，效率是提高了，交易成本表面上

看是减少了；然而，它违反基本民法原理，给债务

人配偶带来了不可测的巨大风险，显然是不公正的。

不能片面追求效率而牺牲公平正义。另一方面，事

先风险预防工作做到位了，交易成本上升一点点，

但避免了事后滋生不必要的争议，省却了解决争议

的大量成本（包括司法成本），总体上看，“新解释”

之下的商事交易效率并不见得更低。在缔结商事交

易时，如果还想着让对方配偶承担责任，那么，你

关注对方有没有结婚，难道不是应该的吗？那种认

为事先不用关注对方婚姻状况，事后知道对方有配

偶然后想让他（她）担连带责任的观点，恐怕有点

自相矛盾。 

误区五：外国法上单方举债也有被广泛推定

为共同债务的。 

这种说法属于一知半解。第 24条曾经被认为

借鉴了法国法。就以法国法为例，阐明其三项要点：

第一，法国法区分共同债务和连带债务。婚内单方

举债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不是连带债务。共同

债务的债权人不能要求以举债方配偶的个人财产

来清偿（所谓的有限责任）；第二，倘若该共同债

务实际上并没有为夫妻共同生活而发生，则举债方

配偶可以向举债方追偿；第三，上述共同债务推定，

只适用于买卖、租赁等情形，不适用于提供担保和

金钱借贷。 

德国法对借贷也有特殊规定，《德国民法典》

第 1357 条规定，配偶中的任何一方均有权缔结旨

在“适当满足家庭生活需要”的交易，该交易对另

一方配偶亦有拘束力。德国法这种家事代理范围内

的共债推定，甚至不适用于金钱借贷，只适用于与

实物或服务相关的债务。 

可见，比较法上的共债推定，跟我国第 24条

相差十万八千里；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德国的夫妻，

其中任何一方所面临的因对方擅自举债而产生的

风险，比起我国第 24条之下的夫妻，要小得多。 

事实上，类似第 24条的“共债推定”，在全世

界是绝无仅有的。之所以他国没有，根本不是因为

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是因为第 24条所体现出的“夫

妻捆绑主义”，实在是距离现代文明过于遥远。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新解释的出台，既符

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的要求，同时也赢得

了广大民心，值得称赞。尽管“新解释”只有 3

条实体规则，对于许多特殊的具体问题仍欠缺详细

的适用规则，例如，“新解释”与《民法总则》第

56 条（个体户举债推定为家庭负债）的关系，债

权人应如何举证经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等问

题；然而，“新解释”已确立的夫妻共同债务识别

基本原则（“主观意志说”+“客观用途说”），其进

步意义再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作为新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法条，第

24 条已经走入历史，但不会被人们忘记；关于第

24条的历史记忆将时刻提醒立法者，“法者天下之

公器”，尤其是关涉千家万户的家事立法，应当审

慎，考虑周全，注重科学性。 

----- 

法治中国，不在宏大的叙事，而在细节的雕琢。



348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在“法治的细节”中，让我们超越结果而明晰法治 的脉络。本专栏由法律法学界专业人士为您特供。 

夫妻共同债务，婚姻法怎么说？| 法意·法治 

原创 2018-01-27 法意读书  张宁远 

http://mp.weixin.qq.com/s/nqD2ov5oKbdFsX8nYXbH7A 

2018年 1月 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明确了“夫妻共同

债务”的认定标准——主采“日常家事代理权推定

标准”，兼顾“用途标准”和“合意标准”。 

本期法意将以此为契机，梳理分析 1950年《婚

姻法》以来我国有关夫妻共同债务之法律规范及其

所采用的认定标准。  

从 1950年《婚姻法》至今，我国出台过许多

规范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规范，它们所采用的夫妻

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可分为以下四种： 

1.用途标准：即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2.形成时间推定标准：即债务形成时间是否处

于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3.合意标准：即债务产生是否基于夫妻双方意

思表示一致； 

4.日常家事代理权推定标准：即债务是否因日

常生活需要所负。 

夫妻共同债务图示 

图片来源：http://news.hexun.com/2018-01-22/192288722.html 

下面，笔者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对这些法律规

范进行梳理，同时对其所采用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认

定标准加以说明： 

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下

称“二十四条”）出台时因被废止或修改而失效的

法律规范 

1.1950 年《婚姻法》第二十四条：“离婚时，

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担的债务，以共同生活时

所得财产偿还；如无共同生活时所得财产或共同生

活时所得财产不足清偿时，由男方清偿。男女一方

单独所负的债务，由本人偿还。” ——“用途标

准” 

2.1980 年《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离婚时，

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以共同财产偿还。

如该项财产不足清偿时，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

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男女一方单独所负债务，

由本人偿还。”——“用途标准” 

二、“二十四条”出台前正在生效的法律规范 

1.198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下称《民通意见》）第四十三条：“在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

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

清偿。”该条是我国首次对夫妻单方负债的性质应

当如何认定进行立法，针对的是夫妻单方从事个体

经营或承包经营所负债务，采“形成时间推定标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k2NzczMQ==&mid=2651241325&idx=1&sn=1922923b35f73a261745d31cac38cf0a&chksm=8bf180b1bc8609a7d8ecaac6da55c8549e05791ee28d984911867bf7e028a9aece01e1dc1611&mpshare=1&scene=1&srcid=01274cBCBZY3ib0TEeraCoDt&key=ffd6e7826d53df79d68205f807c037efa730f0aaf6498cdf1cd9d7e47bbdadc46990ceccbc6ddb217d89b7fbcf9779b8a93b7e9cf98d650c39b0f3d6d2f962ce50960e81d8253f8ac3878bd7eb2b4b75&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GQpEUbwkBJ%2FTM3mtRE8S%2Bfv4nCdXeiwxbD8tHRotEHzvCSUhTU4ZqRTcN5olWwYI&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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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2.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

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下

称《财产分割意见》）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 

第十七条 【第一款】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

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

“用途标准” 

【第二款】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 

（1）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

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 

（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

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 

（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

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首次提

出“合意标准” 

第十八条 婚前一方借款购置的房屋等财物

已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为购置财物借款所负

债务，视为夫妻共同债务。——“用途标准” 

《财产分割意见》第十七条第一款采“用途标

准”，虽增加了“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

这一标准，但由于抚养子女、赡养父母也可看成是

夫妻共同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最关键的仍是判断债

务是否用在了夫妻共同生活上，因此该款实际上采

“用途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该条第二款第三项

还以“合意标准”“用途标准”直接对 1988年《民

通意见》第四十三条作出修正，即对于从事经营活

动单方负债的，不仅要看形成时间，还要看是否形

成合意和债务用途。《财产分割意见》第十八条也

贯彻了“用途标准”。 

《财产分割意见》在坚持“用途标准”的基础

上，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首次提出了“合意标准”。

据其第十七条第二款，若不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

的债务，除非夫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否则就认定

为个人债务。 

3.2001年《婚姻法》第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 

第十九条 【第一款】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

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

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

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

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

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

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

偿。——“合意标准”完全建立 

第四十一条 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

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

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判决。——“用途标准” 

第十九条是对“合意标准”的完善。根据债务

即消极财产这一一般法理，夫妻双方当然可以通过

约定对婚前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的负债

进行分配，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根据该条

第三款，债权人只要知道作为债务人一方的夫妻之

间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就必须尊重该约定。至此，

“合意标准”完全建立起来。 

实际上，2001 年《婚姻法》对夫妻共同债务

直接加以规范的是其第四十一条（下称“四十一

条”）。由于该条采“用途标准”，因此“用途标准”

也被学界普遍认为是现行《婚姻法》判断夫妻共同

债务最基本的标准之一，体现了婚姻法在夫妻共同

债务认定上的基本精神。 

4.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称《婚

姻法解释（一）》）第十七条： 

第十七条 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

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

当理解为： 

（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

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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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

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

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

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

善意第三人。——首次提出“日常家事代理权推

定标准” 

该条首次引入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概念，将“日

常生活需要”作为判断夫妻处理财产行为的准绳。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在“二十四条”出台

之前，现行法律针对夫妻共同债务如何认定这一问

题已经先后提供了四种判断标准，分别是“形成时

间推定标准”“用途标准”“合意标准”和“日常家

事代理权推定标准”。 

三、2003 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八、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条 

1.第二十三条 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

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

活的除外。——“用途标准” 

2.第二十四条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

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

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

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形

成时间推定标准”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

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

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

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配合“形成时

间推定标准” 打击“假离婚，真逃债” 

第八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

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

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配合“形成时间

推定标准” 打击“假离婚，真逃债”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除第二十三条对婚

前个人债务采“用途标准”外，其第八、二十四、

二十五条，是为了打击当时有很多夫妻为逃避债务

假离婚而出台的，其中第二十四条是核心，第八、

二十五条第一款打配合：第一步，由第二十四条将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

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步，由第八、二十五条

保证这些被推定的夫妻共同债务不受夫妻间债务

分配条款（如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

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法院的判决

书、裁定书、调解书等）的影响，仅对夫妻二人有

约束力，不能用来对抗债权人，从而打击那些“假

离婚，真逃债”的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 

此外，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

务确属夫妻一方个人债务，例如属于“二十四条”

例外情形中的第一种，即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

该项债务属于个人债务的。债权人还可以通过《合

同法》第七十四条赋予债权人的撤销权防止夫妻通

过假离婚逃避债务。 

“二十四条”将两种例外情形的证明责任均分

配给夫妻一方，是因为夫妻关系具有较强的私密性，

这使得债权人对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

实难以举证，因而极可能因为举证不能而导致债权

落空。为此，立法者利用法律推定这一立法技术，

用一个易证的待证事实（债务是否发生于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代替了难证的待证事实（债务是否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用“一刀切”的方式“简单粗暴”

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显然，“二十四条”坚定地站在了债权人这一

方，大大降低了债权人的交易风险，用“二十四条”

和第八、二十五条将保护债权人的安全网编织地更

加结实，使债权人几乎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当然，

保护债权人就等于保护市场交易安全，就能够有效

减轻交易成本，促进市场繁荣，其正当性不言而喻。 

四、“二十四条”出台后至 2018年司法解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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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最高院与部分省高院的应对措施 

针对“二十四条”引发的社会问题和司法实践

困境（主要是非法债务和虚假债务问题），最高院

与部分省高院采取了诸多应对措施： 

1.2014-2017 年最高院民一庭及其法官以各

种形式对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二十四条”发表

的七个正式或非正式的补充意见、答复或说明： 

①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

何认定的答复》（〔2014〕民一他字第 10号）； 

②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

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

（〔2015〕民一他字第 9号）； 

③2015年 11月最高院民一庭吴晓芳法官于微

信公众号“法语峰言”发表的《对夫妻共同债务的

新思考》一文； 

④最高院民一庭庭长程新文在 2015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的最高院民商事审判会议上发表的题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

具体问题》一文； 

⑤王春霞、罗书臻：《家事审判改革为相关立

法提供实践依据——专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专职委员杜万华》，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 3

月 3日第 01版； 

⑥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于 2016年 3月 17日发布

的《关于“撤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的

建议”的答复》； 

⑦2017年 2月 28日最高院发布的《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的补充规定》（法释〔2017〕6 号）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

题的通知》（法〔2017〕48 号），该《补充规定》

和《通知》是最高院近年来解决“二十四条”引

发问题的“集大成者”。 

另外要说明的是，其中①②⑥⑦是官方正式文

件，③④⑤是最高院家事审判权威法官的个人文章，

但从一定程度上能代表最高院对此问题的态度。 

2. 广东、上海、浙江、山东、重庆、福建、

四川、北京、江苏等九省高院先后出台的相关司

法指导意见： 

①《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

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粤高法发〔2006〕39号）

第 7 条； 

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

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沪高法民一〔2007〕第 18

号）第 3条； 

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

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09〕297

号)第 19条； 

④《2011 年山东省高院会议纪要》（鲁高法

〔2011〕297号）第七（二）点； 

⑤《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

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1年 8月 23日）

第 19条； 

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关于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责任承担

问题的会议纪要》（闽高法〔2015〕426号）； 

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

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6年 7月 27日）

第十四点； 

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婚姻

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参考意见》（2016年 8月）

第 38条； 

⑨《江苏省高院民事审判指导 2016年第 2期》

（2016 年 9月 14日）。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重庆高院的规定与 2018

年新出的司法解释的精神基本相同。 

3.上述应对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五项主要内容： 

其一、以“内外有别论”释法。首先肯定“二

十四条”符合婚姻法立法精神，与“四十一条”并



352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不矛盾。而后指出其区别在于，前者是处理夫妻一

方与债权人的外部法律关系的，而后者是处理夫妻

内部法律关系的。具体而言，在涉及夫妻债务的内

部法律关系时，按照“四十一条”的规定进行认定，

即在夫妻离婚时，由债务人举证证明所借债务是否

基于夫妻双方合意或者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

举证不足，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涉及夫妻

债务的外部法律关系时，应按照“二十四条”进行

认定。 

其二、明确提出在“二十四条”原来的两种例

外情形外增加一种——如果配偶一方举证证明所

借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不承担偿还责任。 

其三、强调保障非举债一方的诉讼权利。一是

规定原则上应当传唤夫妻双方本人和案件其他当

事人本人到庭；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的，除法定事由

外，应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二是强调夫妻共同债

务的性质只能通过审判程序来认定，而不能由执行

程序认定，“二十四条”是裁判标准，不是执行标

准。不能把未参加诉讼的配偶另一方在执行阶段直

接追加为被执行人。三是对于那些不能提供证据但

能提供证据线索的非举债一方，法院应当根据其申

请进行调查取证。 

其四、强调审查债务和自认的真实性。一是强

调不能仅凭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就认定存在债务，

而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

九条的规定，结合各方面因素综合判断债务是否发

生。二是强调法官应当注意依职权查明举债一方作

出有悖常理的自认的真实性。包括举债一方的自认

前后矛盾或无法提供其他证据加以印证，夫妻一方

与第三人达成确认债务的调解协议并申请法院出

具调解书，以及人民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等情况，

人民法院均应当主动依职权进行审查。 

其五、对原有的一些规定进行重申。一是重申

对非法债务不予保护；二是重申保护被执行夫妻双

方的基本生存权益优先于保护债权人的债权；三是

重申制裁实施虚假诉讼的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

和证人。 

 

 

图片来源：新华社 

五、2018年 1月 1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

题的解释》 

为正确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平等保护

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

定，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

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 

第二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第三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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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的除外。 

第四条 本解释自 2018年 1月 18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

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第一条确立了夫妻“共债共签”的原则，增加

了债权人的注意义务。 

第二条和第三条主采“日常家事代理权推定标

准”，兼顾“用途标准”和“合意标准”，确立了最

新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标准。笔者认为，该司法

解释实际上替代了“二十四条”确立的“形成时间

推定标准”。 

概言之，该司法解释与 2003 年出台“二十四

条”的立法用意恰恰相反，是为了打击越来越多的

因“二十四条”产生的虚假债务和非法债务（而非

“假离婚，真逃债”），侧重于保护夫妻中非举债一

方的利益（而非债权人利益），重新对夫妻中非举

债一方和债权人的利益加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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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官视点 

恋人分手后共有房产如何分割？一图解读审理思路 | 庭前独角兽？ 

原创 2018-01-03 庭前独角兽  蒋梦娴 

http://mp.weixin.qq.com/s/rPvc0My4Jy5q4XzJRnRG3g  

 

 

 

 

 

 

 

恋人分手后共有房产如何分割？一图解读审理思路 

上海宝山法院民三庭法官 蒋梦娴 

恋人分手后共有房产分割之审理思路图解 

  

随着婚恋观的转变，越来越多的恋人将购房作

为结婚的必备条件。然而，世间万物，悲欢离合总

无情，缘起缘灭，强求不得。购房后，一些恋人却

因各种原因分了手，共有的婚房转而变成了两人甚

獬推事按：恋人购入婚房后感情生变，最终分手，此种情况下，已经购入的婚房往往会导致

众多纠纷，例如房屋应当归属、利益如何分配等一些列问题。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终止

恋爱关系后分割共有房产的共有物分割案件显著增多。由于当事人并未缔结婚姻关系，故此

类共有房产的分割不同于离婚中的财产分割。本文中，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蒋

梦娴针对此类共有房屋分割案件，着重指出审理阶段各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本期小灶推荐阅

读时间 8 分钟。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TA3MzU5OA==&mid=2650742745&idx=1&sn=a014c9dc4f861a9805f6f4ad5679f1bc&chksm=f41d8488c36a0d9ed2c1ad066bf31032b23ee293be2f8eb97344d65bfe5581855dfb3e125fa7&mpshare=1&scene=1&srcid=0103aY4ygbBTfc0MMKxq8kU0&key=d6ed7c38d5670076b4233941289fd84f2ecc1fedbba7d7f10605418dcf827964e5da6487343735ff5b85e41d854236aea8295f2e84d13d3c235f7e49867ec15cc52f12ad607271213dfd103dd72d9849&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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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两个家庭争执的导火索：房屋应当归属？利益如

何分配？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终止恋爱关系后

分割共有房产的共有物分割案件显著增多。由于当

事人并未缔结婚姻关系，故此类共有房产的分割不

同于离婚中的财产分割。本文针对此类共有房屋分

割案件，着重指出审理阶段各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于其他涉房地产民事案件的审理思路，可移步

《一张图解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审理思路》、《一张

图解读租赁合同纠纷审理思路》、《一张图解读“借

名买房”案件审理思路》、《一图解读家庭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审理思路》） 

一、共有房产分割的请求权基础 

1．共有物分割请求权为形成权 

一般认为，共有物分割请求权为形成权，意指

当事人一方以单方意思表示而无需相对人的同意，

即可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权利，且该请

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共有物分割只需要共有人向

其他共有人提出，其他共有人即有协商分割的义务。

即便协议分割不成，共有人可以诉诸公权力进行裁

判分割，其判决即为形成判决，从而结束原有权利、

义务关系。 

对于共有房屋，恋人间恋爱关系的终止可视为

《物权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共有的基础丧失”，

符合需要分割的情形。是否分割不以恋人双方均同

意为前提，只要一方提出即可分割。 

2．法院裁判分割方法不受当事人诉讼请求的

限制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法院不能超出当

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进行裁判。但在共有房产分割

案件中，共有人就房屋分割方法的诉讼请求对法院

不具有拘束力，法院就共有物的分割方法享有自由

裁量权。第一，原告请求分割共有房产，无须就分

割方法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只要法院认为原告请

求分割共有物有理由时，就可以依法进行判决分割，

不能将“准予分割”和“定分割方法”作为两个

诉来对待。第二，法院判决不受原告提出的共有房

产分割方法的限制。原告提出的分割方法仅供法院

参考，即便有所不当，法院也不应据此判决驳回原

告分割共有房产的诉讼请求。 

二、恋人分手后共有房产分割案件的审查要点 

1．查明房屋的权属情况 

（1）查明共有人的情况 

对于共有人的查明可以通过调阅不动产登记

簿予以确定。以下三点需特别注意： 

第一，如所需分割的房产是尚属于开发商名下、

未办理小产证的商品房，应当追加开发商作为第三

人参加诉讼；不动产登记簿载明的预告登记人或购

买商品房的预售合同上载明的购房人为共有房产

分割案件的原被告。 

第二，如所需分割房产的所有权人/预告登记

人/预售合同购房人除了恋人双方外，还有其他共

有权人（如恋人的父母等），应一并追加为原告或

被告参加诉讼。 

第三，如所需分割房产的共有人为已婚人士

（如：恋人的父亲登记为共有人；恋人一方为已婚

人士等），且房屋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

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则未登记为权利人的婚姻另一

方应一并追加参加诉讼，以保护其合法权益。 

（2）查明房屋的共有性质 

一般而言，通过查询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即可

获知房屋的共有类型为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但

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共有性质不明的房产，由于

《物权法》对共有关系推定的规定变更了《民通意

见》第 88条，故需要注意的是，共有性质的推定

应适用共有关系形成时的法律：《物权法》生效前

形成的共有关系，其共有性质不明时应适用《民通

意见》第 88条的规定推定为共同共有，《物权法》

生效后形成的共有关系，其共有性质不明时，应适

用《物权法》第 103条的规定推定为按份共有，除

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除外。 

（3）查明房屋有无权利限制 

法院对共有房屋进行分割前，应当先行查明房

屋是否被司法查封，是否因附有违章建筑而被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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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于此类不符合转让交易条件的房屋，法院

不可通过判决或调解使其转移或变更所有权。共有

人对于司法查封有异议的，可另行提起执行异议/

执行异议之诉。对于附有违章建筑的房屋，可给予

当事人合理时间去拆除违章建筑，相关部门审核并

撤销文件登记后，法院再行分割。 

（4）查明房屋有无抵押权 

通过调阅最新的房屋不动产登记簿，查明涉案

房屋是否存在银行等抵押权人或其他等他项权利

人，并通知其参加诉讼。对于房屋权利的转移、剩

余债务的负担等，应当听取抵押权人的意见。 

2．查明房屋的当前价值 

房屋的当前价值为房屋的现值减去房屋上的

剩余债务（如购房贷款等），故以下两点均需查明： 

（1）查明房屋的现值 

审判实践中，对于房屋现值的确认一般有法院

委托司法鉴定、当事人协商定价、法院询价三种方

式。当事人协商定价及法院询价最为便捷、高效，

且无须产生鉴定费用，但以获得各方当事人同意为

前提。虽司法鉴定意见相较询价更为严谨，但其弊

端在于：第一，司法鉴定需产生相关费用，增加当

事人诉讼成本；第二，司法鉴定需要一定时间，在

房价波动明显的时期，待鉴定意见作出后，房价可

能又产生了新的变化，可能造成利益分配失衡。因

此，审判实践中，法官应向当事人充分释明不同定

价方式的优势及弊端，便于当事人作出选择。 

如当事人对分割的共有房屋价值意见不一，但

又不申请评估的，法院不能简单驳回原告诉请，应

进行必要的释明，促使当事人提出委托评估的申请。

经释明，当事人仍不提出申请的，法官可通过咨询

房产中介公司或评估公司（至少两家）的意见，综

合分析后予以酌定，并须在裁判文书中阐明理由。 

（2）查明房屋的剩余债务 

法院应通过追加抵押权人来获知系争房屋上

的剩余债务，并进一步查明债务的本金与利息的金

额与计算方式。 

3．查明对房屋的贡献情况 

（1）房屋购买的出资情况 

法院应查明购房款（定金、首付款、房屋贷款

还款部分等）、房屋交易税费、购房中介费、房屋

维修资金、房屋入户费用等购房基本费用的出资情

况。 

（2） 

房屋固定装修的出资情况 

由于房屋固定装修的新旧及好坏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房屋当前价值的确定，因而对于装修房屋的

出资情况也是法院需要查明的事实。 

4．查明房屋的居住情况和 

当事人的经济能力 

房屋历史上和当前的居住、管理情况，以及对

双方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的查明，将有助于人民法院

对由哪方取得房屋形成自由心证。 

三、恋人分手后共有房产分割案件的裁判要点 

1.分割方式的确定：折价分割还是变价分

割？ 

《物权法》第一百条规定：“共有人可以协商

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

产可以分割并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

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

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

割。” 

由于房屋产权的不可分割性，以及恋人关系和

感情基础的断裂，共有房产通常采取折价分割或变

价分割的方式。司法实践中，根据当事人的意愿、

结合诉讼效率原则，以折价分割为多。但如确不适

宜折价分割，或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采取变价分割的，

也可由双方先行出售共有房产后，由法院对出售所

得房款予以分割。 

2.对于采取折价分割的，如何确定由谁拿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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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并结合双

方的经济能力。对于采取折价方式分割房产的，具

体由哪一方取得房屋、继续偿还剩余贷款，并向另

一方支付对价，首先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

思，并结合双方的经济状况，尽量确保取得房屋的

一方有偿还剩余购房贷款等债务及尽快向对方支

付折价款的能力。如双方均明确表示不要房产、只

要房屋对价款的，或双方均明确表示没有向对方支

付折价款的经济能力的，法院应当引导双方采取变

价分割的方式分割共有房产。 

第二，考虑共有份额多少及对房屋的贡献大小。

一般情况下，出于公平原则的考虑，对于按份共有

的房屋，由所有份额较多的一方获得房屋产权；对

于共同共有的房屋，由对房屋所做的贡献具有明显

优势的一方获得房屋产权。 

第三，考虑房屋的管理和居住情况。如双方对

共有房屋的贡献较为平均或差距不大，则可从最大

程度保障双方当事人生活安定及照顾当事人生产、

生活的实际需要的角度出发，由历史上长期居住于

房屋及当前居住在房屋的一方获得房屋产权为宜。 

3.对于房屋利益分割的考量 

恋人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

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考虑共有人

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

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进行合理确定。 

4.对于未出资的一方，如何合理确定份额？ 

未出资一方虽事实上未对共有财产作出贡献，

但其登记为共有人的现状应视为出资一方对未出

资一方的赠与。在恋爱关系终止后分割共同共有房

产的案件中，根据上海市法院系统的审判实践的惯

例，未出资方的份额确定一般以 10％到 30％为宜。 

 

编辑：于舒 

 

【裁判者说】被执行人唯一居住房屋可否强制执行 

原创 2018-01-03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http://mp.weixin.qq.com/s/Azlp8djA7TLZnLTgI6HgYw 

案件提要 

被执行人所有的房屋，远远超过其本人及其

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居住房屋面积总额，在保

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需

居住条件的前提下，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强制执行。 

争议焦点 

被执行人名下只有一套房产时，在什么情形

下可以执行？具体又应该如何执行？ 

基本案情 

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张

某某与被执行人黄某某、汕头市澄海区某某玩具

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裁定拍卖被执行人

黄某某所有的一处房地产，异议人（被执行人）

黄某某提出执行异议，称该处房地产系其与家属

的唯一居住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

六条的规定，上述财产不得拍卖、变卖或抵债，

如进行拍卖，其及家属将无处栖身，请求撤销执

行裁定书，停止对该房地产的拍卖。  

裁判结果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cwOTE0OA==&mid=2649849626&idx=4&sn=a2a328e6d54152e3ddc997114dca5a4e&chksm=bec34de989b4c4ff7ece4ddb065a689a3ca0d65320abfdf61005314bad24ae29eed5ee8f3d37&mpshare=1&scene=1&srcid=0103m7sQMXdU4CTORJNHWxxl&key=ffd6e7826d53df79b11338df6a59b5f60674fc24031ea675c0fab900a73088b2c90d995481c5492f1a36bf2dbf81305fd8874cca78be04b055cdf64b90f3251835e17d62d7c8b75f955fdf0243ed2154&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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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认为，依

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

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对于超过

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房屋及生

活用品，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在保

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需

的居住房屋及普通生活必需品后，可予以执行。

本案拍卖的被执行人黄某某所有的房产建筑面积

为 179.65 ㎡，按照被执行人黄某某及其所扶养家

属人口数和汕头市廉租住房人均保障面积标准，

被执行人黄某某户口本登记家庭人口 5 人，按汕

头市廉租住房人均保障面积 10-15 ㎡的标准计算，

该房产面积远远超过被执行人黄某某及其所扶养

家属生活所必需居住房屋面积总额。在保障被执

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需居住条

件的前提下，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强制执行。据此

裁定：驳回异议人黄某某的异议。 

上述裁定作出后，异议人黄某某不服向汕头

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复议审查认为，按照

被执行人黄某某及其所扶养家属人口数和汕头市

廉租住房人均保障面积标准，涉案房产面积远远

超过被执行人黄某某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

居住房屋面积，澄海法院拍卖涉案房产依法有据，

并无不当，复议申请人黄某某主张停止拍卖涉案

房产的复议请求，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如经查

实涉案房产确系被执行人黄某某及其所扶养家属

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申请执行人按照当

地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为被执行人黄某某及其

所扶养家属提供居住房屋，或者参照当地房屋租

赁市场平均租金标准从该房屋的变价款中扣除五

至八年租金。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驳回黄某某

的复议申请，维持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裁定。 

典型意义 

执行实践中对被执行人唯一居所的处置，如

何认定是被执行人必需的居住房屋是一个难题，

也是当前基本解决执行难必须解决的问题。法院

执行必须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的家属的居住

权，同时应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 

1、法院强制执行应保障被执行人的居住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

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体现法

律的人文关怀，对被执行人的利益同样应当予以

关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的家属的生存权

利，和所抚养家属维持生活所必须的居住权。 

2、被执行人的居住权应受到限制。在执行程

序中，人民法院保障被执行人的居住权，而不是

房屋的所有权。同时，这种居住权应是被执行人

及所扶养家属生存所必需的，否则就不属于必要

的保障。被执行人不能利用法律对他生存权的保

障来逃避执行。如果被执行人名下的唯一住房，

超出了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必需的范围，

人民法院同样可以执行。 

3、对于被执行人及所扶养的家属生存所必需

的居住场所的解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申请执行人按照当地

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为被执行人及所扶养家属

提供居住房屋，或者同意参照当地房屋租赁市场

平均租金标准从该房屋的变价款中扣除五至八年

租金的。对被执行人权利的保护是有限度的，原

则上是对被执行人最终居住权的保障还是要靠当

地政府的各种救济保障机制，就是说应当向当地

政府申请社会保障，而不能让本来应当由政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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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社会保障义务全部转嫁给申请执行人。 

对  话  法  官 

小编：请谈谈审理此类案件的心得与体会？ 

王和楷：2005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

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的

家属维持生活所必须的房产，人民法院只能查封，

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该规定出台之后一

段时间内，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房屋的执行没

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对于被执行人所有的房屋，

如何认定是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维持生活所

必需的房产，成为执行的难题。从立法意图进行

理解，法院强制执行应保障被执行人的居住权,但

对被执行人权利的保护是有限度的。被执行人所

有的房屋，远远超过其本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

所必需居住房屋面积总额，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

所扶养家属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需居住条件的前提

下，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强制执行。本案从被执行

人唯一居住房屋可否强制执行的问题进行分析，

针对当前办案实践中，在被执行人名下只有一套

房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只进行查封，不予拍卖、

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的情况，阐明人民法院保障被

执行人的居住权，而不是房屋的所有权。 

法官简介 

王和楷：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一级法官。在《汕头审判》《法治汕头论坛》等审

判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调研文章和案例分析。 

法律信条： 

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以案释法｜赡养父母为人之本 莫让亲情对簿公堂 

原创 2018-01-04 京法网事  房山法院 崔妍 

http://mp.weixin.qq.com/s/L4Eb4wqAqERNKjxqInCnEw 

百善孝为先，子女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在法律方面，成年子女对需要赡养的父母也有

法定的赡养义务，但不少子女面对父母的赡养诉求，

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拒绝理由。 

今天，网事君结合具体案例，跟你聊聊赡养方

面的相关法律规定，减少大家观念中的误区，并对

缓和、修复老人与子女之间的感情提出建议。 

年迈老父要求增加赡养费的认定 

案情回放 

王某与孙某（已去世）共育有两个儿子，分别

是王甲和王乙。1997 年孙某还在世时，王某夫妇

和大儿子王甲就曾因为赡养纠纷起诉至法院，最后

达成协议，法院出具调解书，要求王甲每月给付王

某和孙某 100 元的赡养费。后孙某去世，2017 年 5

月王某将大儿子王甲告上法庭，要求王甲每月支付

其 1000 元赡养费，并负担报销后医疗费的二分之

一。庭审中，王甲表示王某每月的退休金接近 4000

元，同时还有一百多万的存款和两套房子，反之自

己身体不好，无力负担赡养费。 

审理中，法官通过调解了解到王某之所以起诉

王甲是因为王甲就共有物分割纠纷先起诉了自己，

起因是因为王某和王甲曾经住在同一个宅院里，宅

基地使用权登记在去世的孙某名下，王甲曾在宅院

内建设了南房两间，在宅院拆迁后，双方对于南房

两间是否析产存在争议，协商不一致王甲起诉王某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Tk1OTI1NA==&mid=2247489608&idx=1&sn=13afea154c23507adc06f98b95fcb37b&chksm=9f24cff1a85346e7f84e9192bb92fe70f854137612fadf6651cb27ca0dd2c048a46dbd75509c&mpshare=1&scene=1&srcid=0104yuISTRfh9Q6vqT7MwZpG&key=e69b003677a0a18ac3c77d09cdc25267c349df8072f9875be2ab8df3730402ee8c027d32c707bc7c3d0b06c0f933a2eb368ba2be852eb7f49b8a07f6da42383dab7756444a19dcea0ddba27dad5dd233&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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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要拆迁利益，王某非常气愤才起诉索要赡养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法院生效调解书虽已确定

王甲每月支付王某赡养费 50 元，但随着物价水平

的上涨，每月 50 元的赡养费已经起不到生活上照

料、精神上慰藉的目的，现王某起诉要求增加赡养

费数额，法院根据实际情况依法确定为每月 200

元，并且王某的医疗费凭乡镇级以上医疗机构发票

报销后由王甲负担二分之一。 

法官提示 

在本案中，王某和大儿子的矛盾由来已久，这

次大儿子索要拆迁利益又将矛盾进一步激化。现在

双方还有其他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王某是否有权起

诉增加赡养费数额呢？ 

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子女对

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此项法定义务不因父母

有住房、存款或是其他争议而解除。而且基于社会

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和物价

迅猛增长等因素，父母所需的赡养费数额会出现增

加的情况，当父母提出变更赡养费用数额的要求，

在综合考量被赡养人的收入情况、身体状况、当地

的消费水平、日常生活开销情况以及赡养人的负担

能力等因素后，对赡养费的数额可以予以适当增加。 

回归本案，50 元的赡养费的确无法负担的王

某的日常生活，所以王某也有权起诉王甲增加赡养

费。 

赡养费具体数额应适当考虑子女负担情况 

案情回放 

2017年7月，84岁的马老太以自己年事已高，

经济困难，身患疾病，她以七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

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七子女每人每月支付生活费

500 元，护理费 500 元。在诉讼中，子女表示可以

轮流照顾马老太，但是马老太表示不同意，强烈要

求一人居住，请保姆对自己进行护理。根据庭审中

查明的事实，马老太的确无独立住房，每月只有

500 元养老补助。最终法院判决，赡养费综合确定

为每月 6000 元，长子每月负担 400 元，次子每月

负担 500 元，三子、四子每月各负担 1200 元，三

个女儿每月各负担 900 元。 

法官提示 

首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明确规

定，子女对老人应当履行经济上的供奉、生活上

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抚慰，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本案中，对于居住方式，马老太选择自行居住，

请保姆照顾而不愿在子女家中轮流居住，是老人对

自己居住方式的选择，子女应当尊重。其次，审理

赡养纠纷案件的过程中，尤其是存在多名赡养人的

情况下，也要考虑赡养人的收入、身体情况。本案

中马老太的长子和次子以务农收入为主要经济来

源，年收入较少，而且次子右手还存在残疾，所以

法院根据子女经济情况的不同，酌定承担不同的赡

养费数额。 

经济供奉与生活照料缺一不可 

案情回放 

龚某年逾七十，早年丧偶，育有二子张甲和张

乙。龚某表示自己辛苦把两个儿子拉扯长大，但是

孩子们没有自己期望般孝顺，不给自己生活费，龚

某心寒不已，无奈诉至法院，要求二子每月分别支

付自己 1000 元赡养费。二子均未参加庭审，但提

交了书面答辩状，张甲同意支付母亲每月 1000 元

赡养费，但是小儿子张乙只同意给付龚某 300 元，

而且强烈表示母亲经常无故发脾气，破坏了自己和

妻子的感情，以后都不愿意再见龚某。法院认为，

龚某年事已高，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经济收入难以

维持生活所需，需要子女赡养，子女应根据各自的

实际情况履行赡养义务，结合原告龚某每月领取补

贴和打零工情况，参照北京市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性支出标准，张甲、张乙每人每月应当向原

告龚某支付 400 元赡养费。张甲明确表示同意支付

原告龚某每月 1000 元赡养费，对此法院不持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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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提示 

在本案中，虽然小儿子同意给付母亲龚某赡养

费，却不愿再见自己的母亲，但是《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

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

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

人。 

赡养费的问题容易解决，但是龚某与小儿子之

间的关系还需要切实的改善和修复。探望老人不仅

仅是道德上的约束，更是法律上的明确规定，不能

因为不与老人共同生活就不尽赡养、探望义务。在

审理的很多赡养案件中，我们发现起诉的多是丧偶

的老人，另一半的提早离开，没有再婚，没有配偶

的陪伴，在晚年的日常生活中容易性格暴躁，爱发

脾气，也有可能为了得到孩子们的重视，做出一些

不可理解的事情。本案中，龚某的小儿子说自己的

母亲爱发脾气，性格暴躁，但是就像俗话说的 “老

小孩”，对待老人应当像给予自己孩子一般的关心

和照顾，充分尊重老人，更应包容他们的缺点，让

老人能够幸福地安度晚年。 

作者：房山法院 崔妍 

编辑：程颖 

【判案 Q&A】他提出继承继父遗产，法院能支持吗？ 

2018-01-05 浦江天平 

http://mp.weixin.qq.com/s/Sy6sRdTpGPrJPnA7cr7ezg 

小戎最近有点烦，继父去世，名下有套商铺，

为了遗产，继父的亲生儿子在和自己的母亲打官司。

但小戎觉得自己也应该有份，于是也向法院提出了

申请...... 

案情回顾 

1998 年 11 月 

小戎父母离婚，法院判决，小戎随父亲共同生

活。 

2002 年 6 月 

小戎母亲盛某与张某结婚。 

张某与小戎母亲结婚前在高雄路有１套房屋，

动迁后获得补偿安置款 193 万余元，2001 年 11 月

张某注册为个体工商户。 

2006 年 4 月 

张某的经营场所动迁，张某按动迁价格购买了

浦驰路商铺 1 套，产权登记在张某一人名下。 

2016 年 5 月 

张某病逝，未立遗嘱。张某的父母均先于其去

世。 

2016 年 12 月 

张某与前妻所生儿子小张起诉盛某要求继承

其父亲张某的遗产。 

随后，小戎申请要求继承继父的遗产，法院依

法追加小戎为原告。小戎认为，虽然法院判决他随

父亲共同生活，但实际上他与母亲以及去世的张某

长期共同生活，所以他与张某形成了具有扶养关系

的继父子关系，对张某的遗产也有继承权。 

是不是有点复杂？这个案例涉及到好几个问

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浦驰路房屋是否属于张某的个人财产？ 

浦驰路商铺的购买权来源于张某的个体工商

户资格，且在无证据证明张某、盛某婚后到购买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cxNDM5OQ==&mid=2650472538&idx=3&sn=25c9e4ab7faced92e3cd2a0abdb2aca9&chksm=8715b1aab06238bc2414b1ef5742c64f0bbe0f70856e01f1dfbacc76c0bb6a1df53f6de0a033&mpshare=1&scene=1&srcid=0105NGIdYWNf0YjtUwoSqiq2&key=620625beb3a4ed7d8e3dfe884998ccc64bbef8be5b2125c8eeff1f74231cd924d91b4d92a3fef2cf663734536ed4152c02393dce4ea97fe5e9d8ecf473d4fb1cfa2bd44cbce26a322db92961a62c5825&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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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期间存在较大的共同积蓄的情况下，该商铺的

购房款来自于张某的婚前财产即高雄路房屋的动

迁补偿安置款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可以认定该商铺

属于张某的婚前财产在婚后的转化，属于其个人财

产即遗产。 

小戎是否享有继承权？ 

该问题是本案最大的难点。由于盛某的离婚判

决书中明确小戎随其父生活，故未经人民法院判决、

调解变更抚养关系的，或者无充分证据证明小戎实

际随盛某共同生活的，应当认定小戎随其父共同生

活。由于小戎抚养关系未办理法定变更手续，其提

供的证据既不能证明他与盛某等长期共同生活，也

不能证明张某对其生活、教育等提供主要经济来源，

故小戎与张某不构成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无

权继承张某的遗产。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法律是怎么规

定是否形成扶养关系的？ 

扶养关系形成与否，要从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

了扶养与接受扶养的事实来判断，其表现是扶养人

对被扶养人尽到了主要扶养义务。相关法律是这样

规定的：“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

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

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 

这些规定不够具体，难以量化，能不能说得更

具体些？ 

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判断继子女是否享有

继承权需考虑扶养意愿、扶养事实、扶养时间多重

因素。 

 什么是扶养意愿？ 

需双方均表达出扶养意愿才能成立扶养关系。

如以生父母子女的称谓相称，或在公开场合宣告、

作出承诺、继父母和继子女虽未共同生活，但继父

母定期向未成年继子女的账户中转入生活费而继

子女接受的。 

 什么是扶养事实？ 

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情况是复杂的，证据上最易

认定的莫过于经济上的供养，但如若继父母或继子

女尽了生活上的照料义务却未提供主要经济来源

的能否认定形成扶养关系呢？相较于提供主要经

济来源，生活中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也是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若在这些方面达到“主要”的标准，

亦应认定形成扶养关系。 

 什么是扶养时间？ 

扶养时间应至少符合长期、稳定的要求，但在

当前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注重对扶养关系的

长期性和稳定性的考察，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那些

临时性的扶养、一时性的扶养、断断续续的扶养以

及短暂的帮助行为不予认定”。不宜采用硬性的期

限标准，否则刻板界定是否形成扶养关系即与事实

不符。 

这么一分析，终于明白小戎为何不能继承继父

的遗产了吧！为了看得更明白，相关法律规定也一

并附上：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二条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第五条 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

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

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十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

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

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

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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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

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

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来源：上海浦东法院 树雄 米会娟 

肖峰、田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能否分割共有财产 

2018-01-05 家事法务  肖峰、田源主编 

http://mp.weixin.qq.com/s/7Ib-w7yvSux03phFRGivqg

编者按：经法律出版社独家授权，本公号将陆

续推出最高法院肖峰博士、菏泽中院田源博士共同

主编《婚姻家庭纠纷裁判思路与裁判规则》一书中

精品文章。欢迎各位盆友转发分享、谢谢支持！ 

【典型案例】 

当事人：原告：林某；被告：宋某。 

林某、宋某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登记结婚，双

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林某通过继承、归并取得某房屋，并于 2013 年 5

月领取房屋产权证。2014 年 9 月 2 日，林某与某

公司就某房屋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委

托宋某的儿子宋小某办理一切拆迁手续。宋小某领

取 71 万元拆迁补偿款后，于同年 10 月 23 日、25

日分三次将 61 万元存入宋某账户。同年 10 月 25

日，宋某又将 61 万元存款存至宋小某账户。 

2014 年 11 月 3 日，林某诉至法院，请求宋小

某返还 71 万元。同年 11 月 9 日，法院依法冻结宋

小某账户存款 44.6 万元，同年 12 月 10 日，宋小

某向宋某账户中存入 26.4 万元。同年 12 月 14 日，

宋某将 26.4 万元存款一次性取出。2015 年 3 月 10

日，某法院一审民事调解书确定：一、宋小某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将 446，000 元返还林某、宋某；

二、确认宋小某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返还给宋某

的 264，000 元系林某与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某

法院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从宋小某账户上划 446，

700.22 元，后因林某、宋某就该款如何保管无法达

成一致意见，该款至今仍保存于某法院账户。 

2015 年 4 月 6 日，林某再次诉至法院要求离

婚并分割 71 万元拆迁补偿款。该案中，宋某对其

保管的 26.4 万元去向多次陈述不一，又未在法庭

指定期限内提供证据证明该款的合理用途，后该案

判决不准离婚。 

另查明，2012 年宋某因患前列腺癌摘除前列

腺及睾丸，无法实现正常排尿，需依靠导尿管导尿。

宋某现居住在某颐养苑，月平均开销为 3300 余元。

宋某自2016年1月起月退休工资为1946.2元。2014

年 5 月，宋某、林某曾出售另一套房屋，二人各分

得售房款 16.5 万元。宋某称该 16.5 万元及宋小某

存入其账户的 26.4 万元已全部用完，具体用途记

不清了。 

2014 年 9 月起，宋某、林某分居，二人对外

均无债务。 

2016 年 4 月 19 日，林某诉称：分得 71 万元

拆迁补偿款中的 44.6 万元，并要求宋某承担案件

诉讼费。 

被告宋某辩称：双方未离婚，自己并未隐藏或

转移26.4万元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法院应不予支

持。请求驳回林某的诉讼请求。 

 【审理要览】 

最终，法院依照《婚姻法解释三》第 4 条第 1

项之规定，判决：属林某、宋某共同共有 71 万元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jUxMDYwMQ==&mid=2247483895&idx=1&sn=cd83930becd020da8da341421268b25c&chksm=9745b311a0323a07b50014f5ee83f07457c16d16e441472f7fdd17308bc261e431cc4d691a99&mpshare=1&scene=1&srcid=01051ktEsZK4adhn4rOZ6P15&key=ffd6e7826d53df798d79850fdf22d700e2ae507f99fd961b66b8e6da8c0f67f652ad6bd0de710373e66670aa95bdce57fcbcd3d9180e8a8657fe52968574d842e7a52e85547a8226f3331293423be2f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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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补偿款，其中 35.5 万元归林某个人所有，35.5

万元归宋某个人所有。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一

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思路】 

夫妻共有财产是财产共有的一种形式、称为共

同共有，与按份共有是不同的。共同共有的特征是

共同共有人对共同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

义务。只要共有关系不消亡，共有人就不能划分自

己的份额，平等的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因此，夫

妻对共同财产权的享有不受收入状况的多少的影

响。处分夫妻共有财产权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无权单独处分财产。在夫妻共有关系存

续期间，非因日常生活需要，一方擅自处分财产的，

一般认定无效。但应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如果

因一方擅自处分共有财产而造成其他共有人损失

的，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负责赔偿。（2）对共

有财产的分割应按协议解决，协议不成时按均等原

则处理，同时结合结婚时间的长短、财产的来源、

数量以及生活和生产的实际需要进行合理分割。（3）

对于共有财产，如没有证据证明是按份共有的，应

推定为共同共有财产。妇女在了解有关夫妻财产的

法律规定后，就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例

如，除非妻子同意，丈夫无权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

出卖或赠与他人，妻子可以夫妻共同财产共有人的

身份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这种出卖或赠与行

为无效，自觉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李霞：《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探究》，载《民

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9 年第 1 集），法律出版

社 2009 年版。 

因此，原则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重

大理由——如夫妻一方完全控制掌握夫妻共同财

产并排斥配偶对财产的支配，更有甚者对夫妻共同

财产进行转移、变卖、挥霍等——且不损害债权人

利益的除外。本案中，宋某的行为已构成转移夫妻

共同财产，侵害了林某对该 26.4 万元所享有的平

等支配权，考虑到双方目前处于分居状态，故对林

某要求分割 71 万元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法院

给予了支持。 

另外，需注意的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确需分

割财产的，要注重分割方式，应尽量减少对婚姻生

活的冲击和影响。对于存款、债权等可以冻结、提

存，必要时可直接分割；对车辆、房产等财产不宜

进行拍卖、转让，可通过转移登记等方式重新明确

财产权属；对家具、家电等生活必需品，也不宜转

移、变卖，可采取勘验登记和法庭笔录、调查笔录

的方式明确财产权属及保管人。 

 【裁判规则】 

1.法律法规 

《物权法》（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九十九条 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

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

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

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

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

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 

2.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30

号） 

第十七条 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

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

当理解为： 

（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

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

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

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

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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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

意第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办）

发［1988］6 号） 

89.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

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

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

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

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

财产的人赔偿。 

3.地方法规或指导意见 

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文件：《坚持司法为

民，坚持司法和谐，推动公正高效权威民事审判制

度建设》实践中一定要把握“共有的基础丧失”和

“重大理由”的含义，在夫妻关系存息期间对夫妻

共有财产进行分割的标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要

掌握严一点，以利于夫妻关系的稳定和谐。由于以

前没有审理过这类案件，所有如何准确把握《物权

法》第 99 条规定的精神，还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

情况，审理的社会效果，能否案结事了等方面综合

考虑案件的处理结果。 

4.其他国家立法模式 

《法国民法典》 

第 1441 条共同财产制因以下原因解除：（1）

夫妻一方死亡；（2）宣告失踪；（3）离婚；（4）分

居；（5）分别财产；（6）夫妻财产制的改变。 

第 1443 条如因夫妻一方理事混乱、管理不善

或行为不正，继续维持共同财产制将使另一方配偶

的利益受到危害时，该另一方配偶得诉请法院分别

财产。 

《意大利民法典》 

第 191 条配偶一方被宣告失踪或推定死亡的，

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解除或丧失民法效力的，被宣告

分居的，由判决宣告财产分割的，协议改变夫妻财

产制的，配偶一方破产的，夫妻财产共同状况将解

除。 

《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 

第 38 条第 1 款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既可在婚

姻期间进行，也可在婚姻解除后按照夫妻任何一方

的请求进行。 

第 6 款在婚姻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未被

分割的该部分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夫妻双方在婚姻

期间继续积蓄的财产为其共同所有。 

 【专家视点】 

1．夫妻共同财产是最典型的共同共有关系。

根据共同共有关系的一般原理，共同共有人在共同

关系存续期间，不得请求分割共有财产，亦不得划

分内部份额。同理，夫妻一方只有在解除婚姻关系

后才能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法律之所以这样规

定，是因为夫妻共同财产是实现家庭职能正常运转、

夫妻权利义务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丧失

可能导致夫妻之间的扶养、抚养子女、赡养父母等

家庭职能落空。《婚姻法》虽赋予夫妻双方对夫妻

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与支配权，但如何实现

支配权，一般交由当事人意思自治。 

应当说，绝大多数的夫妻完全有能力合作管理、

支配好夫妻共同财产，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用。然而，

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夫妻一方完全控制掌握夫妻

共同财产并排斥配偶对财产的支配，更有甚者对夫

妻共同财产进行转移、变卖、挥霍，在现行的夫妻

财产制下，除了离婚，法律并未赋予配偶方其他的

救济方式，如果配偶一方因某种原因不愿离婚或不

能离婚，此时又绝对不允许在夫妻关系存续期内分

割夫妻共同财产，则显然有违公平。《物权法》第

99 条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

者动产。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解释一》规

定双方均有权进行处分，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做出处

分决定的，任何一方的决定即当然地代表双方的共

同意思表示；非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对共同财产进行

重大处分时，双方应协商一致。如果对方有理由相

信夫或妻的表示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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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得以不同意或者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公布《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一）》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节选），

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2 年第 1 卷总第 9

卷），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2．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当事人不得

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因为夫妻财产关系与双方

的人身关系密不可分，这种财产关系只能因结婚而

发生，因配偶死亡或离婚而终止。夫妻双方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可以约定共同财产的归属，能否达成

协议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不是法院依职权

调整的范畴。 

——吴晓芳：《婚姻存续期间能否分割夫妻共

同财产》，载《中国民事审判前沿》（2005 年第 2

集），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3．特殊情形下可考虑建立和适用特别夫妻财

产制度。通常情况下，实行夫妻财产共有制，以保

障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当夫妻一方因各种原因而

陷入经济困境，且有可能危及婚姻家庭生活的维系，

或夫妻一方采取各种手段侵害另一方的共有财产

权益时，通过法律规定使夫妻双方分别拥有和支配

财产——即夫妻非常财产制，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这有助于保证婚姻另一方财产权益的安全，使之不

因一方的侵害而受到损害和影响。增设夫妻非常财

产制非常必要，法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均明确

规定了夫妻非常财产制作为通常共同财产制的补

充，当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的规定或经夫妻

一方申请法院宣告，撤销原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

改设为分别财产制。 

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因感情不和分居；

（2）夫妻一方滥用共同财产管理权；（3）夫妻一

方不履行法定扶养义务；（4）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

拒绝配偶处分共同财产；（5）夫妻一方的财产不足

以清偿其个人债务；（6）夫妻一方被宣告失踪；（7）

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需要以

个人财产予以赔偿；（8）继续实行共同财产制，将

使夫妻一方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其他重大事由。至

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后，夫妻之间适用何种财产制，

各国做法不完全一致。法国、意大利转而适用法定

分别财产制，俄罗斯则允许夫妻双方继续维持共同

财产制。 

——薛宁兰、许莉：《我国夫妻财产制立法若

干问题探讨》，载《法学论坛》2011 年第 2 期。 

注：本文摘自最高法院肖峰法官、菏泽中院田

源法官主编《婚姻家庭纠纷裁判思路与裁判规则》

一书（共 743 页） 

 

婚姻家庭纠纷 

——裁判思路与裁判规则 

肖峰 田源主编 

法律出版社，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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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磊：习惯在“法外空间”的规范效用 | 实务 

2018-01-08 法学学术前沿 

http://mp.weixin.qq.com/s/BKFaF8NjI4eu5TmRkQSy6w 

✪作者：曹磊，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山东

大学法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民法方法论、法律

解释学。兼任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政法学院硕

士生导师。 

✪来源：《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7年第 20期    

本文注释已略，感谢作者赐稿和授权。仅作学习交

流之用，若有侵权请留言，我们会立刻删除处

理。 

［内容提要］法律不是万能的，这不意味着我们

需要更加周全的法律。恰恰相反，社会生活中的

很多领域是无需或是不能通过法律进行调整的，

法律应当对这些领域保持自觉与克制。法治社会

的建设不仅不能寄望于法律垄断社会纠纷的解决，

反而更应当尊重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和

创新，对归属于“法外空间”的争议，应当交由

道德、习惯等民间规范以私力救济的途径予以解

决。 

［关键词］悼念权；律漏洞；习惯；法外空间   

在依法治国理念的要求下，理论界和实务界普

遍存有这样一种认识：如果待决案件缺乏相应法律

规定而导致三段论推理大前提缺失，则法律出现漏

洞。此时，基于“禁止法官拒绝裁判”原则，法官

不能简单以“于法无据”为由驳回原告请求，而应

当对漏洞进行填补、构建裁判规则，进而作出裁判。

这种观念是“法律中心主义”绝对化的体现，未认

识到法律尚有不应介入的领域——法外空间。将本

属于法外空间、不应归法律调整的纠纷认定为法律

漏洞，必然会因错误受理而造成错误裁判。《民法

总则》将习惯作为法律没有规定时法官裁判案件的

依据，意味着习惯可以作为漏洞补充的方法，但这

并不削弱更不剥夺习惯在“法外空间”的规范效用。

“法治的精义不在于‘凡事必诉’，而在于在各种

治理手段并存的情况下，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

但我们不能寄望于法律垄断社会纠纷的解决，因为

“这种垄断会导致社会中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衰

落和萎缩，会丧失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竞争和

创新。”因此，准确认定纠纷性质并施以正确恰当

的解决手段，对于生活纠纷的化解与法治社会的构

建意义攸关。 

一、“悼念权”案引发的纠纷解决路径争议 

生活比理论更丰富，生活比理论更发人深思。

司法实践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不能例外。司

法实践中的案件是真实的，不带有任何设计的，总

有些出乎意料的案件挑战法官的智慧，引发争议与

讨论。而恰恰是这些争议案件值得我们花费时间和

精力去研究和解读。“悼念权”案就充当了这样的

角色。 

（一）简要案情 

郑某某与赵某某夫妇共生育四个子女，分别为

长子郑某甲、次子郑某乙、三女郑某丙、小女郑某

丁。2013 年 11 月 12 日，郑某某去世，因赵某某

对其长子郑某甲不满，故赵某某要求郑某乙、郑某

丙及郑某丁不将郑某某去世的消息通知郑某甲，随

后，在郑某甲未到场参加葬礼的情况下办理了郑某

某的丧葬事宜，在郑某某的墓碑上亦未刻上郑某甲

及其家人的名字。后郑某甲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

认为郑某乙、郑某丙及郑某丁是为侵占老人遗产而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MyNDM5Nw==&mid=2653163552&idx=3&sn=368eda5d24ffcb93e1b22fc8113626f3&chksm=bd3a45628a4dcc74921caee1b28b1232716103a38163b6465ee5f1f6ffa485c82d2c03e6a570&mpshare=1&scene=1&srcid=0108esWoGv47fZy7vJDGLA32&key=cf5e006f4a3611a3a18e850b2742908c84367ede38a848f0a447a52fe81ba545b98f37600373675799d86f85dbfaaecbc93648d6d2fc30120fde9143a5a2f17803b9dba381302f70a36f22d99f48a970&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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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不告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故诉至法院，请求依

法判令三被告向其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

抚慰金 3 万元。 

（二）两级法院的裁判观点与分歧 

一审法院认为，百善孝为先，孝顺老人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顺的首要做法就是顺，即顺从

老人的意愿。郑某甲与其父母之间存在复杂的家庭

矛盾，在郑某某刚刚去世、赵某某正经历丧夫之痛

且不同意通知郑某甲参加郑某某葬礼及在墓碑上

刻上郑某甲名字的情况下，三被告出于其母亲赵某

某的身体状况等因素考虑，按照长幼有序的传统观

念，遵从其母亲某某的意愿办理郑某某的丧葬事宜，

不通知郑某甲参加郑某某的葬礼及在墓碑上刻上

原告郑某甲的名字，该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

郑某甲不参加葬礼及不在墓碑上刻上郑某甲的名

字系其母亲赵某某的意愿，对郑某甲的诉讼请求不

予支持。郑某甲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则认为，

郑某甲主张三被告未向其通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使

其未能参加葬礼、未让其处理父亲后事、在墓碑上

未刻其名字等，其所主张的事项为社会风俗及习惯、

道德规范所调整，而不应由法律规范进行调整，郑

某甲的起诉并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

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郑某甲的起诉。 

本案中，一、二审法官对案件性质存在着根本

上的不同认识。一审法官在面对案中纠纷时，对于

“悼念权”的性质未作深入探讨，自然而然地将其

作为民事权利之一种进行保护，以侵权行为的构成

要件作为裁判基础，认为三被告未履行通知义务存

有过错，三被告的行为致原告未能参加父亲葬礼，

原告因此遭受了精神痛苦，且三被告行为与原告的

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被告的侵权行为成

立。同时，法官考虑案件的特殊情况，即原告与父

母之间存有矛盾，原告的母亲不希望其参加父亲葬

礼，三被告系遵从母亲愿望而未履行通知义务，故

该不通知行为存在合理性。换言之，法官认为纠纷

产生系因原告存在过错，故三被告存在免责事由，

可免除侵权责任。二审法官则从请求权的基础（法

律上的依据）出发，认为“悼念权”虽系当事人的

正当权益，但非法律权利，由此产生的纠纷不应由

法律进行调整，本案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

围，因此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二、法律之于“悼念权”有无漏洞？ 

本案争议的核心在于“悼念权”的性质。两级

法院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其根本争议

点并不在于三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权益，而在于

原告所享有的“悼念权”是否法律权利、应否归属

法律调整范围。 

（一）将“悼念权”作为法律权利的效果分

析 

所谓的“悼念权”源于悼念活动。悼念是逝者

亲人、朋友对逝者表达怀念、哀思、不舍之情的行

为，悼念活动通常通过一定的仪式举行，亦可以单

纯通过默哀等心理活动完成。有人认为，“悼念权

是指民事主体基于亲属关系或者其他非亲属的社

会关系，产生的一种对死者表示怀念和敬意而举行

一定仪式的权利。”但是，“悼念权”的概念仅存在

于理论学说之中，我国现行法律对此并未有明确规

定，这造成“悼念权”在法律层面上的性质模糊。

有学者认为，悼念权属于其他人格权，理由是《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有其他人格权，是法

律对未明确规定的人格权的概括表述，悼念权即应

属此范围，应作为其他人格权予以保护。有学者认

为，“悼念权并非一个独立的权利，是身份权的一

个内容，属于派生身份权的性质。”该观点同样存

在于实务界。无论“悼念权”属于人格权抑或身份

权，只要认为“悼念权”属于人身权，则其应归属

法律保护的权利范围。对于裁判法律依据缺失的问

题，杨立新教授认为，“悼念的权利受到了侵害，

是应该得到保护的。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是

可以适用习惯。”即“悼念权”属于法律应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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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权利，法律未给予明文保护，属于法律漏洞，

法官应当在考察风俗习惯的基础上，从习惯中提取

裁判规则进而完成推理。 

一审法官发现“悼念权”在法律上未设规定的

欠缺后，认为该欠缺违反了立法者的计划，属于法

律漏洞。该侵权行为所侵犯的权利——悼念权——

在法律上无明文规定，但可以适用习惯进行裁判。

对于悼念活动的风俗习惯，通常认为，“共同的尊

亲属去世的时候，与其共同生活的晚辈卑亲属有义

务去通知不知道此事的其他晚辈卑亲属以及其他

亲属。违背此项义务，就要承担侵权责任。”从简

短的一审判决理由中可以看出，一审法官对于该悼

念通知习惯是认可的，并认为三被告系负有通知义

务的卑亲属，其负有通知原告的义务。但是，一审

法官必然想到了如下一系列裁判难题：诸如，多个

知情卑亲属中，究竟谁负有通知义务？哪些人属于

应当参加悼念活动的人？应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

行通知？侵权的损害程度、后果如何确定？若判决

被告承担责任，案件是否可以取得好的社会效果？

如此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均要从风俗习惯中去提取

规则，哪怕只有一个环节出现不同认识，判决结果

均将走向不确定。这些问题显然阻却了法官进一步

作出侵权判决的步伐。法官为避免自己陷入困境，

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对本案作出了驳回诉讼

请求的判决。一审法官的裁判理由是否正当在所不

论，但从最终的裁判结果可以看出，法官通过对结

果的预判，感觉到让被告承担侵权责任是不经济、

不正义和不妥当的。因为，法律适用的目的在于解

决纠纷，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而本案即便判决被

告构成侵权并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责任，该

判决也无法让被告继续履行通知义务，更不可能使

未参加葬礼的原告时光倒转重新参加葬礼。即法院

的判决难以实现化解矛盾并恢复良好的家庭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审法官正是基于对裁

判结果的逆向考量，寻找理由作出了与正常推理相

反的判决结果。但是，其始终未放弃“悼念权”为

自然人之法律权利的主张。 

（二）法律漏洞理论对“悼念权”作为法律

权利的检验 

为验证一审裁判思路的正当性，我们须首先认

识一下法律漏洞。“漏洞”一词是从日常用语而来

的比喻，存在于器具上之透空部分通常称呼为洞或

孔。器物之上是否有孔或洞并非判断该器物是否合

格的标准，而应从孔或洞是否符合设计需要、是否

应该出现在器物之上进行判断。对此，我们借用台

湾学者黄茂荣所举花盆、花瓶之例作以详释。花盆、

花瓶两者均系盛花所用之器物，然而，是否应有孔

洞却因其功用之不同而相异。花盆盛土壤用来栽培

有根鲜花，必须在底部留有孔洞以排水。而花瓶所

盛之花，或为自花木之上折剪下的无根之花，需盛

水以维持生机，或为假花、干花，无需土壤与水的

滋养，因此，花瓶底部不应该有孔洞。生活中器物

上的孔洞与法律漏洞，两者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可以转用器物上之孔洞以辅助理解法律上之漏洞。

由此，判断法律是否存有漏洞亦应把握两特征：一

是法律是否存在欠缺；二是该欠缺是否与立法计划

相悖。诸多法理学家对法律漏洞所设定义亦以该两

特征为标准。对于法律是否存在欠缺——不圆满性，

黄茂荣认教授为，如果一个生活类型未受法律规范，

那么，在该生活类型所发生的问题，即不能找到法

律上的答案。如果该问题经判断，认为不适合归属

于法外空间，则这种情形之存在便是在法律补充的

讨论上，被提到之法律对该问题的“不圆满性”。

简言之，法律如果对于应当受到其保护的利益没有

给予相应的规定，而导致该利益无法寻求法律救济，

则法律于此显现出“不圆满性”。 

对于法律的欠缺是否与立法计划相悖，则需要

考察立法者的计划。因为，“对于某项法律问题，

法律未设规定时，是否构成法律漏洞，应视其是否

违反规范计划而定。”所谓立法计划，是指“从法

律的立法目的考量，其应当作出规范设计。” 

违反立法者的计划系指与立法者的初始意图

相悖，法律出现的欠缺并非立法者有意的安排。违

反立法计划的原因，或是立法者未能对社会关系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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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预见，或是虽有预见但未能妥当进行规范，或是

社会发展出现新的情形等。就本案所讨论的“悼念

权”而言，悼念活动并非新生事物，此类纠纷与其

他家庭纠纷一样，司空见惯，立法者对此不可能无

法预见。但是，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均未有提及此

权利，可见，立法者并非不能通过立法有效进行规

范，而是认为不应由法律进行调整。因此，虽然从

表面看来，法律于此无规定，但这种“欠缺”并未

违反立法者的计划，法律不存在漏洞。 

三、法律不应超越的调整边界 

法律仅指由政府发布的规则，其它如个人伦理、

合约、社会规范和非政府组织规范等都称为非正式

规范。法律与习惯等其他民间非正式规范均系纠纷

解决的依据，只是角色与分工不同而已。本案一审

法官难以完成自我说服的根本原因在于：泛化了民

事权利，将“悼念权”视为民事权利之一并欲通过

法律进行救济，而不是撒手将“悼念权”交予风俗

习惯等民间规范。法律对非法律纠纷的不当介入所

带来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破坏了

原来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破坏了作用于其中的

有序的民间规范、习惯和惯例，因而增加了纠纷解

决的成本；另一方面，它所预置的纠纷解决规则并

不一定是适合双方当事人的最佳选择。” 

（一）法社会学视角的预判 

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就“悼念权”而言，它

很难构成必须由法律调整、并且能够得到强制性判

决的“人格权利”。试想，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父

母长辈孝敬、关心，会至于连其死活都不知悉或无

从知悉？即便负有通知义务的人未进行通知，其仍

可以通过其他亲属或朋友知悉。如果一个人和负有

通知义务的亲属关系融洽，负有通知义务的亲属会

不进行通知吗？显然不会。况且，我国有“死者为

大”的传统风俗，亲属之间的矛盾在死者丧事面前

一般都暂时搁置。因此，负有通知义务的亲属故意

欺凌其他亲属而不进行告知的，只是极少数情况。

未能接到参加葬礼通知的人在为人处世、亲友往来

方面必有不妥之处。本案原告即与父母存在矛盾，

导致其母亲不愿意让其参加父亲的葬礼，三被告系

尊重母亲意愿而未履行通知义务。如果判决三被告

向未参加葬礼的原告赔礼道歉，不仅无法化解兄弟

姐妹之间的矛盾，反而可能会让他们反目成仇、老

死不相往来。更会让不明真相的人形成一种误解：

没有承担养老送终责任的人反而是道德上的胜利

者，进而鼓励恶人先告状，也许他原本就不愿意参

加，但其反而可以通过诉讼洗清自己的“冤屈”。

这并不是法律所期望的。“法院如果不对权利作必

要的限制，就使一些本不需要法律解决的道德问题

变成法律问题。”法律调整范围的扩张不仅压缩了

道德、风俗习惯的空间，同时有违司法裁判被动原

则，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二）法经济学视角的评估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悼念权”不应通过诉

讼进行救济。诉讼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即包括当

事人付出的时间、金钱成本，亦包括法院付出的时

间、人力和司法资源成本。埃里克森认为，“标的

额较大的纠纷或者技术方面复杂的问题，当事人一

般会选择交给法律处理；反之，人们一般会选择非

正式救济方式。”特别是对于紧密关系的社会群体

而言，非正式规范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促进人们的

合作。因为关系紧密的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是经常

的、持续发生的，而非偶然的，这种重复性会让他

们在相互的交往中评估交易的成本、综合计算自己

的得失，并通过自力救济进行调整。家庭成员之间

的交往比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更为频密，因此

各成员大多会努力促进团结、增进合作、减少成本。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即是中国古人对家庭

成员之间易于克服矛盾形成合作关系的描述。诉讼

往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一两年

甚至更长。而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范相对于法律解

决家庭纠纷而言则要快捷的多，可大大节约时间与

财力成本。“涉及非正式控制的各方一般比法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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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士发现事实快的多。非正式司法常常是立等取

货（same-day justice）。”因此，“法律只以有限的

社会控制为它的范围，大部分社会控制仍留给血亲

集团的内部纪律、共同体的伦理习惯和宗教组织去

处理。”悼念权之类纠纷通过诉讼进行解决是非常

不经济的。一方面，其侵权损失仅限于精神损害，

标的额很小，然而，诉讼投入的各项成本却与其他

民事纠纷案件并无太大差异。有些不理智的当事人

甚至不惜花重金聘请律师去打赢官司，目的却仅在

于“争口气”，这种意图借助诉讼去获得道德上胜

利的策略所付出的成本与获取的收益显然是不成

比例的。另一方面，当事人之间系亲属关系，进入

诉讼后，大多情况下意味着感情彻底破裂，如果在

法官主持下进行调解，即便实现化解纠纷的目的，

各方当事人投入的诉讼成本亦无法挽回。所以，从

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考量可以发现，诉讼是一个昂贵

的纠纷解决机制，并非任何纠纷都适宜通过法律进

行解决。 

（三）实证法学视角的评价 

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标志是每个人都能够妥

当地管理好自己的事务，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实现利

益交换的平衡，以民间规范促进合作、减少纠纷。

“如果法律制定者对那些促进非正式合作的社会

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

序更少的世界。”实践是检验理论的试金石。子女

对于父母的探望与精神赡养一直被认为是道德拘

束的范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将其纳入法律保护之内，该立法被俗称为

“常回家看看”，颁行后引发极大地争议和批评。

批评者和法官普遍的感觉是，法院根本无从对探望

方式作出明确的判决，即便是作出了判决也无法进

入强制执行。更何况，如果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要

靠法律去维系，温情必定在强制执行中荡然无存。

从司法实践情况看，此类案件真正进入诉讼并作出

判决的案件屈指可数。因此，生活中很多事项必须

依靠法律之外的习惯等民间规范来维护。“只有从

社会公共利益与基本社会公德中可以推导出来的

人格权利，才是法律应当保护的权利。”我们用法

律处理具体案件时需要充分认识到法律所调整的

社会关系的界限，只有在应被法律所调整范围内的

事项才能进行法律上的处理。作为法官，更应该充

分认识到法律的局限性，把握好法律适用的范围，

不能无限放大法律的适用空间。否则，不仅不利于

抑制司法权力的扩张，而且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

费。就本案而言，在立案时，法院就应当将其排除

在民事纠纷受案范围之外。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我们要给予风

俗习惯、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足够的信任和空间，

法律不可轻易越过边界插手不该插手的事项。诚如

苏力教授所言，“在任何社会，最大量的纠纷一定

是通过立法（包括习惯法）、行政这类政治行动，

通过仲裁、调解、互惠甚至相互忍让等社会机制，

以及在现代工商社会通过保险这类市场机制予以

回应的，不可能指望法院来大包大揽。法院只是正

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道，并不是最正义的防

线，也不是最坚强的防线。” 

四、法外空间的纠纷交由民间规范调整 

并非所有应当保护的权益均应当明确为法律

权利，“悼念权”不属于由法律保护的范围。此结

论这可能有违普通人朴素的公平正义理念，不容易

获得广泛的接受，因为，这会使“悼念权”等利益

从形式上落入无从救济的境地。但是，从民法理论

看，民事权利归于法律进行调整，未构成权利但仍

然要进行保护的对象称之为“利益”，这些利益虽

然不归法律调整，但可以通过道德、习惯等其他社

会规范进行调整。 

（一）法外空间：一种客观存在 

法外空间指，“法律秩序对相关为放弃评价，

由行为人自行负责其行为的正确性、法律无评价的

空间。”法律既要做到体系内部的协调一致，又要

与其他社会调整方法协调一致，并不是一切生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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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都受法律规范，那些法律管不着，或偶尔需要用

法律，或不适宜用法律来规范的项目就构成一个所

谓“法外空间”。法外空间属于法律不应当介入，

而应交由其他社会规范进行调整的领域。法律之外

的范围归入“法外空间”，这正体现了法律调整范

围的有限性。法外空间所为的行为既不能评价为合

法，亦不能评价为违法。同时，法外空间与法内空

间并非相互“井水不犯河水”，两者之间存在着转

化和变动。这是因为，“国家权力机构为了实现自

我保存，一方面在形式上部分地容忍法律的自律性，

但另一方面，根据自身统治的需要，国家权力机构

可以随时撤回下放的权力，使所谓的‘法律空间’

再度沦为‘无法空间’”。一些原本不属于法律调整

范围的事项可能会进入法律调整的空间。例如，《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颁行之前，关于彩礼的返还

要依靠风俗习惯等民间规范进行处理，之后则归于

法律调整。相反，一些原本属于法律调整的事项也

许会重新回归无法空间。如上述司法解释颁行后，

当事人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除属于“有配偶者与

他人同居”的情形以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亦即，

双方均无配偶的男女要求解除同居关系的，法院不

再予以受理。但此前该类纠纷属于法院受理范围。 

“至于何种生活事实属于‘法外空间’，则应

当由立法者来决定。”结合前文论述的法律漏洞的

特征，我们可以发现法内空间与法外空间的判断标

准：立法者的计划。简言之，当法律存有欠缺时，

若该欠缺属于立法者计划之内，即立法者认为不应

当属于法律调整范围，则相应事项属于法外空间；

反之，则属于法律漏洞（“法内空间）。前已论述，

法律未对悼念权进行规范，并不违反立法者的计划。

传统上，人们普遍接受此权益属于道德权益，归属

法外空间范围，因此，一直由道德、习惯等民间规

范进行调整。只是随着人们所谓的“维权意识”的

提高，动辄便将一些法外空间的事项提交法院进行

裁判，才造成了人们对传统解决途径的质疑和动摇。 

（二）法外空间：习惯等民间规范的用武之

地 

区别法外空间与法内空间是判定待决事项归

由哪种规范解决的前提。就本案而言，悼念权此类

与道德评价、风俗习惯相关的人格权利的范围极大，

如果将所有道德权益都提升为法律权利进行规范，

不仅会造成法律权利的泛滥，还会不适当地扩大法

律调整的范围。拉德布鲁赫指出，“法能够实行道

德，而不是强迫实行道德；法有利于道德，它同时

也有碍于道德。”法律和道德必须各司其职，法律

对道德领域的介入不仅无法挽救道德，还可能会适

得其反。我们仍以上文提及的“常回家看看”纳入

法律调整范围来分析。孝顺是一种精神层次的行为，

无法通过社会其他强制力量督促人尽孝道。如果说

在法院强制判决下，子女不得已而履行对父母的精

神赡养义务，那不仅不能促使子女尽孝，反而会让

子女在内心产生一种逆反（父母已经认为自己不孝

顺了），因此，其对父母的探望很可能会更加流于

形式。法律强制拘束道德的后果不仅难以实现对道

德的督促，反而会促进道德的进一步倒退。“法律

的兴起，导致了道德上的世风日下；道德上的世风

日下，引发了法律的兴起，循环往复，以致无穷。”

本案一审法官即因错误判断了法律漏洞与法外空

间，进而造成错误判决。一审法官虽然没有支持原

告诉讼请求，但仍然不当创设了法律意义上的“悼

念权”，系对自由裁量权和漏洞填补权的错误使用。

二审法官并未被一审法官的思路所左右，亦未依照

惯性思维去审查一审判决结果的正确与否，而是直

接抓住问题的核心，准确将本案纠纷归属于法外空

间，将法律伸出去的手果断收回。裁定驳回起诉不

意味着错误的行为无需承担责任。从民间传统经验

看，“破坏规则的人会遭受严厉的谴责和鄙视，或

者遭到从群体长期驱离的处分。”本案原、被告的

行为，自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进行评判，这些大众

评审会根据自己和他人对事件是非对错的认定，对

过错一方作出道德上批评或排斥，当事人会因此而

受到惩罚。因此，二审法官这种明智且不失魄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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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值得赞赏，其非但不是拒绝裁判“踢皮球”，

而恰恰是将司法权拘束于“制度之笼”。 

我国很多的优良社会风俗及传统并没有纳入

法律规范的范畴，依然靠人们的良知和自觉有序运

行，并不能因为极少人的自律出现问题，而让整个

社会付出改变运行规则的成本。“将公民的悼念权

由习惯与道德加以保护和调整，主要原因在于悼念

权的存在是基于生者对已逝者的尊敬和怀念，体现

了社会基本的道德伦理观念，符合我国传统的民间

习惯。”此观点应得到更大范围的支持和赞同。就

本案纠纷而言，如果当事人主动寻求家族中的长者

进行协调或兄弟姐妹之间自行和解的方式予以解

决，更能够从根本上化解纠纷、消除隔阂。 

结  语 

法律作为人际关系的调节器一直发挥着巨大

的和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任何这样的社会中，仅仅

依凭法律这一社会控制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实际上，

还存在一些能够指引或引导人们行为的其他工具，

这些工具是在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用以补充或

部分替代法律手段的。这些工具包括权力、行政、

道德和习惯。法律是形成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前提，

但并非所有的社会事项都要通过法律进行调整，道

德、宗教、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范亦为维护秩序、

构建规则、化解纠纷不可或缺的社会规范组成部分。

社会生活实践证明，有了法律后，法律之外的社会

规范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深刻地检验着法律。

“不独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在大

多数国家眼中的形象亦是如此，而处在政治法律转

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更是把美国的法律制度看作摹

仿的典范。”即便是法治发达如美国这样的社会，

埃里克森通过实证调查研究表明，无需法律的秩序

仍然普遍地存在。在任何一个社会，试图通过立法

的方式将社会秩序完整地纳入到立法控制范围的

想法或者做法，都存在着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风险，

那就是立法被虚置甚或被嘲弄。我国当前很多规则

要靠法律去确立和维护，但是，法律过多地入侵法

外空间，会造成法律的“闲置”，进而损害法律的

权威。发达的法治国家需要法律之外的规则，处于

法治进程中的中国更需要法律与民间规范合力形

成不同层次的社会秩序。 

【法官论坛】以“婚姻死亡”重构离婚案件的司法标准 

2018-01-12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彭志新 

http://mp.weixin.qq.com/s/BgCZUtAeJ1UYTA10B9uKSA 

众所周知，我国婚姻法一直将“夫妻感情确已

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但是，随着社会的不

断发展、人民群众婚姻观念的转变，以及司法机关

对离婚案件认识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

已经认识到，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继续作为我

国离婚的法定标准已经不太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

现实需要和妥善处理离婚纠纷的客观要求。 

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标准，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感情因素具有鲜明的主观

色彩，而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是很难通过他人

（包括法官）来进行判断的。尽管我国婚姻法及相

关司法解释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进行了

列举，但其所列举的情形仍只能视为是法律上预设

的“夫妻感情破裂”的推定情形。换言之，法律规

定的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仅仅只是视为“夫妻感

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属于法律上的评价，而非一

种客观评价（用客观标准评价主观情感本来违背认

识规律）。其二，即便“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可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TYzNzU4NA==&mid=2247485455&idx=3&sn=9cb946edcf104c73e10567cc387422e9&chksm=97940330a0e38a2614fcc14420a8022567397f31b6c62e684140527ff89fa2f0a450d7a25bb1&mpshare=1&scene=1&srcid=0112AFmCZWkmVp3Agf3jDKzr&key=cdd0d222300eca7e80edf4c2aea50d22141eb38885d523cb1dbcdb98325ff7046a9f71b00ef67bc300ca97e9508fed4d3886788d1072bea879360523eb704fd179e83e3a754b08468333e62795f86f62&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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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司法来评价，离婚是否一定要以“夫妻感情确

已破裂”作为条件，或者“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

否就能判决离婚，也同样值得商榷。例如，夫妻感

情已经破裂，但就未成年子女抚养双方无法达成一

致协议，而判决给任何一方抚养均对子女严重不利

的案件，能否仅仅因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就可

以判决双方当事人离婚？又如，一方因犯罪被判处

无期徒刑，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但原告明确表示

夫妻感情尚好，且双方都对二人“夫妻感情确已破

裂”的评价不予接受，原告离婚仅仅是出于对双方

无法共同生活的考虑，此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又能

否判决双方离婚？如果以双方具备法律规定的“夫

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为由判决二人离婚，是否

又有违当事人的内心情感和真实感受以及其夫妻

感情的真实状态？其三，婚姻具有社会属性和法律

属性，婚姻除涉及夫妻之间的感情利益和权利义务

外，同时也承载了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尤其对未

成年子女而言，父母离婚将对其造成直接的影响，

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条件，仅仅只关

注了夫妻之间的感情利益，而忽略了夫妻之间对家

庭的义务，特别是忽略了未成年子女的切身利益。

因此，在离婚案件中，判决夫妻双方能否离婚时，

应该更加从社会性和法律性的层面对当事人的“婚

姻”状态进行分析和考察，而非仅仅只关注带有浓

厚私人色彩的“夫妻感情”问题。 

可喜的是，自 2016年我国开展家事审判改革

以来，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有关家事审判改革的

文件，到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领导指导家事审判改革

的一系列讲话，以及各地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改革试

点的方案等来看，人民法院正在努力转变家事审判

理念、改革家事审判方式，并通过改革的办法对我

国的离婚标准进行改造和修复。最高人民法院明确

提出，当前审理离婚案件首先应识别和区分“婚姻

死亡”和“婚姻危机”。 

事实上，婚姻虽然以夫妻感情为基础，但婚姻

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关系。马克思曾经说过，离婚无

非是宣布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它的存在仅

仅是一种假象和骗局。离婚涉及到家庭离散，以“夫

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裁判标准，忽视了婚

姻的本质是伦理关系，忽视了离婚对家庭和社会的

严重后果。正因如此，长期以来感情破裂主义广受

诟病，而包括英国、澳大利亚等在内的很多国家也

广泛采用的是更为务实的婚姻关系破裂主义，规定

离婚的唯一理由是婚姻关系无可挽回地破裂而非

夫妻感情破裂。所以，最高法院借助本轮家事审判

改革，从审判理念的层面高调提出“死亡婚姻”和

“危机婚姻”的概念，其背后一定有着对我国现行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离婚条件规定的反思，以及

对离婚条件司法审查重新进行制度设计的考量，凸

显了最高审判机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智慧和勇

气。 

最高人民法院借助本轮家事审判改革，引入

“婚姻死亡”和“婚姻危机”的概念，在完善现有

离婚理由或离婚标准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可喜的

第一步。但截至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对“婚姻

死亡”和“婚姻危机”的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立

法机关也未对我国离婚标准的改变或重构进行表

态。因此，以“婚姻死亡”作为离婚的标准还需要

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探索。 

笔者认为，所谓“死亡婚姻”或“婚姻死亡”，

顾名思义就是名存实亡的婚姻，即已经彻底无法挽

救而失去了生命的婚姻。死亡婚姻(或婚姻死亡)

的基本特征是，夫妻婚姻关系受到破坏，双方婚姻

已经丧失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无法继续维系而无存

在必要。因此，婚姻关系受到破坏、婚姻丧失基本

功能、婚姻关系无法继续维系而无存在必要，构成

了“死亡婚姻”的基本要素和基本特征。其中，婚

姻关系受到破坏是外在要件（行为要件），婚姻丧

失基本功能是内在要件（功能性要件），婚姻关系

无法继续维系而无存在必要是结果要件（社会性要

件），三者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缺一不可，构成

“死亡婚姻”的整体性评价。“死亡婚姻”与“夫

妻感情破裂”相比，前者并不直接以夫妻感情作为

考察对象，其考察的内容是当事人婚姻关系是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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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破坏而无法继续维系，以致失去了基本功能和

存在的意义。衡量婚姻是否已经死亡，介入了夫妻

之外的因素（如子女因素、夫妻丧失劳动力和生活

能力因素等），不单纯只关注当事人的夫妻关系本

身，还综合考虑了当事人的家庭因素和相关联的社

会因素。 

“危机婚姻”或“婚姻危机”，除了符合“婚

姻关系受到破坏”这一条件或特征外，其与“婚姻

死亡”不同之处在于，“婚姻危机”并不同时具备

“婚姻丧失基本功能、婚姻关系无法继续维系而无

存在必要”这两个条件或特征。因此,“婚姻危机”

可理解为夫妻婚姻关系虽受到了破坏，但其基本功

能尚未彻底丧失(可能出现功能的障碍)，婚姻关系

并非彻底无法维系(可能暂时出现维系困难)，该婚

姻关系尚有存在的必要。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建议，以我国现在正在进

行的家事审判改革为契机，及时将“婚姻死亡”和

“婚姻危机”的概念法定化，并将二者引入婚姻立

法，并以“婚姻死亡”替代“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重塑我国离婚案件的司法标准。当然，现有法律和

司法解释关于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标

准（设置的若干情节），毕竟经过了实践的检验，

作为离婚理由或条件大多数是合理的，亦为广大民

众所接受和认同，因此，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吸收，

作为判断“婚姻死亡”的考量依据。在以往立法成

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司法经验，对“婚姻死亡”

的标准作进一步的规定和完善，从而为离婚案件的

审理提供更为科学、更为完善的裁判依据。 

 

（作者单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法官论坛】恋爱期间男女间的债权债务 

关系是否因双方登记结婚而消除 

2018-01-11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陈敏 

http://mp.weixin.qq.com/s/buXnmyIAvs9rdy7zOi9r2w 

案情 

原告张某（女）与被告肖某于 2014年 3月经

人介绍相识，同年 10月两人开始恋爱交往，两人

交往三个月后，肖某以各种理由向张某借款，先后

累计向张某借款 30多万元，并于 2015年 3月向原

告出具借条。在借款期间，肖某陆续还款给张某。

后两人于 2015年 7月登记结婚，2016年 8月法院

判决离婚，两人离婚时无夫妻共同债务无共同财产。

离婚后肖某下落不明，但肖某婚前向张某所借的

36 万元仍有 17 万元尚未偿还，张某遂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肖某偿还欠款。 

分歧 

张某与肖某之间婚前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因双

方登记结婚而消灭？对此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与肖某因结婚产生债的

混同，张某的债权已归于消灭，应驳回张某诉讼请

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与肖某结婚不产生债的

混同，张某与肖某婚前的债权债务关系在结婚后仍

然存在，张某债权仍受法律保护，对张某的诉讼请

求应予以支持。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第一，夫妻之间婚前的债权债务不因结婚而混

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五条：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TYzNzU4NA==&mid=2247485436&idx=3&sn=b12588ea7940bfec414b583b7d1aac6f&chksm=97940cc3a0e385d5878a7423d96a2afbdb1d033d0c53dda227b1abb230b1bfb22f6e95f05dac&mpshare=1&scene=1&srcid=0111NjcnNrEEg3uoAwePIHQx&key=d6ed7c38d56700763204d271681242b7a3f634ddd9ddba45d3d11e6d82bcca363e1dfc96968734d2edf13b14afeafa443fa45e50fda971e0893cec949a288c64e8cf4a8028014ea5163766381a478bbf&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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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和债务同归于一人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但涉及第三人利益的除外”的规定，债权人与债务

人合为一体，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合同的权利义

务终止，也就不存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了，即所谓的

混同。债权债务的概括承受是发生混同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债权人和债务人必须合二为一，成为一个

民事主体。但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是两个具有独立人

格的平等主体，只有在他们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

才能组成具有特殊身份关系的共同体。对外该共同

体具有整体的性质，对内夫妻双方并不因为婚姻关

系的建立而各自丧失独立的人格，即对于双方婚姻

存续期间对外形成的债权债务来说，张某和肖某是

一个民事主体，但是对内而言，张某和肖某仍是两

个独立的民事主体。本案中，张某与肖某形成的债

务关系系结婚登记前形成，系两个独立民事主体之

间合法的借贷关系，依法应受法律保护。所以，张

某与肖某在婚前的债权债务不能因为结婚而混同。 

第二，夫妻婚前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

而转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

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

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

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

产。”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gt;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十九条“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为夫妻一方所有财

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否定了之前婚姻

法关于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后若干年后可以转化为

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本案中，张某与肖某的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仅为一年，两人也并未约定恋爱期间

双方的债务消灭或免除，因此结婚后、离婚后，张

某依然享有婚前对肖某的个人债权。 

第三，现行婚姻法规定的是夫妻约定财产制。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夫妻对其财产所做的约定，是一

种协议，作为特殊身份关系的夫妻之间的财产契约，

也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合同，主要是由婚姻法调整，

但在契约的订立、解除、违约责任等方面，适用的

是合同法的规定。因此夫妻约定财产制在成立、形

式、效力和解除方面是受合同法的制约的。而且依

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规定，婚姻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独立的个人财产，夫

妻各自以自己的个人财产承担相应债务。本案中，

原告张某虽未与被告肖某签订婚前财产协议，但也

未将该笔债务纳入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两人

无夫妻共同财产，且被告肖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

当理由拒不到庭，也未向法院提供该笔债务用于夫

妻婚后共同生活的证据，故该笔债务依法仍应由被

告肖某归还原告张某。（作者单位：江西省南昌市

新建区人民法院） 

我妈给我登记了个“假爸爸”，上不了户口谁该来负责？ 

2018-01-11 人民法院报  安海涛等 

http://mp.weixin.qq.com/s/RK9nN6F80iUpOwFjSl4iMA 

《出生医学证明》是人出生后的第一份证书，

也是婴儿办理户籍登记的必要资料。在福建厦门

就发生了一起因出生医学证明中载明的父亲不是

新生儿生父引起的纠纷，近日，福建省厦门市集美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特殊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案件，一审判决被告医院收回《出生医学证明》原

件。 

2016 年 5 月，阿丽与阿郎经集美法院调解离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Q0Njc5OQ==&mid=2828023240&idx=1&sn=c96e4ae845e1532bcd6e696c202180e9&chksm=b2e1056885968c7e5482e9a646b7746b801932e1cf8960b9c3318a0f1fd50db1e6a30ef177aa&mpshare=1&scene=1&srcid=0111flZ1HBum3mcGp4PGcJvX&key=620625beb3a4ed7d9706f0df6ae8837ecc51ddf86ae12f02d4a8efcc09ac00f32f0b022358aa8e9b7a1f963294d7b5e040e777e64aadd3270b0a6df16a596175a04e392abc759c7c4bc65314a709c69c&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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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当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载明阿丽已怀

二胎 5个月，如阿丽顺利生产，阿郎同意将二胎子

女由阿丽抚养。离婚之前，阿丽与阿郎曾办理了一

张准生证，载明两人拟生育第二个子女，预产日期

为 2016年 10月。 

2016 年 9 月末，阿丽产下一男婴，数日后出

院。阿丽的出院记录、疾病证明书均未记载阿丽的

配偶或新生儿的父亲信息。之后，阿丽为新生男婴

申领《出生医学证明》时，在《出生医学证明首次

签发登记表》上，将新生儿的父亲登记为老王，并

填写了老王的身份信息。当日，医院签发《出生

医学证明》，载明新生儿的父亲姓名为老王。 

因老王与阿丽的新生儿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无

法为新生儿办理登记户口，阿丽遂将医院诉至法院，

要求确认医院作出的《出生医学证明》中“父亲姓

名”一栏的登记信息有误，及“新生儿姓名”登记

中的姓名有误；判令医院立即撤销旧的《出生医学

证明》。 

医院认为，其系根据阿丽提供的登记表开具的

《出生医学证明》，符合相关法律规范，阿丽申请

重开出生证明应当提供亲子鉴定报告。 

阿丽认为，在其分娩期间，老王一家给予阿丽

诸多照料，双方有意成为一家人。因此，在办理出

生证时，将新生儿父亲错误登记为老王。但老王与

新生儿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医院作为专业的机构，

在没有核实血缘关系的情况下出具该《出生医学

证明》，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阿丽在被告医院住院分娩，

医院的合同义务除了提供医疗服务外，还包括为新

生儿签发《出生医学证明》。医院履行签发《出生

医学证明》义务的具体要求，应参照相关规范性文

件确定。根据《关于启用和规范管理新版〈出生医

学证明〉的通知》附件 2《新版〈出生医学证明〉

（第五版）首次签发情形与要求》规定，在具有助

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内出生的新生儿，

由该机构负责为新生儿签发国家统一制发的《出生

医学证明》。 

根据《出生医学证明》的签发程序相关规定，

新生婴儿母亲出院后申请领取《出生医学证明》的，

应首先填写《出生医学证明申领表》，由其出生所

在的医疗保健机构核对新生婴儿出生医学记录及

病历档案后签发《出生医学证明》。原出生医学记

录中新生婴儿父母信息齐全，且与《出生医学证明

申领表》信息一致的，可以直接签发。 

该案中，阿丽的资料均未记载其配偶或新生

婴儿的父亲信息，医院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新生婴

儿的出生医学记录中登记的父亲信息与阿丽填写

的《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中的父亲信

息相符。因此，医院并未严格按照签发程序签发

《出生医学证明》，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讼争的《出生医学证明》因签发程序

不符合规定，违反了合法性原则。 

根据相关规定，《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后发现

信息有误或涂改等原因导致无效的，可以申请换发。

因签发单位责任导致原《出生医学证明》无效的，

签发单位应及时收回原件，换发有效《出生医学证

明》。因此，医院签发讼争《出生医学证明》的程

序不符合规定，讼争《出生医学证明》中新生婴儿

的父亲姓名与出生医学记录不一致，签发的《出生

医学证明》应认定为无效。因该《出生医学证明》

无效，无需再经医院撤销，而应调整为由医院根据

阿丽的要求收回该《出生医学证明》原件。 

据此，法院作出前述判决。（文中当事人为化

名） 

 



378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记者：安海涛 

通讯员：李乐  杨超岚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肖峰、田源：同居关系解除后，如何分割不动产 

2018-01-14 家事法务  肖峰、田源主编 

https://mp.weixin.qq.com/s/mSphiNSqvHq4UCglksw5yw 

【典型案例】 

当事人：原告：杜某；被告：毕某。 

杜某与毕某于 2011 年 4 月 1 日相识并开始同

居。2013 年 4 月，由其出资以毕某的名义按揭购

买了本案争议房屋，并由其每月向银行偿还贷款。

现与毕某已不存在同居关系。 

2016 年 7 月 18 日，杜某诉称：请求法院判令，

解除与毕某的同居关系，依法分割双方同居期间的

共同财产。 

毕某辩称：杜某所述不属实。我与杜某只有恋

爱关系，没有同居关系。且我们早已因杜某已婚而

终止了恋爱关系。本案争议房屋，系我与胞姐共同

出资购买，与杜某没有任何关系。在审理过程中，

杜某主张其曾向还款账户的账号上汇款，用于偿还

购房贷款。毕某认可杜某的上述汇款、存款行为，

但主张该款系双方在恋爱期间杜某的赠与，并非用

于偿还贷款。毕某对此未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在

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释明，杜某坚持要求分割

楼房，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 

【审理要览】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物业住户家庭情况登记卡

所载内容、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认定 2013 年 10

月 23 日杜某与毕某入住争议房屋后，存在同居关

系。但是，鉴于双方已自行解除了同居关系，法院

对杜某要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主张不再进行处理。 

杜某主张争议房屋一套系双方同居期间共同

购买的财产，但杜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该项主

张。其中，杜某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支付了相应首付

款，且杜某申请法院调取的相关汇款证据仅可证实

其曾向毕某偿还购房贷款的还款账户中汇入相关

款项，不能证实本案涉及房屋系其与毕某共同购买。

因杜某经法院释明仍坚持要求分割房屋，故法院对

杜某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主

体进行民事诉讼的一项诉讼原则。本案中，上诉人

杜某坚持认为争议房屋是其以被上诉人毕某的名

义按揭购买并由其偿还银行贷款，毕某对此予以否

认。现上诉人杜某未能提供其支付了购房款的直接

证据，有关证人证言等间接证据亦不足以认定该争

议房屋是杜某购买的。现双方争议的房产登记在毕

某名下，杜某要求按共同财产分割，因证据不足，

法院不予支持。杜某申请法院调取的其汇给毕某的

部分汇款已有部分查实，但毕某表示该款系双方在

恋爱期间杜某赠与自己的，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

依照我国《合同法》有关赠与合同的规定，赠与合

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

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应当是明示的，赠与人

应有明确的书面或口头的意思表示。 

本案中，杜某虽然分数次向毕某的账户内汇款，

现已查实的数额为 39，200 元，但不能据此得出此

种汇款行为系杜某赠与毕某的结论，毕某占有上述

款项缺乏合法根据，现杜某要求毕某返还该款，理

由成立，法院予以支持。杜某要求解除与毕某的同

居关系，因双方现已自行解除同居关系，故法院对

杜某的此项上诉请求，不予处理。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jUxMDYwMQ==&mid=2247483899&idx=1&sn=c2a42103a3bbdb28a01fd3a72928f112&chksm=9745b31da0323a0bc22812b1a4395eacb79a308ca1c2f839d63ac7c1787b190fec9d8039c245&mpshare=1&scene=1&srcid=0114PlCzuGiw8CBaDws10Rq3&key=d6ed7c38d567007665fdb37966747778395ffc10ecf8d9cb19c279f23d80ba19026e761ffcdd8c21c8fdca274e304f422dffc5d7fb34ddec9e0a4b9a8a7e3702cc9b3b9e0526e3a55ab635038f9a55b3&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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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一审判决驳回杜某要求按共同财产分割

争议房屋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但一审判决虽然对

杜某汇入毕某账户内的钱款数额进行了查询，但对

该款的性质未予认定和处理，故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杜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170 条第 1

款第 2 项、《合同法》第 185 条、《民法通则》第

92 条的规定，判决：（1）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

（2）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毕某返还杜某人民币

39，200 元；（3）驳回杜某要求分割登记在毕某名

下争议房屋的诉讼请求。 

【裁判思路】 

解除同居关系时，同居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

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处理。同居生活前，

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物，可比照赠与关系处理；

解除同居关系时，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

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 

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

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

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按份共有

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

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在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分配

举证责任时，同居期间购房的产权归属举证责任与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房的产权归属举证责任并不

完全相同。 

另外，关于同居关系解除后，如何分割不动产

的问题，还应注意以下几个事项： 

1.离婚时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协议的，法院会裁

定房屋产权归不动产权证上的人所有，且剩余的房

贷会被视为个人债务，因此在男方买房付首付的情

况下，女方一定要在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虽

然所有权是否能得到还两说，但是不加上是绝对要

吃亏的。很多对夫妻在房子的问题上一般都是男方

首付，女方装潢。但是最好是双方共付首付或者女

方有能力的也可以单付首付，然后再在房产证上加

上女方自己的名字，装潢也是共同出资，这样可以

最大化地保障女方利益。 

2.若一方将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子偷偷变卖，而

购买人构成善意取得，那么未知情的一方将无法将

房屋追回，但是偷偷变卖的一方对另一方造成损失

的，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若买房一方的父母将房子登记在自己子女

的名下的只是一方的个人财产而不是夫妻共同财

产，但是如果买房一方曾经将房子的一半产权赠与

自己的另一半，并且有相关手续的，即使是未买房

的一方也可拥有房产的一半所有权。 

【裁判规则】 

1.法律法规 

《物权法》（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百零三条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

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

有。 

第一百零四条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

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

有。 

2.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

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

（1989 年 12 月 13 日） 

10.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

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

理。同居生活前，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物可比

照赠与关系处理。…… 

11.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期间为共同生

产、生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

务处理。 

3.地方法规或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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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房人之一在购房时不

完全具备条件，但购房后长期共同居住管理使用，

纠纷时已具备完全购房条件的应认定产权共有的

复函》（［1991］民他字第 14 号）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符振清诉颜香芬房屋纠纷申诉一案

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认为，该案当事人双方

1971 年６月合买府城镇达士巷７号第２进梁先觉、

黄秀珍夫妇的正屋１间和横屋２眼的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双方的买后又长期各半居住、管理、使用，

颜香芬也曾承认是与符振清合买。在买房时，符振

清虽在昌江县工作，户口不在琼山县府城镇，但符

是离休干部，并非农村户籍，且符的妻子及其本人

的户口已先后于 1974 年、1977 年均迁入琼山县府

城镇，房产部门亦同意给符办理房产契证。据此，

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多数人的倾向性意见，即认定

府城镇达士巷７号第２进正屋１间、横屋２眼系属

符振清、颜香芬两人合资购买，产权应当共有。 

【专家视点】 

1.在我国，未婚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未婚

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

分割有很大的不同。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共有，离婚时，

一般按照等额分割。未婚同居期间所得财产，则依

照我国《民法通则》、《物权法》等普通民事法律的

规定，即根据“不动产以登记为准，动产以占有为

准”的原则进行分配。一般财产登记在谁的名下，

就认定财产是谁的；财产登记在双方名下的，若双

方对同居期间共同购置的财产有约定的按约定，没

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一般按照共同共

有来处理。另一方如果不同意的，则须举证证明。

法律通过调节利益分配关系的导向性来规范人们

的行为并以此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杨立新：《论准婚姻关系》，载《中州学刊》

2005 年第 6 期。 

2.同居关系因为其身份关系不为我国《婚姻法》

所承认，因此其同居身份得不到像婚姻关系那样的

法律保护，同居中的财产，也没有像婚姻关系中的

财产具有身份关系的特性。因此同居关系中的财产

更接近于合伙所形成的财产。这也迎合了拉伦茨所

说的“法律解释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寻获其时代问题

的答案”。当代对同居关系的认知，从偏向负面到

中性的转变，在法律解释时也得到充分的体现，体

现社会变化与法律的互动才能适应时代对正义的

要求。 

——何群：《同居关系的法律保护》，载《宁夏

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 

3.法院在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分配举证责任时，

同居期间购房的产权归属举证责任与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购房的产权归属举证责任是否相同。举证责

任的分担是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的

分配，它是举证责任的核心问题。在民事诉讼中，

举证责任如何承担直接影响着当事人的诉讼结果。

在司法实践中，举证责任分配坚持的基本原则一是

保护弱者的原则，二是维护公益的原则。 

——张华贵：《同居关系法律问题研究》，载《四

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 

注：本文摘自最高法院肖峰法官、菏泽中院田

源法官主编《婚姻家庭纠纷裁判思路与裁判规则》

一书（共 743页） 

荐读：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缺陷及其修正 

原创 2018-01-21 法徒    姚旭斌 

http://mp.weixin.qq.com/s/s20jSlXPTOzSLXXZhhS2-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zY1NTE4Ng==&mid=2653386907&idx=1&sn=35f31bb71ce67013056eec5e4671867e&chksm=804c9566b73b1c709c82c30440d99cf181fabaf60afabbdfd077d480324c47166547a6ca062d&mpshare=1&scene=1&srcid=012113ZR3MnjsHEFP0JwXEpI&key=dbb498aa40f6eb053ca2bdb019e2c267a2f75854455e540ab8455a52bd1719ed6de96c8f6a6beaa96265cf5f019fda1aadf00fb65be2d04e0e560ad63dc0c5daaeba711f7bd86112165a78b275073928&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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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由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在司

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悖论谬误，导致法官在法律适

用过程中备受煎熬与指责。作为无锡中院民一庭庭

长，作者在搁笔多年后仍不禁挥墨写就该篇文章。

该文曾获 2013年省法学会民法学年会论文二等奖，

并为《江南论坛》全文刊载。 

文中除了对 24条作了系统批判之外，还对如

何妥善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作了贴近实践的

归纳梳理。虽是旭斌旧作，但如今读来，仍觉思路

清晰、契合时宜、娓娓道来，对帮助我们如何理解

与适用新近颁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

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有

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此，特推荐给大家一读。 

以下正文： 

民事审判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审判

规则往往直接决定着民事主体现实利益的损益。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是否能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认定规则在司法实践中

并不统一①，如何确定妥当的规则以实现债权人、

夫妻中非举债方的利益平衡，仍然值得探讨。 

一、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基本规则：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

所负债务，债权人要求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

（或曾经的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清偿责任的，应如

何处理，婚姻法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婚姻法司法

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下简称第 24条）才作

出了明确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

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

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

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

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该规定将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推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除非另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

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证明夫妻双方实行约

定财产制且债权人在债权债务关系发生时知道该

约定。 

从这一规定的文义可知： 

1.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是负债时间而非

负债目的，只要债务发生时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即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至于款项用途，不是认定

债务性质的考量因素。 

2.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无需考虑夫妻双方是否

有共同举债的合意，而只考察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

有无明确约定，只有债权人明确同意该债务作为举

债人个人债务的，才可以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3.夫妻实行约定财产制度且约定为债权人事

先明知的，可作为例外情况，将债务认定为个人债

务。 

4.举证责任分配上，债权人不负举证责任，完

全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夫妻一方，而这夫妻一方，实

践中往往是夫妻中的非举债方。 

虽然该条规定了两种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的例外情形，但实践中，夫妻中的非举债方要证明

这两种情形，几乎没有可能。 

首先，债权人和债务人几乎不可能在债务发生

时明确约定为举债人个人债务，因为债权人不可能

主动作出这样的意思表示，而夫妻中举债一方如果

主动提出的，必然会引起债权人的警觉，以至怀疑

举债务人有逃债意图而致使债权债务双方无法达

成借贷合意。 

其次，就我国目前夫妻财产状况而言，实行约

定财产制的夫妻，微乎其微，即使有，由于我国并

没有登记机关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登记公示，也

就无从判定债权人事先知道该约定。 

因此，两种例外只在理论上存在，实践中几乎

不可能存在，至少，无锡地区的民事审判中，尚未

见这两种例外情形。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实际

只有一个，即债务形成时间，只要债务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形成，则按第 24条所确定的规则，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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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 24条所确定的规则实际

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

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二、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在实践中引发的突

出问题：虚假债务诉讼增多、配偶合法权益受损 

第 24条的规定，简单明了，便于操作，在防

止债务人逃避债务、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方面确实

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第 24条又犹如一把双刃

剑，在使债权人权益得到便利保护的同时，也使得

他人损害夫妻中非举债一方的合法利益变得轻而

易举。该规则施行后，涉及夫妻债务的案件中，出

现了大量非正常现象。适用第 24 条规则，引发了

两大类典型问题： 

1.离婚诉讼中，夫妻一方或双方涉嫌虚构债

务的现象增多，按第 24条规则处理，可能损害夫

妻另一方合法权益 

此类债务主要特点为：债务数额与日常生活所

需及家庭经济状况不相符，名义债务人不能说明债

务的合理用途，或用途存疑；债权凭据通常为借款

结算协议，载明原数次借款数额和尚欠数额；或者

是对应某笔银行划卡、取款记录的具体时间补写的

借条。增加夫妻共同债务的数额，无非是当事人为

了达到离婚时多分得财产的目的。 

在离婚诉讼中，由于夫妻另一方通常会以不知

情或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为由进行抗辩，法院对此

可能会不予理涉。但离婚后，债权人仍可以原夫妻

双方为共同被告提起借贷诉讼。对此类诉讼，名义

债务人对债务的真实性并没有异议，如果法院怀疑

债务虚假即否认债务的真实性，似乎依据不足，也

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关于对方当事人无异议的

事实无需举证的规定不符合。但如果因此而认定债

务真实，则按第 24条的规定，该债务就应当认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无疑存在损害夫妻另一方合法

权益的极大可能性。 

2.夫妻中非举债方虽有证据基本能够证明债

务未用于家庭生活、经营，但按第 24 条的规定，

仍需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这种判决与情理相悖，

难以获得社会认同 

当前社会与婚姻法初始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制

度的时代相比，毕竟大相径庭了。在上个世纪八十

年代以前，除了日常生活，金钱似乎并没有其他的

用处，某些每月入不敷出的家庭，以夫妻一方名义

所负债务，除了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外，根本无从想

像借得的款项还能有其他用途，将债务推定为共同

债务，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今天，夫妻之间的独

立性增强、夫妻一方参与社会活动的范围扩大，个

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多元化，夫妻一方所负债

务的目的，有了太多的可能性。 

从无锡法院系统审理的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

案件实例看，有的夫妻长期分居经济各自独立，有

的夫妻中举债一方有赌博恶习，有的在短期内借款

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而家庭并无大额开支，有的夫

妻关系早就恶化借款后两日即离婚，有的在取得几

百万款项后随即将款汇给第三人但用途不明，也有

举债后为他人垫付款项，有的举债人借款数百万元

后短期内自杀身亡。这些案件中，均无第 24条所

规定的两种例外情形。如果因债务形成于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而一律将之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由夫

妻另一方共同偿还，对夫妻另一方明显不公。 

第 24条规则最大的问题在于，其规定得过于

机械，如果严格按此规则的文义执行，即丧失了根

据案件情况进行衡平的可能性。 

三、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缺陷：法理依据

不足，违背基本情理 

为何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

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推定为共同债务，司法解释制定

者给出了这样的理由： 

1.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

得归夫妻共同所有，同样，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也应当按夫妻共同债

务处理。 

2.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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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推定为共同债务，对于保护交易安全、促进财

产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能减轻财产交易成

本，便于及时、合理地解决纠纷，又符合日常家事

代理的基本法理。② 

但细加分析，可以发现，该认定规则存在以下

缺陷： 

1.以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债权债务

关系，法律适用上思维混乱 

不同的法律关系，应适用不同的法律调整，这

是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债权人与夫妻一方所形成

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合同关系，应由合同法来调

整，运用合同法的基本原理来分析、适用合同法的

相关规定来裁判。合同相对性或者债权的相对性原

理，应该是分析债权人与夫妻一方之间的债权债务

关系的基本原理。 

夫妻一方收到借款并向出借人出具借条，双方

之间即形成债的关系，出借人是债权人，夫妻一方

是债务人，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请求给付，而不能

向债务人以外的人请求给付，夫妻另一方并不是借

贷合同的主体，因此，合同对其无约束力，债权人

不得向夫妻另一方主张。 

如要突破合同相性原理，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

而婚姻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债权人可以向夫妻另一

方直接主张债权。婚姻法第一条即明确规定：“本

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可见，婚姻法调

整婚姻家庭关系而不调整夫妻与他人之间的债权

债务关系。通常被认为是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

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具体条文为：“离婚时，原为

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

产不足清偿的，或者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

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从整条文义分析，该条也只规定了夫妻双方离

婚时，夫妻内部对于债务的负担，并不涉及债权人。

如果涉及债权人，则不存在首先用共同财产清偿，

共同财产不足清偿时由双方协议清偿的问题。因为，

如果该条调整债权人与夫妻这一共同债务人之间

的关系，则既然夫妻双方均为共同债务人，则无论

夫妻共同财产，或是夫妻个人财产，均应用来清偿

债务，而不必规定用共同财产清偿。如果债权人以

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向夫妻双方主张权利，也容不得

由夫妻“双方协议清偿”，而只能是由夫妻双方共

同清偿。 

将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作为处理债权人

与夫妻一方债权债务关系纠纷的依据，是法律适用

上的思维混乱，忽视了婚姻法的调整对象 

2.将款项的用途或者受益情况作为确定债务

清偿主体的判断标准，违背合同法理 

如果将款项用途或者受益情况作为确定债务

清偿主体的判断标准，则合同相对性这一合同法的

根基将不复存在，合同可能将不再是债权人与债务

人之间的合同，其结论将会是十分荒谬： 

如果所负债务是为了清偿其他到期债务，则接

受清偿的那个债权人可以成为共同被告，如果所负

债务中部分用于赡养父母，则债务人的父母也可以

成为共同被告，如果所负债务中部分用于捐赠，则

受赠人可以成为共同被告。如果股东所负债务用于

公司经营，则公司可以成为共同被告。而合同法的

基本原理是，清偿债务主体，只能是合同关系中的

特定债务人，而不能是之外的其他任何人，除非法

律另有规定。以夫妻另一方从夫妻一方负债中受益

作为其必须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依据，与合同法的

基本原理相违背。 

3.违背了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立法本意 

即使将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制度的规定而适用于债权人与夫妻一方的债权债

务纠纷，第 24条的规定也背离了婚姻法第四十一

条的立法本意。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将应由夫妻共同

偿还的债务限定在为夫妻共同生活的目的上。而第

24 条则根本无需考察负债目的，即使负债用于个

人挥霍或用于赌博等违法行为，夫妻另一方也避免

不了共同偿还债务的义务。第 24 条突破了婚姻法

的规定，实际上具有了立法性质，超越了司法解释

的权限。 

4.不符合家事代理制度的基本原理 



384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两个人成为夫妻，并不意味着两个人变为一个

民事主体，即使家事代理制度存在，也应当根据行

为性质判断夫妻一方的行为能否代表另一方。夫妻

间的家事代理权有其合理的范围，家庭重大事项，

应由双方共同决定，不允许一方擅自处理，否则，

将危及家庭关系的稳定，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

益。 

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应限于家庭日常生活事务，

如果一方负债明显与家庭日常生活无关，或者负债

数额巨大明显超出日常生活所需的，不能认定债权

人的善意无过失，进而认定表见代理成立。如果不

论用途、不分数额，将一方所负债务一律推定为共

同债务，与家事代理的基本法理并不相符。 

5.与域外立法与司法实践③比较，也显得过

于武断。 

在美国，夫妻对于婚姻期间的费用和债务是否

负清偿责任，即使是实行共同财产制的，也应根据

费用和债务性质确定清偿人。对于非共同生活所需

费用或所欠之债，应由本人偿付，他方无代为清偿

义务。在瑞士，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债权人对某项财

产可提出清偿请求的，即使该财产已转移至夫妻一

方的，该方也需偿还债务，但对其能证明所受领之

财产不足债务时，可免除其偿还责任。④ 

可见，夫妻一方承担债务的范围，限于其取得

的、债权人可以提出清偿请求的财产。在日本，则

规定了日常家事债务的连带责任，即夫妻一方就日

常家事同第三人实施了法律行为时，他方对由此而

产生的债务负连带责任。其承担责任的范围，限于

日常家事。这几个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没有

如 24条这般不加限制。  

四、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合理化：缺陷弥

补或是彻底改造 

（一）规则缺陷之弥补：通过适当的解释方

法使其合理化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应当作为裁判依据适用。

但适用该解释将导致实体判决明显不公时，应当运

用适当的法律方法使其尽可能地合理化。其基本思

路是：将婚姻法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作为一个完整的

法律体系，把第 24条放在整个体系中，考察其相

关概念的应有之义，同时，根据社会生活背景的变

化，考察立法本意，通过合理的限缩或扩张解释方

法，确定规则的含义。 

1.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变化，对婚姻法

第四十一条进行扩张性解释 

婚姻法颁布于 1980年，当时，个人或家庭参

与投资等经济活动的现象还比较少，即使有，规模

也有限，为经济活动所需而负债的问题，尚未进入

立法者视线。因此，当时婚姻法将由夫妻双方共同

偿还债务的范围限定在“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

务”，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 

如今，夫妻一方或双方投资股票、证券、开办

公司等现象已较为普遍，将共同债务范围再限定在

“为共同生活所需”的目的，显然已不符合当今的

社会现状，将其扩张解释为“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

债务”是适当的，也是符合立法本意的。为夫妻共

同生活所负债务，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所谓夫妻

共同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

年子女、夫妻双方负有法定赡养和扶养义务的人在

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合理的衣食住行、医

疗、教育、文化消费等。 

除了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外，下列债务，

也可作为夫妻共同债务： 

（1）夫妻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负债务； 

（2）夫妻一方从事生活、经营活动所负债务，

但夫妻之间实行法定财产制的； 

（3）夫妻一方所负债务虽未直接用于个人经

营，而是由其参股的公司使用的，因其股权分红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其负债也属为夫妻共同利益，应

作为夫妻共同债务； 

（4）夫妻一方为其参股的公司担保的，按上

条原理，担保债务也应属夫妻共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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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

的含义，对第 24条进行限缩解释 

应以是否为夫妻共同利益作为认定夫妻共同

债务的基本原则，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才应认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应认定为个人债务。 

3.兼顾债权人和夫妻另一方的利益，合理分

配举证责任 

确定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从举债

合意和举债目的两方面进行事实调查。 

（1）首先考察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之所以首先应考察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因为

涉及夫妻一方的民间借贷关系首先是一种合同关

系，合同是基于双方意思表示而成立的，确定债务

主体而强制其履行清偿义务，当然首先应考察的是

双方的意思表示，考察双方的合意将谁作为了债务

人。 

ａ．债权人与夫妻中举债一方明确约定该债务

为举债人个人债务的，只能认定为个人债务，无须

考察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如果夫妻中非举债务方主张债权人与夫妻中

举债方约定为个人债务，应对此负举证责任。 

ｂ．债权人与夫妻中举债一方虽未明确将另一

方作为借贷合同主体，但有证据证明另一方也有举

债合意，或者债权人有理由相信另一方有举债合意，

只不过形式上以一方名义举债的，应认定举债一方

代表夫妻双方，该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也无须

考察借款用途。 

债权人主张夫妻另一方虽未在债权债务协议

上签字，但有举债务合意的，应对此负举证责任。 

（2）考察举债目的或借款用途 

不能认定夫妻另一方有举债合意时，应当考察

举债目的。如果为夫妻共同利益而举债，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基于夫妻关系的

特殊性和举证难易，可以首先推定举债目的是为夫

妻共同利益，但应当允许夫妻另一方提供证据推翻

共同债务推定。如：夫妻双方分居各自经济独立，

无为共同生活举债的必要；家庭经济状况良好，无

大额支出，无举债的必要；举债一方有赌博等恶习；

举债一方有大额支出用于个人挥霍等。夫妻另一方

提供的证据足以对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利益产

生怀疑时，债权人也应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债务用于

夫妻共同利益。 

最后，由法院根据借款期间和次数、借款数额、

债务人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支出情况、夫妻关系状

况、债权人和名义债务人之间的关系等情况，对是

否属夫妻共同债务作出认定。 

（二）认定规则的彻底改造：区别内、外部

关系适用不同法律 

要彻底解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的诸多争议

以及适用第 24条所引发的诸多问题，途径其实很

简单：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所应适用的法律。

区分夫妻之间内部关系和夫妻与债权人之间的外

部关系，夫妻之间的内部关系适用婚姻法调整，夫

妻与债务人之间的外部关系完全交由合同法来调

整。 

1.夫妻离婚时，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一

方名义所负债务应否由夫妻另一方共同偿还的争

议，适用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负债一方主张

负债是为夫妻共同利益而要求另一方共同偿还的，

对借款用途承担举证责任。 

2.债权人向夫妻双方主张债权的，债权人的该

项主张应否得到支持，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来判

断。应当确立这样的认定规则：如果债务是以夫妻

一方名义所负，则该方为债务人，债权人不得请求

夫妻另一方清偿；如果债务是夫妻双方名义所负，

则双方均为债务人，债权人可以请求夫妻双方清偿。 

实行这样的认定规则，一方面，可以有效杜绝

夫妻一方通过虚构债务、虚假诉讼损害另一方合法

利益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避免夫妻一方

举债用于个人挥霍甚至违法活动，而毫不知情的另

一方却必须共同承担清偿责任的不公平现象发生。 

也许有人会认为，实行这样的规则无异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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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逃避债务，助长某些债务人以个人名义负债，

然后通过家庭转移隐藏财产，甚至通过假离婚将财

产转移给夫妻另一方，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风气。

其实，这样的担心并无必要，因为对债权人进行救

济的法律制度是存在的，债权人可以通过法院对转

移财产的债务人采取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迫使其

将转移的财产回转，用以清偿债务，也可以通过行

使债权人的撤销权，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一方与夫

妻另一方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如果债权人的债权

仍然得不到有效实现，那也是其选择交易对象不当

所应承担的风险。 

实行这样的认定规则，债权人的利益保护短期

之内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困难，但从长远效果来看，

却可以促使债权人规范民事行为，完善相关手续，

通过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由夫妻一方向另一方

出具完备的授权委托文件等方式，通过合同确定夫

妻双方共同债务人的地位，避免争议，保障自身债

权的安全性。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由一方向另一

方出具委托文件，简单易行，其实并不会使得交易

成本增加而降低交易效率，甚至阻碍财产流转。相

反，这与诉讼中需要双方收集证据证明债务性质的

工作量比较，其成本要小得多。这样的规则，使债

务性质的认定变得简单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

法院的司法成本也会得到有效节省。因此，到该废

除第 24条规定的时候了。 

--------------------------------------- 

① 例如，上海高院 2007 年制定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

的若干意见》和浙江高院 2009 年制定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基本规则、举证

责任分配等就有完全不同的规定。 

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第

216－217页 

③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第

211－213页。以下所列举的域外立法与司法实践情况，即转引于该书。 

④ 参见殷生根、王燕译：《瑞士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93条。 

肖峰、田源：非婚生子女抚养费如何承担 

2018-01-22 家事法务  肖峰、田源主编 

https://mp.weixin.qq.com/s/eTCNNQG7h3PWVL48d2vRSQ 

编者按：经法律出版社独家授权，本公号将陆

续推出最高法院肖峰博士、菏泽中院田源博士共同

主编《婚姻家庭纠纷裁判思路与裁判规则》一书中

精品文章。欢迎各位盆友转发分享、谢谢支持！ 

【典型案例】 

当事人：原告：冯某；被告：孙某。 

2015 年，孙某与冯某因工作关系相识并迅速

建立恋爱关系，不久后双方开始了同居生活。由于

避孕措施不得当，冯某于同居一年后意外怀孕。冯

某的意外怀孕使两人措手不及。冯某提出与孙某结

婚，然而孙某以经济条件暂时不允许为由加以拒绝，

并动员冯某去做人工流产。在孙某多次劝诱下，冯

某只得流产。2016 年 6 月，冯某再次怀孕，而孙

某却再次动员冯某做人工流产，在被医院告知再次

做人工流产有丧失生育能力危险之后，冯某旧事重

提，又再次提出结婚，然而孙某又以各种理由搪塞。 

冯某对孙某产生怀疑，经多方打听得知，原来

孙某在老家已有家庭，并已经有孩子。冯某跟孙某

摊牌，敦促孙某迅速离婚，从而与自己结婚。孙某

经仔细思索后，拒绝了冯某的要求，并威胁冯某，

要求冯某立刻流掉孩子，否则即使生下小孩，自己

也不承担抚养费。因对医生“再次做人工流产有丧

失生育能力可能”的告诫心有余悸，冯某不敢再次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jUxMDYwMQ==&mid=2247483903&idx=1&sn=fb2058e73127070843c9f7496f569d13&chksm=9745b319a0323a0f73f564049411be625c609e05de7f39778fb48f002bf5ad064fe8412fc906&mpshare=1&scene=1&srcid=0122ltKEqtQe48s8fNd7BFpi&key=cdd0d222300eca7e8a960189a4ee6baace471166047a77a473997b145eedb32a99e041cc3e62a16ea5099349ed151570d107cb10c7ca86fe7f55bada31c26715f7c654add53d75f4f53c83f9cbafa63f&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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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工流产，在走投无路之下，冯某于 2016年年

底产下一子。 

由于需要照顾孩子，冯某不能外出工作，经济

来源锐减，母子二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负

担孩子的生活费，冯某多次找到孙某协商，要求孙

某承担孩子的抚养费，然而孙某以冯某不听从自己

意见流掉孩子为由加以拒绝。 

2017 年 1 月，冯某诉称：要求与孙某解除同

居关系，并要求孙某承担孩子的抚养义务。 

孙某辩称：要求法院驳回冯某的诉讼请求。 

【审理要览】 

非婚同居现象日趋增多，与之相伴而生的非婚

生子女也日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非婚生子带来的

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婚姻关系以外的两性行为是

有违社会的道德准则的，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

非婚生子女本身是无辜的，他们的合法权益应受到

法律的保护。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

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

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

止。负担的多少、负担的方式，应根据子女的生父

和生母的经济状况，先由父母双方协商确定，协商

不成，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拒绝履行抚养义务的，非

婚生子女可诉请法院以判决的形式强制非婚生子

女的生父依法履行抚养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在非法同居期间

所生孩子，双方均有抚养义务，判令孩子归冯某抚

养，孙某每月支付给冯某所生孩子生活费人民 500

元，孩子的医疗费和教育费由原被告双方各负担一

半，至孩子能独立生活时止。 

【裁判思路】 

首先，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

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负担的多少、负担的方

式，应根据子女的生父和生母的经济状况，先由父

母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不成，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拒

绝履行抚养义务的，非婚生子女可诉请法院以判决

的形式强制非婚生子女的生父依法履行抚养义务。 

其次，抚养费作为父母在生活中对子女进行供

养和照料的经济基础，是父母对子女承担抚养义务

的最主要表现。父母对子女付给抚养费的目的，是

从经济上保障子女的正常生活和健康成长，不使其

因经济上的困难而陷入生活的困境。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抚养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活费。

主要指子女在生活中为维持其生存而必需之费用

如食品支出、衣物支出、房屋费用支出、出行费用

支出。第二，教育费。主要指子女在接受教育期间

所需之必要费用，如学费、书本费、文具费、住宿

费。此处所指教育期间所需之必要费用，根据《婚

姻法解释一》第 20条中所体现的立法精神，应是

指子女接受高中及以下学历教育中所需之费用，而

不包括高等教育所需之费用。第三，医疗费。主要

指为保障子女身体健康所需之必要费用如门诊费、

住院费、手术费、医药费。 

(陈雪萍：《我国非婚生子女准正与认领制度探

究》，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 3期) 

另外，在非婚生子女抚养费问题上，我们还应

注意： 

第一，在现实生活中，离婚时一方为了争夺子

女抚养权，往往会在抚养费上做出让步，由自己来

多承担一定的抚养费用。如果这种让步是建立在能

保障子女的正常生活所需，不对子女权益构成任何

实质性的侵害之基础上，那么这种让步就是适当的，

子女也无权再行使任何权利，这也就是“在必要时”

的价值所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离婚时抚养费用

的分担本是适当的，但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使原

来的义务分配不再合理，或者一方无力再承受原有

的分配，该由谁来行使权利呢?抚养费问题首先是

两个义务主体之间的义务分配问题，其次是两个义

务主体之间的权益追偿问题，这种失衡应当首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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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义务主体在彼此之间来寻求平衡，与子女无关，

子女也没有“权利”可言。反之，如果因应当主动

寻求平衡的一方怠于行使权利，子女才有权来行使

权利，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黄娟：《从歧视走向平等——非婚生子女法律

地位的变迁》，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 4期) 

第二，对于非婚生子女索要抚养费的案件，在

确定关系方面，女方不需要提供太多的证据。方便

的话可以收集同居期间的居委会、派出所出具的简

单证明，或邻居的证人证言以证明存在同居关系。

但确定血缘关系的最直接准确的证据莫过于亲子

鉴定。到了法庭上，如果对方认可与孩子的关系，

女方便不用再举证；如果不认可，可以当庭要求进

行亲子鉴定。如果男方拒绝进行亲子鉴定，法院会

参照《婚姻法解释三》第 2条的规定，判决男方支

付抚养费。假若男方已经支付过一段时间抚养费，

如果是用银行划款的方式，划款的单据也可以作为

间接证据。 

第三，非婚生子女由生母直接抚养即与生母共

同生活，那么，非婚生子女的生父应负担子女必要

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直至子女能独立

生活为止。负担多少、负担的方式，应根据子女的

生父和生母的经济状况，先由父母双方协商确定，

协商不成，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拒绝履行抚养义务的，

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可诉请法院以判决的形式强

制非婚生子女的生父依法履行抚养义务。 

非婚生子女的生母与他人结婚的，若继父愿意

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的，则生

父的抚养费和教育费可酌情减少或免除。若继父不

愿意负担，则生父应支付的抚育费不能减免。 

【裁判规则】 

1.法律法规 

《婚姻法》（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修正） 

第二十一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

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

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

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

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

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

止。 

第三十七条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

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

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

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

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

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2.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法（民）发

［1993］30号） 

7.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

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

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

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

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

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 

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 

8.抚育费应定期给付，有条件的可一次性给付。 

9.对一方无经济收入或者下落不明的，可用其

财物折抵子女抚育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30

号） 

第二十条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不能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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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子女”，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

教育，或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

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 

第二十一条婚姻法第二十一条所称“抚养费”，

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 

3.域外制度 

《美国纽约州家庭法》 

第 513条非婚生子女的父母，有责任为子女提

供必要之抚育费和教育费以及子女的丧葬费。 

《日本民法》 

第 787条子女、其直系卑亲属或该人等的法定

代理人得提起认领之诉。 

第 789条经父认领的子女，因其父母结婚而取

得婚生子女身份。 

《意大利民法》 

第 269条在准许认领的情况下，可以由判决宣

告非婚生父子、母子关系。 

《法国民法》 

第 331 条一切非婚生子女因其父母事后结婚

而依法取得婚生子女资格。 

【专家视点】 

1.非婚生子女即我们常说的私生子（女），是

指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具体来说，

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男女双方未婚所生的子女，

通俗地说，就是男女双方未缔结婚姻关系生的子女；

第二部分是已有婚姻关系的男或女与婚姻关系以

外的第三人发生两性关系所生的子女，通俗地说，

就是已结婚的男女与其他人（不是自己的夫或妻）

所生的孩子。 

长期以来，人们对非婚生子女即私生子（女）

就带有一种歧视的眼光，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非

婚生子女即私生子（女）往往与婚外恋或非法同居

相连，而婚外恋或非法同居本身就为人们所唾弃，

非婚生子女即私生子（女）也就连带着为人们所不

齿。非婚生子女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

仅仅涉及一个道德问题，也深刻地涉及一个法律问

题即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问题和一个经济问题

即非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 

——黄娟：《从歧视走向平等——非婚生子女

法律地位的变迁》，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 4期。 

2.我国法律在处理非婚生子女问题时，总的来

说，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对非婚生子女的权利进

行了详细全面的法律保护。《婚姻法》第 25条第 1

款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可见，在我国，《婚

姻法》中有关父母与婚生子女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

也同样适应于父母与非婚生子女。也就是说，非婚

生子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私生子（女）与婚生子女

的法律地位是相同的。 

有关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婚姻法》

第 21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

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

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

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

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

费的权利。”在这里，非婚生子女即私生子（女），

也适用《婚姻法》第 21条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

婚生子女对父母享有哪些权利，非婚生子女对父母

就有哪些权利；婚生子女对父母需要履行哪些义务，

非婚生子女也同样要对父母履行哪些义务。 

在法律上，生父、生母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权

利义务是受法律保护的，法律明确了生父母对非婚

生子女应尽的义务。非婚生子女与生身父母之间是

一种基于出生而形成的自然血亲关系，这种关系是

永远存在的，不会随着主观和客观因素而发生改变，

也不会因生身父母的某种“脱离父母子女关系”的

单方面宣告而发生变化。但是，社会生活中，大多

数情况下，非婚生子女往往是一段婚外情或婚外恋

的“附属品”。在我国，传统上非婚生子女为社会

道德和当事人家庭所不容，这就使非婚生子女天然

地处于一个弱势地位，他们时刻面临被抛弃的危险。

尽管生父、生母存在过错，但孩子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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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防止不与非婚生子女共同生活的生父、

生母一方由于道德和家庭的压力不履行自己应尽

的义务，《婚姻法》第 25条第 2款规定：“不直接

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

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法律

用这种明文规定的形式，明确了生父、生母对非婚

生子女应尽的义务。而至于生活费和教育费的数额、

给付方式等问题可由生父、生母双方协商；协商不

成时，可以起诉至法院，由法院依法判决。 

——韦留柱：《确立非婚生子女法律地位的社

会意蕴》，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5年第 1期。 

3.非婚同居现象日趋增多，与之相伴而生的非

婚生子女也日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非婚生子带来

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婚姻关系以外的两性行为

是有违社会的道德准则的，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但非婚生子女本身是无辜的，他们的合法权益应受

到法律的保护。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

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

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

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负担的多少、

负担的方式，应根据子女的生父和生母的经济状况，

先由父母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不成，非婚生子女的

生父拒绝履行抚养义务的，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可

诉请法院以判决的形式强制非婚生子女的生父依

法履行抚养义务。 

——陈雪萍：《我国非婚生子女准正与认领制

度探究》，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04年第 3期。 

注：本文摘自最高法院肖峰法官、菏泽中院田

源法官主编《婚姻家庭纠纷裁判思路与裁判规则》

一书（共 743页） 

夫妻共债新规：重大贡献与理解适用｜余文唐｜法官视点 

2018-01-22  家事法苑  余文唐 

http://mp.weixin.qq.com/s/Hm3jd9TG_b4PfWz7hCqn4Q 

作者简介：余文唐，第三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福建

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员（原审委会专职委员），

“1989-2008 年全国法院学术研讨突出贡献奖”获得者。 

本文系作者授权推送，如欲转推，请务必征得作者及

本公号同意。 

2018年 1月 17日，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审理

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下称《解释》）。《解释》第 1-3条先后规定：“夫

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

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夫

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

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

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解释》

对于合理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债），具有救

偏补弊的意义。 

一、与时俱进与重大贡献 

最高法院曾多次就夫妻共债作出解释，其精神

集中体现于《婚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原规定：“债

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0362&idx=1&sn=02a23408ce03961395dedcb0aafc6169&chksm=8b1826aabc6fafbca795e2cb44e34b2b7baec6354891e2919a846938ecf1a438e1d76e2d15bd&scene=0&key=d6ed7c38d567007685a1d8b5b2b632bd53c2d56b97890b38f29d776237235e2faea228092f6b572b372ac8e612ede5fc789712c876ad1cfa2189eeb94981bc0939513e61617b3a9632969789a788344b&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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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

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

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

规定情形的除外。”如此规定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夫

妻“假离婚、真逃债”，损害善意债权人合法权益

的突出现象而作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夫妻一

方串通第三人“坑”另一方的情形凸显。情势发生

逆转，继续以过往的规定认定夫妻共债就显得不合

时宜。鉴此最高法院与时俱进，运用共时解释、限

制解释以及利益衡量等法律方法对夫妻共债作出

新规定。《解释》的出台顺应了社会的发展变化，

也回应了民意呼声。 

《解释》的重大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确立夫妻合意共债制度。对于夫妻共债的认定，以

往司法解释所采取的是共债推定原则。即只要不能

证明是夫妻个人债务的，就认定为夫妻共债。《解

释》第 1条规定夫妻共债必须基于合意，包括夫妻

共签和其他合意。其二，实行家事表见代理制度。

【1】以往司法解释对于夫妻共债未予分类，只要

夫妻一方具名举债原则上均视为夫妻共债。《解释》

第 2-3 条将夫妻共债划分为家事共债与超家事共

债两类，并将夫妻共债的表见代理限于家事共债。

【2】其三，完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以往司法解

释将非夫妻共债作为证明对象，相应地将举证责任

分配给提出非夫妻共债抗辩的当事人。《解释》基

于共债的区分而将超家事共债作为证明对象，相应

地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 

二、基本法理与双向保护 

《解释》的基本法理在于合同相对性。《解释》

的事项效力所指涉的是夫妻共债，其最大意义体现

在超家事共债的夫妻单方具名举债之债务主体的

认定之上。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内涵是：合同仅于缔

约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

【3】即使是合同相对性的例外即合同约定由第三

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时债权人也只能向合同

相对方主张权利。这在《合同法》第 65条已得到

了充分体现：“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

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夫妻单方具名举债是夫妻一方与债权人发生债的

关系，合同主体为债权人与单方具名举债的夫妻一

方，而非具名的夫妻另一方并非该合同的缔约人。

因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债权人无权向非具名的

夫妻一方主张偿还债务。 

《解释》还相当注重平衡各方的利益。尽管《解

释》侧重点在于切实解决非具名举债的夫妻一方

“被负债”的现实问题，然而并非一味向非具名举

债的夫妻一方倾斜，而是力图做到“既不能让应当

承担责任的主体不承担责任，也不能让不应当承担

责任的主体承担责任。”【4】这主要体现于“共债

共签”的例外规定：一是《解释》第 1条中的“或

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二是《解释》第 3条

中的“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

除外”；三是《解释》第 2条规定家事共债可表见

代理而不必“共债共签”。具体落实到举证责任的

分配上就是：前两者由债权人承担，后者则由提出

非共债的抗辩人承担。 

三、共债形式与认定标准 

按照《解释》的规定，夫妻共债的形式有三种：

一是共签共债。不论是家事共债还是超家事共债，

只要夫妻共签就属夫妻共债。二是单签共债。只限

于家事共债，家事共债只要夫妻单方具名即可。三

是证明共债。夫妻单方具名的超家事共债，须由债

权人举证证明。这里需要区别“共签共债”与“共

债共签”。“共签共债”是《解释》第 1条规定的，

“共签”必为“共债”。而“共债共签”只是对超

家事共债的一种要求，家事共债实行的是家事表见

代理制度因而无需“共签”。而且，债权人能够以

其他证据证明债务人夫妻单方具名举债属于“共债”

的，没有“共签”也为“共债”。质言之，“共签共

债”是必然，“共债共签”有例外。即“共签”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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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债”；“共债”未必“共签”，还可以是由债

权人证明之共债。【5】 

可以将《解释》规定的夫妻共债认定标准概括

为两类：一是合意共债，包括共签共债和证明共债

中的追认等其他合意共债。此类共债，仅凭合意而

不以“夫妻共同生活”为必要。二是生活共债，指

合意共债之外的夫妻单方具名举债的夫妻共债。此

类共债，须具备“夫妻共同生活”这一夫妻共债的

本质属性。比如有的夫妻长期分居生活，经济上也

各自负担，夫妻关系名存实亡，而且没有未成年人

子女需要共同抚养。在此种情形下如果夫妻单方具

名举债，就应以单方具名举债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

为由，依据《婚姻法》第 41条规定驳回债权人对

非具名夫妻一方的诉讼请求。即使属于“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之列，也不应当以家事共债可以单方

具名举债为由，根据《解释》第 2条规定将其认定

为家事共债。【6】 

四、适用事项与溯及效力 

必须进一步明确的是，《解释》是针对夫妻对

外债务的承担而作出，其事项效力或适用事项不及

于离婚时夫妻内部的债务分担。因而《解释》规定

的夫妻共债认定标准，与离婚时夫妻内部之债务分

担的认定标准不尽相同。后者须以“夫妻共同生活”

（广义，包括共同生产经营）为前提，而《解释》

规定的“合意共债”未必都属于后者所指的夫妻共

债，也未必都要在离婚时予以内部分担。因为其中

可能存在诸如此类的情形：夫妻一方代其亲友举债，

另一方基于夫妻感情予以同意乃至共签。反之，夫

妻单方具名举债按照《解释》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债

的，离婚时也未必不能作为夫妻共债认定并分担，

这与知情程度和举证能力相关联。若离婚时认定为

夫妻共债的，则将会在后案的外部债务诉讼产生事

实预决力。 

在溯及效力方面，《解释》第 4条规定：“本解

释自 2018年 1月 18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最

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

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这一规定是否排斥已生

效判决的再审之适用，存在着探讨的空间。不过，

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长程新文就《解释》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对于解释施行前，经审查甄别确属认

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明显不公的案件，

人民法院将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秉持实

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

为准绳，依法予以纠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7】依此，《解释》

对于已经生效的裁判具有溯及效力。鉴于该说法的

权威性，对于因不当判决“被负债”的当事人来说

真是个天大的福音！ 

注释： 

1.关于家事代理的性质，理论上法定代理说、表见代

理说和特殊类型代理说等不同观点。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长

程新文就《解释》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国民法学界、婚

姻法学界通说认为，婚姻是夫妻生活的共同体，在处理家

庭日常事务的范围内，夫妻互为代理人，这是婚姻的当然

效力，属于法定代理。”罗沙、杨维汉、熊丰：“夫妻共同

债务究竟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解读夫

妻 债 务 纠 纷 案 件 司 法 解 释 ”， 载 《 新 华 网 》，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8-01/17/c_112227

2162.htm。 

2.关于家事共债的范围，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长程新文

就《解释》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指

通常情况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费，主要包括正常的衣食消

费、日用品购买、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各项费用，是维

系一个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开支。”罗沙、杨维汉、熊丰：

“夫妻共同债务究竟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

责人解读夫妻债务纠纷案件司法解释”，载《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8-01/17/c_112227

2162.htm。 

3.见《360 百科》“合同相对性”词条，原始网址 

http://baike.so.com/doc/6108229-6321343.html。 

4.该语系最高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刘敏就《解释》接受

记者采访时所说的，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长称新文就《解释》

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讲法是：“既不能让夫妻一方承担不应该

承担的债务，也不能让本该承担债务的夫妻一方逃避责任。”

依次转引自孙莹：“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 进一步规范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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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 载《央广网》，原始网址

http://china.cnr.cn/gdgg/20180 

117/t20180117_524102189.shtml；罗沙、杨维汉、熊丰：

“夫妻共同债务究竟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

责人解读夫妻债务纠纷案件司法解释”，载《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8-01/17/c_112227

2162.htm。 

5.不论对《解释》第 1 条规定的内容以“共债共签”

还是“共签共债”加以概括均不甚准确。依笔者之见，应

该将其统一到“共债合意”或“合意共债”概念上来。即

共债必须合意，合意必为共债。然而这只是认定夫妻共债

（对外）的总原则，《解释》第 2 条规定的家事共债无需合

意，第 3 条但书规定的“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

营”之证明共债也非合意共债。 

6.要是该对夫妻有需要共同抚养的未成年人子女，而

夫妻单方具名举债又是用于抚养子女。由于抚养子女是夫

妻共同生活的重要内容，因而该单方具名举债应当认定为

家事共债。 

7.罗沙、杨维汉、熊丰：“夫妻共同债务究竟如何认

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解读夫妻债务纠纷案件

司法解释”，载《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8-01/17/c_112227

2162.htm。 

-size:9.0000pt;mso-font-kerning:1.0000pt;" >天

大的福音！ 

嘉宾王礼仁：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新司法解释座谈会综述 

原创 2018-01-23 婚姻法学研究会 浙江省婚姻法学研究会 

https://mp.weixin.qq.com/s/WugM11XaNkcbC7WbDDjzgA 

2018年 1月 21日，由浙江省法学会婚姻法学

研究会主办主办的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新司法解

释理论与实务座谈会在杭州胜利召开，特别邀请了

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王礼仁到会交流，部

分浙江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理事参加本次座

谈，此次座谈会共有专家学者、法官、律师等近

40 位法律同仁参加。 

本次座谈会由浙江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

会长柯直与浙江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汪迪波分别主持，首先由王礼仁法官解读

其对夫妻债务新司法解释的理解与认识，然后与会

理事与嘉宾围绕“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的确定“、“举

证责任的分配” 、“新司法解释的溯及力”等问题

进行研讨，现根据本次座谈会各嘉宾的发言讨论情

况，将主要问题与观点综述如下： 

一、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的确定 

王礼仁法官认为共同签字仅仅是夫妻共同债

务的一种形式之一。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包括三个

方面，即共同合意之债，家事代理之债，债权人善

意之债。家事代理之债，则是通常所说的夫妻一方

举债。对于夫妻一方负债，应当始终坚持用于家庭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MTA2MzUzNQ==&mid=2247483704&idx=1&sn=10662d7eae0fc67efa6cf80d53d82d41&chksm=fc7f3238cb08bb2ebd6e58d7dc1c4a5191ae51264aed22917ab727959efb1ffa7935aa369f7d&mpshare=1&scene=1&srcid=0123CswChgLiKiyQd458ICK1&key=304caf69ae97dec9863853885ed4194f637e349d7ebcc7ff8187b7a0f7c3692b71bcbd336934f040fb7d2f39f60ededfb8db950e4e091c941f0bbb41ea7384b318520c5dea033e999c1195a0ce2cacf1&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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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为共同债务标准。将来制定民法典时，应

当结合有关法理，在家事代理之债中设立债权人善

意之债。对于一方滥用日常家事代理或越权代理，

在夫妻内部不承担责任，但债权人有理由相信属于

用于家庭需要或夫妻合意的，另一方应当承担连带

责任。这样，可以避免将家事代理之债一律认定为

共同债务。 

有理事建议，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数额的多少可

以参考各地的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的“人均可支

配”的数额，还应结合家庭收入与平常消费的实际

情况。 

二、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有理事表示举证责任不能机械理解与适用，举

债人的配偶也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若机械适用

司法解释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将导致债权人举证

责任过重，宜将主要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举

债人的配偶也应当适当的分配举证责任，如通过银

行流水等证据证明该笔债务并未用于家庭生活来

进行抗辩。 

王礼仁法官表示债权人和债务人应完成基本

的举证责任，举债人配偶对此有不同意见的，也需

举证抗辩。 

大部分专家认为，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不承担任

何的举证责任，那对债权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应该

由债权人、举债人及举债人的配偶三方分担举证，

但由债权人举证为主。 

三、因家庭事务而发生的非共同生活共同经营

之债的认定 

有理事认为非共同经营非用于共同生活的债

务，如个人挥霍产生的债务宜认定为个人债务。若

侵权之债是因为执行家庭事务而导致的，由此产生

的债务在判决时应该是谁侵权谁承担责任，但在执

行时是可以执行配偶的财产，延伸开去，若侵权是

因为生产经营导致的，执行时也是可以执行配偶的

财产。 

有理事提出因家庭需要或经营而产生的侵权

之债，也应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虽不能在判决

书中直接认定，但在执行中可以作为共同被执行人；

但如果是非法行为导致的侵权债务，应该认定为个

人债务，除非有证据证明举债人的配偶有明示同意

其非法行为。 

四、债权人举证的证明程度 

王礼仁法官认为，对债务用途的证明责任不能

仅仅看形式上的借条载明的用途，要审查实际用途。

因为现实中大量存在借条上的用途与实际用途不

一致的情况。实际用途是识别真假债务的“试金石”，

不能直接证明实际用途的，一般是虚假债务或非共

同债务。 

有理事认为若要债权人举证证明借款实际用

到生产经营的哪一项，是对债权人证明责任的不当

加重，债权人应仅需证明当时借款的形式意图即可。 

但这是否意味着只要借条上写明生产经营用，债权

人就有理由相信确实用于生产经营？债权人形式



395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举证和实质举证到何种证明程度需要大家进一步

探讨。 

五、新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 

有理事提出，再审案件应该适用该解释，当前

再审案件的前提只要是错案。本解释效力溯及至

《合同法》生效时之后的一切民间借贷案件。以《合

同法》生效为限的理由是：第一，该司法解释序言

中援引的上位法依据是合同法，因为该解释名义上

是婚姻法解释，但属于合同法的构成范围。第二，

解释第一条的上位法依据是《合同法》中的意思表

示制度，即合同的成立与效力制度；解释第二条的

上位法依据是《合同法》中的表见代理（属于法定

代理）制度；解释第三条解决的是债务加入制度。

上述三条均以合同法为上位法。同时，司法解释在

没有除外规定时，其实体法效力溯及至被解释的上

位法施行之日，即 1999年 10月 1日；如果有除外

规定的，按照特殊规定办理。本解释没有关于不适

用再审案件的除外规定，故其效力可以溯及至合同

法生效之后的且与婚姻家庭财产制度相关的民间

借贷合同法律关系中。 

王礼仁法官认为新司法解释是“新规代旧制”

的形式废除 24条婚姻关系规定规则和举证责任。

即从 1月 18号起，就停止适用 24条的推定规则。

对适用 24条造成的错案，应当区分不同性质进行

纠正。如果是明显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构成要件，

当时简单机械适用 24条强行推定共同债务，则完

全可以适用婚姻法 41条和新司法解释进行纠正。

对于事实或证据认定错误的，应当根据其错误程度，

实事求是处理。有错必究这是基本原则，即使在

24条推定规则修改前，机械适用 24条判决的错案，

再审纠正的也不少。不能说有了新的司法解释，反

而不纠正错案了，这在法律上和逻辑上都讲不通。

24 条的溯及力要和婚姻法 41条结合起来考虑，不

是一个单纯的 24条溯及力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回

归婚姻法 41条法制精神问题。总之，要实事求是，

依法处理，既不能对明显错案不予纠正，也不能认

为凡是 24条适用期间所判决的案件都是错案，一

哄而起，全面否定。 

有理事表示司法解释是对现有法律的解释，司

法解释不属于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

的法律，其生效时间以所解释的法律为准，因此具

有溯及力。 

有理事表示司法解释少见有规定从什么时候

开始施行，大多为仅说明若有冲突以新解释为准，

但此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 1月 18 日施行，关键在

如何理解施行。且拿什么判断是错案，是以事实上

的错误还是法律上的错误来判断？民间借贷虽然

是《合同法》适用范围，但是举债人配偶承担连带

责任是基于《婚姻法》而并非《合同法》的法律规

定，因此新司法解释不具有《合同法》的生效时间

以来的溯及力。 

有理事表示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 1月 18日

施行，关键在如何理解施行。且判断错案的依据和

引发再审的事由都值得商榷。认为已生效裁判均依

据当时适用的法律规范作出裁判，不能武断以新司

法解释即推定其适法错误，建议可从事实认定上作

为引发再审的突破口。以民间借贷属于《合同法》

适用范围来推定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和法律适用属

于合同法范畴的观点，个人无法苟同。概因举债人

配偶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基于婚姻法规范

而并非合同法规范。 

有嘉宾表示，司法解释是法的渊源，审理时需

要引用，但施行之前的案件是不能引用；法院不能

用新司法解释改判再审案件，再审案件是对原来判

决错误的案件进行审理，而不是因为出来新的司法

解释后的认为是错误的案件，所以新司法解释并不

具有溯及力。 

有理事提出，在新司法解释实施后，应区分是

否为审结案件、是否是新立案件和是否是新产生的

债务，从而区分适用新司法解释。 

 

（整理人何明红、王楠、陆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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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礼仁法官最新讲述：“夫妻共同债务”新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等 

原创 2018-01-24 婚姻法学研究会 浙江省婚姻法学研究会 

http://mp.weixin.qq.com/s/xAl-BfM6n6MMt49meY0WUQ http://mp.weixin.qq.com/s/xAl-BfM6n6MMt49meY0WUQ 

王礼仁法官在浙江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主办的“夫妻共同债

务”新司法解释理论与实务座谈会发言 

2018年 1月 21日，由浙江省法学会婚姻法学

研究会主办，杭州市律师协会西湖分会婚姻家庭法

律研究中心、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承办的关于“夫

妻共同债务”新司法解释理论与实务座谈会顺利召

开，此次座谈会特别邀请了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

学研究会理事王礼仁法官到会交流，来自各地的专

家学者、法官、律师等近 40位法律同仁参加了此

次会议。王礼仁法官高度评价了此次座谈会召开的

重要意义，认为可及时贯彻婚姻法新司法解释的精

神，解决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会议中形成的建设性

意见可反映到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对正在

制定的民法典提供参考。 

王礼仁法官此次发言共分四个专题进行讲解，

这里将其主要内容分五个方面摘要介绍如下： 

一、为什么要废除《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 24条（以下简称 24条）？ 

新司法解释施行后，继续肃清 24条的流毒依

然重要。法官内部、律师到理论界依然有支持 24

条的声音存在，如果不了解废除 24条的原因、理

由，则在接受新的司法解释时可能存在障碍，无法

理解新司法解释的真正意思，其存在的缺陷也无法

全面掌握。24 条存在三大错误（以“婚姻关系”

作为债务推定的根据和基础错误；无条件保护债权

人的立法目的和范围错误；24 条的逻辑结构和举

证责任分配错误），判决存在三多现象（当事人申

诉多；检察院抗诉多；法院改判多），给社会造成

了三大伤害（伤害了法院权威；伤害了法院公信力；

伤害了当事人），民愤甚巨，甚至造成社会动荡不

安。如何废止 24条，存在两种路径：一是事实废

除，一是法律废除。事实废除即法官在判决时抛开

24 条的适用。但事实废止存在一定困难，它要求

法官具备相应的法理功底，需要多方论证，因而在

效果上，以直接废止为佳。24 条是中国法制史上

的重大事件，遭到了社会前所未有的质疑，各省高

院对其态度也是原则上适用，事实上审理时用是否

夫妻合意与是否用于家庭需要来进行修正，但这两

个例外与原则上适用相矛盾，挂 24 条卖其他法律。

最高院对 24条的修正也是空前的，共出台了六个

意见，因始终坚持“内外有别论”未能解决夫妻债

务的根本问题。去年出台的两补一通存在一定的积

极意义，强调违法债务和虚假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

但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未能解决夫妻债务的举

证责任问题，破坏了司法解释的规矩，司法解释的

作用是解释法律，解释的内容是法律适用时存在的

争议，解释的目的是统一司法。虚假债务、违法债

务不需要解释，不存在争议，没有强调的必要。通

知要求法官依职权调查，不符合民事改革的浪潮，

走上了法官包揽诉讼的老路，加重了法官的负担和

负面影响。影响 24条废止的理论基础主要有：1、

内外有别论，2、婚后所得财产决定论，3、时间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MTA2MzUzNQ==&mid=2247483708&idx=1&sn=e73eb0ecb1ec3e787f82d4ee6e9b3a96&chksm=fc7f323ccb08bb2a55cdf6a00432de2e4a85a3b9519dd3ceea2edfbb110d4a644f3e017d3295&mpshare=1&scene=1&srcid=01243m3WbCEq3LhhugHAN12E&key=cdd0d222300eca7e3186b7ceed503bd2e1baecae34c0a3b6b7611dc108d5a2bd015c7867463242d67cc0b2c739fa6f966cf668beeeac2f4d0ce94224afa874537c68ae9694c8523ac70a1f7699409ce3&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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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规则论，4、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等十多种观

点。其中最具危害性的是“内外有别论”，它导致

24 条与婚姻法 41条相对立。最有代群众性表性基

础的是婚后所得财产决定论，即婚后所得共同制决

定了婚后债务要共同承担。但婚后所得共同制下的

债务要共同承担必须要此债务与共同财产的形成

存在逻辑联系，该债务要用于创造共同财产，用于

共同生活，与形成共有财产制无关的债务不宜认定

为共同债务。详细内容可见相关文章《24 条属于

国家一级法律错误》、《家事法适用初等研究院判决

书》、《别再编织“夫妻债务第二个筐》等。 

二、新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此次新司法解释的最大亮点是对于夫妻一方

负债的认定标准回归到婚姻法第 41条，彻底废止

了 24条以婚姻关系或财产共有关系的推定规则和

举证责任。新司法解释并未确立夫妻共同债务必须

以共同签字为标准。共同合意（签字）的债务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并不意味共同债务一定要共同签字，

更不是说没有共同签字则不能认定共同债务。对于

一方负债，用于家庭需要才是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

真正标准。新司法解释分四条，第一条是夫妻合意

的债务是共同债务，这在司法实践中不存在争议。

真正有意义的是第 2条和第 3条。第 2条是关于日

常家事代理行为所产生的债务。该条回归了婚姻法

第 41条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标准，这条

彻底颠覆了 24条的规定。第 3条是超越日常家事

代理权所产生的债务。必须坚持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共同生产经营”才能认定共同债务。其中用于

“共同生产经营”产生的债务是共同债务实质上是

共同生活的应有内涵和延伸，因为共同生产经营的

必然要用于共同生活，但司法解释特别列出来，可

以避免司法适用上的歧义。第 4条是关于本解释的

生效时间和效力。其中“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

解释为准”，这一规定宣告了 24条以婚姻关系或共

同财产关系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则废止，不能再

适用了。这是一种特殊的废止形式，用新规代旧制。

新司法解释的最大亮点是彻底纠正了 24条错误，

废止了以婚姻存续关系或共同财产作为推定夫妻

共同债务的规则和举证规则，回归了婚姻法第 41

条标准，对于夫妻一方负债，无论是日常家事借贷，

还是重大借贷，都必须以用于家庭生活为认定共同

债务标准，并由举债人或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这

一规定比较合理，足以避免发生制度性群体错案。 

新司法解释并不是以共同签字作为夫妻共同

债务的认定标准，无论是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第一条

还是其他，均未有此规定。若将共债共签理解错误，

将来有可能发生重大的法律错误。共债共签与共签

共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和原则，二者不可混淆，

第一条实质是共签共债而不是共债共签。共债共签

的意思是共同债务必须要共同签字，没有共同签字

不是共同债务。现行法律和新司法解释并未将共同

签字作为认定共同债务的必要条件。对此我在《共

同签字不是防止虚假夫妻债务的神丹妙药》一文中

认为，科学界定夫妻共同债务与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才是防止虚假债务与违法债务的有效手段，主张用

举证责任替代共同签字。 

可喜的是，新司法解释并未将共同签字作为必

要，而是将用于家庭生活需要作为认定共同债务的

必要条件。与此同时，通过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替代

共同签字的强制性规定，符合婚姻法的精神，若将

共同签字作为共同债务的必要条件，与婚姻法第

41 条相冲突，不符合共同生活的本质。将举证风

险交由举证人自己掌控，具有实用性和灵活性。一

是不影响交易安全和效率，借款真正用于家庭生活

的，可以独立行使；二是可以防止非共同债务，没

有用于家庭生活，举债人或债权人肯定无法证明；

三是可以防止夫妻逃债或不认账。一方负债只要能

够证明用于家庭需要，另一方一般都会认可。即使

不认可，则依法强制其共同承担。若夫妻一方不能

控制另一方的举债用途，签字无意义。 

三、新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 

新司法解释并非是十全十美的，也有部分细节



398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新司法解释可浓缩为：夫妻一

方为家庭生活所负债务或夫妻合意债务，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举债人或债券对于家庭需要或夫妻合意

承担举证责任。新规存在的问题：1.解释第一条理

论基础错误。从目前官方的解读看，认为第一条是

“共债共签”。这个理解并不准确。第一条不是“共

债共签”，而是“共签共债”。整个新规更没有确立

“共债共签”原则。尽管新规根据家事代理权区分

日常借贷与重大借贷的不同认定方法，但这仅仅具

有倡导共同签字的指引作用，并不是“共债共签”。

以第三条大额借贷为例，与其说没有共同签字不是

共同债务，不如说用于家庭共同的生活（经营）的

属于共同债务，只是一个举证责任问题。因而，一

方借贷核心还是看是否用于家事需要，而不是看是

否签字。2.解释第二条未科学合理划分日常家事代

理与个人债务的界限；3.没有合理规范保护善意债

权人的范围，即未区分恶意债权人和善意债权人；

4.条文结构和文字表述有待进一步修改。 

四、新司法解释与 24条的关系问题 

24 条废止的核心是废止婚姻关系或共有关系

推定和不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现有法律足以代替

24 条，且能更加科学的防止夫妻逃避债务。 

1.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共债的认定，可适用婚姻

法第 41条、1993年司法解释以及新规。 

2.夫妻约定财产制之下的债务，可以适用直接

适用婚姻法第 19条，婚姻法解释一的第 18条。24

条关于约定财产制的举证责任实际上是释一的第

18 条的重复，并无新意。 

3.24 条并不具有防止夫妻逃避债务的功能，

防止夫妻逃债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5条的功能，

还有合同法 74条等相应规定。更为重要的是，24

条是关于债权人诉讼夫妻债务的规定，除非债权人

认可夫妻意见，否则，只能由法院依法判决，夫妻

没有协议逃债的可能。因而，24 条防止夫妻恶意

逃债的立法初衷并不存在。彻底抛弃适用 24条，

既有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可以替代，也不会影响保

护善意债权人合法利益。  

五、关于夫妻债务法律体系的构建问题 

夫妻债务法律体系的构建问题是一个宏大的

系统工程。总体来说，夫妻债务制度的构建，应当

秉承四个基本原则，即符合婚姻本质原则；衡平保

护交易安全和婚姻安全原则；方便适用原则；突出

重点，科学合理原则。夫妻债务规则内容设计，应

当统筹规划，相互照应，形成科学完备的“四横三

纵两类一轴“制度体系，即夫妻债务规则应当统摄

四大横向要素与三大纵向要素、兼顾两类不同性质

的债务，突出划分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界限主

轴。    

 这里仅就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和构成要件简

单讲一下。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包括三个方面：即

夫妻合意之债，家事代理之债，债权人善意之债。

合意举债一般并无争议。夫妻共同债务的难点和重

点在于一方负债的共同责任与个人责任划分以及

保护债权人的合理范围。 

夫妻一方负债的法律基础是家事代理权。家事

代理权的内涵和本质要求就是一方负债必须用于

家事需要。否则，不是家事代理。因而，对于一方

负债来讲，“用于家事需要的债务”是家事代理的

典型形态；“债权人善意之债”是债权人基于夫妻

具有家事代理权而产生的合理信赖，是家事代理的

延伸形态。婚姻法婚姻法 41条是家事代理在夫妻

债务制度上的体现，判断夫妻一方负债必须始终坚

持婚姻法 41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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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遗嘱需谨慎 签字摁手印也不够！ 

2018-01-27 人民法院报  梁峰 韦林汕 

http://mp.weixin.qq.com/s/figvU89jAUZeO0FQR8A2Bw 

随着人们法治意识的逐渐提高和电脑的广泛

普及，经电脑打印的遗嘱形态渐渐增多。即遗嘱的

正文由电脑打印，落款签上立遗嘱人的名字，再摁

上手印。然而，这样的一份遗嘱在法律面前真的具

有合法效力吗？ 

近日，广西柳州市家事少年案件审理中心对一

起打印遗嘱继承纠纷案件进行了审理，并最终判定

此份打印遗嘱无效。这一裁判结果，再次提示大家：

打印遗嘱风险大，遗嘱还应书写为宜。 

◆离婚后叔叔收养侄子为子 患病后由侄女照顾 

被继承人莫民甲是莫美乙、莫志丙两姐弟的叔

叔。1990 年，莫民甲与前妻李梅离婚后，收养了

其兄弟莫军丁的儿字莫志丙作为养子一起生活。

2009-2012 年期间，莫民甲因身体状况不大好，便

随着莫美乙一起生活，受其照顾。2012 年年底，

莫民甲名下的回迁安置房盖好后，莫民甲搬进了新

房，独自生活直至离世。2017 年 1 月，莫民甲因

病去世，莫美乙、莫志丙共同为其办理了后事。 

◆继承惹纠纷： 侄女手中的“打印”遗嘱  

V.S 侄子诉求的依法继承 

处理好了叔叔的后事，莫美乙、莫志丙双方却

在继承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焦点即在于侄女手中的

一份打印遗嘱。继承开始后，侄女莫美乙拿出了莫

民甲身前留下的一份打印遗嘱，说是自己在照顾叔

叔期间，叔叔留下的，叔叔希望百年之后其名下遗

产按遗嘱记叙的内容分配，叔叔还在遗嘱上签名并

摁有手印，且有两位见证人同时见证，是合法有效

的，因此她认为继承应该按遗嘱记叙内容进行。 

而养子莫志丙则表示，其从未听养父提过留有

遗嘱的事，矢口否认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并坚持要

求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分配遗产。 

最终，姐弟两协商不下，莫美乙起诉到了法院，

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打印遗嘱法律效力，并按遗嘱记

叙内容分割遗产。 

◆证人举证：到场时遗嘱已经形成 并未见证确立

过程 

莫美乙称，叔叔的遗嘱是在蒋某、廖某两位的

见证下确立的，合法有效。法院经审理查明，蒋某

与廖某系夫妻关系，妻子廖某与莫美乙是工友关系，

丈夫蒋某也是通过工友关系认识莫美乙的，蒋某与

廖某均表示，莫民甲在莫美乙陪同下找到自己时，

遗嘱已经写好了，两证人都不知道遗嘱为何人书写

并打印出来的，也没有认真看过遗嘱记叙的具体内

容，只是按照莫民甲的要求帮做个见证，在遗嘱上

签了各自的姓名，并摁了手印。 

◆法院判定：此份打印遗嘱无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莫美乙提交的遗嘱为打

印件，并非被继承人莫民甲亲笔书写，且被继承人

在落款时已是 73 岁的高龄老人，理应在操作电脑

打印文件方面与青壮年有别，但却无证据证明该遗

嘱是由被继承人亲自打印的，因此无法认定该遗嘱

为自书遗嘱。另外，经质证遗嘱见证人均称该遗嘱

并非由其代书或代为打印，均未见证遗嘱形成的过

程，故该遗嘱也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七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

十条规定，判决遗嘱无效，驳回原告莫美乙全部诉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Q0Njc5OQ==&mid=2828023633&idx=1&sn=91c50a6b8d54b72d816d1baba99e503e&chksm=b2e107f185968ee73e8a3009682f5473cd824e5f92ea4b4dd3b614a7d9280cc265deffbad7b9&mpshare=1&scene=1&srcid=0127OXr9DVkEZOXDQ3eCD2np&key=cf5e006f4a3611a3e849d01504bc118ec891e3f9991ee06d7c7a65cc6110eb8225fd7b06014b3bdcc4f11c8adf2a06893b799f63321060a617f06eddedb98ef698d683be5442a66c531147cd48e58c2a&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GQpEUbwkBJ%2FTM3mtRE8S%2Bfv4nCdXeiwxbD8tHRotEHzvCSUhTU4ZqRTcN5olWwYI&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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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请求。 

Tips 

怎样立遗嘱才合法有效？ 

法官介绍，遗嘱是自然人处理其合法财产及其

他身后事宜的重要文件，对立遗嘱人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从法律上严格规定遗嘱形式，有利于保证

立遗嘱人是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订立的遗嘱，而非

受胁迫或欺骗所为。因此，法律明确了自书遗嘱必

须由立遗嘱人亲笔书写，代书遗嘱必须有两个或两

个见证人在场等各种规定。 

而打印遗嘱是一种由电脑文档经打印机而成

的纸质文件，在撰写遗嘱电脑文档过程中，如若非

立遗嘱人亲自操作，则会导致遗嘱有可能出现删改、

编造等损害立遗嘱人权利的情形，所以在证明打印

遗嘱效力时，需要附加更多能证明“遗嘱是由立遗

嘱人亲自打印”的证据，才能证明打印遗嘱的效力

是否合法。 

同时，我国法律规定的各类遗嘱其形式要件各

有不同。 

遗嘱有效的形式要件，是指遗嘱的形式和法律

的规定，遗嘱的形式若不符合法律的要求，也就不

能有效。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分别对

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

遗嘱等遗嘱形式的合法要件作出了规定。我国《继

承法》第十七条规定： 

1、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 

2、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

年、月、日。 

3、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

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4、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

证人在场见证。 

5、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

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

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

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另外，我国《继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１日）还对代书遗嘱见证人合

法资格作了明确规定。《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

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

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

（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最

高法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意见》第 36 条规定，

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

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

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 

当前，我国《继承法》尚未对打印遗嘱作出明

确规定，在实际司法过程中，很多案件中的打印遗

嘱因缺失齐备的合法要件均无法认定为自书遗嘱

或代书遗嘱，因此希望大家以本案为例，在立遗嘱

时，务必依照法律规定进行，避免遗嘱效力被否定，

而引发家庭成员之间不必要的矛盾和纠葛。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朋友圈控诉生父却被告上法庭 

还有多少父母真的把养娃当做“养蛙”？ 

2018-01-27 南京法院 

http://mp.weixin.qq.com/s/QVZ8hn1fiFyw0ZZU9N-rRg 

2017 年 8 月 8 日下午，天空骄阳似火，地上 热浪滚滚，放暑假在家的姐姐孙小琪和弟弟田超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UzNzgwOA==&mid=2651279667&idx=1&sn=f1e9c9be477815f1e1efb68e40de206c&chksm=8b4e2eccbc39a7dae98e1c2e0145173026d1bf4b783b2c98239d8a2fba8497daf67ad7ed75c8&mpshare=1&scene=1&srcid=0127nb47Ji05AqemrgqrEXMl&key=cf5e006f4a3611a3a4843b4d8f953a7dda41cc1d105a7a15c96919250ec588e253ac0fba89eb5f3326541af4cc2e3da407101d13483b0a0793d6987c2b6fdc6aba89b2c918e52e8b4956272ff650be2d&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GQpEUbwkBJ%2FTM3mtRE8S%2Bfv4nCdXeiwxbD8tHRotEHzvCSUhTU4ZqRTcN5olWwYI&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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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机相互拍了两人脖子上挂募捐箱的照片，并配

上“父亲不给学费、儿女没钱上学、要求大家捐

助”的文字说明，于当晚发在生母孙莫云的微信

朋友圈里，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孩子的父亲一口咬

定是前妻孙莫云所为，一怒之下联手现任妻子将前

妻告上法庭。 

那么，两个孩子究竟是受母亲指使还是自发行

为？父亲和儿女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矛盾？ 

 父母再婚 亲子关系一团糟  

1998 年初，在江苏省沭阳县东北乡做木材生

意的田雄光看上了在本乡街上做服装生意的孙莫

云，两人一来二去渐渐熟悉，由相知到相爱，于当

年秋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夫妻二人非常恩爱，1999年生下女儿，

2001 年又添了儿子，儿女双全，家庭和和美美，

让村里人十分羡慕。 

大女儿跟母亲姓孙，取名孙小琪，小儿子跟父

亲姓田，取名田超宇。为了照顾孩子，孙莫云辞去

工作当全职主妇。田雄光做生意四处奔波，每年待

在家里的时间并不多，孙莫云索性带着两个孩子在

娘家生活。女儿孙小琪比较懂事，很小就能帮着母

亲照看弟弟田超宇，姐弟俩的感情很好。 

由于常年抚养孩子操持家务十分辛苦，再加上

平时无意打扮，孙莫云失去了昔日美丽的光彩，而

田雄光在外边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挣了不少钱。 

后来，田雄光看上了在邻乡街上开淘宝店的年

轻漂亮姑娘尚丽丽，便不顾一切地展开追求。尚丽

丽知道田雄光已有家室，刚开始不同意，但在田雄

光的甜言蜜语和小恩小惠的“攻势”中乱了方寸，

最终投入了田雄光的怀抱。 

2014年春节过后，为了兑现向尚丽丽的承诺，

田雄光回家向妻子摊牌，要求离婚。孙莫云起初死

活不同意，并让两个孩子哀求爸爸别离开他们。无

奈田雄光态度坚决，毫无挽回余地，最终孙莫云只

好妥协，两人于当年夏天到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协

议离婚手续。 

心中有愧的田雄光放弃向孙莫云主张子女的

抚养费，所有费用均由田雄光一人承担。两人平分

了财产，孙莫云今后的生活也有了一定的保障，但

因没有工作缺乏经济能力，孙莫云愿意让两个孩子

都由田雄光抚养。 

离婚后，孙莫云先是四处打工重新适应社会，

随后自己做起了微商，由于产品口碑不错，收入渐

渐增加，并因此结识了不少朋友。 

负责抚养孩子的田雄光并不善于和孩子沟通，

孙小琪和母亲关系亲近，对父亲十分不满，而年龄

更小的田超宇一切都听姐姐的，也认为离婚全是父

亲的错。特别是田雄光再婚后，姐弟俩时常给继母

“捣乱”，让田雄光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就把两个

孩子送到祖父母那里。 

跟随爷爷奶奶生活，两个孩子越发觉得自己被

抛弃了。好在孙莫云惦念孩子，经常来探望，或者

把孩子接到娘家住几天，让他们感受到母爱。随着

年龄的增长，孙小琪和母亲无话不谈。孙莫云忙的

时候，会让女儿帮忙登录自己微信处理生意上的事

宜。 

田超宇的学习成绩不好，每学期和姐姐一起向

父亲要学费时，父亲总要批评他学习不努力，抱怨

白白交了学费，有时还会口不择言，让他“别上学

了，不如上马路上要饭”……田超宇渐渐进入青春

叛逆期，越来越难以忍受父亲的嘲讽和数落。而这

一切在孙小琪看来，都是父亲在故意刁难。 

从姐弟俩先后上高中开始，每次要学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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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弟俩都难免和父亲发生冲突。虽然没有亲自抚养

孩子，但田雄光每月给孩子的生活费都不低，探望

孩子时也会买礼物，每年花在两个孩子身上的钱不

少于 15万元。他始终想不明白，他对孩子那么好，

孩子咋就不领情呢？ 

 朋友圈里惊现“声讨”照片  

2017 年 8 月，又到了姐弟俩向父亲要学费的

时候。孙小琪已经考上大学，而田超宇高考落榜要

复读一年。对于儿子连最普通的大学都没有考上，

田雄光十分不满，再加上看到儿子对他不尊重，他

本来只想批评几句，结果“高坡放驴难止步”，越

说越激动，直言儿子成绩太差，“烂泥巴糊不上墙”

“窝囊废”，以后再不给学费了，并撵儿子“滚”，

不要再找他了，口称“眼不见心不烦。” 

这一次，已经长得比父亲还高的田超宇，再也

无法忍受父亲的责骂，长期积聚在心头的怨恨瞬间

爆发，指责父亲从来不管自己的死活。见儿子竟然

敢顶撞自己，田雄光怒不可遏，抬手给了儿子一巴

掌，父子俩随即打了起来。孙小琪劝住了两人，她

认为错在父亲，带着弟弟愤怒地离开。回到家，孙

小琪看到弟弟身上有了瘀青，又生气又伤心，姐弟

俩一起痛骂父亲，还是觉得不解恨，于是想出了一

个报复的主意。 

2017 年 8 月 8 日下午，姐弟俩找来两个小纸

箱，在纸箱上写上“捐款上学”几个大字，然后挂

在脖子上，穿上又旧又脏的衣服，在路口拍了两张

看起来很凄凉的合影。 

孙小琪登录母亲的微信，把这张图片和父亲、

继母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写明父亲和继母的姓名，

声称父亲再婚后不管姐弟俩的学费，希望大家捐款

帮助他们上学。为了羞辱父亲，她不仅用了“无良

父亲”“黑心继母”等字眼，还写了姐弟俩受到父

亲的虐待和殴打，吃不饱穿不暖…… 

 在孙莫云的微信朋友圈里，不仅有许多因为

做微商认识的当地朋友，还有田雄光及其家里的许

多亲友。田雄光很快看到了这条“声讨”信息，他

立即打电话给孙莫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孙莫

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和田雄光发生了激烈的争

吵，但等弄明白之后，当即登录微信删除了信息。 

即便这条信息当天就删除了，田雄光和妻子尚

丽丽的生活还是受到了影响。当天晚上，田雄光和

尚丽丽的亲戚朋友纷纷来电话和发信息询问情况，

有的指责他们不该虐待孩子，有的要替他们交孩子

的学费和生活费，也有的劝他们主动找孩子沟通谈

心，尽早消除父母子女间的隔阂。第二天，田雄光

远在常州的亲戚打来电话，询问他和孩子发生了什

么事。他的妻子在小区遛弯时遇到邻居，邻居也提

起了这件事。尽管她再三解释是孩子“捣乱”，但

从邻居的眼神看，似乎认定她是“黑心继母”，让

她十分苦恼。 

 名誉受损 怒向前妻讨说法  

自打“募捐消息”传开后，田雄光夫妻虽然百

般解释，但还是遭到不少人的奚落和冷眼，尚丽丽

一个劲地数落丈夫：“你与孩子发生矛盾让我也跟

着倒霉，咱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太丢人了。”

田雄光在妻子的唠叨中自感苦不堪言，急忙在自己

的朋友圈发微信声明：“昨天在孙莫云微信上所发

关于本人不管两个小孩上学事情的图片和文章，是

极不符合事实的言论，本人于昨天晚上已报警，并

且发帖人已经受到公安机关的批评，删除所发内容，

希望朋友圈各位不要以讹传讹，以免造成误解。”

田雄光接着又进一步解释：前段时间自己与亲戚接

了几条路的小工程，孙莫云知道后认为自己有钱不

给孩子花，故意指使孩子发帖侮辱自己，大家千万

莫要相信谣言。最后，田雄光请求朋友转发该条信

息，帮助自己消除杂音，挽回不良影响。 

 事后，田雄光越想越感到窝囊，想想这些年

来，虽然孩子由自己抚养，但孩子越长大和自己的

关系越紧张，反而和前妻的关系日益亲昵。田雄光

联想到那条“声讨”微信的语气和用词，越琢磨越

觉得不是孩子编写的，认为这很可能是前妻指使，

否则也不会发布在前妻的朋友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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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田雄光和妻子尚丽丽把孩子的生母孙莫

云告上法庭，诉称：2017 年 8 月 8 日晚，被告在

微信朋友圈发布照片，让两个子女脖子上挂募捐箱，

配文字“田雄光、尚丽丽儿女没有钱上学，殴打儿

女不给学费！！”并配两原告照片，还请求其朋友圈、

微信好友积极转发。此举对原告二人的名誉造成重

大侵害，导致邻居、亲朋对原告用异样的眼光看待，

使原告生活在流言蜚语之中，倍感痛苦。请求判令

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

精神抚慰金 2万元。 

被告孙莫云辩称：有关照片、文字是他人通过

我的微信号发的。因两个孩子向父亲要学费，父亲

不给，还关门打他们，孩子只是想发朋友圈气气他。

我当时在南通做生意，看到后当天就把该条朋友圈

微信删除了。我没有错，不同意道歉，也不同意赔

偿。 

 孩子作证 发朋友圈与母亲无关  

原告田雄光、尚丽丽与被告孙莫云对簿公堂，

双方据理力争，互不相让。主审法官沈小芹从接到

起诉开始就一直做双方的调解工作，缓和双方的矛

盾，试图通过调解，让双方握手言和。 

根据原告陈述，被告答辩，双方的争议焦点为：

二原告主张被告捏造虚假事实，称二原告虐待子女

是否属实；被告朋友圈的涉案信息是否由被告本人

所发。 

被告孙莫云在法庭这样陈述：“孩子发我微信

朋友圈的当天，我本人并不在当地，中午女儿给我

打电话，说姐弟俩与父亲发生口角，父亲还动手打

他们，我当时劝他们不要惹父亲生气。晚上发现他

们发的微信朋友圈后，我打电话把女儿骂了一顿，

立即删除了该条朋友圈。” 

姐弟俩也来到法庭，承认整件事是他们一手策

划的，与母亲孙莫云没有任何关系。证人孙小琪说，

微信号虽然是母亲孙莫云的，但该朋友圈是自己通

过母亲的微信号所发的，并称自己与母亲亲近，母

亲手机密码和微信密码自己全知道。 

法官问她：“你和你弟弟脖子上挂募捐箱有无

别人参与？”孙小琪答：“没有，箱子是家里的，

‘捐款上学’四个字是我写的，图也是我自己做的。” 

 孙小琪还说：“朋友圈是我发的，他们这个起

诉没有意义，我发朋友圈是我父亲逼的。我上高中

时，每次打电话，他都不接，要钱，都是我爷爷出

面才给钱。”“父母离婚三年后，我父亲从来没有回

过家，把尚丽丽的头像发上是因为他们现在是夫妻。

我去尚丽丽的店里，她就赶我出来，且我父亲对我

说，如果我不听话他可以让我上不了学，让我死都

没地死。我发该条微信只是想发朋友圈气气他。” 

当主审法官问她自己有无微信，为何没用自己

微信发时，她说自己的朋友圈都是同学，她不想让

同学知道这件事情。 

为了证明该条微信确实是自己发的，孙小琪还

用自己的手机当庭又演示了一遍发微信朋友圈的

操作过程。 

弟弟田超宇也出庭作证，说自己抱募捐箱的照

片是姐姐用手机拍的，姐姐的照片是他用手机拍的。

父亲当天不给钱还骂他们，打他们，让他们收拾东

西赶快走人，被逼之下，姐姐才这样做的。 

 精心调解 互谅互让息干戈  

案情并不复杂，不过是姐弟俩的一个恶作剧。

然而，朋友圈毕竟是公开场合，姐弟俩虽然都还在

上学，但从法律上来说，姐姐是年满 18岁的成年

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一定要追究

的话，孙小琪擅自登录母亲的微信，侵犯了母亲的

权益，她和弟弟编造的内容又伤害了父亲，侵犯了

父亲和继母的权益。 

可对于这个离异的家庭来说，从法律上分清对

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于是，主审法官沈

小芹围绕亲情进行了调解。法官认为，虽然孙莫云

不是始作俑者，但她明知女儿可以使用其微信，却

没有教育女儿在微信群发布信息的注意事项，负有

一定的责任。从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考虑，孙莫

云应该给孩子树立一个“做错事要承担责任”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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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另一方面，法官也告诉田雄光，他因为孩子犯

的错追究前妻的责任，难以获得法律支持，也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他和孩子之间存在已久的问题。此外，

法官还努力劝说对父亲颇有怨言的姐弟俩，尽管弟

弟的态度暂时还没有变化，但相对成熟的姐姐明显

意识到了错误，对引起父母纠纷表示懊悔。 

10月 28日，在庭审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

了调解协议。孙莫云在法庭上为没有管理好自己的

微信、没有提醒女儿合理使用的过失，向田雄光夫

妇表示了歉意。田雄光夫妇接受道歉，并放弃了公

开道歉和索要精神抚慰金的要求。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案后余思  

本案主审法官、沭阳县人民法院华冲人民法庭

审判员沈小芹说，这对已经离异多年的夫妻，在打

官司时比较平静，都懂得要依法提交证据、提出各

自的要求、维护权益，反而是两个孩子比较激动。 

姐姐解释发布“声讨”信息的原因，讲了许多

历年来去父亲那里拿学费受到的委屈，还提出她曾

经向报社曝光过父亲但没有刊登等情况；弟弟在法

庭上脱去上衣，给双方律师和法官看他身上的瘀青，

小伙子个头已经很高了，但哭起来还像孩子。 

父母离婚时他们还小，父母没有征求他们的意

见，更没有帮助他们适应父母离婚的状态，所以多

年来，他们始终没有走出被父母抛弃的阴影。特别

是父亲再婚，给予他们生活保障却缺乏感情沟通，

他们自然就会疏远父亲。 

一般情况下，男孩的青春叛逆期比女孩表现激

烈，激化了一直存在的矛盾。离婚带给孩子的心理

冲击和持续时间往往超过父母的预期。父母在离婚

时应该给孩子一个交代，至少要让孩子明白父母离

婚并不会影响对孩子的爱，也不要互相贬低或给孩

子灌输对另一方的怨恨。没有人生来就会做父母，

选择离婚的父母，应该多了解孩子的心理状况，

帮助孩子理解、接受家庭解体的情况。父母都是

爱孩子的，只是有时表达方式欠妥，特别是对处

于青春叛逆期的孩子，父母应该给予他们更多尊

重，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同时，家长也应对孩

子进行一些遵纪守法的思想教育。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来源：人民法院报 

一位前基层法院院长眼里的夫妻债务新规 

2018-01-30 民事法律参考  刘希平 

http://mp.weixin.qq.com/s/wYFSLPb2DPG0ptV4jeGi-A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刘希平  

来源：法治周末 

1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

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就当前司法实践中争议较

大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该《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作出界定，不

仅规定了“共债共签”，还规定债权人对夫妻一方

个人举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应

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 

1 月 18 日，该《解释》生效的当天，湖南省

宁乡市人民法院就适用该司法解释，依法审结了一

起涉夫妻债务纠纷的案件，法院当庭宣判林某对其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IxNTQzNQ==&mid=2652437345&idx=1&sn=404f6bf0962075451c3dd86c2c624af2&chksm=8406c885b37141939a7ad546c295a88d2854c7b86ca4a7b599f2562b667cb8e988f79a185ade&mpshare=1&scene=1&srcid=0130yEu1zmbjlagjtFFEShhT&key=cf5e006f4a3611a3102cb313c3904da07ae1f0489714fd74586381a476efea08f1218c94ecfcc1801bfcd300872a7157192a5fb23689c5b3ef3b6a4d23f89003c6a694752efcb3be34a2faade33e3eaf&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7Yav%2FmzRJ8PA2BvqU4y6VK2xFXcApl5mNFSWH2FrM9FDvi4BI86TjoMTzf6x9fN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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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妻周某超出日常生活所负债务不承担责任。 

马贤兴，现任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此前，马贤兴曾担任过宁乡县法院和天心

区法院院长。在法院任职期间，他曾处理了一批涉

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多年来，他也一直建议修正

原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以下简称 24条)。 

那么，作为一位前法院院长，马贤兴又是如何

看待《解释》对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新规呢？1月 19

日，法治周末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共债共签”的适用范围  

法治周末：该《解释》明确规定，夫妻双方

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

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该规定

确立了“共债共签”这一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的

基本规则，你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马贤兴：最高人民法院重新确立了夫妻共同债

务的认定标准，为正确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提供

了合理的裁判规则和明晰的裁判方法。《解释》既

保护了债权，又规范了债权，还避免了不知情配偶

的“被负债”，也堵塞了一个大漏洞——虚假债务、

违法债务和不合理债务的产生。 

法治周末：如何理解新司法解释中的共同债

务？ 

马贤兴：我认为一部分是指共签或事后追认

的债务。第二部分是家事代理权限形成的个人签署

债务，家事代理就是家庭日常紧急情况下必要的债

务。在家事代理范围内以个人名义举债不要求共签。

第三部分是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其他大额债务是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的。 

什么是用于家庭紧急情况下的开支？我认为

应根据当时当地的生活水准、物价水平来判断。以

长沙地区为例，比如夫妻一方出差，小孩上学需要

学费，或者家庭成员中有人生病需要医药费，须找

他人借钱，此类情况下必要的紧急开支，不需要夫

妻双方共同签字。但如果是以买一套房子、买一辆

车为由找他人借钱，虽然用于共同生活，但不属于

日常生活必要开支，而且动辄需要数十、数百万元，

这种情况举债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的。 

至于夫妻两人共同参与生产经营管理，且被大

家众所周知，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的，这种情况的借

款可以认定为夫妻双方共同债务。 

实际中还存在一种情况，夫妻双方对一笔大额

债务共同签字，但是所借款项并没有用于夫妻双方

共同生活。这种情况的债务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双方既然共同签了字，两人也是知情的。这个

知情权很重要，有了知情权，夫妻双方对债务的用

途和风险防范就应该尽管控、监督责任，举债也会

更谨慎。 

 举证责任回归常识常理  

法治周末：有观点认为，《解释》最大的亮点

在于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和举证责任具有

颠覆性规定，你怎么看？ 

马贤兴：原来只要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借了钱，不管是分居还是感情破裂，另一方都需

要共同还钱。甚至出现一些极端情况，夫妻两人离

婚后，其中一方为了夺得财产，和别人串通伪造借

据，将欠条签订日期写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然后，

依据 24条直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知情配偶

需共同承担债务。现在新的规定实行共债共签，你

签了字就得认账，事后追认的也要认账。 

如果债务人的配偶事先不知情，原来是要不知

情配偶来举证，《解释》出台后由债权人举证，将

有效杜绝违法债务、虚假债务和不合理不正当债务

的产生，解放一大批没有参与债务合同订立的不知

情配偶，让他们从不公正、不合理的“被负债”中

走出来。 

《解释》赋予债权人适当的注意义务，既是债

权人对自己出借资金的安全负责，也是对他人的家

庭和社会负责的应有之义。《解释》有利于减少不

必要的纠纷，真正维护民间借贷交易秩序和道德伦

理秩序。《解释》不仅让举证责任分配回归常理，

也是坚持合同相对性这一最基本的民法原则。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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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来说，债权人拥有必要的注意义务，是对自己

负责，对自己的债权安全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 

 架空债权的情况可以杜绝  

法治周末：有人认为，这个新的解释不再实

行简单推定，夫妻双方串通转移财产，架空债权

的情况无法杜绝？ 

马贤兴：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从债的订

立一开始就要求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夫妻事后转移

财产的情况就杜绝了。既然共同签了字，就得共同

负责到底。所以，原来 24条所谓保护债权是不成

立的。 

打个比方说，民间俗语说得好：“莫打死了狗

再来讲狗价”，也就是在放债之前，就要讲清楚，

这是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是共同债务，就得

共同签字。从法理上说叫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从

老百姓普遍认知的道理讲，即谁签字找谁要，“讲

好价再打狗”。这也就是规范交易行为，规范债权，

建立源头思维，避免事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不会动摇婚姻家庭共同财产制  

法治周末：现在学界有观点认为，我国实行

婚姻家庭共同财产制，须有共同债务制相匹配。

《解释》对夫妻个人名义债务以“认定为个人债

务为原则，认定为共同债务为例外”，是否会动摇

我国婚姻家庭共同财产制？ 

马贤兴：我觉得这个问题认识有误区。共同

财产制与共同债务制是从整体上说的一种制度，但

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或等同关系。夫妻从事生产经

营，创造财富，形成共同财产。但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大额举债，这是家庭重大事项，夫妻享有知情

权、平等处理权。经过合意，形成的债务当然是共

同债务，还是实行共同债务制。家事代理范围内形

成的个人债务，是共同债务；超出家事代理范围个

人名义举债有证据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

生产经营，也属于共同债务。 

《解释》确立的规则，没有否定共同债务制。

只是不能像 24条那样实行强制推定，只要是婚姻

存续期间形成的任何个人名义债务，一律推定为共

同债务，这是违背法理和情理的。 

法治周末：有人说，夫妻一方在外举债赚了

钱，配偶就享受；亏损了，配偶你就不担责，这

样公平吗？ 

马贤兴：我认为这又是一个认识误区。夫妻一

方擅自举债，赚了钱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你擅自

举债，配偶不知情，没有参与经营，无法监管和控

制风险，要不知情配偶承担责任，才不公平。所谓

风险共担，是指经过共同合意共同举债，造成亏损，

此时夫妻要共同担责。 

任何人可以无由享受权利，包括接受赠予。但

不能无由承担义务和责任。义务和责任的承担必须

是基于法定或约定。约定就是经过了协议、协商、

签订合同。现代家庭决不同于封建社会，夫妻享有

独立人格，以一个独立的社会成员。决不能因为一

纸婚书，就捆绑成一体。 

夫妻各自创造的收益理所当然为夫妻共同所

有，但夫妻一方擅自举债非用于共同生活或共同生

产经营形成的亏损，当然只能由个人承担。否则，

婚姻法确立的夫妻平等权这个基本原则就会落空。 

章恒筑、楼颖：论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时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之适用 | 民商辛说 

2018-01-30 天同诉讼圈  章恒筑 楼颖 

http://mp.weixin.qq.com/s/e3d8lsOyFpdZBtj_IlfEGw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A3NDc5MA==&mid=2654700281&idx=1&sn=77f78aa3ae8684461e91f917d073a9fc&chksm=bd21e6b08a566fa6098756b65e6c05e5c963fd5c58dbaf031b17fcc59ad279bb3de20a609bcb&mpshare=1&scene=1&srcid=01302u96IrnXK6sNRYn8GWt8&key=cf5e006f4a3611a3847b5e77c2db7644b56b0a42dbd5d0d4659d25a4763f33d0741e7fd1225a3521f1bf612c924c62757055049ff918b072d904373d8185024172c6613b5cb858dd9eac2cdb93f71201&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7Yav%2FmzRJ8PA2BvqU4y6VK2xFXcApl5mNFSWH2FrM9FDvi4BI86TjoMTzf6x9fN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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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正郁按：2009 年 9 月，浙江高院下发《关

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其第 19条就相关案件中涉及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

作出与最高法院新近出台司法解释方向一致的指

引。裁判思路更多取决于裁判者的学术思考和实践

观察。7年前，浙江高院民二庭时任庭长章恒筑法

官和楼颖法官所作专文，是为明证。 

规则常以刚性示人，往往看似受到单极价值取

向驱动，但既为抽象安排，必天然嵌入某种理性，

持中守衡当以为显，择重孤行当以为戒。为避免“倾

向”异化为片面，就应深挖其隐性要素，以有效增

加制衡因子。藉由体系和目的解释，反思“24条”

夫妻共债推定规则的适用前提，显为《意见》第

19 条所不可或缺。 

社会生活无限丰富且不断变化，立足既有立法

框架和理论供给，新司法解释规制目的的准确理解、

规范功能的有效发挥，很大程度取决于裁判机关执

行改弦更张之“单一规则”的考量维度和深度，就

此而言，本文的重要启示则是，需要我们倍加慎思

的不仅不会减少，相反只能更多。 

注：本文发表于《浙江审判》2011年第 5期 

近年来，我省民间金融市场呈现出企业深度介

入民间借贷、虚假诉讼问题突出、赌债债务人逃逸

后无过错的亲属被起诉要求承担责任等新特点和

新问题。在此背景下，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

和其他司法解释的相关精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 2009 年 9月出台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

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以规范我省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针对案件审

理中常遇到的“当夫或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向外举债

时，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一方个人债务”的

问题，《指导意见》第十九条区分两种不同情形，

确立了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

举债的债务认定规则。 

《指导意见》下发施行后，一些基层法院的法

官对应当如何把握《指导意见》第十九条和婚姻法

相关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及应当选择何种夫妻

共同债务认定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还存在一定程

度的困惑，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反馈意见。为此，

本文将就我国婚姻立法框架下对夫妻共同债务的

认定规则进行探讨，并从制度溯源、学理论证、司

法价值取向等角度对《指导意见》第十九条加以解

读，以期与全省民商事法官展开更进一步的交流与

商榷。 

一、 夫妻共同债务直接推定规则的适用困境 

我国目前涉及到如何认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

义对外举债性质的法律规范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

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的第二十四条：“债权

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

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

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

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

定情形的除外。”许多学者和法官认为，该司法解

释设定了一种推定规则，即除了但书规定的两种情

形外，把夫或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均推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在《婚姻法解释（二）》颁布

之前，我国在立法与实践中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一直以债务目的作为判断标准，“为夫妻共同生活

所负”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核心特征。[1] 故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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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则突破了原

有的“目的论”认定规则，而将夫妻绑在一起作为

多数情况下单方以个人名义对外举债的履行担保，

并将这种直接推定规则称之为“名义论”。[2]这一

所谓的从“目的论”到“名义论”的立法变化在审

判实践层面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目前许多法院在

审理涉夫妻共同债务案件中一般采取以下认定规

则：（1）以推定夫妻共同债务为原则，以认定个人

债务为例外，这里的例外只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债

权人明知夫妻内部有约定，二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

间明确约定了个人债务；（2）债务人（夫、妻一方

或双方）对认定为个人债务的例外情形承担证明责

任。上述处理规则已经成为诸多法院的通行做法，

夫妻共同债务直接推定规则在许多法官的审判思

维定式中已然根深蒂固。由于夫妻一方能够举证证

明两种例外情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可以说

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的夫妻以一方名义所负的债务

都是被当作夫妻共同债务来认定、并由夫妻双方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的。 

夫妻共同债务直接推定规则的初衷在于最大

程度地保护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防止夫妻串通

恶意逃避债务，以至削弱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可能性。

但随着审判实务的深入，这一推定规则受到了愈来

愈多的质疑。一方面，对所有情形不加区分而一律

简单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忽视了夫或妻一方以独

立主体资格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情形。在越来越强

调夫妻人格独立的今天，夫妻在身份及财产上的

“对外连带性”正逐渐弱化，过多的连带责任无疑

与时代潮流和立法趋势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在社

会生活中固然存在着大量的夫妻串通损害第三人

债权的现象，但是夫妻一方擅自举债损害配偶利益

的现象同样严重，推定规则牺牲夫妻一方利益而片

面保护债权人，有矫枉过正之嫌。以浙江省为例，

虚假民间借贷案件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离婚诉

讼前或离婚诉讼中，夫或妻为了达到多分财产的目

的，和他人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并由虚假债权人起

诉夫妻一方或双方。[3] 在夫妻共同债务直接推定

规则之下，债权人甚至可以连是否知道举债方有无

结婚都不需考虑，只凭借当事人的婚姻关系这一身

份因素就可向负债人的配偶主张连带责任，这样看

来，合法的婚姻关系所要承担的风险竟远远大于同

居关系，无怪乎有人评论这会导致“婚姻风险不亚

于商业风险”。[4] 

实际上，对《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

是否意味着对夫妻共同债务作一律推定尚有争议。

如全国法院系统第十九届学术讨论会的获奖论文

《婚姻法解释（二）第 24条的适用前提条件——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理论回应》即对夫妻共同债务

直接推定规则提出质疑与反对，认为适用该第二十

四条时应具备“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的适用

前提。[5]笔者亦认为，不宜将《婚姻法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片面理解为不分情形而一律对夫妻共

同债务作直接推定。因为从文义解释角度而言，第

二十四条本身就规定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

的债务包含个人负债和共同负债两种情形，并没有

否定《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七条关于夫妻对共

同财产享有平等处理权的解释。这一点，从最高人

民法院近年来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也可以得到印

证。[6] 

二、 重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合理化路

径——大陆法系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的引入 

债权人的利益关系着社会交易安全与秩序，而

配偶的利益则关系着家庭乃至社会生活的安定，因

此，合理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应当在举债人夫

妻和债权人之间寻找一个能够实现公平正义的利

益平衡点。从理论界的批评声音和审判实践经验来

看，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存在的最大困境在于该

规则适用于非因日常生活需要的单方负债行为时

可能导致极大的不公平。婚姻法司法解释起草人、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刘银春法官也在论述《婚姻法

解释（一）》第 17条时指出，该条对夫妻共同财产

的处理类似国外关于家事代理权的规定。刘银春法

官认为，因日常生活需要而为的财产处分，夫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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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方均享有当然的代理权，一经作出即代表双方

的共同意思表示；非基于日常生活需要而为的处理

决定，夫妻双方应平等协商后共同对外作出决定，

夫或妻单方所为足以使他人相信属夫妻一致意见

的，视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夫妻另一方不得以不

同意或不知道为由进行抗辩。[7] 

根据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的基本法理，结合刘银

春法官对《婚姻法解释（一）》第 17条立法原意的

阐述，《指导意见》第十九条对因日常生活需要的

负债和非因日常生活需要的负债进行了区分，确立

了不同情形下分别适用家事代理制度和表见代理

制度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具体如下： 

1、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一般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适用日常

家事代理规则。 

日常家事代理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用以规

范夫妻关系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指夫妻一方因日

常家庭事务而与第三人为一定的法律行为时，当然

地享有代理另一方配偶的权利，其行为视为夫妻共

同的意思表示，夫妻双方对该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日常家事代理制度为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

民法典所采纳，如《德国民法典》第 1357条、《法

国民法典》第 220条、《日本民法典》第 761条、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 1003条等。 

日常家事代理制度扩张了夫妻双方的意思自

治能力，既有助于婚姻生活便利，对保护善意第三

人和维护交易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对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适用范围不加限制，容易导致代

理权的滥用从而侵害到配偶一方的权利，故日常家

事代理权应有适用的前提，即应限于因日常生活需

要而处理的事务。《指导意见》第十九条第一款就

是在吸收了上述日常家事代理制度合理内核的基

础上作出的规定。 

2、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日常生活需要所

负的债务，并不当然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应

类推适用表见代理规则。 

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事务，夫妻一方对另一

方并无当然的代理权限，这一理解不仅符合公平正

义和利益平衡的司法理念，也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案

例中得到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在（2007）民二终字

第 219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判摘要”中强调了夫或

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

决定时应适用《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

款。该判决书还认为，股权转让行为属于对夫妻共

同财产的重要处理，需要夫妻双方作出共同意思表

示，夫妻双方均应在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上

签字。[8] 既然非日常生活所需事务排除了家事代

理权的适用，自然也就排除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

则的适用，而从各国、各地区的立法经验和学者观

点来看，此时类推适用表见代理规则进行认定是一

项合理的选择。正如史尚宽先生所言，“第三人应

就此外观而受庇护，从而类推适用关于表见代理制

度之规定，对于信其在日常家务范围以内并无过失

之第三人，应予保护”。[9]其实，从《婚姻法解释

（一）》第十七条第二款的文义反面解释来看，该

款也在事实上确立了对超出日常家事代理范围的

事务应类推适用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则。 

三、《指导意见》第十九条第五款、第六款—

—表见代理的证明责任分配 

由于婚姻家庭生活的私密性和复杂性，无论是

负债方夫妻还是债权人，都存在举证困难的现实问

题，因此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往往直接影响到是否构

成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结果。根据证明责任分配理

论，并在综合考虑举证难易程度、风险防范成本等

因素的基础上，《指导意见》第十九条第五款和第

六款将非因日常生活需要负债情形下构成表见代

理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了债权人。 

1、就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而言，根据法律要件

分类说，主张权利者应当就权利产生规范的要件事

实负证明责任，否认权利者应当就权利行使阻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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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债权人要援引表见代理

规则主张由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必须举证

证明其有理由相信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系出

于夫妻双方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

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第 13条对表见代理证明责任的规定，债权人

除了应证明单方举债行为存在客观表象要素外，如

类似负债行为系该夫妻的惯常做法、负债所得财产

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等，还应当证明其在主观上善意

且无过失。 

2、就举证难易程度而言，在许多场合，夫妻

一方与第三人发生交易仅仅是夫妻单方的“私事”，

另一方配偶并不能控制，甚至并不知晓。要债权人

举证固然存在无法得知夫妻间内部私密的障碍，但

配偶方也往往不是掌握、控制信息的内部人，甚至

其与负债行为的距离比作为交易相对方的债权人

更远。这在涉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高发的离婚、

分居案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3、就风险防范成本而言，债权人在与债务人

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其可以通过对债

务人清偿能力的预估自由选择交易对象，甚至可以

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以保障债权的实现。如果有要

夫妻双方均作为债务人的主观意愿，债权人完全可

以要求夫妻双方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或共同签字

确认。相对来说，夫妻中的非举债一方却无法预知

另一方举债的时间与数额，尤其在举债方恶意举债

时，债权人远比配偶一方更容易规避交易风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债权人承担的证明责任是

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只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

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为法官提供裁

判的正当性依据。结果责任的适用，并非鼓励法官

作出真伪不明的裁判，而是通过风险指引，鼓励当

事人积极举证，以便法官发现事实。如果法官能够

根据现有证据，结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足以形成表见代理内心确信的，则无适用证明责任

规则的余地，可直接认定构成表见代理并判决由夫

妻共同承担责任。 

四、对适用《指导意见》第十九条反馈意见的

几点回应与释疑 

对《指导意见》第十九条确立的夫妻共同债务

认定规则，有的法官提出其缩小了夫妻共同债务范

围，可能会损害到债权人的利益。对此，笔者认为： 

第一，与夫妻共同债务直接推定规则相比，《指

导意见》第十九条的认定规则在平衡债权人与非举

债配偶方利益、实现公平正义的司法价值等方面更

具合理性；并非《指导意见》确定的夫妻共同债务

范围过窄，而是直接推定规则所划定的范围失之过

宽。 

第二，《指导意见》第十九条实际上给夫妻共

同债务推定规则设定了一个“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债务”的适用前提，而在前述全国法院系统第十九

届学术讨论会获奖的《婚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的适用前提条件——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理论

回应》一文中，也为第二十四条设置了一个“为夫

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的适用前提。（“夫妻共同生

活所负债务”在实践中主要就是为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所负债务”，在这一点上该文与《指导意见》

不谋而合。）该文作者同时认为，这样解释第二十

四条既符合夫妻债务的本质，也符合《婚姻法解释

（一）》第 17条等法律规范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

说，《指导意见》第十九条对《婚姻法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适用范围的限制理解采取了体系解释

和目的解释的方法，与我国整体婚姻立法框架下夫

妻共同债务的概念理解相统一，在适用上并不会造

成违反司法解释的“硬伤”。 

第三，认为债权人利益会受到损害的主要顾虑

是：《指导意见》第十九条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

举债排除了夫妻共同债务的直接推定，而将举证责

任分配给了债权人，债权人一旦举证失败将承担不

利法律后果，致无法实现债权。然而，表见代理制

度设立的目的正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无过失的第

三人可以依行为外观向无权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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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责任，本身就体现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更为

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述，法官应正确理解结果责任

的适用目的，避免对表见代理的证明责任分配产生

机械化理解的倾向。审理具体案件时，法官在综合

考察债务人家庭收入情况、夫妻关系、当地经济发

展水平等事实情节的基础上，如果能够认定属于或

不属于日常生活需要的，就不必通过适用证明责任

分配规则作出裁判。例如，当事人在夫妻安宁生活

的事实外观之下无其他反常情节的，通常就可以认

为属于日常生活需要范围内的夫妻共同负债；又如，

债务人夫妻在诉讼或执行前后非正常离婚的，可以

作为法官判断负债方夫妻恶意逃避债务的事由。 

第四，应注意把握好该类案件在立案、审理、

执行各个环节上的协调，强化审执兼顾意识。在诉

讼主体的列明上，《指导意见》第八条提出了原则

意见，即：诉讼时夫妻关系仍然存续，债权人未将

配偶列为共同被告的，法院不主动通知配偶参加诉

讼，配偶申请参加诉讼或案件涉虚假诉讼的除外；

诉讼时借款人已经离婚的，当事人可以申请追加原

配偶为共同被告。在案件审理阶段，法院应根据需

要进行释明，引导当事人就是否应追加配偶为共同

被告、是否应由夫妻共同偿还债务进行辩论和举证；

如存在合理根据，应追加立案时未列入当事人的配

偶为共同被告，并就债务是否应由夫妻共同承担偿

还责任作出实体审理，必要时法院还可以通过职权

调查查清案件事实。 

第五，规范性文件的制定，除了要考虑对我省

各地法院审理案件具有指导意义外，也承载着以司

法价值取向适度引导、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的积极功

能。《指导意见》第十九条所确立的认定规则体现

了在夫妻单方向外巨额举债等情形下应严格限制

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的司法导向，迫使债权人在

现实经济生活的大额交易中像多数银行一样，主动

履行夫妻共同签名确认制度[10]，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指导意见》规范民间借贷行为、预防纠纷

的意旨。 

 

附：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

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九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

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

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

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 

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

定为个人债务，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出借人能

够证明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

需的；（二）夫妻另一方事后对债务予以追认的。 

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出借人可以

援引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要求

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援引表见代理规则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清

偿责任的出借人，应对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承担证

明责任。 

表见代理的证明责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

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 13条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8]2号） 

为正确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平等保护

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

规定，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

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 

第二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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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第三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

除外。 

第四条 本解释自 2018年 1 月 18日起施行。 

注释： 

[1] 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

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 17 条规定：“夫妻为

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

夫妻共同债务。”修订后的《婚姻法》第 41 条第 1 款延续

了这一认定标准：“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应当共同偿还。” 

[2] 刘萍：《我国夫妻债务制度立法反思》，载《学术论坛》

2006 年第 6 期。 

[3] 魏新璋、张军斌、李燕山：《对“虚假诉讼”有关问题

的调查与思考——以浙江法院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的实践

为例》，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 1 期，第 65 页。 

[4] 李统才：《推定夫妻共同债务让婚姻充满风险》，载《人

民法院报》2006 年 6 月 29 日，第二版。 

[5] 王家乾、王礼仁：《婚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的适用

前提条件——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理论回应》，载万鄂湘主

编：《司法解决的对策与机制——全国法院系统第 19 届学

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 年版。 

[6] 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 年第 5 期公布的（2007）

民二终字第 219 号民事判决书就在“裁判摘要”中指出，

根据《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款，夫或妻非因日

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时应平等协商，

取得一致意见。 

[7] 刘银春：《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一）>的理解与适用》，载《法律适用》2002 年第

1 期，第 45 页。 

[8] （2007）民二终字第 219 号“上诉人彭丽静与被上诉

人梁喜平等股权转让侵权纠纷案”民事判决书，载《最高

人民法院公报》2009 年第 5 期，第 31 至第 42 页。 

[9] 史尚宽著：《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8 页。 

[10] 中国银监会在今年 2 月 12 日发布的《个人贷款管理

暂行办法》的第二十三条中明文要求贷款人应与借款人当

面签订借款合同。银监会负责人在就“三个办法一个指引”

答记者问中提到：“强调面谈面签，主要是为了核实个人贷

款的真实性，防止出现个人被不法分子冒名套取银行贷款，

或借款人的信贷资金被他人冒领挪用，以切实保护借款人

的合法权益。” 

【“中国执行论坛”优秀论文】自然人共同财产强制执行问题研究 

2018-01-19 中国执行  广西高院 韦祥胜 

http://mp.weixin.qq.com/s/il4haurCl1eVtmaiC9rTcA 

----以一方系被执行人为视角 

共同财产强制执行问题系发生在民事强制执

行阶段，申请人基于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提出强制

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后，由于被执行人无个人独立

的财产可供执行，但被执行与第三人共同共有一定

财产而产生的一系列执行难问题。目前，对于共同

财产执行的可行性和可操作，实务界有些法院已经

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1、在可认定为共同债务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NjQwMjk5NA==&mid=2247484719&idx=1&sn=6b792810b2bb9a7efc017fec207aa66c&chksm=ec45ac72db32256417e89d74bb44fcd197ede18dfd260c2bc50bcb2f05b7570ded5e3d61fbe9&mpshare=1&scene=1&srcid=0131G8voGRvfHWR3mgsvxrQQ&key=cdd0d222300eca7ef37a2ecff6e3c9bab8b81ab3b45f90e09a148827f94c31a4f18ece0a12ce65b74112e91f2c22f7f3ff63463621920f77aa9485d02f71199c84635e78f63cef70954fb93a5d9fd8f5&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m9vVeu78XuUTz2IvUEgZk%2FsbUt2gmkEPJRASO6BGf93k5S5dANRanIhqu18o8Hn&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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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下，直接裁定对该共同财产进行强制执行；

2、在不能认定为共同债务的情况下，依职权或由

申请人通过诉讼将该共同财产分割后对属于被执

行人的那部分财产进行强制执行(1)。但这两种路

径和方法运用起来比较繁琐复杂，加之可能涉及一

些执行权的扩张和规范等问题。基于此，有的法院

对于共同财产的执行不积极作为，对该共同财产不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直接将案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从而使案件久拖不决，导致申请执行的当事人权益

无法实现。一个没有得到实现的判决结果还不如没

有判决结果，因为一个看得见的正义如果不能落地

那将更刺痛人的心灵。本文意在吸收既有经验和理

论的基础上对如何处理共同财产的执行问题进行

分析和研究，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有益的经验，能够

为今后对共同财产的执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自然人共同财产强制执行“难”的表现与

类型 

（一）实践中共同财产强制执行“难”的表现

--以案例展现 

近年来，随着立案登记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案件的数量呈现跳跃式的增长趋

势，与此相对应，执行程序作为审判终局及果实，

执行案件也自然呈现跳跃式的增长。在众多的执行

案件中，共同财产的执行案件占有很大的比重，而

共同财产案件的执行看似简单，实则纷繁复杂，时

刻考验着执行法官的智慧。如下三个案例： 

案例一:廖某与李某系夫妻关系，2013年 3月

16 日廖某向罗某借款 10万元，限于 2013年 12月

30 日前归还。因廖某到期未归还借款，罗某向某

市 C县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廖某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罗某 1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

但未判决李某与廖某一起承担责任。后因廖某未按

判决书履行义务，罗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

行过程中，执行法院查明，被执行人廖某系某林场

下岗职工，每月仅有 300多元下岗工资，其名下与

李某有一套两居室的房产外无其他财产，而廖某的

妻子系某单位的在岗职工，每月工资 3650元。执

行中，廖某对抗情绪很大，坚称与罗某之间不是借

贷关系，而与罗某是合伙放高利贷，因收不回钱而

遭罗某起诉，而其又因无证据证实其所称，才被法

院判赔。而申请执行人则向法院提出要求执行廖某

与李某的共同所有的房产及执行廖某妻子李某的

工资。 

案例二：张三一家六口人住在农村，2015年 2

月间，张三驾驶两轮摩托车与李四发生交通事故，

导致李四重伤住院治疗。后李四起诉至某市 C县人

民法院，法院判决张三赔偿李四残疾赔偿金、医疗

费、伙食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15万余元。判决

生效后，李四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查明，

被执行人张三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其与家庭成员

共有一套农村住房及 10多亩的成林杉木，而申请

执行人要求对共有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以期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案件三：2012年 6月，王朝向马汉借款 50万，

限于 2013年 12月底前还清，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借款到期王朝未归还借款。马

汉经多次催讨未果，起诉至法院，法院判决王朝归

还马汉借款本金 5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但王朝

仍未按判决履行义务，马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院查明，王朝名下无独立财产可供执行，但

查明其与家人共有一套农村住房，并与张龙、赵虎

合伙开办有一沙石场，该砂石场有设备若干，盈利

不固定，极少分红。执行中申请人要求对被执行人

王朝与他人共有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 

（二）自然人共同财产强制执行的类型 

通过以上三个司法实践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

自然人共同财产进行强制执行的类型主要有以下

三种类型： 

1、基于夫妻关系而形成的共同财产的执行。

近年来，在民间借贷、个人合伙、合同等法律纠纷

关系中，夫妻一方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明显增多，

这些案件在执行阶段往往就涉及到执行共同财产

中属于被执行人那部分的财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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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被执行人在家庭共同财产中属于其份额

的执行。家庭共同财产是指在家庭中全部或部分家

庭成员共同所有的财产，在某一家庭成员作为案件

被执行人时，在被执行人名下其其他财产可供执行

的情况下，申请执行人往往申请执行法院对被执行

人在家庭中的财产进行调查并予以执行。而对于在

农村的被执行人，其财产大部分是与家庭成员共同

劳动创造的农产品，如共同饲养的牲畜及经济林木。 

 3、被执行人与第三人基于合伙、同居等关系

形成的共同财产的执行问题。被执行人处于复杂的

社会生活当中，其基于社会经济活动等因素而与他

人共同享有共有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常态。执行法

院在执行的过程中已经不再是单独的查找或处理

被执行人的财产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的

问题。执行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复

杂的社会问题。 

二、司法实践中强制执行共同财产存在的问题 

（一）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时其共同财产的强

制执行“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

经营的收益等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如案例一，廖

某与李某共同的房产及李某的工资收入，根据婚姻

法的规定都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廖某无其他财产可

供执行的情况，是否该对其财产采取强制执行？ 

理论上对于夫妻一方所负债务的强制执行问

题，通常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执行依据明

确债务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的，除能执行能够的债

务人的个人财产外，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中共同债务

的一半份额，配偶对执行共同财产有异议的，可以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进行救

济；第二种情形是执行依据未明确债务为夫妻一方

个人债务的，如果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配偶不能证明非夫妻共同债务的，可以推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并可以直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配偶（包

括已离婚的原配偶）的个人财产，配偶有异议的，

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进

行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夫妻共有财产能否

执行及如何执行则存在很多分歧，在第一种情形中

夫妻对于共同财产是不按份额享有权利，如何对共

同财产进行分割也是困扰执行的重要因素。而对于

第二种情形中的直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对夫

妻名下的财产直接予以执行的做法，其依据为婚姻

法当中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规定，同时也结合

审判与执行现状的困境，在无其他更良善做法的情

况下，不失为一种比较兼顾执行效率与权力救济的

折中之策，但此种执行方式也依然涉及夫妻共同财

产的查找与认定及追加夫妻另一方面为被执行人

的问题。正如案例一所反映的问题，廖某与李某虽

存在夫妻关系，但判决仅对廖某科以还款义务，并

未列明李某作为共同还款人，基于第二种理论观点，

执行中完全可以追加李某作为被执行人，从而执行

其名下的财产。但此举涉及到李某的实体权益，对

李某而言显然有失公平，现实中无可否认一些夫妻

一方与他人恶意串通从而通过法律手段损害另一

方合法权益的情形发生。 

综上分析，在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的情形下对

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涉及执行程序与审判程序的

衔接问题，问题中又不断导出新的问题。基于此，

在强制执行中执行法官必须考虑审判与执行的衔

接、执行效率与相关人（当事人与执行过程涉及到

的一切案外人）的权益保护、执行权的边界等问题。 

（二）部分家庭成员为被执行人时其共同财产

的强制执行“难”分析 

家庭共同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有一定的相似

之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周延包括夫妻关系，在

没有其他家庭成员及约定夫妻所得财产为家庭共

同所有的情况下，夫妻的共同财产即为家庭共同财

产或家庭共同财产的一部分。家庭共同财产的强制

执行与夫妻共同财产的强制执行在理论上的观点

基本一致或者说理念是想通的，但前者比后者更为

复杂，前者涉及的人员更多，关系更为复杂，在法

律的层面上也没有如后者有婚姻法的明确规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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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作为被执行人的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财产中

其共同财产份额的强制执行尤为复杂，特别是农村

家庭。在强制执行过程遇到的问题主要有： 

（1）如何查找被执行人共有的财产及对是否

为共同财产进行认定。在司法实践中，执行员通常

只对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进行查询，而在未登记或

虽登记但未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及未注明被执行

人共有的情形下，如何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及作出

认定是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在农村家庭

当中，有些共同财产的存在是没有登记或没有明确

为某个家庭成员所有的。虽然有些学者或司法人员

建议在执行中可对与被执行人的配偶或家庭成员

名下的财产进行调查，但此种观点目前存在很大的

争议和质疑，如果可对被执行人之外的人任意进行

司法调查与认定，显然侵犯了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执行权也因此而无限扩张，最终难以达到司法追求

公平正义的效果，甚至滋生司法的腐败。但如果不

对被执行人的配偶或家庭成员名下进行财产查询

调查，也将导致实际存在共同财产，但仍无法进入

到强制执行程序，从而也导致被执行人的债权无法

实现，判决沦为一纸空文。 

（2）如何分割出被执行人在共同财产中的份

额。被执行人与家庭成员的共同财产通常是难以分

割的，其共同财产往往系不可分割的不动产或难以

分割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在山区农村的被执行人，

其共有的往往就如本文所列举的案例 2 中的农村

住房与共同经营的经济林木等。在分割认定的过程

中，其家庭成员通常对立情绪比较大，容易引发阻

碍执行、上访等问题，同时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过

程复杂且涉及实体权益问题，执行权能否直接进行

认定和分割在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很大的

争议。 

（三）基于被执行人与第三人合伙、同居等关

系形成的共同财产的强制执行“难”问题分析 

此种形式的共同财产的强制执行相对于前面

两种形式的强制执行也比较为困难，在前两种共同

财产的执行，法院通过做被执行人配偶与亲属的思

想工作，其亲属的对立情绪可能比较缓和，在某些

情况下，可能与被执行人一起分担债务，一起想办

法解决问题。但在被执行人与第三人基于合伙等关

系形成的共同财产的强制执行，此情形下首先必须

在查明被执行人与第三人共同财产的基础上对被

执行人在共同财产中的份额予以分割方可执行。第

三人与被执行人之间往往不存在亲属等比较亲密

的关系，其对被执行人没有前两者的同理心，如法

院的执行行为影响其利益，其容忍度比较低，从而

其对立情绪将导致法院的执行工作难以进行。同时

在此情形下的执行，同样也面临如何对财产进行认

定与分割等诸多问题。由于执行权的有限性，执行

法院往往无法对该财产进行直接认定与分割，而是

把问题转嫁给申请执行人，让其通过其他法律途径

对该共同财产的认定与分割问题进行举证、论证等，

增加了申请执行人的诉累，而这一程序过程耗时费

力，同样增加了法院的工作负担，而且在经过一系

列的程序后，预期的执行效果往往也无法得到。 

三、外国共同财产强制执行的经验分析 

（一）德国与日本对共同财产的执行 

德国与日本是实行执行文制度的典型代表，德

国法律明确规定债权人要想启动对债务人的强制

执行程序，原则上必须向执行机关提交执行文的正

本(2)。在强制执行过程中，执行文的正本是申请

人申请强制执行所需提供的唯一材料，执行机构依

据执行文正本进行执行，如在执行当中遇到正本中

没有记载的第三人，必须经过执行文的继受签发赋

予继受执行文。从我国的司法层面来理解，也就是

说执行机构不存在依职权或以申请追加第三人为

被执行人的问题，该问题应交由裁判部门去解决。

所以就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

的情形下，如按德国的司法规律，在执行中将不予

以裁定追加另一方面为被执行人而直接执行夫妻

共同财产或对另一方配偶名下的财产进行强制执

行，而是要经过相关程序作出继受判决，将夫妻一

同列为债务人方可执行。在对申请人申请继受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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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本及第三人对执行文正本提出异议的权利保

护方面，德国民诉法在制定执行救济制度时努力在

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寻求平衡点，以求最大

限度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又必须坚持适度的

程序保障原则来确保程序公正。而日本从中借鉴了

一些经典的法律理念，在坚持程序与正义的基础上

设计了适合自己国情的执行救济制度(3)，赋予被

执行人执行异议、执行抗告的程序救济及实体性救

济权利。 

（二）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对共同财产的执

行经验与做法 

而韩国，其民事执行法第 190 条规定属于债务

人和其配偶的共有物，该物有债务人占有或预期配

偶共同占有，司法人员可以对该物的全部实施强制

执行措施，即如果对象是夫妻共有的有体动产，那

么与案件无关的另一方不得以自己持有的共有份

额为理由提起救济之诉(4)。由此可见在对共有物

的强制执行中，韩国显然偏重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在俄罗斯方面，对共有财产的执行主要表现在对夫

妻共同财产的执行上，其做法为如果能够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则可对夫妻共同财产直接予以执行；

如只为一方个人债务，则只能对该共有财产进行分

割后方可对属于被执行人的那部分财产予以执行。

在我国台湾地区，执行法院对于与执行依据载明的

当事人不一致的情况有权进行审查和判断，并且最

终确定执行程序中的当事人。在此基础上，台湾地

区允许执行力扩张至被执行人的配偶，从而对被执

行人及其配偶名下财产予以执行。而在救济制度的

设计上，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中规定，债务人如果

认为自己不应该是执行依据执行力所及的被执行

人，则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申请执行的债权人

为被告向法院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 

域外国家与地区法治化水平相对于我国比较

高，，域外地区与国家对一方作为被执行人的共有

财产的强制执行的制度设计与做法有值得我们借

鉴和思考的地方，但其制度设计与做法在其实际的

国情运行当中效果如何，我们无法知晓，其是否适

合我们的国情也值得探讨。在司法这一与实际相结

合十分紧密的领域，对于域外的经验与做法，我们

不能直接采取拿来主义，而是要通过对其进行分析，

吸取其精华，转而服务于我们的司法实践。 

四、如何处理好共同财产强制执行“难”的问

题 

（一）、架设立、审、执三部门之间的桥梁，

在立、审阶段为执行铺好路 

审执分离改革以来，极大地规范了法院的审判

与执行工作，然而在审执分离的过程中，难免有一

些人员因为缺乏全局观念意识，割裂审判与执行之

间衔接的关系，认为审判部门，只要处理好事实及

法律的认定即可，至于作出的裁判是否得到实现那

是执行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审判与执行同属于

法院一家，只是分工不同，但应彼此互相配合，相

互支持，共同把法院这个家的家务做好。如果审判

部门缺乏全局观念与意识，忽略了审判与执行的衔

接问题，就会使判决难以得到有效地执行。具体表

现在在一些以夫妻一方为被告的诉讼当中，没有做

好有关法律的释明工作，如上文案例一中，如将廖

某与李某一同列为被告，由其对债务共同承担责任，

如此在执行阶段则没有是否要追加李某为被执行

人的问题，是否对李某的工资予以强制执行的困惑。 

财产保全是确保裁判结果得到落实这一实体

正义得到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财产保全是执行程

序在诉前及审判阶段时的前移，做好财产的保全工

作，有些案件也就不需要到强制执行的阶段，可以

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将有力地减少执行“难”问题

的发生。立、审、执三部门之间应建立好衔接机制，

确保财产保全工作得到切实落实，产生实效。基本

解决执行“难”问题不是只是法院内执行部门的事，

而是法院各部门之间的事，也是法院系统之外社会

各团体的事。立、审、执三部门 之间落实好衔接

机制，架设好三者之间的桥梁将会更好地实现程序

与实体正义。 

（二）、前期剔除：降低共同财产执行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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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由于共同财产本身具有除被执行人之外的其

他第三人的权利，对其采取执行措施涉及到对他人

权利的处置问题，故在一般情况下，对其不予执行

为宜。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也是基于此，而对

被执行人与第三人共同共有的财产不予执行，而是

将案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让案件在时间的空

间当中等待再次执行的机会。 

笔者认为，对被执行人与第三人共同共有的财

产进行强制执行固然需要审慎，但也不能随意了事，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应大胆探索，果断采取执

行措施，切实维护裁判文书的既判力及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保障司法权威。其前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

面： 

1、穷尽被执行人的财产，在被执行人无其他

财产可供执行的条件下才能执行共同财产。执行法

院应妥善使用执行权，全力查找被执行人名下有无

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调查被执行人是否具有隐藏、

转移财产的行为，如有，则应优先对该部分财产予

以执行。 

2、穷尽合理执行措施与方法。在对该共同财

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之前，采取刚柔并济的执行策

略，通过以案释法、友情感化等执行方式，劝诫被

执行人尊重法律，消化对立情绪，灵活运用执行和

解、分期履行等执行方式，促使其自动想办法履行

义务或处置其在共同财产中的份额以履行义务。同

时在对一些被执行人劝诫无果的情况下，则采取高

压的执行态势，如将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人名单予以

信用惩戒，采取传唤、拘留等措施，以促使其配合

执行。 

（三）规范有序：切实解决对共同财产案件的

执行 

在进过层层努力仍无法解决，确实需要对共同

财产采取强制执行的案件，必须建立恰当的的执行

机制以确保此类案件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1、查找与认定被执行人与第三人共同共有的

财产。查找与认定被执行人的财产一直是执行工作

的难点，特别是被执行人与第三人共有的财产。受

限于执行权的有限性，在执行的过程中，执行法院

必须发挥执行的能动性，充分利用财产报告制度，

同时鼓励申请执行人与案外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

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或社会机构，全方位全天候

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对于是否为被执行人与第三

人共同共有的财产有异议的，及时组织异议各方进

行质证认定，确实涉及到实体问题，执行权不宜涉

入的，要及时启动确认诉讼等程序。 

    2、对共同财产采取执行措施 

在执行阶段直接追加被执行人的做法目前在

理论与实务界仍存在很大争议。笔者认为除非法律

有明确规定，在一些公司分立、合并，被执行人死

亡后对其遗产执行的案件可直接予以追加被执行

人外，应谨慎追加。采取追加被执行人方式的案件

主要为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如案例一，此

种情形下的追加显然是一种弥补审判过程瑕疵的

做法。笔者认为，通过架设立、审、执三部门之间

桥梁，立案与审理部门准确把握案情，做好释法、

用法工作，相信此类问题将不会在出现在执行程序

当中，给执行工作带来困惑。 

针对确属被执行人个人债务，需对被执行人与

第三人的共同财产采取执行措施的案件，笔者认为

应根据具体案情区别处理，对于易分割，分割对该

财产价值影响不大且未对第三人造成重大影响的

共同财产，在责令被执行人自行处分及劝说共有的

第三人处理无果的情况下，可对该共有财产进行分

割并对属于被执行人的那部分予以执行。而对于分

割可能导致共有财产价值减损，对第三人的利益造

成损害的，执行机构不应对该财产直接予以强制执

行，而应征求申请执行人的意见，由申请人提起被

执行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析产之诉后执行属于被执

行人的财产份额或可变通对该财产在生产经营中

所产生的价值（属于被执行人的部分）。 

3、完善共同财产强制执行的救济制度 

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正在泛化为一种普遍的

社会心理(5)，如何重拾民众对司法的信心，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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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司法改革进程，建设法治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执行权必须妥善行使，做好其分内之事，不得

随意扩张其含义与内容，大包大揽，也不得限缩其

权限，无所作为。建立执行救济制度，在对共同财

产的执行程序中，司法权极易对公民的私权造成侵

犯，赋予相关人执行异议权，通过执行异议或提起

异议之诉等形式保障相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监

督执行权的正确行使。我国现行民诉法第二百二十

五条规定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的异议，

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了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异议，

同时第二百三十三条也规定了执行回转。在执行的

过程中，当事人、利害相关人应充分运用法律赋予

的权利大胆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自己的合法

权益遭受侵害时及时地提出救济请求。法律运行的

过程应该是正义彰显的过程。 

对自然人共同财产的强制执行是执行“难”问

题当中的一个难点，这里既有立案与审判部门的部

分因素也有执行部门的原因，只要各部门之间加强

协作，敢于攻坚克难，相信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基本

解决执行难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执行的路上任重道

远，这是一条布满荆棘而又是实现正义的光明之路，

只要各位同仁一起努力，就可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都感觉到公平正义。 

【法苑静听】图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 

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2018-01-31 北京法官  孙晓莹 

http://mp.weixin.qq.com/s/UdGOJ63a4hGoLkJ4CTbIjw 

为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较为突出的有关夫妻

共同债务认定标准、举证证明责任等方面的问题，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2018年 1月 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解释》共 4条，自

1月 18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已于 2018年 1月

8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31 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 2018年 1月 18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 年 1月 16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U0MDg3OQ==&mid=2653823649&idx=3&sn=274840d3339f03cc225e9e927b9cdba3&chksm=8b674141bc10c857d22c303cc64c7c647903ccda0288b3195e4f68c9a82789a34343dce3ee48&mpshare=1&scene=1&srcid=0131DpzyygatnzQcNUWxwjzH&key=620625beb3a4ed7dc0ed0b4752a93192acca6bbd0e8dbff40e107964a9905d3d4798c17c57490b0c5184c2bbb73bf8fb60da75b7a8623f4386f215e6a1af8bcaac7c10a075b6d24aed97fbc4e5bda97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EopJpKns1diVnCgueHsr4%2FR0jslFUAxC8c%2BwSC0JosQZU91LPiVjoTijMJO9aVnB&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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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释〔2018〕2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2018 年 1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 173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年 1 月 18 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平等保护

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

定，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

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 

第二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第三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

除外。 

第四条 本解释自 2018年 1月 18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

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图片制作：原   静 

责任编辑：孙晓莹 

相关资料来自：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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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察官视点 

【关注】全国首例！检察机关督促异地撤销监护权 

2018-01-05 未成年人检察  林中明 韦贵莲 

http://mp.weixin.qq.com/s/j9SlV_4gMjKWx_f9ZQs7nQ 

2017 年 12 月 7 日，湖南省道县法院作出判决，

撤销何某、唐某对被监护人小何的监护权，撤销汪

某、汪某某对被监护人小汪的监护权，另行指定监

护人。据了解，这两起案件均系上海市青浦区检察

院建议湖南省道县民政局启动的撤销未成年人监

护权之诉，也是全国首例检察机关跨区域督促异地

撤销监护权的案件。 

2016 年 9 月至 11 月间，小何（女，8 岁，湖

南省道县人）、小汪（女，5 岁，湖南省道县人）

被父母送入眭妹秀等人组织的盗窃犯罪团伙，在该

团伙的指使下，先后在上海市青浦区、松江区等地，

多次窃取手机、钱包等财物，公安机关将她们抓获

后送至上海市嘉定区新春学校抚养。2017 年初，

公安机关将小汪、小何送回户籍地湖南省道县读书。 

检察官认为，小何、小汪的父母带领孩子盗窃

或将孩子交由犯罪团伙，任由犯罪分子教唆孩子犯

罪，剥夺了孩子的受教育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

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正常发展，依靠原生家

庭已不足以给孩子创造健康的生活环境。为避免二

人再次被其父母侵害，最大限度地保护其身心健康，

青浦区检察院检察官深入湖南省道县实地了解情

况，走访当地群众，调查涉案孩子的家庭背景，制

定切实可行的打击和挽救方案。 

2017 年 7 月，青浦区检察院向道县政府制发

了检察建议，督促当地相关职能部门提起撤销监护

权之诉，并多次与当地相关单位就证据标准、提起

撤销监护权之诉的程序、涉案儿童监护权的归属进

行沟通。 

2017 年 9 月 13 日，湖南省道县民政局社会救

助站向道县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小何、小汪父

母的监护权。法院经过审理依法撤销了小何、小汪

父母的监护权，并在征求孩子本人意愿的情况下，

指定了小何的爷爷奶奶、小汪的外公外婆担任监护

人。目前，小汪和小何已经在当地学校读书，由指

定监护人监护，生活比较稳定。 

青浦区检察院认为，该起案件作为全国首例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jQwMzEwMg==&mid=2247485291&idx=5&sn=0bbd2272b94a613f8851b06a58f4c9dc&chksm=e8d9279adfaeae8c5aa7e1370535367c926d0de117d5273d4b91e93d32db969694a16ca3abc7&mpshare=1&scene=1&srcid=0105pFpGfjJ9YzhrZxrDg1vb&key=304caf69ae97dec9e52c6ff352c4dd78f108facba05130100dfc14fbd462f94b1d1084b5b9b8a727952029a1c08a4fc455544f40f7874459dfc3f1516c7bd89b4934b2b322e6c416d2dc0f6ad138115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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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机关督促异地职能部门撤销监护权案件，解决了

长期以来困扰办案机关的外地流动人员犯罪整治

难、儿童保护配合弱的问题，打通了未成年人刑事

保护与民事保护的分野，开启了犯罪地与儿童居住

地跨区域协作、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跨部门配合的

新篇章。 

 

来源：检察日报 

编辑整理：侯绍辉 

见习编辑：朱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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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律师视点 

【律师视点】拆迁安置房产在离婚纠纷中的处理实务 

原创 2018-01-02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支芳妮 

http://mp.weixin.qq.com/s/-XvpD-gS5Qba92SvyOauYQ 

一、离婚拆迁安置房产争议背景介绍 

夫妻双方离婚时对房屋的权属争议时下已极

为普遍，随着城乡结合和城中村改造建设项目持续

火爆，除了通常的父母出资买房和按揭房产的分割

问题，城中村改造房、小产权房、拆迁安置房等其

他类型的房产数量剧增，逐渐变成了时下热点和实

务中的棘手问题。 

拆迁安置房屋因其受到法律和当地政府政策

双重的约束，加之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对该类房产处

理规定不明、婚姻法与物权法、房地产登记制度在

引导实际操作上存在冲突，导致双方当事人在拆迁

安置房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及财产如何确定市

场价值的问题上产生争议。 

笔者基于拆迁安置房在离婚时能否被认定为

夫妻共同财产的争议焦点，选取一则北京地区的典

型案例，通过对裁判事实、裁判理由及结果进行梳

理，结合自己的实务和探究进行了简要分析。  

二、典型案例 

案例索引：北京高院（2015）高民抗提字第

2256 号【张×离婚后财产纠纷审判监督民事判决

书】 

关键词：离婚后财产纠纷   拆迁安置   

案情简介：男方隋景林婚前于北京市朝阳区宅

基地上修建北房五间、南房五间，与张改霞登记结

婚后，双方陆续在院内建东西厢房各两间、院外建

房六间、将原有的北房五间拆除翻建为上下二层北

房十间、将原有的南房五间进行装修和扩建。 

后男方隋景林与拆迁腾退办公室签订《房屋搬

迁腾退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安置人口分别为男

方、女方、两位女儿、女儿女婿共 5 人，并明确了

各个房间的补偿价格。男方在领取腾退补偿款后，

用补偿款购买回迁安置房屋一套。后夫妻双方因感

情不和在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后女方起诉要求分割

腾退补偿款及定向安置房屋一套。 

北京高院认为：原审被告隋景林在与原审原告

张改霞结婚前有北房五间、南房五间，属于隋景林

的婚前财产，在离婚时应当析出。虽然双方婚后对

五间北房进行了翻建，但是属于对房屋的添附，并

不因此改变房屋所有权的性质，故一层北房五间为

隋景林的婚前财产； 

男方在离婚前将北方五间封闭成二层，对应的

面积认定为张改霞、隋景林婚姻存续期间所建，封

闭面积所对应的补偿款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

共同财产应当平均分割； 

对于东、西厢房和南房扩建的部分以及院外六

间应为张改霞、隋景林婚姻存续期间所建，对应的

房屋结构款和区位补偿款应当平均分割； 

关于回迁安置房屋：隋景林购买该房屋时使用

了张改霞购房指标，房屋应为双方所共有，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由男方隋景林向女方张改霞支付补偿

款。 

三、实务延伸分析 

1、拆迁安置房的定义及特点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TYzNzU4NA==&mid=2247485382&idx=3&sn=9fc7dddfc2e96dbb101fa7e115ebb01c&chksm=97940cf9a0e385eff6c15640384f755399d7b9b6e8a911526bc5b8d34a3ab5eff0910f2dee9d&mpshare=1&scene=1&srcid=0102XlYcLVr4iEIcWQO4QXsR&key=cf5e006f4a3611a3579401799d7aa75fb4a4b2aa17b5b169d05051b9e2317ffa759b7137127d81169834c2ca682e60f95be6038afb73492e1e571c03819bd8821075a69809751eef44630ca24000757b&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cGlWp1yRJuXiPBG15p00F%2FEc6rqzHFNWTRxbrSJmqM4W5a5vedOTxgcmSywIql0B&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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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安置房指的是政府因土地开发、城市规划

等需要进行拆迁，安置给被拆迁人居住使用的房屋。

安置对象既有集体土地上的农户，又有国有土地上

的居民。被拆迁人基于拆迁补偿协议而获取安置房

或者补偿款。 

一般的拆迁安置房是基于被拆房屋面积和户

籍登记人口两方面因素进行安置。基于房屋面积所

获得的回迁安置房，不改变房屋的权属性质，每个

安置人口均享有的一定的安置面积；在基于人口安

置的情形中，安置对象是房屋共有人，每一位共有

人都占据一定的份额。各地安置房政策有所不同，

一般主要有这三种方式：  

（1）以拆迁补偿款购买安置房，安置房的面

积按照房屋面积的一定比例配售，一般大于被拆迁

面积，会给予共同居住人每人一定面积的安置房购

买指标。 

（2）产权调换，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和面

积，调换某一区位和面积的房屋，两者之间可能有

补差，也可能没有补差。 

（3）用拆迁补偿款自行购置商品房：对被拆

迁房屋进行市场评估，根据确定的价格直接进行货

币补偿，被拆迁人获得补偿款后，在市场购买商品

房。 

2、本案例中法院是如何认定被拆迁房产权利

归属的 

因拆迁安置房产权利人关系、房产构成情况复

杂，各地法院在个案的认定上各有不同，从本案例

处理被拆迁房产的裁判规则来看，法院不仅仅是通

过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安置补偿政策和安置方式等

表面证据确定房屋归属，还会通过是否使用夫妻共

同财产进行重建或添附、购买回迁安置房产的价款

来源等要素综合判断。具体涉及到以下几种情况: 

（1）婚前一方的个人财产，夫妻双方婚后对

房屋进行过扩建或添附的，要分具体情况处理，该

拆迁房屋扩建之前面积转换安置的面积或价款，归

房屋所有人个人所有；而扩建或添附的面积或价款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认定为夫妻双方共同所有。当

然，如果原房屋所有人能举证说明用于扩建的价款

是其个人财产的例外。 

（2）婚前一方的个人财产，婚后双方对房屋

没有添附行为，拆迁时也没有补偿差价，登记在一

方名下的就是一方婚前个人财产，此种情况下获得

的拆迁安置房只是婚前个人财产形式的一种转化，

仍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 

（3）婚前一方的个人财产，婚后双方对房屋

没有添附行为，但取得的拆迁安置房有补差价的情

况，此时要根据补差价的欠款来源分情况判断：如

果差价是用一方个人婚前财产补足的，且能够提供

相应证据证明的，那该房屋仍然属于一方的个人财

产；如果差价是用夫妻共同财产补足的，此时房产

仍然属于一方个人所有，但是所补差价的数额部分

及相对应的财产增值部分，应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

一方进行适当补偿。 

3、本案例中法院的裁判思路和原则 

（1）如果夫妻一方获得了安置房指标，也作

为被安置人口，那其对该房屋的权益也应当被维护，

应当拥有相应面积或者比例的房屋份额。如果一方

对房屋有添置法院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坚持

平等、公平原则，对妇女和未成年子女利益予以适

当照顾，具体分割比例和倾斜度，各地法官有自由

裁量空间。 

（2）因该类房屋属于限制交易房产，即便是

当事人之间对房产权属没有争议，房产定价也属于

实务中的难点，当事人请求法院委托评估机构评估

时，评估机构一般仅就该房屋的建造成本作出说明，

供法庭参考，不会出具该房屋公开市场价值的评估

报告。 

（3）离婚诉讼的案件当事人只能是夫妻双方，

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涉及到家庭成员的利益，所有

安置对象都对拆迁安置房或补偿款享有利益，此时

涉及的不单单是夫妻双方的财产，还涉及到共同安

置的其他家庭成员的居住权利。故通常情况下，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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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案件中涉及到拆迁房屋处理的，只要关系到案外

第三人的民事权利，法院会最大限度的进行调解，

或就权属范围明确的夫妻共同财产部分先行作出

处理，而对涉及其他共有人权利的拆迁房屋的处理，

可告知当事人另案提起分家析产之诉，而后在离婚

后财产分割之诉中，再对夫妻共同财产部分进行分

割。 

四、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条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

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

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

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

登记簿时发生效力。 

第九十五条 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

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 

2、《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十七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

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

财产： 

（一）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

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

的财产； 

（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一条 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

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

成的，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

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 

当事人就前款规定的房屋取得完全所有权后，

有争议的，可以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第五条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

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作

者单位：陕西西虢律师事务所律师） 

公证遗嘱是否一定效力优先？ 

原创 2018-01-03 中伦视界  郭丽 霍艳丽 

http://mp.weixin.qq.com/s/Z9S8vNhffra2MNYwkVZ2FQ 

一、公证遗嘱效力的通说 

经笔者有意识地对客户进行遗嘱认识情况调

查发现，调查对象对遗嘱效力的认识一直停留在

“国内公证遗嘱效力最高”的思维模式上。那在实

际司法实践中，是不是国内公证遗嘱的效力位阶最

高呢，是不是都必须以国内的公证遗嘱作为实现被

继承遗愿的最终依据呢？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I5MzI0NA==&mid=2651296791&idx=3&sn=c4e785df5ce75250ee4eb8c432ac90c3&chksm=bd3fcf848a484692fa4c6dfd9439acda48ebc8942954cc30ef7706f7aa521c33d4c53b4cd913&mpshare=1&scene=1&srcid=0103YB1dzXMsaOGh1LcaxOM3&key=304caf69ae97dec958d79c7f6c67882d19605cc8475cfce584c43f53b42c747d41dd804707353dce1e7ad936da3553ab2021c8a60c4e92ebfeca2d0ec99456a1808b5665cd8ff75769fd63000ca901f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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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

《继承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遗嘱人可以撤

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

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自书、代书、录音、

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以及《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继承法意见》）

第 42条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

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

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

为准。”显然，我国继承立法针对法定的五种不同

形式遗嘱赋予不同的效力位阶，将法定的五种遗嘱

形式区分为公证遗嘱和非公证遗嘱两个效力位阶，

且公证遗嘱效力高于非公证遗嘱。针对公证遗嘱效

力优先的解释，学界通说的观点是：公证遗嘱是经

由国家公证机关按照法定程序证明的，最能体现遗

嘱人设立遗嘱的真实意思表示，经公证的遗嘱真实

性、合法性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但是，我们作为专业的法律从业人员，是否也

和普罗大众一样秉持“国内公证遗嘱的效力位阶

最高”的观点呢？目前，国内有不少学者和司法从

业人员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对公证遗嘱效力优先观

点提出了质疑声音。 

二、对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质疑 

反对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观点认为，“法律行

为的成立，属于事实判断问题；法律行为的有效，

属于价值判断问题。”[1]法律行为的成立是法律

行为生效的逻辑起点。公证行为是对遗嘱法律行为

成立本身真实性、合法性的证明，属于对遗嘱法律

行为成立的事实判断，而非对遗嘱是否生效可供执

行的价值判断。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的观点显然是

混淆了遗嘱的成立与遗嘱的生效二者之间的重大

区别。 

继承法的立法目的是保护遗嘱人自由处分其

合法财产的权利，遗嘱自由原则是实现继承法立法

目的的最大保障，也是民法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

遗嘱自由原则包括是否设立遗嘱的自由、选择遗嘱

方式的自由，表达遗嘱内容的自由，遗嘱人撤销遗

嘱的自由。撤销遗嘱的自由包括选择撤销遗嘱方式

的自由和撤销遗嘱内容的自由。反对公证遗嘱效力

优先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公证遗嘱效力优先违背

了遗嘱撤销自由原则。遗嘱人一旦订立了公证遗嘱，

在公证遗嘱撤销或变更之前，就不能再用其它形式

订立遗嘱，即使订立了，也是无效的。[2]公证遗

嘱效力优先限制了遗嘱人最终处分其财产意思的

顺利表达，违背了遗嘱人的最后遗愿，违背了遗嘱

自由原则。 

虽说反对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观点认为，公证

遗嘱效力优先有违遗嘱自由原则，但继承法对遗嘱

自由并非是完全自由、毫无限制的自由。如《继承

法》第十九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

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遗

嘱自由的限制在各国继承法立法例上均有迹可寻。

而且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法律素养有待

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尚未构建完成。在当前

社会中，由代表国家行使证明权的社会公众所信赖

的公证机构的法律职业人员所办理的公证遗嘱，其

在真实性和合法性上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的作

用。因此，在当前国情下，实行公证遗嘱效力优先

还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但是，鉴于目前公证

机构执业公证员数量的限制，以及大量其它公证业

务开展的需要，公证行业的现状并不能满足遗嘱人

设立公证遗嘱和撤销公证遗嘱的需要，这在一定程

度上加剧了遗嘱自由的限制。 

三、遗嘱效力认定规则 

遗嘱效力的认定规划及不同形式遗嘱的效力

位阶又是怎么呢？目前法律框架下关于遗嘱效力

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主要有：（1） 《继承法》第

二十条第 2、3款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

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自书、代书、录音、

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2）《继

承法意见》第 42条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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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

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

所立的遗嘱为准。”（3）《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

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民事关

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遗嘱效

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

律或者国籍国法律。” 

在司法审判实践中，首先，根据遗嘱是否具有

涉外因素区分为国内遗嘱和涉外遗嘱，采取不同的

效力认定标准。其次，国内遗嘱按照“有公证遗嘱

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

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最后，涉外遗嘱需要先

确定判断遗嘱效力的准据法，再根据准据法认定遗

嘱的效力。如果准据法确定为国外法，则需要进行

国外法的查明，依查明的国外法判断遗嘱效力；另

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第 2款的

规定：“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

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如果无法查明外

国法或外国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我国法律，即适用

我国“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

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的遗

嘱效力认定规则。当然除了上述遗嘱效力认定规则

外，还存在遗嘱人生前所订立的民事协议约定，对

遗嘱人产生拘束力的义务，或者共同订立的虽非协

议，但具有相应拘束力的准协议文件，也对遗嘱效

力认定构成重大影响。 

从上述遗嘱效力认定规则可以看出，公证遗嘱

在整个遗嘱效力认定规则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那

么我们有必要对公证遗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

通常所说的公证遗嘱是指在国内在公证机构设立

遗嘱文件上附有公证书证词，带有公证书编号的遗

嘱，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公证遗嘱是怎样认定的？

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第 1款规定：“公证遗嘱

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从继承法第十七条第

1款的条文文义中可得出公证遗嘱的两个要求，一

是要求办理公证遗嘱之人为遗嘱人，二是承办机关

为公证机关。关于承办机关为公证机关这一点，从

字面意思来看，法律并没有使用“我国公证机关”

的字样，而是表述为“公证机关”，也就是说法律

并没有排除公证遗嘱可由他国公证机关公证。[3]

从便于我国公民从事国际活动来看，承认一国的无

害公证行为可对我国公民从事国际活动提供便利，

减少不必要的时间、金钱、精力开支。也就是说公

证遗嘱同样可以由其他国家的公证机关办理。 

四、司法实践中公证遗嘱效力优先之阻

却的情形 

1. 因公证遗嘱无效导致效力被阻却 

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在（2001）纳溪民初字

第 56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中写道：“遗赠人

黄永彬患肝癌病晚期临终前于 2001年 4月 18日立

下书面遗嘱将其财产赠与原告张某某，并经泸州市

纳溪区公证处公证。该遗嘱虽是遗赠人黄永彬的真

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

容上存在以下违法之处：……遗赠属一种民事法律

行为，民事行为是当事人实现自己权利，处分自己

的权益的意思自治行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旦作

出就成立，但遗赠人行使遗赠权不得违背法律的规

定。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的

规定，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违

反者其行为无效。本案中遗赠人黄永彬与被告蒋某

某系结婚多年的夫妻，无论从社会道德角度，还是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来讲，均应相

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遗赠人

自 1996 年认识原告张某某以后，长期与其非法同

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

条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第三条禁止有配

偶者与他人同居以及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

相尊重的法律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遗赠人黄永

彬基于与原告张某某有非法同居关系而立下遗嘱，

将其遗产和属被告所有的财产赠与原告张某某，是

一种违反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和违反法律的行

为。……综上所述，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

了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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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原告张某某要求被告蒋

某某给付受遗赠财产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蒋

某某要求确认该遗嘱无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

持。” 

公证遗嘱内容亦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

德，违反者其行为无效。 

2. 有效的民事协议约定阻断了公证遗嘱效

力优先 

在《婚姻家庭纠纷裁判精要与规则适用》一书

中记载了这样的案例[4]：1983年蒋甲（男）与余

某（女）登记结婚后共同收养蒋乙（已成年）为养

女。蒋甲原有住房被拆迁后取得安置房一套（本案

诉争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仍为蒋甲），应补超面

积补差款 1.9万元。1997年，蒋甲、余某、蒋乙、

兰某（余某之女）达成家庭协议，约定：由蒋乙承

担房屋补差款，房产权归蒋乙所有；兰某来此房居

住照料两老去世为止。蒋乙当即给付蒋甲 2万元。

2001年余某去世。2004年蒋甲又与廖某结婚，共

同居住在该房屋，蒋甲的生活一直由廖某照料。

2006 年蒋甲立公证遗嘱：诉争房屋由廖某一人继

承。2009 年蒋甲死亡。蒋乙与廖某对该房屋的权

属发生争议，蒋乙起诉，要求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

并要求被告廖某搬出。 

审理要览：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蒋乙与

蒋甲、余某、兰某达成的家庭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

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蒋乙按照协议约定给付了房

屋超面积补差款后，应当享有该协议约定的权利，

即在蒋甲、余某去世后享有本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

由于该房屋已通过家庭协议的形式处分给蒋乙，且

蒋乙按约定支付了补差款，蒋甲的遗嘱行为不能对

抗之前签订的协议行为。因此，廖某不能因蒋甲的

遗嘱而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但鉴于廖某是蒋甲的

妻子，对蒋甲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现年老又无其他

居所，且家庭协议中也有“两老居住至去世”的意

思，从尊重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德的角度，廖某可以

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法院判决：诉争房屋为原告

蒋乙所有；驳回原告蒋乙的其余诉讼请求。廖某不

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

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廖

某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法

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民事协议一经签订，即在当事人之间形成“法

锁”，非经当事人协商一致或依法律途径，单方不

得撤销或变更。公证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不能撤

销在民事协议中的处分行为。 

3. 其它具有约束力法律文件排除最后公证

遗嘱效力优先规则适用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在（2016）粤 0104民

初 4749 号民事判决书中写道：“经审理查明：2000

年 9月 7日，被继承人黄某戊与罗某乙经广东省公

证处公证立下公证遗嘱[（2000）粤公证内字第

13997 号]，内容：‘我俩黄某戊、罗某乙夫妇是

座落于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路**号 103 房

屋……的产权人，现因我俩年事已高，为防不测，

特立此遗嘱：一、在我俩百年归老后，将座落于广

州市东山区**路**号 103 房屋由孙女黄某己一人

继承，任何人均不得有争议；……四、以上遗嘱是

我俩最后遗嘱，我俩任何一方先去世，都要按上述

遗嘱执行，任何一方都不能改变此遗嘱；五、此遗

嘱是我俩真实意思表示，由我俩签字并经广东省公

证处公证后生效'。在黄某戊死亡后，罗某乙于

2011 年 7 月 4 日经广州市海珠公证处立下撤销遗

嘱声明书[（2011）粤穗海证民字第 7633号]内容：

‘我与丈夫黄某戊于 2000年 9月 7日在广东省公

证处订立有遗嘱公证，公证书编号为：（2000）粤

公证内字第 13997号。现我决定撤销上述部分遗嘱，

即我对坐落在广州市东山区**路**号 103 房……

我的应占份额所立的该部分遗嘱，并将上述遗嘱公

证书正本一份交给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公证处。因撤

销上述遗嘱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我本人承担'。

本院认为，……本案中，被继承人黄某戊与被告罗

某乙系夫妻，……广州市东山区**路**号 103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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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被继承人黄某戊名义

购买所得，依法应属夫妻共同财产。黄某戊在生前

于 2000年 9月 7日与罗某乙共同立下（2000）粤

公证内字第 13997号公证遗嘱，该共同遗嘱是黄某

戊与罗某乙自愿作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

合遗嘱的形式要求。根据该共同遗嘱已约定上述两

间房屋分别由黄某己、罗某甲各继承一间，遗嘱中

明确‘是最后遗嘱，任何一方都不能改变此遗嘱'。

因此，罗某乙在黄某戊去世后，单方撤销共同遗嘱

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的约定，违背了被继承人黄某戊

的遗愿，对此本院不予支持。” 

共同遗嘱如果写明为最后一份遗嘱，在一方去

世后，则另一方不得撤销。遗嘱内容亦为共同遗嘱

人之间订立的契约。 

4. 国内公证遗嘱按照遗嘱效力规则被国外

遗嘱取代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在（2009）天法民一初

字第 359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中写：“原告

与被告蒋某丙分别提供了蒋某辛在不同时间、不同

地点所立的遗嘱，其中均涉及蒋某辛名下财产的继

承问题，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 410房的继承应以哪

份遗嘱为依据。首先，经本院查实，蒋某辛确实于

2004年 9月 8日在广东省公证处立下遗嘱，将 410

房屋的产权全部交由原告一人继承，该内容无违反

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而蒋某辛 2007 年 11 月 16

日在美国亚利桑某州立下《蒋某辛最后的遗嘱》，

明确表示取消其此前立下的任何意愿、托付及遗嘱

附件，其所有个人财产由被告蒋某丙继承；该遗嘱

经当地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我国驻驻洛杉矶总

领事馆领事确认，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亦应合法有

效，原告及被告蒋某甲对该遗嘱有异议，但均无提

供证据反驳，本院对其异议不采纳。其次，《继承

法意见》第 42条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

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

所立公证遗嘱为准。因此，在上述两份遗嘱均有效

的情况下，对 410房的继承问题，应以蒋某辛 2007

年 11月 16日在美国亚利桑某州立下《蒋某辛最后

的遗嘱》为准。”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 5828 号民事判决书对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的上述意见予以维持。 

五、结束语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在一般情况下，在当前

的法律框架内公证遗嘱确实处于效力优先地位。但

作为法律人要真实全面地考察法律的适用，目光来

回穿梭于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之间，不要僵化困顿

于法律条文规则之间。更不要被普罗大众朴素的法

律意识所左右，要以一个更专业更深入的角度去理

解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问题。只有深度熟悉遗嘱效

力的认定，才能在法律服务中，为当事人客户提供

优质而卓有成效有效的高端法律服务，满足当事人

客户的各种需求。 

注： 

[1] 参见 彭万林 民法学[M].第 148 页，北京：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转引自公证遗嘱效力优先性质疑，

作者：杨成良，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 02 期。 

[2] 参见 《公证遗嘱效力优先性质疑》，作者：杨成

良，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2 年 02 期。 

[3] 参见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3）静民一（民）

初字第 1821 号民事判决书。 

[4] 参见 《婚姻家庭纠纷裁判精要与规则适用》，王

林清、杨心忠、赵蕾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440-4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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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头条】解密：复杂婚姻案件背后的诉讼“连环计” 

原创 2018-01-08 白玉兰爱股权  贾明军律师团队 蓝艳 

http://mp.weixin.qq.com/s/qTp7-W2tdgDgNInWUapADQ 

导读 

离婚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破裂，还有可能是两

个家族的战争。大部分夫妻的离婚可能只要双方去

民政局登记即可。但也有一些离婚，双方斗智斗勇，

大战八百回合仍不甘心。今天贾明军律师团队的资

深律师蓝艳，为大家解密复杂离婚案件中的诉讼

“连环计”。 

近日,一则名为“军旅歌手陈红与前夫李军的

十场官司”的报道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关注。根据媒

体的披露，陈李之间早在 2014年 3月底已和平分

手，并无财产纠纷。可就在双方离婚后的一年多即

2015年 6月 29日，男方在网络平台上的一则发文

将两人藏在“和平分手”表象背后的矛盾赤裸裸地

呈现在公众视野中，并且随之而来的是十场诉讼纠

纷，涉及北京六家法院，诉讼期间自 2015年至今

尚未间断，让围观群众瞠目结舌。 

其实在笔者代理的诸多复杂婚姻案件中，类似

陈李之间所发生的诉讼“连环战”并不罕见，尤其

是那些涉及巨额价值的公司股权类资产处理的婚

姻纠纷中。有些诉讼会在双方离婚时一并“开战”，

但更多的诉讼则因为无法在离婚案件中一并解决，

而索性到了离婚后再开辟一片新“战场”。为此，

笔者根据多年代理此类案件的经验并结合中国古

代最著名的兵法“三十六计”为大家一一解密复杂

婚姻案件背后的连环诉讼套路，且听我一一分解。 

套路一：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出自《三十六计》第十九计，意思是

把柴火从锅底抽掉，才能使水止沸，比喻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而婚姻案件中的“薪”就是夫妻双方的

婚姻关系，双方正是基于产生了婚姻关系才引发了

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如果一方有证据证明双

方的婚姻关系无效或一方在取得财产时与另一方

不存在婚姻关系，则所谓的夫妻共同财产便会成为

“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在某知名网站创始人杨某与前妻王某的离婚

大战中，杨某曾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他与妻子王某

的婚姻无效，主要的理由为双方均未亲自到婚姻登

记机关领证，最终法院并未支持杨某的诉讼请求。

我国法律明确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

姻登记机关，虽然对于未亲自到场会引发什么样的

法律后果却并没有明确规定，是否一旦违反必须会

导致无效的法律后果，对此司法实践中认识不一。

一旦杨某的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则他与前

妻的婚姻关系自始无效，也就意味着他名下持有的

任何资产都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他也可以轻松地脱

离婚姻财产分割的诉讼战场。 

轰动一时的某钢铁大亨 500亿离婚案中[1]，

女方在起诉离婚时才发现自己早在十多年前“被离

婚”，自己对当年的“离婚”判决书完全不知。而

双方的大部分夫妻共同财产正是在这十多年间快

速累计起来，如果一旦法院认定该判决书有效，则

女方将无法主张男方在“离婚”后所获得的任何财

产。 

由此可见，虽然“釜底抽薪”这一招杀伤力非

常强大，足以致命，但在实践中却需要配合特定的

条件才能出招，所以此招在婚姻大战中并不常见。 

套路二：瞒天过海 

瞒天过海是《三十六计》的第一计，也是笔者

在处理案件当中最常见的一计。其原意是瞒住上天，

偷渡大海，比喻用谎言和伪装向别人隐瞒自己的真

实意图，在背地里偷偷地行动。在婚姻大战中经常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MzU1Nzc1OA==&mid=2247483705&idx=1&sn=ae9bfe79842e455d6e14dff2224d7d73&chksm=fbf04aa8cc87c3be00b64c4c87b8d4aead4bf55d009db1f6e1231e984bd4685fbb91d11ee7f1&mpshare=1&scene=1&srcid=0108s9Xwm9yvww1j6bh1uLxv&key=e69b003677a0a18a51409b1d0683b07f4e08718083c0db012045bc01a3c02be24e1603b9fcc254652868bef6c2d38355618486153d25664546f2e4cba3ceffeb14fba0429aeec3b57fb36bcad43382c9&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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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有公司股权一方向第三人（特别是近亲属）转

让股权的方式出现。此招操作成本不高、举证要求

严格且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审判标准并不统

一，因此在具体的“实战”中颇为常见。 

首先，此类股权转让案件中的法律适用并没有

统一的标准，造成司法判决具有不确定性。关于此

类案件是单独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还是需

要结合《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连最高人民法院都

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判

决案号分别为（2013）民四终字第 40号（以下简

称“40号案件”）及（2014）民二终字第 48号（以

下简称“48号案件”），虽然两个案件都是同样

是涉及夫妻一方“擅自”转让股权的纠纷，但最终

的判决却大相径庭。其中，40号案件综合适用了

《合同法》、《婚姻法》及《婚姻法司法解释（一）、

（二）（三）》、《民通意见》；而 48号案件则

仅适用了《合同法》及《公司法》，并直接认定该

案适用《民通意见》、《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二）》

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抛开这两个案件具体的个案内

容，单就法律适用问题上的矛盾就足够使人摸不清

头脑。 

其次，此类股权转让案件中对于原告的举证要

求非常严格，尤其是一方以低价（通常为按照工商

登记的出资额作价）向第三方转让股权的情况，原

告不但需要对第三方受让股权时具有恶意进行举

证，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举证股权的“低价”问题，

但该问题往往需要启动司法审计与评估才能计算

股权的真实价值，而在司法审计与评估的过程中又

将受到被告以及公司的“百般阻挠”，且此类股权

审计评估的费用通常也是天文数字，这将为原告启

动诉讼维权设置巨大的障碍。 

瞒天过海的招数在笔者实际代理的案件中非

常常见，虽然拆解此招确实有不少困难，尤其是进

入司法审计与评估阶段，其中的复杂程度令人咋舌，

但也可以尝试另辟蹊径轻松化解障碍。笔者曾经代

理了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涉及被告与其同胞弟弟

恶意转移公司股权的争议，本案中我方因为各种因

素并未启动司法审计与评估流程，但我们仔细分析

了被告所谓的收取其胞弟“股权转让款”的银行明

细，发现其所谓的转款系将双方之间发生的另行费

用拼凑而成，且总金额与所谓的“股权转让款”并

不吻合，最终法院采纳了我们的思路，判定被告转

让股权的行为无效。因此，拆解此招时不能轻易放

弃案件的任何一处证据，要做到巨细无靡、举一反

三，方能化险为夷。 

套路三：围魏救赵 

围魏救赵是三十六计中相当精彩的一种智谋，

借指用包抄敌人的后方来迫使他撤兵的战术。在婚

姻大战中，当一方无法 其他方法达成目的时，通

常也不愿意坐以待毙，任凭公司股权被另一半分割。

此时就会进而采取“围魏救赵”的招式进行“曲线

救国”。 

根据笔者代理案件的经验，此招数通常以股权

质押或股权保全的方式出现，即持有公司股权的一

方利用对外借款或与他人开展诉讼为由，对自己名

下的公司股权进行质押或司法保全，当未持股一方

要求处理公司股权时，则以系争股权已被质押或司

法保全将涉及到第三方利益为理由，要求暂缓分割

该部分公司股权。另外，如果质押股权一方不及时

偿还借款或者相关诉讼败诉，则该公司股权将直接

由质押权人获得或由法院强制执行。 

在拆解此类招数时需要对于股权质押或司法

保全所引发的争议进行高度重视，争取从源头上否

认相关的质押事实或诉讼。另外，若公司股权在分

割时，相关的质押权尚未实现或者法院并未作出最

终判决，笔者认为该公司股权原则上仍然应当作为

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依法分割，分割后双方可以继续

受到合法有效的质押权或司法保全的约束。 

套路四：树上开花 

树上开花是三十六计中不太为人熟知的一招，

如果用“虚张声势”这个成语来形容，可能更容易

得到读者的共鸣，此计意指借别人的势力或某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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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使自己看起来强大，以此虚张声势，慑服敌人。

在笔者所代理的一起涉及数十亿上市公司股票分

割案中就见到了该招数。 

此案中被告名下拥有价值数十亿上市公司股

票，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虽然他对于

股票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不置可否，但他实际

上并不想将名下的股票过户给我方，而希望通过支

付折价款的方式进行处理。由于该股票价值数十亿，

股票折价款将近十几亿元，被告明显无法一次性支

付完毕，因此我方坚持要求获得上市公司的股票。

此时，被告向合议庭表示，涉案公司系一家大型上

市公司，一旦被告名下的股票被分割，将会引发股

价大幅度的震荡、跌价，将会损害广大公众股东的

合法权益并会对上市公司造成重大影响。此时，本

案的审判长脸上确实也露出了十分凝重的表情。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被告是在施展“树上开花”

的招数，即刻意夸大股票分割的消极结果，避免实

际分割股票，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事实”去揭

开被告虚张声势的“面纱”。我们从证交所指定的

信息披露网站上搜集、整理了 2010年 5月至 2017

年 6月所有的 A股上市实际控制人、大股东或董监

高因离婚分割股票的案例共计 18 例，经过整理与

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大股东

或董监高离婚并分割所持股份通常不会引起公司

股票的市场价格在公告发布后短期内大幅上下震

荡，也就是我们通过客观的事实一举否定了被告所

提出的理由，并向法院证明了系争上市公司股票的

即时被分割也不会发生被告所述的消极结果，从而

打消了法院的顾虑。 

套路五：声东击西 

声东击西也是三十六计中较为耳熟能详的一

招。在婚姻大战中，通常有一些诉讼听起来似乎与

财产分割无关，但实则却是利用这些关联案件挽救

真正的财产损失或为相关财产分割诉讼提供证据。 

正如陈李大战中，陈红一方所提出的“股东知

情权纠纷”一案，笔者判断主要是希望通过《公司

法》赋予股东的知情权了解公司的内部资料，如财

务报告、会计账簿等，为未来分割公司股权提前搜

集相关的证据材料。 

另外，在笔者代理的另一起涉及公司股权处理

的离婚纠纷中，被告瞒着我方与案外公司达成了收

购该公司名下某优质子公司 100%股权的协议，并

利用公司大股东的身份，在我方（公司小股东）不

在场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同意出售该子公司的股

东会决议，企图在我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外出售该

子公司。虽然被告出售的标的是一家子公司，但是

该子公司却是公司最赚钱的投资项目，一旦被转让，

则公司的资产将大幅度缩水，即时最终我方获得了

公司股权，公司也会由于丧失了一块重大资产，而

使得股权变得一文不值。在这种情况下，我方及时

识破了被告的计谋，在起诉离婚案件之外又进行了

关于公司决议效力的诉讼并成功避免了被告任意

处置该子公司。 

套路六：偷梁换柱 

偷梁换柱源于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九十七回，

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二十五计，比喻暗中玩弄手法，

以假代真，以劣代优。在婚姻大战中此计的杀伤力

堪比“瞒天过海”，一旦成功将直接导致一方丧失

财产的分割权。此招主要以各类代持行为的形式出

现，尤其是股权代持。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从法律上明

确了股权代持的合法性，这使得股权代持的行为在

日常生活中日趋常见。而在婚姻大战中无处不在的

“股权代持”使得此类财产的分割时常处于一种不

确定状态，也是连环诉讼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的诉讼。

在笔者代理的案件中有两个较为典型的涉及股权

代持的诉讼。 

在第一个涉及股权代持问题的诉讼中，被告已

获得外省市公证处出具的生效公证书以及外省市

法院的生效调解书确认被告与案外人之间已达成

了股权转让协议，进而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股权代持

关系，仅因为上市公司的客观规定暂时无法完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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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行为，故被告以此认为系争的股权系案外人

的资产，不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而最终法院

采纳了我方的观点并认定，被告虽然与案外人达成

了股权转让协议，但案外人能否基于与被告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向原、被告主张获得系争股权，因系

另一法律关系，可另案主张。而被告现名下持有公

司股票系婚姻存续期间所获得，其在一方未知情的

情况下擅自与案外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擅自

隐瞒、转移财产，在双方未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

可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四条依法分割该部

分公司股票。由于笔者起诉该案时正值《婚姻法司

法解释三》刚刚生效，这也是该法院第一个依据《婚

姻法司法解释三》支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案例。 

第二个涉及股权代持问题的诉讼相对就没那

么顺利了。被告利用其与第三人之间后补的代持协

议以及一些间接的银行转账记录主张其名下价值

数亿元的上市公司股票系替第三人代持，不应作为

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虽然法院最终并未在诉讼

中明确认可该股票的代持关系，但也未直接接受我

方的分割请求，而是以“另案解决”的方式未对该

部分股票进行处理，但相关的股票仍在被告名下控

制，这无疑为我方的维权之路增加了更多的危险与

障碍。 

套路七：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三计，比喻为了保

护自己的实力而巧妙地利用矛盾的谋略。在涉及两

名以上股东的有限公司股权的分割战中较为常见。

常见的招数是利用《公司法》赋予的股东优先购买

权阻碍非持股配偶直接获得公司股权。 

《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

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经股

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

先购买权。在陈李大战中，根据裁判文书网上检索

到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 01民终

5852 号民事判决，李军的母亲李福珍以侵害其优

先购买权为由，于 2015年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起诉，请求判令李军和陈红订立的《股权转让协

议书》中涉及亚之杰广告公司李军名下 50％的股

权转让给陈红内容无效一案。虽然李军与陈红所签

订的离婚协议中已经明确了该公司的股权转让，若

陈红并非该公司股东，李军的行为实际上是向公司

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行为，应当依照《公司法》

的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如果过程中确实损害了

其他股东的有限购买权，则该股东可以提起相关的

诉讼。 

当然，在笔者代理的其他案件中，也有很多公

司股东确实是为了避免非持股配偶进入公司进而

影响公司人合性的角度而主动行使股东的优先购

买权。读者还是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进行理性

判断。 

套路八：暗度陈仓 

暗度陈仓全称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出

自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是三十六计中的第

八计，意指将真实意图隐藏在不令人生疑的行动背

后。 

在笔者代理的一起婚姻纠纷中，被告便利用其

实际控制公司的便利炮制出两笔巨额借款，并要求

我方一并承担，以达到贬损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

两笔借款分别已由外省市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以及

某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予以确认，被告在离婚案件

中基于该判决书与仲裁裁决要求确认原、被告需共

同承担该借款。最终法院认定，其中一笔巨额借款

形成的时间为双方婚姻关系发生矛盾期间即我方

已经提起了离婚诉讼后，且被告无法举证证明该笔

巨额借款用于日常生活开支或我方因该笔借款获

益，故该笔债务无法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

我方无需承担。相反地，另外一笔巨额借款系在双

方婚姻存续期间，由被告陆续向公司借款所得且有

相关的借款凭证以及财务记账凭证，且均发生在我

方提出离婚诉讼前，部分借款的用途根据被告提供

的银行转账凭证、业务回单等证据上显示用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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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故最终认定该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并由我方

一并承担。对于法院的判决笔者觉得尚待商榷，但

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在一方完全控制公司经营

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借助此类看似合法的手段制

造巨额的夫妻共同债务，进而达到贬损夫妻共同财

产的目的。 

套路九：顺手牵羊 

顺手牵羊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十二计，意为趁势

将敌手捉住或乘机利用别人，也比喻乘机拿走别人

的东西。 

在笔者所代理的案件中，夫妻公司特别容易出

现此类争议。双方创办公司之初，也正值双方夫妻

感情最浓之时，通常都是一方在外拼搏创业，另一

方在公司中管理大小事务，而公司公章、财务印章

等管理也是非常随意，几乎不可能设置关于公司公

章使用的管理规范，这也为此类案件的爆发埋下了

种子。笔者曾代理过一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正是如

此，其中被告主张我方私自藏匿公司公章以及营业

执照原件，但该公司并未设有公章以及营业执照保

管的规章制度，被告无证据证明我方实际拥有该公

章以及营业执照，因此最终案件败诉。但实践中，

如果一方确实刻意藏匿公司公章并利用该公章对

外借款或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将会对公司造

成无法估计的不堪后果。 

其实无论是复杂的离婚案件本身，还是那些藏

在背后的诉讼套路，无疑都是在消耗案件双方当事

人的精力和昔日美好的感情，其间坎坷，非事中人

难以体会。所以笔者希望各位读者在看清这些诉讼

套路之后，能秉承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合理善用法

律的武器，在合法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多一

分宽容，少一分争执，和谐圆满地走完婚姻的最后

一步。 

 

 

—————————————— 

[1]中国青年网：亿万富豪之妻起诉离婚才知已“被离婚”十年，

http://news.youth.cn/sh/201104/t20110407_1542925.htm ，最后访

问时间 2018年 1月 7日 

【专栏-袁芳看法】 A 股天价离婚，女方为何只分到 20%？ 

原创 2018-01-10 白玉兰爱股权  贾明军团队 袁芳 

http://mp.weixin.qq.com/s/jRNARtQi-eyZdopZIvJeVw 

导读：上市公司股东因离婚而导致股票分割的

新闻层出不穷。上市公司的股票在实践中的分割比

例如何？有哪些影响分割的因素？贾明军律师团

队的袁芳通过 20个媒体报道案例的分析为你解密。 

导言：昨日（2018 年 1 月 9 日），XX 科技

（00286X，SZ）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一、董事长兼总经理罗总与王女士已于 1 月 4 日签

署离婚协议，并对股份分割安排如下： 

1．罗总名下持股的深圳市敏行电子有限公司

94%的股权，离婚后归罗总所有。 

2．罗总名下持股的深 XX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离婚后双方各享 50%。王女士所享有的前

述股票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时，在同等条件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MzU1Nzc1OA==&mid=2247483726&idx=1&sn=05610d15c33709e862b8458fd3945ebd&chksm=fbf04adfcc87c3c9d39fa6e50981550aeb19094843ffc38a4d2d0e21b3ab7de07d3bfeb887cf&mpshare=1&scene=1&srcid=0110VKv66d7KxHdqhqv6VJYc&key=3fc4b5660983049ed4a4c03888d6199ec4a40416ab0887f7a03667e1274174fb80cbac4d38338905f38e06b8935f2daeda4749a58b99c71cdd3c21d6a34224ec31d15f791be5d5fcacf70cc0e193671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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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总有优先受让权。根据新闻的报道，王女士分得

的这笔股份对应的市值约为 2 亿元。 

观察细致的朋友或许会发现，此次罗总与王女

士仅仅分割了罗总直接持股的 11.21%的股份，而

并没有分割罗总通过 A 公司间接持股的股份，披

露中称 A 公司的股权归男方所有。笔者折算了一

下，这部分也占到上市公司的 17.7%，这相当于王

女士分割到的 5.605%只占到夫妻共有股份的 20%！

在不考虑股份取得时间的情况下，相差是比较大的。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原因在哪里？其

他上市公司股份分割是否有这个问题？笔者选取

了2010年至今20组媒体公开报道的股东离婚数据

分析报告来告诉大家。 

一、实践中 A股股东离婚的分割情况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我国实行夫妻共

同财产制，如果双方对财产分割协商一致，则尊重

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如果双方协商不一致，则法院

原则上对半分割，但适当照顾女方和子女利益、无

过错方利益。那么实践中 A 股上市公司的股东离

婚时分割比例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先看一组大的统计数据。 

1．协议离婚 VS 诉讼离婚 

根据以下图表显示，协议离婚的为 16 件，诉

讼离婚（法院判决书或调解书）的为 4 件。可见，

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东选择协议离婚的方式，一来

因为协议离婚保密性比较好，不用因举证而将所有

隐私呈给法庭；二来协议离婚成本低，省事省力省

钱。 

协议离婚与诉讼离婚的股权分割差异？ 

在上诉笔者统计的图表中，一共有四例是男女

双方对半分割的，其中两例是通过诉讼离婚的方式，

两例是协议离婚的方式。而其他的协议离婚中，男

女分割的持股比例均有差异，不为严格的对半。因

此，离婚方式对股权分割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

但相对来说，协议离婚双方有更多谈判空间，在股

份数量上可以差异化。 

2．离婚前夫妻一方的持股情况 

关于离婚前夫妻一方的持股情况，笔者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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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发现，仅一方持股的占到 90%，双方均持

股的比例仅为 10% 。 

3．离婚前持股一方的持股方式 

这组数据看似不起眼，但是对我们的分析非

常重要。据笔者统计，在笔者统计的 20 组数据中，

离婚前持股一方直接持股的占 85%，有间接持股

设计的仅为 15%。间接持股设计对于股东权利保

护是非常重要的，在离婚股权分割中也会起比较大

的影响，笔者将在后面详细分析。 

4．离婚时双方股权分割的比例 

这一组数据显示双方股权分割的比例情况。

笔者的统计分析显示，在离婚过程中，持股一方最

后分得的股权比例多于未持股一方的比例高达

65%，未持股一方获分得的股权多于持股一方的比

例为 15%，双方均等分割的比例为 20%。笔者认

为产生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持股一方往往是

参与公司经营的一方，对股权价值的贡献可能更直

接一些，对控股权的渴望也更高，因此在分割时其

宁愿以其他财产补偿也要掌握控制权。 

5．直接持股与间接持股在股权分钟的重大差

异 

在笔者统计的数据中，有两组数据值得让人留

意。第 4 组，股票代码 002063，在这组数据中，

男方通过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方式合计持股

17.3%，而女方仅分得 1.39%。第 20 组数据，股

票代码 002869，男方合计持股 23.3052%，女方分

割后仅直接持股 5.605%。这两组数据中，男方和

女方的分割所得差距高达 12 倍和 4 倍，是所有统

计数据中差异最大的，值得我们研究分析。笔者通

过第二部分详细阐述。 

二、直接与间接持股为何会影响股权分割？ 

根据笔者个人的经验分析，产生以上这种差异

的原因主要在于分割主体的差异，也即有限公司/

合伙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差异。在上述两组数据中，

男方直接持股的上市公司股份，均分割了，但男方

通过有限公司从而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权却

并没有分割。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有限公司股权

分割的复杂性。 

上市公司股份分割相对容易，有限公司股权分

割相对复杂。 

在实践中，上市公司的股份是相对比较容易分

割的， 根据《证券非交易过户证券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直接办理非交易过户即可，还不用顾虑限

售期的承诺，只要过户后继受限售承诺即可。而对

于有限公司来说，由于有限公司的人和性比较强，

往往会涉及其他股东的权益，因此，在离婚分割时，

是比较复杂的。实践中，首先要考虑离婚分割是否

会涉及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其次要考虑有限公

司的股权价值，而股权评估审计程序繁冗复杂，因

此，要估值并分割有限公司的股权，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因此，在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法院以涉及

案外人为由，不在离婚诉讼中处理有限公司的股权

分割。当事人如果要分割，可以重新提起离婚后财

产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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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限公司的股权分割并非上市公司的股

份分割那般容易，因此，对于想早日结束婚姻关系

的当事人来说，如果纠结于有限公司的股权分割，

一方面诉讼会浪费很多时间，另一方面，并不一定

会得到一个有利的判决。即使评估了、分割了、执

行了，拿到股权之后是否能参与运营和分红又是一

大问题。因此，在我们的实践操作中，在有更优选

方案的前提下，放弃有限公司的股权而拿折价款，

并将这一方案作为谈判的筹码，或许更有利于未持

股一方。 

当然，如果双方均在上市公司的法人股东中持

股，那么分割股权会相对顺畅，至少优先购买权的

问题解决了，这也是为什么同为一方直接持股+间

接持股的第 13 组数据中，双方没有出现持股的大

差距，因为另一方同样也在上市公司的法人股东中

持股。 

三、影响 A股离婚分割的因素及启示 

通过数据分析，笔者还总结出几条影响 A 股

分割的因素，和大家交流探讨。 

1．持股方式是影响股权分割的重要因素 

正如笔者第二部分分析的那样，持股方式是影

响股权分割的重要因素。同样是上市公司的股东，

是直接持股还是间接持股，对分割时的影响是不容

小觑的。如果是直接持股，那么根据我国《婚姻法》

和《证券非交易过户证券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非持股一方可以直接分割并非交易过户。而如果股

东是通过法人股东/持股平台间接持股，那么上市

公司的股份不会直接分割，该分割的是法人股东/

持股平台的股权。而法人股东/持股平台一般的表

现形式多为有限公司和合伙企业，这两者在分割时

是比较复杂的。 

因此，笔者建议公司的股东应提前筹划，尽量

多层次、多结构持股，要避免直接持股。 

2．夫妻共同债务也是影响分割的重要因素 

在股权分割中，债务也是重要的一个考量点。

公司的经营是有风险的，其中资金链就是很大的一

块。公司在融资过程中，经常会使用股权质押、股

东个人连带担保的方式进行容易。因此，在股权分

割之时，股东一方的个人连带担保债务、股权之上

的质押权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股权或者股份的价

值并不像我们表面看上去的那样，还要扣除债务成

本、运营成本、变现成本，最后其价值可能会大打

折扣。 

以下这三张图片（图 1~图 3）是笔者从 XX 科

技（00286X，SZ）的招股说明书摘要中截取的一

段，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公司股东曾经为公司提

供连带担保的情况。 

结语  

综上分析，上市公司股东离婚，并非完全对等

分割，股权的价值也并非简单的体现为表面上的价

格，持股的结构、债务情况、公司运营风险等多种

因素均会影响股权的实际价值和分割结果。同时，

在股权分割时也要顾全大局，特别注意对公众投资

者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股权财富规划中，各位企业

家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股架规划设计，最好咨询专业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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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与清偿 

2018-01-10 中国妇女报  吴杰臻 

http://paper.cnwomen.com.cn/content/2018-01/10/045416.htmll 

在法国，夫妻债务的清偿以有限责任为原则，

共同债务清偿以共同财产为限，个人债务的清偿以

债务人的收入和个人财产为限。 

法国夫妻个人债务主要包括一方擅自对外借

款和担保、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单方形成的债务、

结婚当天一方形成的债务以及接受继承、赠予所负

担的债务，排除了大部分危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单方

合同之债，较好地保障配偶的知情权和对债务风险

的控制。 

夫妻共同债务的原则性规定与限制 

法国民法典第 1409 条 概括了夫妻共同债务

的两种情形： 

第一，依据第 220 条 规定，为维持家庭日常

开支与子女教育而签订的合同所形成的债务。这种

债务为“永久性”共同债务，任何一方均不得要求

另一方对共同财产进行补偿。 

第二，夫妻共同财产制期间产生的其他债务。

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些债务是永久性的；有些债务

是可补偿性的，即以共同财产对外清偿后，一方需

要对共同财产进行补偿。 

法国在 1965 年 7 月颁布第 65-570 号法令时，

第 220 条仅有两款规定。对于明显超出日常生活所

需的而签订的合同，债务人的配偶是否要向债权人

共同承担，还需要看债权人是否善意。 

1985 年 12 月，又颁布第 85-1372 号法令，增

加“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购买和借贷，如未经夫

妻双方同意，不引起夫妻之间的连带义务；但属于

家庭日常生活所必要的小数额借贷，不在此限”的

内容，作为第 220 条的第三款规定。如此一来，除

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小额借贷外，一切借贷均需

要夫妻双方同意，进而限制夫妻一方擅自借款所带

来的风险。 

同时该法令规定：一方在未取得配偶明示同意

的情况下对外借款和担保，只能以其个人财产清偿

债务。 

然而，由多个小额借贷组成的大额借款是否需

要夫妻共同承担，第 220 条尚未明确。因此，法国

在 2014 年 3 月颁布第 2014-344 号法令时，又增加

了“当存在多个借款时，这些债务的总金额没有明

显超过家庭生活状况”。 

总而言之，夫妻一方因合同而形成的债务，原

则上需要另一方同意，方能成为夫妻共同债务。当

一方为了夫妻日常生活所需签订合同，则需要从债

务金额、家庭生活状况、是否对家庭有益和债权人

是否善意来综合判断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对于

分期付款的购买合同和借贷合同而形成的债务，除

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小额借贷外，法律严格限定

需要经过夫妻双方同意，方能成为共同债务，至于

债权人是否善意并不影响债务性质的判断。 

夫妻共同债务的特殊性规定 

法国民法典还对侵权之债、准侵权之债、违法

犯罪所生产的债务、结婚当天形成的债务和接受继

承、赠予所负担的债务均作出特别的规定。 

根据法国民法典第 1416 条规定，侵权之债、

准侵权之债、违法犯罪所生产的债务均要以夫妻共

同财产来清偿，清偿债务之后另一方有权要求补偿。 

根据法国民法典第 1410 条 规定，结婚当天一

方形成的债务以及一方接受继承、赠予所负担的债

务均属于个人债务。 

夫妻债务的清偿规则 

法国民法典第 1413 条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制

期间所形成的债务，不论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均需

要以共同财产清偿。这是夫妻债务的对外清偿原则，

包含两层意义：夫妻共同财产制期间形成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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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是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夫妻共同承担；清偿

债务的财产范围限于夫妻共同财产。 

但其清偿原则受到以下规则限制： 

第一，夫妻一方依据第 220 条规定，为维持家

庭日常开支与子女教育而签订的合同所形成的债

务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但根据第 1414 条规定，

债权人不能保全债务人配偶的工资和收入。如果其

工资和收入已划入银行账户中，只能在法定的条件

下实施保全。 

第二，根据第 1411 条规定 ，结婚当天形成的

债务和接受继承、赠予所负担的债务，只能以债务

人的收入和个人财产清偿。如果债务人的收入和个

人财产已与共同财产混同且无法区分，债权人才能

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保全。 

第三，根据第 1415 条规定，一方对外借款或

担保，应以其收入和个人财产清偿，不能以夫妻共

同财产清偿。如果一方对外借款或担保时获得配偶

的明示同意，可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但不能以配

偶的收入和个人财产清偿。 

第四，根据法国最高法院相关判例法规定，产

生于共同财产制期间的夫妻个人债务,不允许夫妻

任何一方的债权人就共同财产提起追偿之诉 。 

 

（作者系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暨高级合伙人） 

离婚时子女抚养权如何判？浙江省 

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举办研讨会 

2018-01-11 浙江省婚姻法学研究会  杨慧丽 

http://mp.weixin.qq.com/s/fMltSsp52_tVZk4pLGzhZQ 

2018 年 1 月 6 日，由浙江省法学会婚姻法学

研究会主办，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承办的

“离婚时子女抚养权归属之法理基础与实务规则

研讨会”胜利召开，来自我省各地的专家学者、律

师、法官、妇联干部、心理专家、媒体记者等 40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浙江省法学会婚姻研究会副会

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杨兴明庭长，到会

指导。 

研讨会由浙江省法学会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

柯直主持，会议第一阶段是自由发言时间，每一位

到会人员自由发表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

惑，或者自己对于离婚时子女抚养权归属的看法。

与会人员的观点主要围绕着分居期间一方抢小孩

甚至藏小孩的问题、多孩尤其是双胞胎家庭离婚时

却判决一方一个的问题、判决书调解书未明确探视

权具体行使方式导致无法行使甚至无法强制执行

的问题展开。 

来自西湖区妇联副主席张欣琳表示这类问题

都是妇联接到咨询者时的常见问题，她一直觉得非

常困惑也希望今天能够有所收获。来自乔司监狱的

心理咨询师张英觉得虽然自己也在用类似的观点

劝解服刑人员，但从根本上讲觉得还是存在很多问

题。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的家事法官沈妙军是特

地从舟山赶来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她给我们带来了

他们定海法院子女抚养问题的处理模式。一方面他

们把抚养能力进行量化考核，从夫妻各方的经济能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MTA2MzUzNQ==&mid=2247483683&idx=1&sn=bf2d593110aaa63f74c30724ccfe53fa&chksm=fc7f3223cb08bb3573a035a556d06dffe4fe2fb802fe92e21b2ea5c9abdfc97137a82ddad1c6&mpshare=1&scene=1&srcid=0111Dtq9MtAUTyr2F3QBAONr&key=ffd6e7826d53df79a47a3f8094879401e8fb026667f7ca868e30507916dc756004a9cab22d08f60019a2a09ca754d04a43304eb4504306553222575ea969bdb50105435dfe201f4470c70c61074de6eb&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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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历水平等多方面进行评分。另一方面他们还

设立了回访制度，如发现判决后直接抚养一方有不

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因素，会组织调解员、妇联工

作人员等对直接抚养方进行教育。同时他们会将冰

冷的法律语言通过温馨提示的方式发放到未成年

人父母的手上。沈法官带来的他们对家事案件的处

理模式，正好引入了本次研讨会的第二个阶段，离

婚对子女抚养权归属的影响因素。 

研讨会的第二阶段，由柯直会长介绍了如何完

善离婚诉讼期间的亲权设计，该问主要就目前存在

的“边诉讼边抢娃”状态，指出此类问题存在的法

律制度根源，并提出了明确权利排他规定、明确特

殊时期抚养权、亲权裁判规则、加强执行力度和制

度保障等建议。大家并分享了他制作的“离婚时子

女抚养权归属影响因素”，并下发《离婚时子女抚

养权归属影响因素调查问卷表》，希望与会人员结

合自己的工作经验提出相关影响因素。 

研讨会的第三个阶段是对热点案例的探讨，此

前临海法院一审判决一对夫妻离婚时通过辅助生

殖技术生育的婚生子归男方抚养，该案在舆论上引

发了热烈的探讨，本次研讨会再次从亲子关系、血

缘关系、男方无生育能力、妇女权益等各方面进行

了探讨，讨论热烈，与会人员也表示不能仅仅根据

女方单方观点去确定事实。 

浙江省法学会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杨兴明到会指导，杨庭长

提出，家事审判与一般的民事审判不同，是涉及到

人伦与情感的案件。离婚伤害最大的是孩子，律师

办理子女抚养权归属类案件的时候所考虑的往往

更多的是怎么是对自己当事人最好的，却忽略了怎

样是对孩子最好的，孩子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他呼

吁律师在办理该类案件的过程中应当更加重视孩

子利益。他同时提到，目前父母对于子女抚养权的

争夺，更多的是出于“养儿防老”第中国传统文化，

如果社会能够更大程度的实现“老有所养”，对于

解决这个问题也会有很大助益。并纠正了大家在抚

养权争夺上总是以父母的立场观点去判断的错误

观点，强调应该以儿童权利为中心，尊重孩子的意

愿。杨庭长认为柯直会长提出的量化子女抚养的衡

量标准很有意义，鼓励研究会多召开类似研讨会，

并形成调研文章，从而推动立法。 

本次研讨会内容丰富，行业之间思想碰撞激烈，

极大地激发了学术和实务的交流。柯直会长表示，

浙江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以后将继续举办此

类理论与实务研讨会，将之发展成为一种传统，也

希望有更多专家学者、律师、法官以及其他行业人

员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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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依“夫妻表见代理权”认定股权 

代持的裁决之商榷｜律师视点｜公维亮 

2018-01-14 家事法苑  公维亮 

http://mp.weixin.qq.com/s/KadMzgzIZMG7Yc23JwBhNQ 

【内容摘要】关于股权代持，大家都不陌生，

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或多或少会有所涉及，

而其中的风险却也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面对名义

股东的“反水”，还是面对夫妻一方作为转移财产

的手段，都是我们企业与家事律师所熟知或者所应

该熟知的，以便给客户尽可能多的财产保护方案。 

对于企业家事律师来说，往往会涉及处理代表

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一方，主要为客户减少代

持所带来的风险，为客户保护自己的财产建立堡垒

的法律服务业务；以及在诉讼案件中，代表公司的

股东，在面对虚假的实际出资人发难时，击退对方

的进攻。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股权代持的诉

讼案件。 

【关键词】股权代持  家事代理 

一、案情简介 

（案中涉及的人员及公司均已化名，仅作学术

交流） 

上海大秦花键轴公司（下称“大秦花键轴”）

设立于 1998 年 8 月，2001 年改制成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在册股东有大秦集团有限公

司（出资 675 万，下称“大秦集团”），嘉兴西楚花

键轴销售有限公司（出资 600 万，下称“嘉兴西楚”），

上海西楚花键轴贸易有限公司（出资 90 万元，下

称“上海西楚”），袁岳（男，出资 135 万元），法

定代表人钱静（女），袁岳系钱静的丈夫。 

之后，自 2002 年开始，大秦花键轴先后经历

了三次重要的股权变更，具体如下： 

增资： 

2002 年，大秦花键轴增加注册资本至 3500 万

元，股东为大秦集团（出资 1575 万元），嘉兴西楚

（出资 600 万）、上海西楚（出资 90 万）、袁岳（出

资 1235 万元）。 

股转： 

2003 年，上海西楚将自己的股权全部转让给

钱静。2006 年嘉兴西楚将自己的股权全部转让给

钱静。至此，钱静作为大秦花键轴的股东，出资

690 万。 

减资： 

2008 年，大秦花键轴公司减资至 3000 万，各

方股东的出资为：大秦集团 1350 万元，占比 45%；

钱静出资 591.30 万元，占比 19.71%；袁岳出资

1058.70 万元，占比 35.29%。 

本案的纠纷主要发生在上述 2002 年增资的过

程中，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告大秦花键轴

2002 年 3 月 11 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将注册

资本由 1500 万元增加至 3500 万元： 

股东会决议的签字栏的“袁岳”处，载有“袁

岳”和“蔡炎有”的签名，其中“袁岳”签名非袁

岳所签，“蔡炎有”签名系上海浩宇投资有限公司

（下称“浩宇投资”）原法定代表人蔡炎有所签。

由此形成的公司章程修正案中“袁岳”的签字也非

袁岳本人所签。股东大秦集团处的签字是案外人周

文良的签字。 

2002 年 4 月 3 日，原告浩宇投资向银行申请

收款人为被告袁岳、金额为 500 万元的本票一张，

同日，该 500 万元本票以被告袁岳增资款的名义进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0319&idx=1&sn=72317a3f1e98338c1c37e7db4d1a1cf6&chksm=8b18265fbc6faf495aeeb673a229377940ec7a447eb5171326cb0950dc235cf09f1ff6985387&scene=0&key=304caf69ae97dec94110dc6a5199ff86c608c14cf765e22cacbd1a2d9e9e6f2e00ea45de6c2d2684b7b03a13de56953c5bcc4567ce21a10f3705620fbc5829c3c4093b517c82a3cb9e1912d08c651c4a&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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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被告大秦花键轴账户。 

同时，被告钱静向原告出具代持股承诺书一份，

载明被告大秦花键轴增资过程中，原告浩宇投资出

资 500 万元，占大秦花键轴公司增资扩股后的

14.29%的股份，原告浩宇投资的股份由被告袁岳

代持，落款时间为 2002 年 3 月 12 日。 

于是，2014 年 11 月份，浩宇投资作为原告，

以袁岳、钱静、大秦花键轴为被告，起诉要求确认

浩宇投资为大秦花键轴的股东；确认被告袁岳持有

的被告大秦花键轴公司 14.29%的股份归原告浩宇

投资所有；三被告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 

原告起诉时，大秦花键轴的股权结构如下： 

 

案件审理过程中，案外人也就是大秦花键轴的

另外一个股东大秦集团出具情况说明：经了解被告

大秦花键轴其余股东与他人发生股东资格确认纠

纷，在不涉及大秦集团实体分配利益的情况下，大

秦集团不参与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

的纠纷，如经审理存在实际出资人，大秦集团将同

意实际出资人显名并同意被告大秦花键轴办理相

关登记手续。 

大秦花键轴前法人代表案外人周文良陈述，大

秦花键轴公司 2001 年改制后，被告袁岳从未参加

过公司的经营管理、亦未行使股东权利，袁岳只是

挂名股东，公司改制时的 135 万元不是由袁岳出资

的。2002 年增资时，浩宇投资出资 500 万元。 

法院另外查明，袁岳于 2014 年年初向本院提

起以钱静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本院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判决驳回了袁岳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过程中归纳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浩

宇投资是否为实际出资人”，经审理，法院认为： 

1、袁岳在 2002 年的增资款中确有 500 万元来

源于原告浩宇投资，对于袁岳所称的钱静系浩宇投

资的实际控制人，该 500 万元系其钱静筹措，浩宇

投资只不过是代收代付的说法，由于袁岳并未有证

据支撑，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浩宇投资认为 500

万元系其对大秦花键轴投资款的说法更为可信。 

2、从股东权利的行使来看，在被告大秦花键

轴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上，袁岳没有签字，原告浩宇

投资的法人代表却签了字，可见被告袁岳并没有参

加股东会的直接证据。另，案外人周文良陈述，袁

岳从未参与过该公司的经营、管理，亦未行使股东

权利，袁岳只是挂名股东。 

3、从被告钱静的身份角度来看，被告袁岳与

被告钱静系夫妻关系，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告钱

静可以代表被告袁岳作出相关意思表示——表见

代理。被告钱静通过承诺书的形式确认原告浩宇公

司系实际出资人，相应的效力应当可以约束被告袁

岳。对于被告袁岳要求鉴定《代持股承诺书》形成

时间的申请，本院不予采纳。 

据此依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判决，被告袁岳持

有的大秦花键轴公司 14.29%的股权归原告浩宇投

资所有；被告大秦花键轴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二、律师分析 

一般来说，处理涉及公司股权代持的案件往往

会涉及以下问题： 

1、公司历次股权变更过程中，涉案人员所持

原始股权如何计算？尤其是增资扩股的过程中，对

于持股比例和持股数量的变化是处理该类案件较

为常见的问题。当然，本文所讲的案件虽对该问题

有所涉及，但并不是本文讲述案件的争议焦点，以

下不再赘述。 

2、历次股权变更过程中所涉及的法律文件需

要注意哪些问题？这其中包括： 

（1）作为历次股权变更中的参与者我们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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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哪些问题？ 

（2）当公司意识到在过往的经营过程中可能

存在不严谨或有风险之处，要求律师采取“亡羊补

牢”的措施时，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这不仅是处理类似诉讼案件的需要，也是开拓

我们新的业务增长点的需要，有些公司中存在大量

的股权代持，涉及数十家公司和数十个“名义股东”。

而这些名义股东都是公司发展初期不断“积累”下

来的，随着公司的不断壮大，目前价值不菲，客户

也会逐渐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巨大法律风险。这个时

候，律师在其中就是“亡羊补牢”的角色，使客户

公司在过去粗放式发展中遗留的法律上的“致命”

漏洞得到最大可能的弥补，以防后患。篇幅原因，

不再本文赘述。 

3、当一方试图以“代持”的名义转移夫妻共

同财产时应该如何处理？甚至如本文如下案件中

所讲的，一方代配偶另一方签署“股权代持协议”，

企图以“夫妻表见代理权”的规定达到自己转移夫

妻共同财产目的时，我们如何进行击破？这是本文

所讲述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 

（一）股权代持的法律依据及构成要件 

1、股权代持相关法律依据 

由于股权（份）代持的现象和纠纷在现实生活

中越来越多，而在 2011 年之前，无论是立法机关

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此类代持纠纷并没有明确

的回应与说法。因此，地方法院在审理股权代持的

纠纷中并没有太多可供参考的法律依据，各地基层

法院基本上都是按照各自对《公司法》的理解自行

裁定。比如：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

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沪高法[2003] 216

号，以下简称《上海高院处理意见》）规定：“当事

人之间约定以一方名义出资（显名投资）、另一方

实际出资（隐名投资）的，此约定对公司并不产生

效力；实际出资方不得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只能首先提起确权诉讼。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其

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且公司一直认可其

以实际股东的身份行使权利的，如无其他违背法律

法规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实际出资人对

公司享有股权”；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

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江苏

高院意见》”）则规定：“股东（包括挂名股东、隐

名股东和实际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

除存在以下两种情形外，应根据工商登记文件的记

载确定有关当事人的股东资格： 

（1）当事人对股东资格有明确约定，且其他

股东对隐名者的股东资格予以认可的。 

（2）根据公司章程的签署、实际出资、出资

证明书的持有以及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等事实可

以作出相反认定的。实际出资并持有出资证明书，

且能证明是由于办理注册登记的人的过错致使错

误登记或者漏登的，应当认定该出资人有股东资

格”、“股东（包括挂名股东、隐名股东和实际股东）

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应根据公司章程、

股东名册的记载作出认定，章程、名册未记载但已

依约定实际出资并实际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

的，应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并责令当事人依法办

理有关登记手续”。 

地方法院的审判案例和审判需求推动了最高

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工作，2011 年 2 月 16 日，《公

司法司法解释（三）》生效，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五

条和第二十六条对于代持协议的效力、实际出资人

权益的保护等做了规范。其中，第二十五条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

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

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

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

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

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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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

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

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股权代持构成的一般要件 

法律层面对于股权代持即实际出资人与名义

出资人关系成立并没有明确的构成要件，但是根据

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归纳

一下股权代持成立一般需要以下要件： 

要件一，实际出资人的实际出资。 

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实际出资人实际出资是

股权代持成立的实质要件，也是法院审理该类案件

中首先需要考量的。上述司法解释第二款中对此也

进行了相关表述，“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

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因此，实际出资人想要获得股东资格的地

位或者想要依据“代持”获得公司的实际收益，必

须得有实际出资的行为。 

要件二，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关于代持形

成的合意，即代持协议的存在。 

有观点认为，代持关系的成立最主要的是实际

出资，而代持协议则次之。我们认为不然。一个代

持关系的存在首先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的

代持合意，其次才是实际出资人对公司的实际出资。

道理很简单，如果缺少了代持的合意，那么，系争

股权出资款无论是出于“实际出资人”还是出于名

义出资人，都不能完整的说明代持关系的存在。因

为，所谓的实际出资人对涉案公司的出资，可能存

在借款的可能，即所谓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

资人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而非代持股关系。相反，

如果有了代持协议，即使涉案股权的出资实际就是

来源于名义出资人，也不能完全否定代持关系的存

在，因为可能存在名义出资人借款给实际出资人，

然后又以名义出资人的名义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因

此，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关于代持股的合

意也应当是股权代持构成的实质要件。上述司法解

释第一款实际上表述的就是这个意思，即“有限责

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

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

为名义股东……” 

要件三，实际出资人实际履行股东义务（参与

公司经营与管理）和享受股东权利（获得公司收益）。 

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该要件作为参考要件，

而并不是决定性的实质要件。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通常来说，实际出资人对公司出资后参与公司的经

营管理，并将获得公司收益作为投资的目的。但是，

实际出资人作为隐名股东在很多时候是因为不便

于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或者是不具备经营管理公

司的能力，但这并不能否认其作为实际出资人的合

法权益。 

上述三个要件是法院认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

出资人存在代持股关系的一般要件，但不是实际出

资人显名化或者是获得股东资格的要件。也就是说，

代持关系真实合法的存在与实际出资人具有股东

资格并不必然的等同。因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

定，有限公司具有资合性和人和性的特征，实际出

资人要进一步获得股东资格，需要征得其他股东的

同意，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需要追加案外其他股

东为第三人或书面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 

（二）基于本案引发的关于表见代理权在夫

妻之间应用的思考 

对于股权代持构成的要件，本案一审法院在审

理过程中均不同程度的进行了考量，只是个中观点

值得商榷，尤其是以表见代理来说明“代持股承诺

书”的效力确实存在不妥之处。基于本文主要是讨

论分析法院依夫妻表见代理权判定股权代持之商

榷，对于实际出资、实际参与管理以及其他股东同

意等要件，我们简要分析。 

1、关于实际出资。 

 “袁岳在2002年的增资款中确有500万元来

源于原告浩宇投资”，实际出资是构成股权代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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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要件之一，但是不是有了实际出资就一定是实

际出资人，还需要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关

于代持的合意。 

本案中 500 万元的资金走向从表面上来看，确

实对被告袁岳不利。但是，如本案的客观事实显示，

虽然袁岳并无证据表明钱静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

无直接证据证明本案实际是被告钱静与原告合谋

串通损害袁岳的利益。但是，本案是在袁岳与钱静

夫妻关系恶化尤其是在袁岳提起离婚诉讼之后提

起，确为本案的代持纠纷增加了其他可以参考的维

度，这也是法院不得不寻求其他关于代持的构成要

件以便综合考量本案的判决。单纯的原告向被告支

票支付的 500 万元的事实，对本案的最终走向仍属

于可左可右的证据。简言以蔽之，500 万元增资款

项的来源在没有其他证据（如代持股合意）佐证的

情况下，不能根本上解决本案的争议。 

2、关于参与经营管理。 

我们知道，股东是公司的所有权者，股东的首

要义务是出资，而非参与经营管理。我们说是否参

与经营管理是股权代持纠纷中实际出资人股东资

格认定的参考因素，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

里作为参考因素的应该是实际出资人是否参与公

司的经营管理，而非已经登记在册的股东。 

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从股东权利的行使来

看，在被告大秦花键轴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上，袁岳

没有签字，原告浩宇投资的法人代表却签了字，可

见被告袁岳并没有参加股东会的直接证据”以及通

过周文良的证言得出“袁岳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与

管理”的结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单纯的一次股东会决议的参加与否并不能真实的

反应是否是在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事实上，原

告自该次股东会决议以后，再未出现在公司的股东

会中。第二个问题是，一审法院陈述的这段事实最

终落脚在被告袁岳没有参与股东会的直接证据，进

而说明被告袁岳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而试

图说明原告是真正的实际出资人，这是典型的本末

倒置和偷换概念。 

3、关于代持股的合意。 

本案中，从形式上来看是有公司法司法解释三

第 25 条规定的代持合同，但是，该代持股承诺书

的签署却是原告与钱静共同签署，即代持股承诺书

中袁岳的签名系由钱静代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

浩宇投资有理由相信被告钱静可以代表被告袁岳

作出相关意思表示。也就是说，一审法院依据夫妻

间的表见代理权认定代持股承诺书对袁岳有约束

力。面对袁岳提起的关于代持股承诺书形成时间的

鉴定，一审法院以“即使承诺书的形成时间与落款

时间不一致，被告钱静对于被告袁岳代持股的意思

是明确的，被告钱静通过承诺书的形式确认原告为

实际出资人，相应的效力应当可以约束被告袁岳”，

至此，被告袁岳对于原告诉讼请求的抗辩之路全部

被堵死。 

认定代持股承诺效力的同时也就认定了代持

股的合意，那么，上述关于实际出资问题就可以偏

右理解，即原告与被告袁岳之间 500 万元的资金往

来就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对公司的出资；而是否参与

公司的经营管理只是参考因素，并不影响本案的判

决。据此，一审法院判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袁

岳是名义出资人，浩宇投资是实际出资人。 

因此，本案中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

代持关系是否成立，归根到底是本案中原告提交的

代持股承诺书是否合法有效，即被告钱静是否有权

代替袁岳签署代持股承诺书。 

显然，一审法院关于代持股承诺书的认定是有

点过于荒唐，个中观点值得商榷。一审法院的观点

无异于：无论在册股东袁岳是什么样的意愿表示，

只要被告钱静对于袁岳代持股的意思是明确的，那

么，该代持股协议书对袁岳就是有约束力的。理由

就是袁岳是钱静的丈夫。尽管一审法院中不同程度

的表述了原告有理由相信钱静可以代表袁岳作出

意思表示，但是一审法院的最终落脚点却完全忽视

了夫妻之间表见代理权的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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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家事代理权与夫妻之间表见代理权。 

笔者认为家事代理权是表见代理范畴下一种

特殊的形式，广义上来讲都属于无权代理的一种。

狭义上来说，家事代理权同时包括推定的有权代理

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的无权代理。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规定的家事代理权

的权利基础在于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具体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

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

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其含义是指配偶一方本无代

理权，在与第三人就实施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

时，推定享有代理对方配偶行使权利的权利。其法

律后果是配偶一方代表家庭所为的行为，对方配偶

必须承担后果责任，配偶双方对其行为承担共同的

连带责任。 

二是，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

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

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

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

意第三人。 

对于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

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首先需要取得一致意见，也

就是说夫妻需要共同作出意思表示，否则一方的处

分应归于无效。该条的本意是提醒第三人在与夫妻

一方从事非日常生活范围内的重大财产交易时要

注意夫妻双方是否取得一致意见，即赋予了第三人

注意义务，这实际上已经使第三人在与夫妻一方从

事重大财产交易时丧失了有理由相信一方有代理

权的权利。 

当然，对于非因日常生活需要而进行的重要处

理决定，本司法解释同时赋予了夫妻之间表见代理

权的内容，即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

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

抗善意第三人。 

从家事代理权的立法本意以及非因日常生活

需要的处理决定需要夫妻双方取得一致意见来看，

对于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这一主观推定应当从严处

理，既要考虑第三人善意、且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

也应当考虑配偶另一方明知且未有明确的反对。否

则，将会使得夫妻一方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无法保

障，对于企图擅自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却提供

了便利。 

（2）关于本案中的表见代理权人认定。 

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的案例都是夫妻一方对

自己名下的财产（股权或者房产）与第三人签署转

让协议，那么，第三人基于物权或股权的公示公信

力去有理由相信其有处分权。但是，本案中的客观

情况是钱静对于袁岳名下的股权，代袁岳签署代持

股承诺书，第三人即本案的原告要做到有理由相信

确属不易。 

第一，原告浩宇投资没有尽到审慎注意的义务。

如果钱静签署的代持股承诺书是处分的自己名下

的股权，作为第三人浩宇投资都应该去征求被告袁

岳的意见，以做到其应尽的注意义务。更何况本案

中钱静所签的代持股承诺书的标的是袁岳名下的

股权呢？道理不言而喻。况且，对于浩宇投资来说，

面对如此大额标的的股权，其征求袁岳的意见所付

出的代价或者是成本是极低的。 

第二，对于“有理由相信”来说本就是主观的

行为，但是如上所述，对于第三人的“有理由相信”

应当从严理解。那么，其起码应该有至少一件可以

使其有理由相信的证据，然而本案中，浩宇投资除

了知道钱静是袁岳的妻子外，却再无其他证据进行

佐证“有理由相信”。 

第三，退一步说，即使浩宇投资基于袁岳与钱

静是夫妻关系，所以有理由相信钱静有代表袁岳的

权利。那么，浩宇投资起码有证据证明袁岳对于钱

静代签行为是明知的或者是应知的。而事实恰恰相

反，袁岳不仅不知情，且在知情后是明显反对的，

且袁岳认为其名下的涉案股权根本不是代持而是

钱静与原告为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一手炮制的！ 

第四，对于代持股承诺书的签署时间问题，袁

岳提交了书面请求鉴定的意见。但是，一审法院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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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即使代持股承诺书是近期签署的，因为钱静对

于袁岳名下的股权是代持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也

不影响代持关系的成立。这是本案中又一个值得商

榷之处。不得不说，一审法院对于钱静（夫妻一方）

的意思表示即代表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给予了无

限扩大化的效力，甚至是完全忽略了合同的相对性。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甲乙是夫妻关系，有一套

共同的房产登记在甲名下，市场价值为 1000 万元。

甲与案外人丙签署了出售房屋合同，合同价为 100

万元，且丙的签字是由第三人代签的。乙为了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以甲无权处分为由起诉房屋买卖

合同无效。为了证明甲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一

手炮制该房屋买卖合同，特提出鉴定申请，请求鉴

定合同中的签字并非由丙所签。 

此时，法院如果说因为丙对于第三人代签的行

为是明知的，且丙对于购买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是

明确的，或者丙追认第三人代签的效力。那么，该

笔迹鉴定的意义就不大，法院有理由不同意乙提出

的鉴定要求。况且，这个房产案中甲具有恶意性是

不需要通过第三人代签行为进行证明的，从其无权

处分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事实上，无论是一方擅自

转移夫妻共同房产也好、转让共同股权也好，转让

一方具有恶意是不言而喻的，需要证明的是受让方

的非善意。 

本案情况完全不同：首先，钱静根本不是代持

股承诺书的相对方，其意思表示不能及于合同相对

方的任何一个人；其次，合同的相对方之一袁岳对

此自始至终对于钱静的代签行为是否认的。如果笔

迹形成时间的鉴定显示，代持股承诺书形成于近期

甚至是形成于袁岳起诉离婚以后，就对钱静以及浩

宇投资具有恶意性有一个初步的证明。 

但是法院却以合同相对方以外的钱静的意思

表示已经明确就否定鉴定申请的合理性，值得商榷

的空间较大。 

综上来看，浩宇投资明知在册股东是袁岳、明

知袁岳的签字是由钱静签署，且并无证据证明袁岳

同意甚至是袁岳对此知情的情况下，显然丧失了善

意第三人的基础。同时，本案不适用夫妻之间的表

见代理权。 

三、本案的后续及启示 

（一）案件的二审及再审情况 

一审判决后，袁岳提起了上诉，认为原审未追

加大秦花键轴的另一股东大秦集团参加诉讼，又未

同意袁岳对原告提供的代持股承诺书形成时间进

行鉴定的申请，导致案件关键事实未予查清。代持

股承诺书并非形成于落款的 2002 年，而是袁岳

2014 年起诉离婚以后，袁岳对此重大事项并未授

权钱静，因此即使两人系夫妻关系，其效力亦不能

约束袁岳。 

原告自称是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那么应该

举证证明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而非举证证

明袁岳未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然而事实上，

虽然在 2002年 3月 11日的股东会决议上有原告前

法人代表蔡炎佑签字，但是，增资事宜是在同年 3

月 18 日的股东会上才最终决定，且蔡炎佑此后再

未行使过任何股东权利。且在涉案公司减资的过程

中，原告浩宇投资也无证据证明拿到了减资款。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1）500 万元增资款并非浩宇投资直接向大

秦花键轴支付，仍属于袁岳向大秦花键轴的增资款。

浩宇投资向袁岳支付 500 万元的基础关系，并非本

案的审理范围，当事人可依据相应的事实另行主张。 

（2）代持股承诺书中并无袁岳签字确认，而

是钱静代签，虽然钱静与袁岳系夫妻关系，但对于

涉及如此大额的企业资产权属的确认，显然不适宜

适用夫妻之间家事代理权作出认定。对于公司股权

的代持关系，应由代持关系的双方进行确认，现袁

岳对代持股承诺书及代持关系不予确认，故原审判

决仅以袁岳与钱静系夫妻关系，即认定浩宇投资有

理由相信钱静可以代表袁岳作出相关意思表示，进

而认定袁岳与浩宇投资之间的代持关系成立，并不

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所作认定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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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浩宇投资无证据证明其行使过股东权利、

享受过股东利益。 

综上所述，浩宇投资关于其系大秦花键轴的实

际出资人，袁岳系代持股的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

律依据。 

二审改判后，浩宇投资向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

审，高院经审理后专门针对代持股承诺书是否成立

进行认定，即二审法院关于公司股权代持关系硬的

由当事双方即浩宇投资与袁岳进行确认的观点，本

院予以赞同。故驳回浩宇投资的再审申请。 

（二）本案的启示 

1、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互联的时代，

一个无界的时代，一个分享的时代，同时，正如本

文题头所称，这是一个代持的时代——代持很重要！ 

2、代持关系的认定中，实际出资是其构成的

实质要件，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一个有效的代

持股关系中必须具有代持股合意——代持协议很

重要！ 

3、代持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具有风险；代

持之于企业家或股东来说就像美酒之于男人，会用

的是仙丹，不会用的可能是毒药——代持协议的设

计很重要！ 

4、以上三点总结起来就是，在一个代持无处

不在且有风险的时代，如何做到代持的风险与防范

需要律师的专业知识与业务经验——私人财富管

理与防范律师很重要！ 

公司实控人家事风险防范及应对 ——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的颁布对私人财富管理的影响｜吴卫义 公维亮｜律师视点 

2018-01-14 家事法苑  吴卫义 公维亮 

https://mp.weixin.qq.com/s/juRTu-9007AEli8UHlPQVQ 

引言 

张男与郭女为夫妻关系，双方婚后出资与其他

股东设立 A公司，其中：张男持有 A公司 85%的股

权，其他股东合计持股 15%，郭女未持有 A公司股

权，亦不参与公司经营。后公司稳健发展，并于近

期完成了多轮融资，合计融资金额达十亿元人民币，

计划分拆打包上市。此时的张男身家已是过亿资产，

未来 IPO成功后，身价还会继续攀升。在我国，类

似张男的情况不在少数，根据《2017 胡润财富报

告》家庭资产地域分布情况统计显示：大中华区

600 万资产家庭比去年增长 6%，达 460万户；大陆

每 940人中有 1人是千万富翁，每 1.4万人中有 1

人是亿万富豪。很显然，这些高净值及超高净值人

士大多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然而，他们所面临的

家事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大股东家事风险的防范

及应对就自然成了私人财富管理领域不可回避的

话题，也是私人财富管理律师、税务筹划律师、资

本市场商事律师共同的课题。以下就以张男为例简

述其驰骋资本市场时可能面临的家事风险情况。 

情况 1：“山盟虽在，锦书难托”之时——“婚变”

成为 Pre-IPO公司实际控制人最大梦魇。 

当问及什么投资是最大风险时，巴菲特说是婚

姻！ 

有太多的 Pre-IPO 公司实际控制人面对看似

突如其来、实则早有预警的婚变时束手无策，这其

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便是“上海全土豆科技有限公

司”实控人王某与妻子杨某的案例，由该案衍生出

的“土豆条款”也充分说明：公司实控人的婚姻状

况的影响范围已经扩展至公司的投资人及其他关

联方。“土豆”的案例大家已经了熟于心——有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0319&idx=2&sn=cfc1e36168b68833d8c091e4ff38f085&chksm=8b18265fbc6faf498d75c1088dc487604772590cd0a24c5baee89429737a4fc54de5bf788ed7&scene=0&key=cdd0d222300eca7e1910ef19c2d00fce6e585dd0aadf631bf341602a1abe8596b56e3b0fc48a21441b0e3a8a9287b63702eb34c85b7de27f94eb3c67f5272c21dcac6d126ba397e89c28c98177c8d044&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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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戏称“（煮）烂了的土豆”，我们无需赘述。但是，

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土豆”之后还有更多的“毛

豆”、“黄豆”、“四季豆”……面临着“或被煎炸”、

“或被翻炒”、“或被清蒸”之命运。 

引言案例中，如果在 Pre-IPO 关键时期，张男

要与郭女“劳燕分飞”，那么，其影响是不言而喻

的。对于张男而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

释的规定，张男名下股权的取得发生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且出资亦为夫妻共同财产，其名下股权应

为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张男与郭女针对离婚相关事

宜不能通过协议的方式解决，那么，郭女势必会提

起离婚纠纷案件寻求法律的救济，而此时： 

（1）前述张男名下的股权可能会被依法分割，

张男实际控制人地位将受到影响，从而可能会形成

A公司过会的实质障碍； 

（2）即使张男名下的 A公司股权因为涉及案

外人的利益，离婚案件中可能不会直接被处理，但

“初一”和“十五”的差别并未解决张男以及 A

公司的根本问题； 

（3）纵然张男可以不同意离婚，以求“不准

离婚”的判决，但是：“股权归属明晰”的 IPO硬

性条件依然扎实的摆在张男及 A公司面前； 

（4）直接给予郭女股权折价款，保障张男名

下的股权和其实控人的地位，然而对于涉案公司股

权价值双方又难以达成一致（如果达成一致就可能

无诉可言）；那么势必会“大动干戈”的对 A公司

启动审计评估程序； 

（5）寻求股权分割时张男获得较多的股权比

例，以维系其实控人地位和 IPO的顺利进行。然而，

郭女即使获得公司少量的股权，其也就拥有了法律

赋予的“股东知情权”，这对于已然因为诉讼而陷

入“敌对状态”的双方来说，郭女可能提起的“股

东知情权诉讼”又将使得 A公司再次卷入“缠人的

诉战”。 

如果上述案例中的张男在准备 IPO 前未经过

任何的股权结构优化、协议筹划等从私人财富管理

角度出发的有针对性安排的话，那么上述情形很可

能是张男要面对的。我们所说的股权结构并非是陷

郭女于“人财两空”之境和陷张男于“不仁不义”

之地步，而是秉承“和”则两利之前提下的事先规

划。 

这是否意味着,只要张男与郭女离婚纠纷通过

诉讼的方式解决就会对张男形成不利呢？当然不

是。近日，WePhone 创始人苏享茂面对前妻翟某某

以“法律途径”救济的情况下，不堪压力而“自杀”

的事件被炒的沸沸扬扬。由于尚不知该案全貌，笔

者无法妄自评论，但是：苏享茂未经深思即签署其

自称的“万恶”的离婚协议以及面对翟某某的“逼

迫”而选择轻生是值得探讨的。因此，我们说：面

对上述张男的事件，如果郭女执意起诉离婚，那就

应诉即是，虽然通过诉讼中的对抗可能会使得张男

承担压力，但对郭女来说也实无益处可言（试想：

上市失败对郭女又有何益呢）？ 

恰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颁布实施，值

得一提的是：前述情形（5）中提到的股东知情权

问题也一直是商事纠纷中最常见的诉讼类型之一，

事实上，婚姻纠纷案件中也时有涉及，甚至被类似

张男等实控人所诟病。《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用

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等 5

个条文再次对股东知情权进行更为详细的规范，包

括对股东知情权的进一步保护（如不能通过章程限

制）、对查阅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地点要求人民法

院“应当在判决中明确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

材料的时间、地点和特定文件材料的名录。”（此前，

很多此类案件生效后得不到有效执行），还对股东

行使知情权时的“不正当目的”之情形进行了明确；

同时，对于因股东行使知情权后泄露公司商业秘密

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的，《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赋予了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近五分之一的条文

对股东知情权诉讼进一步规范和对滥用股东知情

权诉讼的情形进行限制，充分说明无论是商事案件

还是涉家事案件中，股东知情权类纠纷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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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重视，这对前述张男案件中的情形（5）也会

起到有益的影响。 

情况 2：“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公

司实控人身体健康状况成为 PE、VC共同关心的话

题 

仍然以张男的情况为例，如果此时张男意外去

世或失智，对于 A公司而言是莫大的灾难，而对已

经成为股东的投资人来说也无异于晴天霹雳。 

如果张男在此时不幸去世，那么张男在没有遗

嘱的情况下，其名下股权将发生法定继承。但是，

我们知道，张男的法定继承人仅在张总个人股权

（即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的范围内予以继承，而

另一半股权为郭女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个人财产部

分。然而，由于公司股权具有特殊性还涉及到公司

法上的相关内容，单单参考婚姻法的规定并不能完

全解决其继承问题，如本案，在郭女是否可以继承

张总的股东资格的问题上，张男的其他继承人与郭

女可能就需要历经漫长的诉讼过程。对于公司其他

股东来说目前公司并非是上市公司，被继承的股权

不能够随便套现，收益权不能立刻实现，其他股东

也未有足够的现金流购买被继承的股权，但若张男

的股权经过法定继承人（即配偶、子女、父母）继

承后又将面临被稀释的情况，加上来自上市、投资

方等多重压力，其他股东更愿意保护公司的人合性，

不愿张男的继承人称为公司的股东。关于大股东的

股权继承方式，因公司法适用过程中的争议不断，

实务中常有裁判观点不一致的情况发生。法律规定

的单薄使得一些股东权利得不到切实有效的司法

救济。妥善处理公司治理和股东权利纠纷的迫切需

要也正是促生此次公司法《公司法司法解释（四）》

出台的主要原因。如前所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

共 27条，其主要从股东诉权、股东优先购买权、

公司决议效力、股东知情权、股东利益分配权五个

方面完善了公司治理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其在保护

公司股东权利的同时，也对股东家族财富的传承具

有一定的影响力，具体包括： 

1、明确公司章程可以对继承、遗赠发生的股

权转移进行限制 

本次《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十六条明确了股

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边界，即：有限责任公司的自

然人股东因继承发生变化时，其他股东主张依据公

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

东另有约定的除外。依据规定，公司章程的内容设

置将在股权传承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公司章程

中可以规定若股东离婚时，股东配偶可否取得股东

资格，以及在股东死亡时，法定继承人可否继承股

东资格成为公司股东，或是仅继承股权所对应的财

产价值等相关内容。可见，章程的设置是企业发展、

财富传承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般来说，各类公司根据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

对于其章程设置的需求也有所不同。创业型企业在

发展前期，章程设置往往较为简单，或为确保项目

的有序、良性推进，时有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合伙人

的继承人只能继承股权的财产权益，不能继承股东

资格的情况。而对于发展稳健的家族型企业来说，

为了保持股权的稳定、家族财富的持续传承，公司

章程的内容设置往往更为复杂，远不是短短几句可

以含括的。虽说公司在发展的重要阶段，核心创始

股东意外去世、离婚等虽然不是大概率事件，但此

类事件一旦发生，就有可能给公司的发展带来致命

性的伤害，为防“后院起火”公司股东应早做合理

安排，建议： 

（1）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的提前约定来

实现股权的稳定，如条件允许，章程和股东协议建

议同时签署，实现双重保障； 

（2）内容应明确继承人是否可获得股东资格，

若不能获得股东资格，应明确所继承股权应以何种

方式实现价值； 

（3）为确保章程及相关协议文件的合理性、

合法性，具体文件内容宜寻求专业法律人士的意见。 

2、除章程特殊规定，股东资格的继承可以对

抗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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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前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十六条的规

定，在公司章程未作出特殊规定时，股东资格的继

承人当然取得股东身份，并排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

买权。该条规定更加明确了《公司法》第七十五条

“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

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内容。 

将股东优先购买权只限定适用于股权因交易

行为发生继受取得的情形，并不当然适用因继承等

非交易行为而取得情形。同时，为了维护有限责任

公司的人合性，关于股东资格继承的相关规定也可

以在公司章程中早做约定。如股东之间可以约定股

东去世后，股权不能够继承，股权由原其他股东按

照相应的股权比例受让，股权受让价款由继承人取

得等。 

因此，从家族财富传承的角度来看，《公司法

司法解释四》的出台将在实务中大大减少因股东死

亡而引发的继承人股东资格纠纷案件。其他股东无

权以为了保护公司人合性为由，主张死亡股东股权

消灭或继承人只可继承股权所对应的财产价值，无

权继承股东资格，股东继承人的权利更加受到保护。 

3、明确了股东权利，但股东配偶方权利尚未

受到保护 

本次《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第二条规定了对

于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撤销的诉权人应具有股东

资格，以及第七条第二款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

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

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

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外。  

上述两条规定进一步明确了股东的诉权以及

知情权，规定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按

照上述规定的文义解释，权利主体只限定为股东，

股东配偶方依据规定并没有权利要求公司撤销决

议或行使知情权。但在实践中，若夫妻持股方控制

股东会和董事会，以减损或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目的

做出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配偶方在章程未做出限

制性规定时，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股权的股

东资格仍是具有一定的期待利益的，即依据《婚姻

法解释二》第 16条规定的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

是该公司股东的两种处理方式： 

（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

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

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

成为该公司股东; 

（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

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

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

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

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

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可见，配偶方在既定条件成就时，仍有将来成

为股东的可能。但依据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

定，身为股东的一方在利用股东身份而促使股东会、

董事会作出决议，转移公司股权或其他夫妻共同财

产时，被侵害的配偶方恐怕只能束手无策，无法直

接要求公司保护自己的期待利益了，这显然是不具

有合理性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盲区导致的配

偶权利救济途径的缺失，也将会增加法院在审理相

关案件的复杂程度。 

情况 3：引申——实控人配偶去世对公司及投资人

的影响分析 

除此之外，笔者不禁将话题进一步引申，望引

起相关人士的关注，即： 

引申 

回到前文所述的张男郭女案，在本案中若去世

的是郭女，股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理应依法分割，

郭女的父母作为法定继承人之一，可否要求继承股

权，成为股东？ 

该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少见，但却不能不

引起私人财富管理律师尤其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的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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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本案所争议股权，为夫妻财产共同

出资，在章程及夫妻间未做约定的情况下，郭女虽

未载入股东名册，但并不意味着其不享有成为股东

的资格，既然郭女生时对此享有期待利益，其继承

人也应当可以继承其享有的期待利益，且在现行法

律制度下，并未明确规定股东配偶之法定继承人不

可成为公司股东，因此，并不排除实务中股东配偶

死亡，其他法定继承人要求并成为股东的可能性。 

可见，股权传承中难以预估的风险问题无处不

在，毕竟现实是残酷的也是复杂的，考虑到大股东

无时不背负来自合伙人、投资人、员工团队等相关

利益方的压力，为了避免因“后院起火”造成不必

要的损失，大股东在公司成立之初或婚姻关系缔结

之前的未雨绸缪才是理性之举。 

看《欢乐颂 2》，论“创一代”与“接二代”的 

财富接力热潮｜吴卫义 公维亮 | 律师视点 

2018-01-14 家事法苑  吴卫义 公维亮 

https://mp.weixin.qq.com/s/F9UDSMw_opo1DJ63335zcQ 

眼下《欢乐颂 2》正播得火热，该剧主要讲述

个性迥异而又相亲相爱的“五美”身上所发生的一

连串有关友情、爱情、亲情、职场和理想的故事，

作为热播大剧，五美的经历、结局时刻牵动着“欢

乐粉”的心。 

说到底，《欢乐颂 2》之所以获得观众的“热

捧”，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该剧将“不同的阶层”、

“骨感的现实”、“各种正或不正的三观”赤裸裸的

展现在观众面前，让人或“恨”或“喜”或“喷”

或“乐”，甚至让人不自觉的“对号入座”，自己到

底是五美中的哪一个，或者是五美“准配偶”们中

的哪一个。甚至微信公号中直接推出了一款“解锁

你的欢乐颂人设”的小应用，瞬间刷屏网络…… 

的确，正是这种源于现实生活基础上的艺术创

作，使得该部电视剧变得鲜活，笔者不是影评、剧

评人，对于其“火”的原因不再详述。但是，笔者

作为私人财富法律管理专业人士，对于剧中表现的

婚姻及其家庭事务传承事宜忍不住多“叨”几句： 

剧中体现的私人财富法律管理相关事宜着实

不少： 

“安迪”外公的遗产继承纠纷——这其中涉及

的遗嘱、遗赠、放弃以及该类案件尤为重要的隐私

性问题，值得反思。还有安迪的“恐婚”，虽是因

为自身家庭“精神病史”作祟，但是，眼下又有多

少“二代”因为“身价”而“恐婚”呢？ 

小包总父亲外遇，小包总母亲为了能够让家业

顺利传承给小包总而“忍辱负重”——该剧情，绝

对不乏现实版：现实中，很多“糟糠”、甚至“共

同创业夫妻”，在一方出轨甚至有了私生子后，不

仅面临着婚姻变故甚至有可能导致家族企业控制

权旁落、公司僵局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这将直

接导致家族企业传承人的不确定性…… 

曲筱绡在剧中一直是以“富二代”的身份出现，

属于该剧的“上级阶层”，且不说其后来“家道中

落”甚至面临“破产”，单说其与兄长曲连杰之间

的不和，就是“创一代”们毕生研究的课题。况且，

曲筱绡作为适婚女青年，在婚姻缔结的过程中，其

要注意的问题可能已远远不是剧中与赵启平“两小

无猜”、“打情骂俏”式的恋爱模式可以解决的。 

的确，眼下除了热播的《欢乐颂 2》外，正在

逼近的“创一代”与“接二代”的交接棒正在暗流

涌动，据 CNBC 报道，未来五年亚洲超高净值家

庭将出现继承高潮，约三分之一的财富将移交下一

代手中，特别是中国，将会首次出现大规模财富传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0319&idx=3&sn=bf63e7af0ebdb00efa7b9315f6bacfe5&chksm=8b18265fbc6faf4990431e892134d15023f9040fcfd60bfed7ab1dcd4faa7e28213f771300fe&scene=0&key=cf5e006f4a3611a35aeb34e9863bf6ac8cc40004a59e3d6a229a05f2334740adf9a3680da5f72ecf24c6439a12ac1815ac9d80d83bb84805cf2a687afcb98830a1b9dda05ff0e396ebd3516a9065825f&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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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１】最新的《2017 中国私人银行报告》更是

指出：中国已经形成了规模高达 120 万亿人民币的

个人财富管理市场，形成可基因独特的全球第二大

财富管理市场，站在财富金字塔尖的高净值家庭达

到 210 万户。【２】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中国经济腾飞树立世界

大国地位的三十多年，是中国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

大的三十多年，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之初下海创业的

创业一代逐渐老去的三十多年，也是“企二代”们

从少年到中青年不断成长的三十多年。毫无疑问，

无论从家族企业发展规律还是企业掌门新老更替

的考量来看，眼下，正是中国民营企业掌门交接班

的潮头之上，而曲筱绡的确只是“潮”中一员。 

所谓，一叶尚可知秋，曲筱绡作为“企二代”

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问题虽有“个性”之处，但亦

存在着共性：如“二代”拒绝接班、“二代”另起

炉灶、“二代”之间矛盾重重、祸起萧墙、二代婚

姻等等。笔者现从四个方面对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

的共性问题进行简单梳理，供君参阅： 

股权结构优化及提早传承安排——专治“曲氏”

兄妹不和 

婚前协议筹划及配套文件签署——告别“二代”

恐婚时代 

争议解决诉讼及必要策略配合——避免“小三”

转移财产 

保险信托基金等综合工具搭配——见招“拆招”

方为上策 

一、股权结构优化及提早传承安排——专治

“曲氏”兄妹不和 

对于“中产阶层”或者是一般意义上的高净值

人士来说，房产是家庭中主要的财产表现形式，但

是，对于超高净值人士来说，“股权”才是其家族

财富的主要源泉和表现形式。公司在资本运作过程

中常会涉及搭建结构复杂的股权结构，或者是为了

公司发展、或者是为了投融资之需要，亦或是为了

规避某项政策或潜在风险，而事实上，在私人财富

管理领域，同样需要股权结构设计与搭建，甚至是

优化和重组。 

实践中，出于一二代之间理念不同、二代另起

炉灶亦或者对家族事业并不来电等原因，不乏有诸

多不愿接班的“二代”。但不可回避的是，现实中

企业家族创一代后代争相接班的现象更占多数。 

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即使放眼世界这一现

象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韩国五大企业集团之一的

乐天集团家族夺嫡之战就是最好的证明。乐天集团

两兄弟当年对经营权的斗争曾连日占据韩国媒体

头条，辛氏家族也因此而分裂为两派，分别支持长

子辛东主、次子辛东彬执掌这一庞大的商业帝国。

显然，乐天集团两兄弟夺权之争已经演化成家族内

部不同利益之争，进而影响整个乐天集团的格局

（如下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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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 2”剧中的曲筱绡与曲连杰的“斗法”

虽称不上家族内斗，但是，对于曲父家业的传承来

说已经是相当的不和谐，曲氏兄妹相互之间的“不

服”实际也是为了在曲父面前表现和对自己能力的

证明。曲氏家族的股权结构我们无法从剧中窥见，

因此，对于剧中曲氏家族内部“不和”的问题是否

因其股权结构分散或结构不合理所致已经无从考

证。但可以肯定的是，适当的股权重组和结构优化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股权传承中的“纠纷点”。

当然，曲氏家族企业内控欠合理、股权传承滞后以

及相互之间对对方“人品”的不齿也是曲氏兄妹不

和的原因。 

对于股权重组来说，往往会涉及如下三个方面

的法律问题需要我们注意：（1）股权本身的所有权

属性问题，即是否是夫妻共同财产；（2）股权重组

势必会有股权的转让，是否会对配偶另一方的夫妻

财产权益造成损害的相关法律问题；（3）特殊股权

架构下的实际控制人拆分股权架构规避婚姻风险

的利弊分析等。 

二、婚前协议筹划及配套文件签署——告别

“二代”恐婚时代 

剧中安迪显然是恐婚的，但是，这与我们通常

所说的“富二代”“恐婚”并不是一个概念。“富二

代”之所以恐婚，主要是在于财产控制力度上，“富

二代”或者高净值人士的婚姻在私人财富管理方面

要比普通婚姻有着更多的风险和不可控性。 

曾有网友戏言，现在的结婚就是资产重组，离

婚就是破产清算。更是有人撰文指出“随着房价的

上涨，思之想之发现，身边好多人的身价也不断攀

升，尤其是五环以内的北京人，几乎个个都成了千

万富翁。两个北京人结婚，涉及的资金流量超过上

千万，真不亚于两个上市公司重组。”【４】当然，

该种说法更多的是基于房价的上涨，但是，必须看

到的是：结婚所可能带来的资产上的“重组”。那

么，对于普通的仅是北京五环以内的有房居民来说

尚且如此，那么对于坐拥几亿甚至几十上百亿公司

资产的家族来说，他们婚姻缔结的重视程度是可想

而知的，说“恐婚”或许并不为过。 

那么“婚前协议”及其配套文件是否能够有效

地解决“二代”恐婚问题呢？这需要从“婚前协议”

的用途说起。“婚前协议”的用途主要在于：（1）

明确婚前财产范围；（2）明确婚内取得财产的归属

（共同共有、分别所有、部分共同共有、部分分别

所有）；（3）减少婚姻关系缔结后因财产问题产生

争议，保障客户之婚姻关系稳定及维护客户之合法

财产权益；（4）维护客户私人财富的稳定和客户（或

其家族）公司股权结构的问题。当然，需要注意的

是：婚前协议的主要功能在于确定婚前婚后的财产

范围，进而预防因婚姻变故而导致的财产分割争议，

而非杜绝财产争议！婚前协议的签署需要客户与其

“结婚对象”就协议内容达成一致，否则婚前协议

无法达成。 

目前，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尚未对“婚前协议”

做出明确的概念性描述，但是，“婚前协议”的效

力性是有法律基础的，【５】且目前的司法实践及

主流观点也是对此持肯定态度。 

因此，“婚前协议”往往适用于“经济实力上

悬殊较大（夫妻一方为高净值人士）男女双、经济

实力相当的（均属于高净值人士）男女双方、富二

代或者再婚的创业企业家们，同时，拟签署“婚前

协议”的双方对于婚前协议的签署能够达成一定的

共识。“婚前协议”的筹划，不仅仅是一纸“婚前

协议”了事，还涉及“遗嘱”、“同意函”等系列配

套文件，甚至在双方无法签署“婚前协议”时的其

他方案预设等。而且，单就“婚前协议”来说，并

非简单的“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等几句话可以涵

盖，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短则几页纸，多则涉及

几十页的文件内容。因此，对于“婚前协议”的筹

划安排，务必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 

三、争议解决诉讼及恰当策略配合——避免

“小三”转移财产 

“欢乐颂 2”中，小包总母亲的戏份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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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却是比较典型“婚姻变故”类型，典型之处

在于二点： 

其一，包母与包父共同创业，企业事业有所成

就后开始退居家庭，包父成为家族事业的实际控制

人。在得知包父出轨以后，情感上自然是难以接受

的，这是一般的底线问题。但是，包母并未与包父

决绝离婚。而是为了小包总“忍辱负重”，此时的

包母，心中早将其个人的情感纠葛退居次席，如何

将家业传给小包总才是心中之重。现实中的“包母”

不在少数，笔者团队在近两年就经手过几个类似案

件，要么为客户在离婚案件中争取更多的应当属于

自己的财产（实际全部是为子女争取）；要么是类

似包母一样，筹划“子承父业”，避免家业旁落（至

私生子女处）。 

其二，包母经过调查发现，包父不仅保养第三

者，甚至给第三者购买了豪宅。这种情况在现实中

就更为普遍了，司法实践中对于配偶一方擅自赠与

关系暧昧之人财产（一般是房产）的效力处理，虽

有争议，但也逐渐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即配偶一

方的该种擅自处分（夫妻财产）的行为，已经侵害

了配偶另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受到

侵害一方可以通过诉讼确认该赠与行为无效来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因此，对于发现配偶一方擅自转移财产给“小

三”的行为，只要证据充分，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

式寻求法律救济。 

四、 保险信托基金等综合工具搭配——见招

“拆招”方为上策 

私人财富法律管理领域的案件有着一定的共

性，但每个案件也有着不同的个性。因此，在具体

个案的解决上需要运用多种传承工具的结合适用。 

除了上述提及的婚前协议筹划、股权重组、诉

讼手段等，还包括“基金会的架设”等，比如美国

的彭博家族基金会、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洛

克菲勒基金会以及我国的老牛基金会、河仁慈善基

金会等。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于 2016

年 9 月 1 日的生效实施，慈善基金会作为私人财富

传承的工具之一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另外，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创新，眼下的保险已

经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理赔功能，还包括融资、增

值甚至是财富传承的功能等，这也为我们私人财富

法律管理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因此，对于私人财富传承这个大课题，很难有

一个固定的格式或模板进行套用，也绝非一种工具

可以概全。个案的方案完善和问题的解决，一定是

结合多种“私人财富传承工具”的综合运用得以实

现的。 

注释： 

【１】摘自：暴哥，《中国 90%的“富二代”将消失，

只需 5 年？》，暴财经（ID：icaijing123）. 

【２】 兴业银行、波士顿咨询：《2017 中国私人银行

报告》，转自微信公号“华麦”。 

【３】贾明军、公维亮：《现实版“继承者们”：乐天

集团夺嫡之战【家族企业·法智】》，载自《家族企业》杂

志 2015 年 9 月刊。 

【４】思之想之：《“两个北京人结婚，不亚于两上市

公司重组”》，51 头条：

http://www.51purewater.com/20170317/14408833.html。 

【５】《婚姻法》第十九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

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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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的名义解读“琼瑶式家庭危机” 

｜吴卫义 公维亮｜律师视点 

2018-01-14 家事法苑  吴卫义 公维亮 

http://mp.weixin.qq.com/s/RnuEIjncnMYXG71zL5BMlQ 

最近，琼瑶阿姨的家事又被卷上了风口浪尖，

甚有好事者如此评价：“琼瑶阿姨前半生演的是琼

瑶剧，后半生演的是老娘舅”，如此戏剧性的转折，

这背后的故事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 

事件回顾： 

3月 12日，79岁的琼瑶阿姨突然发表了博文

交代后事，嘱咐儿子儿媳若他日自己遭遇什么不测，

不必过度抢救，务必尊重死亡，尊重自己的意愿。

对于自己的此番行为，琼瑶阿姨也很琼瑶式的自我

定义，称其为“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 

就在此博文发布后不久，琼瑶阿姨的丈夫平鑫

涛先生的病情再度恶化，现“失智且中风”，琼瑶

阿姨与继子女之间就是否让丈夫插鼻胃管继续接

受治疗的问题产生纷争，且愈演愈烈。5 月 2 日，

琼瑶阿姨再度发表声明；将丈夫交由继子女照料，

今生不再相见。 

据琼瑶阿姨称，丈夫失智前也曾委托自己书信

给继子女，要求“预约美好告别，让自己走的清清

爽爽”。可子女仍然坚持抢救，违背丈夫意愿，延

长了爱人的痛楚，这是她无法接受的。没有爱的人

生，不如安乐死。 

对此，继子女也坚持反驳，他们认为“父亲只

是失智而已，并未严重到要放弃生命的地步，不记

得他们没关系，记忆失落了但父亲依旧渴求爱与被

爱”。 

随着矛盾的书面化、公开化，这起家庭危机现

已成为亿万网友讨论的热点。作为法律人，以案说

法，针对此次事件，笔者也想从法律的角度和大家

探讨一番！ 

一、琼瑶阿姨作为平鑫涛先生的合法配

偶是否当然享有监护权呢？ 

在台湾地区新修正的民法监护制度中，删除了

旧法中监护人选任顺序依次为配偶、父母、与禁治

产人同居的祖父母、家长、后死的父或母遗嘱指定

的人（旧法第 1111条）的规定。修正后的新法对

监护人担任顺序并没有特别强调，可由法院指定或

根据“特定人”的申请来予以选定。虽然根据传统

民法理论将被监护人的配偶或父母视为第一监护

人的优选范围，但不排除因其年龄或其他原因不能

胜任从而扩大监护人选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琼瑶阿姨在台湾的法律制度下可能

未必有第一监护的优势，很难对其夫的日常生活、

医疗以及财产管理事项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倘若双

方对后续治疗等方面的矛盾继续恶化，并不排除对

薄公堂，争夺监护权的可能。要知道，虽然琼瑶阿

姨总是少女心满满但业已 79岁高龄了，对于此类

案件其并不具备胜诉优势。且若因医疗分歧产生监

护权的频繁变动，对后续其他事项的处理（夫妻财

产分割、管理、继承等）可能会产生一系列扩张式

的影响。 

内地立法情况： 

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失能失智的老年人

口数位居世界第一，因亲人失智而导致的监护权纠

纷案也并不在少数。相较我国台湾地区的成人监护

制度，在我国的类似事件中，监护人又是如何认定

的呢？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0319&idx=4&sn=ee059d5c98d4f41ccf0745a31d4e7a06&chksm=8b18265fbc6faf49242d788d47a8df2e2569047e73f55dd6dbc0b85453ead5cff55f5881ba1c&scene=0&key=304caf69ae97dec98dffa04e7f608206d19b1f2427909ab08b2f2ca8c3265e662ca4199d6e8b79a1de0f9de05e76c0670050fbf2f78c551df57759a46df27f42a54f18439d97533d564b70fbfc3fbf85&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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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7年最新颁布的《民法总则》第二十

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

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

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可见，法定监护依旧是我国

成人监护的主要类型。在未存在意定监护协议的情

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司法程序确认失智患者为无民

事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并通过法院指定监护人。参

考上述法条并按照亲属关系及血缘进行排序，配偶

应为第一监护人，有权对被监护人的日常事宜做出

决定。为了避免监护权利的滥用，法律也同时规定，

若监护人明显不适格、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

护人的合法权益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其他有监护

资格的人或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变更

监护关系。 

可见，无论是台湾地区还是我国大陆地区，监

护人的任选都存在多种可能性。 

二、琼瑶阿姨愤愤宣布，要将老伴交还

其子女，今生不再相见？ 

关于配偶间的相互抚养照顾义务，无论是我国

《婚姻法》（二十条）或台湾地区的《民法典》（第

1114条）都有着明确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重病不能独立生活时，另一方有义务尽心照顾，

并提供相关治疗费用。这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更

是法律上的硬性规定。就算琼瑶阿姨年事已高，协

议将丈夫交由继子女主要照顾，但作为合法配偶，

琼瑶阿姨仍负有协助继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的责任，

于情于法都应为丈夫提供生活、经济、精神上的支

持。 

况且，虽然目前台湾地区法院并未就平鑫涛先

生的情况为其指定监护人，但并不排除琼瑶阿姨日

后任选的可能性。若日后被指定为监护人，想要放

弃对丈夫的监护身份，恐怕也不是易事，需另走法

律途径才行！ 

根据台湾修正后的民法规定，监护人有辞去监

护职务的权利。但也同时规定了限制条件，即需有

正当性并经法院许可。台湾的法律条文目前并未对

“正当理由”作出明确规定，借鉴史尚宽先生的观

点，“正当理由”包括：疾病、年老、出国、服兵

役等事由。在本案中，琼瑶阿姨与继子女的纠纷是

否是其辞去监护职责的“正当理由”呢？ 

对此笔者不置可否，还是需要台湾地区的法院

依据法律与事实予以判定。可以肯定的是，辞去监

护职责远不是置笔一挥，博文公示告知此般了了，

台湾的法律制度对此规定了具体的法律程序，不仅

需要法院的许可，还需法院嘱托相关登记机关予以

登记才行。没有依照上述法律程序辞去监护，琼瑶

阿姨与老伴的关系恐怕只能是“山无棱，天地合，

才能与君绝了”。 

内地立法情况： 

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对监护人拒绝或辞任制度

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在《民法总则》第三十一条

中更明确禁止擅自变更监护人。值得注意的是，在

老伴年老失智的情况下，配偶方作为第一监护人，

往往自己也存在高龄、健康等问题，可能无法履行

监护职责。因此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监护人可

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如其他亲

属或福利机构），但原则上不能改变监护人的地位，

也并不排除监护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受委托方仅在

委托范围内，行使监护职务，并在具有过错时与监

护人一同承担连带责任。 

三、关于琼瑶阿姨要求“尊严安乐死”

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台湾在去年通过了亚洲第一部《病人自主权利

法》，赋予每个人自主选择尊严死的权利。这部法

律规定，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健保卡里登记“预

立医疗决定”，预先声明自己在处于不可逆转的昏

迷状态、永久植物人状态等几种情形下，是选择接

受还是拒绝维生式的治疗。但遗憾的是，这部法律

要在 2019年才开始正式实行。而根据 2011年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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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通过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正案，有意愿

执行“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先由两位医师诊断为

不可治愈末期病人，且病人须自行签署意愿书。若

已昏迷，则由最近亲属集体出具同意书代替。 

据有关报道称，平鑫涛先生此前并未签署书面

的意见书或相关正式文件，若要执行安乐死，需严

格经过两位医师和近亲属的一致同意才行，就目前

的情形来看，并不存在医师“病危不可治愈”的诊

断，且双方难达成共识致。琼瑶阿姨想要凭一己之

力捍卫丈夫的意愿，在现在的法律制度下恐怕难以

实现。 

内地立法情况： 

目前，世界上仅有荷兰、比利时、日本、瑞士

等国家和美国部分洲通过了关于“安乐死”的法案，

且在具体执行时也有着严格的执行标准。考虑到更

多社会、法律、伦理、医疗以及可行性等方面的因

素，我国并未将“安乐死”合法化，在刑法上仍将

其定义为故意杀人罪。短时期内，“安乐死”在我

国的合法化可能并不具有期待性。 

四、关于患者真实意愿的保护 

在本次琼瑶阿姨事件中，双方陷入的僵局恐怕

是难以打破了，尽管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各有不同，

但相信出发点都是认为自己的坚持是对平鑫涛先

生最好的选择。究竟什么才是平先生真正想要的选

择呢？遗憾的是，我们现已无从得知。 

联系大陆地区的法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

成年人，配偶为其是第一顺位监护人，但在我国相

关医疗规定中，却并未要求必须具备第一监护人的

同意才可进行积极治疗，病人的配偶、父母、子女

其任意一方要求，医院均可以进行救治。在此规定

下，权力主体的多样性也必然导致治疗纠纷的合理

存在，琼瑶阿姨如今的囧境，也许并不是个案，千

千万万个家庭都有可能或正在经历着类似的磨难，

我们唯有以此为鉴，做好风险预防的准备，避免日

后面临一系列不必要的家庭纠纷。 

途径一：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又称“预先医疗指示”，是指具

备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通过书面的方式指明未来一

旦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作出决定时所希望接受的健

康护理或医学治疗的意思表示。目前，在美国、英

国、澳洲、中国香港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生前预

嘱”均已实行，并以普通法或专门立法的方式加以

规定。即使病人丧失行为能力，其事先作出的拒绝

接受维持生命治疗的指示，仍将会得到法律上的尊

重及保护。 

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尚未制定生前预嘱法，但

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仍然促生了不少民间机构的

先行实践。病人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文件，

相比简单的遗嘱而言，“生前预嘱”中关于医疗方

面的内容更加详细、专业，也更具有针对性，其详

细划分了各个救治阶段自己愿意或不愿意接受的

医疗种类，虽不具备法律上的强行效力，但仍可为

家属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减少发生家庭矛盾的可

能性。 

途径二：意定监护 

意定监护，易言之，就是在本人具备完全行为

能力时，通过契约的形式，预先为自己丧失或部分

丧失行为能力时作出安排，选任受托人处理将来的

日常生活、医疗事务或财产方面的事宜，以此来确

保当自己失去行为能力时，监护人的决定不违背自

己的意愿。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支援与保障了本人

的意愿，具有明显的正当性与优越性。在我国的法

律实践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民法总则》第三十三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

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

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

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二

十六条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

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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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

在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法

承担监护责任。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

成年人，可以“防患于未然”依照自己的意愿确定

监护人，意定监护人的选择不受身份的限制，可以

为个人或机构、单位。当意定监护协议签订后，在

当事人陷入特殊的法律状态时，可以排除法定监护

人的监护地位，代替行使监护权。如被排除的法定

监护人为近亲属的，相应的权利义务并不消灭，如

照看义务、继承权力等都将继续存在。需要注意的

是： 

1.意定监护合同的签订是双方法律行为，需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自愿签订。 

2.意定监护协议为要式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

式，并建议进行相关公证。 

3.意定监护合同可为附停止条件的合同，双方

均有任意解除权，在保障被监护人利益的同时，也

保障意定监护人的意愿。 

4 相较其他国家或地区完善的意定监护制度，

我国的此项制度并没有完备的监督机制进行干预

与保障。在没有法院选任监督人对合同执行情况予

以监督的情况下，意定监护协议在订立的过程中可

以协商确定监督人，最大化的保障意定监护协议的

合同目的得以实现。 

5.意定监护协议并不是签字即生效，双方可以

约定生效条件，在条件成就时生效。 

由此可见，此次“琼瑶阿姨事件”并非不可避

免，倘若琼瑶阿姨的丈夫在事件发生前早早的签订

生前预嘱或意定监护协议，为自己失智后的相关事

项做好安排，可能如今自己的至亲至爱也不会在公

众面前上演这一出出闹剧，琼瑶阿姨更不会哀莫大

于心死的说出“我的人生一败涂地”此番心酸话了。

要知道，承受亲人病痛折磨的同时还要承受家庭关

系的恶化分裂，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难以

承受的。于高净值人士而言，家庭纠纷对其财富传

承的杀伤力更是不可估量，应未雨绸缪，早做规划，

避免“琼瑶式”家庭危机的发生。 

请勇敢对家庭暴力说“no”｜吴卫义 公维亮｜律师视点 

2018-01-14 家事法苑  吴卫义 公维亮 

http://mp.weixin.qq.com/s/4GyjN6BnBN2MHS7w_4Kqtw 

5 月 17 日，某刘氏明星之妻在微博上发表了

离婚声明并控诉男方多次家暴。从目前女方网络上

曝光的聊天记录来看，两人的婚姻先后经历了“结

婚、家暴、离婚、复婚、家暴、又闹离婚”这一戏

剧化的过程。女方称自己在怀孕和分娩前后曾遭受

六次严重家庭暴力，其中一次的暴力行为甚至导致

自己孕期流产。一时间，这颗网络炸弹让刘氏明星

从优质偶像、好爸爸的形象跌落，成为口诛笔伐的

对象。 

回想数月以前，因英国男友暴力致死的富豪女

事件仍让人唏嘘不已。如今据上述事件发生不到半

年的时间里，明星家暴事件的发酵又将这一社会问

题推上了风口浪尖。其实，以笔者多年的家事实务

经验来看，笔者对此类事件的高发并不感到意外，

要知道“家庭暴力”离我们从未遥远。据统计，我

国 2.7亿个家庭约 25%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家庭

暴力也是最主要的离婚原因之一，对因家庭暴力造

成的人身损害及其他恶劣后果，我们不可小视。 

综合各类家庭暴力行为，笔者对家庭暴力的特

点做了如下归纳： 

（1）发生在亲属之间，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2）受害者在家庭中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0319&idx=5&sn=12abf2ee3227f43ba22e6cd53378b130&chksm=8b18265fbc6faf495d156450d26e526c6b274de8788226a803cc18fd2fa57da47b80cd8cc7c4&scene=0&key=cdd0d222300eca7ea8b3cde1b8da34466b2f3d31f1aa7ac199b8725aace3bc802b10581bde827343f80a29c3ad9f2cefd5f69ae870a05b4aaed638d7d110c5910a31f5e8a537abb76a03decba0f967d9&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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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弱的反抗与自卫能力，大多为老人、妇女与儿

童。 

（3）受害者往往对家庭暴力采取隐忍的态度，

家丑不可外扬的“旧传统”思想难以轻易动摇 。 

（4）家庭暴力具有持续性、经常性的特点。 

随着 2016年 3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的实施，家庭暴力在范畴、预防、处置

等法律层面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对离婚案件司法

实践中家庭暴力的认定和证据采纳都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庭暴力的范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婚姻

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

第四十六条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

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

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

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虽然上述条文表述中包含了“精神伤害”的内容，

但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举证、认定困难等原

因，家庭暴力更多指向的是身体暴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该

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

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

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此

项规定，将“经常性谩骂、恐吓等”精神暴力的形

式也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扩大了家庭暴力的范围，

为认定精神暴力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增强

了法律适用性。 

二、强化了证据的效力，拓宽了证据收集的

途径 

由于家庭暴力的隐蔽性、持续性等特点，家庭

暴力往往不为人所知，受害人想要证明受到了家庭

暴力的侵害并不容易。且在实务中，因报警时间滞

后等原因，公安机关往往仅有报警记录并没有关于

家庭暴力的内容证明，受害人难以充分的证明家庭

暴力的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针

对家庭暴力建立了强制报告、告诫书、人身安全保

护令等多重保护制度，提高了公安机关的工作要求，

公安机关的笔录、伤情鉴定和告诫书等，为受害人

主张合法权益及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事实的认定

和离婚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有力证据。 

三、对子女抚养权归属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一条

规定，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

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被监护人的近亲属、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等

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申请，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加害人，应

当继续负担相应的赡养、扶养、抚养费用。 

在以往的离婚案件中，子女抚养权的归属常常

系一重要争议焦点，该条规定明确了在一方有家庭

暴力行为时，为了孩子身心健康成长可实施监护人

资格撤销制度。虽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

律法规中已有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原则性规定，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在现有法律基

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细化，为变更子女抚养、监护权

增强了可操作性。 

四、家庭暴力的救济途径 

一般情况下，当家庭暴力首次发生时，受害人

在对方的道歉与保证下往往会选择原谅，殊不知，

正是受害人的这种心态，滋生了家庭暴力的温床，

让家庭暴力的梦魇挥之不去。当施暴者一次又一次

的对受害者举起拳头时，我们应该怎样用法律的武

器保护、捍卫自己呢？ 

途径一：报警与告诫书 

笔者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在生活中一旦遇到家

庭暴力情况，务必在第一时间报警。在 2016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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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前，公安人员

对于此类报案一般只以调解的方式介入，但由于口

头警告基本没有约束力，这一方式并不能有效防止

施暴者日后再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实施后，这样的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善。新法第

十六条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

者出具告诫书。告诫书应当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

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

内容。可见，根据新法公安人员出警时对加害人出

具的“告诫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如果告

诫的对象继续施暴，就可依据此告诫书对其进行治

安处罚。同时新法第二十条还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

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

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

这无疑明确了告诫书的证据作用，当受害者日后提

起离婚诉讼时，不排除法院依据告诫书直接判决离

婚的可能性。 

途径二：申请人身保护令 

人身保护令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是法院为保

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

全，确保婚姻家庭类案件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而作

出的民事裁定。 

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

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自此，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不再依附其他诉讼，可以单独申请。

当事人在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

危险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该

民事裁定可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救济

和保护，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这一制度将事后

惩罚转变为事前保护，开辟了国家公权力介入家庭

暴力防治的新途径。关于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需要

注意的是： 

（1）申请地点：申请人可以向申请人或者被

申请人居住地、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2）申请条件：1.有明确的被申请人；2.有

具体的请求；3有一定的证据能够证明有遭受家庭

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 

（3）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内容：根据《反家庭

暴力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人身安全保护令措

施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

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

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

其他措施。” 

（4）人身保护令的有效期：根据《反家庭暴

力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

不超过六个月，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人身安全保护

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

变更或者延长。无论在诉前、诉中和诉讼完结之后

的 6 个月和任何紧急情况下都可申请人身保护令。

需要注意的是，诉前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在法院

发放人身安全令后，受害人如不在十五天内向法院

提请诉讼，此人身保护令便会失去保护的效用。 

（5）人身保护令的执行：当人身安全保护令

发出后，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等协助执行。但通常在实务中，由

于执行程序涉及多个部门，且现行法律对各部门对

权责划分还不够具体明确，部门与部门间往往缺乏

联动的流程规范。 

（6）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被申请人若违反

人身安全保护令，由法院给予训诫，根据情节轻重，

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若构成犯

罪，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反家庭暴力

法》还明确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系以裁定形式做

出，如果加害人违反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情节严重

的，可以依照《刑法》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来追究

刑事责任。 

途径三：起诉离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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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

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

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

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

多次实施家暴行为，在另一方充分提供证据（如：

验伤报告、伤痕照片、报警记录等）证明的情况下，

经法院调解无效后，应当判决离婚。同时，参见《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可知，因家庭暴

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请求

赔偿的时间一般是在离婚诉讼时，如果诉讼时没有

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且没有明确声明放弃的，在办理

离婚后的一年内，可以提出家庭暴力损害赔偿。 

古语有云：“上等人用眼教，中等人用口教，

下等人用手教。”在家庭生活中，无论施暴原因为

何，你在对方眼里恐怕已早无尊严可言。与其一次

次身心俱惫，自我催眠地相信对方会改过，不如拿

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勇敢对家庭暴力说“no”！ 

离婚纠纷请求权基础探析 

2018-01-15 民事法律参考  王克先 吕凯利 

http://mp.weixin.qq.com/s/t98I12WUSx2FVu-I8CeYTQ 

作者：王克先、吕凯利，浙江新时代律师事务所 

来源：中国律师网 

【内容提要】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教授认为，

典型的实例题的构造为：“谁得向谁，依据何种法

律规范，主张何种权利”。解题的主要工作，在于

探寻得支持一方当事人，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

法律规范。此种可供支持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

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即为请求权规范基础，简

称请求权基础。王泽鉴教授把民法中的请求权分为

契约上的请求权、类似契约请求权、无因管理上之

请求权、物上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侵权行为

损害赔偿请求权、其他请求权等七大类，但未明确

提及离婚纠纷的请求权基础。处理离婚纠纷的过程

同样是来回穿梭于规范和事实之间，事实——规范

——事实，这样一个找法的过程，也就是说请求权

基础方法同样适用于离婚纠纷。离婚纠纷主要涉及

婚姻关系的解除、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与债务

承担。研究离婚纠纷请求权基础，要着力寻找离婚

纠纷的各类请求权所依据的具体法律条文。以请求

权基础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来处理离婚纠纷，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离婚纠纷 请求权基础 探析 

一、请求权基础与离婚纠纷 

1.请求权概念 

请求权是从诉权发展出来的概念，请求权一般

是指权利人请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实

体法上的请求权通过程序法上的请求权实现，程序

法上的请求权是寻求公权力救济的权利，请求权是

将实体权利和诉讼法联系在一起的枢纽，实体权利

通过请求权的确立而得到诉讼法的调整。简而言之，

请求权使实体权利在诉讼法中得以保障，而请求权

也必依附于实体权利而存在。 

2.请求权基础概念 

德国著名民法学家迪特尔•梅迪库斯是请求权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IxNTQzNQ==&mid=2652437233&idx=3&sn=c1a6043296ba8ba95387ed78fb3ee750&chksm=8406c915b37140037759cebca424a9741d3780d7051f9f8d20f7dd12872b55e154f68808c124&mpshare=1&scene=1&srcid=0115KqfIx6KFxhvB9JLRE7ts&key=ffd6e7826d53df79eac7f8ce6ad92b9b846b2a8400e63bb8e15b472a5954c25d6230a4eaca2743110294d9852111d1be2a8e9113ce55f58e5f0e337a50769ffa9d3abae9763859ffaff319a9fe1b2d3e&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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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思维的极力倡导者，他写的《民法》一书就是

用请求权基础把民法整个体系串起来的，《民法》

简写本的中译本叫《请求权基础》。我们现在通过

汉语接触的关于请求权基础的书，最经典的是台湾

著名学者王泽鉴教授的《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

求权基础理论体系》。王泽鉴教授在书中描述，典

型的实例题的构造为“谁得向谁，依据何种法律规

范，主张何种权利”。解题的主要工作，在于探寻

得支持一方当事人，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

规范。此种可供支持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

所主张的法律规范，即为请求权规范基础，简称请

求权基础。王泽鉴教授认为，请求权基础的寻找，

是处理实例题的核心工作。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

说，实例解答，就在于寻找请求权基础。请求权基

础是每一个学习法律的人必须了解、确实掌握的基

本概念及思考方法。 

请求权基础简要概括即为起诉的依据，该依据

既可以是现行的法条也可以是当事人双方通过平

等协商、意思表示一致而签订的合同。 

3.请求权与请求权基础的联系 

王泽鉴教授认为，请求权基础是请求权得以产

生的法律依据。一定的请求权必然与相应的法律支

持存在因果关系,无法律依据便不能主张请求权。

即请求权基础是请求权的法律根源，请求权是请求

权基础的外在表现。两者相互依存，缺乏请求权基

础，请求权在法律框架内不能成立，而失去请求权，

请求权基础便不具有法律实践性。 

4.请求权基础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法学教学中并未使用请求权基础方

法，因此我们并未形成找法条，找请求权基础的思

维习惯。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请求权基础不明或

者请求权基础竞合，属于法律适用问题，是法官的

职责，请求权基础不明对当事人而言没有什么法律

后果。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民商事

案件中法官释明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就规定，当

事人的请求权基础不明确或存在竞合情形的，法官

应当告知当事人予以明确或者作出选择。经释明，

当事人仍不予以明确或作出选择的，法官可根据其

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依法处理。 

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

规范民事诉讼活动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却

规定，因当事人不明确请求权基础而导致案件无法

处理的，可裁定驳回起诉。也就是说当事人须对请

求权基础不明承担相应的后果。 

而从诉讼效果看，当出现请求权基础不明的情

况时，说明原告并不清楚自己的诉讼请求能够得到

何种法律条款的支持。心中无数，即使诉讼能够继

续进行，案件也难以得到最佳结果。 

5.离婚纠纷的请求权基础 

离婚是指夫妻双方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解除

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 

《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

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

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

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法条表明，

离婚纠纷主要涉及三个法律问题：解除婚姻关系、

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与债务承担。因此离婚案

件一般同时涉及人身、财产权利的多个诉讼请求，

由于案件具体情况各异，诉讼请求对应的请求权基

础也会不同。 

王泽鉴教授把民法中的请求权分为契约上的

请求权、类似契约请求权、无因管理上之请求权、

物上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

请求权、其他请求权等七大类，并未明确提及离婚

纠纷的请求权基础。但是，处理离婚纠纷的过程同

样是来回穿梭于规范和事实之间，事实——规范—

—事实，这样一个找法的过程，也就是说请求权基

础方法同样适用于离婚纠纷。离婚纠纷请求权基础

的研究，要着力研究婚姻关系的解除、子女抚养、

共同财产分割与债务承担等实体权利，寻找离婚纠

纷的各类请求权所依据的具体法律条文。所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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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请求权基础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来处理离婚纠

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解除婚姻关系的请求权基础 

解除婚姻关系主要涉及下列法律、司法解释： 

《婚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简称《婚

姻法司法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简

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离

婚纠纷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

见》（简称《夫妻感情破裂意见》）。 

解除婚姻关系的基本规定。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男女一方要求

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出离婚诉讼。 

第二款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纠纷，应当进行调

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1．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的请求权基础。 

①《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 有下列情形

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

准予离婚。 

②《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九条 ……夫妻双

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

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应依照婚姻法

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处理。 

③《夫妻感情破裂意见》 

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

离婚。 

1、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疾病的，或一方有

生理缺陷，或其它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

愈的。 

2、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

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 。 

3、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

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

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 

4、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

假，骗取《结婚证》的。 

5、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同居生活，无和

好可能的。 

6、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

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 

7、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 3年，确无和好可能

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 婚后又分居满 1

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 

8、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

悔改表现，无过错一方起诉离婚，或者过错方起诉

离婚，对方不同意离婚，经批评教育，处分，或在

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过错方又起诉离婚，确

无和好可能的。 

9、一方重婚，对方提出离婚的。 

10、一方好逸恶劳、有赌博等恶习，不履行家

庭义务 、屡教不改，夫妻难以共同生活的。 

11、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

罪行 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 

12、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对方起诉离婚，经

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 

13、.受对方的虐待、遗弃，或者受对方亲属

虐待，或虐待对方亲属，经教育不改，另一方不谅

解的。 

14、 因其他原因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 

④《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

院审理离婚案件，符合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应

准予离婚”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人有过错而判决

不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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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婚姻法》、《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夫

妻感情破裂意见》规定了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各类情

形，情形对应的法律条款即为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的

请求权基础。 

凡具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原告提起离婚诉讼，

一般可以得到人民法院支持。当然，没有法律规定

的情形，原告也可以提起离婚诉讼，但除非对方同

意离婚，一般不会得到人民法院支持。 

2．被告抗辩权 

①被告不同意离婚的，可以不存在法律规定的

感情确已破裂应准予离婚的情形为由提出抗辩。 

②被告是现役军人，不同意离婚的，可以根据

《婚姻法》第三十三条提出抗辩。 

《婚姻法》第三十三条 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

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

外。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三条 婚姻法第

三十三条所称的“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可以依

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前三项规定及军人有

其他重大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予以判断] 

三、子女抚养关系的请求权基础 

子女抚养关系主要涉及下列法律、司法解释： 

《婚姻法》、《婚姻法司法解释一》、《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纠纷处理子女抚养问

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简称《子女抚养意见》）。 

子女抚养关系的基本规定： 

①《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父母对子女

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②《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离婚后父母

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③《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离婚后，一

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

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

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④《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一条 婚姻法

第二十一条所称“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

育费、医疗费等费用。 

⑤《子女抚养意见》第七条 子女抚育费的数

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

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一）子女抚养权 

①母方对哺乳期内子女抚养权请求权基础。 

《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 离婚后，哺乳

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 

②母方及父方对哺乳期后两周岁以下子女抚

养权请求权基础。 

《子女抚养意见》第一条 两周岁以下的子女，

一般随母方生活。母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随父

方生活： 

（1）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

疾病，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的； 

（2）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而父方要求

子女随其生活的； 

（3）因其他原因，子女确无法随母方生活的。 

③母方及父方对两周岁以上子女抚养权请求

权基础。 

《子女抚养意见》第三条 对两周岁以上未成

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随其生活，一方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可予优先考虑： 

（1）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

力的； 

（2）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

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 

（3）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的； 

（4）子女随其生活，对子女成长有利，而另

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

或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不宜与子

女共同生活的。 

④母方及父方对十周岁以上子女抚养权请求

权基础。 

《子女抚养意见》第五条 父母双方对十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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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

考虑该子女的意见。 

⑤父母抚养条件基本相同的抚养权请求权基

础。 

《子女抚养意见》第四条 父方与母方抚养子

女的条件基本相同，双方均要求子女与其共同生活，

但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且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

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可作为子女随父或母生活的

优先条件予以考虑。 

⑥父母双方轮流抚养子女的请求权基础。 

《子女抚养意见》第六条 在有利于保护子女

利益的前提下，父母双方协议轮流抚养子女的，可

予准许。 

⑦生父与继母或生母与继父离婚时继子女抚

养权请求权基础。 

《子女抚养意见》第十三条 生父与继母或生

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

父或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母抚养。 

⑧变更抚养关系请求权基础。 

《子女抚养意见》第十六条 一方要求变更子

女抚养关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支持。 

（1）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

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 

（2）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

有虐待子女行为，或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

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 

（3）十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愿随另一方生

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的； 

（4）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 

《子女抚养意见》第十七条 父母双方协议变

更子女抚养关系的，应予准许。 

（二）子女抚养费 

①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要求父母

付给抚养费的请求权基础。 

《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父母不履行抚

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

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条 婚姻法第二

十一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是指尚在

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或未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

活的成年子女。 

②子女抚养费数额的请求权基础。 

《子女抚养意见》第七条 有固定收入的，抚

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

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

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

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

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 

③子女抚养费支付方式的请求权基础。 

《子女抚养意见》第八条 抚育费应定期给付，

有条件的可一次性给付。 

④财物折抵子女抚养费的请求权基础。 

《子女抚养意见》第九条 对一方无经济收入

或者下落不明的，可用其财物折抵子女抚育费。 

⑤禁止不利于子女的抚养协议请求权基础。 

《子女抚养意见》第十条 父母双方可以协议

子女随一方生活并由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育费。

但经查实，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

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不予准许。 

⑥子女增加抚育费的请求权基础。 

《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关于子女生活

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

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

理要求。 

《子女抚养意见》第十八条规定，子女要求增

加抚育费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或母有给付能力的，

应予支持。 

（1）原定抚育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

活水平的； 

（2）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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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额的； 

（3）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的。 

⑦子女对父母不得因变更姓氏拒付抚育费的

请求权基础。 

《子女抚养意见》第十九条第一款 父母不得

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育费。 

（三）探望权的请求权基础。 

①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探望子女的请求权基

础。 

《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离婚后，不直

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

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

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②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拒绝另一方探视子女的

请求权基础。 

《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 父或母探望子

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

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

权利。 

③单独提起探望权诉讼的请求权基础。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

作出的生效的离婚判决中未涉及探望权，当事人就

探望权问题单独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四、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与共同债务承担 

（一）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共同财产分割主要涉及下列法律、司法解释： 

《婚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婚

姻法司法解释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

理离婚纠纷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简称《财产分割意见》）。 

1、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权基础： 

夫妻双方或一方可按下列条款主张该财产为

夫妻共同财产。 

⑴《婚姻法》第十七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

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 

⑵《婚姻法》第十九条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

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 

[注：约定归夫妻共同所有或部分共同所有的

情况] 

⑶《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 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 

（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

补贴、住房公积金； 

（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

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 

⑷《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二条 婚姻法第

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

的财产性收益。 

⑸《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

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

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

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 

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

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

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 

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

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

义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 

⑻《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 夫妻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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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名义投资设立独资企业的，人民法院分割夫妻在

该独资企业中的共同财产时，……。 

⑼《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 由一方婚

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房屋权属证

书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

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

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

与双方的除外。 

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

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

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即婚前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为夫妻共同

财产，婚后原则上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⑾《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五条 夫妻一方个

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

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⑿《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二款 由双

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

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

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⒀《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

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缴付养老保险费，离婚时一方

主张将养老金账户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实际

缴付部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⒁《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六条 夫妻之间

订立借款协议，以夫妻共同财产出借给一方从事个

人经营活动或用于其他个人事务的，应视为双方约

定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离婚时可按照借款协

议的约定处理。 

2、夫妻一方财产的请求权基础。 

夫妻双方或一方可按下列条款主张该财产为

夫妻一方财产。 

(一)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

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

的财产； 

(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九条 婚姻法第十

八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

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 

②《婚姻法》第十九条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

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 

[注：约定为归夫或妻各自所有或部分各自所

有的情况] 

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三条 军人的伤

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属于个人

财产。 

④《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

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

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

与双方的除外。 

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

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

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即婚前原则上为夫妻一方财产，婚后父母明

确表示赠与一方的为夫妻一方财产] 

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 婚后

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

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

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

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⑥《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条 夫妻一方婚

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

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

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

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

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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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

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

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

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⑦《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 离婚时夫

妻一方尚未退休、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条件，另

一方请求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养老保险金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3、女方要求照顾的请求权基础。 

①《婚姻法》第三十九条 离婚时，夫妻的共

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

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

判决。 

②《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八条 夫妻共有

的房屋，离婚时，分割住房由双方协议解决;协议

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照

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夫妻双方另有约定

的除外。 

夫妻共同租用的房屋，离婚时，女方的住房应

当按照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解决。 

4、夫妻共同财产按均等分割的请求权基础 

《财产分割意见》8、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

均等分割。 

5、要求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

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少分或不分的请求权基础 

《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离婚时，一方

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

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

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

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

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二）夫妻共同债务承担 

夫妻共同债务承担主要涉及下列法律、司法解

释、地方法院指导意见： 

《婚姻法》、《婚姻法司法解释二》、《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纠纷若干问题

的指导意见》。 

1、夫妻双方共同债务的请求权基础。 

夫妻双方或一方可按下列条款主张该债务为

夫妻共同债务。 

①《婚姻法》第四十一条 离婚时，原为夫妻

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

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

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②《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三条 债权人

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

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

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 

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 债权人

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

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

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

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

情形的除外。 

[注：夫妻一方不能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

约定为个人债务，也不能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

第三款规定情形] 

④《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

纷纠纷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九条 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常生活需要所

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

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

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 

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

定为个人债务，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出借人能够证明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家

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 

（二）夫妻另一方事后对债务予以追认的。 

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出借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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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要求

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2、夫妻一方债务的请求权基础（夫妻共同债

务抗辩权基础）： 

夫妻双方或一方可按下列条款主张该债务为

夫妻一方债务。 

①《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 夫妻对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

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

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八条 婚姻法第十

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

负有举证责任。 

②《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三条 债权人

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

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

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 

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 债权人

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

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

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

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

情形的除外。 

[注：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

约定为个人债务，也能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

三款规定情形] 

④《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条 夫妻一方婚

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

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

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

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

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

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 

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

纷纠纷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九条 ……夫妻

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

债务。 

五、其他相关的请求权基础 

除了婚姻关系的解除、子女抚养、共同财产与

债务三大问题之外，离婚纠纷还可能涉及到经济补

偿、损害赔偿等诉讼请求。 

1、返还彩礼的的请求权基础。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 当事人请求返

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

方离婚为条件。 

2、夫妻一方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离婚时另一方

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基础。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第十一条第二款 夫

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

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分别财产制承担较多家务劳动一方离婚时

要求补偿的请求权基础 

《婚姻法》第四十条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

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4、离婚时生活困难一方要求帮助的请求权基

础 

①《婚姻法》第四十二条 离婚时，如一方生

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

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

法院判决。 

②《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七条 婚姻法

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

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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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 

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

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

的所有权。 

5、离婚后无过错一方要求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基础。 

①《婚姻法》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②《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八条 婚姻

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

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

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婚姻法第

四十六条规定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已

经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或者在办理离婚登记手

续一年后提出的，不予支持。 

④《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 夫妻双方

均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过错情形，一方或者

双方向对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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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头条】按股权比例分配收益的离 

婚判决，在实践中或难以计算与执行 

原创 2018-01-15 白玉兰爱股权  贾明军律师团队 贾明军、蓝艳 

http://mp.weixin.qq.com/s/4KrocWVSA0odTsml-1Kxww 

导读 

这是一起号称为当时“中国标的最大”的离婚

案件，前后经历八年审判，多级法院审理，最后最

高院“一槌定音”。该案最核心的问题，是离婚分

割公司股权的处理方式，生效判决载明的“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股权的收益各半分割”在实践中如何

落地执行，成为倍受关注的焦点问题。 

——小编 

故事简介 

王兰（女）白强（男）于 1996 年 5 月 21 日登

记结婚。婚后，因感情不和，2000 年 11 月王兰向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双方进入离

婚诉讼官司。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2001 年 5 月

15 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双方准予离婚的

终审判决，该终审判决于 2001 年 5 月 28 日生效。 

离婚官司虽然结束了，但双方的争议却才刚刚

开始。 

原来，因王兰对白强名下的公司股权情况不明，

因此在离婚诉讼中没能直接处理，2002 年 8 月 22

日，王兰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

纷，要求分割黄河公司中属于白强的 25%股权。

虽然黄河公司的知名度并不高，但黄河公司开发的

黄河广场上面有标志性建筑大连希尔顿酒店，该项

目市场价值达十几个亿，如果事实真如王兰所说，

白强在该项目中占 1/4 的份额，则王兰与白强将面

临分割几亿家产，这在当时，绝对是轰动全国的大

事件！ 

2003 年 3 月 25 日，该案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 

原告王兰诉称，因为在提离婚诉讼的时候不

清楚白强名下的共同财产情况，所以才提起了离婚

后财产纠纷这个官司。现要求分割名为台资企业

（双木公司）、实为白强所有的中劲公司、以及中

劲公司投资在黄河公司中 25%的股权。根据  1997

年 4 月 15 日，北京某评估公司评估黄河广场项目

公允价值为 130380．84 万元。 

被告白强辩称，希尔顿酒店 25%的股权是中

劲公司财产，而非白强个人财产，白强只不过是公

司的高管而已。何况，中劲公司早在 1993 年 8 月

31 日即成立，即使公司股权为白强个人所有，也

为白强个人财产，王兰没有权利分割。 

原告有诉求、被告有答辩。原告诉称公司名下

股权实属个人所有；而被告称自己只是公司高管而

非股东。这乍一听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那么，法院的态度如何呢？ 

2005 年 5 月 25 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

审理，对该案作出一审裁决。   

法院认为：登记在双木公司名下的黄河公司

25%的股权形成于王兰和白强结婚之前，该股份不

属于原、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该股份虽然登记在

双木公司名下，但双木公司未向黄河公司投入任何

资金，实际上是白强以双木公司名义与另外三家公

司合作而得的。该股份的投入资金，是白强以中劲

公司名义向银行所贷款项，不属于双木公司的投资。 

结合本案其它事实，说明双木公司不是真正股东。

中劲公司的唯一登记投资者为双木公司，但实际上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MzU1Nzc1OA==&mid=2247483747&idx=1&sn=d05684ca6618e4950e875084c7a8014c&chksm=fbf04af2cc87c3e445e9b2b0f5e82845edb38725f24628d7850af44d42541fb8fff641036eff&mpshare=1&scene=1&srcid=0115eAm8WV263eWwT5p9i4MO&key=cf5e006f4a3611a3c17a64665d3471094c15de5c36edbc1f7dbcae1805dd8557246edc8969550bc78e9fbc1f2aea5372043c1eb5a79371e8f231decd517ccec2d5dd5d7033541e546613c51244e1d5f8&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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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木公司未向中劲公司投入任何资金。中劲公司成

立后与双木公司从来没有任何联系。中劲公司的董

事长是白强，该公司实际上完全由白强一人控制和

操作。因此，中劲公司应当认定为白强个人设立的

企业。黄河公司 25%的股权应当认定为白强个人

所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

的相关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财产投

资取得的收益归双方共同所有。但由于原告王兰未

能进一步举证证明该股份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即从 1996 年 5 月 21 日至 2001 年 5 月 28 日)已

经产生收益的具体数额，法院无法对该股份收益的

具体数额作出认定，只能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确认

原告张雪对该股份收益享有的权利份额。 

判决：登记在双木公司名下的黄河公司 25％

股权在原、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 1996 年 5 月

21 日至 2001 年 5 月 28 日)形成的收益的 50％归王

兰所有。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王兰不服，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未对白强所有的

黄河公司 25%股权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收益数额

提出确切的证据”为由，以最高人民法院（2005）

民一终字第 69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王兰的上诉请

求。 

律师分析 

毋庸置疑，本案中的诉讼官司虽有胜负，但对

于当事人来说实质上却没有胜者。且不论王兰分割

财产的诉求最终也没有明确落实，不难想象，白强

也一定会在这次诉讼上损失惨重。当然损失的不仅

仅是金钱，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打击和事业上的磕

绊。 

1．法院能否直接认定双木公司不享有黄河广

场 25%的股权？ 

不论是在公司注册成立时各有关政府机构的

批文，还是工商登记的相关资料，都记载双木公司

是黄河广场 25%股权的投资者。在双木公司非为

本案诉讼参与人的情况下，直接以双木公司给中劲

公司的内部函件为依据，认定双木公司非实际股权

拥有者的做法，在最近几年的判例中极为少见。 

2．法院能否裁决王兰有权直接分得黄河公司

25%的股权收益？ 

律师认为，即使黄河广场 25%股权的实质拥

有者是中劲公司，即使“中劲公司”实质是“个人

独资企业”，但拥有黄河广场 25%股权的是“个人

独资企业”而非白强，“个人独资企业”与“白强”，

一个是企业、一个是自然人，二者是不同的法律主

体，王兰只能要求分割其在白强名下“个人独资企

业”中的权益，“个人独资企业”在黄河公司的投

资回报应体现在其企业的财务报表中；而黄河公司

的收益只能对应其投资人“个人独资企业”而不能

直接对应中劲公司的投资人白强，作为白强的配偶，

王兰不能当然地直接分割。至于中劲公司在黄河公

司的收益，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18

条规定，在评估中劲公司的资产情况后，由王兰直

接从中劲公司中主张和分割，而不能从和其没有直

接关系的黄河公司中分割。 

当然，在该份判决出台的时间为 2005 年 5 月，

《公司法》还未修订。但 5 个月后的 2005 年 10

月 2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修订后的《公司

法》、确立了“一人公司”的合法性。 

3．未评估公司收益使得判决尚不能直接申请

执行 

（1）原告王兰负有申请公司收益评估的义务 

中劲公司由白强掌控和支配，王兰不能取得公

司财务资料是客观事实。但是，这并不影响王兰申

请对劲力公司股权收益情况进行审计评估的权利

行使。由于材料所限，本律师并没有发现王兰在一

审时申请对公司进行审计评估的报道，甚觉可惜。

二审中，虽然王兰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评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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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据举证规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已丧失申

请评估的权利，且也不符合“新证据”的举证规则。 

（2）一审法院“只判比例”、而“不判数额”

不能息诉止争 

收益不是股权，股权可以按比例分割；但收益

要落实于金钱数字，否则判决难以执行。一审判决

认定，“登记在双木公司名下的黄河公司 25％股权

在原、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 1996 年 5 月 21

日至 2001 年 5 月 28 日)形成的收益的 50％归王兰

所有”的判决，就好比法院说“该给钱”、但没有

明确“该给多少钱”。在诉讼时效内，王兰可以以

白强为被告、以中劲公司、黄河公司为第三人，请

求法院分割中劲公司在黄河公司相应比例股权在

婚后的收益。即原生效判决只是明确了分割收益的

比例、并未能明确分割的具体金额。虽然该判决不

能得以实际落实，但可以作为继续起诉的法律依据。 

借鉴与启示 

1．持股一方并不一定是“强者” 

我们在关注王兰作为一名弱势女性权益保护

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作为公司股东、看似“强者”

的白强的权益。从心态上分析，王兰与白强结婚五

年，时间并不太长，但王兰要求分割价值数亿的财

产，确实白强的心里是难以接受的。并且，从二者

离婚的方式上来看，是通过区、市二级法院诉讼离

婚，可见离婚时双方并不友好，新恨旧怨的积累，

也是酿成八年诉累的原因。作为一名企业家和一名

再创业者，白强的性格里有一种不服输、不妥协的

倔强，这也是他能重新“东山再起”的原因，但创

业的心态和处理家事纠纷的心态应有所不同，不能

一概而论。通过此案，本律师认为，对于其它企业

家或股东应该有以下前车之鉴供参考。 

2．企业主面临离婚股权分割应该注意的几点 

（1）婚前股权在婚后的增值部分，是夫妻共

同财产 

不论是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还是 2011

年 8 月 13 日实施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婚前

股权的婚后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除非有明确的夫

妻财产约定，否则，一旦面临离婚，股权的婚后收

益是必须要分的。 

（2）法院不会仅凭工商登记确定股东 

本案中，黄河公司的股东工商登记为双木公司，

而非中劲公司，更非白强。但工商登记仅有对外公

示效力，对于股东内部或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争议来

说，法院不会仅凭工商登记来认股东。特别是 2011

年 2 月 16 日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实施后，

最高院明确了隐名投资人的的合法权益。企业家不

要以为不以自己的名义投资的企业，在离婚时就不

会涉及和处理。 

（3）公司股权收益不仅要看公司账面 

一些公司出于避税需要或其它原因而减少公

司收入、虚高公司支出，以尽可能降低公司所有者

权益。很多离婚案件中，要分割的公司报表都是亏

损。有些股东就会说，“公司没有赚钱、一直在赔

钱，对方要分也是分一堆债务”。事实上，公司的

实质账目怎么样，结论很难说。即使公司做假账，

但在审计、评估时也完全有可能被发现和重新调整。 

（4）在媒体战中不能总“沉默” 

律师在收集涉案信息时，看到的媒体报导绝大

多数都引用了女方王兰的观点。看得多了，难免会

对女方同情。而所有媒体，基本上都找不到男方的

观点。这容易让社会和群众对男方产生误会，以为

男方理亏，或不讲道理，不出面澄清。事实上可能

并非如此。在打离婚官司中，企业家不能由着自己

的性格做事，不能万事“沉默是金”，目前社会舆

论对大众观念甚至法院判决都或多或少有影响，不

在“澄清”中维权，就有可能在“沉默”中“死去”！ 

（5）不要宣称自己的“关系”或使用不正当

的解决手法 

扬言“已花了十万，搞定了相关部门”，这样

的言论最容易引起群众的烦感、讨厌。很多案件中，

企业主一方都直接或间接向对方表达过类似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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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想以此“吓唬”对方、打击对方法律维权的信

念。诚然，把生意做大了，人脉资源肯定少不了，

能和相关部门领导、经办人员打声“招呼”可能并

不是一件费劲的事，但这种事是见不得阳光的，一

旦让对方抓住把柄则被动异常，甚至案件会向不利

于自己合法权益的方向发展，得不偿失。 

3．股东配偶打离婚分割股权要有以下心理准

备 

虽然本律师很同情王兰，但客观上讲，“一个

巴掌拍不响”，二个人走到离婚这步田地，可能男

女双方都有责任，只不过责任大小不同而已。作为

股东配偶打股权分割纠纷，应注意的问题有： 

（1）股权分割纠纷法律关系复杂，审理时间

可能会很久 

本案整个离婚纠纷前前后后打了 8 年，并还没

有得到一个最终处理结果。事实上，案件的实体审

理没有这么多时间，因为离婚官司不能算在股权分

割的案件中。从股权分割一审审限来说，2002 年 8

月海南高院受理、2005 年 5 月一审结案，案子打

了近 3 年时间确实长了些。但是，本案确实法律关

系较为复杂，不仅涉及台资企业股权认定的问题，

而且涉及个人独资企业收益分割的问题以及婚前

个人财产婚后收益的问题，利益关联方较多，法律

关系理起来较为复杂，法院审理的时间长了一些，

也是可以理解的。从笔者代理的股权分割案件来看，

除非调解或和解，否则很少有 1 年之内就处理掉的，

大部分这类案件要打几年的时间，离婚股权分割几

年诉累，在本律师看来，是正常的。 

（2）不能首先从道德标准中找“正义”，而

要从法律规则中寻“公平” 

非股东的配偶一方因为不掌握经济财富，在经

济上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这是可以理解的；在

人脉资源上也处于“弱势”，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这都不是非股东一方谋求“合理”判决结果的筹

码。“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据说是鲁迅

先生说的，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非股东配偶一方

不能把精力放到打造为“可怜人”，而是要在法律

规则的框架下应对诉讼，精心设计安排诉讼策略。

在本案中，至少王兰整理的诉讼思路个人认为还能

再调整的清晰一些，对其诉讼结果、特别是一审诉

讼结果或许会更有利。 

（3）关于诉讼成本的提前准备 

事实上，王兰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从媒报中看

到一审法院对王兰的 100 余万诉讼费予以了缓交，

这已经很不错了。我代理的一些案件，对于女方（非

股东一方）巨额诉讼费不予缓、减、免的案例不少，

非股东一方打官司都难打得起，有的甚至要卖房打

官司。我注意到王兰不止一次提到要对公司股权进

行保全，并指责二级法院没有进行公司股权保全。

但要求法院保全股权必须提供担保，且是同额财产

担保，王兰的诉讼费相对于担保保证金可谓“小巫

见大巫”，诉讼费不过百余万，但保全保证金可要

上亿现金及数亿财产，审计、评估费用也不菲，这

对当事人来说，可谓压力极大。不提供保证金，法

院不好保全。一句话，打股权分割官司，非股东配

偶一方一定要做好诉前成本测算，准备充分的“弹

药”。否则上了离婚诉讼的“战场”，再埋怨自己“弹

药”不足，是难以引起法院“可怜、同情”的，毕

竟，法院要一手托两家，经济上的弱势和法律上的

弱势是二个不同的概念。 

（4）慎用举报、追究刑事责任的手段和方法 

一些离婚诉讼分割股权，持股一方有时还要面

临被举报涉及挪用资本、税收等方面的刑事追究，

从通常人的逻辑思维来看，这些举报很难撇清与离

婚的联系。笔者在代理离婚案件中，不罕见非股东

一方为了分财产，而举报股东一方“偷税”、“走私”、

“行贿”，引发行政权力力量介入，使得案件日趋

复杂，当事人双方的仇恨日趋膨胀。这是一种“鱼

死网破”的做法。公权力介入后，就做不到放收自

如，后果也不能控制和预测。 

（5）保管好诉讼材料，不要轻易将原件交人 

本案还有一个蹊跷之处，根据公开信息，王兰

的所有诉讼材料，都被其信任的一个“朋友”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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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还。不得已王兰又向海口市美兰区法院起诉

“朋友”，要求归还诉讼材料。可见，不论如何，

诉讼材料特别是原件关系到案件的胜败，不仅不能

轻易将原件示人、更不能轻易把原件拿给别人保管、

或放置一些他人能够接触到的地方。保管好诉讼材

料，特别是原件，格外重要。律师建议可以开设银

行保管箱服务，既无水火之灾的担心，也无他人取

走的可能。 

综上所述，打官司不是“赌气”，有共同子女

的白强与王兰也不是“仇敌”而是有血脉相连的真

正亲人。双方虽然在“该不该分”、“该分多少”上

有争议，但至少目前法院的结论是“该分”，至于

该分多少，完全可以通过审计评估解决，而没有必

要“将官司进行到底”。否则，“鱼死网破”的结果，

不仅损了二个人自己的权益，而且会将人生不幸波

及后代子女。对子女造成不利影响的离婚战争，没

有胜利者。 

遗嘱见证的律所责任有多大？ 

｜阮啸 ｜律师视点｜“律师见证”专题 

2018-01-15 继承法苑  阮  啸 

http://mp.weixin.qq.com/s/Y_2WQCer5he-pTsc1DbYAQ 

作者：阮啸   

作者单位：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 

联系方式：ruanxiao@vip.163.com 

微信号：ruanxiaorx 

 

关于遗嘱的法律服务，律师事务所通常以见证

的方式介入。相对于普通的遗嘱采信率（约 40%，

北京法院系统于 2012 年前统计）来说，律师见证

遗嘱的采信率（93.3%，笔者于 2012 年统计）要

高出很多。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律师通过非

诉方式协助当事人制作的法律文件也难免因各种

主客观情况未被法院所采信。一旦见证的遗嘱未被

采信，则律师及所在律所将面临受益人的质疑甚至

诉讼，其本身也将被追究相关责任。 

本文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威科先行和理脉三

个数据库，就以“见证遗嘱”为关键词，检索了被

告为“律师事务所”的有关案例。综合三个数据库，

截止至 2017年 12月 31日总计有 20件案件涉及上

述两个关键词；除去 5 件因涉及二审或重审重复的

和 1 件管辖异议裁定外，可供分析的有 14 件。（尽

管基础量非常庞大，但涉及可供研究的案例数量不

算多，故也够不上“大数据”分析，只能算是一般

的研究。） 

一、涉诉案由 

 

从涉诉案由上来看，此类涉及见证遗嘱的案件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归属案由。不论是侵权纠纷也好，

合同纠纷也罢，基本都取决于起诉者和立案法官的

偏好。 

二、判决结果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NzI3MjgwNA==&mid=2247483953&idx=1&sn=81170d1b03dc1848ad6ef71eb8888c75&chksm=fdefc53aca984c2c81154e93b81cffdf43674529490baa938e64b70ba605ae202c1785b92edb&mpshare=1&scene=1&srcid=0115nmv0J7ZvDyPupeTM9f29&key=cdd0d222300eca7e896eb375b6f2d60696cd0f38fb1d8e6186d5bb71f09382f7de21acc2547ec70a792550c411e4510405b7eb454c7cd4ec6526cd4ddf7ba0ae41847b81a941a529566a19ca412763f8&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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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判决结果上看，应该说赔偿的概率并不算太

高。律所还是有可能因为尽到职责而避免赔偿的。 

三、责任性质 

 

根据起诉者的案由和诉请内容不同，法院对于

责任的认定上面也就有了侵权与违约的不同。但从

最终结果上看，侵权与违约对于判赔额度和金额方

面并没有特别的区别。两种责任下都有可能赔偿受

害者全部款项。 

四、赔偿额度 

 

在法院判决律所需赔偿损失的情况下，判决承

担 100%责任的是最多的。盖因律师所见证的遗嘱

一旦不被采信或者被撤销后，给受益人造成的损失

将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救济。 

五、赔偿金额 

 

在法院判决律所需赔偿损失的情况下，相对而

言判决 30 万人民币以下的居多，平均来说计每件

案件赔偿 23.8 万元。 

【家族律评—好文推荐】2017 年 

江苏省离婚纠纷大数据分析报告 

2018-01-16 家族律评  药芳 

http://mp.weixin.qq.com/s/rDDvd4Rv7EAt4cCf3jZqFA  

序言 

世上最幸福的婚姻，即夫妻关系间最好的状态，

莫过于“是窝在爱人的怀里孤独”。当然这是属于

理想状态的婚姻， 当爱情从风花雪月归于柴米油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UxNjQ4OQ==&mid=2650877847&idx=3&sn=805b64f66a911091061b60cc108af96c&chksm=8b74a6b1bc032fa735dc3a64286ae730e303558e01efc107bb03e79e5c0c9a03351fda748994&mpshare=1&scene=1&srcid=011611X3YWIDfTY8qMarjx7Y&key=cf5e006f4a3611a31ff1dfe52d31fc379ff5f67caf428aeb9ca83f00924526b716b2e5fbd89e33dbc34d0cc470e2c1b9e0d6d3071a8c233b57cb6a07f6af5df2152a54cecc5b25b921125862b5b919c2&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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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或爱情结晶的到来，夫妻双方又该如何面对转

型？一段关系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使劲。

看不见彼此，不懂彼此的两个人，很容易成为最熟

悉的陌生人。这也是当今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

一吧。 

2018 年已然来临，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12月30日全年江苏省各法院共审结离婚纠纷判

决案件共计 2335 件。药芳律师团队通过对威科先

行等相关网站公布的 2335 件离婚纠纷判决案件进

行归纳梳理，并对整理的数据进行科学分析，特作

如下之分析报告。 

制作说明： 

1、此次报告作出之基础，是威科先行互联网

站之公布判决，根据 2016 年 10 月 1 日施行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规定》第四条第四款：“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

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在互联网公布：离婚诉讼

或者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监护的……” ，由于

婚姻案件的特殊性及隐私性，未在互联网上公布之

判决不在本次分析报告之内。 

2、本次互联网公布的离婚纠纷判决案件统计，

2017 全年江苏省各法院共审结离婚纠纷判决案件

共计 2335 件，其中一审判决 2198 件，二审判决

135 件，其他 2 件。本次分析报告主要针对一审判

决文书，二审判决文书将在本次报告最后单独列出。 

3、关键词：离婚纠纷 判决 江苏省 

1、离婚的地域分布与经济发展无关 

 

根据 2017 年互联网上公布的离婚纠纷判决案

件统计，全年江苏省各法院共审结离婚纠纷判决案

件共计 2335 件，其中镇江 446 件、南通 335 件、

常州 228 件、扬州 210 件、无锡 277 件、南京 172

件、泰州 201 件、盐城 145 件、徐州 97 件、宿迁

93 件、连云港 85 件、苏州 25 件、淮安 21 件。 

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镇江、南通、无锡。 

律师观点： 

《婚姻法》第 32 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

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

离婚诉讼。”即离婚的方式分为民政部门协议离婚

和法院诉讼离婚两种，由于本次报告仅仅是讨论诉

讼方式离婚，故上述案件的分布不能完全反映出一

个城市离婚率的高低。 

2、离婚最残酷的真相——感情不和 

 

通过对上述判决进行统计，感情不合是离婚最

主要的原因，分居位居第二，家暴位列第三，这里

的感情不合，我们称之为“性格不合”。 

经过统计，涉及性格不合的离婚案件有 1269

件。为什么婚前甜蜜的两口子婚后却发现双方“三

观不合”，仅仅是因为婚前了解不多？公布的一审

离婚判决中，除涉及个人隐私不公开的外，我们发

现，大多数的离婚原因是那些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的小事——“感情不和”，而归其根本是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一个家庭经济不稳定，双方冲

突就在所难免，为琐事争吵便成为家常便饭。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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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之，频频出现的冲突成为压倒婚姻家庭的稻草。 

“分居”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通过统计我们发现，涉及分居的离婚案件有

471 件。分居的原因有很多，有下落不明导致分居

的；有家暴导致夫妻长期分居的；也有因感情不合

导致长期分居的……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沟通，

双方一旦分居，沟通必然受阻，久而久之，婚姻势

必走向尽头。 

“家暴”——不能承受之重 

2017 年江苏省共审结的一审涉及家暴婚姻案

件共计 202 件，是婚姻关系三大杀手之一。自 2016

年 3 月 8 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至今已一年

半有余。虽然我们一直在宣传“反家庭暴力”，人

身安全保护令也正积极的发生作用。但家暴案件仍

屡禁不止。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忍让不会换来

对方的同情，只会变本加厉。对家暴，广大妇女同

胞一定要敢于"say no"。 

3、离婚的年龄段分析——八零后稳居离婚纠

纷主体的 “冠军宝座” 

 

根据互联网统计的一审离婚纠纷判决数据分

析，除涉及个人隐私及当事人信息缺失的以外，

2017 年江苏省法院共审结的离婚纠纷案件中，“80

后”离婚案件有 814 件，仍稳居第一宝座，占比

43%；其次是“70 后”离婚案件有 509 件，占比

27%；紧跟其次的是“60 后”有 256 件，占比 14%；

排在第四位的是“90 后”有 230 件，占比 12%。 

“80 后”从时间上讲，应该是从 1980 年 1 月

1 日至 198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的人。现在很多 80

后成已为社会的中坚力量，80 后面对更对的社会

责任和家庭责任，经济压力也随之增加，如果夫妻

双方不能适应这一身份的改变及正确理性面对，导

致夫妻之间相互不理解进而关系疏远、分道扬镳。 

“70 后”步入“不惑之年”，正面对“上有老、

下有小”的状态，经济压力和家庭责任是“70 后”

面对的主要问题，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有的会寻

求离家出走、有的会选择家庭暴力，更有甚者会寻

找“第三者”以寻求心理慰籍。 

“60 后”排在第三位，确实有点意外，原以

为会是“90 后”排第三位。通过统计，我们发现

“60 后”的离婚纠纷案件中主要涉及“性格不合”、

“家暴”，老一辈的思想认为离婚对孩子不好，所

以一直隐忍，直至孩子成家立业，才决定摆脱这段

不幸福的婚姻。 

“90 后”也开始步入婚姻的殿堂，对于“90

后”的人来说，虽然生理年龄已经具备婚姻法的规

定，但心理年龄距离婚姻本质的实质要求还差很多。

相互之间缺乏沟通理解，彼此任性而为，将婚姻比

作“过家家”，稍有不如意，轻则分居；重则离婚。 

律师观点： 

其实，不管哪个年龄段的婚姻，一定要重视关

系中的相互理解，彼此感受的被看见，若能做到，

这段关系就通了，夫妻关系才有意义。 

 正如江苏丰县一位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双

方在缔结婚姻前，“若没有各自性格的差异，怎能

擦出如此美妙的火花，享受爱情的快乐与承受生活

的苦痛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当爱情从风花雪月归于

柴米油盐，当婚姻出现裂痕，男女双方均应该努力

去挽救，而不是轻言放弃”。谨以此献给那些婚姻

生活即将走到尽头的人们。 

4、婚姻存续时间的长短 

根据互联网统计的一审离婚纠纷判决数据分

析，除涉及个人隐私及当事人信息缺失的以外，

2017 年江苏省法院共审结的离婚纠纷案件中，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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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的“保鲜期”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在缩短。通过

已知数据可知，2017 年离婚诉讼中婚姻存续期间

十年以上的案件最多，有 452 件，占比 25%；其

次是婚姻存续期七至十年的案件，有 356 件，占比

19%。第三位的是婚姻存续期间在二十年以上的，

有 275 件，占比 15%。第四位的是婚姻存续期间

在三至五年范围内的案件，有 230 件，占比 12%。 

 

也许有的省份婚姻“质保期”在提前，但根据

2017 年江苏省一审离婚纠纷已知数据可知，婚姻

的质保期同离婚的年龄段有关。根据我们统计结果，

“80 后”是离婚队伍中的主力军，其次是“70 后”

和“60 后”。所以婚姻的存续期间应该与离婚年龄

段相关。 

5、面对婚姻的不幸，女方更主动诉讼离婚 

 

根据互联网统计的一审离婚纠纷判决数据分

析，除涉及个人隐私及当事人信息缺失的以外，

2017 年江苏省法院共审结的离婚纠纷案件中，由

女方提出离婚申请的案件有 1387 件，占比 72%；

男方提出离婚申请的案件有 539 件，占比 28%。 

为什么在离婚纠纷案件中，女方主动起诉离婚

的是男方的 2 倍之多？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也是与

离婚的原因分不开。根据统计，我们已经发现离婚

最残酷的真相并不是婚外情，而是性格不合，但是

性格不合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每日争吵不断也是

性格不合、过于顺从长辈也会被女方认为性格不合、

因为经济纠纷发生的争吵也属于性格不合。 

婚姻关系不同于同事、朋友、亲戚之间的关系，

朋友之间不合，可以不见面；亲戚关系不合，可以

少走动。但夫妻双方同处一个屋檐下，很多矛盾是

无法将就的，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势必成为影响夫

妻感情的利刃。婚姻中对于男性而言，生活中如果

没有出现问题是不需要去沟通的，但是对于女性而

言，如果夫妻之间没有沟通或沟通少了就说明生活

出现了大问题。这也许就是女方更主动诉讼离婚的

原因吧。记得网上署名“窈窕妈妈”曾说过一句话：

“寂寞是没人陪，孤独是没人懂，如果一个女人连

可以说话的对象也没有，那么这样的婚姻对她来说，

就像被打入冷宫。”由于女性在处理问题时可能更

加感性，而男性面对问题时则更加理性，由于双方

思考方式不同，且又不能做到换位思考，沟通就会

存在障碍，所以说夫妻之间的不仅要多沟通，更重

要的是换位思考。 

6、究竟起诉几次，法院才能判离？ 

 

前几年当事人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一般在第

二次起诉的时候，法院基本上都会判决离婚。但近

几年发生了悄然变化。根据以上图表分析，法院判

决离婚，不是以原告起诉的次数为准， 也不是说

如果庭审中原、被告都同意离婚，法院一定会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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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上述一审判决文书进行统计，我们发现共有

七份一审判决文书（分别是江苏省灌南县一份、江

苏省徐州市两份、江苏省丹阳市两份、江苏省盐城

市一份及启东一份）在庭审中，原、被告均同意离

婚，但法院通过调查发现双方感情并未彻底破裂，

仍有和好可能而判决不予离婚。 

另外，法院在处理离婚纠纷案件时，不仅会结

合双方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等进行综合

分析，还会重点调查夫妻之间是否具有法定扶助义

务，如果存在，法院也不轻易判离。当然如果夫妻

感情是彻底破裂，绝无和好可能，法院还是会依法

判决离婚。在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

婚纠纷中，男方由于受伤造成智力二级，女方前后

起诉了四次，法院均判决不准离婚。但是在第五次

起诉中，法院认为，即使永不判决离婚，女方也不

可能继续照顾和监护被告，被告亦无法从原告处获

得任何贴补，这对双方而言，是双输之结局。况且

也有违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对原告（女方）亦存有

不仁。故法院最后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判决离

婚，但是女方每月要向男方支付 500 元的生活补助

费。 

律师观点： 

法院准允或不准离婚是以夫妻感情是否彻底

破裂为区分的界限，而判断夫妻感情是否彻底破裂，

是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

现状及有无和好可能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做

出判决。故不是常人认为，起诉两次或三次法院一

定会判离。如果夫妻双方感情真的彻底破裂，即使

第一次诉讼离婚，法院在查证属实后，也会依法判

离，反之亦然。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

婚案件时，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应准予离

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但是经过对上述判决进行统计，我们发现即使

在庭审中，有证据证明配偶一方存在上述情形之一，

法院也认为另一方配偶应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双方应多加沟通，而判决不准予离婚。 

7、孩子的判决归属 

 

根据互联网统计的一审离婚纠纷判决数据分

析，除涉及个人隐私及当事人信息缺失的以外，

2017 年江苏省法院共审结的离婚纠纷案件中，涉

及子女抚养的案件共有 256 件。其中孩子判决归属

女方的共有 142 件，占比 55%，判决归属男方的

有 114 件，占比 45%。二者相差不是很大，女方

略多一些。 

律师观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

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 1 条规定：

“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母方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可随父方生活： 

（1）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

疾病，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的； 

（2）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而父方要求

子女随其生活的； 

（3）因其他原因，子女确无法随母方生活的。” 

第 2 条规定：“父母双方协议两周岁以下子女

随父方生活，并对子女健康成长无不利影响的，可

予准许。” 

第 3 条规定：对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

方和母方均要求随其生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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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予优先考虑： 

（1）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

力的； 

（2）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

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 

（3）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的； 

（4）子女随其生活，对子女成长有利，而另

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

或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不宜与子

女共同生活的。 

第 4 条规定：父方与母方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

相同，双方均要求子女与其共同生活，但子女单独

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且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外

孙子女的，可作为子女随父或母生活的优先条件予

以考虑。 

第 5 条规定，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十周岁

为《民法通则》中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年龄规定，根

据《民法总则》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

为八周岁，故在此应定为八周岁）的未成年子女随

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该子女的意见。 

故法院在判决未成年子女的归属时，一般会结

合原、被告双方的工作、收入等情况，并从有利于

未成年子女成长和生活的稳定性出发，对孩子抚养

权进行判决归属。 

8、抚养费的判决指数 

 

根据互联网统计的一审离婚纠纷判决数据分

析，除涉及个人隐私及当事人信息缺失的以外，

2017 年江苏省法院共审结的离婚纠纷案件中，涉

及子女抚养的案件共有 256 件，其中涉及抚养费的

共有 184 件。大部分抚养费的判决标准在 1000 元

以下有 154 件，占 83.7%，1000 元（含）～2000

元之间有 27 件，占比 14.7%，2000 元（含）～3000

元之间有 2 件，3000 元（含）以上有 1 件。 

根据对上述涉及抚养费的一审判决进行统计，

抚养费 2000 元的有两份判决，分别出自江苏常州

新北区和江苏无锡滨湖区。抚养费在 3000 元的只

有一份判决，出自江苏无锡滨湖区。 

律师观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

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 7 条规定：

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

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

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

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

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律师观点： 

江苏省地域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虽然苏南经

济要远远高于苏北的经济发展，但苏北的 GDP 在

全国排名也很靠前，根据统计结果，我们发现大部

分的抚养费都在 600 元左右上下浮动，虽然法律规

定抚养费的数额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及当地的

实际生活水平及父母的经济能力来定，但是 600

元一个月的抚养费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来说，

个人认为还是太低了。也许会有人说，抚养费是夫

妻两个人一起承担，一人 600 元，两个人就是 1200

元一个月。2016 年江苏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2070 元，平均每个月为 2673 元，如果再加上学

龄儿童的保育费、伙食费、兴趣班等等，每个月

600 元的抚育费个人认为明显过低。 

9、房产归属情况  

根据互联网统计的一审离婚纠纷判决数据分

析，除涉及个人隐私及当事人信息缺失的以外，

2017 年江苏省法院共审结的离婚纠纷案件中，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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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夫妻共有房产的情况下，房屋的权属归男方的有

15 件，占比 63%，归女方的有 9 件，占比 37%。

这是因为这些房产都面临银行按揭还贷，很多女方

不愿意或无力承担后续还贷义务，故放弃房屋所有

权，而主张房屋的对价补偿。 

 

10、离婚是简易程序为主，普通程序为辅  

 

根据互联网统计的一审离婚纠纷判决数据分

析，除涉及个人隐私及当事人信息缺失的以外，

2017 年江苏省法院共审结的离婚纠纷案件中，简

易程序占到 84%，普通程序占比 16%。 

律师观点： 

简易程序是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的，只适用于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

民事案件。简易程序起诉方式、受理案件的程序、

传唤方式简便。审理实行独任制，程序简便。法院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

内审结。 

但是如果对方下落不明，适用公告方式进行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则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而是普通

程序。 

11、是否请律师 

 

根据互联网统计的一审离婚纠纷判决数据分

析，除涉及个人隐私及当事人信息缺失的以外，

2017 年江苏省法院共审结的离婚纠纷案件中，离

婚纠纷案件中一方或双方请律师（含法律工作者）

的有 1318 件，占比 66%，没有请律师的案件有 676

件，占比 34%。 

这个数据能看出在江苏省，每个人的法治观念

还是很强，大家更愿意将争议交给专业律师进行办

理，以维护自己的更多合法权益。 

12、离婚后，生活困难的人有权要求对方提供

生活补助 

根据一审离婚纠纷判决数据分析，涉及困难生

活补助的案件有四件，两份每月补偿 500 元，这两

份都是被告因故变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在判决准予离婚后，原告要每月支

付补助费 500 元，另外两份是被告（女方）生活困

难，无工作，且没有住所，加之体弱多病，法院在

判决准予离婚后，要求原告一次性提供生活补助 2

万元。 

律师观点： 

根据《婚姻法》第 42 条规定，离婚时，如一

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

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

人民法院判决。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有互相扶养的义

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权

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婚姻关系终结后，仍

要求一方对生活困难的另一方从其个人财产中给

予适当的帮助，实质是夫妻间扶养义务的延续。 

如何理解“生活困难”？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但结合这四份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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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法院认为生活困难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居无定所、没有经济来源、身体患病、全部或部分

没有劳动能力。 

13、二审离婚纠纷数据情况分析 

根据互联网统计的二审离婚纠纷判决数据分

析，2017 年江苏省法院共审结的二审离婚纠纷案

件共 135 件。除涉及个人隐私及当事人信息缺失的

外，共有 121 件二审判决予以公布。其中维持原判

的有 106 件，占比 87.6%，改判的有 15 件，占比

12.4%。 

婚姻状态进行改判的一件：一审法院在判决

离婚后，被告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身患疾病

需要照顾，夫妻感情没有完全破裂，有和好可能，

故二审改判不离。该案件的婚姻存续期间长达 30

年。 

抚养权变更进行改判一件：一审未成年子女

抚养权归女方，二审改判男方。理由是孩子自愿随

父亲生活，加之双方同意变更。 

抚养费调整四件：⑴ 二审中基于被上诉人自

愿提高抚养费两份；⑵ 抚养费降低有两份，也是

基于双方达成一致。 

房屋权属变动一件：一审夫妻共同所有的房

屋判归女方所有，二审基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为由，

进行改判归男方所有。 

涉及精神损害赔偿款改判两件：⑴ 一审原告

以被告“家暴”及“与他人同居”为由赔偿精神损

失 2.5 万元，二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予以撤销；⑵ 另

外一件是在二审中，法院以“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为由，增加精神损害赔偿 5 万元。 

困难经济补助案件改判一件：二审法院认为，

上诉人（女方）生活困难，居无定所，且身体有病，

二审增加一项判决，男方给付一次性生活补助费 2

万元。 

共同财产分割改判五件： 

其中涉及房屋估价认定改判有两件：二审法院

改判理由分别为“估价认定错误”及“一审中房价

升值 68%且没有计算升值部分”为由进行改判。 

增加财产分割三件：⑴ 二审中因为被上诉人

自认共同财产部分多出 4 万元可以进行重新分割；

⑵ 一审中原告提出一笔 30 万元彩票中奖奖金为

夫妻共同财产应予分割，被告称已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支出。二审中，由于被上诉人无法提供该款项的

具体用处，故改判为夫妻共同财产，由被上诉人向

上诉人支付 15 万元。⑶ 二审中，法院认定被上诉

人银行卡中的支出部分为共同财产，由被上诉人支

付上诉人其中一半的份额。 

债权债务改判的三件：⑴一审中由于债务人

均没有到庭，故一审法院对夫妻共同债权并未处理，

二审中，债务人全部到庭并对债务进行认可，故二

审法院认定夫妻共同债权 61000 元，由夫妻双方予

以分割。⑵ 一审中原被告双方认定存在共同债务，

但金额并不明确，故一审法院并没有处理，二审中，

双方对共同债务金额进行明确，故二审法院对夫妻

共同债务予以确定，并判决由双方承担。⑶ 一审

法院认可的夫妻共同债务，二审时，法院认为该债

务的发生不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不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以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进行撤销。 

综合以上数据，律师观点： 

从法律上讲，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

由，男女双方只要具备《婚姻法》规定的条件，结

婚是自由的。但是如果感情彻底破裂，也没有离不

掉的婚姻。从情理上讲，很多人一开始想把婚姻当

成讲情的港湾，到最后却把它辩成了讲理的法院。

再恩爱的夫妻也会争吵，但如何处理这些冲突或争

吵，则考验我们的智慧。聪明的人会用“我们”解

决问题，而不是用带有指责或轻视的语言再次的制

造问题。一句话“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

眠”。讲情和讲理，一字之差，天堂和地狱。婚姻

不易，且行且珍惜。 

编者按：对于本次大数据报告，我非常感谢我

们团队的秦娇娇律师及林巧燕律师。尤其是秦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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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夜以继日的加班整理，完成了一多半的文书数

据整理。一个律师最重要的就是责任心，态度决定

一切。其次感谢为我做统计工作的朱然律师，朱律

师追求极致的工作精神非常值得我学习，再次感谢

大家，因为有大家的帮助，才有了我们这份大数据

报告。 

 

【专栏-明军法眼】一方拒交股权价值审计 

评估的财务资料，应该如何处理? 

原创 2018-01-17 白玉兰爱股权  贾明军、蓝艳 

http://mp.weixin.qq.com/s/W9Ysc6N5lcYle3pc7Emq1g  

 导读  

在我们办理离婚股权分割的案件中，对于股权

价值的评估，是一个很难的工作。特别是一方拒不

提交相关财务资料，会对审计、评估工作带来很大

困难，甚至会根本上影响这项工作的进程。对于掌

握或控制涉案公司财务资料的一方当事人，有时候

会故意不提交、甚至损毁相关财务资料，以达到阻

碍评估股权价值的目的。这种情况下，应如何处理？

本文也许会有一些思路上的启迪。 

——小编 

故事简介 

李林（男）与刘芳（女）系再婚，于 1985 年

2 月登记结婚。双方婚后生育一子一女，在打离婚

官司时均已成年。与刘芳再婚前，李林与前妻生育

一子李小林。 

婚初，李林与刘芳感情非常好，但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双方就开始相互不信任，刘芳怀疑李林

有外遇，夫妻关系急转直下，直至最终完全破裂。 

2006 年 7 月，李林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与刘芳离婚，但一审没有准许；2008

年初，李林再次向法院提出离婚，经过半年的审理，

2008 年 9 月 27 日，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二人

离婚。 

离婚中，股权的分割成为难点。原来，婚后李

林注册了一家由李林一人作为股东的一人有限公

司顺风航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风公司”）。有

形的财产好分，无形的财产难算。对于房子、车辆

这些很好计算价值的共同财产，双方还好处理；但

对于公司股权及收益，双方分歧较大，难以协商处

理。 

原告李林诉称，只需要处理婚姻问题，财产分

割不需要法院处理；而被告除同意离婚外，坚决要

求法院处理双方没有共同分割的财产，包括顺风公

司的公司股权。 

区法院一审审理后认为，李林、刘芳夫妻感情

确已破裂，法院准许其离婚，但没有处理顺风公司

的股权。 

2009 年 11 月 16 日，刘芳向法院提起离婚后

财产纠纷之诉，要求分割被告李林名下顺风公司中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公司股权。 

原告刘芳认为，离婚诉讼中，法院并未对被告

李林名下的顺风公司的夫妻共同股权进行分割，因

此，要求分割股权，并以自己从未参与经营、也不

适合与被告共同管理公司为由，要求分割股权折价

款。 

被告李林辩称，公司一直由被告经营，原告没

有贡献，原告要求分割公司股权没有道理。 

在分割股权价值问题上，刘芳的律师向法院申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MzU1Nzc1OA==&mid=2247483759&idx=1&sn=140b0776523baa491e51740f31be573a&chksm=fbf04afecc87c3e8941dec021b54cb547c19f237bfc2fc355264c868354b58b015b061d0042b&mpshare=1&scene=1&srcid=0117uWk5JIuyY44DZpUiZ18G&key=304caf69ae97dec9566da98cacead245d74352ce18d0ec95334597ec8cfec3ea13580443878269d25d68f16d56e507b3d18e9db3a5777f9cd3ebe4b5ff2e62ba7d734d5da380edffb1fe9748362e1f62&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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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对公司进行审计，而李林虽然认可公司财务资料

在其住处，但以“本案中只涉及到股权不涉及到公

司内部事宜，花这么大的代价去审计不合理”、“刘

芳在离婚过程中私自将公司的部分财务资料拿走，

造成公司财务资料严重残缺不齐、无法有效审计真

实的财务状况”为由，不同意公司进行审计，并拒

绝提交任何公司财务账册资料。 

因会计师事务所拿不到公司原始会计凭证，一

时间股权审计工作陷入僵局。后，经原告与会计师

事务所沟通，准备以税务局、工商局等行政管理部

门留存的财务报表作为审计的直接依据进行审计。

后法院向被告发出通知，限期向法院提交相关财务

资料，不然要其承担不予提交的法律后果。但被告

不予理睬。 

2011 年 7 月 7 日，区法院一审裁决。法院认

为，在离婚时，李林与刘芳未对顺风公司的股权及

经营期间的利润进行分割；审计期间被告李林未予

配合顺风公司提供账册，应承担对其不利后果，故

此审计机构按公司工商、税务资料及银行往来账作

出的审计报告，法院予以确认，根据审计报告利润

440 万元应归原告刘芳所有。因被告李林未提供关

于注册资金的财务资料，因此法院按照注册资金计

算股权，确认被告给付原告股权折价款 280 万元。 

一审判决之后，李林不服，上诉至二审法院。

后二审法院改判，判决顺风公司股权原、被告各半

分割。 

 明军法眼  

本案是因离婚引发的连环案，是一起离婚后股

权分割案。在二审中，主审法官归纳了两点争议论

点问题： 

1. 一审法院能否直接依据工商、税务、银行

等的留存资料作出的审计报告作为判决依据。 

2. 一审法院直接判决股权价值折价款是否正

确。 

 一  

一审判决能否依据工商、税务、银行留存的财

务资料作出的审计结论作为定案依据？ 

 01  审计是否必要           

由于种种原因，股东所有者权益不能仅看其财

务报表，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公司自己的做账不

能反应股东所有者权益的真实情况。而公司财务又

涉及专业领域和专业知识，需要专业人员依据相应

的会计准则审计，才能得出客观、真实的结论。因

此，在公司股权价值有争议的情况下，对公司财务

进行审计是必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审计是否“必要”，是依原告

申请、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决定的。即

使原告申请，但法院不准予，也不存在审计的问题。

但是，反过来说，一旦法院决定审计，即使被告李

林有异议，也有配合法院进行审计的义务。 

 02  审计是否有效           

因李林不配合法院交纳财务资料，导致审计依

据的是工商、税务资料及银行往来，不是全部完整

的财务资料”。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由于李林

拒不向法院提供相应的财务账册导致。本次审计也

是有资质的评估机构根据一定的会计准则审计而

来，符合会计法的相关规定。对于这一点，一审法

院在判决书中有描述，即“审计期间被告未予配合

提供顺风公司的账册，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 

在我们处理离婚案件过程中，屡屡出现一方听

法院指挥、而另一方经常无故不予配合的情况。比

如，开庭原告到庭，而被告不打一声招呼也不来。

对此，不比其它经济案件，在离婚案件中，很多法

院也束手无策。而在本案中，如果李林拒绝提供财

务账册，则应该由其自负其果。如果在一审审理、

审计结论出台后，李林见审计结论对其不利，再在

二审中提交对其有利的部分财务账册，会助长不遵

守审理秩序一方的失信做法、损害和打击尊纪守法

一方的权益，使得诉讼中“恶有善报”、违背了法

律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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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审法院直接分割公司股权、不再让持股一方

给付股权对价款的判决如何看待？ 

 01  一人有限公司股权离婚能否直接分割？ 

原《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16 条，适用于

“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

是该公司股东”的情景，制订时间是 2003 年 12

月 4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299 次会

议通过。但关于一人有限公司的规定，是第十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05

年10月27日修订通过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中，并未有对“一人有限公司”分割处理的规定。

但从目前审判实践来看，已不乏对婚后投资的一人

有限公司直接分割的案例。 

 02  对一人有限公司股权直接进行分割，是

否可能侵害其他人权益？           

《公司法》第 63 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

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对于

一人有限公司股东证明财务合规是采用的加重举

证责任的做法，与普通有限公司不同。实践中，有

争议认为，法院直接因离婚对一人有限公司的股权

进行分割，导致原一人有限公司变更为普通有限公

司，使得变更后的财务合规举证责任发生变更，是

否对公司债务人公平值得商榷；但也有意见认为，

公司变更为普通有限公司之后，取得公司股权的一

方仍然负有对另一方在离婚之前一人公司经营中

的不合规作为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也可直接分割。 

 三  

借鉴与启示 

 01  离婚涉及股权分割在哪个阶段能处理存

在争议，当事人须有心理准备   

本案中，离婚案件一审庭审笔录已明确告之双

方当事人“涉及公司股权分割的问题本案不处理，

当事人须另行起诉”。实践中，离婚诉讼不直接处

理公司股权的做法并不罕见。实践中，有的法院一

审直接处理案外人已明确有意思表示（如其他股东

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一方名下的股权；有的法院甚

至在没有征求其他普通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意见的

情况下，也直接分割有限公司的股权；还有的案件

以“可能涉及案外人权益、需另案处理”为由，不

在离婚案件中一并处理。因此，实践中没有统一的

做法，涉股的分割可能会时间跨度很长，当事人须

有心理准备。 

 02  关于财务资料在哪里，当事人要实事求

是、不能随意表态                 

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法官问李林对于刘芳起诉

要分割股权的态度，李林答道：“公司是亏损的，

如果刘芳要分割股权，首先要共担亏损”。在法官

问及财务资料现在何处时，李林说“在我的住处”。

但真等刘芳交了 20 万的审计费用、法院要求李林

配合提供财务账册时，李林却出尔反尔，说“上次

记错了，财务资料在公司，但财务人员找不到了”，

并以此为由，拒绝向法院提交财务资料。而法院则

以李林曾明确表示财务资料在其处、其未能举证证

明实际不在其掌握中为由，认定系其“拒不提交财

务资料”。当事人在法庭上讲话要慎重，一句话被

记入庭审笔录时要想再变，可能会被法院要求提交

新证据证实的，所以不能信口开河、随便乱说！ 

 03  法院分股还是折算价值分钱，值得深思 

男、女离婚后，是否还能同时经营一家公司，

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本案中，二审法院将一审

法院给付女方股权折价款的做法进行了改判，直接

判决一人公司股权两人平分。这种判法，究竟是对

还是错呢？诚然，一人有限公司的股权形成于婚后、

系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的标的物就是股权，股权

一人判决分割一半也有依据。另一方面，男、女离

婚后，将原由男方经营、负责的公司经营管理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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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判决一半归于女方。而女方从未参与公司经

营、双方均成为公司各半持股的股东，对于企业经

营是否有利、是否可能导致公司僵局、这种判决方

法是否符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判决原则呢，

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仁，可能属于法院的自由裁

量权。但对于当事人来说，特别是对于女方来说，

拿钱还是拿股，可谓“天壤之别”了，因此，法院

在判决“分股”还是“分钱”时，以案件具体情况

为基础进行合理裁决，也是十分必要的。 

不论如何，一审法院在男方明显拒不配合审计

的情况下，依据工商、税务、银行的相关财务资料，

由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将结论作为裁决依据的

做法，我们认为，还是值得肯定的。 

家事法研究 | “24 条”被废了吗？  

评《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的亮点和新意 

原创 2018-01-17 邦信阳中建中汇  高兴 

http://mp.weixin.qq.com/s/mRn1naZcozXIfiUe2k2eaA 

高兴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新闻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 1月 17日发布《关于审理涉及

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

【2018】2号，全文如下： 

为了正确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平等保

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

规定，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

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 

第二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同以个人

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第三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

除外。 

第四条 本解释自2018年1月日起施行本解释

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

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制定背景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在外举债，债权人要求夫

妻双方共同清偿，如何区分个人债务和夫妻共同债

务，此问题由来已久。如认定为个人债务，有夫妻

双方串通，办理离婚并做空一方名下财产，造成无

财产可供执行的局面，所谓“假离婚，真逃债”，

损害债权人利益；如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有夫妻

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或者哪怕不是虚构，

却使夫妻中的另一方背负其无从掌控、未曾收益、

甚至从不知情、且无力偿还的巨额债务，损害该方

（往往是女方）的合法权益。 

对此问题，从 1981年《婚姻法》至今，全国

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几易其旨。变化幅度之大、影

响范围之广、所引起争议之激烈，在我国立法史上

都是不多见的（链接：《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之浅见》，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TY3ODQwNA==&mid=2676848381&idx=1&sn=d8008605403d81802338b7f3a390f28c&chksm=85e88fd6b29f06c0de8699b9f78957a6b16080e4192753534c992de3f8bed034d17d660b1401&mpshare=1&scene=1&srcid=0117ucG0jRljTP9qmWcO1x1g&key=304caf69ae97dec9c7e1eab17f930d6edd6b6b3c73eadc0eab02287937a6a27d39b830a4ee82a6438050863ad82377d22d3715cf3c38f3a5023222e3468a0aef2e1adbecae0f929cfc88dc758ec1734b&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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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众号 2017-12-01刊发）。 

新年伊始，一则新闻刷爆网络：北京小马奔腾

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明的遗孀金燕，

被建银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天津）有限公司告上法

庭，一审判决金燕负债 2亿元。2014年 1月 2日，

小马奔腾创始人李明突然离世。此前两天，正是李

明与建银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天津）有限公司所签

“对赌协议”到期的日子。小马奔腾未能成功上市，

“对赌”失败。基于这份“对赌协议”产生的债务，

建银投资公司将李明遗孀金燕告上法庭，法院判决：

基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之规定，上

述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金燕要在 2亿范围内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这份判决又将夫妻共同债务问题

及其背后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推上

风口浪尖。此番最高人民法院再度出手，专门就夫

妻债务问题颁布司法解释，能否定纷止争，我们拭

目以待。 

▍亮点解读 

新司法解释全文仅有四条，其中第一条毫无争

议，如果债务文件经由夫妻双方签署确认，或有证

据证明系夫妻双方合意共同负债，该债务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无疑。需要着重讨论的，是无证据证明双

方合意举债的情况下，如何判断个人债务和夫妻共

同债务的分界。 

新司法解释的亮点之一，在于变更了“夫妻

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具体来说，将上述问题

的认定标准，从“以时间认定”变更为“以用途认

定”。 

说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我国 1981

年《婚姻法》第三十二条中规定：“男女一方单独

所负债务，由本人偿还。”彼时的认定标准，是“以

负债主体认定”——谁在债务文件上签的字，就是

谁的个人债务；除非共同签字，才算夫妻共同债务。

后来，出现太多“假离婚，真逃债”的情况，该标

准随着 2001年新《婚姻法》的颁布而动摇，并在

2004年，被《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以

下简称“24 条”）彻底废止。根据 24 条的规定，

认定标准变成了“以时间认定”——只要发生在婚

内的债务，就是共同债务。此次出台的新司法解释，

则将认定标准变更为“以用途认定”——用于家庭

日常生活的，才算夫妻共同债务，否则就是个人债

务，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 

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2014 年最高法也曾有

过专门批复，“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

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

说明“债务用途”早已纳入司法考量，今天的司法

解释又有何新意呢？区别在于，原先是以债务发生

时间为认定标准，以债务未用于共同生活为例外。

而根据新的司法解释，是直接以债务用途作为认定

标准了，债务发生的时间不再作为判断夫妻共同债

务的充分条件。 

这一点，在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对新司法解释

第四条的权威解读中也有体现：“这里所指的‘最

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

抵触的’内容，主要是指有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

准的其他司法解释内容，与本《解释》规定不一致

的，今后不再适用。” 

据此可以认为，备受争议的《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 24条的核心内容，事实上已不再适用。 

该司法解释的亮点之二，在于明确了各方当

事人的举证责任。在以“以用途认定”夫妻共同

债务的标准之下，究竟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是由

配偶一方证明该款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还是

由债权人证明该债务为了债务人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

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笔者认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这个概念，

既有社会普遍的共同认知，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

家庭又是不一样的。比如，前文案例所说的因经营

行为产生的 2亿元债务，无论放在什么样的生活水

准上，显然都超出了日常生活需要的范畴；而假如

说 200块的欠条，我们也会没有争议的认为未超过

日常生活所需。但是，假如债务是 2 万元，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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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万元，可能对于有的家庭而言就是超出日常生

活需要，对于有的家庭则未超出。 

因此，就需要法官根据生活经验和双方的举证

情况进行综合判断，换句话说，因为有社会普遍认

知的客观存在，对于是否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的举证责任，并非必然落在哪一方，双方当事人都

应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举证。对于高于普通家庭日常

生活水准的债务金额，如果债权人认为符合该案债

务人的家庭日常生活水准，债权人应当举证；对于

低于普通家庭日常生活水准的债务金额，如果配偶

一方认为超过了自己家庭的日常生活水准，配偶一

方也应举证。在此基础上，由法院综合判断债务是

否超过该案债务人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如没有超

过，则视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偿还。 

一旦法院认定超过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则需

考察是否有证据证明存在“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

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情

形。这时的举证责任就落在了债权人一边。比如，

债务人一贯生活节俭，但借钱购房并登记在其配偶

名下；再如，债务人以个人名义举债百万，和其妻

子开办家庭经营的农家乐旅馆。如果债权人不能证

明此类情形，就不得要求债务人的配偶共同承担清

偿责任。 

笔者认为，无论是认定标准的调整，举证责任

的变化，实质都是司法者在债权人、债务人、债务

人配偶之间进行利益平衡，解决法律优先保护谁的

问题，反映的是价值观，没有绝对的对错，我们在

为公司高管的遗孀背负两亿元巨债鸣不平的同时，

也可以试想一下，假如对赌成功呢？假如是一场涉

及两亿元股权增值的财产分割纠纷，配偶的利益边

界又在哪里？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是夫妻共同财产

制的产物，随着财富的积累、生活方式的改变、个

人主义的彰显，从我国近几十年的婚姻立法来看，

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内容是在不断变化的。 

所以，笔者相信今天颁布的《夫妻共同债务司

法解释》，也并非对此问题一锤定音。诚如最高法

民一庭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所言：“民法典分则

正在加紧制定过程中，包括夫妻债务在内的夫妻财

产制问题作为婚姻家庭编中的重要内容，必然也是

立法高度关注和着力解决的问题。”今天的司法解

释，用该负责人的话来说只是“查缺堵漏”；对未

来的民法典对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如何规定，值得期

待！ 

“24 条公益群”：我们真的可以不再被负债了？｜律新社观察 

2018-01-17 律新社  冯  璞、吴迪迪 

http://mp.weixin.qq.com/s/GiJHKn0PPs3-eo9p8nfTJA 

“2018年 1月 17日的太阳一如每个寻常日子

一般升起。全国人大依法行权针对 24条备案审查

以来，对无辜被负债的群友而言，对无私无畏坚持

大声喊废的各界老师而言，每一个黎明又有了值得

期待的意义。这一刻，在今天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

日子里，念念不忘，终有回响。” 

——24条公益群群主李秀萍（地图姐） 

最高人民法院 1 月 17 日上午发布了关于审理

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共四个条文。 

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

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 

第二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jQxMTkyMg==&mid=2650660087&idx=1&sn=aad078cb8054cfe5665e879ea206b578&chksm=82c3a00ab5b4291c7858a59ddf1522e5982a2523bba5385118417173505f4d341850036ad3e9&mpshare=1&scene=1&srcid=0117yoOofqfeKAlr8vb4X6Hq&key=e69b003677a0a18a6f302231199bd4c5e3bc1b77d01c3c835fa0b1de576fabae3cfae83b59f797f88392cbeea00eee4987b08cbd0e38b33d027470ccd07e3d7c86964fb6b77252a5d89c3ade67b42a2a&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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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

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的除外。” 

第四条：“本解释自 2018年1月 18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

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这条消息，意味着公益群千名受害者的呼声获

得了积极回应。2016 年成立的微信群“24 条公益

群”告诉律新社，这个群就是为呼吁推动修法而设

立。 2016 年，24 条公益群首倡针对 24 条受害者

展开大样本调查（独家对话！1130 人受害或是冰

山一角，“24 条”千人调查挖出了什么？｜律新社

观察），面向全国人大推动提案修法。24 条公益群

希望新司法解释真正帮助到每一个无辜被负债的

个案上。 

 01   24条公益群：维权脚步并未停歇 

24 条受害案例层出不穷。 

小马奔腾案被称为 24 条有史以来额度最大的

案件。（对赌失败！小马奔腾创始人遗孀被判承担

2 亿债务，“24 条”再掀热议），也许，新司法解释

的出台是该案上诉前的一场“及时雨”。 

24 条公益群还分享了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 

2017 年 09 月 23 日，对陕西省铜川市武女士

而言不堪回首。这一天下班后又一次遭遇债权人逼

债骚扰，此前的 09 月 08 日因无力偿还无辜被判连

带的夫妻共同债务，她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被警告将司法拘留，并连累弟弟被迫为其签下担保。

倍感绝望的武女士吞药求死，所幸被及时发现送医

抢救，两位年幼的孩子这才没有失去母亲。 

武女士的绝望不是孤例。2017 年 06 月以来，

河南、广东、浙江、江苏、四川、山东、福建、河

北、辽宁、江西等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前及最高人民

法院第二巡回法庭门前，相继有“24 条”受害者

鸣冤维权。维权群体以女性为主，是“24 条”催

生的“被负债”群体。 

终于，在 2018 年 1 月 17 日，24 条受害人等

来了新司法解释的发布。 

面对阶段性“胜利”，24 条公益群群主“地图

姐”向律新社表示：本次新的修正，强调共债共签

精神，初步体现规范债权的意义，保护的不仅是婚

姻安全、夫妻中非举债方的权益，更是维护市场经

济正常交易秩序、切实保障善意债权的措施，遏制

的是非规范债权甚至是恶意债权、违法债权，这是

立法与司法层面的进步。举证责任方面，实现债权

人举证责任转换，这对有效减少无辜被负债冤假错

案发生，同规范债权一样，具有明显进步意义。 

针对 24 条的批评和修正的建议，长期存在于

四个方面： 

1．严格限制日常家事代理权，超越日常家事

代理权的大额举债需要夫妻双方明示同意； 

2．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回归《婚姻法》41

条的规定； 

3．有不证无”，举证责任转化，实现举债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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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共同举证； 

4．共同债务分担与清偿的追偿原则和责任原

则。 

这四点在本次的修正里均有所体现，但是还有

欠缺—— 

第一，必须明确多笔小额举债总数明显超出

家庭共同生活所需的，也属于个人债务。希望立

法进一步明确涉及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的各个方

面，让在中国注册的婚姻和中国公民的婚姻真正安

全起来。 

第二，必须明确由举债人和债权人能够证明

实际用于家庭生活家庭共同财产增益，才能认定

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单方举债声称用于投资经营

或者单方投资经营举债的受益并未用于夫妻之间

财产增益的，这类举债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法律上的可能受益与现实中的真实受益是两回事，

共同生活与生产经营、投资经营也不能混为一谈，

仅仅由于夫妻法定共有财产制，并不能推导出夫妻

之间应当互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24 条案件特征

显示，精研法律漏洞的高利贷债权人占比高达

70.2%，这类案件中，职业高利贷者跟举债人串通

举债理由、号称债款用于投资经营的占比很高。 

第三，必须确立正向追偿制度，必须明确界

定责任财产范围。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后，应强

制性优先执行举债方财产，明确规定先由举债方偿

还财产，再由举债方向非举债方追偿。关于责任财

产范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

负债务，未举债的配偶一方对该债务承担有限连带

责任，其责任范围限于夫妻共同财产，其个人婚前

财产以及离婚后取得财产等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

的财产应排除在外，  而举债一方应以个人全部财

产及夫妻共同财产中其享有的部分对债务承担清

偿责任。 

第四，必须明确由举债人和债权人共同举证。 

下一步，则要严格贯彻执行新解释，切实做好

针对现有受害人的个案纠错工作。24 条公益群呼

吁，各级法院、检察院、妇联在这一工作中积极担

当、勇于作为，尽快搭建起日常工作机制，专项对

接针对 24 条受害人，打造真正意义上的维权绿色

通道。 

公益群愿意尽所能为这项工作提供志愿义务

服务和所需要的公益资料，力争早日实现皆大欢喜

各方共赢的社会效果。“需要大声疾呼的是，针对

此类案件中的非举债方，应该立即停止执行，避免

催生更多极端个案！” 

24 条公益群表示，无论如何本次的修正都是

中国法制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感谢全国人大依法行

权，让“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

为”落到实处。 

 

新司法解释的出台是否能够彻底清除 24 条所

造成的后果？受害人的权利如何落实？已经裁判

生效的案件还能否救济？ 

 02   24条尚未废止，新解释显得“出尔反尔” 

高朋（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范晓峰认为，

该新解释是在配偶“被负债”问题严重化、社会舆

论反响强烈的背景下出台的，“共债共举”和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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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承担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等

对于避免夫妻一方“被负债”肯定是有利的，但

夫妻串通躲避债务的问题是否会重燃战火？“如

果对‘夫妻共同债务’没有逻辑性认识，而仅停留

在‘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层面，注定是补丁不

断。” 

在范晓峰看来，新司法解释效力层级并没有高

于 24 条，更谈不上会对其产生毁灭性打击，只是

对司法者来说，会有多重标准。在 24 条没有被废

止的情况下，新司法解释显得“出尔反尔”——

按照法理，法律不溯及既往，但司法解释并不是法

律，当然可以作为以往案件的司法依据。但在实践

中，可能只会作为司法政策性操作，对已生效的案

件不适用新解释进行翻案。 

这让人联想到 24 条出台以来额度最大的案件

——小马奔腾案，创始人遗孀金燕替代了意外离

世的创始人的位置，成为被负债人，一审判决负债

2 亿元。其愤慨道：“当年的‘对赌协议’，我没有

签字，巨额的投资款项，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我甚至都没有持有过小马奔腾的股权，这一切为什

么要我来承担？直到被推到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位

置，我才知道了‘对赌协议’的存在。”1 月 6 日，

她在微博上表示不服，要向北京高院申请二审。 

范晓峰认为，因为金燕准备提起上诉，一审判

决尚未生效，二审时运用这个“及时雨”司法解释

可能会是翻案的关键。 

此外，范晓峰还提出，夫妻共同债务本身仅仅

是解决夫妻之间的债务承担问题，着眼点并不在于

债权人。债权人如何主张权利应适用合同法规定，

遵循相对性原理，保障债权人的措施应仅仅在于执

行举债方的个人财产及其与配偶的共同财产，而不

是直接把配偶也列为当然的债务人。而夫妻之间对

于用共同财产清偿一方的债务，在离婚时是否需要

对配偶进行补偿，或者配偶是否具有追偿权，这才

是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的本质。 

 03   既往审判并非无效，但可依法予以纠正 

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桂芳芳认为，新

司法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有积极意义，首先

要点赞。 

本质上，24 条和新司法解释都有通过对债权

人及夫妻双方权利义务进行明确，从而达到公平正

义效果的法律目的，且 24 条第二款和第三款中对

虚构债务和非法债务的规定仍然有效。 

但新司法解释将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进一步

细化规定，将举证责任进行了重新分配，更容易明

确债权人和夫妻双方对债务的合理划分，可以说是

对 24 条的重大修订，这与民诉法解释中“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

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的规定相适应。 

桂芳芳建议，在今后的民事活动中，债权人在

出借较大数额的借款时，要求夫妻双方签字确认或

者有其他证据进行明确，夫妻一方出现财务问题时，

尽量划清财务往来关系，以免出现财产损失。 

就执行问题而言，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做出的

判决和裁定，当事人在权利和义务的承担上将会更

加明确规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执行的困难，

但桂芳芳表示，执行本身属于单独的程序，能否顺

利执行还要考虑到财产涉及隐匿、财产的固定等现

实因素。 

新司法解释出台不代表以往审判均属无效，但

如果经过法院详细审查，若已生效判决存在适用法

律错误、事实认定不清、结果显失公平的情况，则

可以依法予以纠正。桂芳芳提出，从具体程序而言，

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的规定来进行救济。 

 04   回顾：24条公益群修法故事时间线 



494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24 条公益群本身是一个非组织的自发型学习

型松散型公益群，建群之初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24 条受害者抱团取暖个案维权群，可以说，24 条

公益群就是为推动调研修正 24 条、提案修正 24

条而生，成立伊始，就致力于用数据说话，促司法

公正，明确修法路径选择是面向全国人大推动提案

修法。 

2016 年，该群首倡针对 24 条受害者展开大样

本调查，7 月推出 79 人版实名问卷调查报告第一

版，并进一步整肃 24 条受害者群体，明确提出欢

迎的是能够跳脱个案聚焦公益修法的阳光公民。 

2016 年 10 月，该群进一步升级设计全新 24

条受害者实名问卷调查，推出 284 人版数据分析结

果，并通过参加调研座谈方式向全国妇联以及最高

院反映问卷调查显示出：24 条受害者涉案诉讼特

征、债权特征、举债方特征、受害者特征，均与大

众流行认识误区不同。随后不断更新数据，并一路

引爆大众媒体集中关注。截止到 2017 年 4 月，24

条公益群的问卷调查达成 1130 人数据分析结果。

2018 年元月版问卷调查数据结果公布在即。 

依托本群调查报告，24 条公益群渡己渡人道

义分享本群智力成果，不仅道义分享个案法律文书

示范样本和各省胜诉案例高院文件，帮助受害人自

学法律、阳光维权。 

在此基础上，2016 年下半年和 2017 年，24

条公益群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以

及妇联系统和法院系统等相关机构积极反映 24 条

问题，并从 2017 年 2 月开始，面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集中递交公民备案审查 24 条合法性申请。最终，

3 月全国“两会”上，十多个省市区代表、委员就

24 条问题发声建言。 

2017 年 3 月全国“两会”结束后，24 条公益

群整理全国各省 24 条受害者案情登记表，主动递

交全国妇联用于调研，并配合全国妇联、最高院联

合调研组在各省调研时参与受害人座谈环节，据实

传递基层声音，传播积极能量，大声疾呼各方共赢

皆大欢喜破解 24 条困局，如实陈述需要正视 24

条舆情的客观存在，分析指出如能早日达成主动废

止，不仅受害人会感恩，而且专业圈会称赞，舆论

界会叫好。同时，强烈建议区分长远修法和眼前出

路聚焦矛盾化解，有诚意地避免增量，不推诿地消

化存量，区分现有受害者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政策

救济，在法院和妇联之间构建起维权绿色通道。 

2017 年 10 月，24 条公益群达成受害者工作

生活半径线下一对一万人大普法目标，征集到跨地

域、跨民族、跨职业、跨党派、跨国界 11021 人的

万余公民志愿实名呼吁废止 24 条。 

2017 年 11 月 8 日记者节，24 条公益群梳理总

结“两补一通”出台以来的各地 24 条舆情和极端

个案，撰写舆情报告。并依法依规投递，公开据实

向党中央反映 24 条引发的法治与民生隐患，不容

忽视。 

2017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期间，全国人

大法工委备案审查部门介绍，收到针对 24 条的备

案审查建议近千件，并于 2017 年 6 月召集全国人

大代表等调研座谈备案审查 24 条事宜。据悉，2018

年全国人大将开展备案审查“回头看”，对已经提

出审查研究意见、制定机关没有及时纠正的，将集

中清理，督促予以纠正。对拒不纠正的违宪违法文

件，将适时启动“撤销”。 

【白玉兰爱股权-连载二】《上市公司股权分割与传承》 

原创 2018-01-18 白玉兰爱股权  贾明军律师团队 

http://mp.weixin.qq.com/s/thjXgqq91E1ubQO6slxesg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MzU1Nzc1OA==&mid=2247483763&idx=1&sn=090e0b575240c543a9110ea49ef9304b&chksm=fbf04ae2cc87c3f45f04b6abe98a6ffad9a10a61f8c596bee6fea3c8e762355f1f760abc9171&mpshare=1&scene=1&srcid=0118M9svoGuNcmc20tBH28Me&key=ffd6e7826d53df79fb2cb8670fe82ec14cb2870173362d0edefc51ade976225f13fe6190ea97a72f0202582f7932d0714d3aa573a50c05ee2a1167094ddf30fadcb0f1de14f30c38675b09e56ebccfbd&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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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明军、吴卫义 主编 

 

第一章 配偶一方作为股东的权利与义务 

第一节 股权与夫妻、家庭与家族财产 

一、婚姻关系中的股东权利与义务 

（二）婚前股权婚后增资的性质认定 

【案例】1-1-3婚后对公司的增资是否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 

张某和李某二人于五年前共同成立一家器材公司，两

人分别持股 50%，注册资金 100万元。 

两年前，经两人商议，公司扩大规模。经过双方合意，

张某与李某每人增资 200 万元，公司注册资金增加到 500

万元，二人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增资后，公司经营日渐红火。不料，张某“后院起火”，

其再婚妻子王某提出离婚，并要求张某一次性给付 500 万

元共同财产补偿款，否则便诉至法院。 

张某与王某三年前结婚，未生育儿女。王某称，其索

要 500 万元共同财产补偿款的依据是公司股权的对价款。

张某不认可，称公司是自己婚前设立，婚后虽然有增资，

但增资的钱是借的，因此王某没有权利进行分割。王某不

同意，认为部分股权及所有股权的婚后收益是共同财产。 

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诉至法院。那么，婚后增

资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 

本案中，股权是否系张某和王某的夫妻共同财

产，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张某公司是 5年前成立的，成立之初，张某出

资 50 万元，占公司股权的 50%。而张某和王某结

婚的时间是 3年前，因此，张某当初出资的 50万

元是其婚前的个人财产。但根据《婚姻法》及相关

法律规定，张某婚前股权在婚后的收益部分，属于

其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张某当初出

资 50万元在婚后相应的收益部分，王某享有一半

份额。 

问题是，张某声称公司亏损、根本没有赢利；

而王某却声称公司很赚钱、张某在撒谎。二人各执

一词，辩明是非的关键，则在于双方所持证据。如

果王某可以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张某公司有利润

从而间接说明有股权收益，即使该证据与公司工商

登记或税务登记的财务情况不一致也不影响法院

对于股权收益的认定。毕竟工商年检报告中的财务

情况与公司的实际运作情况可能会有差异。如果王

某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公司经营的财务资料，则可

以向法院申请对该公司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和公

司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 

公司的审计和评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虽

然有交叉，但还是有不同的侧重。审计侧重于核查

原来的计价是否存在违反会计准则或者会计财务

制度的情况；而评估一般指用专门的技术方法（如

现行市价法、收益现值法、重置成本法等评估方法），

对资产的价值进行核定的行为[1]。 

虽然上述公司每年都通过了工商年检，但这并

不代表该公司的财务账册就一定客观反应了公司

的真实所有者权利及股利。因此，如果张某和王某

对公司股东是否有可分配利润以及数量有异议，可

以由法院委托评估审计机构核查，来确定张某出资

50万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收益的红利数额。 

而对于张某在婚后又投入 200 万元的注册资

本，属公司增资行为。增资[2]，就是增加注册资

本，一般是指公司在成立后，为了筹集更多资金、

扩大经营规模，由股东依法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额

度的行为。增资应由股东会决议，并经代表 2/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本案中，张某和李某一致

决定增资 400万元，并按相关法律程序出资到位、

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增资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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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张某增资的钱款是借款还是自筹，都不影

响其基于 200万元出资而拥有的股东权益。而这部

分股东权益产生于婚后，因此是夫妻共同财产。如

果张某主张 200万元系借款，可以让债权人另案诉

讼主张。基于张某 200万元出资而产生的股东权益，

是夫妻共同财产，王某可以主张予以折价分割。 

当然，如果王某主张获得股权，成为公司股东，

则需要征得另一股东李某同意，否则只能分割股权

的折价款；如果王某对于张某名下 200万元股权的

实际价值与张某不能达成一致，当然还是需要进行

审计评估之后，由相关鉴定部门确定价值。 

由于对公司进行审计评估涉及公司账册查询，

因此，如果公司不配合，在实践中就可能为法院鉴

定造成困难，而法院对于不配合的公司可采取的强

制措施又相对有限，导致很多公司股权在处理中所

涉及的鉴定工作很难得以进行，甚至个别法官一旦

遇到公司不配合的情况，就会劝导申请一方打“退

堂鼓”，或建议当事人另行起诉，这些做法都是值

得商榷的。当事人最好能据“法”力争，以最大限

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如果能和对方达成

调解，避免因审计评估给公司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则是更佳的选择。 

（三）离婚诉讼中审计、评估的可能性 

1.离婚诉讼中提出审计评估申请的“肯定”

说 

离婚案件中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分割的法

律依据，除《婚姻法》第十七条界定的“夫妻财产

一体制”外，最重要的就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十六条[3]，因为该条明确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的股权在离婚时的处理方式。因此，有观点认

为，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涉及配偶一方名下股

权分割时，法院应予以一并处理。 

虽然在实践中，有一些法院以“涉及案外人权

益”为由，不在离婚案件中处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权分割，但对于配偶一方名下的股权在属于共同财

产权益的情况下，法院对“应予以分割（不论是否

另案）”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即当事人可以在离婚

后另行以“离婚后财产纠纷”起诉，提出配偶一方

名下的股权分割诉求，并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对股权

价值进行审计评估。 

从我们代理的大部分的实践案例来看，大多数

法院和法官还是持“肯定”说，即在离婚案件中，

涉及配偶一方名下股权分割时，不论是否在离婚案

件中一并处理、还是需另案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

对于有争议的股权价值，可以申请法院依程序启动

审计评估程序。 

2.离婚诉讼中提出审计评估申请的“否定”

说 

自 2014年以来，在审判系统，也有另外一种

观点逐渐受到重视，即认为“在离婚案件中，分割

配偶一方名下的股权价值应以双方达成协商一致

为前提（主要针对配偶一方要求支付股权对价款、

但双方对于股权价值有争议），法院没有义务在离

婚案件中组织针对股权价值的相关审计评估”。 

该种观点认为，即使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十六条中，对股权分割司法解释也是以夫妻双方

“协商一致”为前提的，即必须协商一致“对价金

额”，人民法院才在离婚案件中处理。否则，法院

对于有争议的股权价值，没有义务在离婚案件中分

割，亦没有义务主动或接受申请进行审计评估。 

还有观点认为，即使双方都同意“划分股权出

资比例”，不进行对价补偿，在涉及其他股东优先

购买权时，对于其他股东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

的态度征求，也应由当事人自己事先组织出具相关

意见，法院没有义务组织征求上述其他股东的意见。 

3.具体司法实践操作的问题及纠纷预防 

实践中常见的是配偶双方只有一方持股，或者

配偶双方一方是大股东、另一方（通常是女方）未

持股或是小股东的情况。理想的做法是，离婚后由

持股方（一般是男方）继续掌握股权以持续经营公

司，实现离婚对公司经营影响最小化，以求最大的

社会价值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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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践中，非持股一方（通常是女方）对于离

婚分割股权要面临很多困难。比如，在没有掌握公

司财务信息和凭证的情况下对公司股权价值进行

估算，往往难以得到客观的价值结论，在处理过程

中，还可能会遇到一些复杂的法律问题。比如，如

果是“一人公司”，法院直接划分比例分割处理会

不会改变公司的“一人公司”属性？这关系到“法

人面纱击穿”（Piercing the CorporateVeil）的

问题；如果非持股一方，起诉离婚诉请只要求股权

对价款、而不要求取得股权，法院可能不予支持。

主要原因是，离婚股权分割是“确权”法律关系，

是确认股权中有自己的财产份额及其比例，而不是

“给付”法律关系，即不是给付对价款。离婚要分

割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共同财产的标的物只有在分

割不能时才能折价，比如汽车、房产等实物，客观

上无法或不便按比例分割，则一般采取一方取得实

物，另一方取得对价的方式进行分配；而股权，却

是一种可以被分割的财产，因此在标的物是可分物

时，当事人仅要求获得诉请标的物折价价值的，法

院强行支持较为困难。 

实践中，离婚时股权分割的难题，还在于配偶

一方是股东、案外他人是其他股东的情况处理。 

比如，女方要求平均分割男方在公司持有的

40%的股权，即要求获得公司 20%的股权的情况下，

法院处理时，如果其他公司股东愿意、也不主张优

先购买权的，则可以在离婚案件中以划分股权比例

分割的方式进行处理。即，双方协商一致由持股一

方转让给配偶的，且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并明确表

示放弃优先购买权时，配偶方可以成为股东；如果

其他股东过半数不同意且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的，

则配偶之间可以直接分割股权转让所得的对价；如

果其他股东过半数不同意但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

购买的，则视为同意该股权分割，法院可以直接判

决划分比例分割股权。但在实践中，其他股东意愿

的征求，也很难查证，甚至连股东都找不到的情况

也并不罕见。 

 

------------------------------- 

[1]参见安心正：《审计与资产评估的区别》，《经济研究参考》，

1997年 35期，第 35-36。 

[2]《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

六十九条。 

[3]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

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

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

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

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

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

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

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

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也谈夫妻债务认定新规的成功与遗憾 

原创 2018-01-23 海问律师事务所  李丹 

http://mp.weixin.qq.com/s/NRFs2GbGcewxM29Qs20WHg 

1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

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就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

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规定如下：夫妻双方共同

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

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QyMw==&mid=2658224613&idx=1&sn=4961853347c4337b4017c5c42591b9be&chksm=8befc5bdbc984cabbae52e58b025bb95d53c4eae0dfc2cb826c0a43bad459d11ea0b25d5a595&mpshare=1&scene=1&srcid=01232s5IfPp0g3ro0195ofLp&key=ffd6e7826d53df79680ac224518bcdef224a50c2c5d3288f3b6a7808867d7c6baa64027d51d22620c28b65f3abf887a0b7ae5dc7fa988936a0434f00d0a8f63ecc8248d76aa644ae39d91b9ccbaa21f6&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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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

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

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新规强调共债共签，重彰民法意思自治原则 

通读《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全文，可以明确的

是，《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纠正了此前的《婚姻法

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二十四条）所采取的以夫

妻关系存在为前提的夫妻债务推定原则，重新将推

定夫妻债务限定在夫妻家事代理范围内，超出家事

代理则要求"共债共签"，这些规定本身与民法意思

自治、责任自负等基本原则是一脉相承的，符合现

代家庭关系中夫妻地位平等、人格平等、权利平等

的理念。反观此前的二十四条，其主要缺陷就体现

在对意思自治原则和责任自负的基本民法原则的

违背。民法上，民事主体为他人行为承担责任，必

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在现代婚姻关系中，夫妻各

自保有独立的人格，具有独立的意志，婚姻关系的

缔结不能剥夺、限制民事主体独立参与民事法律关

系、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进而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

任的基本自由。即使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除日常

家事代理外，任何一方也不得未经对方同意为他方

设定债务，增加负担。在《婚姻法》、《合同法》等

基本民事法律并未设置夫妻债务推定制度的前提

下，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

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

妻共同债务处理"，为处于婚姻关系中的民事主体

施加"配偶债务"，有"越权"之嫌。现《夫妻债务司

法解释》重彰民法的意思自治，并且要求债权人承

担举证证明责任，强调大额举债共债共签，引导市

场交易主体更加关注大额交易安全性，一定程度上

可以起到强化公众的市场风险意识的作用，最重要

的是可以有效避免恶意虚构债务损害配偶一方利

益情形的发生，符合公众对于司法政策导向的期待。 

新规颁布后仍需回应的三个问题 

我国《婚姻法》并没有构建夫妻债务的概念和

规则体系，只是在处理离婚财产分割问题时在第四

十一条提出了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目的推定规则。

随着《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的颁布，二十四条所确

立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债务推定规则退出

了历史舞台，未来可以预见，实践中仍存在下列问

题需要立法回应： 

1、如何保证现有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稳定 

责任是债务不履行的后果，责任财产是债务承

担之保证，责任自负的前提是民事主体享有独立完

整的财产权利。现代民法强调保护每个民事主体的

行为自由，然财产权利受限制者其行动也难以完全

自由。每个处于婚姻关系当中的个人同时也具有独

立的民商事主体，有权独立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

有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和责任，但由于我国绝大多数

夫妻采取共同财产制，在共同财产制下一般不存在

所谓的夫妻个人财产，或者说夫妻个人财产的存在

仅是例外。新规出台后，"共债共签"将在未来很长

一段时间成判断夫妻债务能否由夫妻共同财产承

担的标准，虽然保护了配偶一方的意思自治，却也

不可避免的限制了相对方的行动自由，因为这意味

着夫妻共同财产不再能够发挥其对夫妻一方独立

对外进行民商事活动的财产担保功能，意味着每一

个处于婚姻关系当中的民事主体在进行民商事交

往之前都有可能被要求提供自己可独立处置财产

的信用证明、担保或者配偶的签名认可书，如此必

将大大增加交易成本，甚至影响家庭隐私，可能导

致很多夫妻选择从夫妻共同财产制走向分别财产

制。应当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财产

不断累积，交易形式日趋多样复杂，平衡夫妻共同

财产制下民事主体行为自由与家庭财产稳定之间

冲突显得的更加重要，司法解释还不具备这个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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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应当重点关注。 

2、如何解决夫妻共同财产执行难题 

可以预见，未来将出现大量的判决夫妻一方独

自对外部个人负债承担责任的判决。在法院不支持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前提下，夫妻个人理应以个人

财产承担，然绝大多数中国家庭中并不存在所谓的

夫妻个人财产，无个人财产时理应以夫妻财产的一

半承担。但是从《民事诉讼法》规定及法院执行实

践来看，如果没有针对债务人配偶的执行依据，法

院是无法对债务人配偶名下财产采取执行措施的，

换言之，尽管债务人配偶名下财产也是债务人财产，

债权人却难以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解决这一问

题的途径有二：一是由法院执行庭传唤债务人配偶，

在债务人配偶做出愿意代为履行的承诺时，由法院

执行庭将其追加为共同被执行人，但这必须基于债

务人配偶的自愿。 [1]二是债权人提起代位诉讼，

但很显然夫妻共同财产制下的财产关系并非简单

的债权债务关系，且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只有在婚姻

关系终止或者有重大理由时由法院做出分割判决，

主张分割的主体限于家庭成员，债权人代债务人向

其配偶主张分割财产缺乏法律依据，此外，按《物

权法》的规定，共同共有的不动产的分割或重大处

分必须经全体共有人同意，目前这一问题尚属空白，

不能解决好这一问题，未来夫妻关系成为个人财产

的安全隔离墙，损害债权人利益。 

3、如何界定为夫妻共同生活何共同生产经营

的内涵外延 

随着社会发展加速和家庭财富累积，高净值人

士使用家庭财产进行大额投资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投资本身既是财富取得也是债务承担的综合性行

为，在投资收益本身为家庭所有的前提下，因投资

负债包括对外担保如何认定，是否意味着夫妻将全

面介入配偶的经营事务，在新规之下急需回应。 

新规一出，网络上即流传开各种解读版本，很

多观点认为，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确立了以合意作为

认定夫妻共同债务重要条件的原则，解决了夫妻债

务认定难题，有效维护了债务人配偶特别是妇女的

合法权益。笔者认为，新规重新提出合意是夫妻债

务认定的重要条件之一符合民法意思自治原理，是

非常值得称赞的，但认为夫妻债务问题已一揽子解

决的判断过于乐观，在现有民商事法律体系下，夫

妻法定财产制下的夫妻债务问题仍存在很大的立

法空间，需留待未来民法典重点解决。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

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

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大成研究 | 解析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些事 

2018-01-24 大成律师事务所  郑刚 胡祎玮 

http://mp.weixin.qq.com/s/zFt4JuOZ6KImwVAq4DBtXQ 

 按语： 北京小马奔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A2OTAxNg==&mid=2650562374&idx=1&sn=d322d9eff4bc44589b770d544d988f04&chksm=889fc031bfe84927f442cf50ce3736159dde7ac697bcf610c67e0fda6e76dc2c18c5216f9098&mpshare=1&scene=1&srcid=01243X6LS7AGLFevCGMGr0Tx&key=cdd0d222300eca7e79aea83e6aca8113146a91170d7e55d314801d29c68eef725f7eac644d22233face94a716e64f023a0aa80985bc148ea9525ab35014055e78c08484950bfeb2e6d74eabbd0e52085&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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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小马奔腾）——一家曾红极一时被资本圈竞相追

捧的影视文化公司，2014 年 1 月 2 日因其创始人

李明的突然离世开始陷入混乱。李明去世前两天，

正是他与建银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天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建银投资）所签“对赌协议”到期的日

子。由于小马奔腾未在 2013年 12月 31日前成功

上市，建银投资与李明的遗孀金燕因这份“对赌协

议”产生的债务对簿公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一中院）近日做出判决：基于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以下简称第 24

条）之规定，金燕因夫妻共同债务要在 2亿元范围

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 24条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案件，一直饱受各种

争议的第 24条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2018年 1月 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

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

的解释》（以下简称“最新《解释》”），意在破解前

述司法解释第 24条及其他有关规定所造成的夫妻

共同债务认定上的僵局，以夫妻双方合意为认定共

同债务的重要条件，对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

负的债务，债权人若主张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债

权人举证。最新《解释》或可为小马奔腾案及其他

类似案件带来重大转机。 

 一、最新《解释》出台前的立法情况  

我国《婚姻法》第 19条第 3 款规定：“夫妻对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

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

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第 41条规定：“离

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

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

由双方协议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

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

17 条第二款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

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1）夫妻双方约

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

外。” 

这几条规定明确了我国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

认定标准，即“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这既考虑到了夫妻共同债务存在的根本意义，也与

全球主流的婚姻家庭立法趋势相符合。同时也规定

夫妻之间对于财产的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夫

妻离婚时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约定以个人名义负担

的债务，仍然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18条 规定：“婚

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

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 24条规定

（2017 年 2月 28日最高院做出补充规定，增加了

第二、第三款）：“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

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

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

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

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夫妻一方与第

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

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二、《〈婚姻法〉解释(二) 》第 24条之争  

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 24条的规定，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由《婚姻法》第 41条确

立的“用途标准”即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

变为“时间标准”即只要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负债就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这在很多方面

都存在问题。 

第一，立法上的矛盾导致实务中的混乱。在

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民事纠纷中，有的法院依

据《〈婚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有的法院则

依据《婚姻法》第 41条，性质类似的案件在不同

地区经常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至于最高院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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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将“虚构债务”和“违法活动所负债务”

排除在夫妻共同债务之外，还是没有改变对于夫妻

共同债务的一般认定标准，更何况上述两种债务在

实务中一般都不会被承认，因此这两款的补充只能

说是聊胜于无。 

第二，举证责任的分配对于非举债方过于严

苛。第 24条要求夫妻中的非举债方对该债务不是

共同债务进行举证，其实违背了民法中“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反过来让被主张的一方证明该主

张不成立。非举债方对于举债方的债务往往不知情，

即便知情也缺乏证明途径，而举债方为了确保债务

的偿还，也鲜有专门与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而放

弃成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如果非举债方试图通

过《婚姻法》第 19条第 3款来规避债务，证明举

债方的相关情况已经十分困难，要证明第三人知情

更加无从谈起[1]。 

第三，《〈婚姻法〉解释（二）》的规定会影响

社会对于婚姻的正常心态。由于第 24条的存在，

人们面临一旦结婚就没来由地背负巨额债务的风

险，在倡导自由恋爱婚姻观的今天，如果人们对结

婚一事出于利益的考虑而畏畏缩缩，夫妻之间因为

债务的存在相互猜疑，这毫无疑问将会最终损害整

个社会的诚信体系[2]。  

 三、最新《解释》出台前的司法实践情况  

（一）之前最高院答复和各省会议纪要提供的

处理方式  

对于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案件，最高院在

两个答复中给出过明确的处理方式[3]即区别对待

离婚案件中夫妻一方举债要求另一方承担债务的

情况和在婚姻存续期间内，债权人以夫妻中举债方

为被告并要求非举债方也承担债务的情况。对于前

者，应遵循《婚姻法》第 41条的规定，举债方应

当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否则另一方不

承担责任；对于后一种情况仍按照《〈婚姻法〉解

释（二）》第 24条的规定。 

浙江与江苏省高院也各自出台了指导性文件，

试图缓解这一矛盾[4]。浙江省高院规定：“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常生活需要

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江苏省

高院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夫妻一方能

够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则可以认定该债务为

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出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所借款项并非用于家庭生产经营或共同生活的”。 

由上可见，江苏省和浙江省的规定并非完全相

同，浙江省直接加入了“因日常生活需要”的认定

标准，江苏省则并未直接改变《〈婚姻法〉解释（二）》

第 24条规定的条件，仅加了一款非举债人可以免

责的例外情况，即“出借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所借款

项并非用于家庭生产经营或共同生活”，举证责任

仍然由非举债人承担。 

（二）审判实践的不同处理方式  

审判实践中对于夫妻债务认定的操作更加五

花八门。比如重庆市二中院审理的“谢某某与祝某

某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案”[5]，谢某某在与祝某某

婚姻存续期间内，在祝某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借款

600余万元用于服装经营，法院仅依据《〈婚姻法〉

解释（二）》第 24条维持一审判决，要求谢某某、

祝某某共同偿还本息。 

而在江苏省高院审理的“吕某不服与刘某共同

承担债务上诉案”[6]中，法院追加妻子吕某为丈

夫刘某的某笔债务的共同被执行人，吕某遂提起诉

讼，一审和二审均认定吕某对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但江苏省高院终审撤销了此前判决，认为夫妻共同

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限于夫妻婚姻存续期间内取

得的夫妻共同财产，以此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范

围进行了限缩。 

另有一例，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牛

某要求于某与闫某共同承担债务纠纷案”[7]，在

于某与闫某离婚前不到半年时间内，丈夫于某向牛

某短期内连续借款共计 130余万元，一方面于某与

闫某对于离婚财产分割并无争议，且结果公平；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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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对于该笔借款存在诸多疑点：比如闫某收入

不菲，于某却在短期借了较大的款项；比如牛某并

未向闫某主张过债权，此前也未曾在自己债权缺乏

保障的情况下要求过债务共同承担。综合以上各方

面因素，法院认为无法判断夫妻双方有共同举债的

合意，也无法断定牛某是“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于

某的借款行为属于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对于牛

某要求于某和闫某共同承担债务的主张不予支持。

笔者认为，法院对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察，其实也

缓解了当事人在举证上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与尴尬

境地。 

综合上述，实践中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法院，

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处理方式难以简单概括：

首先，各个地区法院审理这类案件的主要依据仍旧

是《〈婚姻法〉解释（二）》相关条款；其次，尽管

第 24条对债权人的保护有明显的倾斜，亦有不少

法院谨慎思量，根据实际情况再行分配举证责任；

再次，对于法律中没有给予明确规定的夫妻共同承

担债务之责任范围，有法院敢于在此问题上先行迈

出一步，限缩为“夫妻婚姻存续期间内取得的夫妻

共同财产”，我们认为这对于平衡债权人与夫妻非

举债一方的义务有着积极的意义。  

 四、对最新《解释》的简要评析  

于 2018年 1月 17日新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

解释》可以说破解了原本因为《〈婚姻法〉解释（二）》

第 24 条所造成的纠缠局面，最新《解释》言明：

“此前做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

本解释为准”，也就代表着第 24条已经被废止。但

这并不意味着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已经完全解

决。从之前的规定及相关分析可见，第 24条将举

证责任倒置，认为应由夫妻中非举债方证明夫妻共

同债务不成立，其实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

婚姻法侧重保护夫妻外的债权人的立法思想的体

现。而在最新《解释》中，夫妻共同债务的成立有

三种情况，一是夫妻双方通过签字或事后追认所表

示的合意；二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这类债务

有一种排除情形，即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财产归各自所有，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三对于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需要由债权人举证

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

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方得认定为共同债务，这

就显然侧重于夫妻中保护非举债方。据此，从以下

三方面进行简要评析： 

第一，最新《解释》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原本

夫妻一方“被负债”的情况。根据上文，夫妻一方

“被负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无法举证排除夫妻

共同债务，而最新《解释》的确做到了改进，最高

院民一庭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给出了比较完整的

解释[8]：“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的‘共债共签’原

则…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夫妻另一

方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可以从债务形成源头上尽可

能杜绝夫妻一方‘被负债’现象发生；另一方面，

也可以有效避免债权人因事后无法举证证明债务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换言之，

“共债共签”原则是可以顾全债权人和夫妻非债务

人一方的权益的，但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债权人在

交易形成之初让债务人及其配偶完成签字。 

第二，最新《解释》是否矫枉过正为债权人

主张债权设置了不合理的障碍。我们认为确实存在

这种可能性。若债权人手中持有签字，要证明夫妻

有共同举债的合意自然易如反掌，但若债权人忽略

了夫妻双方签字的程序，抑或是签字本身出现瑕疵，

则债权人只能通过证明夫妻双方存在举债的合意

或者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来认

定夫妻共同债务。然而债权人既为夫妻关系之外的

人，其通过上述途径主张共同债务的难度基本无异

于第 24条让夫妻一方举证排除共同债务的难度。

换言之，签字的真实性和安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可能成为实务中被钻空子从而损害债权人合法权

益的漏洞。 

第三，根据最新《解释》，小马奔腾案件能否

出现转机。本案被告金燕不服一审法院基于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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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之规定的判决向北京高院提起了上诉。最新《解

释》出台后，鉴于将本债务认定为超出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的债务毋庸置疑，我们认为小马奔腾案件转

机会出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举证责任的变化。最新《解释》出台

前，根据第 24条此债务当然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应当由金燕通过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

定为个人债务”或“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

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来认定此债务不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而根据最新《解释》，则应该由债

权人建银投资通过证明“此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来

认定此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的较合理

化是此次最新《解释》的最大亮点。其次，共同

生产经营的认定。“共同生产经营”是什么、包括

哪些内容，债权人对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证明需

达到什么标准，这都是二审中值得关注的焦点。  

 五、结语  

纵观夫妻共同债务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全过程

不难看到我国婚姻立法在这方面的发展，立法部门

为实现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平衡夫妻非举债方与

债权人利益”这一最核心的目标，一直在做着努力。

第 24条倾向于保护债权人却忽略了对夫妻非举债

方的关注，最新《解释》保护了夫妻非举债方，同

时给债权人提出了新的法律要求。 

每一次新的尝试都有可能带来新的问题，虽然

我们强调利益的平衡，但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中，目

前的确很难做到在“非此即彼”之外寻求更加完美

的方法。最新《解释》消弭了婚姻法体系中困扰社

会公众已久的一个重大纷争，在这一点上，最新《解

释》的及时到来正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最好体现。 

另一方面，最新《解释》确立的“共债共签”

原则，对夫妻共同财产制度是否会引起重大变化，

对借贷和投资等诸多行为是否会产生重大影响。从

债权人的角度出发，确认对方配偶状况并要求其签

字是保护自己权益不受损害的最有效的手段。同时，

这也将触发债权人对法律支持的庞大需求，不仅仅

是普通的借贷关系，包括金融投资、基金业务、股

权交易领域等，其中的协议模式、合同履行等都会

因为最新《解释》的规定而发生重大变化。已经成

立有效的法律文件如何处理，今后的法律行为如何

设定，对债权人群体来说，这又是个大事件。法律

探究永远在路上。 

———————————— 

[1] 江凌：《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清偿》，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第 53 页。 

[2] 祁雯雯：《夫妻单方债务的定性与清偿——兼评<婚姻法>司

法解释（二）的补充规定》，怀化学院学报，2017（7），第 91 页。 

[3]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

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 （2014）民一他字第 10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撤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的建议”的

答复，最高人民法院网。 

[4] 浙江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江苏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会议纪要（2013）1 号。 

[5] 案件资料来自威科先行，（2015）渝二中法民终字第 00710

号。 

[6] 案件资料来自威科先行，（2014）苏民再提字第 0057号。 

[7] 案件资料来自威科先行，（2014）顺民初字第 2044 号。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

关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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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个再审裁定看最高院为何不废除《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 

原创 2018-01-26 灿烂千阳  廖玲娟 

http://mp.weixin.qq.com/s/m3qr89PHlGER8HDNc079LQ 

判例导读 

在无讼案例中，检索了 2017 年最高院审理的

关于民间借贷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再审判决，配

偶一方被判共同承担债务申诉再审的案件，共 10

个案例全被驳回，适用的法律基本是第二十四条。

其中有关公司股东借款和个人对外担保的案件，也

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以下为检索结果，其中的

解析和疑问是个人普通人的看法，不一定是法律人

人思维，从婚姻家庭的角度作出的一点思考。看检

索结果，凉意嗖嗖。本文以女性为视角，着重分析

女性在被判决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的现象，但不代表

男性就不存在此问题。 

最高院 10 个再审裁定维持夫妻共同债务的检索报告 

案号 解析和疑问 内容 
结

果 

（2014）

民申字第

657 号 

法院认为：

结婚期间的

经营收益都

应当认定为

用于家庭共

同生活，可

现实生活

中，多少家

庭经济是独

立的？常规

是否要考虑

到个例？ 

（三）关于郑落萍应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

定，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

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

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第 17 条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

偿……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

的债务……。王贵生、刘利民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证明刘利民在民生公司有投资，

亦有收益。夫妻双方并未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应认定刘利民的

经营收益属夫妻共同财产。案涉 600 万元借款发生在郑落萍与刘利民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郑落萍并不能证明刘利民经营民生公司所获收益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其以借款

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为由，主张案涉债务为刘利民个人债务，本院不予支持。该债务

应由夫妻共同财产偿还，根据刘利民与郑落萍的调解离婚协议，夫妻共同财产均归郑

落萍所有，郑落萍亦应承担案涉债务。一、二审判决郑落萍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郑落萍、刘利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

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再审裁判结果 

驳回郑落萍、刘利民的再审申请。 

驳

回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DMxODk5OA==&mid=2649322046&idx=1&sn=176dea250854584c6f2c2a2768ddcdc9&chksm=8388fec7b4ff77d11b1ae73b7a530042ecb522258062109012ab635cacf7c5c0d243282b0e38&mpshare=1&scene=1&srcid=0126mXrO5nxYLge3pwouRRLE&key=e69b003677a0a18ad9afe35ef1f06ab7b3adf6c40b7757c868d960c59d57e7cfd4355ecb719d445d748d87945eb111937ee5e66abc95cf4d6333e119d9c17a8c7ed3ed191c74278708f2fc713fe4fa5d&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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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最高法民

申 1219

号 

直接适用第

二十四条 

单林宁申请再审主张借款并非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未用于家庭生活，不应认定为

夫妻共同债务，上述主张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

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

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

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规定不符，单林宁未能证明存

在上述除外情形，原审判决认定诉争借款为王林、单林宁夫妻共同债务、单林宁应在

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对此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王林、单林宁申请再审的理由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再审裁判结果 

驳回王林、单林宁的再审申请。 

驳

回 

（2017）

最高法民

申 1540

号 

有福同享，

有难必定同

担 

关于本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本案借条中所涉及的 630 万元借款发生于

区振群与余灼邦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区振群虽然主张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余灼邦

的个人行为一无所知，且该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

实。在借条中，余灼邦表明因生意周转资金需要向陈海燕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余灼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经营收益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则其因经营产生的负债归由夫妻共同承担也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虽然区振群与余灼邦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离婚后无债务分割，但该约定属于区振群与余

灼邦的内部约定，对债权人陈海燕不具有约束力。因此，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认定本案债务属于区振群与余灼邦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区振群应当对本案

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区振群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

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

下：再审裁判结果：驳回区振群的再审申请。 

驳

回 

（2017）

最高法民

申 3507

号 

夫妻之间借

用下账户转

账即可推定

为明知，继

而推定为实

际参与和收

益，逻辑上

是否有些牵

强？ 

关于黄栋梁的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本案中，虽然黄栋梁是以个人名义

向王宗红借款以偿还联邦印染公司的债务，但从资金流向上看，王宗红将款项汇入黄

栋梁账户后，黄栋梁随即将款项汇给黄美霞，经由黄美霞账户汇给联邦印染公司，由

此可知黄美霞对该笔借款应为明知并实际参与。因此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债务人就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

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规定，认定黄栋梁的借款为

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本案实际情况。黄美霞认为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理由，与本

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黄美霞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

第九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

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再审裁判结果 

驳回黄美霞的再审申请。 

驳

回 

（2017）

最高法民

夫妻间虽然

实行分别财

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在案涉借款及担保法律关系产生之时，张秀萍与徐跃全系夫

妻关系，对此张秀萍亦予以确认。本院民一庭就“再审申请人宋某、叶某与被申请人

叶某某及一审被告陈某、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

驳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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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44 号 产制，但仍

认定股权收

益为夫妻共

有，继而要

求承担共同

债务，可实

际上一方并

未受益，单

纯为了债权

人的利益，

可以忽视一

方配偶利

益，只因为

婚姻。 

（[2015]民一他字第 9 号）中，尽管包含有“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婚

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表述内容，但该批复系针对

具体个案法律适用问题的答复，不属于司法解释性质，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夫妻一方

对外担保之债，考虑到配偶一方往往没有享受其利益，一般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但是，并非所有担保之债均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担保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重

点要考量该债务是否与夫妻共同生活密切相关。上述批复中涉及的“再审申请人宋某、

叶某与被申请人叶某某及一审被告陈某、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担保人与债务

人均为自然人，系朋友关系，不存在共同利益；且所涉担保与担保人夫妻共同生活没

有关联，也不会直接或间接为夫妻共同财产带来收益。而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徐

跃全尽管系担保人身份，但其同时也是债务人旭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旭

跃公司的经营状况直接影响股东徐跃全个人收益的多少，和徐跃全与张秀萍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的多少也有直接关系，两案的具体案情并不相同。尽管张秀萍

在本院再审审查期间提交了 2011 年 11 月 9 日与徐跃全签订并经公证的财产分立《协

议书》，但徐跃全在一审、二审过程中并没有提交该协议书，张秀萍也没有证据证明

债权人田瑜知晓该公证《协议书》或者该协议所约定的内容，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徐

跃全与债权人田瑜曾明确约定案涉担保系徐跃全个人债务。因此，一审、二审法院根

据 2017 年 2月 20 日修正补充前的《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

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

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将徐跃全在夫妻存续期间所负担保之债认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张秀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至于张秀萍主张其对本案的审理自始至终不知情，也没有收到任何传票及诉讼文书等

程序问题。经查，一审、二审法院均是按同一地址向徐跃全、张秀萍送达的传票及诉

讼文书，考虑到徐跃全、张秀萍的夫妻关系身份，以及上述送达地址与张秀萍再审申

请时在本院所留送达地址完全相同，张秀萍以其与徐跃全关系不好为由进行辩解与常

理不合，不能成立。 

综上，张秀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

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再审裁判结果 

驳回张秀萍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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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民申字第

752 号 

配偶一方作

出的对外担

保如无证据

证明有直接

利益归属于

家庭，个人

哪位应视为

个人债务。

但法院认为

担保必有利

益，有利益

必共享。 

（一）关于谢凯在本案的担保之债可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谢凯是欢娱公司

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推定欢娱公司盈利用于夫妻

共同生活。也就是说，欢娱公司经营状况直接影响大股东谢凯个人获利的多少，也会

与谢凯与王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的多少有直接关系，谢凯为欢娱公司提

供担保是为了公司的经营，也是为了个人利益。从这个角度讲，将谢凯因担保涉案借

款形成的个人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是合理的。王琅称谢凯为涉案借款担保与其

夫妻共同生活没有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 

（二）关于王琅应否在本案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婚姻法若干解释（二）》第二十

四条的规定，认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有两个例外情形，

一是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二是夫妻双方约定实行

分别财产制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本案中王琅主张存在第一种情形。2014 年 4 月 8 日

《协议书》中有关谢凯“以其持有的股份及个人资产清偿公司所欠李文龙本息”的约

定，二审法院认为该条款中的谢凯个人资产应是区别于公司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的

意思表示。本院认为，该条款中有关谢凯“个人资产”的约定不是特别明确区别于夫

妻共同财产，王琅没有更多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二审判决的认定并无不妥。 

关于王琅主张李文龙向其主张保证责任已过保证期间的问题。王琅在本案承担责任是

基于曾经与谢凯的夫妻关系，谢凯对延期承担担保责任的承诺是在担保期限内作出，

此时与王琅虽已离婚，但并未告知债权人。二审法院对李文龙起诉时王琅的保证期间

是否已过没有审查，并无不当。故王琅以保证期间主张其免责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本院认为，王琅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

裁定如下： 

再审裁判结果 

驳回王琅的再审申请。 

驳

回 

（2016）

最高法民

申 2265

号 

直接适用第

二十四条 

综上，王芹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

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

裁定如下： 

再审裁判结果 

驳回王芹的再审申请。 

驳

回 

（2017）

最高法民

申 3652

号 

将公司投资

可能产生的

利润分配认

定为夫妻共

同财产，但

一旦离婚这

利润分配的

举证不能即

会被认定是

个人财产，

故对同一财

产可能存在

二、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邢桂琴在本案二审庭审时认可，周忠义将案涉

借款用于公司经营。此外，周忠义除了担任远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还持有远大

公司股份。案涉借款投入远大公司经营将影响股东的利润分配，周忠义在远大公司享

有的财产权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并判决邢桂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邢桂琴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再审裁判结果 

驳回邢桂琴的再审申请。 

驳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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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认定标

准和双重举

证责任，对

同一人产生

不利后果。 

（2016）

最高法民

申 2265

号 

法律规定共

同经营的收

入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

但 在 认 定

上 ， 按 照

“谁主张、

谁举证“的

规则，客观

上未实际参

与经营的一

方很难举证

证明有投资

收益，在离

婚诉讼中基

本不能获得

相应利益。 

本院认为，关于是否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问题。王芹申请再审提交了其与郑

华信的通话录音、德兴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春天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德兴公司向

春天公司汇款明细、《自愿离婚协议书》作为新证据，用以证明案涉借款没有用于虞

德水与王芹的夫妻共同生活，是虞德水的个人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经审查，德

兴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春天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德兴公司向春天公司汇款明细均

属于王芹在原审中能够提交而未提交的证据，且王芹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不符合民事

诉讼法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

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

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

的除外”。本案所涉借款是郑华信于 2008 年至 2009 年分多次出借给虞德水，虞德水

与王芹于 2004年 1 月登记结婚，2012 年 8 月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因此虞德水对郑

华信所负债务发生在虞德水与王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芹并没有证据证明郑华信与

虞德水明确约定案涉债务为虞德水个人债务，也没有主张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因此，原审认定案涉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法

律规定。王芹申请再审提供新证据意欲证明郑华信将借款支付给虞德水之后，虞德水

直接将款项用于贵州及昆明的项目，除录音证据外，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转账记录或其

他证据予以证明，不足以证明王芹主张的案涉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原

判决认定案涉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王芹申请再审提交的新证据不足以推翻

原判决。 

驳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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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上男女平等，家庭经济上却不平等  

从判例来看，法律设定的婚姻家庭财产的理想

状态是，一旦结婚，男女双方在经济就跟歌里唱的

一样，不分彼此，不离不弃。 

但是，随着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女性在社会

生活中的独立地位越发稳固，即使没有独立的经济

地位，其独立思想已是扎根开花。 

在男女婚姻家庭关系中，存在的三大矛盾：一

是口号上的男女平等与实质上的男尊女卑，比如女

嫁入男门，就得遵从男方家庭的习俗、生活习惯，

尤其是宗教信仰；二是女性在相夫教子和挣钱养家

之间的矛盾，比如婆婆对儿媳永远不会满意，认为

儿媳不是不会照顾家庭孩子就是不会挣钱败家；三

是男性社会对强势女性的宽容度不够和对完美女

性的过高要求之间的矛盾，比如男性普遍不喜欢女

性比自己更强，故剩女时代剩下的都是优秀女性；

比如男性对女性又是百般挑剔，既要颜值担当又要

贤妻良母。 

在社会层面，虽然历史即将进入二十二世纪，

但我国父权男权社会根深蒂固。 

从最高院的法律判例来看，多少能够看到封建

传统的夫贵妇荣、男性视野下的男尊女卑，以及女

性视角下的弱者无助。还有一种画外音，即立法者

中男性居多也是事实。 

只要随便问一个丈夫，妻子不承担债务可以吗？

一定会反驳：凭什么她只要同富贵不能同甘苦？反

过来，等离婚的时候，问丈夫能否给妻子一半的财

产，一定会反驳：都是我挣的，凭什么给她一半？ 

这就是现状。法律说，你们结婚了，那么财产

是共同的，债务也是共同的。不管女方是有业也好、

（2016）

最高法民

申 3689

号 

法院不考察

借款是否用

于夫妻共同

生活，只教

条适用第二

十四条认定

为共同债

务，而不管

数额多少。 

本院认为：一、阮祥桥提交的梁桃荣向阮玉兰还款的银行流水，并不能直接证明阮玉

兰将案涉借款转借他人赚取的利差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不能证明阮玉兰收回的本

息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阮祥桥提交的该份证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规定的新证据。阮祥桥的第一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二、阮玉兰签字确

认的《杨红伟对账单》、《冯映对账单》、《陈桂香对账单》上均载明“实到借款,

利息阮玉兰保证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标准支付”，因

此案涉借款对是否给付利息及利率作出了明确约定。且案涉各笔借款至原审诉讼，均

已超过还款期限近三年，按照以上约定计算的利息数额已远超过阮祥桥主张的应抵本

金数额 4215000万元。故原审根据上述约定，考虑借款时间，认定阮玉兰支付的 4215000

万元为偿还利息，并不损害阮祥桥的合法利益，阮祥桥的第二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

立。三、案涉三份《对账单》载明的“如梁桃荣支付给阮玉兰借款利息高于前述利息

标准的，按梁桃荣给付的利率标准执行”内容并不能证明阮玉兰通过转贷赚取利差的

收益并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案涉借款发生在阮祥桥、阮玉

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由于并无证据证明阮祥桥、阮玉兰作出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财产归各自所有、且债权人对此明知并接受，原审法院判决阮祥桥对案涉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并无不妥。本院（2014）民一他字第 10 号复函的精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二）》第二十四的相关规定并不矛盾，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妥，阮祥桥的第

三项再审申请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阮祥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

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

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

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再审裁判结果，驳回再审申请人阮祥桥的再审申请。 

驳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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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妇也罢，统统一视同仁，这里是不用讲什么

证据的。但是法律不理会琐碎之事，哪管家里谁说

了算，谁掌管财物呢。在离婚主张分割共同财产时，

想要证明有多少股权、多少利润、多少资产，就要

拿出十足的证据来，否则是一概不被支持的。 

法律对同一事实在不同法律关系上的双重证

明标准和举证责任分配，是强人所难的法律规定。

但让配偶一方证明借款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是一

种证无行为，就跟要证明自己没有干坏事一样，如

何证无，我想任何人都做不到。那为何法律要设置

一种证无条款来为难配偶一方呢？ 

 2、第二十四条催生的司法怠惰与不公  

第二十四条的适用当然地保护债权人，造成两

个方面的后果。 

一是债权人只要起诉债务人夫妻双方基本会

得到法院的支持；二是经办法官只要稍微怠于动脑

说理，可以直接适用第二十四条；经办法官如果想

绕过第二十四条，必须千辛万苦去找法理找情理找

证据证明，而且还存在被二审改判发回的风险。 

相对于第一个后果，毕竟保护了一方当事人，

并非完全无可取之处；而第二个后果却有极大可能

给司法懈怠、给司法公正蒙尘以合法理由，想必也

存在一些法官一心不想被二审改判发回而选择循

规蹈矩、选择牺牲公正。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第二十四条的判决现状是：

一年 4万多件借贷案件，最终判决个人债务少之又

少。各级法院 300多申诉案件，基本被驳回；最高

院的十多起申诉案件均被驳回。 

检索中，看到一个奇葩案例：丈夫赌博被处罚，

还参与放高利贷，但法官用配偶一方无证据证明借

款 3、新解释为何不废除第二十四条？用于赌博和

放高利贷而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完全不符合逻辑

推理。还有一些案件配偶一方提出男方长时间以赌

博为业，但法官以赌博没有被相关部门处罚而不予

认定。 

无证据证明，是多么有用的结论。但法官也永

远不会告诉你什么叫有证据，这就是自由心证。不

可否认，其自由心证考量最多的可能只是不被发回、

不被改判。                     

 3、新解释为何不废除第二十四条？  

很惊讶，如果最高院要改变立法目的，从极端

保护债权人利益一头转为债权人、借款受益人、非

受益人三者的平衡，为何不能废除第二十四条呢？

能否乐观地期待以后民间借贷案件中不再出现第

二十四条？或者可以视为达成适法共识将第二十

四条作为僵尸法条？不得而知。既然法条还在，那

么会不会带来的适用和预测的不确定性，由此给民

众带来的困惑和忧虑？ 

近日全国有几个判例，适用了新解释判决为个

人债务，似乎给即将进入婚姻和即将离开婚姻的人

带去了希望，但这种被法律伤害了婚姻家庭的不信

任将持续存在! 

【周末八股】离婚三十六计之二：围魏救赵 

原创 2018-01-27 白玉兰爱股权 白玉兰爱股权 

http://mp.weixin.qq.com/s/lpnfVYtfnuz89mxVAOI-SQ 

幸福的婚姻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婚姻各有各

的不幸。但婚姻的不幸原因，也有相似之处。数年

前出版的《富人离婚的 36个计策》收到各界好评。

即日起，我们“白玉兰爱股权”在每个周末推出专

栏，责任编辑小白获得作者独家授权，会把 36计

故事改编发布和大家分享，帮助大家树立和谐的家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MzU1Nzc1OA==&mid=2247483805&idx=1&sn=3e40a714bbedfd53933115b859ab8797&chksm=fbf04a0ccc87c31a1efd302dce7998c6ce472105ba037d09ab9b8c5d9785a55840aeeac27efd&mpshare=1&scene=1&srcid=01277FC2XpTJzxkyCrpG7LFj&key=ffd6e7826d53df79a511001552b625516830e521695c8ba7c99c68df51161295d1ce0b2a747b1175937bd161df251f8ea39335b7155ffb3b72568b4b94c871a125f47d66f66b78c04fbb771630c6c6ea&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511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庭观念，学会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同时，阅读这些

小故事，也可以增加阅历与智慧，快速识别世道险

恶。 

＿＿＿ 

小白 

离婚三十六计之二：围魏救赵 

 

原文 

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释义 

在离婚案件中，与其与对方在法院提起的离婚

诉讼正面交锋，不如迫使对方分散精力，两头不能

兼顾，面对对方早就准备好的正面的离婚诉讼，不

如迂回到对方准备不足的其他方面，伺机扭转离婚

的被动局面。 

 

丈夫法院起诉离婚  妻子巧避锋芒维权 

2008 年，我在上海打过一个离婚官司，我代

女方。 

说是一个离婚官司，不如说是一组官司，包括

一个离婚官司、一个股东知情权官司和一个分家析

产官司。也许你会问了，两口子离婚，咋打了这么

多官司呢？ 

事情还得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说起。 

当事人男的姓张，女的姓杨，结婚 7年，没有

生育子女。 

结婚前，张男和杨女就合伙开了一个上海隆兴

贸易公司（以下简称隆兴公司，化名），张男占了

80%的股权，杨女占了 20%的股权。因为注册公司

是在 2005年之前，对于公司注册资本金的管理相

对不够严格，注册资金 100万元是由上海市某经济

开发园区垫资的。 

刚结婚那会儿，由于两个人感情恩爱，心往一

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因此，公司虽然是垫资成立

的，但由于经营得法，效益还不错。虽然账面上持

平，但实际上都是各种名目和各样发票冲账冲的。 

到 2006年，公司效益非常好，据杨女说，每

年实际利润都有 300万元左右，当然，公司账面还

是基本持平的。 

随着公司效益的逐渐好转，两口子的生活也日

益改善了。张男买了奥迪 A6，杨女也开了一辆 MINI

小宝马。为了表示孝顺，张男还以父母和小两口儿

的名义，在市中心买了一套价值不菲的房子，红火

的日子确实让亲朋好友羡慕。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公司贸易额越来越大，双

方关于公司运作和管理的分歧就越来越多。就公司

的发展问题，两口子常常闹得不开心。 

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两口子的经

济生活虽然上去了，但两个人却一直没有怀上孩子。

这让张男的父母颇有微词。张男是北方人，父母重

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老两口儿都瞪着眼睛盼着

抱孙子呢，可总是看见小两口整天和打仗似的，天

天东奔西跑，就是不往家里跑。这一茬心里不爽不

说，现在又经常看到小两口儿整天为公司的事儿闹

得不开心。张男的父母就择机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强烈提议说，你们小两口儿该要孩子了，不要两个

人都扑在公司上，俗话说：“男主外，女主内”，杨

女儿媳啊，你就呆在家里打理家务、想法儿保育一

个孩子得了。出头露脸的事儿，让男人去干不就得

了。 

杨女一琢磨也对啊，自己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到现在也没有孩子，再往后，再生孩子那可真是高

龄产妇了，危险不说，现在弄得老公和公婆都不满

意，挣的钱又不是自己花，何苦呢！ 

于是，经过家庭会议的协商，杨女就会后“主

内”了，买买菜、做做饭，偶尔到公司一趟遛遛腿

儿。 

日子平静了半年多，家庭生活和谐，小两口儿

也几乎没有拌嘴儿的时候，正当张男的父母和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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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初“决议”的伟大英明而感慨的时候，杨女却

感觉有点儿不对劲儿。怎么了？原来，杨女不再忙

于公司的事务后，张男就招聘了一名女业务员小晶。

这一来二去、时间一长，不知咋地，两个人关系发

展“不一般”了。再到后来，杨女终于发现他们两

个人频发的暧昧短信，夫妻矛盾激化。 

经过几个月的争吵和相互指责，二人矛盾甚至

发展到了摔东西砸家具的地步。张男的父母在中间

劝导女方也没有起作用。 

到后来，张男干脆搬出去住了，把杨女一个人

留在了家里。再过没有多久，杨女就接到了张男请

的律师打来的电话，说要和她谈离婚的事儿。 

接到张男的电话后，杨女急了，去找张男的父

母理论。可一贯“讲道理”的张男父母这个时候却

突然“犯糊涂”了。一开始是推脱，说你们小两口

的事儿我们老人管不了啊之类的，再到后来，突然

“换了”一张脸，反而指责杨女的不是，说她整天

呆在家里，不做事儿、乱花钱，这不说，还整天疑

神疑鬼的，一点儿都不体恤天天在外面忙的张男！ 

张男父母的态度和以前判若两人，这让杨女感

到孤立无援。特别是这近一年，杨女天天呆在家里，

和朋友减少了交往，心事也无处诉说。就算自己的

父母离得也不远，可这烦心事儿和父母唠叨了，不

仅让父母心烦，而且自己的心思更乱。 

更让杨女气愤的是，在和张男律师谈离婚条件

的时候，张男律师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什

么公司效益不好，这段时间亏损、外面债台高筑之

类的，甚至还“伪造”了公司亏损的报表。当杨女

去公司找“证据”时，却发现公司的锁都换了，杨

女根本去不了。上班时间杨女去公司，却被前台拦

在门外，说公司经理交代过，谁也不能擅自闯进公

司。害得杨女和前台小姐大吵一顿，直到保安叫来

警察才算平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杨女到公司理论的

第二个星期，杨女就收到法院的传票，法官通知杨

女 15天后到法院开庭调解。 

杨女顿时眼前就黑了。哎，自己听了张男父母

的话待在家里做贤妻，公司的事儿都不管了，张男

赚多少钱、钱在哪里都不清楚了。现在张男肯定是

做好了离婚的准备，把钱都藏好了，才来跟我打官

司的，我该怎么办呢？ 

杨女找到了律师，律师听了杨女讲述的前因后

果，又根据一些家庭日常生活的细节和公司运作的

细节，和杨女制订了“围魏救赵”之计。 

15天后，离婚案开庭，杨女坚决不同意离婚。

法院当庭宣判，张男离婚请求不符合《婚姻法》第

32条的规定，不予判离。 

1个月后，当离婚判决书生效后，杨女的律师

给公司、张男发函，要求查阅公司账簿，遭到张男

的拒绝。杨女又把张男拒绝查阅的电话、和到公司

被阻拦的事实都录了音。 

一个半月后，杨女的律师提起了股东知情权诉

讼，要求法院支持她作为股东查询公司账簿的诉讼

请求。张男也做了答辩，说杨女要查阅公司财务情

况是没安好心、没有善意，所以公司才拒绝。法院

决定择日开庭。 

几乎与此同时，杨女又打了一个分家析产诉讼，

要求法院依法把小两口和老两口在市中心房子的

产权份额进行析分。 

两个月之内，不仅公司、张男成了被告，而且

张男的父母也平生第一次当了“被告”，让张男父

母感到很丢“面子”。更重要的是，由于杨女提出

公司部分账册诉讼证据保全，让张男冒了一头冷汗。

公司账目上有很多问题，张男知道账目是经不起检

验的，一旦杨女看了账目，又不知道会冒出什么事

儿来，真是焦头烂额！ 

就这样，在巨大的压力下，张男最终和杨女达

成了调解协议，市中心的房子，杨女拿了 1/4的折

价款。隆兴公司股权归张男，张男同时给杨女 300

万元的折价款；另外存款、股东财产等，大家一人

一半，此案了结。 

评析 

这个案件中，张男和杨女共同财产中，隆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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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股权占了大头。这个公司虽然注册资金只有

100 万元，但实际经营效益良好，每年能有巨额的

利润。但因为公司掌控权在男方处，男方又利用会

计账目调整，将公司财务报表的权益调整亏损，确

实给杨女造成了很大的被动。 

在离婚案件中，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公司股东，

法院一般就公司股权的价值征求双方的意见，张男

和杨女肯定各执一词。一个肯定会说股权价值不到

100 万元，一个肯定会说值好几百万元。这种情况

下，法官处理就存在两种可能性—— 

其一，如果当事人意见存在分歧，法官建议当

事人另行依据公司法提起相关诉讼。 

其二，如果当事人就股权价值意见分歧，又不

愿意另案处理，法官启动评估程序。 

一般情况下，法院指定的评估机构会按照公司

提供的账册进行评估，这个过程中，一般情况下当

事人不能单方和评估机构联系，关于公司账册中的

假发票、假合同不一定能作出实质性的审查。这样，

对杨小姐来说，评估的意义不大，评估结果对杨小

姐也不会太好。 

因此，如果在离婚案件中处理这个案件，杨小

姐可能会处于被动。杨小姐律师给他出的“围魏救

赵”的策略在以下 3个方面起到了作用—— 

（1）避实击虚。这个案子正面的“战场”是

张男提起的离婚诉讼。由于张男在离婚诉讼方面做

了很多准备，特别是关于公司股权及其账目都做了

手脚，如果杨女正面“应战”，当然处于被动。 

而关于公司财务账目存在问题，杨女依据《公

司法》第 34条第 1款的相关规定寻求有关股东权

利保护的作用会更大。该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

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

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公司法》第

98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会计报告和财务账簿。” 

由于杨女可以亲眼目睹公司财务账册凭证，自

然可以很容易找到公司账目漏洞，更真实地确定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和股权价值。 

另外，提起析产诉讼，可以把官司的“矛头”

指向已经和儿子站在一条“战线”的张男的父母，

这样，可以给张男及其父母更大的压力。 

（2）以攻为守。张男提起离婚诉讼是原告，

而杨女是被告。杨女在离婚诉讼中处于被动的“守”

势。而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及分家析产诉讼，则变

成“攻”势，有更多的主动性，能给张男更多的压

力。 

（3）以迂为直。打这个官司，其实都是为了

离婚。不论什么股东知情权诉讼也好、分家析产诉

讼也罢，其目的，都是在离婚中取得自己应有的份

额。而直接在离婚官司中处理财产分割问题，因为

种种因素，对杨女不一定最为有利。而迂回处理，

好比爬山，如果绕山盘旋而上，虽然多走了一段路，

但更能平安顺利地达到峰顶。 

因此，在离婚诉讼中，不一定要正面迎击来敌，

只有攻击对方薄弱之处，才能迅速消除正面战场造

成的被动，甚至变被动为主动，以达到保护自己权

益的目的。应该说，杨女的律师采用“围魏救赵”

的这一战术，在本案中起到了“反被动为主动”、

“反客为主”的效果。 

END 

【周末八股】离婚三十六计：瞒天过海 

原创 2018-01-20 白玉兰爱股权 白玉兰爱股权 

http://mp.weixin.qq.com/s/Bmr9qZT6K_-3pX1WX0fVTQ 

幸福的婚姻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婚姻各有各 的不幸。但婚姻的不幸原因，也有相似之处。数年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MzU1Nzc1OA==&mid=2247483770&idx=1&sn=d57255da04514350a45319e3ad4d2594&chksm=fbf04aebcc87c3fda0a84137ecd36616def59afc54fec53b185d441c7cbe00891c91f45db167&mpshare=1&scene=1&srcid=0127afDCXQJMyktQPxJk9TVD&key=b2763e0b0d9aedce8fd1e7c6948b27d58ee5c4d3a387e7ac02ec069dec8a901e00a6476f19a36877f06b4ba9dcc0d5a4e5191aca002e4f7651ce75c57ef857f3517d28e83a3371171f5678cb7d784311&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GQpEUbwkBJ%2FTM3mtRE8S%2Bfv4nCdXeiwxbD8tHRotEHzvCSUhTU4ZqRTcN5olWwYI&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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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出版的《富人离婚的 36个计策》收到各界好评。

即日起，我们“白玉兰爱股权”在每个周末推出专

栏，责任编辑小白获得作者独家授权，会把 36计

故事改编发布和大家分享，帮助大家树立和谐的家

庭观念，学会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同时，阅读这些

小故事，也可以增加阅历与智慧，快速识别世道险

恶。 

——小白 

前言 

几千年来，作为我国古代思想瑰宝的“三十六

计”，被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流人物运用，屡用不爽。

而在电子科技化的信息时代，三十六计仍不过时，

依然被“好人”、“坏人”应用于社会生活的角角落

落，就连离婚纠纷，也概不能外。 

一个离婚案件，智胜者胜辩，辩胜者胜默，

默胜者胜愚。 

什么意思呢？ 

一个离婚案件（或其它任何法律案件），最大

的胜处莫过于整体的战术和计策，它的作用将会大

大高于激辩口才，而一个不会讲话的人当然会输给

一个口才极佳的对手。但如果一个没有心计、没有

谋略的人离婚，即使对手在法庭上一句话不讲，可

能也会败在对手早已制订好的计谋之下。 

第一计 瞒天过海 

原文 

备周而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

阳之对。太阳，太阴。 

--《孙子.计篇》 

释义 

自以为离婚做好了准备，就容易产生骄傲，就

会放松警惕；平时看惯了的事物和现象，就不容易

再引起怀疑。秘密的计谋与公开的形式并不相互排

斥，相反，策略往往会深藏在张扬的外在行为之中。

这就是易理中阴阳交、互为用的原则。 

案例：丈夫私下转移财产，妻子冷静聪明取证 

数年之前，在浙江台州有这样一个离婚官司，

男、女双方结婚二十多年，两口子在结婚后开了一

个厂子，生意做得很好。日子好过了，麻烦也就来

了，随着地位的提高和金钱的增多，男方开始有外

遇，第三者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让男方深陷爱河

不能自拨，以致于向女方摊牌要求离婚。 

而女方二十多年来一直扮演着一个家庭妇女

的角色，整天操持家务、赡养老人、抚养子女。 “男

人四十一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这时候男方提

出离婚，女方当然难以接受。 

家里钱多了，父母开心了，子女长大了，女方

的脸也皱了、色也衰了，手也糙了。女方想，男方

离婚了可以马上找一个“新“老婆，年纪可以比自

己小十岁八岁，事业依然发达，”小妞“可以抱，”

小车“可以坐；而女方呢？即使能分到一笔钱，没

有事业、没有色相、没有魅力、甚至没有工作，只

能靠“坐山吃空”了，哪儿再好找人家？ 

因此，出于各种因素考虑，女方不同意离婚。

男方 2004年 6月到法院打离婚官司，由于女方不

同意离婚，因此，法院一审没有判离。 

婚没有离成，男方“恼羞成怒”，声称如果女

方再不离婚，就要采取点儿“措施”，让女方一分

钱都拿不到！女方依然含着泪，虽然男方很少回家，

但她每天照顾孩子和老人，料理家务。 

2005 年 3 月，男方再次到法院起诉，而女方

的律师在拿到传票调查财产时，发现男方竟然在

2004 年底把企业的股权担保“抵债”给了男方的

一个好朋友，同是开厂子的张某。 

当律师把这个消息告诉女方后，女方很震惊，

因为男方“抵债“企业的股权会导致女方共同财产

只能拿到可怜的小比例份额，而大部分资产可能都

因男方“抵债”而很难分得。女方的家人知道这样

事儿后，都非常气愤，纷纷要去找男方理论。 

其实，女方家人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本来嘛，

过错方就是男方，在外面粘花惹草，有外遇要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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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又把家里最大的资产以“抵债”的名目转让给

了别人，让女方以后怎么生活啊？女方家人心里想，

这个男的真是没有良心，就是该骂！ 

可是，女方的律师却把她的家属拦住了。律师

说，你们去了也没有用，反而让男方得意自己的“计

谋”果真给女方带来了压力，让女方乱了“阵脚”，

这不，只能到我这儿来闹了。有什么用呢？ 

律师建议女方和女方家人不要声张，就当不知

道企业股权已被转让这回事儿，也先不要告诉法院，

一方面继续和男方周旋，另一方面，暗地里找股权

受让人张某（就是男方的好朋友）取证，并叮嘱女

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女方不断地点头称是，心

领神会。 

第二天，女方领着女儿去找张某，掂着烟酒礼

物。见到张某，女方眼圈一红，泪落下来，说，她

和男方夫妻二十年了，一直都是她操持家里，照顾

老小。现在男方要提出离婚，自己又没有工作，又

是年老色衰，还带个小丫头，这以后日子咋过啊。

因此特来恳请张某帮忙，从中劝解男方不要离婚。

如果张某肯帮忙，女方和女儿感激不尽，一辈子记

得张某的大恩大德。 

张某见女方造访，本来戒心很重，以为自己和

男方转企业股权的事儿被女方知道，女方特来“找

茬”，现在看来，女方还不知道啊。于是张某装模

做样安慰，做好人。说，你们闹离婚，我去年年初

就知道了，我和老婆还专门劝过男方好几次，可是

他不听啊。他去年打离婚官司的时候我们都不同意，

还数落他来着。现在他离婚决心很大，十头牛都拉

不回来，我也再尽力劝一劝吧。女方和女儿连声道

谢，诺诺连声地回家了。 

第三天，女方又领着女儿去找张某，张某以为

还是说劝离婚的事儿，也没有躲藏，就和女方见了

面。一见面就放声痛哭，说张某啊，你和男方串起

来害我啊，怎么你们背着我偷偷把我们家的厂子转

走了，你叫我怎么和女儿过日子啊，叫我们娘俩儿

以后怎么活啊？张某一听吃了一惊，啊！她知道了

啊！正琢磨如何回应的时候，女方又哭着说，我们

家那口子今天上午给我说，你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

把厂子股权以抵债的名义转给你，我就什么都分不

到了。张某啊，我又没有得罪你，也没有做过对不

起你的事儿，你怎么这么黑心啊？ 

张某一听急了，心想，男方啊男方，你怎么能

把我卖了呢，真是的！我帮你，你还让我背黑锅。

于是说，这事儿根本不是我出的主意，是你们家那

口子让我帮个忙，说你们要离婚，可能企业正常运

转受影响，让我帮忙转到我名下，你们离完婚再还

给他。我一时抹不开面子，就答应帮他了，你们家

的企业我压根儿不想要，你不信，我给你看看我们

的协议。 

张某拿出一张协议，女方看了看，上面写因故

男方将企业股权过户到张某名下，待男方离婚后，

张某再无偿将股权过户到男方名下等等。 

女方看完要复印，张某表示为难说，这个你只

能看不能印啊，不然我就是出卖朋友啊，我只是告

诉你，你们家的企业我根本不想要也不会要，我能

做出这样缺德的事儿么！ 

过了几天，律师就让女方起诉到法院，以股权

转让侵权为由，请求法院确认男方与张某的转让行

为无效，并出示了关键证据：张某与女方的谈话录

音！最后法院认定，是男方与张某恶意串通损害女

方的权益，确认转让行为无效。 

这个官司胜了以后，大大打击了男方的底气与

信心，后来这个离婚纠纷以双方握手言和结束，女

方分到了其应该拿到的份额。 

评析 

这个案例中，其实女方所处的形式是非常危险

和严峻的。 

男方伙同张某把股权转让掉了，如果女方没有

张某“恶意”受让的证据，很难打赢官司。为什么

呢？因为夫妻一方擅自处理共同财产，如果已转给

第三人了，除非证明第三人有“恶意”，一般法律

会保护正常的交易秩序，即会认为转让行为有效。

如果这个案件中的股转转让有效，基本上双方的优



516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质共同财产离婚时就不可能会被分割了，女方就基

本上什么都拿不到了。 

 

怎么办呢？如何才能逆转女方被动、危险的形

势呢？ 

女方的律师就运用了“瞒天过海”的计策。 

瞒天过海的关键，在一个“瞒”字，瞒得过则

大功告成，瞒不过则一败涂地！！ 

本案中，女方的律师设计了二“瞒”。 

一瞒是，女方已经知道男方已将股权偷偷地卖

给了张某，却故装不知道，没有急着去找男方“理

论”、“算账”、“要个说法”，而是继续和男方周旋，

作谈判状。 

另一“瞒”是，女方去找张某时，已然知道张

某和男方串通起来搞了这个假的股权转让，但女方

佯做不知，假意请张某从中劝和，打消张某的顾虑

和戒备，让张某讲述“早就知道你们两口子闹离婚”

的事实，以为日后法院认定张某的“明知人家闹离

婚”而“恶意”以抵债名义受让股权的事实。接着

第二天，又搞了一个趁其不备，突然袭击，张某在

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为了做“好人”，道出了事实

真相，并且出示了内部协议给女方看。这些情景，

都被女方偷偷录音，而张某却毫不知情，女方“瞒”

得高超。 

从这个案子里，可以看出，女方律师使的这招

“瞒天过海”之术，主要包括了以下几种功能： 

一、阳奉阴违：知道男方暗地转股后，装做

不知道，继续与平时一样，与男方协商离婚条件，

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正常和激动、生气的异常迹象。 

二、制造假象：明明知道张某也不是“好东

西”，却恳求他出面“劝和”，带着礼物很“真诚”

地请求张某劝解男方。 

三、转移视听：明明来套转移股权的证据，

说的却是请张某“说情”。 

四、隐迹潜踪：偷偷地将录音笔藏起来，录

音整个谈话的过程，将事实真相得以呈交法庭。用

“欺骗”的手段使对方暴露企图和真相，而自己却

不露形迹。自己无形而对方有形，当然会无往而不

胜。 

END 

【周一头条】夫妻离婚，法院如何处理虚拟股东名下的股权？ 

原创 2018-01-29 白玉兰爱股权  贾明军律师团队  贾明军、蓝艳 

http://mp.weixin.qq.com/s/5lHvoYvAbi3WkT5GlY6yLQ  

导读： 

夫妻离婚，但发现公司股东是虚构的“人”，

虚拟股东名下的公司股权如何处理？这曾经是一

家享誉京城的手机销售公司，因股东之间的离婚案

牵扯出北京首起“虚拟股东资格”确认案。虚拟股

东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如何确认诉讼主体？虚拟

股东的股权归谁所有？读完此文，相信你会有答案！ 

——小白 

（人物、公司为化名；案情全部来源于公开媒体资料，

已经过改编处理）。 

“买手机，到玉立”曾经是北京市民最熟悉的

广告词了。玉立公司，是北京一家著名的手机销售

公司，曾有一份调查统计显示，北京每卖出 3 部

手机，就有一部是玉立公司售出的，并且该公司已

累计售出 500余万个手机号码，几乎占到了北京当

时 1000 万手机用户总量的一半！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MzU1Nzc1OA==&mid=2247483820&idx=1&sn=fe485769f7d292f77a54091e9ac107ea&chksm=fbf04a3dcc87c32b421d15665f64dc154e0db60b818a20185080983f30b6d44a8f1bfeb08ac3&mpshare=1&scene=1&srcid=0129zAHHQLOiqDaO4zhdSh9r&key=cdd0d222300eca7e8692382e285d4f1baaf3c111d9aa0986e9b8a1ddd643754864f2fd3a1360022cebdd1f983a08a1689f247fdbc7d12313c5922bfc9867468da689c66588758d3bf8906f317f9bfe1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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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个前程似锦的公司，2006 年却曝

出公司“登记造假”的负面消息，更让人吃惊的是，

曝出“丑闻”的不是别人，正是公司的董事长、公

司主要股东之一的陈叶。而这一切的缘由，都要从

陈叶要与妻子离婚这件事说起，其实对于公司股权

的争夺，才是陈叶“自曝家丑”的根本原因！ 

玉立公司的前身是陈叶与某区教育部门联合

创办的私营企业，随着 1994年公司法的颁布实施，

拉开了企业规范运营的序幕。在企业规范运作的大

潮下，1996 年玉立公司改制成为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股东除了他们夫妻二人外，还有二位，一位叫

张莫，一位叫王曼。虽然公司股东多了两位，但实

际公司的控制权还是在二个人手里。陈叶是公司的

董事长兼总经理；妻子张芝是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虽然公司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风风火火，但遗憾

的是，他们之间的夫妻感情却没有如他们的公司业

绩一样发展，相反，无论是在公司经营理念上，亦

或是家庭生活观念中，双方产生了很严重的分歧。

久而久之，两人不但在公司内部为夺权而明争暗斗，

而且还通过诉讼开始打离婚等一连串的官司。正是

当初为了防止公司股权落入他人之手而设计的所

谓“高明”的股权架构，反而成为日后争斗的“祸

根”。 

按陈叶的说法，1996 年 7 月企业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过程中，为了保证玉立公司的股东仅是陈叶

与妻子张芝夫妻两人、防止夫妻以外的第三人介入

公司经营管理，夫妻二人虚构了两位世界上根本没

有的自然人——王曼和张莫作为公司股东，而证明

这两个人身份的身份证复印件的姓名与照片、出生

日期、住址等信息均是利用几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复

印后涂改、拼凑再复印而成。就此，玉立公司的股

东在公司设立时登记为四人，即除了陈叶和张芝外，

还包括两位虚构的自然人——王曼和张莫。其中，

陈叶占公司 49.5％的股份，张芝占公司 49.5％的

股份、王曼占公司 0.5％的股份、张莫占公司 0.5％

的股份。其中，陈叶、张芝、王曼担任公司的董事，

张莫担任公司的监事。 

而按张芝的说法，王曼和张莫都是实实在在存

在的人，一位是自己的母亲，一位是陈叶的姥姥。

他们夫妻二人一个主张两名股东为虚假虚拟，一个

主张两名股东存在真实，这正是他们夫妻二人争议

的焦点和核心。 

根据玉立公司的工商登记，陈叶与张芝各持公

司 49.5％的股权，两人在公司的表决权是一样的，

这样下来，另外的两份 0.5％的表决权，虽然看起

来很少，但至关重要，关系到议事规则过半数通过

的重大意义。对于陈叶来说，如果承认王曼是股东，

那么他的董事长地位就会动摇。 

作为原告，陈叶为了夺回公司经营权，以自己

的公司玉立公司为被告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确认王曼、张莫股东身份虚假，二人在玉

立所占 1%股权为自己所有，这也是当时北京地区

首起因虚拟股东引发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虽然陈叶在向法院的诉状中声称“王曼”、“张

莫”是“虚拟的两位世界上没有的自然人”，但是

在接受工商部门调查时，他却另有说法。2005 年

工商部门曾接到玉立公司虚构股东问题的举报，

2005 年 9 月 7 日，在接受工商部门的调查时，陈

叶表述说，“玉立公司的股东有 4位，我及张芝，

另一个是张莫，也是我的外祖母，由于年岁较大，

公司内委托我行使权利，另外一个叫王曼，是张芝

的母亲，也不参与公司事务，所以就形成我们公司

是由我和张芝在主持工作，王曼与张莫不参与，所

以在公司中我外祖母的权益由我代理，王曼的权益

由张芝代理。股东会议决议和章程是我安排公司的

人签的名。” 

但在日后法院的查证过程中，法院却查明王曼

及张莫的身份信息与工商登记中的“王曼”、“张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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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风马牛不相及。 

为保证案件客观审理，一审法院追加张芝为第

三人出庭。被告玉立公司代理人在开庭时认可董事

长陈叶的起诉，同意其诉求；张芝的代理人则认为

两个股东真实存在，不同意陈叶的诉求。 

2007年 6月 18日，一审法院对案件进行了判

决。 

一审法院查明：1996 年 7 月，玉立公司由原

私营企业变更为公司法所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并

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重新登记。根据当时的工商

档案记载，玉立公司的股东为陈叶(出资 367万元)、

张芝(出资113万元)、王曼(出资10万元)、张莫(出

资 10万元)；陈叶为董事长、张芝为副董事长、王

曼为董事、张莫为监事。在工商档案中，王曼的身

份证复印件记载，“王曼，女，汉族，1968年 9月

13 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水泥厂集体宿

舍，身份证号为 410305680913XXX”；张莫的身份

证复印件记载，“张莫，女，汉族，1970年 2月 10

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二区 3号楼 12-13

号，身份证号为 110101700210XXX”。玉立公司对

上述身份证复印件盖章确认真实性，张芝也签字认

可。1999年 4月，玉立公司增资 1500万元，股东

出资情况：陈叶出资 990万元、股权比例为 49.5%，

张芝出资 990万元、股权比例为 49.5%，王曼出资

10 万元、股权比例为 0.5%，张莫出资 10万元、股

权比例为 0.5%。 

法院认为：解决本案诉争的焦点问题为玉立公

司工商档案中记载的王曼、张莫是否为玉立公司股

东。根据审理查明的情况可知，玉立公司工商档案

中记载的股东王曼、张莫的身份与客观事实不符，

并不存在工商档案中记载的王曼、张莫。也没有证

据证明张芝的母亲王曼、陈叶的外祖母张莫履行了

玉立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并取得了玉立公司股东

身份。 

虽然法院否认了“王曼”、“张莫”的股东身份，

但同时认为，虽然玉立公司工商档案中记载的股东

王曼、张莫并不存在，但是陈叶并无证据证明王曼、

张莫名下各出资 10万元的义务是由陈叶履行的。

故陈叶请求确认在玉立公司工商档案中体现的王

曼、张莫所持玉立公司 1%的股权归陈叶所有的诉

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

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北京玉立设备有限责

任公司工商档案中的王曼、张莫是虚拟的自然人并

不享有股东身份。 

一审宣判后，张芝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解决本案诉争的焦点问题

为玉立公司工商档案中记载的王曼、张莫是否为玉

立公司的合法股东。工商登记对外具有公示的效力，

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公司股东的资格是通

过公示材料即工商登记予以表明。现工商档案中记

载的玉立公司股东王曼、张莫是虚拟的人物，是世

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人，因此，其股东身份不能认定。

张芝有关股东身份的认定不能因向工商机关提交

的股东身份证明存在错误而无效的上诉主张，没有

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因“王曼”是虚拟的人物，其客观上根本不能

够参加诉讼，因此，张芝以有关法院没有通知“王

曼”参加诉讼属于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

依据，法院不予以支持。虽然陈叶、张芝都曾认可

过工商登记的股东王曼是张芝的母亲，但双方对此

陈述前后矛盾并不统一，且股东陈叶、张芝的陈述，

不足以改变工商登记的法律效力。故张芝有关陈叶、



519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张芝均认可其母亲王曼是玉立股东，王曼股东身份

应认定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以支

持。在玉立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中，北京永拓会计

师事务所和北京龙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

告虽表明“王曼”已出资到位，但验资报告所显示

的已履行出资义务的“王曼”，是指工商登记材料

中虚拟的人物“王曼”而非张芝的母亲王曼，张芝

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母亲王曼已履行了出资义务，故

张芝有关其母亲王曼已出资到位的上诉主张，没有

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二、法律要点  

看完了上述案例，相信大部分读者都对“虚拟

股东”这个概念摸不清头脑，虚拟股东与普通股东

究竟有什么区别？虚拟股东是否具有股东资格？

虚拟股东所持有的股权究竟归谁？ 

（一）何为虚拟股东  

所谓虚拟股东，是指以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存在

的人的名义(如已死亡的人或虚构的人)在工商局

出资登记为公司股东，因该股东实际不存在，因此，

我们称其为虚拟股东。为准确理解虚拟股东的涵义，

有必要了解公司法上的另一个容易与之混淆的概

念，即隐名股东。之所以存在虚拟股东，其目的是

多种多样的，但大多都是为规避法律。如设立有限

责任公司需有二个以上股东，一些人既想一个人经

营公司，又想获得有限责任公司而只承担有限责任

的好处，于是出现了虚拟股东的情形。 

本案中，工商登记中的“张莫”与“王曼”虽

然从姓名上与陈叶的姥姥与张芝的母亲重名，但从

其它工商登记的信息上却明显不一致，并且，经过

公安部门核实，根本不存在符合工商登记信息中的

这两个人。虽然工商登记中的“张莫”、“王曼”可

能是拿着陈叶的姥姥与张芝的母亲的身份证拼凑

而来，但拼凑后的人物根本不存在。 据此，一、

二审法院判决股东虚设。 

（二）虚拟股东是否具有股东资格  

我国法律对此没有直接的规定，从司法实践来

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涉及出资、公

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多种

要素。正因股东资格的确认涉及因素多，因此，如

何确认虚拟股东的资格，在司法实践中引起很大争

议。我们认为，股东资格一般以工商登记为重要认

定标准，除非有内部协议，工商登记一般具有对外

对抗的效力。也即工商登记是国家对外的一种公示

行为，具有较强的公示效力，外界就是依据该公示

行为来判断公司股东的。而从工商登记规定来看，

我国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的是股东实名制，股东

的姓名应当以其提交的真实的身份证作为主要凭

证。虚拟股东是以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作为公司股

东的，因此，不应当确认虚拟股东有合法的股东资

格。并且，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及一审朝阳

区人民法院也是持同样的观点。 

（三）如何确认虚拟股东资格案的诉讼主体  

发生虚拟股东纠纷时，在诉讼中应当以谁为被

告呢?我们认为，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按以下几

种方式确认被告。 

第一种，如果以自己是“虚拟股东”为由，要

求确认自己的股东资格的情况下，应当将公司作为

适格的被告； 

第二种，如果真实股东要求确认虚拟股东不具

有合法股东资格，一般首先应以公司为被告。由于

是否确认股东资格是公司的行为，因此公司应首先

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同时，虚拟股东是争议的焦点，

一般虚拟股东也有实际的权利指向人，因此，等待

确定的虚拟股东也可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四）虚拟股东的股权应当归谁所有  

虚拟股东确认无效后，其股权的归属便成为审

判面临的一个难点。本案中，法院判决王曼和张莫

不具有股东资格的同时，也驳回了陈叶主张两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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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 1%股权属于自己所有的请求，这个判决结果

导致玉立 1%的股权被“悬置”了起来。 

法院如此处理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首

先要求确认 1%股权是否归原告所有、与该虚拟主

体股权的归属，或不是一个法律关系；其次，现任

合法股东陈叶、张芝各持有公司 49.5%的股份，如

果按比例进行分配，陈、张将各持有公司 50%的股

份。在二人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僵局，这

对玉立这样一个具有良好经营状况的企业，并不是

件好事。法院不处理这 1%的股权，或主要是想留

给双方当事人一个协调解决该部分股权的机会，以

保障公司的良性运转。 

三、前车之鉴  

这起案例能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一）要高度重视公司工商登记的真实性  

很多股东只重视公司成立后的公章是否掌握

在自己手中、以及自己是否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而对于谁是公司股东、注册资金是否真实、注册成

立时是否存在程序瑕疵等不在乎。很多公司的工商

登记中的股东与真实的股东不一致，或注册资金虚

假的情况发生。另外，还有一些投资者出于一定的

考虑，不愿意以自己的名字作为股东进行工商登记；

或为税收优惠，而找一些名义出资人（如港、澳、

台身份人士），即所谓的“隐名股东”，甚至像本案

一样干脆制造“虚拟股东”来注册登记。律师提醒，

虽然《公司法的司法解释（三）》已经确认实际出

资人的法律地位，即在一定条件下承认“隐名股东”

身份，但企业家在真正运作的时候，还需律师的指

点以防后患,否则，可能导致自己的收益甚至是原

始投资都血本无归。 

（二）法院“悬置”股权的判决结果值得关注  

笔者在研究本案例时对于北京法院的判决结

果也同样认可。或由于法院看到了玉立公司是一家

很有前景的公司，因此，并没有直接在本案中判令

1％悬置的股权由张芝和陈叶各半分配，否则就直

接造成了公司可能出现的僵局。在留有空间的情况

下，让陈叶和张芝在“一损俱损”的情况下充分协

商，也未必不是制造“和解”化解矛盾的办法。并

且，张芝和陈叶也可以在协商不成时，另行起诉要

求确权，不影响他们诉讼救济途径的行使。笔者翻

阅 2008 年以后关于玉立公司的资料，大部分都是

报道该公司如何快速发展的正面新闻，很少见夫妻

继续争斗的负面新闻，可以推测，该公司股权之争

应该以一方得控制权告终，当然，获得股权的一方

可能还向另一方支付了一定的对价，不论价格多少，

均算是双方罢战、相互得利了！ 

通过本期的案例，实际上暴露出了中国大部分

民营企业家的一个通病，在创业时一心扑在工作上，

所有精力都用在经营公司上，而对于公司设立、公

司运营程序这样“形式”的事宜往往不够重视。但

这些“形式”是获得企业实质权益的基础，比如：

工商登记、议事程序、报表制作等等。企业家只有

“内”、“外”兼顾，“表”、“里”如一，才能防范

于未然，经得起更大的风浪，从而在事业的航程中

披风折浪，勇往直前，本案例值得所有企业家引起

为戒！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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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证专题 

江苏公证丨淘宝店财产如何继承？江苏率先探索虚拟财产公证指引 

2018-01-02 达比伦制度 

http://mp.weixin.qq.com/s/yiFXpy8-y4nRFe9v3wtfqA 

Q币、游戏装备、淘宝店…现如今网络上的虚

拟财产类型丰富，一把屠龙刀究竟该卖多少钱？淘

宝店如何转移？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记者近日从省司法厅了解到，由江苏省公证协会牵

头，常州公证处和无锡公证处已经共同起草了《网

络虚拟财产公证业务操作指引》，这在全国属首创。 

据媒体报道，上海市民赵小姐用其母亲名义申

请注册了一家淘宝店，16 年母亲不幸去世，赵小

姐想要将这家店过户给父亲，根据淘宝要求，必须

由一方出示放弃继承的声明书才可完成过户流程，

但在当地多家公证处均以“淘宝店铺为虚拟财产”

为理由，拒绝出具公证书。 

这几年，关于类似的案件不断增多，10 月 1

日实施的《民法总则》第 127条规定：“法律对数

据、网络虚拟财产保护有规定的”，这一规定意味

着数据、网络虚拟财产正式进入民法调整和保护的

范围。据常州公证处副主任李强国介绍，这些年虚

拟财产的范围不断扩展，但管理规则尚未跟上：“游

戏装备，虚拟货币肯定是虚拟财产，这没有争议，

但是平常使用的微信、QQ，现在我们目前只有使用

权，根据他们规则的规定，我们还没有所有权，哪

天这个平台一关，我们的数据就都没有了。” 

网络虚拟财产和实体财产不同，介于其存在的

网络环境十分宽泛，往往很难凭借权利凭证抑或者

是以是否实际占有来确定其归属，如果没有进行实

名认证，就更难查明实际的权益人。 

受中国公证协会的委托，由江苏省公证协会牵

头，常州公证处和无锡公证处已经共同起草了《网

络虚拟财产公证业务操作指引》草案，上报给国家

公证协会进行审核通过，具体规范了网络虚拟财产

公证的范围和操作要求。 

李强国表示，指引通过后，所有合法的虚拟财

产都可以通过公证维护其合法权益：“通过这个指

引可以规范虚拟财产公证业务开展，对我们业务种

类持有开放的态度，通过公证的介入，把相关的交

易过程固定下来，对他们起草的协议，对纠纷预防

起到重要作用，使得双方利益进行衡量，我们想打

造一个平台，凡是办过虚拟财产公证的放在这个平

台上，相当于一个公示的作用，有需要的时候就可

以根据法律规定进行查询。” 

 

稿件来源：荔枝网 JSTV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NzA4OTA3OQ==&mid=2649538976&idx=1&sn=67c40c392cc3a7275ad2e9df514f2210&chksm=f4a200f8c3d589ee29b4356f89dd5c8c59b2173656f5585fc81a2e86854037579f5498b786fa&mpshare=1&scene=1&srcid=0102f3r9GinMRGRMOIFvIwBX&key=304caf69ae97dec9c8e55c063a4eb464100dc9a0f39fd7cb4cd9940eab341246e6bc0f0f87ecd63ab0e8319caa2e76e96c49a62a8a0123bc977c6ac5e9c775357aa2b4b17d3ce1bf3d2c40865f040554&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EopJpKns1diVnCgueHsr4%2FR0jslFUAxC8c%2BwSC0JosQZU91LPiVjoTijMJO9aVnB&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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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立公证遗嘱｜马麟｜公证员视点 

原创 2018-01-10 继承法苑  马麟 

http://mp.weixin.qq.com/s/TjgMWgUuC-dU4NriGo80CQ 

遗嘱，英文为 will 或 testament，在普通法

语境下，前者通常指土地遗嘱，后者指动产遗嘱。

但在当代社会，目前两者的意思几乎可以通用。从

文本角度分析，will 之本意即为意愿，故遗嘱的

本意，不外乎立遗嘱人对于自己遗愿的意思真实表

示。笔者从事公证行业数年，在订立公证遗嘱上，

勉强积累了一些不足的经验与法律界同行分享。 

一、公证遗嘱订立的主要相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第 17条、第 18条、第 19 条及司法部《遗

嘱公证细则》。（中国“台湾地区民法”为 1223条

第 1项有封缄之遗嘱的规定，该公证实务，可见郑

云鹏编著：《公证实务》，永然文化出版社，第 434

页至第 438页） 

二、公证遗嘱订立中所要注意的法律细节 

a、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

定，在有处分财产内容的遗嘱中，要注意夫妻共同

财产中关于属于各自所有的份额，才能订立遗嘱，

否则会导致立遗嘱人处分配偶财产，导致遗嘱内容

的无效或部分无效。 

b、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

定，要注意立遗嘱人的精神状态和意思表示的真实

性、自愿性，否则会因为行为能力或自愿性，导致

遗嘱无效。 

三、公证遗嘱订立中所要注意的法律细节 

a、对于超过一定年龄（例如 75周岁）的老年

人，建议提供专业精神机构出具的精神状态证明。

笔者认为，超过一定年龄的老年人，在听力、判断

力、反应力、识别力等方面，均有所下降。特别是

在听力方面，基于听力的下降，导致询问者提问时，

立遗嘱人不能完整的接受问题和回答问题，但在外

人看来，这很有可能是一种思维意识不够清楚的表

现。故由第三方权威机构提供此类精神状态证明，

在未来可以较大限度的避免因为潜在的存在思维

意识不清楚，而导致的遗嘱无效风险或争议。 

b、如立遗嘱人有自书遗嘱或自书的遗嘱草稿，

尽量将其原件留存于公证档案之中。一般老人订立

遗嘱，虽有事后撤销和变更之情势产生，但其比例

不高。且有些人，在订立公证遗嘱之前，往往会进

行自书遗嘱或写出遗嘱草稿。先不论该遗嘱的要件

效力如何，但仅凭该遗嘱本身，亦可加强证明立遗

嘱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性，有助于证明公证遗嘱的意

思表示真实。故如出现上述情况，则有必要将立遗

嘱人的自书遗嘱或自书的遗嘱草稿，留存于公证档

案之中备查。 

c、对于立遗嘱人订立遗嘱的过程，应当进行

现场录像。因为从证据效力角度而言，书面材料，

一般为传来证据（如精神状态鉴定证明）和主观证

据（如自书遗嘱草稿）。唯有对订立遗嘱内容进行

录像，才能提供最为坚实的客观证据和直接证据。

故笔者认为，无论立遗嘱人年龄老幼、疾病与否、

所处分财产多寡，均应当在订立公证遗嘱时进行现

场录像。 

四、如何在订立公证遗嘱过程中录像 

如何在订立遗嘱过程中录像，或者说，在订立

公证遗嘱过程中，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笔者认为，

应当注意如下内容：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NzI3MjgwNA==&mid=2247483933&idx=1&sn=3d0c7da244f629620fda742d726763d3&chksm=fdefc516ca984c009e7cc82d83570cf140686a0086f81929b774b13faece873d45cd91a54f71&mpshare=1&scene=1&srcid=01108dV1yXmolbesb5HBs5IC&key=cdd0d222300eca7eca4e398f11383665dccbbd708779eca2ca8e62bbf753a974e8d0a39ed1698d5a0ffb3438351cfc5ab2ee41dca70cd72248d5f7438c96592433f59a6aea1a6dc8ffaa5f6832abdab5&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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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时间、地点、人物 

作为公证遗嘱的开始，背景情况应当首先介绍

清楚。而笔者认为，所谓背景情况，无外乎时间（立

遗嘱时间）、地点（在哪里订立遗嘱）、人物（参与

这次立遗嘱的人都有谁，是什么身份）。将这些内

容交代清楚，有助于后面订立遗嘱内容的顺畅，也

给未来潜在的遗嘱争议的和平解决，打好基础和伏

笔。 

b、精神状态问题的询问 

精神是否良好，头脑是否清楚，笔者认为，无

论是否开具精神状态证明，均为必须询问之问题，

且不要询问一次，应当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反复询

问。例如，可以这样询问立遗嘱人“你头脑是否清

楚？你头脑是否糊涂？” 

c、订立遗嘱是否自愿 

此问题直接关系到立遗嘱人的意思表示的真

实性，故，笔者认为也不要询问一次，应当从正反

两方面，进行反复询问。例如，可以这样询问立遗

嘱人“你今天所立遗嘱是否自愿？是否有人强迫你

订立遗嘱？” 

d、立遗嘱人所处分财产的形式 

笔者不甚了解中国台湾地区，一般大众所受教

育及普法程度。就北京而言，虽然普通民众对于一

般法律的知晓率很高，但对于很多细节和法律概念

的差异，缺不甚了解。一般民众只是有，想将某财

产给予他人的意思表示，但对于具体的给予形式，

就不甚明了了。例如，很多立遗嘱人并不了解，遗

嘱所处分的财产，是在其死亡后才发生所立遗嘱财

产的所有权转移，即遗嘱是在立遗嘱人死亡时方才

生效的法律文件。故很多立遗嘱人在订立遗嘱的时

候，还不能完整的表达上述意思，这就给未来遗嘱

的撤销，带来了可乘之机。故明确立遗嘱人是否在

死亡后，才转移所处分财产，是明确立遗嘱人所办

公证为遗嘱公证的一个基本判定。故在询问时，应

当如下进行提问：“你是想在生前就将某某财产（如

不动产）就给某某人，还是想在你去世后，才将某

某财产（如不动产）留给某某人？” 

e、注意询问语言技巧 

在询问语言方面，笔者认为应当有一定的技巧

性。例如，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白话进行询

问。因为纯粹的法律用语，立遗嘱人不一定能够明

白，反而会引起歧义。另外，尽量避免在关键问题

上进行诱导性的提问，比如，不可以这样询问：“你

是要把某某财产（如不动产），在你死亡后，留给

你的大儿子吗？”，而是应当这样询问：“你是要把

某某财产（如不动产），在你死亡后，留给谁呢？” 

f、尽量采取遗嘱读取两遍法和最终确认 

所谓遗嘱读取两遍法，是指除非特殊情况（如

立遗嘱人高度近视、文化程度不足等），应当采取

立遗嘱人自行阅读一次和公证人员当场宣读一次

的两遍法，这样能够确保最大限度的核实立遗嘱人

的真实意愿。同时，立遗嘱人签字、盖章、捺指印

的过程，也要一并录像进去，确保万无一失。 

所谓最终确认，是在签字行为结束后，请立遗

嘱人对遗嘱内容及自愿性最好再进行一次确认的

过程，目的也是为了确认立遗嘱人意愿的真实性和

自愿性。 

无纠纷房屋继承过户情形中强制公证制度之正当性与合法性研究 

2018-01-12 不动产实务  江苏省南京市钟山公证处 徐梁栋 

https://mp.weixin.qq.com/s/uFzbO2x750fuWEvj_NL5U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g1MTAyOA==&mid=2649815258&idx=1&sn=d2aee37253da28f2cb6aba0917a80361&chksm=837385a1b4040cb70a9cd7635de3f40671bf2219db0fa8659b538edb3ed7094fccaa3c02c6a6&mpshare=1&scene=1&srcid=0112S8HMEDbgN1uhLvNkqt0u&key=7e17feaa908c57274e6af7eaad1c0b1a6ab8133b5d38e307c196a9729d91af764426e5f644b4f2eb403b107c556c095a3b44451193f36b6873665e2638ef90064fac6d26cf88590f39ad44b8de9ce625&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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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07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生效以来，因为法律层面没有明确无纠纷房屋

继承过户应当办理公证，强制公证制度遭到广泛地

质疑。质疑者认为，无纠纷房屋继承过户之强制前

置公证存在着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公证法》11条

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

项，有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向公证机

构申请办理公证”，而《物权法》（法律层面）及新

生效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行政法规层面）

均没有规定无纠纷房屋继承过户之强制前置公证

制度，因此不动产登记机关应当摈除传统做法，不

再要求凭公证书办理无纠纷房屋继承过户手续。 

为此，本文将从登记机关证据审查视角，从法

理上考察登记机关证据审查方式可能的选项，介绍

西方国家登记部门之证据审查方式，论证我国登记

机关在证据审查方式上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说明

强制公证之正当性，并就立法阶位问题，阐述清楚

法定公证与强制公证之区别，以说明强制公证并不

违反公证法及立法法的规定，以正视听。 

一、继承过户中登记机关之证据审查方式 

（一）民事权利与证据 

民事权利是指在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

人所享有的“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1]，根据

权利之作用标准，可以分为三类：支配权，即权利

人得直接支配标的，排除他人妨碍之权利；请求权，

即权利人得要求他人为特定行为之权利；变动权，

即权利人依自己的行为使自己与他人法律关系发

生变动之权利。可见，凡权利，均或多或少，或主

动或被动，或积极或消极，与他人发生着各种关系。

对权利人而言，“法律上之力”作用对象一定是他

人，是一种对他人的权利；而对他人而言，这种法

力则是一种枷锁，甚至是一种负担、责任和义务。 

因此，对于一个假设的理性人和经济人，他人

自然很乐意逃离这种枷锁，而权利人为了保障这些

民事权利能够得到顺利的行使和实现，有责任和义

务提供相应证据来支撑这些权利，使得这些权利的

内容和范围明确化，使得司法者、执法者、义务方，

甚至是第三方，也确信权利人拥有这些权利。这就

是所谓“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

权利离不开证据，没有证据就没有权利。房屋继承

领域也同样如此。 

（二）房屋继承中的证据需求 

首先，我们考察房屋继承的全过程：我国继承

开始于被继承人死亡，一旦被继承人死亡，相关权

利人即时获得继承权。获得继承权后，权利人便有

权开展遗产分割活动，签订遗产分割协议等，以获

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所有权。从理论上讲，遗产分割

完毕，根据分割结果，即便是房产，亦无需登记，

相应的继承人便已经取得所有权，完成从继承权到

所有权的转化，并且该所有权的取得时间因法律之

规定而直接追溯至继承开始时（即被继承人死亡

时）。然而，为获得能够取信于第三方的公信力，

新的所有权人往往需要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继

承原因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依权利人申请，不动

产登记部门审查所有权转移证据情况，并依法进行

登记。房屋继承全部过程完成。 

从上述房屋继承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权利人的

两次行使权利，并需要提供证据的情况： 

第一次，在遗产分割环节，权利人行使继承权

参与遗产分割。在此阶段，如果存在多名权利人和

利害关系人，除非所有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对遗产

分割无争议，达成一致认识，遗产分割可以顺利完

成，否则权利人只能通过诉讼来解决遗产分割纠纷，

以明确其权利及权利的范围。诉讼中，权利人必须

提供相关证据来支撑其所宣称的权利。 

第二次，在转移登记环节，权利人行使其新取

得的法律上已然确认的房屋所有权，要求不动产登

记部门进行转移登记。因为不动产登记簿法定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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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存在，登记部门为保障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正确

性，必须对所有权转移的相关证据进行审查。因此，

权利人也必须提供相关证据来主张其拥有所有权。 

（三）登记部门证据审查方式可能的选项 

权利人可以提供的证据有两种，一种是继承方

面原始证据，如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遗嘱（赠）、

遗产分割协议等。这些原始证据中存在着大量的需

要进一步查证核实的私文书，不能直接采信。如遗

产分割协议，其必须在核查完毕全部继承人的范围

有无遗漏、有无遗嘱、有无特留份额、继承人之间

对遗产分割是否形成了一致意见等情况，才能决定

是否采信。即便某些私文书被核实认为是真实的，

比如证明亲属情况的人事档案履历、户籍底档等，

但能否证明全部继承人范围，需要证据采信人的主

观判断。第二种是已具有法律效力的结论性公文书

证据，如继承公证书、法院裁判文书等。对于此类

证据，登记机关可以直接采信。 

与此相对应，登记机关审查证据的方式也有两

种：第一种是仅接受可直接采信的结论性公文书证

据，对其仅进行形式审查即可，而将实质性审查交

由形成该证据的机构审查；第二种是接受所有的证

据，自行决定是否采信，进行实质性审查。 

二、西方国家登记部门之证据审查方式 

（一）法、德登记部门之形式审查 

法、德是大陆法系国家，其拉丁公证制度发达，

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无纠纷房屋继承实质性审

查责无旁贷地落至公证人身上。1855 年法国登记

法第 4条规定，所有在登记机关公布的文件必须以

公证文书的形式制作。德国土地登记簿法第 29条

规定：“（1）只有当登记同意或其他为登记所必需

的表示业经官方文书或公证文书证明时，才能办理

登记。其他登记要件事项如果在土地登记局看来并

非显而易见，则需通过官方文书证明之。（2）（现

被删除）（3）如果基于行政机关所作的表示或请求，

即应为某项登记，则此种表示或请求应经签名并加

盖封印或印章。”[2]可见，法国、德国不动产登记

机构只接受公证书或官方文书作为登记的证明材

料，进行形式审查，而将实质审查交由公证机构或

法院等官方机构进行。 

（二）英国登记部门之实质审查 

英国是判例法国家，它的法律体系以法官为核

心展开，所有的法律问题均围绕法官来解决。此外，

英国没有法国、德国的拉丁公证制度，因此，立法

者自然而然就选择了以法官为核心构建不动产登

记制度。英国为不动产登记专门设立了一个法院：

英国土地注册处（Her Majesty’s Land Registry）

[3]。由于法院的介入，房屋继承审查难题迎刃而

解：发生继承事实之后，继承人只需要向法院申请，

提交证据，由法官作出产权变动的裁决，以确定继

承人范围和权利。在这样的方式下，法官通过对继

承方面原始证据的审查，作出裁决，是一种登记机

关的实质性审查。 

（三）美国登记部门之形式审查 

美国法律制度虽然亦同属于英美法系，但其登

记模式和英国并不完全相同，虽然部分州使用的是

英国托伦斯登记制度，但绝大部分州使用的是公共

记录登记制度。在公共记录登记制度下，登记机关

并不查明表彰内容是否正确，完全只作形式审查，

只检查、接受文件并予以记录，类似于图书馆或档

案部门。因而美国不动产登记又被称为“公共图书

馆型的记录系统”[4]。因此这种登记不具有任何

公信力，只是一个证据查询的平台。美国公众对于

房屋真正权利人的审查，一般在交易时依赖保险公

司进行，可以说保险公司的审查确保了继承人的正

确性。因此在美国，是由保险公司担保和背书继承

权。 

三、我国登记机关在证据审查方式上所能做

出的唯一选择 

在两种证据审查方式中，我国登记机关只能选

择采用形式审查方式，仅接受可直接采信的结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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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书证据，包公证书、法院裁判书、经法院确认

的调解书、仲裁等。理由如下： 

第一，在我国物权法律制度创立时，不动产

登记仅被设计为进行形式审查。 

依通说，我国不动产所有权转移模式被创造性

地设计为“债权合意＋登记”生效的折衷主义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基础性原因行为与登记行为相互独

立，仅存在基础性原因行为，没有登记，不动产所

有权不发生变动[5]，而如果仅存在登记行为，基

础性原因行为无效，亦不会发生不动产所有权之变

动[6]。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8条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

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

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

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

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

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

讼。 

由此可见，在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中，基

础性原因行为与登记行为是分离的。这种分离性体

现出，民法制度设计之初始就没有要求登记机关对

基础性原因行为进行实质性审查，因为如果登记机

关有义务对基础性原因行为进行审查，两者应当存

在高度的一致性。而如果要求登记机关对继承之基

础性原因行为进行实质性审查，将与民法层面的不

动产物权变动模式相冲突。 

第二，我国登记机关之行政管理方式决定了，

其只能对证据进行形式审查。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6条规定，国务院国

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不动产登记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

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

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的指导、

监督。此外，从诉讼救济方式来看，不动产登记纠

纷亦适用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

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0年 8月 2日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91次会议通过）第 1条

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房屋登记机构的

房屋登记行为以及与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等事项相

关的行政行为或者相应的不作为不服，提起行政诉

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由此可见，在我国

虽然登记机关大多是事业单位，其工作人员亦不是

公务员，但我国对登记机关的管理模式采用的是行

政式管理方式。 

《公务员法》12 条第五项明确规定，公务员

有义务“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可见，行政式管理方式的主要特点是，内部存在着

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命令与服从是主流。故而，

在行政管理模式下，登记官只能严格按照上级或文

件的规定，进行事务性工作，在职务的履行上不能

有任何的扩张或缩小，只适合做严格的形式审查，

不适合情况多样化的需要作出判断的实质性审查。

而继承的实质性审查对证据的采信能力有较高的

要求，具有裁决性质，是一种司法或准司法审查。

因此我国登记机关之行政式管理方式决定了只能

选择形式审查方式，直接采信的结论性公文书证据，

而不能像英国登记机关那样进行实质性审查，因为

英国登记机关性质是法院。 

四、无纠纷房屋继承过户情形中强制公证制

度之正当性 

由于我国不动产登记机关在证据采信上，只能

选择采用形式审查方式，只接受可直接采信的结论

性公文书证据，那么在无纠纷房屋继承过户中，要

求当事人提供公证证据是最佳的选择。 

第一，从公证职能来看，公证机构是法定专

业提供证据的部门。 

根据《公证法》2条的规定，公证机构的职能

是依申请对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

以形成公证证据。与之呼应，《民事诉讼法》69条

规定了公证证据可被直接采信的优先效力。实践中，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公证机构积累了丰富的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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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可以为当事人提供高

效的服务。据统计，目前全国通过公证证据办理房

屋继承过户手续的比重达到 90%[7]。 

此外，从责任能力来，我国公证赔偿基金和赔

偿保险的设立，保证了公证机构的赔偿能力[8]，

解决了律师提供类似服务存在的赔偿能力不足问

题。 

第二，从社会成本来看，公证机构介入无纠

纷房屋继承之实质性审查不会带来更多的成本。 

质疑者反对强制公证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

公证费问题。实际上，如果要求登记机关进行实质

性审查，并不能减少审查成本，只是改变了承担人。

从上文我们已知，在继承原因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

过程中，实质性审查是必须的，如果由登记机关进

行实质性审查，虽然依《物权法》之规定，不能收

取审查费，但审查过程所化费的成本依然是客观存

在的，甚至会因为登记机关之行政运行和管理方式

而更高。而公证机构是非营利性组织，除维持正常

运作外没有趋利性，会严格根据物价部门规定的标

准收取公证费，保持了最低的成本。 

此外，如果由登记机关进行实质性审查，这些

成本和费用将由国家财政负担，从显性转为隐性，

从原本的财产受益者承担转成全民平均共担。但如

果这样，房屋多的人会受益，没有房屋或者房屋少

的人则会受损，违反了“谁受益谁承担”原则，这

会带来社会管理上的不公平。 

但如果质疑者坚持认为这些成本和费用应当

由国家从税赋中承担，也可以要求国家财政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承担公证费，而不是摒弃强制公

证制度。这比要求登记机关进行实质性审查更具有

可行性。 

五、无纠纷房屋继承过户情形中强制公证制

度之合法性 

强制公证不同于法定公证，二者不可混同。《公

证法》11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

当公证的事项，有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

当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根据公证法出台初

始，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所编写的《公证法

讲话》这一官方解释，在存在法定公证事项时，当

事人应当依法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否则该项

民事法律行为将会因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形式要件，导致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9]由此可

见，法定公证的内涵是，公证是某项民事法律行为

的生效要件之一，如果缺乏，将导致该民事法律行

为不发生法律效力。 

由此看来，法定公证是一项关于某特定民事法

律行为要件的基本民事法律制度，故而《公证法》

要求必须由法律、行政法规层面进行规定。这也符

合立法法关于“民事法律制度”立法阶位的精神。

《立法法》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七）民事基本制度……”第 9条进一步规定：“本

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

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

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

事项除外。” 

而强制公证则不同，其是为了满足社会对事实

和法律的确定性需求[10]，获得第三方的信赖，而

由第三方提出某事项必须经过公证，形成公证证据，

方可被第三方接受的一种情况。其本质是第三方基

于证据采信原因提出强制性要求，公证与否本身并

不影响实体法律行为的效力。1991 年司法部与建

设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

联合通知》要求当事人在办理继承过户登记时应提

供继承公证书，就属于这种情况。类似规定的还有，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

定》40条第一款规定：“存款人死亡后，合法继承

人为证明自己的身份和有权提取该项存款，应向储

蓄机构所在地的公证处（未设公证处的地方向县、

市人民法院——下同）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储

蓄机构凭以办理过户或支付手续。”再者，为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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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签证申请人各种情况，各国驻华大使馆也强制性

要求了学历公证、经历公证、无刑事犯罪公证等。 

第三方基于证据采信的需要，根据自已的职能

和职权，当然可以强制要求相关当事人必须提供公

证证据。这种证据方面的强制要求，与法定公证有

本质的区别，因而并不违反《立法法》和《公证法》

的规定。因此，1991 年司法部与建设部联合发布

的《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关

于公证的要求，没有违反《立法法》和《公证法》

的规定，该通知是有效的部门规章。 

 

【注释】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1996年 8月第 1

版，第 61 页。 

[2]李昊、常鹏翱、叶金强、高润恒：《不动产登记程序的制度建

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76页。 

[3]同上，第 35页。 

[4]李亚虹：《美国财产法》，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8-179

页。 

[5]根据《物权法》第 9条，不动产物权变动须依法登记，发生效

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例外是，国家

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根据《物权法》第 28 条至第

31 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

等导致物权发生变动的，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因合法建造、

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无需登记，但处分该物权

时，需要办理登记。 

[6]这种情况下，如果第三人因信赖不动产登记簿，而与登记簿上

名义“产权人”进行交易，其将会依据《物权法》第 106 条关于不动

产的善意取得制度，而初始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但登记簿上名义“产

权人”依然是《物权法》第 106 条所规定的“无处分权人”。 

[7]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和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公

民继承权实现的两种途径》，《中国司法》，2011年第 7期。 

[8]江晓亮：《法国公证人的责任赔偿制度》，《中国公证》，2002

年第 5期。 

[9]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公证法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年 11月版，第 30-31页。 

[10]谈者、徐梁栋：《公证功能论》，《中国公证》，2012 年第 12

期。 

江苏公证丨丈夫去世后妻子使用其手机号 

泗洪公证首例手机号码继承权 

2018-01-17 达比伦制度 

http://mp.weixin.qq.com/s/NJtEk76BYMhYbpnBGudk2Q 

记者 16日从泗洪县司法部门获悉，泗洪县公

证处为家住青阳镇 50多岁的徐女士办理了丈夫手

机号码使用权继承公证。 

前不久，徐女士来到泗洪县公证处寻求帮助，

她说丈夫去世已两年，自己一直延用丈夫手机号码，

这个号码不仅有大量亲朋好友的联系方式，而且还

有他们夫妻俩缴水费、缴电费、银行卡通知等服务

功能，因此，想用自己的名字继续使用丈夫生前手

机号码，可电信部门告知除非有公证机关法律文书，

否则不能更改，所以前来寻求公证帮助。 

泗洪县公证处主任满永向记者介绍，徐女士的

公证事项请求，还是第一次遇到。为此，他们查阅

了大量法律法规资料，依据《电信码号管理办法》

《入网服务协议》等规定，

手机号码使用者享有对手

机号码的使用权。 

《合同法》也载明，

权利义务不随债权人死亡

而终止。另据《物权法》

规定，手机号码的使用权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NzA4OTA3OQ==&mid=2649539033&idx=3&sn=274890e05860f46d1148f95db323feeb&chksm=f4a20081c3d589975992ed3149ea5169638fb393ac3be1917c15013b30e9bfc6205b2c190343&mpshare=1&scene=1&srcid=01177dnBZ96dDbAHvChBp0Ep&key=304caf69ae97dec921f8576354d3dd6625d236cc3e0ee5527005cdbaa5a9093d16d45077132049813ae3bb112c4220439acee7837d1dd9ab914ba0011cb92a9abaf0966022dd6aa7060c527757c7f01f&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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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机主的动产，既然是个人财产，手机号码

使用权理应可以继承。 

公证处调查与核实后，为徐女士办理了丈夫手

机号码使用权继承声明公证。据对本案件进行回访

的公证人员韩雨介绍，在电信部门配合下，徐女士

携公证书成功将丈夫手机号码过户到自己名下继

承使用。 

国信公证处办理首例遗嘱监护公证 

2018-01-17 北京国信公证处 

http://mp.weixin.qq.com/s/Uhuh2KXrsUVQ-Twr510tuA 

近日，国信公证处接到 L先生的遗嘱公证申请。

L先生膝下本有两女。大女儿因种种原因，和 L先

生关系不好，双方对簿公堂十余年。小女儿则为重

度智力残疾，一直被 L先生照顾。现在 L先生年近

古稀，害怕自己去世后，大女儿无法善待自己的妹

妹，故申请办理遗嘱公证，并要求在遗嘱中写明，

在其去世后，让其妹妹作为小女儿的监护人的内容。 

国信公证处在接到该申请后，因为没有遇到过

先例，故组织业务骨干进行认真研究，确定可以依

据《民法总则》第 29条予以受理。后经多次与申

请人沟通，确认其真实意愿后，我处指派马麟、王

尊两位同志，为 L先生办理该遗嘱公证。 

在办理结束后，L先生激动的热泪盈眶，连连

说：“国信公证处是为民办实事的公证处，国信公

证人是有担当的公证人。”该遗嘱公证，是我处乃

至我市依据最新的《民法总则》第 29条，首次办

理的遗嘱指定监护公证。不仅赢得了百姓声誉，想

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同时也为未来《民法

总则》相关监护权内容的落地实践，积累了宝贵经

验。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zI1NTY4Nw==&mid=2653226905&idx=1&sn=2247cab0c3463ad1a17ccf206d987dbe&chksm=8039fbf1b74e72e734b554c3f2f04601689b4a7c5f4f70c0bec8053be9c590004178c87d02b7&mpshare=1&scene=1&srcid=0117Ml9KILhwmpGT5E2NrXPa&key=cf5e006f4a3611a3ad7fb3e1e35b3b8c4c7094c6e4e0acf1836699c3789e20a6f0ea0284d4e73b40c3cef9f344ef7f11f179a5fd68e877a5c5fc3f9d51235419986b16c8add0dab11ff04b37b80bd529&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530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八、新书资讯 

《中国人的婚姻、婚俗与性爱》 ： 

一部关于中国人婚姻性爱的民族志 

2018-01-03 学吧荐书团 社会学吧 

 https://mp.weixin.qq.com/s/Hi3IeCI9FBTFNqVueVA1LA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中国中部一个村落——西村——为考

察对象，对乡村社会中中国人婚姻缔结的全过程以

及围绕婚姻产生的一系列习俗、仪式和观念进行了

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对中

国人婚姻的缔结过程的描述和对婚俗、爱情与性文

化的剖析，下编是对“闹房”这一特殊习俗的专题

研究。该书是作者系列研究中国人与中国社会计划

化的一部分，通过对中国乡村社会人的婚姻、婚俗

及性爱的研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人的心理、

行为方式以及中国社会的特点及变化。该书是作者

常年跟踪、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成果积累，是笔者

“大规模文明社后比较研究”的中国案例研究，是

计划中的“伦人的生命轨迹” 系列著作（共三部）

之一部。 

本书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一、对中国人婚姻、婚俗及性爱的详细观察和

记录。笔者将西村作为考察、认识中国人和中国社

会的“实验室”，对该村进行了常年的跟踪调查。

其中部分章节曾在《社会学研究》、《青年研究》等

杂志上发表，并有较高的引用率。本书是在积累的

基础上写成的，提供了关于中国人婚姻缔结、婚俗、

性爱及其变化的目前为止或为最细致的观察和记 录。 

中国人的婚姻、婚俗与性爱 

尚会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 1月出版 / 98.00元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EyMjY2Nw==&mid=2651174585&idx=1&sn=9bbd7f22eb1a8a3b100c8d79dc84c238&chksm=bd7d887d8a0a016b737ec53f7e1053425800fe080235ace01aceeedb5d6dc4c13d578b5c99ab&mpshare=1&scene=1&srcid=0103EUsvJy5ZeNE3ccPSRas8&key=cdd0d222300eca7e6b1737f1650bc07dbf2d1bb412f71564a867070c2ebe25aed0fb9e5eccb8d6a1b135f0233a48c80f6b3461c581881e0eecc1affd6633b8950d42312bfd7f80bc4dd479c0f80482ba&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531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二、心理文化学的视角的分析。笔者从事大规

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集中在对中国、印度、日本

及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这部书是笔者系列研究

“中国人生命轨迹”的一部分，集中在对中国人的

青、壮年阶段的研究。该书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

把婚姻、婚俗与性爱与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伦人——相联系，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使读者对我

们自身的行为方式和所处社会的特点有所反思和

启示。这是其他类似著作所不具有的。 

作者简介 

尚会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华侨大

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亚非所亚太研

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与文化、文化与国

际关系、比较文化。主要著作有《心理文化学要义》

（2012）、《印度文化史》（2007）、《中国人与日本

人》（2010）、《种姓与印度教社会》（2001）、《印度

文化传统研究：比较文化的视野》（2004）等。 

名家推荐 

该书是一部以豫东农村为代表的完整研究汉

人的两性结合制度与习俗的专题民族志，资料翔实，

细节丰富，兼顾专题与整体的社会生活，兼顾现实

状况与历史变迁，是十分难得的潜心研究大作。 

全书以婚姻的缔结过程、仪式与习俗及其在乡

村的实践到婚姻制度，再到专门的闹洞房习俗的历

史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乡村案例研究的综合，

结构合理，分析深刻，重点和创新点突出，是通过

婚姻研究中国人心理与价值的得力之作，既代表了

汉人婚姻制度与习俗研究的新成就，也开拓了中国

人的价值心理研究的新角度。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教授 高丙中 

该书的资料基础形成于作者的长期实地考察，

具体案例来自河南一个有二千多居民的村庄，村庄

远离都市，保留了大量旧俗，但生活也正在发生变

化。在研究过程中，尚先生不拘泥于“田野”，还

广泛结合了民俗、历史和神话的文献记述，汇合第

一、二手资料，形成了对乡村婚姻、婚俗、性爱的

系统认识。本书具有高度的学术和现实关怀，可谓

社区研究的新成就，其论述空前详实，无论是其对

于婚姻的缔结过程和结果的考察，还是对于闹洞房

的考察，都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扎实的研究。此书涉

及往往被忽略的中国人的生活的最重要方面之一，

对于我们理解我们的现实处境，有着不可多得的启

迪。 

本书也可谓尚先生比较文明研究的自然结果，

其结构严谨、行文流畅、论据丰富，为我们认识中

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提供了来自历史和生活现场的

根据，无论对于相关专业的学者和学生，还是对于

一般读者，都会有相当高的吸引力和启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社会学、人类学教授 王铭铭 

全书目录 

上编  婚姻、婚俗与性爱 

第一章  婚姻的缔结 1：从“说媒”到“相媒” 

一  “说媒”：婚姻的提起 

二  “打听媒”：对媒人提供的信息做暗地调查 

三  “相媒”：对婚姻对象的“面试”和实地考察 

四  媒人及其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作用 

第二章  婚姻的缔结 2：从“见面”到“登记” 

一  “见面”：当事人的会晤 

二  “换帖”：确立婚约关系的仪式 

三  “登记”：法律程序的履行 

四传统婚姻缔结的特点及变化 

第三章  择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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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婚姻中理想的配偶条件 

二  择偶观的变化及其原因 

三  个案考察 

第四章  婚前交往 

一  婚前交往的变化及其原因 

二  婚前交往的形式 

三  婚前交往的进步与问题 

第五章  婚礼的特点：嬉闹 

一  嬉闹气氛的营造 

二  “迎亲”之“闹” 

三  “拜天地”之“闹” 

四  “磕头”之“闹” 

五  婚礼为什么有“闹”的特点 

第六章  婚礼上的随礼 

一  随礼的种类和性质 

二  对 4 份礼单的分析 

三  变化及其意义 

第七章  彩礼、嫁妆与婚事费用 

一  文献记录与乡村社会的现实 

二  婚事费用：对 3 个结婚个案的考察 

三  一个跨文化的比较：“彩礼婚”与“嫁妆婚” 

第八章  性、爱情与婚姻 

一  一个关于性与感情模式的假设 

二  问卷调查法的验证 

三  访谈与观察法的验证 

四  几点看法 

第九章  婚姻与生育 

一  “无子恐惧”、“生育崇拜”与“生育理想” 

二  “立门事”：多生男性后代的目的 

三  计划生育问题 

第十章  离婚 

一  文献、口头记录与西村离婚的实际 

二  乡村社会制约离婚的诸因素 

三  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第十一章  再婚 

一  传统社会中的再婚与守寡制度 

二  男子再娶 

三  女子再嫁 

第十二章  招婿婚 

一  传统婚居模式下的招婿婚 

二  对几个入赘个案的考察 

三  讨论和建议 

第十三章  换亲、转亲与“领媳妇” 

一  换亲与转亲 

二  “领媳妇” 

三  换亲、转亲和“领媳妇”的特点、差异及影响 

四  三种特殊婚姻形式存在的原因及变化趋势 

第十四章  婚姻与社会 

一  两则中原神话传达的传统婚姻信息 

二  传统婚姻的特点 

三  心理、行为与婚姻传统 

四  乡村社会婚俗的变化及其趋势 

下编“闹洞房”研究 

第十五章  婚俗研究 

一  “闹洞房”的概念和定义 

二  研究闹洞房习俗的意义 

三  中国婚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四  闹洞房研究使用的材料及方法 

第十六章  对新娘的戏谑活动 

一  “闹洞房”发生的条件 

二  闹洞房活动的种类及特点 

三  个案考察 

第十七章  对新郎和其他人的戏谑 

一  “戏郎”与“戏妇”的差异：以西村为例 

二  “戏郎”的种类及特点：对更广范围的考察 

三  对新郎父母和其他人的戏谑 

四  戏新郎的起源和意义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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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闹房习俗的社会功能 

一  婚俗与社会 

二  闹房的社会功能之一：密切新娘与新郎的关系 

三  闹房的社会功能之二：加快新娘角色转换和适应新环

境 

四  闹洞房与“雅文化”传统 

第十九章  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和“调侃关系”的闹房 

一  作为一种娱乐活动的闹房 

二  作为一种“调侃关系”的闹房 

三  个案考察：一次闹客自闹的闹房活动 

第二十章  闹房习俗的巫术功能 

一  巫术功能之一：祈求家族兴旺发达 

二  巫术功能之二：祛凶辟邪 

三  对西村一个铺床仪式的考察 

第二十一章  闹洞房与性文化传统 

一  闹房活动中的各种性意象 

二  闹房活动中的性意象与性文化传统 

三  几个听房个案 

第二十二章  闹房习俗的变化与当代中国婚俗的整合问题 

一  闹房习俗的变化 

二  闹房习俗变化的主要原因 

三  当前城市婚礼的特点 

四  当前中国婚俗的整合问题 

第二十三章  闹洞房习俗的历史沿革与起源 

一  历史上的闹洞房习俗 

二  乱婚、掠夺婚与闹房习俗的起源问题 

附录 

附录 1  HYG与 MCB 离婚文件 

附录 2  婚姻、爱情、家庭七问：从人为什么结婚到剩女

问题 

亚洲商法学会《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国别报告》正式出版 

2018-01-09 华政国际私法评论  ABLI 

http://mp.weixin.qq.com/s/G826YdpW8Sk6iwOs62IHWA 

2018年 1月 8日，亚洲商法学会（或译亚洲

商业法律研究所，Asian BusinessLaw Institute，

ABLI）发布了标题为《在亚洲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

的国别报告。该报告涉及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10 个成员国和亚洲的其他 5个经济体，即中国、

印度、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1]并提供了上述

国家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规则及相应要求。这是

东盟所有成员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第一次发

布此类报告，无论对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均有重要参

考作用。 

该报告是亚洲商法学会外国判决项目的成果

之一，由来自 15个国家的法律学者和法律从业者

写成。外国判决项目主持人为新加坡管理大学

（SingaporeManagement University）艾德琳张

（AdelineChong）副教授，另一主持人为新加坡管

理大学的坡利许（Pearlie Koh）副教授，项目顾

问是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安德烈彭（Andrew 

Phang）大法官。国别报告中的中国部分由武汉大

学郭玉军教授负责。 

2016年 8月，该项目由 ABLI 理事会批准，目

的是确定在东盟及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协调承认

与执行外国判决规则的最佳方式。该项目的背景是，

亚洲尤其是东盟及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贸易自由

化程度较高，但是该地区的多元化的法律环境可能

引起许多不确定性，并因此增加跨境争议解决的成

本。亚洲国家分别属于普通法系、大陆法系和混合

法系，不同的规则不仅使得诉讼当事人因不同法律

之间重大和细微的差异而感到困惑，同时原告可能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zMxMjI5Mw==&mid=2654105498&idx=1&sn=b43e0dfefff6526d1069d226faec0e57&chksm=806247d0b715cec6333a0ba053e25cb3e40d8f1ee53aeae9ca47a37fb5de90edd3dcceff4dd4&mpshare=1&scene=1&srcid=0110UMEMvrTEA4H8plEglHQ2&key=cf5e006f4a3611a39e7ee57c08030e6895c15bfc2c819086072ef506ffb8a3e1dac161983601e1bb06825284969572b6a471e9869f746d04e9804653d7d1d1a87050b96916aba85fe47b6f7705ef087c&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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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来之不易的胜诉判决无法在外国得到承认与

执行。比如，印尼和泰国不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

尽管存在对其有利的外国判决，尽管该外国判决可

能在当地诉讼中作为证据提出而在上述 2个国家

具有效力，但是诉讼当事人需要以相同的诉因再次

起诉。一些其他国家仅在原审国（作出判决的法院

所属的国家）和被请求国（被请求对判决予以承认

与执行的国家）具有条约关系时，才承认与执行外

国判决。大陆法系的此种互惠要求可以认为是在普

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统一此一领域法律制度的

最大障碍之一。 

该项目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确认每一国

家现有的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规则，并撰写国别

报告，重点关注主要原则，因此内容简明短小，此

一阶段已经完成。第二阶段将根据第一阶段的国别

报告，考察是否存在足够的共同区域以推动该法律

领域趋于一致，以及如何趋于一致。对于 ABLI将

如何推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领域的法律趋于一

致，我们拭目以待。 

链接：2017年 6月 8日，第二届中国-东盟大

法官论坛在南宁举行，这次论坛通过的《南宁声明》

强调，“区域内的跨境交易和投资需要以各国适当

的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机制作为其司法保障。在

本国国内法允许的范围内，与会各国法院将善意解

释国内法，减少不必要的平行诉讼，考虑适当促进

各国民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尚未缔结有关

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国际条约的国家，在承

认与执行对方国家民商事判决的司法程序中，如对

方国家的法院不存在以互惠为理由拒绝承认和执

行本国民商事判决的先例，在本国国内法允许的范

围内，即可推定与对方国家之间存在互惠关系”，

即在一定条件下，采取推定互惠的做法。 

链接：ABLI是新加坡法学会（Singapore 

Academy of Law，SAL）的下属机构之一，其常设

机构位于新加坡，其发起、实施和促进研究，目的

是促进亚洲商法的统一并提供实务指引，其使命是

消除在亚洲法律体系间构成障碍的不必要的和不

受欢迎的差异。 

国别报告全文下载地址：

http://abli.asia/PROJECTS/Foreign-Judgments

-Project. 

 

[1]澳大利亚在地理上属于大洋洲，但在经济上与亚洲

更为接近。以 2016 年为例，从单个国家来看，中国、日本、

韩国分别是澳大利亚第 1、2、4大贸易伙伴；从整体来看，

东盟与澳大利亚的贸易总额已超过日本与澳大利亚的贸易

总额，即相当于东盟第 2 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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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律师所反家暴典型案例集《扬法治之剑 惩家暴罪戾》 

正式出版，欢迎围观！ 

原创 2018-01-12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千千律师所 

http://mp.weixin.qq.com/s/kO2KC_rTGadrqpHr1eWD_A 

2013年 8月，千千律所发起组建了“反家庭暴

力公益法律援助志愿律师工作小组”。四年来，为

对该工作小组近年来所承办的涉家暴典型案件做

一系统梳理，为对《反家庭暴力法》在基层施行 1

年多来的实践情况做一见微知著式的小结，也为重

现千千律所及其反家暴律师工作团队在推动《反家

庭暴力法》具体条款出台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特

集合团队之智慧，分工协作编写完成这本《扬法治

之剑 惩家暴罪戾》，欢迎大家围观！ 

《扬法治之剑 惩家暴罪戾》 

全书行文条理清晰，逻辑缜密，层层渐进。每

一个案例的开篇即以导读的形式将整个故事的轮

廓呈现在读者面前，接着以生动翔实的笔墨，从案

情回顾到办案经过，从法院裁决到社会反响，从案

件思考到专业点评，逐一对案件进行深度剖析，带

领读者走进一个又一个引人入胜的涉家庭暴力个

案世界。 

本书既有丰富生动的故事叙述，也有深刻严谨

的法律分析和专业点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有

较强的可读性，是一部不错的反家庭暴力普法宣传

教育读本。我们期盼，这本案例选所提供的经验、

教训能对未来的反家庭暴力工作有所裨益。我们期

盼，这本案例选中所提出的问题和思考，能够引起

所有关注家庭暴力问题的职能部门和社会公众的

共鸣。我们也期盼，这本案例选的写作模式能成为

类似案例编写的模版与范本以供借鉴。 

感谢所有参与本书写作的律师朋友们，感谢知

名刑辩律师曹春风律师在百忙之余抽出时间为本

书案例所做的精彩专业点评，感谢千千律所反家暴

律师工作小组韩林组长、单晓岚副组长、简黛西秘

书长以及所有组员和律所志愿者张晓宁女士为本

书编写所付出的努力，感谢荣维毅女士和陈香女士

等人为完善“中国反家庭暴力大事记”所提供的重

要素材，也感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在《反家

庭暴力法》施行刚满 1周年之际即让本书面世，第

一时间走进关注家庭暴力问题的读者视野。 

防治家庭暴力，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构建家

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你我责无旁贷。 

让我们在一起，携手对家庭暴力宣战，不再做

家庭暴力的沉默者，共同将“家庭暴力零容忍”理

念洒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为所有的家庭暴力受害

者都撑起一把法律保护伞。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MjA1MDc1NA==&mid=2247484038&idx=1&sn=8726db8fe7fc132cc0301c21fae5f265&chksm=fb21d22bcc565b3d3af579237c315d116203140da8e733e49bda079ba20ee1728ff5952e72fa&mpshare=1&scene=1&srcid=011253W6KYCgolgToqeMUJnX&key=e69b003677a0a18ac834bee326d492ba53296899ac3c442b3a76225179a2052185159643cf633299678187d7929570837ecb4e4f88e26f7f73709bc28a0e5cfcca5d1e0060800cc1f29f133e82193c39&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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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历年出版专著、手册、报告 

22 年来，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及其前身北

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推进妇

女权益保护和公益法律方面，出版了一系列专著、

法律手册、技能手册及调查报告。 

编者注：22 年来，千千律所及其前身北京大

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共接到来自全

国 29个省（区、市）的涉家庭暴力的法律投诉 10000

余件，无偿援助典型案件 600余件，其中不少案件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如湖北夏某产后第 17天

被丈夫挖眼案、北京女青年董某被家暴致死案、四

川安岳妇女李某以暴制暴被判死刑案、孙某诉陈某

家庭冷暴力与十年无性婚姻案等等。 

 

千千普法手册、技能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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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关于妇女权益保护和公益法律方面的著作 

 

千千普法手册与技能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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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调研报告 

 

千千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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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电影推荐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家庭伦理剧｜来源：百度百科、腾讯视频 

2018-01-07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编辑 

http://mp.weixin.qq.com/s/Oh0ZNdG6z63vQXTEOuf7RA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一部由张建栋、吴孝

明联合执导，梅婷、冯远征、王学兵、董晓燕等联

袂主演的家庭伦理电视剧。 

该剧是中国第一部直观反映家庭暴力的影视

作品，镜头瞄准了暴力家庭成员的心理和心态上的

微妙变化，故事描写了医界名流安嘉和与美貌妻子

梅湘南新婚燕尔之时，丈夫对妻子的言行难以信任，

深深的爱恋由此转化为苛刻的束缚。 

该剧于 2001 年 10 月 22 日在南京电视台新闻

综合频道播出。 

基本信息 

中文名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出品时间 2002 年 

出品公司 湖北唯艺传播有限公司 

制片地区 中国大陆 

拍摄地点 厦门 

导  演 张建栋；吴孝明 

编  剧 薛晓璐；姜伟 

主  演 梅婷，冯远征，王学兵，董晓燕 

集  数 23 集 

类  型 

剧情伦理 

上映时间 2001 年 10 月 22 日 

制片人 朱质冰 

拍摄日期 2001 年 3 月至 2001 年 5 月 

 

剧情简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0294&idx=1&sn=3820970d68fa573b68e95005d15886a2&chksm=8b182666bc6faf70751c2394480a2239916477227f97fabf09734422d14734d31cfc52771c4b&mpshare=1&scene=1&srcid=0107pQNutf7ankq3dcfe90S3&key=cdd0d222300eca7ea8877f6d4d6f1b6ad1c973076415934abe548c3db3e48e630b7ff8dd2ad0576b11669cd34925fa65382572dc064a2b5c8cb5e239d7f129a2009cf920df2f51718f15c1c6dd4da353&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BItUokRt9oUF06d7O9Y0k1I3q1rJ4xGDMWf0bmuEH1T1B2b%2Ba1J08JBttWJpW1XO&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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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2 月的一天，新疆喀什某监狱警铃大

作，重案犯高兵越狱。半月后，即将升任副院长的

外科手术专家安嘉和与中学老师梅湘南的婚礼正

在厦门举行。然而,警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和谐的

气氛，梅湘南被告之；当年将她强暴的高兵，前两

天越狱了，很有可能会来找她。看着满脸幸福的安

嘉和，梅湘南继续隐瞒了她的过去。 

安嘉和也同样没有忘记因车祸去世的前妻张

小雅，就在他认为和梅湘南的婚姻使自己重获新生

时，高兵出现了。梅湘南被高兵劫持，但很快就被

安嘉和当警察的弟弟安家睦抓获。安嘉和终于知道

了梅湘南对他隐瞒的一切，疑窦重生的安嘉和在争

吵中竟对梅湘南动手。梅湘南惊愕不已。新婚家庭

因此蒙上猜忌和家庭暴力的阴影。 

事后，安嘉和后悔万分，情真意切地留住了想

离开的梅湘南。梅湘南满腹委屈的找好友刘薇诉说，

刘薇警告梅湘南，过去的事早谈清楚，否则越演越

烈。不久，高兵自杀，安嘉和被怀疑有杀人动机，

在单位被停职。回到家，他怪罪梅湘南，两人大吵，

安嘉和盛怒之下又一次打了梅湘南。这一次，梅湘

南没有原谅他，夫妇俩分床而睡。对面的楼里，摄

影师叶斗正时刻窥视着安家的一举一动。 

刘薇将梅湘南接到了自己家里，劝梅湘南离婚，

梅湘南没有思想准备，因为她内心深处还爱着安嘉

和。不久，因为安嘉睦在执行公务时身负重伤，生

死选择关头，梅湘南回到安嘉和身边，鼓励他做好

这次手术，安嘉和手术成功，梅湘南悉心照料安嘉

睦，在弟弟的羡慕面前，两人都有所感触。回到家

里，安嘉和想尽办法请求梅湘南的宽恕，梅湘南哭

出了多日的委屈。 

叶斗密切注意着安家的情况，面对安嘉和一次

次的暴力，出于愤怒，他给安嘉和寄去了一张他拍

下的照片。安嘉和大惊失色，决定查出是谁威胁着

他。 

一次实验课的着火事故使梅湘南被调离了教

学岗位，安嘉和趁机让梅湘南辞去工作。刘薇对梅

湘南的软弱大加指责。在安嘉和的精神压力之下，

梅湘南拨通了远在福州的妇女救助热线，晓凡的耐

心开导，使梅湘南对自己的未来又升起一线希望。

但就在她和晓凡的又一次通话时，狂躁的安嘉和闯

进来，不由分说一顿拳打脚踢，晓凡耳闻着这一切，

愤慨万分。 

对面，叶斗拍得兴起，终于被悉心的安嘉和发

现。安嘉和与叶斗达成了协议：以五万元买下他殴

打梅湘南的片子。梅湘南决心与安嘉和离婚，安嘉

和恼羞成怒，将正在家收拾衣物的梅湘南肆意殴打，

并将梅湘南囚禁在家中。安嘉和得知叶斗又复制了

录像带，便来到叶斗家中，失手将叶斗杀死，破坏

了现场，消踪匿迹。 

安嘉和将伤口恶化的梅湘南送到医院，梅湘南

得知自己已经怀孕趁安嘉和不备，匆匆逃离医院同

一时间，安嘉睦接到叶斗被杀的报案。叶斗的死和

梅湘南的出走，使安嘉和情绪异常，提到副院长的

事也不了了之。不久，传来梅湘南因车祸身亡的消

息，安嘉和的心绪败坏到了极点。 

逃亡中的梅湘南在福州，看到了得了绝症的刘

薇，并在一家小饭馆找了份工作。由于送餐，她结

识了报社记者郑同，郑同对梅湘南的来历感到怀疑。

郑同一直在帮助梅湘南，可两人都不知道他们早已

通过电话。 

梅湘南从电视里知道自己死亡的消息，犹豫间

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精明的安嘉和从一声"喂"中听

出了端倪，通过种种蛛丝马迹，安嘉和断定，梅湘

南没有死亡。安嘉和几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梅湘南。

梅湘南不愿回去，安嘉和竟请来了梅湘南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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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梅湘南只得回家。 

就在梅湘南打电话和郑同告别时，郑同通过以

前的热线录音终于发现这个化名的女人就是曾给

他打电话求助的梅湘南。他不能再让梅湘南浇入安

嘉和的手里。因当年打伤高兵入狱的梅湘南哥哥梅

建刚保外就医，无意中看见了那盒叶斗拍的家庭暴

力录像带，看见了妹妹挨打，他心里难受，想和安

嘉和谈，可是，总没找到机会。安嘉和由于怎么也

找不到那盒录像带，他怀疑是梅湘南故意藏起了录

像带，又一次对梅湘南大打出手，结果梅湘南被打

流产了，而且，下肢严重受伤。 

梅建刚因妹妹流产打了安嘉和，并说出录像带

的真相，安嘉和无奈只好杀人灭口。安嘉睦对梅建

刚的案件及为关注，但没发现任何线索。晚上，梅

湘南给刘薇的家中打电话，询问病情，意外得知刘

薇已经去世，她伤心不已。安嘉和伙同保姆对梅湘

南开始严加看管。 

梅湘南一直在偷偷锻炼自己身体，试图摆脱轮

椅――她在准备自己的出逃计划。不久，安嘉和提

了副院长，周末约朋友一起去郊外玩，梅湘南也去

了。郊外，众人玩得开心时安嘉和却发现：轮椅空

了。安嘉睦对嫂子的出走不理解，但却引起了他更

深地思索，他觉得嫂子的失踪可能和哥哥有关，虽

然他还一时闹不清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安嘉

睦加紧了对叶斗案件的调查。 

这天，安嘉睦在叶斗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

说叶斗以前在他们打印社打印了解说词，叫他赶快

来取。安嘉睦把解说词仔细阅读，他看到了在解说

词中所说的位置，正是哥哥家的窗口，安嘉睦心中

开始了对安嘉和的怀疑。在泉州，郑同费尽周折，

终于找到了梅湘南。在社会救助机构帮助下，梅湘

南渐渐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在郑同姨妈作校

长的私立学校作老师。 

出于一个警察的职责，安嘉睦开始了对哥哥的

调查，潜入哥哥家，进行了仔细搜查，他惊讶地发

现了叶斗拍下的录像带。安嘉和把自己的所有不愉

快都归罪于梅湘南的出逃，对妻子有了彻骨的仇恨。

安嘉和开始用自己的办法寻找梅湘南。安嘉睦也迅

速知道了梅湘南的下落。安嘉睦赶到安嘉和家，发

现安嘉和正准备离开。安嘉睦突然劝哥哥投案，安

嘉和否认自己涉案，说这一切全是梅湘南的错，是

她毁了自己，他就是死也要去找她，也得死在一起。

安嘉睦警告他，不能离开这个城市。在一番情与法

的对话中，安嘉和利用弟弟对自己的体恤之情打伤

安嘉睦，抢枪逃跑了。 

安嘉和从电话簿上找到了泉州所有疗养院的

地址，决定守候在那里，等待梅湘南的到来。安嘉

睦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梅湘南学校，发现梅湘南去

了郑同工作间。守候在疗养院里的安嘉和发现了郑

同，便跟郑同来到他的工作间，用枪逼住了郑同。

梅湘南来到郑同工作间，看见眼前的安嘉和，并不

惊慌，对安嘉和的苦苦哀求也无动于衷。这时，警

察赶到，安嘉睦冲了进来。面对情同手足的弟弟和

曾经深爱的梅湘南，安嘉和悔恨交加，但他知道，

没有任何退路了，他朝自己扣动了扳机，自杀身亡。 

噩梦终于过去了。梅湘南和安嘉睦搀扶着重伤

的郑同，走出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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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和 

演员 冯远征 

医院外科专家，是众人眼中一等一的好男人，

他的事业一帆风顺，然而他却是一个具有家庭暴力

倾向的丈夫。恰巧一次家庭暴力行为被对面楼的邻

居叶斗拍了下来，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前途，安嘉和

向叶斗取回底片时，失手将其杀死。自此，安嘉和

走上了不归路，不仅家庭暴力在迅速升级，为人也

渐渐变得心狠手辣。 

梅湘南 

演员 梅婷 

安嘉和的第二任妻子，由于她有一段不堪回首

的往事难以启齿，不料丈夫却最终起了疑心。家庭

暴力的阴影开始在二人之间滋长。梅湘南在最初因

为两人发生争执遭到安嘉和的毒打时，也是一忍再

忍，对他抱有幻想，希望他能够就此改变。但后来

她便发现自己错了，安嘉和打妻子已经成为一种习

惯了，而且她的容忍换来的只是使丈夫的暴力不断

地升级.从最开始打一个耳光发展到将大腿打骨折，

其中最让梅湘南心痛的无疑就是因安嘉和的毒打

使她肚子里即将出世的孩子流产，对于一个 25 岁

即将当妈妈的女人来讲，丧子之痛要远远超过她身

体上的疼痛，梅湘南在认定安嘉和不可能改变后，

便断然决定离开他，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虽然两

次出走都被抓回来了，但她还是一直在坚持，最终

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 

安家睦 

演员 王学兵 

安家和的弟弟，同时他又是一个警察。安家睦

与梅湘南是叔嫂关系，其间有复杂而微妙的感情萌

动，却因伦理道德最后不了了之。身为警察的安家

睦最终还是割断手足情，为受虐的嫂子梅湘南伸张

了正义，尽到了一名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 

郑同 

演员 曹卫宇 

一名报社记者，帮助梅湘南。在来往中，他亦

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坚强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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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颜：工作日下午 3 点的恋人们》（昼颜～平日午後 3 时の恋 

人たち～）| 家庭伦理剧 | 来源：百度百科、腾讯视频 

2018-01-13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编辑 

http://mp.weixin.qq.com/s/jk-jqPQIH4lquwHULPE88w 

 

《昼颜》，全名：《昼颜：工作日下午 3 点的恋

人们》（昼颜～平日午後 3 时の恋人たち～）是由

西谷弘执导，上户彩、吉濑美智子等主演的日本电

视剧，以形容送丈夫去公司后认真做完家务，在平

日白天和其他男性坠入爱河的主妇的新词语“平日

昼颜妻”为主题。 

该剧于 2014 年 7 月 17 日起每周四晚上 10 点

在富士电视台播出。 

基本信息 

 

外 文 名  昼颜～平日午後 3 时の恋人たち～ 

其它译名：昼颜：工作日下午 3 点的恋人们 

出品公司：富士电视台 

制片地区：日本 

拍摄地点：日本 

首播时间：2014 年 7 月 17 日 

导    演：西谷弘 

编    剧：井上由美子 

主    演：上户彩，斋藤工，吉濑美智子， 

北村一辉 

集    数：11 集 

每集长度：45 分钟 

类    型：婚姻，伦理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0317&idx=1&sn=5dba8137319eb22cda366b31a352b16b&chksm=8b18265dbc6faf4b3da6fdcb88b9f69d99b04c4420ae3d0f03ac2b71ba7ab799b14ef409734d&scene=0&key=e69b003677a0a18a1dd91ccdabec8b1c02e6323440b65d5a4612919ff6a40f4980d01ebd58c90df0a2359065a14f8821ba743b924ec38dd16ae8d4257e7a340685d0ff16a38c456532b96a178b6d7e55&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6&lang=zh_CN&pass_ticket=rSCT202UoxxNiPS5O%2Fsf1ErQvAK%2FCT2kr%2FsZgH4xnF2uqy49o5oCAQemUZ6FyKPl&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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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该剧讲述的是深入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的

终极恋爱故事。 某天下午，纱和（上户彩饰）在

结束收银工作后无意识地在打工的超市里偷了口

红。目睹了部分经过的利佳子（吉濑美智子饰）以

替纱和保密为交换条件，要纱和替她的出轨做不在

场证明。利佳子是理智地不断搞婚外情的“平日昼

颜妻”。纱和为了守住“幸福”答应了利佳子的要

求。在此过程中，纱和邂逅了高中教师北野（齐藤

工饰），渐渐地满脑子都是北野，最终在诱惑下跨

越了绝对不能越过的那一条线...[1] 

笹本纱和 

演员 上户彩 

女主角纱和，31 岁，与老公相敬如宾，每天

送走上班的老公、应付缠人的婆婆后，她会换上朴

素的 T 恤牛仔裤加球鞋，蹬上自行车，去附近的

超市打工。娘炮丈夫对她没有兴趣，婆婆对她吹毛

求疵，生孩子没指望，需要兼职打工以帮补家庭，

日常生活像巨大的泥沼陷她于无望。纱和和利佳子

因为一次意外纷争相遇，在对方的诱导下成为偷情

的“共犯”，和已婚生物老师裕一郎擦出微妙火 

 

泷川利佳子 

演员 吉濑美智子 

利佳子住在纱和家对面一栋别墅里，丈夫是杂

志社的主编，有两个可爱的小孩，长得漂亮迷人，

却在背地里寻找婚姻之外的恋爱目标。她天生就必

须是人群焦点，利佳子是纱和偷情之路的导师，她

用一套理论为纱河洗脑，对于把自己当成冰箱一样

轻视的丈夫，她利用男性社会的规矩冷静而沉着地

干着下午三点的恋爱，用极高的智商肆意而放荡地

寻找年轻男子的肉体。 

加藤 修 

演员 北村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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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岁，画家。利佳子的外遇对象。因为靠本行

活不下去，只好为利佳子丈夫的杂志画插画。受利

佳子之托帮她画肖像画，因画作仿佛看穿她的本性，

而吸引到利佳子。 

北野裕一郎 

演员 齐藤工 

33 岁，高中的生物老师。从小就喜欢动植物，

在家也有养鸟跟鱼。虽然是优秀的研究人员，但因

为心直口快，人际关系不佳，在研究室待不下去而

转任教职。 

笹本俊介 

演员 铃木浩介 

38 岁，家具制造商的宣传课长。纱和的丈夫。

是个超级自恋狂。在公司以疼老婆出名，这样额形

象让她颇得意。但他有个只有妻子才知道的秘密。 

 

 

《身为人母》（ Little Children）｜家庭 

伦理电影｜来源：百度百科、腾讯视频 

2018-01-27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编辑 

http://mp.weixin.qq.com/s/figvU89jAUZeO0FQR8A2Bw 

《身为人母》是由新线电影公司出品，托德·菲

尔德执导，凯特·温丝莱特、帕特里克·威尔森等

主演的爱情片。 

该片讲述了年轻父亲布拉德和同样在家带着

孩子做家务的年轻母亲萨拉之间的一段精神婚外

恋故事。 

影片于 2006年 11月 3日在美国上映。 

 

 

 

欲观看正片，请点击：

https://v.qq.com/x/cover/iwocqnz6k6x4uzy.h

tml 或者点击本文左下角“阅读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0383&idx=1&sn=d722fe95b9820d2ff146ee1423d2d32c&chksm=8b18269fbc6faf895e518be0ba1dd62cdf68ecd7f85f2d47ecf66213fe347a61c4f647c74f70&scene=0&key=cdd0d222300eca7e9979eda2cc2da583b48871be475ce3e5e129fa4d6180e1e803cc480147216e52e89745e1abb8fdd59a9d49722dc56e1663a76084a5c47652f964b36161ec2e10033091cdaf7c2a18&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GQpEUbwkBJ%2FTM3mtRE8S%2Bfv4nCdXeiwxbD8tHRotEHzvCSUhTU4ZqRTcN5olWwYI&winzoom=1##
https://v.qq.com/x/cover/iwocqnz6k6x4uzy.html
https://v.qq.com/x/cover/iwocqnz6k6x4uz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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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中文名  身为人母 

外文名  Little Children 

其他名称  隔墙有心人/小孩 

类型 剧情/爱情/家庭 

导演  托德·菲尔德 

主演  凯特·温丝莱特，帕特里克·威尔森，

詹妮弗·康纳利，杰基·厄尔·哈利 

编剧  托德·菲尔德，汤姆·佩罗塔 

上映时间  2006年 11月 3 日 

片长  137分钟 

对白语言  英语 

制片地区  美国 

出品公司  新线电影公司 

出品时间  2006年 

imdb编码  tt0404203 

色彩  彩色 

 

剧情简介 

一处平静又寻常的社区里，主妇萨拉每天的工

作就是带孩子，而她的丈剧照夫理查德却整日沉迷

于成人网站自慰，夫妻关系濒临有名无实的境地。

无聊的日子中，萨拉的注意力被同社区的“律师情

人”布拉德所吸引。布拉德的妻子凯西是位女强人，

平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家庭，夫妻之间越渐陌生。

萨拉和布拉德由借带孩子之名越走越近，时常在社

区游泳池相会，他们最终跨越了界线……这个夏天

的压抑气氛，伴随社区到来了一位恋童者所引发的

恐慌达到了顶峰，萨拉在难以忍受与布拉德的地下

情之后提出了私奔计划。而在当晚，没有料到的情

况发生了。[1] 

 

角色介绍 

帕特里克·威尔森饰演布拉德·亚当森 

一个英俊的家庭主夫，拥有轮廓分明的好看面

容，是妈妈们乐于谈论的大帅哥，风度翩翩的他在

年轻母亲中极有知名度，甚至被暗暗封做“舞会之

王”。曾经是警察的布拉德因为在事业方面过于成

功的妻子凯西备觉压抑，将傍晚应该在图书馆学习

的时间，都花在和他以前当警察的伙伴拉里踢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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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温丝莱特饰演莎拉·皮尔斯 

一个长相普通的家庭主妇，曾经是主修英美文

学的硕士研究生，更是学校中提倡男女平等的积极

分子，却始终没能毕业，因为她永远不能完成自己

的论文答辩。拥有一段错误的婚姻，她过着不称心

的生活，悲哀地发现自己成了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 

詹妮弗·康纳利饰演凯西 

布拉德美丽的妻子，因为忙着赚钱从没有注意

到自己的丈夫在外偷情，一直逼布拉德继续进修对

他造成压力

获奖记录 

获奖时间 届次 奖项名称 获奖作品/人物 备注 

2007 年 

第 79 届 

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 托德·菲尔德，汤姆·佩罗塔 

提名 

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杰基·厄尔·哈利 

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凯特·温丝莱特 

第 64 届 

金球奖最佳编剧 托德·菲尔德，汤姆·佩罗塔 

金球奖电影类-剧情类最佳影片 身为人母 

金球奖最佳女主角 凯特·温丝莱特 

第 60 届 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女主角 凯特·温丝莱特 

 
美国演员工会奖最佳男配角 杰克·哈雷 

 
美国编剧工会奖最佳改编剧本 陶德·菲尔特、汤姆·佩若塔 

 
广播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影片 身为人母 

 
芝加哥影评人奖最佳男配角 

杰克·哈雷 获奖 

 
达拉斯沃尔斯堡影评人奖最佳男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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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通知  

家事法实务沙龙综述｜陈云：《大额保单操作实务》 

2018-02-04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整理 

https://mp.weixin.qq.com/s/LREHzaiovv7W-zSjHCe6eA 

《大额保单操作实务》 

经过 30多年的发展，我国民众积累的财富逐

渐增多，与此同时，我国的保险业也进入了快速发

展的阶段。当前，如何做好家庭及家族财富的管理、

规划及传承，已成为国内一些家庭日益关注的问

题，“保险”作为财富管理和传承的金融工具之一

逐渐引起他们的关注。 

家庭财富管理和传承的过程中存在着哪些法

律风险，保险本身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属性，在家庭

财富管理和传承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

用？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下，如何依据不同的家庭情

况和需求设计出个性化的保险架构，私人财富管理

中如何规划和运用大额保单等等均是大家比较关

心的问题。 

“家事法苑”家事法主题 QQ 群特邀请有丰富

家庭财富管理经验的新时代信托私人信托部首席

财富顾问陈云老师开设此专题讲座，分享和交流相

关的实务经验与体会。关的实务经验与体会。 

主题：《大额保单操作实务》 

主讲人：陈云（新时代信托私人信托部首席财富顾问） 

主持人：邓雯芬（家事法苑律师团队成员） 

点评嘉宾：张晓俊律师（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郑春杰律师（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时间：2018年 1月 30日（星期二）下午 14：00—16:00 

参加方式：本次沙龙在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六

层培训室举行，同时主题发言者、点评嘉宾及参加

人通过“家事法苑”家事法主题 QQ群（群号： 

171337785）“群视频”网络同步交流，不便到现

场的同事们可申请入本 QQ群，通过网络在线参与

本次沙龙，本群实名交流，申请需提供城市单位姓

名。 

欢迎群感兴趣朋友提前准备相关问题在互动

阶段发言交流、探讨。 

家事无小事，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和万事兴。

共同关注，共同学习，共同共同努力！ 

主讲内容 

一、财富管理的四大法律风险 

1、债务风险 

2、传承风险 

3、税务风险 

4、婚姻风险 

二、大额保单的十大法律特性 

1、一个中心 

2、两个基本点 

3、三种隔离 

4、四个属性 

三、大额保单规划设计的三三制原则 

1、架构设计的三个基本原则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0422&idx=1&sn=0485bf202432734d2a1dccfcf45128d7&chksm=8b1826e6bc6faff085959681a7771b494c0d5843be58a9edb6cdabea05ceafe1c290fb152b83&scene=0&key=e45907f22ba4585418ccb9f942b237347342a58f5bc0e40be55db89b3c0474e80337e49e8e21a66da63917ffc4dec34b6c97f09f30d92cf3acd048c6e27a8b51374efe3129b86fffdaf7481c9aee59a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qUB%2F6MZRNjv5QqaeyrT0u%2ByNlT3nCw%2B9rilE2IAEDxMA%2F5yJX8Z9SQnN8618W0y3&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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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保人设计的三个基本原则 

3、受益人设计的三个基本原则 

四、大额保单债务隔离设计运用示例 

1、投保人设计示例 

2、产品选择示例 

3、产品结构示例（1） 

4、产品结构示例（2） 

5、产品结构示例（3） 

6、产品结构示例（4） 

7、跨界设计示例 

8、黔驴技穷设计示例 

各位群友：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参与今晚的讲座，我是

主持人邓雯芬，“家事法苑”团队成员。首先，请

容许我介绍一下今晚沙龙的主讲人和点评嘉宾。今

晚为大家带来精彩发言的主讲人是新时代信托私

人信托部首席财富顾问陈云老师，陈云老师是

ChPBCLUB（中国私人银行家俱乐部）创办人兼秘书

长，新时代信托私人信托部首席财富顾问，经济学

学士、中级经济师，认证私人银行家、国际金融理

财师。著有畅销书----《大额保单操作实务》，创

立并运营 ChPBCLUB微信公众号。有着十年的家庭

财富管理经验，擅长于依据家庭的不同生命周期及

风险偏好，并结合不同的经济周期，提供全方位的

财富管理建议。 

同时今天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张晓俊律师和

郑春杰律师作为点评嘉宾。 

张晓俊律师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股权高级

合伙人,盈科全国私人财富管理法律服务中心主任,

北京市律师协会保险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理财规

划师培训讲师,《私人财富的保护与传承——财富

风险防范及保险法律实务》财富专著作者。普法专

题网络热播节目《法嬤嬤说法》主讲人,受邀担任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CCTV12 多个栏目主讲嘉

宾律师。受邀常年担任国内外各保险公司、私人银

行及三方财富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主讲权威导师,多

次受邀给律师、金融从业人员、高校师生等讲授私

人财富管理类课程。 

郑春杰律师是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家

族财富管理中心主任。现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业务

拓展与创新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与家

庭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目前主要业务领域涉及公

司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婚姻继承法等，

对上市公司及拟上市公司股权权属争议风险防范

及纠纷解决有深入研究。著有律师实务书籍《亿万

富翁的传承计划》 

家庭财富管理和传承的过程中存在着哪些法

律风险，保险本身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属性，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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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和传承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下，如何依据不同的家庭情况和

需求设计出个性化的保险架构，私人财富管理中如

何规划和运用大额保单等等均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问题。下面有请陈云老师与我们分享相关的实务经

验与体会，大家欢迎！ 

邓雯芬律师 

欠债不还、离婚不分、诉讼不给、遗产税不交”，

这几句话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曾经也是部分保险

从业人员引导客户购买保险的说词，也被很多人所

诟病。 

那么这几句话到底对还是不对呢？单纯从字

面上来理解，肯定是不对的，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

任何一种金融工具或者法律制度，能够帮助我们无

条件的实现上述的目的。但在法律范围之内，通过

适当的架构设计，有条件的实现上述的现实效果，

还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保单是一个复杂的法律合同，他的结

构相比其他合同非常特殊。首先他的合同当事人关

系较为复杂，保险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主要有保险人、

投保人、被保险人、生存保险金受益人和死亡保险

金受益人。 

保单的这五种人对于这份保单都有各自的权

益。可以通过保险合同实现财富在这五种人之间的

转移，但他们之间的债务可能是完全独立的。譬如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债务在法律上是完全独立的、兄

弟姐妹之间的债务是完全独立的、祖父母与孙子女

之间的债务是完全独立的。保险公司与投保人、被

保险人、受益人之间（夫妻关系除外）的债务也是

完全独立的。这时我们会很惊奇的发现：各当事人

之间财富可以按照合同法律关系的架构进行筹划，

可以较好地实现债务的相对隔离。这就给我们利用

保险工具进行债务隔离，提供了非常好的法律基础。 

比如，在考虑用保险做债务隔离设计时，第一

个考虑的问题就是隔离的是谁的债务，一般情况下，

要想隔离谁的债务问题，谁就不能做投保人，也即

要选择负债概率最小的人做投保人，各个主体之间

还要有天然的债务隔离屏障，代际之间的选择就是

最容易满足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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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无法通过投保人的选择做债务隔离，还

可以考虑利用低现价甚至是无现价的保险产品实

现。因为虽然投保人拥有保单的现金价值，但其价

值很低甚至于没有，债务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至于保险理赔以后，由于其理赔金属于受益人

的责任财产，就会受到受益人债务的影响，此时我

们可以利用保险金信托的方式解决，巨额保险理赔

金不直接理赔给自然人受益人，也是进入信托，利

用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来规避受益人的潜在债务问

题。 

除此之外，面对纷繁复杂的家庭结构、经济环

境等，为了解决客户的实际问题，利用保险做债务

隔离的方法还包括了利用人寿保险信托进行债务

隔离设计、利用保单贷款进行债务隔离设计、利用

保单贷款结合保险金信托进行债务隔离设计、利用

不同司法管辖区进行债务隔离设计以及巧付对价

进行债务隔离设计等。 

上述几种方法既可以独立运用，也可以组合搭

配，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 

当然，必须要强调，再完美的结构都不可能一

劳永逸的解决所有的问题，毕竟社会在变、家庭在

变、人心也在变，我们必须依据具体变化的情况对

架构进行适度的调整，方能最终实现客户的特定财

富管理目的。 

 嘉宾点评  

张晓俊律师 

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受杨晓林律师所创办的

家事法苑的邀请来参加这次活动，也感谢刚才陈云

老师的干货分享。不敢说点评，但确实听完很想跟

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首先非常感叹于来自信托公司的陈云老师能

把保险讲得这么精深，尤其又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但我不得不说，这堂课的受众，是需要有一定保险

基础的人来听，否则对内容的吸收会有一点点距离。

所以一会儿我想给大家把陈云老师的这堂课做个

简单的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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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炼之前，我们先看看陈云老师今天的课程

结构。第一个部分讲的是法律风险，显然法律风险

对于律师来说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陈云老师也

讲得相对简单。 

第二个部分讲的是保险的法律特性，我们也习

惯性地称为“保险的法律功能”。陈云老师讲了十

个特性，可以说，保险的法律功能不止十个，我的

书里也列举了数十个，但也可以说保险的法律功能

其实只有一个，那是什么呢，一会儿我就在课程提

炼内容里告诉大家。 

第三个部分讲的是保单设计的三三原则，这个

原则依然是来自于保险的法律功能特性。要更好得

达到我们的保险法律功能，在设计保单时应掌握的

原则是什么，讲得很实用，归纳得非常好。 

第四个部分讲的是债务隔离的实务。这是大家

最为关注的保险的法律功能，所以陈云老师特地单

独拎出来说，也给了大家很实操的一些规划设计方

案。但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设计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是理论或理想化的，具体到我们的个案，我

们客户的具体情况，是需要再推敲再设计的，否则

照搬照套很容易被击穿。 

这个债务隔离的问题是最为被关注的，我们作

律师的也常被问到说，某某律师请问我的这份保单

能不能被执行，能不能在离婚时被分割。这就是今

天陈云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但是可能大家听得

还得再消化才能得出答案。所以我简单地跟大家做

个提炼和总结。 

其实今天陈云老师讲的保险的所有法律功能、

规划方法、设计实操，都来自于一个原则，总结出

来就是一句话：“保险利益归属于谁”的原则。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从一份保险合同来

看。很多律师会认为保险合同是一份格式合同，所

以我们律师能发挥的空间很小。我不这么认为，相

反，我认为保险合同是一份非常复杂的合同，因为

涉及的合同相关主体非常多，且有些主体是可以根

据情况进行变更的，所以每个主体所对应的保险利

益的归属就变得尤为复杂。而要判断一份保险合同

能不能被执行，被分割，就是要看保险合同各主体

中谁的保险利益受到了威胁？ 

一份保险合同所设计的保险主体有：保险人

（即保险公司）、投保人、被保人、受益人，受益

人还分生存受益人、身故受益人。也就是说一份保

险合同可能会涉及到五个人。且这五个人中，除了

被保险人是这个合同的标的不能变更之外，其他四

个人都可能被变更。而这五个人在保险合同中的保

险利益是什么，保单成立后，这四个保单主体哪一

个发生了变更，变更后的保险利益归属于谁，这是

我们要了解的。这也是我们判断一份保单能不能被

执行或分割的关键所在。 

保险人，即保险公司，就是那个收取保费的人，

它掌握和运用保险资金，并按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 

投保人，就是那个缴纳保费的人。他对保单的

现金价值，根据合同可能还有分红及其利息享有支

配的权利，对保单享有一定的控制权，可以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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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即合同的标的，就是以他的生存、

死亡、疾病、伤残等情况的发生为给付保险金条件

的人。在合同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通常是合同

的生存金领取人，比如重疾或伤残保险金、生存年

金等。 

生存受益人，就是领取生存金的人，通常是被

保险人本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也可以是其他

人或变更为其他人。具体是谁、能否变更，要看保

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的规定，所购保险产品的

种类等各种情况。 

身故受益人，就是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公司

赔付的死亡保险金的领取人。如果是指定的身故受

益人，那么这笔保险金就不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

而是保险公司通过保险合同给予身故受益人的一

笔保险金。 

弄明白这几个人在合同中的法律地位、权利义

务，保险利益的归属，即可以灵活运用来达到客户

某种法律诉求的实现，比如婚姻财富的规划、债务

的隔离、税务的筹划等等。对于一份已经成立的保

险合同，判断能否被执行和分割，也是来看被执行

人、被分割人在这份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是什么。

比如这位被执行人，在一份终身寿险的保险合同中

仅是一位被保险人，那么在这份合同中，现金价值

不属于他，生存利益也没有，身故利益已指定，也

不属于他，那么就这份保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可以起到其债务隔离的作用，是不被执行的。 

好了，以上就是我对陈云老师这堂课一些感受

的分享，以供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 

 

 

郑春杰律师 

陈云老师主要从财富管理的法律风险、大额保

单的法律特性、大额保单设计的原则、大额保单债

务隔离设计实务四个方面围绕主题发言，有理有据

地有节地向我们介绍了大额保单在财富传承中的

重要作用。 

首先，陈云老师通过经典案例，生动形象地介

绍财富管理中引人关注的债务风险、传承风险、婚

姻风险及税收风险。为高净值人群敲响了提前规划

财富传承的警钟，亦助力高净值人群形成如何设计

财富管理架构的宏观思路。 

在财富传承中具有很多风险，大额保单为何可

以成为有效的工具之一？陈云老师从“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三种隔离、四项特征”形象化的阐述

大额保单的法律特性。让受众对保单当事人，保单

人身属性、不易混同等特证，以及保单的保障、债

务隔离、婚变隔离、遗产税隔离等作用有了整体清

晰地认识。同时，印证了大额保单作为财富传承有

效工具的事实。 

然后，陈云老师根据自己实战经验，总结出大

额保单设计的三三原则，包括保单架构设计基本原

则、投保人设计基本原则、受益人设计基本原则。

三三原则是对既往保单设计中的经验总结，非常具

有参考性与实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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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的债务隔离作用众所周知，但是近几年出

现保单被强制解除偿还债务实例、浙江省高院出台

强制执行保单财产利益规定，让保单的债务隔离作

用受到了质疑与热议。陈云老师通过关系结构图清

晰地阐述九个完整的大额保单债务隔离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主要从合理规划保单结构，巧用信托或保

险金信托、保单贷款、保单现金价值、境内外不同

司法管辖区等不同角度，结合实际情况呈现，在结

构上符合法律的规定，在实践中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根据最新的《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

2016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达到 158万元，2017

年将增加到 187万人；全国超过 20省市高净值人

群突破两万人，东南沿海五省更是率先突破 10万

人。 

财富有了极大的积累，财富传承变得越来越迫

切，财富传承工具百花齐放，从而推动了家族财富

传承领域在律师业务领域中的崛起与快速发展。律

师主要从三个业务方面拓展家族财富传承领域。第

一，私人财富管理领域，利用保险、信托、基金等

传承工具，防范财富传承中的法律风险；第二，公

司股权传承领域，包括公司的股权结构、股权比例

设置、接班人对股份的控制权、股权纠纷解决等业

务，对于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家族企业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境内外法律事务，包括高净

值人群涉外婚姻、继承、移民、资产安置等事务。 

目前我国的财富传承领域发展状况，对于律师

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面对新型的传承工具、传

承方式以及涉外等因素，律师除深化证券法、信托

法、保险法、基金法、涉外法律等专业知识的学习，

还应该加强对金融市场、公司经营管理、全球化战

略等方面的了解与研究，才能保障高净值人群的财

富传承方案的合法性与实操性，以实现家族财富的

百世传人。 

 主讲嘉宾陈云简介  

陈云，ChPBCLUB（中国私人银行家俱乐部）创

办人兼秘书长，新时代信托私人信托部首席财富顾

问，经济学学士、中级经济师，认证私人银行家、

国际金融理财师。 

著有畅销书----《大额保单操作实务》，创立

并运营 ChPBCLUB微信公众号，陈云老师为数十个

家庭设计了个性化的私人信托方案，作为主讲嘉宾

参与关于私人信托和大额保单的讲座近百场，发表

专业研究文章数十篇。 

陈老师有着十年的家庭财富管理经验，擅长于

依据家庭的不同生命周期及风险偏好，并结合不同

的经济周期，提供全方位的财富管理建议。 

12年底创立中国私人银行家俱乐部，引领中

国式的家族财富管理，目前获得业界及高净值家庭

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2013年所创立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 CPBCLUB，

推送专业资讯超过 2000条，会员超过八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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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嘉宾简介  

张晓俊律师,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股权高级合

伙人,盈科全国私人财富管理法律服务中心主任,

北京市律师协会财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

保险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投资移民律师协会理事

长。 

国家理财规划师培训讲师,《投资与理财》杂

志特邀撰稿人,私人财富保护与传承”的课程体系

创建人,《私人财富的保护与传承——财富风险防

范及保险法律实务》财富专著作者。 

普法专题网络热播节目《法嬤嬤说法》主讲人,

受邀担任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CCTV12多个栏

目主讲嘉宾律师。受邀常年担任国内外各保险公司、

私人银行及三方财富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主讲权威

导师,多次受邀给律师、金融从业人员、高校师生

等讲授私人财富管理类课程。 

专注处理私人财富保护与传承诉讼与非诉讼

法律事务,擅长为高端人士进行财富综合管理,综

合运用法律、保险、信托、移民、股权架构、税务

筹划等手段为客户提供服务,尤其擅长家族企业主

的家业企业双轨财富传承计划的制定及执行,并在

此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郑春杰律师，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家

族财富管理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律硕士，清华大

学工商管理硕士，具有证券业从业人员一般从业资

格。 

现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业务拓展与创新委员

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与家庭专业委员会副

秘书长，全球投资移民律师协会会员，香港家族办

公室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清华五道口金融

学院|家财网“特约理财专家”，点睛网络律师学

院“高级培训师”，点睛网家事与财富管理法律研

究中心秘书长，“巾帼维权，送法到家”宣传团成

员。 

目前主要业务领域涉及公司法、证券法、信托

法、保险法、婚姻继承法等，对上市公司及拟上市

公司股权权属争议风险防范及纠纷解决有深入研

究。专注公司股权结构设计、股权继任与纠纷解决，

家族财富管理与传承，信托设立及基金投资设计，

税务筹划与税收成本转移，移民与资产过境，遗嘱

与遗赠，境内及涉外婚姻诉讼及非诉纠纷解决。 

荣获中华遗嘱库“优秀志愿服务律师”， 2014

年度“北京市优秀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2015

年年度北京市律师协会业务拓展与创新委员会优

秀委员。 

著有律师实务书籍《亿万富翁的传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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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简报编辑：家事法苑
TM
 团队  

简报顾问：郝惠珍                  简报主编：杨晓林 

执行主编：段凤丽                  编委会成员：邓雯芬、张海燕、李凯文、付鹏博、刘海娜 

家事法苑
TM 
家事律师网：http://www.famlaw.cn 

家事法苑
TM
 团队官方博客：http://blog.sina.com.cn/jiashifayuan 

简报订阅、意见反馈邮箱：xiaolinlvshi@vip.sina.com 

简报电子版获取：家事法苑
TM 
家事律师网http://www.famlaw.cn 首页“资料下载” 

家事法苑
TM
 家事法实务交流微信群： 

家事无小事，真诚欢迎对婚姻家事继承法领域感兴趣的朋友，律师、法官、检察官、学者、公证员、

房管、民政、学生、媒体、妇联等政府公务人员、法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从业者加入，即时分享最新中国

婚姻家庭法制信息动态，家事审判动态、典型家事案例、立法动态、理论研究动态，共建阳光下专业领域

内法律职业共同体业务探讨、正当、正常交流的和谐平台。 

本群主题为婚姻家事继承法及家事诉讼程序，交流范围仅限与主题相关的实体及联系密切的诉讼程序

理论与实务问题，定位为特定专业法律领域主题群，学习型群、兴趣群。 

入群方式：为保障本群安全、质量及可持续发展，防止群友滥加群，本群对外不作任何宣传，群规则

只刊发于家事法苑
TM
 微信公号自定义菜单及每期公号推文的签名文件中。为保证群的质量，本群一律由群

管理员专人统一审查、邀请新人入群， 请入群者先添加群管理员邓雯芬律师（微信号：18612522122）个

人好友，请注明：城市+单位全称+姓名，申请加入家事法实务微信群；新群友阅读群规，承诺遵守后，管

理员方可拉其入群。 

家事法实务交流QQ 群： 

欢迎您加入家事法苑TM 家事法实务交流QQ 群（群号：171337785）-----即时分享最新中国婚姻家庭

法制信息动态, 真诚欢迎对婚姻家庭法感兴趣的律师、法官、学者、在校同学、媒体、妇联及其他朋友加

入，共建专业领域内交流正常、正当交流的和谐平台！ 

家事法苑
TM
 微信公众订阅号：家事法苑，微信号：famlaw 

家事法苑
TM
 是杨晓林律师自2008 年11月开始在先拥有、使用的具有唯一性的法律服务商标。 

家事法苑
TM
 是杨晓林律师 2011年 6月 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信部备案注册、使用的

http://www.famlaw.cn 的网站专用名称（京ICP 备10218255 号-1)，并实际在先拥有、使用且具有唯一

性的法律服务商标。未经特别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仿冒，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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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法苑”家事法实务交流微信群群规则 

（2015年 11月版） 

“家事法苑”家事法实务交流微信群，群主：杨晓林，管理员：段凤丽、邓雯芬、王志锋、徐文丽、

杨竹一、何显刚、陈建宏、李炜、辜其坤、李丹、谷友军、季凤建、严健、麻长春、王钦、李琳。 

1、建群宗旨 

家事无小事，真诚欢迎对婚姻家事继承法领域感兴趣的朋友，律师、法官、检察官、学者、公证员、

房管、民政、学生、媒体、妇联等政府公务人员、法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从业者加入，即时分享最新中国

婚姻家庭法制信息动态，家事审判动态、典型家事案例、立法动态、理论研究动态，共建阳光下专业领域

内法律职业共同体业务探讨、正当、正常交流的和谐平台。 

本群主题为婚姻家事继承法及家事诉讼程序，交流范围仅限与主题相关的实体及联系密切的诉讼程序

理论与实务问题，定位为特定专业法律领域主题群，学习型群、兴趣群。本群无意走向综合群，其他如刑

事、商事、劳动、交通事故等其他领域话题可另行解决。 

2、入群方式 

为保障本群安全、质量及可持续发展，防止群友滥加群，本群对外不作任何宣传，群规则只刊发于“家

事法苑”微信公号自定义菜单及每期公号推文的签名文件中。  

为保证群的质量，本群一律由群管理员专人统一审查、邀请新人入群，未经群主同意，严禁擅自拉人

进群，擅入者立即清退；请入群者先添加群管理员邓雯芬助理（微信号：18612522122）个人好友，请注

明：城市+单位全称+姓名，申请加入家事法实务微信群；新群友阅读群规，承诺遵守后，管理员方可拉其

入群。 

3、实名交流 

本群实行实名（真实身份）交流制！群友入群后应马上修改群昵称，不接受实名规则免入，经一次提

醒不配合的劝退。 

律师署名方式：省份+城市+姓名+律师，如：山东淄博徐文丽律师，群昵称中不得显示电话、律所名

称、字号、具体部门职务、业务方向及其它带有商业营销色彩文字，头像不得使用带有律所 LOGO 或商业

营销色彩文字的图片。点击群界面右上角两小人头标志，向上划动屏幕，出现“我在本群的昵称”点击即

可修改。 

公证员署名方式：城市+姓名+公证员，如：上海李**公证员；  

学者、学生署名方式：学校简称+姓名，如“南师大赵莉”，广西师大李**。 

法官（检察官）署名方式：省份（城市）法院+姓名的方式，如果确有难处不愿意实名，可采取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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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法院+真实姓氏+法官（身份）的方式，如北京法院李法官、如宜昌法院王礼仁，检察官署名方

式相同。 

民政部门、妇联、媒体等其他界别群友参考前列署名方式，省份+城市+职业+姓名，如：北京妇联***。 

4、尊重群友 

尊重群友，未经事先允许、不得随意添加其他群友为个人好友，严禁擅拉群友、加入自己设立的其他

群，一经接到举报，立即清除出群； 

5、基本设置 

如群消息过多，影响本人工作、学习及休息，可在手机右上角，点开群设置界面开启“消息免打扰”，

定期浏览群信息、参与互动即可；如群中有太多不熟悉的面孔：可在群系统设置界面打开“显示群成员昵

称”； 

6、友善发言 

本群群友来自于法律职业共同体较广泛领域，大家非常难得聚拢在同一平台上！特别要注意维护自身

形象，互相尊重，发言交流，要注意顾及他人感受，不要有任何人身攻击、贬低他人人格或由个案引申对

其他群体的上纲上线的言行。 

本专业群，除大年三十至初二三天及八月十五中秋节外，不允许在群内发红包；严禁闲聊；严禁转发

招聘、推销、心灵鸡汤、投票、优惠券、政治性等帖子。 

7、鼓励、提倡交流 

本群鼓励、提倡群友开展与主题密切相关的理论与实务的互动交流。 

本群定位为专业领域内的学术及实务交流群，非低级的当事人咨询群，严禁群友不加任何思考、只用

三言两语提过于简单的问题；群友不宜就过于具体的个案展开交流，应先概括基本事实，从中提取有理论

及实务研讨价值的一个或几个问题集中深入交流。 

群友探讨交流问题的方式建议为，自己发现问题，先主动查找资料，一次性把基本案情叙述清楚（不

要再让群友追问事实）并注明自己的看法，能附上相应的法律法规法条及司法解释等依据最佳，抛砖引玉，

希望再听取群友的意见和建议！如此这样，真正达到大家共同探讨、共同交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本

群建群目的！ 

群友互动反馈也同样宜先思考，较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要采用漫无边际地三言两语聊天式交流，

以免影响群友。 

群友可在群内畅所欲言，仅限个人观点交流，严禁群友未经发言群友同意、不管基于什么目的截屏在

群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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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鼓励、提倡分享 

本群鼓励群友分享与本群主题相关的各种审判动态、典型判例及最新法律法规及地方法院审判意见，

鼓励分享自己原创的相关实务研讨文章，包括上传在自己个人网站、博客、微信公号上的上的，但页面上

尽可能不要附有较为明显的营销宣传文字及联系方式； 

本群谢绝律师普法、营销、单纯表现诉讼技巧类文章； 

群内严禁功利性的推销个人网站链接、博客链接、微信公号名片、个人微信名片、微网站名片及链接，

严禁将相关资讯贴到自己的个人网站、博客上再推荐网页链接的变相以提高点击率、博粉为目的功利性商

业推广做法（“家事法苑”公号 famlaw已做到了去商业化，如果分享可参考），请群友自律！ 

9、尊重智力劳动成果 

尊重智力劳动成果，群内资讯信息仅供群友学术实务研讨交流用，资讯搜索、编辑、整理需日复一日，

耗费相当时间与精力，正常情况下，我团队每天收集、分享、推送的资讯信息，月底汇编起来就是每月的

“家事法苑”婚姻家事法律资讯简报（下载：http://www.famlaw.cn/download.aspx）！ 

希望群友不要经常性地或整体利用本群资讯信息取材上传网络(个人网站、博客、公号)、经常性转帖

到其他微信群、QQ群或为其他非研究用途使用。如确需经常性转发使用，则宜注明转自“家事法苑”家事

法实务交流微信群。 

10、违规及处理 

群友应自觉遵守本群规则并接受群主及管理员的善意提醒及劝告，对于违反群规的行为，群主或管理

员有权、有义务即时制止。群友违反群规则经提醒一次不改，劝退，务必不要在群内与管理员争执、造成

刷屏，影响其他群友，但允许私信方式向群主及管理员团队提出申诉，集体商量给出最后处理结果。 

11、关于入群开通微信实名认证、绑定银行卡问题的说明 

承蒙大家支持、参与，我群学术实务专业交流氛围越来越好。不少群友也积极推荐相关朋友入群，但 

请群友推荐介绍新人入群前务必提前说清楚： 

腾讯公司目前对微信群管理政策，500 人为上限，前 40 位无论群主其他群友可直接拉人入群(无需经

过其同意)，第 41—100位，需发邀请经受邀人同意方能入群，而第 100位以上入群者需要先进行"实名认

证"，即开通微信支付功能，绑定一张银行卡。这是其通过此手段绑定用户的功利做法、也涉嫌利用垄断

地位强迫"消费"行为、涉嫌违法，已有外地律师代理此类公益诉讼，希望能尽早纠正霸王条款。 

因微信本身是免费使用，也不必跟它计较，可按照提示要求关联绑定一个银行卡(如过分担心，可绑

定一个不常用、没钱的储蓄卡)即可， 微信支付功能是大势所驱、非常时尚、非常方便，也很安全，如消

费仍需再次输入密码，开通无妨，并不是加群收费，不轻易消费即可。 

绑定银行卡、开通微信支付的方式也很简单： 



分享中国婚姻家庭法制建设进程中的点滴所得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1 期综合版

①用户点击微信界面下方的【我】，即可找到并进入【钱包】。 

②然后依次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在弹出的选项中选择【添加银行卡】。 

③按提示填写银行卡号（收发红包仅支持绑定借记卡）、该卡银行预留手机号等信息，银行将发送验

证码至该手机号。 

④填写银行卡信息，并设置 6位数的支付密码，二次确认支付密码并支付即可。 

良好的群的氛围，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共同呵护!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共建专业领域内阳光下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妇联、媒体及其他

所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正常、正当交流的和谐平台！ 

  

“家事法苑”微信群管理员团队 

2015年 10月 31日 

“家事法苑”家事法主题 QQ 群入群须知 

（2016年 3月版） 

 “家事法苑”家事法主题群，由“家事法苑”团队于 2011 年 6 月建立，历经 100 人群、200 人群、

500 人群、1000 人群、2000 人群，2014年 1月设新 2000人群（淘汰旧群）、2015年 1 月群满员删 500名

“僵尸粉”、2015 年 9 月再次群满员又删 500 名“僵尸粉”，现又再次 2000 人满员。现决定启动“家事法

苑”家事法主题 QQ群分群（群号：171337785）。 

主群及分群，群主：杨晓林，管理员：段凤丽、邓雯芬、王志锋、徐文丽、李炜、杨竹一、严健。 

1、建群宗旨 

家事无小事，真诚欢迎对婚姻家事继承法领域感兴趣的朋友，律师、法官、检察官、学者、公证员、

房管、民政、学生、媒体、妇联等政府公务人员、法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从业者加入，即时分享最新中国

婚姻家庭法制信息动态，家事审判动态、典型家事案例、立法动态、理论研究动态，共建阳光下专业领域

内法律职业共同体业务探讨、正当、正常交流的和谐平台。 

本群主题为婚姻家事继承法及家事诉讼程序，交流范围仅限与主题相关的实体及联系密切的诉讼程序

理论与实务问题，定位为特定专业法律领域主题群，学习型群、兴趣群。 

本群无意走向综合群，其他如司法改革、法律理念等宏观话题以及刑事、商事、劳动、交通事故等其

他法律专业领域话题可另行解决。群友确有需要也可在群中提出问题，如果有其他群友响应，应自觉马上

转为私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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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名申请 

为保障本“家事法苑”家事法主题群的安全、质量及可持续发展，防止滥加群，本群口碑相传方式，

对外不作宣传，设置“只能通过群号（群号：171337785）找到这个群”，普通网友在 QQ 查找群时无法通

过搜索关键词找到本群。  

本群倡导实名交流，本群由群主负责新人审批，申请人必须先了解、承诺严格遵守本群群规，再以“城

市+单位名称+姓名”实名方式提交申请，不实名或提交信息资料不全，管理员不予通过。 

新群友提出申请前，应阅读群规，承诺遵守后，管理员方可拉其入群。  

3、群内实名标注群名片，署名方式 

群友署名基本方式：地域（省、直辖市）+城市+单位简称+姓名+职业。 

入群后当天必须完成修改群名片。不接受实名规则免入，经群主或管理员一次提醒，仍不配合的，劝

退！ 

律师及相关职业群友头像，不得显示律所（团队）字号、具体部门职务、业务方向、及其它带有商业

营销色彩文字。 

群名片署名示例： 

1）律师，地域（省或直辖市、市）+律所字号+姓名，如:北京天驰君泰所段凤丽律师、天津君申所王

志锋律师、山东（淄博）建仑所所徐文丽律师、江苏（南京）众贤所严健律师。 

群名片中不得显示电话、律所部门、职务、业务方向及其它带有商业营销色彩文字。 

2）高校学者、同学：如：“重庆西政***”或“西政-***”，如果是在读学生，应注明学生字样，以区

分于学者，如北大学生***! 

3）法官、检察官，入群申请必须提供城市单位及真实姓名，但在群内如果确有顾虑可使用地域+真实

姓氏+身份职业方式，以示区分身份，如“湖北王法官”、“贵州法院杨法官”、“广东李检察官”！ 

4）公证员，城市+单位简称（或职业）+姓名，如 “北京**公证处王**”，“杭州公证员李**”。 

5）其他司法所、房管、民政、妇联、媒体等界别朋友，城市+单位名称或简称或职业身份+姓名，如：

北京**司法所**，武夷山房管李炜，山东潍坊奎文婚登刘彩霞，上海妇联***，北京法制日报赵**，山东

公司法务***等。 

4、尊重群友 

尊重群友，未经事先允许、不得随意添加其他群友为个人好友，严禁擅拉群友、加入自己设立的其他

群，一经接到举报，立即清除出群。 

5、友善发言 

本群群友来自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各界别较广泛领域，大家非常难得聚拢在同一平台上，珍惜缘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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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要注意维护自身形象，互相尊重，发言表述要注意顾及他人感受，特别是不要有任何人身攻击、贬低他

人人格或由个案引申对其他群体的上纲上线的言行。 

本专业群，除农历大年三十、初一、正月十五、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几天外，不允许在群内发红包；严

禁闲聊；严禁转发招聘、推销、心灵鸡汤、投票、优惠券、政治性等帖子。 

6、鼓励、提倡交流 

本群鼓励、提倡群友开展与主题密切相关的理论与实务的互动交流。 

本群定位为专业领域内的学术及实务交流群，非低级的当事人咨询群，严禁群友不加任何思考、只用

三言两语提过于简单的问题；群友不宜就过于具体的个案展开交流，应先概括基本事实，从中提取有理论

及实务研讨价值的一个或几个问题集中深入交流。 

群友探讨交流问题的方式建议为，自己发现问题，先主动查找资料，一次性把基本案情叙述清楚（不

要再让群友追问事实）并注明自己的看法，能附上相应的法律法规法条及司法解释等依据最佳，抛砖引玉，

希望再听取群友的意见和建议！如此这样，真正达到大家共同探讨、共同交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本

群建群目的！ 

群友互动反馈也同样宜先思考，较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要采用漫无边际地三言两语聊天式交流，

以免影响群友。 

群友可在群内畅所欲言，仅限个人观点交流，严禁群友未经发言群友同意、不管基于什么目的截屏在

群外分享。 

7、鼓励、提倡分享 

本群鼓励群友分享与本群主题相关的各种审判动态、典型判例及最新法律法规及地方法院审判意见，

鼓励分享自己原创的相关实务研讨文章，包括上传在自己个人网站、博客、微信公号上的上的，但页面上

尽可能不要附有较为明显的营销宣传文字及联系方式；本群谢绝律师普法、营销、单纯表现诉讼技巧类文

章； 

群内严禁功利性的推销个人网站链接、博客链接、微信公号名片、个人微信名片、微网站名片及链接，

严禁将相关资讯贴到自己的个人网站、博客上再推荐网页链接的变相以提高点击率、博粉为目的功利性商

业推广做法（“家事法苑”公号 famlaw已做到了去商业化，如果分享可参考），请群友自律！ 

8、尊重智力劳动成果 

尊重智力劳动成果，群内资讯信息仅供群友学术实务研讨交流用，资讯搜索、编辑、整理需日复一日，

耗费相当时间与精力，正常情况下，我团队每天收集、分享、推送的资讯信息，月底汇编起来就是每月的

“家事法苑”婚姻家事法律资讯简报（下载：http://www.famlaw.cn/download.aspx）！ 

希望群友不要经常性地或整体利用本群资讯信息取材上传网络(个人网站、博客、公号)、经常性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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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他微信群、QQ群或为其他非研究用途使用。如确需经常性转发使用，则宜注明转自“家事法苑”家事

法实务交流 QQ群。 

9、群内交流字号设置 

群内交流字体不宜过大或过小，建议用宋体字，10—12号字为宜，黑色。 

10、违规及处理 

群友应自觉遵守本群规则并接受群主、管理员及任一群友的善意提醒及劝告； 

对于违反群规的行为，群主、管理员及任一群友均有权、有义务即时制止。 

群友违反群规则经提醒一次不改，劝退，群友务必不要在群内与管理员争执、造成刷屏，影响其他群

友，但允许私信方式向群主提出申诉，由群主给出最后处理意见。 

良好的群的氛围，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共同呵护!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共建专业领域内阳光下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妇联、媒体及其他

所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正常、正当交流的和谐平台！ 

  

“家事法苑”家事法主题 QQ 群管理团队 

2016年 3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