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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审判动态 

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的权属约定能否阻却强制执行？ 

2018-09-03 法信  

https://mp.weixin.qq.com/s/OQoM_cv90T38qMJ3_mN1ow 

司法实务中，下面的情形并不少见—— 

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 

将房屋所有权归一方所有 

但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 

 

离婚后 

该房屋因另一方负个人债务而被法院强制执行 

离婚协议关于房产的权属约定能否阻却执行？ 

答案是： 

应从债权性质、申请执行人利益考量、 

案外人过错、价值冲突与权衡等方面综合判断 

具体来看本期法信干货小哥的推送 

 

法信码丨 A7.I28418 

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 

 

 

 

1.离婚协议能否排除执行，应从债权性质、

申请执行人利益考量、案外人过错、价值冲突与

权衡等方面综合判断——何芬芬诉金勤贵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案 

案例要旨：离婚协议约定房屋所有权归夫妻

一方所有，但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离婚后，该房

屋因另一方负个人债务而被强制执行时，离婚协议

关于房屋产权的约定能否排除执行，不宜仅依据权

利外观而一刀切地否定，应当从债权的性质、申请

执行人利益的考量、案外人过错的判定、价值的冲

突与权衡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案号：（2017）浙 0502 执异 35 号；（2017）浙 0502 民初

法信·裁判规则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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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4 号 

审理法院：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18 年第 17 期   

【评析】 

一、债权性质的判定 

涉案债权的性质直接关系到具体的法律适用

及法益权衡，故区分涉案债权的性质是判断离婚协

议关于房屋产权的约定能否排除执行的前提。 

（一）涉案债权是否为金钱债权 

当案外人提出依据离婚协议关于房屋产权的

约定来排除执行时，应当对申请执行人所享有债权

的性质进行判断，即申请执行人享有的债权是否为

金钱债权。如果申请执行人享有的是非金钱债权，

比如是讼争房产的买受人，其享有的是对讼争房产

的物权期待权，离婚协议中关于讼争房产权属的约

定未经公示，难以与之对抗。反之，如果申请执行

人仅是普通金钱债权人，其只有对债务人责任财产

的一般期待，并不能产生对特定财产的信赖利益，

其也应当预料到特定责任财产的不确定性和随时

可变化性。（注：马向伟：“隐名权利能否阻却法院

执行：权利性质与对抗效力的法理证成”，载《人

民司法》2017 年第 31 期。）如果申请执行人在寻

找被执行人责任财产时发现并保全了讼争房产，其

对讼争房产仅享有一定的信赖利益，如果将其金钱

债权优先于实际权利人享有的物权期待权予以保

护，缺乏合理性基础。（注：王毓莹：“离婚协议关

于房屋产权的约定能否对抗申请执行人”，载 2017

年 11月 22日《人民法院报》。） 

（二）涉案债权是否为普通债权 

当案外人提出依据离婚协议关于房屋产权的

约定来对抗申请执行人时，应当对申请执行人所享

有的金钱债权的性质进行进一步判断，区分申请执

行人是否为普通债权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

（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 27条的规定，

当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享有抵押权等担保物权

时，其作为优先债权人，债权因登记而具有公示对

抗效力，可对抗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的权利。可

见，如果涉案债权为已登记公示的优先债权，则离

婚协议作为未经公示的财产权属约定，不能排除执

行。 

二、申请执行人利益的考量 

（一）申请执行人是否为交易中的第三人 

物权的公示公信制度保护的是交易中的第三

人，立法初衷是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和交易中的善意

第三人，申请执行人如果并非是通过市场交易而购

买讼争房产的第三人，仅仅是对讼争房产的登记所

有权人享有一般金钱债权，则其并不属于未经公示

而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的范畴，不属于物权公示

公信制度的保护对象。虽然离婚协议中的约定涉及

讼争房产所有权的转移，但讼争房产实际未进入市

场进行交易流转，不涉及交易秩序和流转安全，则

夫妻一方依据离婚协议而主张对讼争房产的所有

权，并未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就无绝对坚持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必要，从法律适

应社会需求、维护公平的角度看，有必要对未登记

的当事人提供适当救济。（注：赵晋山、王赫：“‘排

除执行’之不动产权益”，载《法律适用》2017年

第 21期。） 

（二）申请执行人的利益是否实际受损 

实践中，通过离婚协议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后

因未及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而被法院查封的情况

较为常见。讼争房产是否被强制执行，直接关系到

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能否完全实现，与其债权利益密

切相关，因此，离婚协议是否能对抗申请执行人，

应当以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利益是否实际被侵害为

审查重点。如果离婚协议对共有财产的分割相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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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并未因离婚对共有财产的分

割而明显减少，则可视为申请执行人可实现的债权

利益并未实际受到损害，应当本着追求实质正义的

精神，尊重夫妻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约定保

护实际权利人。 

三、案外人过错的判定 

（一）案外人与债务人是否具有恶意串通的故

意 

实践中，讼争房产在离婚前通常为夫妻共同财

产，案外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通过离婚行为转移

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形屡见不鲜。 

离婚行为以及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关于讼争

房产产权变更的约定是否具有恶意串通的故意，应

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1．离婚行为确属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案外人与债务人存在长期分

居、曾起诉离婚等能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等情况，

一般认定离婚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无恶意串

通的故意。2．案外人与债务人离婚的时间是否早

于债务人与申请执行人债务关系发生的时间。如果

离婚协议签订的时间早于债务发生的时间，则涉案

债务属于债务人的个人债务，与案外人无关，一般

认定为无恶意逃债的故意。 

（二）案外人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是否具有重大

过失 

依据《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 28条的规定，

明确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是保护

案外人物权期待权的必要条件之一。执行异议的审

查中，如果无其他客观原因，当案外人未通过诉讼

或其他可证明的方式催促办理过户登记的，即认定

案外人对讼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具有过错，不得

排除执行。但执行异议之诉如果依然依据前述“表

面权利规则”保护名义权利人，则执行异议之诉就

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注：王毓莹：“离婚协议关于

房屋产权的约定能否对抗申请执行人”，载 2017

年 11月 22日《人民法院报》。）因此，执行异议之

诉对案外人未办理过户登记存在过错的判断标准

应当低于执行异议审查中的过错标准，即当案外人

对未办理过户登记存在重大过失时，才不得排除执

行。例如，案外人存在为了避税而故意不办理讼争

房产变更登记、经催促仍拒绝办理变更登记等故意

拖延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才应当认定案外人对未

办理过户登记存在重大过失。 

四、价值的冲突与权衡 

（一）物权期待权与普通金钱债权的权衡 

离婚协议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应当属于

夫妻在婚姻中的意思自治，民法中的法律行为制度

就是意思自治的工具或手段，（注：王泽鉴：《民法

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4

页。</zhu>意思自治应当包括行为自由与效果自

主。）意思自治应当包括行为自由与效果自主。（注：

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09-111页。）案外人与债务人经自愿协商达成

离婚协议，如果案外人已经实际占有使用讼争房产，

其对于讼争房产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没有重大过

失，其对讼争房产即产生了直接的支配关系，其距

离完整法律意义的所有权人仅有一步之遥，与讼争

房产的关联更为密切，故案外人因离婚协议的约定

对讼争房产享有物权期待权。如果申请执行人仅为

一般金钱债权人，并未办理抵押登记等公示行为，

其债权未经公示不具有优先效力，根据权利的优先

性比较，其对债务人的债权难以对抗实际权利人对

讼争房产享有的物权期待权。 

（二）生存权益与信赖利益的权衡 

房产与一般财产的主要区别在于，其除了具有

一定财产价值外，还具有给居住人提供生存保障的

功能，故判断案外人对讼争房产的权利能否排除执

行，还需判定讼争房产是否涉及案外人的生存权益。

如果案外人能举证证明其除了讼争房产外名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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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房产，且一直居住于讼争房产内，则应当认定

讼争房产涉及案外人的生存权益。一般债权人基于

对债务人所享有财产的情况而产生一定信任，而与

其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或在诉讼或执行程序中保全

了讼争房产，如果债务人名下财产的实际权利人与

登记权利人不符，即侵害了一般债权人的信赖利益。

但毕竟对一般债权人的债权保护还可通过执行债

务人的其他责任财产来实现，而对居住于讼争房产

的案外人来说，对讼争房产的执行会影响其生存保

障，故在伦理上，对案外人生存权益的保护应当优

于对一般债权人信赖利益的保护。 

 

1.判断案外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应根

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

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

的权利作出综合考量——钟永玉与王光、林荣达案外人

执行异议纠纷案 

案例要旨：由于执行程序需要贯彻已生效判

决的执行力，因此，在对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的判断

标准上，应坚持较高的、外观化的判断标准。这一

判断标准，要高于执行异议之诉中原告能否排除执

行的判断标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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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应所列条件的，执行异议

能够成立；不满足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异议人在

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也未必不成立。是否成立，

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

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

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并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

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 

案号：（2015）民一终字第 150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6 年第 06 期（总第 236

期） 

2.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房产归一方所有

的，虽未及时办理过户登记，但能够阻却第三人

申请对房产的执行——刘蓉与赵绕齐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案 

案例要旨：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房产归

一方所有的，其后另一方因负债被第三人申请执行

房产，一方所享有的房屋变更登记请求权是否能阻

却执行应结合具体案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量：

一、成立时间，约定享有房产所有权的一方对房产

的请求权是否早于另一方与第三人形成的债权。二、

权利内容，第三人的债权是否为金钱债权，是否指

向特定的财产，享有房屋所有权的一方的权利是否

优于第三人的金钱债权。三、债权的性质、根源，

另一方与第三人之间产生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还

是夫妻双方共同债务。 

案号：（2017）苏 01 民终 4482号 

审理法院：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发布日期：2017-12-26 

3.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房屋权属作出的

约定虽然不具有物权变动的效力，但房屋归属方

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张红英、万仁

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案例要旨：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房屋的

归属作出约定，约定享有房屋实体权益的一方因未

及时办理变更登记不能直接确认为房产所有权人，

但其对该房产享有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

具有优先性，该请求权可以排除人民法院对该房产

的强制执行。 

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 42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发布日期：2018-07-1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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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信·裁判规则 

法信·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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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

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

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

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

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

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

书面买卖合同； 

（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

产； 

（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

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

交付执行； 

（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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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乌兰察布集宁区法院】 

发出人身保护令维护妇女权益 

2018-09-04 人民法院报 第 04 版  张建军 杨国军 曹经亚 

https://mp.weixin.qq.com/s/ksnHPz6oA3dOqcWAzD3_2w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

区人民法院发出该院首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申请人梁某与被申请人任某系夫妻关系，结婚

20 多年并育有两子。梁某称因任某长期有家暴行

为，几次报警也没能制止，两次起诉离婚未果，而

在离婚诉讼之前任某经常威胁梁某说是要让其残

废，梁某多次报警求助才得以脱身。因年仅 9岁的

小儿子刚做完心脏手术两个月，需要有人照顾，为

了能够回家照顾孩子并不再受殴打，梁某请求人民

法院签发人身保护令并提交了被打照片和光盘等

相关证据。 

集宁区法院认为梁某的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法定条件，依照反家暴法相关规定发出人身

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任某威胁、殴打梁某。 

(张建军  杨国军  曹经亚) 

重磅 |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家事案件审理规程 

2018-09-06 山东高法  

https://mp.weixin.qq.com/s/ksnHPz6oA3dOqcWAzD3_2w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家事案件审理规程 

为推动全省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

革，构建新型家事审判程序，促进家庭和谐、社会

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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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家事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一条  家事案件审判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重视家庭文

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倡导优秀齐鲁传统文化，维护婚姻家庭

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第二条  家事案件审判要积极构建“党委领

导、政府支持、法院主导、各界参与、专业介入”

的工作机制，坚持“和为贵、调为先、重修复、扶

弱势”的原则。 

第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家事案件，可以采用

家事审判辅助人制度。 

家事审判辅助人包括家事调查员、家事调解员、

心理咨询师、未成年人诉讼辅助人等。 

家事审判辅助人由司法、教育、妇联、团委、

社工团体或基层群众组织推荐，人民法院选聘，并

建立名册。 

第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家事案件，原则上进

行诉前调解。 下列案件可以不进行诉前调解： 

（一）仅要求确认身份关系的案件； 

（二）利用调解拖延时间或者转移隐匿财产的

案件； 

（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 

（四）其他不宜适用诉前调解的案件。 

第五条  诉前调解由人民法院委派人民调解

组织进行，人民法院应当出具《诉前调解委派书》。 

第六条  诉前调解期限为 30 日，经当事人同

意可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 15日。 

诉前调解期限届满，人民调解组织应当将调解

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法院。 

第七条  诉前调解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的，

人民调解组织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签字

确认。 

当事人申请对调解协议书进行司法确认的，人

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书进行审查，依法确认

其效力。 

经诉前调解双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

院应及时登记立案，转入审判程序。 

第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家事案件，原则上不

公开审理，裁判文书原则上不向社会公开。 

第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家事案件，原则上未

经调解不得径行裁判，但本规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

的情况除外。 

第十条  人民法院对家事案件进行诉中调解，

可以不局限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当事人申请一并

调解与有关亲属之间的其他纠纷的，人民法院可以

通知有关亲属参与调解，一并解决矛盾纠纷。 

对诉中调解，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家事调解员进

行。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家事案件，可依职

权调查取证。 有下列情况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

权调查取证： 

（一）涉及身份关系确认的； 

（二）诉讼过程中发现可能存在婚姻不成立、

无效或者可撤销等情形的； 

（三）申请抚养权的； 

（四）申请探视权的； 

（五）其他应当查明的事项。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婚约财产纠纷等具

有区域性特点的案件，应注重结合当地特点，根据

当事人所举证据，调查了解当地风俗，尊重地方习

惯，平衡当事人之间利益。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家事案件，对于缺

乏生活保障的农村妇女，应注重查明其在住房、家

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依法保护其基本的

生活权益。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家事案件，可以委

托家事调查员对当事人的身心状态、家庭关系、经

济状况、个人经历等特定事实进行调查。 

家事调查员应在受托之日起 10 日内完成调

查工作并向人民法院提交调查材料。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婚姻、同居等关系

纠纷案件，涉及财产分割的，应当指令当事人在举

证期限届满前申报财产，同时告知其不如实申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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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的诉讼风险。 

第十六条  当事人应当申报下列财产： 

（一）收入、银行存款； 

（二）房地产等不动产； 

（三）车辆等价值较大的动产； 

（四）债权、股权、基金、保险、知识产权等

财产性权益；  

（五）其他应当申报的财产。 

第十七条  对于申报不实、隐匿财产的当事

人，人民法院应当裁判少分或不分财产；构成妨害

民事诉讼的，给予训诫、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根

据夫妻的婚姻背景、感情基础、危机原因、能否修

复等情况，对当事人的婚姻状况进行评估，区分“死

亡婚姻”与“危机婚姻”，分情况采用不同的审判

方式。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危机婚姻”离婚

案件，应当设置感情冷静期，给当事人一个疏导情

绪、修复感情、消除对立、冷静思考、理性表达的

期间。 

感情冷静期一般不超过 3个月，不计入审限。 

第二十条  感情冷静期内，人民法院应当要

求不同意离婚的一方当事人制定挽救婚姻的具体

措施，或委托心理咨询师、家事调解员进行心理疏

导、调解。 

感情冷静期内当事人挽救婚姻的情况，应当作

为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死亡婚姻”离

婚案件，不得适用感情冷静期限制当事人的离婚自

由。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当事

人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不得调解

离婚。 

第二十三条  离婚纠纷案件中有下列情形的，

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未成年人诉讼辅助人： 

（一）父母遗弃、虐待未成年子女的； 

（二）父母坚持放弃子女抚养权的； 

（三）未成年子女名下财产权益可能受到侵害

的； 

（四）未成年子女存在身心疾患等其他特殊情

况的。 

第二十四条  未成年人诉讼辅助人应当全面

了解未成年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帮助未成年人保

护自身合法权益。对学习、生活陷入困境的未成年

人，积极协调民政、教育、医疗等部门进行救助。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的，应当进行心理

辅导： 

（一）一方当事人起诉离婚，对方当事人不同

意离婚且情绪异常激烈，或者意见反复的；  

（二）离婚纠纷中涉及的未成年人情绪波动较

大或者有反常行为的； 

（三）未成年人探视权纠纷和亲子关系纠纷中

的当事人或近亲属情绪波动较大的； 

（四）存在家庭暴力，对当事人身心健康造成

不良影响的； 

（五）其他需要进行心理辅导的情形。 

第二十六条  心理辅导由人民法院委托心理

咨询师进行，心理咨询师应对当事人的心理问题及

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并向人民法院提出解决纠纷的

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家事案件，应当

增加情感修复因素，在庭审中引入下列方式： 

（一）组织当事人收看关于家庭美德、良好家

风、夫妻感情或亲子感情的宣传片，缓和双方对立

情绪； 

（二）引导双方当事人共同回忆曾经的美好生

活，逐步修复遭受创伤的夫妻感情或亲情； 

（三）适时提出情感修复的合理化建议，指导

当事人制定修复感情、挽救婚姻的计划； 

（四）设置专门家事审判法庭，当事人的席签

应按照其在家庭中的身份制作摆放。 

第二十八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一律不

公开审理。经人民法院许可，当事人可以有一至两

名亲友陪同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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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件中，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就是否需要发出人

身安全保护令听取被申请人的意见。 

驳回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原则上应当先进

行听证。 

第三十条  本规程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负

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自

最高人民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试点工作以来，   山东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重视

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建立了“党

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主导、各界参与、专业介

入”的工作机制，树立了“和为贵、调为先、重修

复、扶弱势”的工作理念，紧密联系齐鲁优秀传统

文化，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后确定两

批共 59个基层法院作为试点法院，扎实开展家事

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的改革，创新专门家事审判程

序，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人身安全保护令，向家庭暴力说“不” 

人身保护令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

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确保家事案

件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而做出的民事裁定。有了人

身保护令，被加害人就有了依法维护自身权利不受

侵害的“护身符”。 

 

二、家庭财产申报 ，夫妻共同财产“瞒不了” 

在婚姻案件中，夫妻、家庭财产的形态越发多

元化、复杂化，一些当事人对家庭财产瞒报、虚报、

隐匿、转移或者虚构共同债务，侵害对方当事人合

法权益。家事案件财产申报制度，要求双方当事

人全面、准确申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状况，

如若申报不实，将少分或不分财产；构成妨害民

事诉讼的，给予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用司法

的威慑力有效遏制离婚诉讼中不诚信的诉讼行为，

维护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 

 

三、程序辅助人，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在未成年人参与的案件中，设立未成年人程序

辅助人, 在未成年人与法定代理人利益冲突或者

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权的情况下，代

替未成年人发声，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法院通过家事调查制度，了解未成年人的

真实抚养状况，了解孩子和父母的亲近程度，判

断由谁抚养对孩子更为有利。对于当事人矛盾对

抗激烈、情绪波动较大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法院

聘请专业心理咨询辅导人员进行心理评估和心理

疏导，最大限度地减少家庭因素对未成年子女的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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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姻冷静期，并非一“冷”了之 

婚姻冷静期制度是一种温暖的、理性的解决

当事人情感纠葛的方式，它既体现了司法的人文

关怀，又反映出人民法院对解决婚姻纠纷的审慎

态度。对离婚案件，法院首先判断是“死亡婚姻”，

还是“危机婚姻”，对于“危机婚姻”给予不超过

3个月的冷静期。冷静期并非一冷了之，而是指导

双方当事人制定“挽救婚姻计划书”，帮助双方修

复感情、挽救婚姻，帮助处于婚姻危机中的离婚

案件当事人幡然悔悟、重归于好。 

 

五、家事审判特色庭审，修复破碎的家庭亲情 

根据家事审判特点和需求，建立家事审判特

色庭审模式，彰显家事审判柔性司法、温情司法

的特点，形成和谐化解家事纠纷的氛围。改变以

往单一的对抗式、诉辩式审理方式，将“坐堂问

案”变为“圆桌审判”，凸显家庭调和氛围，缓和

了当事人之间矛盾，激发情感共鸣，引导双方角

色回归，修复破碎的家庭亲情。 

 

本期编辑：孔祥昆 

责任编辑：刘小玉  

来源：省法院民一庭《民事审判践悟》第 3期 

“家和计划”让离婚更冷静 

2018-09-06 中国法院网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齐俊涛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09/id/3485652.shtml 

据报道，当前，重庆市正在开展“家和计划”。

笔者以为，在离婚率越来越高，尤其是年轻人离婚

现象与日俱增，80末、90后成为离婚的主力军的

当下，重庆“家和计划”值得各地学习推广。 

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活条件的提

高，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的年轻一代大多为独生子女，

他们每个人都是家庭的中心，受到各种宠爱，以自

我为中心，缺乏家庭责任感，没有做好成为夫妻、

为人父母的准备。这些年轻人在遇到一些挫折或者

困难时就会有一时冲动离婚的举动，在这时如果能

有这么一间小屋，给他们降降温，也许就会大大降

低离婚的数量，同时减少一些冲动的夫妇晚上吵架、

第二天早上离婚、到下午又后悔的现象。据报道，

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家和计划”共服务 5.4

万余人次，劝和 470对夫妻。 

离婚冷静期能给夫妻双方一个冷静思考的空

间，在挽救婚姻上做最后一次努力，这多少有点心

灵鸡汤的味道——在现实中，奉劝我们学会乐观、

忍耐、坚持。现如今已经有多地政府开始试行离婚

冷静期这一政策，希望多地政府多多学习重庆市

“家和计划”，加大、加强专业化的婚姻家庭咨询

队伍建设，多多解决一些由于冲动造成的离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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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离婚率。人们常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

得共枕眠，劝诫我们的年轻人，从相识、相恋到成

家，不要为了一时的冲动，走入婚姻的危机。 

济南法院近 6 成家事案调撤结案 

2018-09-06 法制网 稿件来源：法制日报政法·司法  记者徐鹏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80906/Articel03009GN.htm 

本报讯 记者徐鹏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山东省

济南市家事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推进会上获

悉,2016 年 6 月以来,各试点法院共受理家事案件

8937件,审结 8769件,其中调撤结案 5185件,调撤

率为 59.13%。 

各试点法院贯彻调解优先、不公开审理、当事

人亲自到庭和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普遍建立

了家事调解、家事调查、心理辅导干预、案后回访

等制度,构建以法官为主导的职权探知、自由裁量

和对当事人处分权适当干预的诉讼模式,建立格式

化文书模板,引入法官寄语,增强了裁判文书的说

服力。依托诉调对接平台,各试点法院与当地综治、

公安、司法行政、民政、妇联、教育等部门创建形

式多样的合作方式,引导 1758 件家事纠纷当事人

选择诉前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至少 8 省份已试行“离婚冷静期” 
上海、广东、四川等地试行 3到 6个月离婚冷静期 

“劝和”效果显著 河南挽救 2.2 万余破碎家庭 

2018-09-07 法制晚报 A14：关注  记者 张莹 

http://dzb.fawan.com/html/2018-09/07/content_33515.htm 

法制晚报讯（记者 张莹）如果规定 1个月的

“离婚冷静期”，能挽回更多的家庭吗？近期，备

受关注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拟增加离婚冷静

期制度,引发广泛热议。草案规定，自婚姻登记机

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任何一方不

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

前款规定期间届满一个月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

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

婚登记申请。 

此次拟将“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规定写进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这意味着“离婚冷静期”的

做法将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它对于冷却双

方情绪、化解婚姻危机、维护家庭稳定无疑具有积

极意义。 

《法制晚报》记者梳理发现，已有上海、四川、

河南、山东、广东、黑龙江、陕西、云南等至少 8

地的部分基层法院，尝试实行 3至 6个月的离婚冷

静期。 

效果  上海试行“冷静期”挽回四成破碎家庭 

为了让当事人更加理性地面对自己的婚姻，近

些年来，司法部门已经在尝试探索。据不完全统计，

“离婚冷静期”这一举措至少已经出现在 8个省份

的多个地方基层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实践中，分别

为：上海、四川、河南、山东、广东、黑龙江、陕

西、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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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河南、上海、四川安岳三地均为较早实

施这一举措的地区，并且已发布相关统计数据。 

根据公开报道检索发现，河南省是国内首个尝

试“离婚冷静期”举措的省份。2016 年，河南在

部分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2017 年河

南省两会上，原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在作报告时

说，河南法院坚持劝和不劝分，对双方一时冲动、

有和好可能的离婚案件，设立3至6个月“冷静期”，

挽救了 2.2万余个濒临破裂的家庭。 

上海市同样在 2016年就尝试“离婚冷静期”

制度，在 2016年 6月至 10月五个月期间，上海有

67 起离婚案件进入了“冷静期”，经过法庭努力，

成功挽回了 27个濒临破碎的家庭，约占进入“冷

静期”离婚案件的 40%。 

2017年 3月 8日，四川安岳县法院向一对“85

后”夫妻发出了“离婚冷静期通知书”，让双方回

家“冷静”三个月。这是四川省发出的第一份“离

婚冷静期通知书”。三个月“冷静期”满后，女方

提出撤诉申请。据安岳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庭长蒋

新儒表示，5个月底盘的时间内，他们共发出约 20

份《离婚冷静提示书》，目前已有 10多份到期，到

期的约 90%未再提出离婚。 

今年 7月 16日，广东省高院发布指引，全面

实施离婚冷静期，以后广东省范围内的离婚案件，

几乎都会引入“离婚冷静期”这一制度。广东高院

设置了两种冷静期，一个是“情绪约束冷静期”，

另一个是“情感修复冷静期”。 

多地试行“离婚冷静期”制度 

河南 

2016 年河南开展试点工作，在一些基层法院

的离婚诉讼中，试行3至6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制度。 

上海 

2016 年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综合审

判庭首创探索在离婚案审理中设立“冷静期”。 

四川 

2017 年，四川安岳县法院发出为四川省第一

份“离婚冷静期通知书”，为期三月。 

黑龙江 

2017年，黑龙江发出首份《离婚冷静告知书》，

为期一个月。 

陕西 

2017 年陕西丹凤县法院庾岭法庭发出陕西首

份离婚冷静期通知书。 

云南 

2017 年，云南 4 家法院强推“离婚冷静期”，

期限为六个月。 

山东 

2017 年，济南市市中区法院在全市首推离婚

冷静期制度。 

广东 

今年，广东高院指引全面实施离婚冷静期。 

设定“冷静期”通常适用于登记离婚 遏制轻

率离婚行为 

关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在网上引起不小的争

议，舆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有部分网友鼓掌

叫好，也有人称其干涉婚姻自由。那么究竟为何设

定离婚冷静期？ 

离婚大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登记离婚，一种

是诉讼离婚。通常情况下离婚冷静期，仅适用于登

记离婚。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

明舜认为，这次草案之所以在登记离婚过程中设置

冷静期，而没有在离婚诉讼中设置冷静期，是因为

立法者主要是考虑到了在离婚诉讼过程中，诉讼本

身有一定的期限要求，并不像登记离婚那样必须即

来即离，办案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离婚当事人，可以有必要的时间冷静思考，因而在

离婚诉讼中设置冷静期的紧迫性、必要性没有在登

记离婚程序中明确冷静期那样迫切。 



012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指出，之所

以规定 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是因为现在的离婚登

记手续过于简便，轻率离婚的现象增多，不利于家

庭稳定。 

“设定离婚冷静期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婚姻稳

定性，遏制轻率离婚行为的发生。”中国社科院法

学所民法室主任谢鸿飞介绍，1个月的期限是协调

两种价值的结果：一是离婚自由，二是保障婚姻稳

定。 

发放  广东：申请一方需提供修复计划 

此外，《法制晚报》记者注意到离婚冷静期通

知书并不是随便就能发放的，青岛胶州法院少年家

事审判庭庭长刘红介绍，如果夫妻一方存在家庭暴

力、遗弃、虐待、赌博、吸毒等较大恶习，就不适

用于“离婚冷静期”。 

在广东省发布的《广东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程序

指引》中也对此进行界定：“当事人在冷静期内有

家庭暴力、转移财产、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情况的，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终止冷静期。”除此以外，广东

省对于诉讼离婚的冷静期还做了配套规定：申请冷

静期的不愿离婚的一方，需要提供修复计划，如果

在冷静期期间没有按照计划履行，那么就可以成为

情感破裂的证据，对其不利。 

对于法院来说，一起离婚案件究竟要不要进行

调解，取决于这段婚姻是不是已经“死亡”，四川

省资阳市安岳县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负责人

蒋新儒表示，对婚姻状况进行诊断，是死亡性婚姻

还是危机性婚姻。初步判断为危机性婚姻的前提下

再来看是不是冲动性，原则上考虑给他们冷静的期

限，理解为离婚冷静治疗期。 

如果夫妻双方感情并未破裂，而只是因为生活

纠纷而产生了离婚冲动，那么这种离婚案例是可通

过调解来挽回的，而对于法院来说，挽回并未实质

破裂的婚姻，也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酉阳法院反映赡养老人纠纷呈现四个诱因并提出建议 
2018-09-06 重庆法院网  作者：史方钊 

http://cqfy.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09/id/3487651.shtml 

2015 年以来，酉阳法院共审结各类赡养老人

类纠纷 27件，其中，2015年 6件，2016年 10件，

2017年 8件，2018年以来 3件，统计发现，老人

赡养纠纷存在以下四个诱因： 

一是对女性子女歧视性的传统观念引发赡养

纠纷。渝东南地区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使得女性子

女在被扶养的过程中，不同程度的遭受一些歧视，

当老人年老体弱时，面对赡养问题，潜藏的矛盾纠

纷随之爆发，使得老人赡养面临障碍。同时，在农

村，女性子女要面临出嫁问题，许多嫁入外村、外

地，而传统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观念，

也使得女性子女在承担赡养义务的意识上缺乏认

知和自觉，不同程度存在不愿意过多的承担赡养义

务的心理，同时，老人本身对女性子女承担赡养义

务也缺乏自觉认知。统计显示，有 15件案件存在

此类情形，占比 55.5%。 

二是子女众多、大锅饭式的赡养效果堪忧。从

审理实践来看，在许多赡养纠纷案件中，老人并不

是没有子女，或者子女较少，相反，很多老人拥有

2个以上，甚至多达六七个子女，但在农村，子女

赡养老人多为“大锅饭”式赡养，觉得谁都有责任

赡养，最后就是谁都没有把赡养义务落到实处。子

女之间为赡养老人扯皮，甚至发生各种纠纷，由于

经济状况和现实基础不一样，不同的子女在赡养老

人的过程中承担的义务并不均衡，从而引发子女心

理不平衡，严重的甚至导致老人空有一窝儿女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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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赡养的结果。统计显示，有 14 件案件存在此类

情形，占比 52%。 

三是老人丧偶失偶加剧赡养纠纷冲突。审理实

践中发现，许多赡养纠纷案件当中老人往往丧偶或

者离婚失偶。丧偶或失偶老人多伴随体弱多病，无

经济来源，甚至连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也欠缺，无

伴可依，只能依靠子女，如果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

老人连基本生活也不能维持，只能提起诉讼。同时，

丧偶或失偶老人精神上容易孤独，如果子女不能够

很好的进行疏导，脾气和情绪容易受到刺激，导致

老人与子女矛盾纠纷增多。统计发现，有 17件案

件存在此类情形，占比 63%。 

四是赡养纠纷案件中老人多为独居状态。审理

实践中发现，赡养纠纷案件中，老人很少与子女住

在一起，多为独居状态，居住的房屋多为旧屋、老

屋，甚至有的老人无房可居，靠租房渡日。尤其是

对一些独居同时丧偶或失偶的老人而言，长期贫困

孤独的生活使他们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再加之子

女对老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缺乏应有的关心，这些

都加剧了老人和子女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往往

又以赡养纠纷的形式表现出来。统计显示，有 19

件案件存在此类现象，占比 70%。 

对此，酉阳法院建议：一是当地党委政府、基

层组织、法院、司法局等部门进一加大普法宣传力

度，重点就传统重男轻女等歧视性思想进行纠正，

积极树立男女平等思想，通过定期法治宣传、以案

说法等手段使女性子女自觉意识到自身赡养责任，

扫清女性子女赡养老人的思想障碍。二是积极发挥

村规民约、公序良俗等传统文化制约因素的作用，

对老人子女众多的，利用农村基层组织进一步明确

不同子女赡养具体责任，形成农村基层组织、司法

所、综治办、法庭、当地党委政府联动协作的纠纷

化解网络，将赡养老人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三是

当地党委政府要建立台账，对老人丧偶失偶的，定

期组织基层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进行心理疏导，并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就老人和子女间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及时进行调解，使丧偶失偶老人与子女

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掐灭赡养纠纷的源头。四是

当地党委政府要及时对老人独居情况进行重点摸

排，建立台账，对独居老人居住条件恶劣的，要及

时采取措施，对不作为子女进行批评教育，发挥道

德与法治双重作用，使独居老人与子女关系保持和

谐稳定。 

来源：酉阳法院 

责任编辑：宣传处 

最高院：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中能否将对方 
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的答复｜审判研究 

2018-09-08 审判研究  最高法院答复意见 

https://mp.weixin.qq.com/s/SR_Mw1NB-q_5UvmH7S-b-A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中能否将对方 

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的答复 

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 1385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对涉婚赠与

行为法律效力及时出台合乎法理的司法解释的建

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认为涉婚赠与行为是附条件的赠与，在没有

与对方缔结婚姻或最终离婚的情况下，赠与行为所

附条件不复存在，我们同意您的观点。 

对于婚前给付财物的性质问题，有学者称为附

条件赠与行为，即以结婚为目的一方给予对方财物，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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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数额较大。附条件赠与行为，如果条件不成或

条件消失，给付方可请求返还。在农村特别是经济

相对不发达地区来说，结婚给付财物（俗称彩礼）

的现象比较普遍，通常是因旧俗所累，并非自愿。

当两人因种种原因不能成婚时，一方要求另一方予

以返还，法院一般应予支持，这也符合公平的法律

理念和民间的风俗习惯。 

针对审判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彩礼纠纷，为了统

一裁判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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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明确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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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司法解释中“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

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双方确已共同生活

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

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

是否生育子女、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

素，确定是否返还以及具体返还的数额。 

人民法院审理彩礼纠纷案件的案由是“婚约财

产纠纷”，据有关统计，全国法院 2014 年一审受理

的“婚约财产纠纷”为 23092件，2015年为 26088

件，2016 年为 24545 件。在实际生活中，彩礼的

给付人和接受人并非仅限于男女双方，还可能包括

男女双方的父母和亲属，这些人均可成为返还彩

礼诉讼的当事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

婚姻被认为是终生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送

彩礼也大都由父母代送，且多为家庭共有财产。而

在诉讼中大多数也是由当事人本人或父母起诉，

因此应诉方以起诉人不适格作为抗辩时，法院不

予采信，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对

于被告的确定问题也是如此，诉讼方通常把对方当

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

一般习俗是父母送彩礼，也是父母代收彩礼，故

将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是适当的。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17年 8月 26日 

核校：简牍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属的约定协议效力如何？ 
2018-09-10 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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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会对财产归属问题进行约定 

比如将共同财产约定为个人财产 

那么这样的约定效力如何 

能否成为解决离婚纠纷的依据呢？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 

婚前财产所作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本期法信干货小哥结合典型案例 

整理夫妻约定财产协议的相关裁判规则 

 

法信码丨 A2.J18313 

夫妻约定财产协议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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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双方以书面形式约定一方个人所有的财

产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可直接产生财产归属变

动效果——李响玲诉李秋生离婚纠纷案 

【案例要旨】夫妻双方以书面形式约定一方

个人所有的财产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属于夫妻财

产契约，可直接产生财产归属变动效果，任何一方

不能单方变更、撤销契约内容。 

案号：（2017）京 02 民终 2100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18 年第 20 期 

【法院评析】夫妻间财产归属约定的性质认

定和法律适用 

（一）夫妻财产契约与夫妻间赠与的分野 

夫妻财产契约与赠与关系在以下三个方面存

在区别： 

第一，行为性质不同。夫妻财产契约与赠与

关系的最大区别在于夫妻财产契约以合意双方的

婚姻关系为前提，并紧紧依附于契约双方由婚姻产

生的身份关系。正如史尚宽所言：“夫妻财产契约，

与未婚或已婚配偶间有财产法内容之法律行为不

同。在前者关于配偶间婚姻财产法上之秩序，维得

与配偶间行之”。赠与关系则不要求双方当事人具

有任何身份上的联系，赠与是单纯的财产性行为，

市场经济中的一般民事主体均可作为赠与的主体。 

第二，意思表示的形式不同。夫妻财产契约

是要式行为，可排除法定财产制的适用，因此婚姻

法明确规定夫妻财产契约需采取书面形式方可生

效。此举旨在提示夫妻双方在对财产进行概括性或

者针对性的约定时，应秉持审慎态度。赠与则是不

要式行为，双方当事人只要意思表示真实合法并达

成一致，不拘形式即可成立赠与合同。 

第三，行为目的及实现不同。夫妻财产契约

的目的概括来讲无非两种，要么是维系婚姻关系的

长久，要么是避免婚姻终止之时的财产分割纠缠，

而不论哪一种目的，夫妻财产契约目的的实现必然

都要经历一段相对漫长的过程。因夫妻财产契约引

起的财产归属变动并不对夫妻任一方对物的用益

物权产生实质影响，无论约定财产归属一方或双方

共同所有，夫妻双方均可使用标的物，甚至财产孳

息仍属于夫妻共同所有（如约定归夫或妻一方所有

的房产用于出租取得的租金，在未另行约定的情况

下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关系则不同，赠与

合同成立之后或者约定时间或者即时履行，受赠人

总有一个指日可待的期限取得完整的物权。而赠与

合同一旦履行，除非特别约定，赠与人与受赠人之

间通常而言也无共同使用标的财产之契机，赠与人

自然也就不再享有标的物的用益物权。 

（二）夫妻间财产归属的法律适用 

“只要法律措辞的语义清晰明白、且这种语义

不会产生荒谬的结果，就应当优先按照其语义进行

解释”。因此，为了确保法律的确定性和实现立法

法信·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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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对一项法律规范的解释应使其在逻辑上与同

一领域同位阶或更高位阶的规范文件构建的法律

体系相契合。将“夫妻双方通过书面形式将夫妻一

方个人所有的财产约定为夫妻共有”认定为夫妻财

产契约，实际上是为协调婚姻法第十九条与《婚姻

法司法解释（三）》第六条的关系而对后者进行目

的性限缩解释的结果。正如前文所述，婚姻法第十

九条已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将一方婚前财产或者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约定为共同所有系夫妻财

产契约的形式之一，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第 6条是对第十九条规定的空白行为模式即“约定

一方所有财产归另一方个人所有”进行规制，二者

从体系上是互相补充、协调统一的。但如果再将“约

定一方所有财产归共同所有”的行为模式纳入《婚

姻法司法解释（三）》第 6条的调整范围，则势必

产生婚姻法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法律冲

突，导致法规则导向确定性的丧失。在此情形下，

唯有对后者进行限缩解释，将前述行为模式排除一

般财产法的适用而适用婚姻法的规定，方能确保法

规则的有机协调。 

 

1.法院应尊重夫妻之间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

协议，按照分割协议履行，优先保护事实物权人—

—唐某诉李某某、唐某乙法定继承纠纷案 

案例要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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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第三人利益的情

况下，应当尊重夫妻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双

方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履行，优先保护事实物

权人，不宜以产权登记作为确认不动产权属的唯一

依据。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 年第 12 期(总第 218 期) 

2.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

婚前财产所作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杨某

诉刘某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要旨：夫妻双方可以书面约定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

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共同所有，该约定对双方具

有约束力。婚内财产协议附有的“一方提出离婚，

协议无效”等限制他人离婚自由的约定，因违反法

律规定和公序良俗而无效，该部分内容无效不影响

协议书其他条款的效力。 

典型意义：这是一起涉及婚内财产协议效力

的案件。当前，许多人在婚前婚内签订一纸“保婚”

文书，而“谁提离婚，谁便净身出户”，往往成为

婚内财产协议中的恩爱信诺，以使得双方打消离婚

念头，一心一意的经营好婚姻。但是，这些协议究

竟有没有效力。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夫妻双方可

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

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共同所有。

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适用本法第十七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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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的《协议书》由当事人双

方签字认可，且有见证人签字，协议书签署后双方

共同生活一年以上，在刘某某无相反证据证实杨某

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时，《协议书》内容应视为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应予支

持。对于《协议书》所附“一方提出离婚，协议无

效”的约定，因限制他人离婚自由，违反法律规定

和公序良俗而无效，其无效不影响协议书其他条款

的效力。 

审理法院：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来源：最高法院公布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山东）2015

年 11月 20 日 

3.夫妻双方签订书面协议约定一方婚前个人

房屋归夫妻共同共有，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孙某

法信·裁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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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刘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要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签订书

面协议约定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婚前个人所有的房

屋归夫妻共同共有，属于夫妻婚内财产约定，对夫

妻双方均有约束力，并不因是否办理房屋权属变更

登记而影响其效力。 

案号：（2014）三中民终字第 5398 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北京法院参阅案例 18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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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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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上广深多少夫妻财产约定被认定为无效？大数据知道真相！ 
原创：2018-09-11 埃孚欧律师事务所   埃孚欧大数据 

https://mp.weixin.qq.com/s/xYKLqbkSfy-kM1rgFcqI0g 

作者 | 埃孚欧大数据课题组 

责编 | 有鱼 

来源 | 埃孚欧律师事务所（lawyerfo） 

 小佳说  

一纸协议，看似简单，却大有乾坤。有的是想

给对方一个安稳的未来，有的是想挽救破裂的婚

姻，而有的却想给对方设下陷阱。想避免陷入那些

浪漫的谎言？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夫妻财产约定！ 

夫妻财产约定可以排除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

制，双方签订的协议一旦生效，即发生财产约定的

物权效力。 

然而，实务并不如此简单，明明白纸黑字，为

何还能说话不算话？埃孚欧律师事务所大数据课

题组通过对此类纠纷的裁判案例进行分析，对上述

问题进行裁判数据研究，并给出可行的法商建议。 

法商大数据报告，寻找大规律，更挖掘小细节。 

裁判案例基本情况 

1.案件时间：2008年 1月 1日-2018年 7月 31日 

2.案例来源：Alpha案例库 

3.限定法院：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 

4.限定案由：离婚、离婚后财产、夫妻财产约定、

分家析产纠纷， 

5.案件数量：采样  1123件，裁判观点整理  295 

件 

6.检索关键词：婚姻法第十九条 

注：本次数据报告主要针对夫妻双方在婚内签署的不

以离婚为目的的财产约定，因此不包括离婚协议以及为离

婚而签署的财产约定。 

 1  

大数据统计及分析 

1、案件地域分布情况 

数据报告主要选择了北京、上海、广东、江苏、

法信·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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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等五个经济发达省份。共收集案例一千余例，

排除离婚协议书及为离婚而签署的财产协议，夫妻

婚内财产协议的案件数量如下： 

 

统计的五个省份中，有效案例共计 295件，上

海市最多，江苏省最少。 

2、案由分布 

 

离婚纠纷 181起，离婚后财产纠纷 66起，从

数据报告中看出夫妻之间对于财产约定产生的纠

纷主要发生在离婚时或离婚后的财产分割中，这也

符合大多数家庭的实际情况。 

3、审理程序 

 

一审程序的案件共 207起，占比 68%，二审程

序 81起，占比为 27%，再审案件 17起，占比 5%。 

4、裁判时间 

 

从判决时间来看，2014年、2015 年的数量到

达顶峰，可能与前几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热有关，也

可能与裁判文书网收录进度有关。 

5、案例有效情况 

 

有效案例中，法院最终认定有效的夫妻财产协

议 244件，占比 84%，无效的案件 30件，占比 10%，

可撤销的案件 18起，占比 6%。由此可知，除非出

现法定的合同无效事由，法院认定夫妻财产协议有

效还是主流。 

6、涉及财产类型 

在所有的涉案纠纷中，不动产纠纷多达 205

起，而单纯涉及动产的案件仅为 38起，占比为 13%。

因此，不动产仍然是夫妻之间财产约定的重要内容。

此外，在涉及动产的范围中，多数还会涉及债权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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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归属。 

 

 2  

夫妻财产约定的不同情形及裁判理由 

一、夫妻双方约定 AA制的情形 

▍情形 1：夫妻双方在婚前签订书面协议，明

确约定双方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婚后各自经济独

立。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

应属有效。 

【典型案例】（2016）苏 01民终 3862号 

裁判理由：双方在婚前签订书面协议，明确约

定双方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婚后各自经济独立。

后又签订书面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婚后的投资、收

益、债务均由自己承担，上诉人没有权利和义务，

上述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

定，应属有效，应认定双方就各自婚前及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的财产已作出归各自所有的明确约定，上

述约定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情形 2：夫妻财产约定应当采取书面协议，

否则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处理。 

【典型案例】（2013）松民一（民）初字第 9353号 

裁判理由：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财

产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于双方没有采用书面

形式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予以明确的

约定，故本院依法认定，被告出资购买的三间平房，

以及被告出资购买的其他财产，应为夫妻共同财

产，故原告要求依法分割上述财产的诉讼请求，本

院予以支持。 

二、夫妻一方个人房产约定为夫妻共有的情形 

▍情形 1：夫妻一方可将婚前个人房屋约定为

夫妻共同财产，该约定有效。 

【典型案例】（2016）苏 13民终 3734 号 

裁判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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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

之间订立的房屋共有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

思表示，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且

房屋已登记为夫妻双方为共有权人，故房屋应按夫

妻共有财产进行处理。 

▍情形 2：夫妻双方将一方婚前个人房产约定

归双方共同所有，按照约定该房产应为夫妻共同共

有财产，但可以给出资贡献较大的一方适当多分。 

【典型案例】（2015）青民五终字第 1307号 

裁判理由：根据协议书的记载，双方对协议书

中各自的签字均认可，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关于被

上诉人主张房屋系其婚前个人财产，本院认为，《婚

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六条的主旨是夫妻之间赠

与房产可以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相对于物权法

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的规定属

于特别规定，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的规定。本案中

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房产作出了约定，按照

约定该房产应为双方的共同共有财产。考虑到该房

产是由被上诉人婚前家人投入和借亲戚款项购买，

对该房产来源贡献度大，应适当多分。 

▍情形 3：夫妻将一方婚前个人房屋约定为共

同共有，该协议实质属于将其房产的 50%权益赠与

另一方。若双方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赠与行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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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所涉房屋仍然属于一方个人财产。 

【典型案例】（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 2146号 

裁判理由：涉案两套房产系潘某某婚前所购

买，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虽然签订了《婚姻协议》，

约定潘某某名下的两套涉案房产为双方共同拥有

的财产，双方各自拥有 50%的相关权益。该协议的

实质是约定潘某某将房产的 50%权益赠与潘某。现

双方在协议签订后并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潘某某

提出撤销赠与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涉案

《婚姻协议》不能撤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涉案

两套房产应认定为潘某某的个人婚前财产。 

▍情形 4：夫妻一方婚前购房且登记在自己名

下，婚后共同还贷。若一方将其部分房产份额约定

归另一方所有，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所有。 

【典型案例】（2016）粤 06民终 2809号 

裁判理由：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条并未简单

认定一方婚前贷款所购房产属购房者的个人财产

或夫妻共同财产，而是仅规定了离婚时的分割原

则。而本法第六条规定的是一方将其所有的房产赠

与另一方之情形，故不适用本案。 

本案中，买卖合同由黄某在婚前签订，以黄某

的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不动产登记

在黄某名下，但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继续偿还房屋

贷款，且黄某在婚后向邓某出具《协议书》，明确

约定黄某婚前贷款购买的房产至少 50%的产权归

邓某所有，根据婚姻法的上述规定，该约定对双方

均具有约束力。 

▍情形 5：夫妻一方于婚前购买并支付首付款

且登记在该方个人名下，属于其婚前个人财产。夫

妻双方将该房产约定归双方共同所有，属于赠与行

为，在产权未变更登记之前，赠与可以撤销。 

 

 

【典型案例】（2014）海民初字第 3351号 

裁判理由：讼争房产系原告于婚前购买并支付

首付款且婚前登记于原告个人名下，应属于原告的

婚前个人财产。原、被告签署的《房屋共有协议》

中，原告明确表达了确认讼争房产共同共有的意

思，但因双方约定的对象为原告婚前个人财产，被

告并未支付任何对价，故该约定中有关共同共有的

部分实质上是原告对被告的赠与，产权变更登记之

前可以撤销。 

三、夫妻一方个人房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的情形 

▍情形 1：夫妻双方约定将一方婚前个人所有

的房产归另一方所有，该财产约定有效，但不具有

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一方可在房产物权转移之前

撤销赠与。 

【典型案例】（2015）西民初字第 1958号 

裁判理由：原告提交的“财产协议”，有原、

被告双方的签字确认，本院对于该协议效力予以确

认。财产协议所涉房产属于被告个人婚前所有的不

动产，我国不动产物权变更采取的是物权变动法定

形式，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具有物权变动的法律效

力，仅为变动的原因。原被告之间关于涉案房屋的

赠予行为属于一般赠予行为，被告在该赠予房产物

权转移之前明确表示不再履行，撤销该赠予，原告

诉请归其所有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情形 2：夫妻一方将其婚前个人房屋赠与配

偶所有，属于赠与行为。但是经过公证的协议，即

使房屋未办理变更登记，赠与也不能撤销。 

【典型案例】（2015）兴民初字第 2444号 

原、被告均系再婚、各自均有子女，双方为避

免子女们今后产生纠纷，进行夫妻财产约定，并经

公证处公证生效，该约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被告将其婚前个人房屋约定赠与原告后，至今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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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产权过户登记，现原告要求被告办理过户登记，

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四、夫妻共同房产约定为一方所有的情形 

▍情形 1：夫妻通过书面协议将共有房产约定

归一方所有，协议有效，即使未办理物权转移登记，

亦不影响一方依约取得房产所有权。 

【典型案例】（2017）内 01民终 1275号 

裁判理由：本案中，《婚内财产处分协议书》

系双方协商一致对家庭财产进行内部分配的结果，

在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应当

尊重夫妻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双方达成的婚

内财产分割协议履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

六条仅适用于夫妻一方将其“个人所有的房产”赠

与另一方个人所有的情形，不适用本案。 

▍情形 2：婚内财产协议非以双方离婚为前提

条件或系一方受到胁迫等原因，那么财产分配协议

中相关房产归属约定合法有效。 

【典型案例】（2014）长民四（民）初字第 445号 

裁判理由：原、被告签订财产分配协议，被告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签订该家庭财产协

议书的法律后果有知晓能力，同时结合原、被告在

审理中对签订该协议时家庭关系及具体原因的陈

述，被告并无充分事实依据表明该协议签订时系以

双方离婚为前提条件或系被告受到胁迫等原因。故

本院依法确认该财产分配协议中相关财产归属约

定合法有效。 

▍情形 3：经过公证的的赠与书发生物权变更

的效力。 

【典型案例】（2015）吉中民三终字第 181号 

裁判理由：该房产虽然是婚后购买，但上诉人

罗某与被上诉人徐某签订了书面赠与书，上诉人罗

某将属于其的一半产权无偿赠与给被上诉人徐某，

且对该赠与书进行了公证。据此，该赠与书可视为

上诉人罗某与被上诉人徐某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购房产权属的约定，即该房产归被上诉人徐某所

有。 

▍情形 4：夫妻一方将婚后共同房产属于自己

的部分给予另一方所有，属于赠与合同。若未办理

该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一方可以行使撤销权。 

【典型案例】（2012）岩民终字第 791号 

裁判理由：讼争房屋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上诉人的名义购买，依法属双方

当事人的共同财产。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

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属有效合同。根据

该《协议书》的内容，依法应认定协议书的性质属

赠与合同。由于《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至今未

办理讼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被上诉人

依法可撤销赠与。 

▍情形 5：夫妻将婚后多套房产约定归一方所

有，只要夫妻双方在订立夫妻财产协议时系通过协

商，并系真实意思表示，即使表面有利益不平衡，

亦不能即认定该协议显失公平。 

【典型案例】（2015）闵民一（民）初字第 5079号 

裁判理由：判断协议是否显失公平，不仅仅应

衡量协议双方当事人表面上的利益是否严重失衡，

还要看协议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一方是否利

用了其优势地位或对方没有经验。本案中，协议内

容的形成系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并做了慎重的考

虑，非轻率所形成。且夫妻财产约定有一定的人身

属性，夫妻双方在对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进行

约定时，通常还考虑了双方的情感、家庭关系、经

济收入等各方面，故不能因表面的利益有些不平

衡，就认定该协议显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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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夫妻共同房产约定为按份共有的情形 

▍情形 1：夫妻双方对房屋产权份额进行了约

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履行 

【典型案例】 （2016）苏 01 民终 9602号 

裁判理由：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订立《购

房协议》，对双方购置的房屋产权份额进行了约定，

一方 99%一方 1%，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协

议履行。现上诉人将诉争房屋均登记在其一人名

下，明显违反双方协议的约定，对此上诉人并未做

出合理的解释，应对此承担相关不利后果，即负担

相关产权变更手续费用，并承担一审全部诉讼费

用。 

▍情形 2：夫妻双方将房屋产权登记为按份共

有，可以视为双方在婚内已对各自所占的房屋产权

份额作出约定。 

【典型案例】（2016）沪 0110民初 13848号 

裁判理由：本案中，原、被告婚内将系争房屋

产权登记为双方按份共有，离婚时未作变更并明确

双方财产分割完毕，可以视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

方已对各自所占的房屋产权份额作出约定。双方离

婚后，继续共有房屋的基础已丧失，现原告主张房

屋产权，并同意支付被告房屋折价款，并无不当，

本院予以支持。 

 3  

婚内协议裁判规则 4 点总结 

夫妻之间关于房产的归属所订立的书面协议，

通常来说只要是夫妻双方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未

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未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者

的合法权益，协议本身都是有效的。 

但是协议能否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由于

各法院对协议是属于夫妻财产约定还是赠与合同

的定性不同，从而在审判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裁判

结果： 

 

1、夫妻将一方个人房产约定为夫妻共有，常

见的就是产证“加名字”情形。夫妻签订的财产

协议有效，如果房产已进行产权变更登记，那么该

房产应当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同时，法院可以根

据房产来源的贡献度，对贡献较大的一方适当多分。 

如果未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在赠与方反悔

的情况下，另一方就可能无法分割房产。 

2、夫妻将一方个人房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

法院基本都会认定为是赠与行为，在未办理产权

变更登记之前，赠与方享有撤销权。但是，如果协

议经过公证，即使房屋未办理过户，赠与也不能撤

销。 

 

3、夫妻双方将共有房产约定归一方所有，常

见的是产证“去名字”的情形，这种情形多发生

在过错一方为了弥补错误、挽救婚姻而自愿放弃

自己的房产份额。多数法院认可此种财产变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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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的夫妻财产约定，但是

仍然有判例认为该产权变动实际上属于夫妻一方

将其房产份额赠与给另一方，因此可以行使赠与合

同的撤销权。 

4、虽然夫妻财产约定需要采用书面形式，但

是夫妻双方直接在房屋产权证上登记各自按份共

有的份额，可以视为双方已经对该房屋的权属作

出约定。 

 4  

婚内协议的 3条法商建议 

 

夫妻财产约定可以定制自己的财产属性，在今

天特别适合高净值人群。但是，一份没有效力保证

的协议，不但不能定纷止争，反而是新的纠纷来源。

因此，我们总结了夫妻关于财产约定的三大注意事

项。 

1、应当签订书面财产协议。 

《婚姻法》第十九条就规定“约定应当采用书

面形式”，因此只有将约定落实到书面协议才可靠，

口头的承诺难算数。 

2、书面约定还是有风险，尽快更名或公证。 

涉及不动产约定的夫妻财产协议，尽量办理房

屋过户手续或者将财产协议进行公证，否则存在被

撤销的可能，或者房产被擅自抵押、转让等风险。 

3、财产协议中不包含以双方离婚为条件的条

款，因为离婚协议在双方办理离婚手续后才发生

法律效力。所以，协议的内容并非是越多越有用。 

一纸夫妻财产约定，可以实现财产归属的个性

化。但是，协议的效力可能因为约定的形式、协议

的内容、物权变更与否等而有所不同。4点总结 3

条建议，祝你闯关成功。 

离婚先“测评” 分手莫轻率 
2018-09-12 人民法院报 第 02 版  史洪举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12/content_143485.htm?div=-1 

近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家事纠纷调处中

心挂牌。在该院家事审判区，有一处心理咨询室，

工作内容主要是通过专业的婚姻问卷，对来进行离

婚的夫妻进行一个婚姻关系的测评。从这个问卷当

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夫妻的事情，比如一些核心的矛

盾和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目前已试运营半月，共

有十多位公益心理咨询师参与其中，五位经验丰富

者轮流坐班。 

很多人都知道，上学要考试，找工作要考试，

拿驾照要考试。如今，离婚也要“测评”，甚至考

试不及格不能离婚，这让一些“吃瓜群众”难以接

受，毕竟婚姻法等规定了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却

没有明确离婚是否需要经过“测评”。其实，如果

对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流程有所了解的话，就不会对

此产生误解。因为所谓的婚姻关系测评试卷，不过

是对夫妻婚姻、感情的测评调查，完全合法合理合

情。 

众所周知，婚姻法规定了婚姻自由原则，这主

要指婚姻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在婚姻问题上享有

充分自主的权利，既有结婚自由，又有离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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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不得强制或横加干涉。但这种自由不是绝对

自由，而是相对自由，如在离婚程序上，尤其是诉

讼离婚方面，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和条件。并不是

一方起诉要求离婚，人民法院就必须准予离婚。毕

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离婚之后将产生一系列法

律后果和社会后果。因而，任何人都应慎重对待婚

姻，不能将婚姻当作儿戏，想离婚就离婚。作为司

法机关，人民法院有职责也有权力对离婚纠纷先行

调解，从严掌握准予离婚条件，以减少轻率离婚现

象。 

根据婚姻法，离婚纠纷中，应准予离婚的条件

和情形并不多。如有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

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情形，

经调解无效的，方应准予离婚。除此之外，初次起

诉离婚时，人民法院大多不准予双方离婚，而是给

双方一个缓和期间。 

为查清离婚纠纷起因，双方为家庭尽到责任的

大小，各自在纠纷中有多大过错，夫妻感情是否确

已破裂。法官往往需要调查询问双方当事人，甚至

双方父母等亲属。也就是说，即便没有“婚姻考试

卷”或婚姻关系测评，法官有职责也有权力查清相

关问题。 

而当事人对婚姻关系测评试卷的回答情况，以

及双方参与调解、庭审过程的言谈举止，可以作为

判断夫妻感情是否彻底破裂的佐证。以便法官或家

事纠纷调解人员综合其他证据，综合考量是否应准

予纠纷双方离婚。通过婚姻关系测评试卷，也可以

让纠纷双方从家庭、伦理道德、责任感等角度出发，

珍惜婚姻，慎重离婚，起到挽救婚姻作用。 

据报道，民法典分编草案也拟增加离婚冷静期

的规定。这也说明，对一些地方离婚需要先“考试”

的做法，不宜全盘否定。这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

是对日常工作中相关工作流程、细节的归纳梳理与

整合。甚至可以说，格式化的婚姻测评试卷，还可

以起到规范自由裁量权的作用，避免出现标准不一，

“类案不同判”的裁判和调解规则。且有利于劝导

夫妻双方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切莫轻

率离婚。 

【安徽合肥庐阳区法院】 

首推家事调查员制度 

2018-09-12 人民法院报 第 04 版  记者  武新邦  通讯员  郑  青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12/content_143488.htm?div=-1 

本报讯 （记者  武新邦  通讯员  郑  青）

为充分发挥家事纠纷联动机制作用，推动家事纠纷

多元化解，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在全市率

先推行家事调查员制度。近日，该院举行了聘任仪

式，并向首批 22名家事调查员颁发聘书。 

据了解，今年以来，庐阳法院积极推动家事审

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硬件建设、人员配备、

工作制度、联动机制等方面日臻完善，探索和实施

了驻基层家事调解室、离婚证明书、心理沙龙、家

事调查员等“一篮子”创新举措。为推动家事调查

员制度规范有效执行，庐阳法院制定了《家事调查

员工作规范》。规范规定，家事调查员名册由区妇

联、司法行政等单位及基层群众组织补充推荐，由

区法院进行选任。优先选择具有法律专业背景或从

事妇女、儿童、家庭工作三年以上，具有一定家事

纠纷处理能力的人员担任家事调查员，纳入名册管

理使用并统一进行业务培训。对个案中需要调查的

事项，区法院选择不少于两名调查员后，出具委托

调查函，指定一定期限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制作调

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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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司法·应用》2018 年第 25 期要目 

2018-09-12 人民法院报 第 06 版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12/content_143514.htm?div=-1 

本月话题 

构建完善的金融司法体系  

倪寿明 

特别策划——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实

践与理论探索 

当前中国黑恶势力犯罪的基本态势       张向东 

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实践反思  方琳琳  

韩仁洁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物的依法处置   李 伟 

英美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司法回应  祁建建 

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的理解

与适用 

贺小荣  关  丽  高燕竹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原则、目的与价值 

——《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

见》的理解与适用(上)   胡仕浩  刘树德 

审判业务 

绘画心理学在婚姻纠纷案件审理中的应用  付春

山  严  虎 

认缴制下公司不当关联债权的清偿顺位  赵 旭  

李 硕 

审判理论前沿 

境外股票期权纠纷的几个实践问题 许英林 

聚焦“基本解决执行难” 

司法拍卖击破租赁权对抗效力的路径 

——基于C市法院235件案件实证分析    巩志俊 

调查与思考 

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审判之疑难问题研究  

北京三中院民一庭课题组 

法院管理论坛 

内部控制在司法保障工作中的作用 

——以海南高院内部控制建设为样本  张柏桢  

谢雄军 

司法论坛 

毒品数量的认定应当考虑纯度 

彭景理  李亚博 

多车相撞交通事故中无责车辆交强险的赔付  林

前枢 

银行卡网络盗刷案件的裁判思路 

宋  健 

惩罚性赔偿在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引入及适用  

姜广瑞 

行政首长消极应诉的表现及其治理 

向 前  陈 莉 

用脉脉温情撑起妇女儿童法治蓝天 

2018-09-14 中国法院网  楼庆春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09/id/3497505.shtml 

中国法院网讯 (楼庆春)  在广西东北部的

边远山区里，活跃着这样一个团体，她积极投身于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事业，用脉脉温情为妇女儿

童撑起法治蓝天，她就是广西昭平县人民法院城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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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庭妇女儿童维权岗。 

忘我工作，只为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得以尽快实

现 

近年来，该庭年均收案约 280 件，而在所受理

的案件中，涉及妇女儿童维权案件约占一半，比重

较大，为充分保护妇女儿童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

其权益得以尽快实现，该庭法官不辞辛劳，忘我工

作。 

妇女肖某的丈夫早年去世，2016 年某天，其

儿子向某在为他人卸货时触电身亡，不幸再次降临

到肖某身上，肖某是个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丈夫

去世后与儿子相依为命，现已 50 多岁，在家操持

家务，儿子的工作收入是其唯一的生活来源，儿子

的去世，使肖某不仅在精神上失去支柱，且在生活

上也失去了依靠。而对儿子的死亡，相关当事人并

未给予积极赔偿，肖某于是向该庭提起赔偿诉讼。 

该庭受理该案后，为及时充分保护肖某的合法

权益，尽快安排时间开庭，该案庭审时，主办该案

的楼法官已是怀孕后期，由于当事人较多，案情复

杂，庭审一直持续了 5个小时，为了尽快查清案件

事实，使肖某的权利尽快得以保护和实现，楼法官

一直全神贯注于案件的审理中，期间并未进行休息，

全然忘记自己是个孕妇，等到庭审结束时已是晚上

8时，楼法官才感觉双腿因长时间静坐而肿胀发麻，

肚子也已饿得咕咕叫。而楼法官在休产假时也不忘

与同事对案件进行评议，尽快草拟判决书作出裁判，

最终判决责任人赔偿肖某各项损失约 20万元，同

时还督促义务人尽快履行赔偿义务，当肖某拿到案

款时，握着楼法官的手感动得热泪盈眶。 

由于平时经常的加班加点，妇女儿童维权岗的

两位女法官只有 40出头便头发花白，但她们却毫

无怨言，仍继续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无私奉献，

为审判事业、为妇女儿童维权事业不懈奋斗。 

法治关爱，只为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一直以来，

该庭法官把依法充分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为儿童

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自己的应尽

之责，把给予孩子法治关爱、让孩子充分感受到司

法温暖作为已任，在审理涉及儿童的案件中，注重

教育和感化，鼓励儿童用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

面对生活，同时对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做好关爱孩子

的教育工作，要求她们做友善父母，让孩子在爱与

关怀下健康成长。 

黄某（女）与姚某（男）是夫妻，共生育一子

一女，儿子已十四周岁，女儿已十二周岁。2018

年 4 月，黄某以与姚某的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为由

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开庭当日，黄某把两子女也

带到了法庭，一到法庭，两子女生怕父母离婚，就

一直泣不成声，当听到父母争吵激烈时，不时还大

声痛哭。 

确实，父母的离异对孩子的伤害是巨大的。该

庭法官看到此情况，心疼不已。一边安慰两个孩子，

一边努力做黄某与姚某的思想工作。法官从原告的

两个孩子正处于成长发育期，如果不妥善处理好家

庭矛盾，将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极大影响，如容易

出现叛逆心理，容易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引诱甚至容

易犯罪，且破裂的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孩子的

健康成长极其不利等方面与黄某、姚某进行了分析，

并从和睦的家庭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角度对黄某

进行劝导，希望其慎重考虑离婚诉求。最终，在法

官温情劝说下，黄某与姚某决意为子女的健康成长

努力经营婚姻，重建幸福美满家庭。从而挽救了一

个家庭，还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类似这样的案例，在该庭有很多，而在每一个

案件的背后，无不体现着法官对维护儿童合法权益、

为儿童健康成长所作的努力，深藏着法官那脉脉的

温情和浓浓的关爱。 

同时，该庭还通过开展法治进校园等活动，教

导孩子们从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开始，强化依法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增强自我保护、明辨是非善恶、

有力抵御违法犯罪行为的意识和能力。近两年来，

该庭妇女儿童维权岗法官共到学校上法制课 8次，

教育学生数千人。 

温暖情怀，只为身处困境妇女坚强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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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该庭法官注重对受创妇女儿童的教

育、鼓励和心灵安抚，用她们的温暖情怀，鼓励妇

女儿童用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面对生活。五年

来，共教育、鼓励、感化妇女、儿童 300多名。 

李大姐是该庭所审理的一起宣告其丈夫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的当事人，三年前，她的丈夫在

广东帮人进行屋顶补漏时不幸摔下，脑部严重受伤，

失去行为和语言能力，案件审理结束后不久她的丈

夫就去世了。她一人带着三个孩子生活。该庭法官

通过回访方式经常去看望李大姐，对其及孩子问寒

问暖，鼓励她坚强面对生活。 

李大姐每次见到她们，都激动不已，她说：“法

官们时常记挂着我，让我十分感动，我一定会更加

坚强地面对生活”。 

城厢人民法庭妇女儿童维权岗创建于 2012年，

创建以来，该庭结合工作实际，把为妇女儿童“排

忧解难、宣传法制、促进教育”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依法有效地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共审理涉及妇

女儿童维权案件 600多件，为妇女儿童撑起“法治

保护伞”。其工作受到群众的好评，多次受到上级

的嘉奖，曾被自治区高院、自治区妇女联合会评为

“优秀妇女儿童维权岗”、“自治区维护妇女儿童权

益先进集体”和“广西三八红旗集体”。 

昭平的蓝天洁净而美丽，而为了妇女儿童心中

那一片洁净而美丽的蓝天，昭平县人民法院城厢人

民法庭妇女儿童维权岗的干警们将不懈奋斗，勇往

直前。 

积极探索家事审判新模式 

2018-09-18 人民法院报 第 02 版  张海龙 宝峰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18/content_143734.htm?div=-1 

始终坚持服务发展理念，绘就家事审判新格局；

加强家事审判组织创新，打造专业化“家事审判”

团队；坚持家庭本位裁判理念，探索建立家事纠纷

处理基本原则；积极探索家事审判新模式，创建家

庭和谐新机制。 

古人云“家和万事兴”，一个“和”字，字详

意实，意味深远，寄托着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然

而“清官难断家务事”，恩爱夫妻也有口角之争，

骨肉至亲也有冲突之时。情在左，理在右，法在中

间，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情理法中努力寻找一条

巧解家务事的康庄大道，积极探索出一套符合家事

审判规律的审理新模式。 

始终坚持服务发展理念，绘就家事审判新格局 

在家事审判工作方面应始终将服务发展理念

作为家事审判的基本原则，笔者所在的准旗法院针

对年龄大行动不便的当事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的

当事人及其他正当理由无法到庭的当事人，依法依

规利用巡回审判车深入基层开展庭审活动，实现从

“坐堂办案”到“上门服务”的新型家事审理新模

式。 

加强家事审判组织创新，打造专业化“家事审

判”团队。 

彰显人文关怀，打造家事审判环境柔性化。按

照“硬件体现软件、硬件体现理念”的思路，建设

专门的家事纠纷调解室和家事纠纷心理咨询室，营

造家庭式氛围，柔性诉讼环境。 

锤炼优秀队伍，以家事审判工作为依托，组建

一支高素质、高标准的家事审判队伍。家事案件通

常处理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问题，生活经验丰

富的法官更适宜审理此类案件，女法官思维更加理

性并且感情更加细腻，可选任在民事案件审理能力

突出、调解能力娴熟和生活经验丰富的女法官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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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审判工作，以适应家事审判的需要。通过具体

案件的处理，引导当事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家庭

观，引导家庭成员在充分关注未成年人利益基础上

理性表达诉求，突出子女权益协商、未成年人利益

最大化原则。重视和强化夫妻间的忠实义务，亲属

间的扶养、赡养义务等家庭责任。 

坚持家庭本位裁判理念，探索建立家事纠纷处

理四大基本原则 

家事审判工作在坚持以“服务发展理念”基本

原则基础上，应以法律、感情双干预机制为工作主

线，不断探索家事审判和矛盾化解的新路子，笔者

所在准旗法院形成了“家事纠纷处理四大原则”的

家事审判思想，交出了一份调撤率达 75.4%的答卷。 

子女抚养优先原则。在处理家事纠纷过程中高

度重视保护子女及弱势群体成员利益，开展全面的

情况调查，必要时引入心理疏导和测评机制，对抚

养权归属问题综合作出合理的裁判，在处理具体事

项及财产分割中，都向其倾斜，最大限度减少家庭

因素对未成年子女的伤害。特别是离婚案件中，若

双方都不愿抚养孩子，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可以

暂时不准许离婚。 

大力打击家暴原则。严格落实反家庭暴力法，

将家庭暴力情节作为分配夫妻财产份额的重要依

据。及时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官审查申请人的

证据材料，只要认为存在家庭暴力或者很可能再发

生家庭暴力，依规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当事

人人身安全，让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特别是妇女、

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人身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夫妻共同债务严格审核原则。在审理家事案件

过程中，特别是在审理离婚案件过程中，严格审核

夫妻共同债务，防止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举债给其配偶造成弱势一方为另一方

背负无辜债务的情况，有效打击夫妻合谋以离婚为

手段，将共同财产分配给一方，而将债务分配给另

一方，借以达到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充分发挥感情修复职能原则。对于“未死亡”

婚姻不满足于暂时的调和，还要案后跟进回访，防

止调和案件出现反弹再次起诉，尽可能地引导和帮

助当事人修补、改善原有的家庭、婚姻关系，尽可

能地维护原有家庭和婚姻关系的稳定。 

积极探索家事审判新模式，创建家庭和谐新机

制 

家事案件从属于民事案件，又因为牵涉到亲情，

有别于其他民事案件，因此不能单纯依靠法律法规，

或者单纯依靠人情世故进行处理，需要将二者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考量。 

坚持弘扬文明进步的婚姻家庭伦理道德观念，

维护健康向上的婚姻家庭制度。建立繁简分流制度，

注重危机婚姻和死亡婚姻的区分以及案件繁简程

度的识别，简案速审，繁案精审，对于争议财产较

多、矛盾较深、当事人情绪激烈的家事案件，可适

当放宽审限，提高家事案件的审判效率。 

将心理干预贯穿整个家事诉讼程序的始终，把

促成当事人之间恢复感情、消除对立、实现和解作

为开庭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及时了解案件当事

人心理动态，关注当事人的家庭生活情况，延伸家

事审判的社会辐射功能，最大限度追求“和”的效

果。 

坚持家庭本位的裁判理念，完善家事案件证据

规则。家事案件多具有紧密而又复杂的亲情、血缘

关系，审判中仅依靠“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

任分配原则，难以查明关键事实。为此，应建立符

合家事案件纠纷特点的证据规则。针对家庭暴力案

件，降低证明标准，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扩大法院

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的范围，对于弱势方举证能力

弱的一方，法院应加大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如

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暴的证据、强势一方的财产调

查等，更多地强调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力度。加

大释明力度，向举证能力较低的当事人释明具体案

件需要证明的对象、所需证据种类及相关事实的证

明程度，弥补当事人在诉讼能力上的不足。充分考

虑当地的风土人情，积极采集和吸纳民意，结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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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是非判断标准和法官自由心证，综合判断夫妻

情感是否破裂等。 

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家事审判司法

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有机统一。 

建立联合化解工作机制，构建包括法制办、公

安局、妇联、民政局、教育局、工会等相关部门共

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任务，

切实解决部门之间沟通协作不顺畅的问题。完善与

民政妇联、社区等部门组织间的协作配合机制，避

免调解形式化。加强调解专业化，通过向社会购买

服务等方式返聘已退休法院工作人员，充实民政、

妇联庭前调解队伍。 

建立健全家庭危机救助机制，加强与妇联、民

政、文教等单位协作，为需要帮助的当事人提供积

极的后续司法服务，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贫困家

庭的未成年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当事人经济困难

没有委托代理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引导当事

人申请法援。吸纳心理学、社会学人员到家事调解

队伍，直接参与家事纠纷调处，同时，引入心理学

方法对当事人进行心理测试，帮助法官处理家事案

件。 

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调沟通，在涉及家暴的婚

姻案件中，当事人在诉讼前往往有多次报警经历，

家暴发生时公安机关可最先获取信息，与公安机关

探索搭建衔接机制和平台，协助公安机关做好相关

证据的固定工作，建立家庭暴力档案，及时留存报

警证明、伤情照片、证人证言、诊疗材料等，共同

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人身安全保护机制。探索建立

由农村“乡贤”出面协调家事纠纷机制，发挥老干

部、老党员、老族长、老教师“四老”威望高、影

响力强的优势，妥善化解家庭内部矛盾纠纷，推动

形成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规范审理流程 明确工作重点 

山东构建新型家事审判程序 

2018-09-18 人民法院报 第 01 版  记者 闫继勇  通讯员 高群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18/content_143737.htm?div=-1 

本报讯 （记者  闫继勇  通讯员 高  群）为

推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构建新型家事

审判程序，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近日，山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家事案件审理规程（试行）》

（以下简称《规程》）。 

《规程》共 30条，分别从指导思想、工作机

制、审判原则、家事审判辅助人制度、诉前调解、

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特殊审判规程、财产申报制度、

感情冷静期制度等方面作出规定。这标志着山东法

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步入规范化轨道。 

《规程》明确，家事案件审判要坚持“和为贵、

调为先、重修复、扶弱势”的原则，积极构建“党

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主导、各界参与、专业介

入”的工作机制。在审理过程中，可以引入包括家

事调查员、家事调解员、心理咨询师、未成年人诉

讼辅助人等家事审判辅助人，相关人选应由司法、

教育、妇联、团委、社工团体或基层群众组织推荐，

人民法院选聘，并建立名册。 

《规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家事案件，除仅

要求确认身份关系，利用调解拖延时间或者转移隐

匿财产，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以及其他不

宜适用诉前调解的案件外，原则上未经调解不得径

行裁判。诉前调解期限为 30日，经当事人同意可

适当延长，但最长不超过 15日。诉前调解当事人

达成一致意见，申请对调解协议书进行司法确认的，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进行审查，依法确认其效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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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前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应及时登记立案，转入审

判程序。 

《规程》强调，家事案件原则上不公开审理，

裁判文书原则上不向社会公开；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件一律不公开审理，驳回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

原则上应当先进行听证。 

姓氏选择、公序良俗与法律解释 —— 

最高法院第 89 号指导案例与姓名权立法解释评述 

2018-09-26 法治研究杂志社   黄泷一 

https://mp.weixin.qq.com/s/bTke29P6jxrVADLEApTndg 

作者简介 

黄泷一，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讲

师，法学博士。 

 

文章导读 

姓名权立法解释和最高法院第 89号指导案例

的颁布，虽然使公民的姓氏选择有了较为明确的法

律依据，但其在实质内容和说理上都存在值得商榷

之处：在我国已经选取夫妻别姓主义的前提下，家

庭同姓的传统已经消失，随着身份证号码与指纹采

集制度的建立，姓名的社会管理属性也逐渐式微，

法律要求子女随父姓或母姓已经失去的了实际意

义。对于没有实际功能的传统习俗，法律应该采取

中立态度，为个人自由留下尽可能大的空间，也为

道德习俗留下演变发展的空间。公序良俗可以构成

姓名权行使的界限，但却无法从中推导出“公民原

则上应当随父姓或母姓”的结论。全国人大常委会

以公序良俗为理由，通过法律维护传统风俗伦理，

显然是对公序良俗原则的误用。通过对姓名权立法

解释的审视与反思，也可以发现我国立法制度与法

律解释制度的欠缺之处。一方面，在法院缺乏独立

性和权威性的情况下，面对棘手问题，法院逐级请

示并由最高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就成了

最为稳妥的选择。另一方面，立法行为和立法解释

行为欠缺实质区分标准，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

以解释之名行法律修改补充之实。 

文章来源：《法治研究》2018 年第 5期 

姓名是每个自然人的特定名称符号，是通过语

言文字区别个体差异的标志。姓名不仅构成了自然

人社会交往的前提，也是社会管理的手段，同时它

还承载着传统文化价值，浸润着父辈对子女的亲情。

个性解放和自由意志逐渐成为时代潮流的当下，姓

名文字选择自由与社会管理、传统文化价值之间存

在着显而易见的张力。近年来引发热议的“北雁云

依”案的焦点即为姓氏选择问题，并由此导致我国

民事领域的第一个立法解释诞生，也成为了适用该

立法解释的首个案例。2017年 11 月 15日，“北雁

云依”案被最高法院作为第 89号指导案例发布。

立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的颁布，虽然使姓氏选择有了

明确的法律基础和裁判依据，但两者在价值立场、

实质内容和说理上都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值得学

术界检讨。除此之外，姓名权立法解释作为我国私

法领域的首个立法解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

审视司法与立法分权、法律解释与立法关系的契机，

同时，该立法解释背后所隐含的真实权力格局也同

样值得深思。 

一、事实概要、立法解释与判决要旨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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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实概要与两造理由 

2009 年 1 月，吕晓峰（原告法定代理人）的

女儿（原告）诞生，吕晓峰为其起名“北雁云依”，

既没有随其姓吕，也没有随母亲姓张。2009 年 2

月，吕晓峰在燕山派出所（被告）办理户口登记时

遭到了拒绝。燕山派出所认为，姓名“北雁云依”

不符合办理户口登记的条件。事后，吕晓峰以燕山

派出所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女儿的合法权益

为由，于 2009年 12月向济南市历下区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理由

主要有三：首先，《民法通则》第 99条规定了公民

的姓名权，自我命名权属于自然人的权利，任何人

不得干涉；《婚姻法》第 22条所规定的“子女可随

父姓，可以随母姓”只是对男女平等的表达，并不

是必须随父姓或母姓。第二，我国的姓氏是不断增

加的，而不是固定的，法律未限制公民的姓氏选择，

只要姓名不存在有损国家尊严、违法民族美德等情

况，皆可自由选取。“北雁云依”四字取自中国古

典诗词，寓意美好。第三，公安机关作为具体行政

行为依据的内部通知意见属于下位法，与作为上位

法的《民法通则》《婚姻法》不一致，不能适用。 

被告辨称，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理由主要有四

点：首先，《婚姻法》第 22条是我国法律对子女姓

氏问题作出的专门规定，其与《民法通则》第 99

条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应当优先适用。第二，

《婚姻法》第 22条并没有规定可以随第三姓，按

照依法行政的原则，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行政机

关就不能实施，也不能作扩大解释。第三，山东省

公安厅颁布的《关于规范常住户口管理若干问题的

意见（试行）》和山东省卫生厅、山东省公安厅联

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使用管

理的通知》均规定新生儿姓氏应当随父姓或随母姓。

根据《人民警察法》第 32条，人民警察必须执行

上级的决定或命令，因此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

第四，随父母姓是中国的传统习俗，这种习俗标志

着血缘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近亲结婚，但

是姓第三姓，则与传统习俗、与姓的本意相违背。

滥用姓名权，会模糊他人与自己的区别，损害他人

和社会的利益，妨碍社会的管理秩序。 

（二）姓名权立法解释的产生 

济南市历下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主

要是对《民法通则》第 99条第 1款和《婚姻法》

第 22条的理解与适用存在争议。由于本案涉及法

律适用问题，需要送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

遂于 2010年 3月 11日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此法律

适用问题，经济南市中院、山东省高院层报至最高

法院。最高法院接报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作出“批

复”或“答复”，而是直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这两个法律条款进行立法解释，明确公民在父姓和

母姓之外选取姓氏如何适用法律。 

2014年 11月 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

于〈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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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还

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

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二）因由法定扶

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三）有不

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 

“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

传统和风俗习惯。” 

对于上述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主要有三点理

由：首先，公民行使姓名权，除依据《民法通则》

第 99条第 1款和《婚姻法》第 22条外，还应该遵

守《民法通则》第 7条的规定，尊重社会公德，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姓氏选择问题，体现着

血缘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涉及公序良俗；公民原

则上随父姓或随母姓，符合文化传统和伦理观念，

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和实际做法。第三，公民

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选取其他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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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决要旨 

历下区法院于 2015年 4月 21日恢复了本案的

审理，并于 2015年 4月 25日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

讼请求。法院的判决理由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首先，公民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该遵守公共秩序

和善良风俗，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违反国

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随意选取姓氏或

创造姓氏，会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容易使社会管理

出现混乱，增加社会管理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也

会对文化传统和伦理观念造成冲击，因此，本案父

母自创姓氏的做法，不符合公序良俗的要求。 

第二，立法解释第 2款第 3 项的“其他正当理

由”，是指选取父母姓氏以外其他姓氏的行为应当

具有“合目的性”，例如抚养关系变动、有利于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维护人格尊严等。取古诗词，以

“北雁云依”作为姓名，仅凭个人喜好愿望创设姓

氏，具有随意性，不符合“正当理由”。 

最高法院发布的第 89号指导案例的裁判要旨

即来源于上述第二个判决理由，即“公民选取或创

设姓氏应当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仅凭个

人喜好和愿望在父姓、母姓之外选取其他姓氏或者

创设新的姓氏，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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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款第 3项规定的‘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

其他正当理由’。” 

二、立法解释与判决的法理基础与评析 

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三

方面：其一，《民法通则》第 99条与《婚姻法》第

22 条的关系以及后者是否对姓氏选择作出了限制；

其二，行政机关内部的规范性文件得否对民事权利

的行使作出限制，依据该规范性文件作出的具体行

政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其三，姓氏选择与文化风

俗、社会秩序的关系。立法解释并没有直接回应前

两个问题，而是直接强调了公序良俗原则对姓名权

行使的限制，并列举了子女选择第三姓的若干情形。

法院判决则直接依据立法解释，认定原告行为违反

了公序良俗原则且不符合立法解释规定的选择第

三姓的情形。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先对姓名与姓名

权、公序良俗的法理与制度进行简要分析，再对立

法解释和本案判决进行评析。 

（一）姓名与姓名权 

“姓名，乃用以区别人己的一种语言上的标志，

将人予以个别化，表现于外，以确定其人的同一性。”

简而言之，姓名就是标志特定人的语言文字组合，

构成了人际交往的前提。从姓名制度的历史发展来

看，姓名依次出现了三重属性，其意义也随着时代

发展而变化。 

1.作为传统风俗的姓名 

姓名是个人家族身份及其在家族中地位的标

志。归属于同一家庭或家族的成员通常采用同一姓

氏，在父权制背景下，各国均存在妻子从夫姓或冠

夫姓、子女随父姓的传统。依据我国汉族传统习俗，

除了子女随父姓的传统外，同一家族内同一辈成员

通常使用同一文字字辈，通过名字中的字辈即可确

定该成员在家族中的辈分。在传统家族社会中，个

人的家族归属和个人在家族内身份地位具有重大

意义，决定了家族成员的多种权利义务，因此，作

为家族归属和家族地位象征的姓名就具有了相当

重要的意义。 

但是，随着家族观念的淡化、男女平等、婚生

子女与非婚生子女平等的落实，姓名的家族身份属

性已经呈现出式微的状态。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行夫妻别姓主义或者允许

选择夫姓或妻姓作为婚姻姓氏，子女从父姓的传统

也被打破，子女可以从妻姓，部分国家也允许选择

父母以外的新姓氏（普通法系国家以及丹麦、挪威

和斯洛文尼亚）。在我国台湾地区，虽然子女姓氏

仍然要在父姓、母姓中选择，但随着“妻冠夫姓”、

“子女从父姓”、“养子女从收养者之姓”的原则被

废除，家庭同姓的传统已经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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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自 1949年以来，立法者即推行男女

平等、夫妻平等原则，积极改造传统风俗习惯。1950

年《婚姻法》改变了“妻冠夫姓”的传统，该法第

11 条明确规定“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这

一规定在 1981年《婚姻法》第 10条以及 2001年

修改后的《婚姻法》第 14条中一直存在。对子女

姓氏选择的问题，1981年《婚姻法》第 16条规定

“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2001年《婚

姻法修正案》对这一条进行了修改，删除了“也”

字，改为第 22条“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

《婚姻法》关于子女姓氏选择的规定同样也是出于

贯彻男女平等、夫妻平等，移除父系家长制度和宗

法家族观念的目的。2001 年将“也”字删除，也

是为了进一步凸显“父姓”和“母姓”的平等，不

存在优先劣后之分。因此，从文义和法律修改史来

看，《婚姻法》第 22条的立法目的是贯彻男女平等，

立法者并无将子女姓氏选择范围限于父姓、母姓的

意图。我国《收养法》第 24条规定“养子女可以

随养父或者养母的姓，经当事人协商一致，也可以

保留原姓”，实际上也是对男女平等原则的贯彻，

收养后保留原姓的规定也表明了法律对收养关系

中“亲子别姓”的承认。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

虽然子女随父姓仍然是传统习惯与主流选择，但随

着“妻冠夫姓”的绝迹，家庭同姓的传统早已消亡。 

2.作为行政管理对象的姓名 

姓名是国家对公民进行登记管理的前提。随着

国家权力介入家族和家庭，每一个自然人均成为了

国家权力直接作用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每

个公民拥有固定的姓名，国家对公民的登记管理才

成为可能，在姓名的历史发展中，几乎所有的国家

均强调这一方面，姓名登记也被纳入警察制度

（institution depolice）。 

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国家管制手段的多

元化，姓名对于行政管理的意义也大幅下降。目前，

虽然各国仍然对公民的姓名进行登记，但姓名对于

国家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国家可以通过登记

号码来识别每个公民。就姓名变更而言，普通法系

承认姓名变更自由，只有存在欺诈风险时才被限制；

大陆法系对姓名变更的态度仍然较为严格，姓名变

更需要得到有权机关的批准，大多数国家要求存在

重要理由。 

在我国，姓名的选择变更被纳入公安机关的登

记管理事项，但关于姓名登记的法律至今只有

195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

第 18条。这一条款仅仅规定了姓名变更的申请主

体，并未做出实质性限制。1958 年公安部治安管

理局颁布的《关于执行户口登记条例的初步意见》，

对姓名变更设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充分理由”

与行政机关批准。按照这一规范性文件，姓名变更

实际上是一种行政许可。2007年公安部公布了《姓

名登记条例（草案）》，对姓名设定、变更、登记的

实体性与程序性规范做出了全面规定：（1）在姓名

的设定方面，该草案要求姓名只能使用规范汉字或

少数民族文字，长度在两个汉字以上，六个汉字以

下；姓氏只能选择父姓或母姓或采用父母双方姓氏。

（2）在姓名变更方面，该草案要求有“正当理由”，

而且需要经过登记机关的审核批准；年满十八岁的

公民只能变更一次姓名；该草案还详细列举了可以

变更姓氏、名字的情形以及不得变更姓名的情形。

从这个草案的规定来看，公民的姓名设定、变更都

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在姓名变更方面，草案

的规定显然是承袭《初步意见》的一贯做法，而且

限制更加严格。由于这一草案对自然人的姓名权行

使过于严苛，受到了很多批评，因此条例草案在公

安系统内部发布后就被搁置。目前，公安机关已经

建立起了详细的个人身份信息数据库，在这个信息

数据库中，每一个自然人都以唯一的身份证号为代

码，凭借身份证号码就可以查到该自然人的姓名、

性别、相貌、年龄、住所、职业、家庭关系乃至社

会关系、移动电话和个人行踪，对个人指纹信息的

采集工作也于 2011年开始推行。在管理技术如此

发达的情况下，极易重复的姓名对于公安机关并不

具有太大意义，但目前公安机关还是依据大量的内

部规范性文件对公民姓名设定变更进行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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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登记仍然被异化为一种行政许可。从现实情况

来看，公安机关拥有的裁量权导致姓名登记的宽严

程度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极易滋生腐败，引发纠

纷。 

3.作为人格权客体的姓名 

姓名是个人人格的体现。基于人格尊严，个人

有权自由确定自己在社会交往中的称呼和文字标

志，并排除他人干扰。这种对姓名的权利即“姓名

权”，被视为人格权的一种类型。相对于前两种属

性，姓名的人格权属性诞生较晚，是主体意识觉醒，

个性解放的产物。在家族观念淡化、行政管理手段

多元化的情况下，姓名的人格属性已经成为了其主

要属性。在理论上，姓名权的权能主要包括姓名决

定权、姓名使用权和姓名变更权，均系意志自由在

姓名领域的贯彻。在大陆法系各国，姓名基本上都

作为民事主体制度的一部分被规定在民法典的总

则或人法部分，同时各国都将“姓名权”视为人格

权，并对其提供侵权法上的保护。 

我国《民法通则》首次对姓名权做出了规定，

并将其纳入“人身权”的范畴，该法第 99 条第 1

款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

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

冒。”从这一条款的行文来看，立法者显然是将姓

名权作为一种绝对权来对待，即仅凭自己的意志即

可实现，并排除他人的干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

条款同样承认改变姓名要“依照规定”，但此处的

“规定”的具体含义，却无法通过文义解释的方式

查明。由于立法资料匮乏，也无法通过历史解释的

方法探知当时立法者的意图。但在《立法法》颁布

后，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考虑到姓名权是自然

人的人身权，应该属于《立法法》第 8条规定的“民

事基本制度”的范畴，因此，结合《立法法》第 8

条、第 9条，此处的“规定”应该仅限于“法律”

或“行政法规”。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第 110

条第 1款明确将“姓名权”规定为一项人格权，但

并没有具体规定其权能。在姓名权保护方面，根据

1988 年最高法院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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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条、第 150条和第 151条，盗用、假冒他人姓

名属于侵害姓名权的行为，侵权人应当赔偿损失，

非法所得应当予以追缴。2009 年《侵权责任法》

第2条第2款也明确将姓名权纳入了《侵权责任法》

的保护范围，适用《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 

（二）公序良俗的法理与制度 

1.公序良俗之法理 

公序良俗，包括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部分。

公共秩序，是指直接涉及公共利益而应由全体社会

成员共同遵守的基本规范，是一个社会正常存续所

需要的最基本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它代表了国家社会的一般利益，并非法律的具体规

定，而是体现于法律的一般精神和价值体系中，这

种法律价值与精神是一种法律上和意识形态上的

概念，因此公共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主观的。善良

风俗，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所公认并共同遵从的基本

社会伦理，代表了社会的一般道德观念，它并不等

同于所有的社会道德，而只是其中构成社会存在发

展之基础的一部分，是一种一般道德或社会最低伦

理标准。善良风俗扎根于生活与习惯之中，需要客

观认定。虽然从概念上来看，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存在明确差异，但在具体运用中，两者的界限其实

是模糊的，遵循同样的判断标准，法效果也是相同

的，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法国法中的善良风俗是公

共秩序的一部分，德国只有善良风俗的概念，日本

和我国台湾地区则将两者合称为“社会妥当性”。 

从功能上来看，公序良俗实际上发挥着对具体

法律规范的补充作用。私法领域以私法自治为基本

原则，主要体现在权利行使与法律行为实施两个方

面，但无限制的私法自治可能损害公益，因此必须

有所限制。强行性法律规范是其中一种限制，主体

在行使权利或实施法律行为时不得违反强行性法

律规范。但问题在于，立法者无法穷尽私法自治应

该受到限制的所有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公

序良俗、诚实信用等一般条款来补充，同时发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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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公序良

俗仍然在私法自治的背景下运行，与“自由”的价

值取向相匹配，其目的不在于正面推行道德，为民

事主体课加道德义务，而在于阻止权利行使或法律

行为违反社会的一般道德。正如王泽鉴教授所言，

善良风俗原则的目的并非是将道德直接入法，使道

德义务成为法律义务，而是为了不使法律行为成为

违反伦理性的工具。从各国的情况来看，被认定为

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大多是侵害基本权利、严重限

制人的自由、剥削弱者、违反家庭伦理、违反性道

德等具有反人伦、反社会色彩的行为。 

2.我国关于公序良俗的法律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 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

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同法

第 58条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

行为无效。”《合同法》第 7条和第 52条亦沿用了

“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述。按照学界通说，这里的

“社会公共利益”的地位和作用相当于其他立法例

中的公序良俗，司法界亦将《民法通则》第 7条理

解为公序良俗原则。从此次姓名权立法解释的说理

来看，立法机关也将《民法通则》第 7条理解为“公

序良俗”。 

2017 年《民法总则》第 7 条正式确立了公序

良俗原则，即“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

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同时，《民法总则》第

10 条明确将“公序良俗”作为习惯法源地位的限

制条件；《民法总则》第 153条第 2款将“公序良

俗”规定为法律行为效力的界限，即违背公序良俗

的法律行为无效。至此，我国民事法律中对公序良

俗原则的规定基本完整。 

（三）立法解释评析 

本文对姓名权立法解释的评析，主要从实质内

容和说理两个层面展开。前者主要关注立法解释的

价值立场和具体规定是否妥当，后者则检讨该解释

的推理过程是否具有瑕疵。 

1.姓名权立法解释在实质内容层面的问题 

虽然姓名权立法解释第 1 款是公民行使姓名

权的一般规定，但它的实质内容是子女姓氏的选择

问题，所针对的是《婚姻法》第 22条。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基本态度显然是保守的，将《婚姻法》第

22 条所规定的“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解释

为“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认为这一决定

“符合文化传统和伦理观念，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

意愿和实际做法”，例外情况仅限于选取“其他直

系长辈姓氏”“扶养人姓氏”以及开放式的“有不

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 

首先，在价值立场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未妥善

处理好“自由”的现代价值理念与传统观念风俗的

关系。在“自由”“平等”已经被确立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以之作为指

导立法解释的价值立场，而不能对传统观念风俗亦

步亦趋。就“平等”这一价值取向而言，我国立法

者始终予以重视：建国初期，家庭同姓（妻冠夫姓、

子女从父姓）仍然是普遍的社会风俗，但《婚姻法》

等法律并未机械遵循传统习俗，而是贯彻男女平等、

夫妻平等观念，对传统观念习俗进行改造。“自由”

这一价值取向要求立法者对新生事物保持足够的

宽容，在多元化社会和除魅的理性时代，对于没有

实际功能的传统习俗，法律应该采取中立态度，为

个人自由留下尽可能大的空间，也为道德习俗留下

演变发展的空间。就姓名身份属性而言，时至今日，

虽然子女从父姓仍然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但在夫妻

别姓主义下，家庭同姓的传统已经消失，姓名与身

份关系、家庭成员资格、身份权已经没有必然联系，

大多数中国人继续选择从父姓只是传统文化观念

的遗留物和传统风俗习惯的惯性维持；就姓名的社

会管理属性而言，由于身份证号码制度与指纹采集

制度的建立，姓名的社会管理功能也逐渐式微。全

国人大常委会以“符合文化传统和伦理观念，符合

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和实际做法”为由，要求公民

“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实际上是伦理习

俗直接入法，在价值选择方面偏离了“自由”这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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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具体规定上，姓名权立法解释亦存在

明显问题。该解释原则上要求子女随父母姓，并规

定了三种例外情形，与大多数国家相比，已经较为

宽松，但这种制度安排仍然存在问题：其一，家庭

同姓包括夫妻同姓和子女随父母姓两个要素。日本

宪法学教授百地章认为，夫妇姓氏有别将引申出亲

子别姓，导致亲子关系薄弱，因此在近期日本关于

“夫妻同姓”条款的合宪性争议中反对实行夫妻别

姓。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夫妻别姓的确导致了亲子

别姓，因为在子女随父姓（或母姓）的情况下，即

与母亲（或父亲）别姓。中国法律既然选择了夫妻

别姓，实际上就已经放弃了维护家庭同姓的目标，

法律再要求子女随父母姓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意义。

其二，姓名权立法解释列举了三种例外，即“其他

直系长辈姓氏”“法定扶养人以外的扶养人姓氏”

“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前两种例

外虽然较为明确，但决疑色彩浓厚，无法归纳出一

般性的规律；“其他正当理由”又属于不确定的法

律概念，导致法律解释所追求的明晰性将大打折扣，

最终还是需要司法机关介入。更为严重的是，“其

他正当理由”将导致行政机关对公民能否选择第三

姓拥有裁量权，使姓名权行使仍然无法摆脱行政审

批的弊病。 

2.姓名权立法解释在说理层面的瑕疵 

撇开姓名权立法解释的价值立场和实质内容

不论，我们还需要追问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究竟

是如何从《民法通则》第 99条第 1 款和《婚姻法》

第 22条推导出上述解释内容？从姓名权立法解释

的说理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上是在运用《民

法通则》第 7条这一“一般条款”，对姓名权行使

和姓氏选择范围进行限制。然而，这种方法在学理

上究竟属于“法律解释”，还是“法律续造”，是否

能成功地推导出上述解释内容，仍然颇值疑问。 

一般来说，获得法律适用三段论中的大前提

（广义的法律解释），包括法律解释（狭义的法律

解释）和法律续造，前者以语言上可能的文义为限，

后者可以超出可能的文义的范围。法律规范的目的

是立法的动因，“法律规范一旦丧失目的，其自身

也随之消失”（Cessanteratione legis cessat lex 

ipsa），因此，法律解释应当以规范目的作为解释

的目标，无论是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

还是存在法律漏洞时实施的法律续造，均应以规范

目的为指针。 

直接运用文义解释的方法，显然无法从《民法

通则》第 99条第 1款和《婚姻法》第 22条中得出

“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母姓”的结论。结合《婚

姻法》第 2条的“男女平等原则”以及《婚姻法》

第 22条的修改历程来看，第 22条的立法目的是追

求父姓母姓平等背后的男女平等，并无将公民姓氏

选择限定在父姓母姓范围内的意图。因此，运用文

义解释和历史解释的方法，均无法得出姓名权立法

解释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体系解释或法律续造

的方法能否行得通，就决定着姓名权立法解释的在

方法上的合理性。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运

用《民法通则》第 7条，同时使用了这两种方法： 

首先，姓名权立法解释第 1款运用了体系解释

的方法，在说理上完全成立。《民法通则》第 7条

所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其效力及于整个私法领域，

《民法通则》第 99条第 1款虽然没有言明，但姓

名权行使毫无疑问也受到公序良俗的限制，因此立

法解释第 1款并没有突破法律规范的文义，仍然属

于法律解释范畴，在说理上完全成立。 

第二，姓名权立法解释第 2款尝试结合《民法

通则》第 7条，将公民的姓氏选择原则上限制在父

姓或母姓范围内，突破了《民法通则》第 99条第

1 款和《婚姻法》第 22 条的可能的文义范围，在

方法上已经属于法律续造。具体而言，属于借“具

体化——须填补的标准”实施的目的性限缩。但遗

憾的是，这一方法却难以成立：其一，法律续造以

存在法律漏洞为前提。法律漏洞的通常定义是“违

背 计 划 的 非 完 整 性 （ planwidrige 

Unvollständigkeit）”。立法者有意识地对某些事

项不予规定，就不属于法律漏洞，而属于“意味深

长的沉默（ein beredtes Schweigen）”，此时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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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存在漏洞并进行补充，就违反了法律。我国立

法者未就姓氏选择范围作出明确规定，未必就是一

个法律漏洞，很可能是故意的沉默。我国婚姻家庭

领域的立法通常对传统习俗采取中立或积极改造

的态度，对维护“家庭同姓”传统并不热衷，反而

出于男女平等观念，推行父姓母姓平等，对这一传

统加以改造。执政党历史上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及

其子女亦没有从父母姓，也可以窥见当政者对从父

母姓的观念较为淡漠，因此立法者对姓氏选择问题

故意不作规定，将这一领域完全交由当事人自行决

定也有相当的可能性。所以，就此问题能否启动法

律漏洞填补尚存疑问。其二，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

本原则，但仅仅以“姓氏选择问题，体现着血缘伦

理秩序和文化传统，涉及公序良俗”、“符合文化传

统和伦理观念，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和实际做

法”为由，推断出“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母姓”，

就存在说理上的瑕疵。“血缘伦理秩序”、“文化传

统”、“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和实际做法”均属社会

中的客观道德规范或习俗，但它们并非都是法律所

欲追求的。实际上，“子女从父姓”才是我国的文

化传统和绝大多数公民的实际做法，但法律出于男

女平等的价值追求并没有将其转化为法律。其三，

前面已经论及，公序良俗也要在私法自治的背景下

运用，它并非是简单的道德法律化，而是对严重违

背社会基本秩序和社会最低伦理标准的行为的否

定。在我国采取夫妻别姓时，“子女随父母姓”就

已经失去了维护家庭同姓的实际意义，国家对公民

的登记管理也主要依赖于身份证号和指纹，因此选

择父母姓氏以外的第三姓并不会对社会基本秩序

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同时，选择第三姓并不具有反

人伦、反社会色彩，与现有被认定为违背善良风俗

的案件类型存在较大差异，也不能认定为违反社会

最低伦理标准。 

因此，结合《民法通则》第 7条，运用体系解

释和目的性限缩的方法，只能得出“公民行使姓名

权应当遵守公序良俗原则”，但却无法推论出“公

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母姓”的结论。全国人大常

委会意图借公序良俗原则，通过法律维护传统风俗

伦理，显然是对公序良俗原则的误用。 

（四）判决评析 

在姓名权立法解释颁布后，“北雁云依”案成

为了适用该立法解释的首个案件。法院直接依据立

法解释对“北雁云依”案做出了判决，但没有对原

告和被告提出的理由作应有的回应。此处，笔者将

先对两造的理由进行简要回应，再评述立法解释的

司法适用情况。 

1.对诉讼两造理由的回应 

前已述及，《婚姻法》第 22条并没有禁止子女

选择父母姓氏以外的第三姓，原告自然可以依据

《民法通则》第 99条第 1款选择第三姓，除非受

到法律或行政法规的限制。姓氏选择属于民事基本

制度，除法律或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行政

法规外，其他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均不得限制

之。“法无禁止即自由”是公民行使私权的一般原

则，“法无规定即禁止”与“依法行政原则”仅针

对公共权力行使，其目的在于防止公权力擅自扩张

侵害私权利，公安机关以“依法行政”为理由限制

公民私权的行使，显然违背了“依法行政原则”的

初衷。虽然公安机关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须依据

行政机关内部的规范性文件，但法院在判断具体行

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对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

范性文件享有附带审查权，不合法的规范性文件不

能作为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在本案中，

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关于规范

常住户口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和《关于

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使用管理的通知》，两

者均要求新生儿姓氏应当随父姓或随母姓。这两个

规范性文件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行政法规作为依据

的情况下，对公民姓氏选择范围做了限制，本身欠

缺合法性，故不能作为判断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

依据。 

除了上述法律层面的理由，原告和被告还围绕

选择第三姓的社会效果进行了论辩。被告认为随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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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姓的传统习俗，能够避免近亲结婚，滥用姓名权

将模糊他人与自己的区别，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妨碍社会的管理秩序。就本案而言，选择父母姓氏

以外的“北雁”作为姓氏，显然不会导致他人与自

己的模糊，因此也不会损害他人利益。至于选择“北

雁”为姓氏是否会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进而损害

社会利益、妨碍社会管理秩序、构成权利滥用，被

告并没有提出充分的说明。 

因此，从原告、被告提出的理由来看，被告明

显处于不利地位。 

2.姓名权立法解释的司法适用评述 

法院的判决直接依据姓名权立法解释，其基础

在于对“公序良俗”以及“正当理由”的理解。 

法院对公序良俗的理解并不仅限于道德层面，

而是将社会管理和伦理观念结合了起来，认为随意

选取或创造姓氏会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风险与不

确定性，同时对文化传统和伦理观念造成了冲击，

因此自创“北雁”的姓氏违背了公序良俗。法院对

善良风俗的理解显然是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影响，错误地将公序良俗作为了道德维护工具，此

处不再敖述。但是，法院将“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

风险与不确定性”作为对公共秩序的破坏就是原发

性的错误。任何一个自由社会的社会管理成本和风

险都会比静态社会高，但人的自由和创造性也会给

社会创造价值。公共秩序是指社会正常存续所需要

的最基本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泛化

的“增加社会管理成本、风险与不确定性”并不属

于公共秩序的保护对象。法院如果想要证成其观点，

尚须具体说明“子女随父母姓”的实际社会功能以

及自创姓氏对社会管理制度究竟有何种严重损害，

特别是在管理技术如此发达的当下，坚持“子女随

父母姓”的必要性。但是，判决书并未提及上述内

容。 

法院对“正当理由”的理解进一步反应出立法

解释存在的问题。在判决说理中，法院将“正当理

由”解释为“合目的性”，也即客观合理性，纯粹

的主观偏好不属于“正当理由”。众所周知，“合目

的性”是判断行政行为效力的标准之一，对于私权

行使，“法无禁止即自由”是常态，权利人当然可

以凭自己的偏好行事而无需获得他人的理解赞同。

本案法院以判断行政行为效力的标准来判断私权

行使的合法性，在法理上难以成立。之所以会出现

这种情况，还是在于立法解释本身存在的法理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意图严格限制公民选择第三姓的

自由，但是又怕挂一漏万，留下了一个口子，其实

际后果是将当事人实施私权行为的效力交由行政

机关来决定。可以预见，当事人与公安机关可能会

因为对“正当理由”的不同理解而争议频发，未来

这一类的行政诉讼案件可能还会增加，最终还是需

要法院来解释何谓“正当理由”。 

三、对立法解释与判决的进一步思考 

关于子女姓氏决定问题，最高法院曾经颁布过

三个批复、复函和意见，分别为 1951 年《关于子

女姓氏问题的批复》、1981年《关于变更子女姓氏

问题的复函》以及 199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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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条，均涉及对 1981年《婚姻法》第 16条（即现行

《婚姻法》第 22条）的解释。在这三个司法文件

中，最高法院的态度均为离婚后，原夫妻一方未经

另一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子女姓氏。在“北雁云

依”案中，济南市历下区法院行政审判庭同样面临

《婚姻法》第 22条的解释问题，但最高法院却一

改惯常做法，改为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这一

法律争议是否已经超出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权

限范围，而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呢？如果应

该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

既然姓名权立法解释的部分内容无法经受法教义

学的推敲，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究竟是在进行法律

解释，还是实施法律的修改、补充呢？ 

（一）立法、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关系 

在大多数国家，立法权由议会享有，法律解释

权则由法院享有，但法院仅能在个案审理中进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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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解释，而不能制定抽象的法律解释。我国的情况

较为特殊，法律解释权由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共享，

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均有权脱离个案制定抽象的

法律解释。这样一来，就引申出两个问题：其一，

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与效力层级；其二，

立法机关所享有的立法行为与法律解释行为如何

区分。 

1、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与效力层

级 

目前，我国涉及“法律解释”的规定包括 198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

议》、1982年《宪法》第 67条第 4项、2006年《人

民法院组织法》第 32条、2007年《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 31条、2015年《立法

法》第 45条（原第 42条）、第 50条（原第 47条）、

第 104条。 

从上述规范来看，我国的“法律解释”包括了

“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两者均属于抽象的

法律解释。“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

界限”、“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

“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

据”属于立法解释的权限范围，“具体应用法律、

法令”、“具体应用法律”则属于司法解释的权限范

围。但这种划分方式仅仅是文字上的虚与委蛇，实

际上是含混不清的：首先，在司法机关“具体应用

法律”的过程中，必然存在“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

“进一步明确界限”的需要，“法律制定后出现新

的情况”也是司法机关经常要面对的问题，三者往

往是“具体应用法律”的前提，所以上述法规并不

能为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划定清晰明确的权限范

围。第二，上述规范并没有明确区分“狭义的法律

解释”与“法律续造”，《立法法》第 45条规定的

“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

据”属于典型的嗣后的法律漏洞，因此立法解释的

权限范围自然涵盖了“狭义的法律解释”与“法律

续造”。《立法法》第 104条虽然对司法解释的制作

方法做出了较明确的规定，要求针对具体法律条款，

并选取了主观解释论的立场，但并没有否认司法机

关可以在“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的指引下进

行法律漏洞填补。 

就法律解释的效力层级而言，《立法法》第 50

条只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

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这就是说，在我国法

律法规体系中，立法解释的效力与法律等同，仅次

于宪法，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但是，

《立法法》仍然没有明确抽象司法解释的效力，因

此无法将其纳入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层级体系中。 

2、立法行为与立法解释的区分 

根据《宪法》第 62条、第 67条以及《立法法》

第 7 条，我国的国家立法权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

常委会之间分配：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修改；

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改；

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在遵循基

本原则的前提下，对基本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

“由于法的补充是对原来的法加进新的内容，补充

之后，原来的法便发生变化，已不同于原来的状况，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的补充也是一种法的修

改。”因此，立法行为主要分为制定、修改两个方

面，补充可以归纳为修改的一种情形。在《立法法》

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分别对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做出了规定。 

就立法行为与立法解释的区分，《立法法》第

45条第 2款（原第 42条）虽然将“法律的规定需

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

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作为全国人大

常委会启动立法解释的情形，但结合《立法法》第

104条第 1款第 2句，我们可以发现，在出现上述

两种情形，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上也可以启动法律

制定、修改程序。换句话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面

临第 45条第 2款的情形时，可以启动法律解释程

序，也可以启动立法程序。考虑到《立法法》第二

章第四节所规定的法律解释程序比立法程序简单

得多，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可以解释全国人大制

定的基本法律，因此在实质内容上，立法解释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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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区分于立法行为，并受到严格的限制。相应地，

在立法解释和立法行为之间，应当存在一个实质区

分标准。然而，《立法法》对此并没有做出规定。

这就导致了一个潜在风险，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

借“法律解释”之名，行“法律修改、补充”之实。

从学理上来看，立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一种，应

该受到立法者意志的约束，同样应当针对具体法律

条款，选取主观解释论的立场，在立法的目的、原

则和原意的指引下进行法律解释，反之，如果采取

客观解释论的立场或脱离具体条款，就转变为法律

修改或补充了，变成了纯粹的立法行为。 

（二）司法机关逐级上报并提请释法的原因分

析 

“北雁云依”案涉及《民法通则》第 99条第

1 款与《婚姻法》第 22 条的含义与应用，在立法

解释与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弄不明确的情况下，最

高法院完全可以通过司法解释解决姓氏选择争议。

事实上，作为“一般条款”的公序良俗原则，发挥

着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双重作用，是立法者授权

法院进行漏洞填补的有力工具。《立法法》第 104

条所称之“原则”当然也包含了公序良俗原则。对

于“北雁云依”案中的法律争议，不仅下级法院可

以凭借公序良俗原则对《民法通则》第 99 条第 1

款和《婚姻法》第 22条作出个案解释，最高法院

也完全可以以“批复”形式作出司法解释。可是为

何下级法院要逐级上报，而最高法院又要将其提交

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呢？ 

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

的权限范围，而在于法院判决的后续影响以及司法

解释的效力。“北雁云依”案是行政诉讼案件，子

女姓氏选择背后实际上是私权行使与公安机关权

力的博弈。本来在行政诉讼中，法院的终审判决即

具有一锤定音的效力，但如果法院在本案中判决公

安机关败诉，那么将导致山东省公安厅和山东省卫

生厅的两个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受到挑战，不仅历下

区法院没有勇气做出如此的判决，济南中院、山东

高院恐怕都不敢轻易做出答复，因此只能将本案的

法律争议逐级上报。就此问题，最高法院固然可以

以批复的形式做出司法解释，指导下级法院做出判

决，但姓氏选择问题涉及强势行政机关，司法解释

又无明确效力，对行政机关并无约束力，如果最高

法院就此做出与行政机关意志相悖的司法解释，很

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冲突。考

虑到法院在权力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一旦与强势行

政机关发生冲突，反倒会损害司法权威。因此，对

于最高法院来说，明智的做法当然是将这个问题推

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法律争议仅仅是纯粹的民

商事争议，那么最高法院自然会按照一贯做法，当

仁不让地颁布司法解释。虽然司法机关又一次选择

了退缩，但从务实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的做法无

疑是正确的，因为即便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立

法解释后，仍有地方公安机关拖延执行。正如何海

波教授所说，“请示不是疑难法律问题的解决之道，

而不过是司法的实践策略。法官追求的不是法律上

的正确，而是结果上的稳妥”，“法院提出请示，主

要不是由于法官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更不是由于

法律不完备，而是法官规避风险或者减压抗震的手

段”。这种结论不仅适用于各级法院之间的请示，

同样也可以解释最高法院提请全国人大解释法律

的行为。 

（三）立法机关的应然处理方式 

在最高法院将《民法通则》第 99条第 1款与

《婚姻法》第 22条的含义问题提交全国人大常委

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需要考虑，是启动立法程序

对上述条款进行部分补充或修改，还是启动法律解

释程序对上述条款进行立法解释。前面已经提及，

虽然《立法法》并没有对立法解释与法律的补充、

修改做出明确的区分，但立法解释行为应该受到立

法者意志的约束，否则将导致以解释之名行立法之

实。针对姓名权行使与姓氏选择问题，全国人大常

委会选择启动法律解释程序，尝试运用体系解释和

目的性限缩的方法，但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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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目的性限缩的尝试并不成功，从《民法通则》

第 7条、第 99条第 1款、《婚姻法》第 22条中无

法推演出“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母姓”的结论。

事实上，姓名权立法解释中关于姓氏选择的规定都

无法从既有的法律条款中推演出来，因此，全国人

大常委会实际上是在进行法律的补充、修改，而非

法律解释。撇开姓名权立法解释在价值立场和实质

内容方面的失当之处不论，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意

图将姓名权立法解释第 2 款中的内容纳入既有法

律，那么就应该按照《立法法》第二章第三节的规

定，启动立法程序，由于《民法通则》和《婚姻法》

属于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进行补充、修

改时，还要遵循《立法法》第 7条的规定。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严格区分立法解释与法律

修改、补充，对涉案当事人的利益至关重要。立法

解释附属于法律条文本身，并无独立的生效时间；

而法律修改、补充则应当自公布之日或立法机关指

定之日起生效，并受到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约束。

具体而言，对于本文的法律争议，如果全国人大常

委会启动的是法律修改、补充程序，那么历下区法

院在案件审理中即不得引用法律修正案中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8-09-26 最高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tBm-zaL_Po1ujB1P9ocXlw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

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32次会议、2018年 6月 13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 2018年 10月 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 9月 26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8 年 1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32 次会议、2018 年 6 月 13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自 2018年 10月 1日起施行） 

法释〔2018〕17 号 

为依法惩治虚假诉讼犯罪活动，维护司法秩序，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现就

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

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

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

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

提起民事诉讼”： 

（一）与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

务的； 

（二）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

以物抵债协议的； 

（三）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

事、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公司、

企业债务或者担保义务的； 

（四）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者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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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 

（五）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

的； 

（六）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或者对

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优先权、担保物权的； 

（七）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

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 

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以“以捏造的

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 

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

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或者在民事执行过程中

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执行

财产分配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

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第二条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

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 

（一）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采取财产

保全或者行为保全措施的； 

（二）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

活动的； 

（三）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

文书、制作财产分配方案，或者立案执行基于捏造

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 

（四）多次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 

（五）曾因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被采取

民事诉讼强制措施或者受过刑事追究的； 

（六）其他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的情形。 

第三条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

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项情形，造成他人

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情形之

一，严重干扰正常司法活动或者严重损害司法公信

力的； 

（三）致使义务人自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

的财产给付义务或者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财产权益，

数额达到一百万元以上的； 

（四）致使他人债权无法实现，数额达到一百

万元以上的； 

（五）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数额达到十万元以

上的； 

（六）致使他人因为不执行人民法院基于捏造

的事实作出的判决、裁定，被采取刑事拘留、逮捕

措施或者受到刑事追究的； 

（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

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

成诈骗罪，职务侵占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贪污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

罚。 

第五条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

同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前三款行为的，从重

处罚；同时构成滥用职权罪，民事枉法裁判罪，执

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

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六条  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诉讼

参与人与他人通谋，代理提起虚假民事诉讼、故意

作虚假证言或者出具虚假鉴定意见，共同实施刑法

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前三款行为的，依照共同犯罪的

规定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

伪造证据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

重处罚。 

第七条  采取伪造证据等手段篡改案件事实，

骗取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

二百八十条、第三百零七条等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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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单位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

一款行为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

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九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

行为，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行为人系初犯，在

民事诉讼过程中自愿具结悔过，接受人民法院处理

决定，积极退赃、退赔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

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

的，可以从宽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刑法

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行为的，对司法工作人员

不适用本条第一款规定。 

第十条  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由虚假民事诉讼

案件的受理法院所在地或者执行法院所在地人民

法院管辖。有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四款情形的，

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

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第十一条  本解释所称裁判文书，是指人民

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企业破产法等民事法律作出

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支付令等文书。 

第十二条  本解释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

行。 

 

编辑：冼小堤 

离婚并非债务“防火墙”，同居期间发生债务仍需承担还款责任 

2018-09-26 山东高法  

https://mp.weixin.qq.com/s/OC8xAov1tUU8uT7X25dGOA 

案情 

2017年 10月，吴某与刘某签订《房屋购买权

转让协议》，将其享有的临沂市高新区职工宿舍楼

的购房名额及购买权以 97万元价格转让给刘某，

并由吴某代缴购房款。协议签订后，刘某即将 3

万元定金汇入吴某提供的韩某翠名下的银行账户。

同年 11月份，刘某先后三次向吴某名下账户转账

183 万元，吴某收款后分多次将款转入韩某翠名下

账户，并代缴了购房款 89万元。后来，刘某要求

吴某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才发现吴某早在

2016 年 9 月就已将涉案房屋与案外人进行了房屋

置换，并收取了置换房屋差价款。为此刘某以夫妻

共同债务为由将吴某及韩某翠共同诉至法院，要求

两人共同返还购房款 186万元。诉讼期间，刘某还

以吴某涉嫌合同诈骗罪向当地公安局进行了报案。 

经查，吴某与韩某翠早于 2015年 7月就办理

了离婚登记手续，离婚协议载明，轿车、楼房、写

字楼都归女方所有，婚生子由女方抚养，男方每月

支付抚养费 2万元，双方无债务。诉讼中，吴某及

韩某翠辩称，双方已经离婚，韩某翠收取刘某转账

的 3 万元系吴某支付的孩子抚养费。韩某翠对刘某

与吴某之间的房屋转让协议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

不应由韩某翠承担还款责任。 

分歧 

吴某与刘某协商解除房屋转让协议，但对于购

房款如何返还，韩某翠应否承担返还责任，存在以

下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韩某翠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涉案房屋购买权转让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是吴某与

刘某，根据合同相对性，应由吴某承担还款责任。

吴某与韩某翠已经协议解除婚姻关系，不能认定为

夫妻共同债务，由韩某翠承担还款责任。即使吴某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044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与韩某翠离婚后存在同居关系，房屋转让行为也只

是吴某的个人行为，刘某无法证明吴某转让房屋购

买权系出于同居生产生活需要，因此韩某翠不应承

担共同还款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韩某翠应承担共同还款的责

任。虽然韩某翠与吴某已经离婚，但离婚时双方约

定没有债务，将全部财产归女方，男方每月承担高

额抚养费，存在逃避债务的嫌疑。从公安机关调查

询问情况来看，吴某与韩某翠离婚后仍以夫妻名义

相称，并共同在青岛即墨市购买房产，且吴某收取

刘某交纳购房款后几乎全部直接或间接转入韩某

翠的账户，存在共同生活及财产混同事实，基于这

种同居形态，理应对同居期间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

责任。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2018 年 1 月 18 日施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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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共债共签”和“家庭共同生

产生活”原则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对债权人的举

证责任重新进行了分配。但对于夫妻离婚后仍同居

生活所发生的债务如何承担没有涉及。现实中存在

夫妻通过协议离婚方式将财产大部或全部转移给

另一方，但双方对外仍以夫妻名义生活并进行单方

大量举债现象。由于婚姻关系的私密性，债权人还

难掌握债务人的真实婚姻状况，只能通过日常接触

作出判断，在向欠债“夫妻”主张权利时才知道双

方离婚事实，为“假离婚”的债务人转移财产逃避

债务提供了可乘之机。其实最高人民法院早在

1989 年 11 月 21 日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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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意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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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司法解释尚未废止，

仍为有效法律渊源，该司法解释规定将同居债务认

定为共同债务。 

2、判定离婚双方是否存在同居关系，所欠债

务是否为同居生活发生。基于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

的相似性，要从双方身份关系和财产所有状态两个

方面进行综合认定：在身份关系方面，吴某与韩某

翠虽然已经离婚，但实际上仍共同生活并生育子女，

并以韩某翠妻子名义到即墨市购买房产，生活方式

仍以夫妻模式，区别于一般人际交往关系；在财产

所有状态上，双方协议离婚虽然对财产进行了析分，

但始终没有办理过户登记，占有方式上仍系共同占

有。吴某收取房款后几乎直接或间接的转入韩某翠

银行账户，双方账户相互转账往来频繁，经济上存

在财产混同。因此双方虽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夫

妻关系，但具备了夫妻关系的基本特征，行使配偶

身份带来的一系列权利义务，系以夫妻名义同居生

活，并因同居生活所负债务。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韩

某翠与吴某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判决作出后，韩某

翠不服提出上诉，经二审法院审理后认可了一审裁

判意见，终审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该

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作者：石仁举 

单位：临沂市罗庄区法院 

丈夫欠房租 房东依据合同找他媳妇要，法院：不成！ 

2018-09-28 北京海淀法院  北京海淀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fWNPgWJfGASKEUEo0_f6eA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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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作为承租人与他人签订了租赁合同，到期

并未支付租金，他人能否依据此合同找妻子要债呢？

近日，海淀法院审结了一起因丈夫在外租房拖欠租

金，房东要求妻子偿还租金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件，法院判决丈夫偿还房东租金，驳回了房东要求

妻子偿还租金的诉讼请求。 

▶▶▶▶▶ 

 原告诉称  

原告高某诉称，2010 年 8 月起，郭某承租原

告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大厦的一套房屋，面积

109.70 平方米，用于纸业产品销售。截止起诉之

时，房屋租金共计 659764 元，被告已付 107503

元，还有 552261元并未交纳。郭某逾期不交纳租

金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高某合法权益，造成高某

生活困难。因认为马女士作为郭某的爱人，也应当

偿还该笔租金，故高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郭某、

马女士承担上述租金债务。 

 被告辩称  

被告郭某辩称，从未承租原告的房屋，不同意

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马女士辩称，其本人不是房屋承租人，租

金不应由其支付，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高某和郭某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双方

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现郭某未履行给付租金的

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法院判决郭某支

付高某房屋租金 552261元。高某以马女士与郭某

系夫妻为由，要求马女士偿还房屋租金。法院认为，

高某与郭某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关系，根据合同的相

对性，郭某负有给付房屋租金和相应利息的义务。

马女士不属于承租人，在本案中，并不负有付房屋

租金和相应利息的义务。故法院判决马女士无需支

付郭某租金。 

 法官提醒  

本案中，虽然法院基于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未判

决马女士承担给付租金的义务，但是并不代表马女

士一定就不会承担任何责任。高某可以基于郭某应

给付的租金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马女士承

担相应责任。故法官在此提醒，夫妻配偶一方应自

觉履行合同义务，避免将来不能偿还债务，给配偶

和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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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动态 

给冲动型离婚戴上冷静的法律辔头 

2018-09-01 人民法院报 第 02 版  张智全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01/content_143068.htm?div=-1 

依法对不理性的冲动型离婚予以适当干预，不

仅不是干涉离婚自由，反而是为了维护家庭和社会

的基本秩序。 

近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其中婚姻家庭编草案设

置了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实践中，由于离婚登

记手续过于简便，轻率离婚的现象增多，不利于家

庭稳定。为此，草案规定了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主任沈春耀在作草案说明

时，阐述了设立离婚冷静期的缘由。 

近年来，随着婚姻观的嬗变，离婚早已司空见

惯。尽管绝大多数夫妻劳燕分飞确系感情破裂，但

这其中也不乏感情尚未破裂的冲动型离婚。如果任

由这一现象发酵，不仅将影响正常的婚姻家庭秩序，

也将让非理性的离婚行为在社会蔓延，进而动摇整

个社会的婚姻家庭基础。因此，在冲动型离婚现象

日益增多已成社会焦虑的现实语境下，以法律的名

义设置离婚冷静期，给那些一言不合就冲动离婚的

夫妻套牢冷静的法律辔头，不仅有助于他们冷静理

性地对待离婚，更有助于依法遏制不理性的冲动型

离婚，这对构建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促使整个社

会婚姻家庭观念不偏离理性轨道，显然善莫大焉。 

众所周知，婚姻是家庭的基石，而家庭又是社

会的细胞。在这种意义上，离婚不仅只是涉及夫妻

二人是否继续生活在一起的问题，更涉及以家庭为

基础的整个社会是否和谐稳定的问题。因此，依法

对不理性的冲动型离婚予以适当干预，不仅不是干

涉离婚自由，反而是为了维护家庭和社会的基本秩

序。近年来，随着不理性的冲动型离婚越来越多，

全国不少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为减少冲动型离婚，

开始尝试推行离婚冷静期制度，成功地让一些冲动

离婚的夫妻冰释前嫌而破镜重圆。鉴于离婚冷静期

在实践中确实收到了维护婚姻稳定的良好效果，今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文规定，在审理离婚

案件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设置不超过 3

个月的冷静期。在最长 3个月的时间内，人民法院

暂不对离婚案件作出判决，而等冷静期结束后，再

看夫妻双方的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从而作出是否准

予离婚的判决。实践证明，离婚冷静期的设立，不

但符合人们的印象和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婚姻的稳定。因此，将实践中离婚冷静期的成功经

验通过立法予以固化并统一规范，显然不失为依法

遏制非理性冲动型离婚的良方。 

当然，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设立，只是手段不是

目的。人民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在充分利用这一机

制处理冲动型离婚案件时，只有不将其机械地作为

判定是否离婚的唯一标准，才能不偏不倚地对离婚

案件作出尽量符合实际的公正处理，从而确保其真

正释放出既挽救婚姻又不干涉离婚自由的法治正

能量。 

“限童令”入法提高保护系统性 

2018-09-01 人民法院报 第 02 版  房清江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01/content_143072.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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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童令”上升为法规，其意义并不只是提供

电视节目制作、播出与管理的依据，更在于真正创

造出更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荧屏环境。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起草的《未成年人节目管

理规定（征求意见稿）》，8月 24日起到 9月 23日

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征求意见。《规定》提出，

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

化倾向。规定中很多条目在广电总局的历年规定、

通知中都有涉及，通过本次征求意见，有望形成系

统性的法规条例正式对外公布并实施。 

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缺少辨别能力，容易受

到不良现象、观念、错误常识的误导，甚至是盲目

模仿与追求，严重影响到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电视

等媒体是未成年人成长离不开的文化环境，其播出

的节目所承载的科学精神、价值导向，对孩子们影

响至深，必须从严管理，严格规范。 

近些年，针对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化、成人

化和过度化娱乐倾向，国家广电总局先后有针对性

地作出限制规定。最早的是 2006 年的禁止未成年

人参加“选秀”。2015年 9月，新广告法曾规定不

满 10周岁的童星不得以任何形式代言广告。2016

年 2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规定，从数量、

节目内容、播出时间等严格控制未成年人参加节目，

外界简称“限童令”。这些规定，明显都是事后纠

偏的举措，既反映了管理层面对电视节目对未成年

人影响认识的不断深化，也反映出了时代发展、传

媒进步，所形成文化环境对未成年人影响的客观性。 

此次拟出台《规定》有不小的意义。其一，形

式上从通知正式上升为行政法规，具备了更高的效

力。其二，也是这些年管理经验向制度体系的提升，

管理机制逐步成熟，从临时走向常态。 

当然，“限童令”上升为法规，其意义并不只

是提供电视节目制作、播出与管理的依据，更在于

这些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真正创造出更利于未成

年人成长的荧屏环境。一方面应当提高法规的执行

力，管理层面应当依据法规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电视

节目制作审查、播出监测、投诉监督、违规调查处

理等工作机制，起到“净化器”“过滤网”的作用。

另一方面还有必要建立漏洞修补机制，因为未成年

人电视节目的发展是动态的，内容、方式都在变化，

可能产生的危害与负面影响，也有一个判断与认识

的过程，须在规定确定的管理原则下，形成可行的

机制，随时修补因变化带来的漏洞，消除管理滞后

的弊端。 

民法典编纂：“典”出中国方案 
2018-09-01 人民法院报 第 05 版  本报记者 荆 龙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01/content_143084.htm?div=-1 

 

8 月 27 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本报记者 王 俏 摄 

8 月 27 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连同已经生效实施的民法总则，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支柱性法律——民法典，

初次完整亮相。总则提纲挈领 11 章 206条，分编

纲举目张 6编 73章 1034条，我国的民事法律经过

60 多年的创制更新，终于让人们闻到了“典”的

味道。 

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制定的民法典，从私法滥觞

的罗马法到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拿破仑法典，再到

适应资本主义垄断时期需要的德国民法典，无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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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生逢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变局时

代，我国民法典从立法宗旨、体例结构、章次编排

等方面，如何反映时代精神、人民需求和立法进

步？ 

连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这一问

题对民法典立法、民法典分编（草案）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出真知灼见，致广大精微。 

是系统整合而非法律汇编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立法部门曾尝试制定一部

统一的民法典，但由于经济高速发展，法典的立法

周期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由此，我国民事法律的立

法模式“批发改零售”，遵循“成熟一个制定一个”

的原则，在此后 40年时间里，先后出台了民法通

则、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 30

多部民事法律，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走了一条先

分后总的法典立法之路。 

但“典”毕竟同一般的法律汇编不同，它体例

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凸显了法

律规范从“量”到“质”的变化，是法律制度成熟

的标志。同时，“典”要有实用性，老百姓有问题

可以到法典里找答案。制定法典既是对国家立法技

术的考验，也是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检验。 

尹中卿委员认为，编纂民法典是对民事法律规

范进行的系统整合，并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法

律是在不同年代制定的，适应性不一致，规定重点

不一样，甚至还可能有矛盾、冲突和重复。法典编

纂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的法律体

系更加完善。” 

李锐委员认为，编纂民法典要将散见于各部法

律、法规、司法解释中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

统的编订纂修，“一方面要将不适应、不适宜的规

定予以剔除，另一方面将新产生且已成熟的民事法

律规范加以吸收，形成一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集

大成法典——民法典。” 

对于如何形成科学的民法典体例，杜黎明委员

认为，首先要处理好总则和分则的关系。“总则是

搭建起民法典的骨架，各分编是民法典的血肉；总

则是对民事法律制度一般性和共性问题的提取和

归纳，各分编是对民事法律制度各类情况的具体规

范，民法典所确立的民事基本制度主要体现在各分

编之中。” 

在谈到民法典各分编的逻辑关系时，杜黎明提

出，按照典型的大陆法国家的立法体系，民法典分

编通常是物权、债权、亲属、继承的顺序。我国民

法典分编草案中，债权部分分成了合同和侵权责任，

二者均属于债权的范畴，究竟是放在一起还是分开

表述？而草案又在合同和侵权中间加入人格权、婚

姻家庭和继承，这样是否合适。他建议对各分编整

体结构再做调整。 

增设人格权编将是民法典领先世界的创举 

在审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时，许多常委会组成

人员认为，人格权单独成编是这次分编立法的亮点。 

杜玉波委员说，人格权法是保护人格权的民事

基本法律，是民法典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

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

权、人格权”，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他认为，民法典分编包括人格权编，是中国民法典

领先世界的一个创举，将为世界人格权保护法治建

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李锐委员说，人格权是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

要的权利，关系到每个人的尊严。将人格权单独入

编，是落实宪法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的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体现了社

会文明和法治的进步。 

曹建明副委员长认为，草案将人格权单独成编，

是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典体系的重大发展和创新，

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法典编纂的中国特色，是制度自

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具有里程碑意义。草案

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的“保护人民人身权、

财产权、人格权”的重要论断在民法典中予以贯彻

体现，顺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万鄂湘副委员长建议，参考日本、法国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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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章次结构安排：第一部分人权，第二部分物

权，第三部分债权，债权分两部分即合同之债和侵

权之债，最后是亲属权。“分编目前这个结构顺序

有点乱，人格权应该放在第一编，物权放在第二编，

后面再把两个债权放在一块，把侵权责任编放在合

同编之后，亲属权包括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放在最

后。” 

欧阳昌琼委员也持这种观点，他说，分编应遵

循“先人后物”的顺序，依据人与物、人与人之间

的逻辑关系来排列编章顺序。把人格权编放在第一

编，既和民法总则的顺序一致，也和宪法的章次顺

序一致。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孙宪忠，从人

格权保护和侵权责任法的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对人

格权单独成编的意见。他说，侵权责任法第十二章，

多数情况下都是针对人格权的。我们现在必须承认，

目前的人格权编，从保护的角度来讲就是侵权责任

法之外的另一个法律。一个法律事务规定为两个部

分，在我看来是不合适的。“这个道理我要讲一下，

一个法律事务用两个法律规定，而且放在一个法典

中，这个做法我不理解。” 

知识产权单独成编是“叠床架屋”？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民法典分编草案

所做的说明中可以看出，考虑到民法典难以纳入行

政管理方面的内容，知识产权制度的快速发展变化

与保持民法典的连续性、稳定性矛盾，以及避免法

律制度“叠床架屋”，不宜设立知识产权编。许多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这两点理由不具有说服

力。 

“分编草案条文中许多内容也都涉及到行政

方面的规范，就偏偏到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因为涉

及到行政管理，就把它排除在民法之外，这个理由

说不通。”陈斯喜委员说，应该在民法典中把知识

产权问题规定清楚，把知识产权的一些基本内容都

写进去，“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很难说我们的

民法典编纂出来能够引领世界、引领未来。” 

曹建明副委员长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度阐述，

他说，草案说明谈到之所以知识产权不单独成编，

是因为民法典无法纳入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方面的

内容。这个问题主要是立法技术问题，立法上也是

可以解决的。因为在分编其他制度中也存在类似情

况。如法人制度，涉及到行政部门的审查审批；又

如器官捐献制度，也涉及到相关行政管理内容。这

些行政管理方面的制度，并不影响知识产权相关民

事权利的属性，也是可以通过专门的行政法规予以

规定的。 

他进一步指出，知识产权开放性、变动性与民

法典连续性、稳定性的矛盾，在其他民事权利中同

样存在，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在大

数据、信息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都会对法

律的稳定性产生影响。任何法律都需要与时俱进，

并不断修改完善，才更具有生命力和适应性。 

张苏军委员认为，知识产权独立成编的一个核

心观点，就是知识产权的基本性质应该是私权利。

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司法保护能力不足的

情况下，较多运用行政手段进行保护，目前仍然采

取行政管理和司法保护双重体制。这个现状恰恰是

我们需要与时俱进来改变它的动因。经过这几十年

的发展，我们国家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知识产权研究的学者队伍不断壮大，知识产权司法

人员的队伍不断壮大，我们成立了若干知识产权专

门的法院，这方面的经验也在不断积累，同时知识

产权方面专门律师也在不断增加。“从现在来看，

已经到了还知识产权私权力本质属性的阶段，要逐

步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逐步淡化甚至于在某些

领域退出行政干预和所谓的行政保护。知识产权独

立成编将突出司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主导地位。” 

张苏军认为，知识产权独立成编写进民法典，

将体现鲜明的中国精神和时代特色，有利于创新驱

动国家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树立我国保护知识产权

的大国形象，也是展示知识产权法律领域成果的重

要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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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 

2018-09-06 人民法院报 第 01 版  记者 罗 沙  陈 菲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06/content_143263.htm?div=-1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记者  罗 沙  陈 

菲）民法典各分编草案9月5日在中国人大网公布，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1月 3日。 

“夫妻共同债务问题近年来引发不少争议，这

次草案中暂未对现行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

规定作出实质性修改。最高法今年 1月出台了关于

夫妻债务问题的司法解释，实践中效果不错。”复

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李世刚说，“建议将这个司法解

释的经验纳入民法典草案，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

度。” 

近期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审议。在分组审议

时，不少常委会组成人员同样建议将最高法相关司

法解释纳入草案，明确夫妻债务“共债共签”原则。 

“‘共债共签’符合我国家庭、夫妻关系平等

和互相尊重的基本原则。家庭日常生活以外的大额

举债，应该夫妻之间互相商量，经过双方共同同意，

才能被认为是共同债务。”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环

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谭琳说。 

公开征求意见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总共包括

六编，即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

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共 1034条，对我国现行民

法通则、物权法、婚姻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

系统编订纂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标志着我国民法典编纂迈出“第二步”。 

据悉，社会公众可以直接登录中国人大网

（www.npc.gov.cn）提出意见，也可以将意见寄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前

门西大街 1号，邮编：100805），并在信封上注明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与你生活息息相关 

2018-09-07 中国法院网 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09/id/3489101.shtml 

5 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今年

11 月 3 日。草案中，诸多社会关注度高且与民众

生活息息相关的条款，备受关注。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

期 

草案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

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

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一方患有严重疾病的应在结婚登记前如

实告知另一方 

草案第八百三十条规定，一方患有严重疾病的，

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

另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撤

销该婚姻。 

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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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伪造、编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登记，

婚姻无效 

草案第八百二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

系的；(三)未到法定婚龄的；(四)以伪造、变造、

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 

——“离婚冷静期”的时间为 1个月 

草案第八百五十四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

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任何一方不愿意

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 

前款规定期间届满一个月内，双方应当亲自到

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

回离婚登记申请。 

——实施家暴导致离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

偿 

草案第八百六十九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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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的。 

——哪些是夫妻共同财产，哪些是个人财产？ 

草案第八百四十条规定，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

的个人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受

到人身损害获得的损害赔偿和补偿；(三)遗嘱或者

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者妻一方的财产；(四)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第八百三十九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

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和其他劳务报酬；(二)

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者受赠所得的财产，但是本法第八百四

十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

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两种情形婚内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草案第八百四十二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

分割共同财产： 

(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

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

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 

(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

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对亲子关系有异议可以提起诉讼 

草案第八百五十条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的，

父、母或者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 

——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

应准予离婚 

草案第八百五十六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

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

起离婚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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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

者虐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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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

准予离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

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措施，预防

和制止性骚扰 

草案第七百九十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

语、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

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

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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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虐待儿童罪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威海市市长 张海波 

2018-09-15 人民法院报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15/content_143647.htm?div=-1 

一、建议理由 

儿童属于一类特殊群体，虐待儿童行为对被侵

害人本身造成的身心双重损害可能会对其整个人

生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该类行为会对整个社会造

成严重负面影响并有可能导致不和谐、不稳定因素，

所以应该增加虐待儿童犯罪的违法成本，从普通罪

名提出，增设专门罪名并提高量刑。 

二、建议内容 

虐待儿童罪，建议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情节恶劣的，处三至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单位

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三、构成要件 

（一）行为主体方面 

任何对儿童有看管义务的人，都可以成为这个

罪名的行为主体。具体来讲应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的

人员： 

1.家庭成员为家中未成年人聘请的保姆、育儿

嫂等； 

2.幼儿园、中小学等学校以及其他培训、教育

机构中的教师、营养师、保健员、医疗人员等； 

3.医院的医疗人员； 

4.福利院等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 

5.其他任何因接受委托或因职务义务而需要

承担看护责任的自然人或单位。 

（二）侵犯客体方面 

为了能有效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使我国儿童

能够得到良好的身心发展，对于该罪名的侵犯客体

以及侵害的法益应作出明确规定或解释。 

首先，对于“儿童”的界定应为十四岁以下的

未成年人。 

其次，该罪名的侵犯法益应当解释为儿童的生

命健康权，具体来说应该包括儿童的生命权、健康

权和身体权。 

因此，对于被侵害的权益范围应当是对于生命

健康权能够作出的最宽泛的解释。 

（三）行为手段方面 

虐待通常解释是指出于取乐、迫害、发泄等利

己目的，使用残忍的手段，对于被虐待人造成身体

上的伤害和心理上的恐惧的行为。 

虐待包括使用人身暴力和性暴力、威胁和恐吓、

情感虐待和经济剥夺。根据近期频发的幼儿园虐童

事件中侵害人所使用的手段来看，针刺、推搡踢打

等殴打、喂食芥末和安眠药或其他不明物体以及威

胁恐吓等行为，其中有些行为（例如喂食安眠药）

可能无法通过检测或者鉴定证实对被侵害儿童产

生直接的损害结果。 

因此，对于“虐待儿童罪”中的虐待行为，不

应受到“残忍手段”的局限，而是该扩大范围到一

切可能对儿童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

响的行为，特别是对于一些不可逆的心灵创伤或许

会对被侵害儿童产生更深更长远的影响的。 

 （四）损害结果方面 

我国现行法律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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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中规定的“情节恶劣”作出相

应的解释，却将“情节恶劣”作为入罪的标准，因

此在实务中可操作性并不高，说服性不强，应当将

“情节恶劣”作为加重情节去处理。从而能够提高

该罪的法定刑，增加犯罪成本，以达到更好的保护

儿童合法权益的效果。而对于加重的“情节恶劣”

标准，也应当作出规范和解释。 

法典编纂|继承编研究学刊要览 

原创：2018-09-12 中国民商法律网  林文静选编 

https://mp.weixin.qq.com/s/BFWfEuMcB2uZ7ssbyIDn-Q 

编者按： 

2018 年 8 月 27 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中

的重要一环，民法典如何反应时代精神、回应人

民需求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我国民法

学者在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积极建言献策，学

界涌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特此中国民商法律网

推出“民法典分则学刊要览”系列文章，对学术

界近期关于民法典各分编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以期对读者理解研习民法典分则有所裨益。欢迎

阅读，欢迎转发。 

本期学刊聚焦民法典继承编相关研究，篇幅

有限，未能全面介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补充，

推荐精彩文章。 

一、继承编立法总体建议 

1、王利明：《继承法修改的若干问题》 

【摘要】继承法是我国未来民法典的重要组成

部分,继承法颁行到现在,部分内容显示出一定的

滞后性,有必要进行全面修改,修改的重点在于:扩

大遗产范围、修改继承权的丧失条件、规定继承回

复请求权制度、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完善遗嘱

继承和遗赠制度。此外,在遗产的分配方面,也需要

作出必要修改。 

【关键词】继承法修改； 法定继承； 遗嘱继

承； 特留份；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社会科学战线》

2013 年第 7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73-183页。 

2、杨立新：《民法分则继承编立法研究》 

【摘要】1985年制定的《继承法》,由于受到

计划经济和普遍贫穷的历史局限,存在较多缺陷,

不能适应当今我国市场经济下遗产流转的需要。在

编纂民法典、将《继承法》修订为民法分则继承编

时,应当抓住机遇,对我国现行继承制度进行全面

改革。继承编入典应当坚持的指导思想:一是继承

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原则,二是继承制

度繁简与社会实际需要相一致原则,三是继承制度

与遗产流转规律相一致原则,四是继承法改革与婚

姻家庭制度等民法制度改革相一致原则,五是肃清

"左"的思想与坚持民族习惯相一致原则。基于这些

指导思想,继承编的制定应该妥当设计篇章结构、

具体安排规范内容,对继承的一般规则、法定继承、

遗嘱继承和遗赠、遗赠扶养协议和继承协议、遗产

的分割等制度全面作出具体规定,为自然人对其身

后遗产的支配自由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民法典； 继承编立法； 指导思想； 

具体意见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中国法学》2017

年第 2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67-87

页。 

3、杨立新：《我国继承法修订入典的障碍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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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摘要】我国编纂民法典,必须修订《继承法》,

编入民法典作为"继承法编"。我国现行《继承法》

完成于 1985 年。30 年前改革刚刚开始,尚未深入

进行,仍处于计划经济的社会背景,个人拥有的财

富很少,没有对继承法的立法提出更多的要求,因

而使该法存在较多缺陷,不能适应当今市场经济社

会发展和个人财富增多的要求。编纂民法典时将继

承法修订入典,为我国继承法的现代化提供了契机,

尽管由于存在思想认识上的不同,而使我国的继承

法改革面临很大障碍,但基于社会经济进步、个人

财富增多、时代发展要求而进行的继承法改革,是

必然的,必须完成的。民法学者和公众一道,期待我

国继承法修订入典,出现一部完善的、完备的、制

度配套的"我国民法典·继承法编",并且与其他部

分相互协调,构成和谐的我国民法典体系。 

【关键词】编纂民法典； 继承法； 修订入典； 

障碍； 期待；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学报》2016 年第 5 期，文章分三个部分，页码

范围是 1-10页。 

4、郭明瑞：《论继承法修订应考虑的因素》 

【摘要】继承法的修订是民法典分编的编纂工

作,应考虑继承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继承法的内

容安排须与民法总则衔接,与其他分编协调。总则

中已规定的内容,继承法不能重复;应在其他分编

规定的内容,继承法不应再规定。基于产权保护和

私有财产的状况,对遗产的规定应坚持"凡私有财

产均可为遗产"的观念。因私有财产量大且构成复

杂,继承法应设立遗产管理制度,规定遗产管理人

的确定及其地位。基于现代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

继承法应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扩大继承权相对

丧失的适用。从特留份设立的理论根据和家庭结构

的现状考虑,特留份权人的范围不宜扩大到三亲等

及以外的法定继承人。继承法修订中应承认后位继

承,认可继承协议的效力,承认形式瑕疵遗嘱不能

仅因形式瑕疵而无效,确认不同形式的遗嘱具有同

等的效力,确定一定条件下当事人可以设立共同遗

嘱。鉴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应扩大遗嘱的形

式,承认打印遗嘱等形式,对于遗嘱的见证不拘泥

于"现场见证",认可以微信等方式予以见证的效力。 

【关键词】晚民法典； 继承法修订； 产权保

护； 家庭结构； 意思自治； 科技发展；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四川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1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58-165页。 

5、马新彦、卢冠男：《民法典编纂中继承法编

几个问题的探讨》 

【摘要】遗产是一生财富的终极聚合,遗产处

分自由是所有权人的终极自由,或者是人生自由的

终结点。遗产分割前共同继承人对遗产所有权的属

性是未来民法典继承编必须规定的问题,因为它不

仅仅是民法学的重要问题,更是一个民法问题。继

承人之间所有权的属性决定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

有否处分遗产的权利,或者怎样的处分权利;决定

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的债务是承担按份责任,抑

或连带责任。继承法于近、现代在制度上的最大突

破是肯定了夫妻之间遗产的继承权。继承制度不再

仅仅承载家族财产的世袭与传承,而且还表达人性

中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关怀。另外,配偶相互之间的

继承权源于夫妻之间的情感和爱意。 

【关键词】民法典编纂； 继承法； 遗产处分； 

继承权； 婚姻；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当代法学》2017

年第 3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68-78

页。 

6、张力、陈鹏：《临界点视阈下民法典继承编

基本原则之建构》 

【摘要】囿于我国现行继承法对基本原则表述

的文本性缺失,学界对继承法基本原则的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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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取舍与条文表述等产生了巨大争议。在法典化

态势下,继承编基本原则的建构事关法典形式理性、

继承本体存在之证成与政治国家之预防。继承编基

本原则的建构应以继承权本体为实质取舍标准,以

"线性"逻辑进路为技术支撑,并辅之以继承法律制

度的临界点为制度基准,以此在继承线性法律关系

的动态化模型下形成"保护私有财产继承权"和"养

老育幼"的二原则体系并贯穿于整个继承法律制度,

从而在桥接民法基本原则之时形成私法体系内部

的板块区分效应。 

【关键词】民法典编纂； 继承法(编)基本原

则； “线性”进路； 临界点；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杂志》2017

年第 10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37-48

页。 

7、陈英：《继承权本质的分析与展开》 

【摘要】继承权本质是继承法的关键问题之一,

它解释了哪些人基于何种原因可以取得继承权。现

行《继承法》在继承权本质的认识上过于偏重扶养

关系和被继承人的意志,带来了诸多难以解决的理

论难题和实践纠纷。在未来的立法中,应该根据继

承的类型认定继承权的本质,并设计相应的法律规

则。法定继承中,家庭维持是继承权存在的基本依

据,法律规则应该注重维护亲属之间的伦理情感。

遗嘱继承中,被继承人的意思是继承权产生的主要

依据,同时也应该兼顾家本位的理念,对遗嘱自由

进行必要的限制。单纯的扶养关系可以作为遗产处

理中的特别考虑因素,但不宜作为取得继承权的依

据。 

【关键词】继承权本质； 家族协同； 遗嘱自

由； 扶养关系；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杂志》2017

年第 6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00-109

页。 

二、法定继承部分立法建议 

1、杨立新：《孙子女外孙子女等继承权的保障

制度改革》 

【摘要】我国现行《继承法》没有规定孙子女、

外孙子女以及其他晚辈直系血亲的法定继承顺序,

而是对其采用代位继承的规则继承被继承人的遗

产。这样的规定违反遗产流转规律,在继承人继承

权失权时,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晚辈直系血

亲的继承权就无法实现,等于剥夺了他们的继承权,

与我国《民法总则》第 124条和第 130条等现行法

律的基本精神相违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立法都规

定晚辈直系血亲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以充分保

障晚辈直系血亲的继承权,即使采用代位继承的制

度,也准许在继承人失权时,不影响晚辈直系血亲

继承权的实现。只有采用苏联立法模式的国家,与

我国《继承法》的这一规定相一致,显然我国这一

现行立法采纳的是苏联模式,难以保障晚辈直系血

亲的继承权。对此,在修订民法分则继承编时,应当

对此进行改革,将晚辈直系血亲作为第一顺序法定

继承人予以规定,配偶作为无固定顺序法定继承人,

父母作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同时,应当增加遗

嘱继承的后位继承制度,以更好地保护孙子女、外

孙子女等晚辈直系血亲的继承权。 

【关键词】晚辈直系血亲； 代位继承； 第一

继承顺序人； 继承权保障； 改革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四川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1 期，文章分三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47-157页。 

2、杨立新：《我国配偶法定继承的零顺序改革》 

【摘要】《继承法》规定我国配偶法定继承采

固定的第一顺序,与子女、父母同列,此规定存在较

多弊端。随着经济的发展、扶养关系及家庭结构的

变化,对配偶法定继承应当实行零顺序即无固定顺

序的改革,这是在综合世界各国立法例的基础上,

做到配偶法定继承利益重点保护与被继承人亲密

血亲法定继承利益兼顾的最佳选择。同时,配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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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继承零顺序的采用,也合理且及时地对现行法定

继承顺序的不足与缺陷进行了调整与完善。 

【关键词】配偶； 法定继承； 固定顺序； 零

顺序； 改革；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中州学刊》2013

年第 1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47-55

页。 

3、杨震：《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与顺序的历史

检视与当代修正》 

【摘要】1985 年继承法中法定继承人范围与

顺序的规定,同建国以来的司法实践经验和理论研

究成果保持着连续性和一致性。在继承法未来修订

中,应适当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增加四等亲为第

三顺序继承人。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

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

人的规定仍需保留。配偶与父母保留在第一顺序继

承人中具有合理性和妥当性,符合我国的国情、社

情、民情、家情,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理精神,

符合我国的家庭伦理观。 

【关键词】继承法修订； 法定继承人； 范围

与顺序；【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四川大学学

报》2018 年第 1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

是 166-175页。 

4、于晓：《继承人有无不明时的继承法完善》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

称《民法总则》)通过后,民法分则继承编的编纂工

作正在进行中。继承人有无不明时,与遗产有关的

四类民事主体的财产权益可能受到损害。如何保护

这四类民事主体的财产权益,我国《继承法》及其

司法解释并未作出充分的规定。我国民法分则继承

编应在现有继承制度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司法实践

和比较法上的有益经验,将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组织

列为法定继承人,以根本解决继承人有无不明的问

题。同时,将血亲和配偶继承人的搜索程序和两阶

段的遗产管理程序作出详细规定,以实现对与遗产

有关的四类民事主体财产权益的全面保护。 

【关键词】继承人有无不明； 继承法完善； 民

事主体； 财产权益；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政法论丛》2017

年第 6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49-158

页。 

5、唐雯：《我国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规则之

反思与重构》 

【摘要】数人在同一事故中死亡,在没有证据

证明死亡先后顺序的情况下,为合理公平分配遇难

者财产,必须对遇难者的死亡顺序进行推定。我国

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的规则在继承法司法解释

以及保险法中均有规定,但二者缺乏一致性,以至

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法律适用以及推定结果上的

自相矛盾。并且,我国的推定规则较为复杂,适用起

来程序上比较繁琐,实体权利的分配也与当今民众

的主流意识不符,有悖于保护遇难者财产权利的价

值取向。体系上将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纳入民法

总则进行统一规定,能够有效避免推定矛盾的产生,

有利于维护立法的统一性及严肃性。制度上从认识

论和价值论的角度进行考察,采用同时死亡推定主

义最能够达到自然法则与立法价值的平衡。 

【关键词】共同遇难； 同时死亡； 推定； 遗

产；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律科学》2017

年第 2 期，文章分六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78-87

页。 

三、遗嘱继承部分立法建议 

1、杨立新：《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与法律效力

——对一起违反形式要件要求错误认定自书遗嘱

效力的典型案件的分析》 

【摘要】自书遗嘱是遗嘱人亲笔书写的遗嘱。

为了保证自书遗嘱表达遗嘱人处分遗产意思的真

实性,法律对其规定了严格的形式要件,即须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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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亲笔书写遗嘱全部内容、亲笔签名和注明年、月、

日。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按照这样的形式要件审查

自书遗嘱,避免认定自书遗嘱的效力发生错误。如

果没有按照自书遗嘱形式要件的要求确定自书遗

嘱的效力,就会造成《继承法》的适用错误,损害相

关当事人的继承权。 

【关键词】自书遗嘱； 形式要件； 典型案例； 

分析； 立法建议；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治研究》2014

年第 10 期，文章分三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3-11

页。 

2、杨立新：《遗产继承归扣制度改革的中间路

线》 

【摘要】随着对个人所有权保护的加强及物权

平等保护原则的贯彻实施,作为平衡继承人遗产继

承利益手段的归扣制度,尽管仍然存在平衡各继承

人继承利益的功能,但通过对被继承人合法赠与行

为效力的否定以此扩展被继承人遗产范围的做法,

实与社会普遍认同的物权须平等保护的基本原则

直接违背。为贯彻物权平等保护原则,保证继承法

为财产法的本质属性并与所有权的本性相统一,在

继承法修订过程中增设归扣制度的同时,将归扣制

度的基础顺势进行改革,以建立完善的归扣制度,

既是我国继承法修订过程中应该完成的任务,也是

各国归扣制度发展的应然趋势。 

【关键词】遗产继承； 归扣； 制度改革； 中

间路线；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国家检察官学院

学报》2014 年第 6 期，文章分三个部分，页码范

围是 131-140页。 

3、杨立新：《对我国继承法特留份制度的再思

考》 

【摘要】基于不同的历史源流,各国立法者为

保护法定继承人的利益,都继受了限制遗嘱人处分

财产自由的特留份制度,以此保护法定继承人之利

益,限制遗嘱人的遗嘱自由。我国《继承法》修订

中应该引入该制度,通过对遗嘱人强制性引导,协

调亲属利益与社会利益,防止或因遗嘱自由被滥用

而背离公序良俗,或因一味维护公序良俗而抹杀意

思自治的司法判决的出现,从而维护法律价值体系

的整体均衡。 

【关键词】继承法； 特留份制度； 必留份制

度；意思自治； 公序良俗；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国家检察官学院

学报》2013 年第 4 期，文章分三个部分，页码范

围是 146-156页。 

4、龙翼飞、窦冬辰：《遗嘱解释论》 

【摘要】遗嘱自由是私法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作为意思表示主要工具和载体的语言文字常常

充满着歧义,并由此出现漏洞,因此往往对其有解

释的必要。建立完善的遗嘱解释体系事关遗嘱人遗

愿能否顺利实现,也体现了国家对遗嘱自由的尊重。

遗嘱解释的体系包括对遗嘱的实际解释以及推定

性解释规则(任意性规范)。在实际解释后仍无法探

求遗嘱人真实意思的,方能适用推定性解释规则。

在民法典中,须对两种解释规则所涉及的法律条文

进行妥善安置,将实际解释的相关规则规定于总则

编中,将推定性解释规则规定于继承编中。 

【关键词】遗嘱行为； 法律行为解释； 实际

解释； 任意性规范； 继承编；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

范围是 96-112页。 

5、王强：《继承法处分行为初探》 

【摘要】我国继承法死因处分在方式上仅有遗

嘱处分一种,在内容上,就指定继承人而言无替补

继承、后位继承机制,对剥夺继承权无法定继承人

特留份之限制,对遗赠定义过于狭隘,被继承人缺

乏类似于负担指示以更全面贯彻自己意志的处分

辅助手段。这些都限制了死因处分形成的可能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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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继承人理性处分、自由处分的空间。德国继承法

死因处分制度,从处分方式、处分内容上都全方位

考虑了被继承人以遗产归属为核心的处分动机和

个人意图,同时相应规制了处分受益人之间、处分

义务人之间、他们相互间的责、权、义务关系,为

被继承人理性定位处分目标,合理构建处分过程,

充分发挥处分自由做了扎实铺垫。而德国继承法各

项死因处分机制的运作,又都有机有序地和继承法

其他章节、《德国民法典》其他各编内容环环相扣,

呼应关联。这些都对我国继承法和死因处分制度很

有镜鉴价值。 

【关键词】死因处分； 共同遗嘱； 继承合同； 

剥夺继承权； 遗赠；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中国政法大学学

报》2017 年第 2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

是 29-49页。 

6、朱晔：《如何构建民法典继承编中的特留份

制度——在家族主义理念与个人主义理念之间摇

摆不定的制度走向》 

【摘要】中国正在制定民法典,而如何确定继

承法中的特留份制度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当今我国的家族主义理念与个人主义理念呈现出

对立的态势,这不仅影响特留份制度的创设,而且

会左右继承法的核心框架。本文旨在通过综合分析

我国传统及学说,从比较法的视角探寻特留份制度

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民法典； 继承法； 特留份；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苏州大学大学学

报》2018 年第 2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

是 56-65页。 

四、继承编与其他制度的衔接 

1、马新彦：《居住权立法与继承编的制度创新》 

【摘要】关于居住权应否为我国物权法上独立

的新型物权,在《物权法》制定时有过激烈的争论,

终因居住权缺乏现实的普遍适用性而没有在《物权

法》中落实。现今,居住权立法因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物权编(草案)》(民法室室内稿)的完成似

乎已经成定局,但是,该草案关于居住权的规定没

有与继承编的制度创新紧密联系起来,使得居住权

立法仍然欠缺必要的制度基础,更欠缺广泛的适用

空间,无不令人担忧居住权立法会走回《物权法》

的老路。在民法典的各分编中,实施三十二年且没

做任何修改的《继承法》将有重大的创新与突破,

这将为居住权确立为物权法上的新型物权提供制

度前提,而居住权的立法对于继承编的制度创新具

有重要的奠基意义,使继承编的创新在实现较大正

义、一般正义的同时,又兼顾较小正义与个别正义。 

【关键词】居住权； 继承权； 继承顺位； 制

度创新； 利益平衡；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清华法学》2018

年第 2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63-178

页。 

五、继承编其他问题研究 

1、杨立新：《人的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及其继

承问题》 

【摘要】在我国,冷落胚胎的法律属性有客体

说、主体说和折中说三种观点。将脱离人体的器官

和组织例如冷冻胚胎认定为器官权的意见,是不符

合民法的权利学说的;将尚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

冷冻胚胎作为人来予以保护,在民法上是说不通的。

民法上的物分为伦理物、特殊物和普通物三个类型,

将冷冻胚胎等脱离人体的器官和组织认定为具有

人格属性的伦理物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不是将其作

为主体,能够体现其特殊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

能够得到民法的充分保护,因而没有必要将其界定

为主体,也没有必要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创设第三类

民法的基本范畴。既然冷落胚胎的法律属性是物,

那么在物的所有权人死亡后,冷冻胚胎当然就成为

遗产,是继承人继承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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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冷冻胚胎； 伦理物； 遗产；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人民司法》2014

年第 13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25-30

页。 

2、杨立新：《关于恢复继承权宽宥制度的重新

思考》 

【摘要】我国《继承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宽

宥制度的适用范围较为狭窄,且适用条件也较为苛

严,限制了被继承人处分自己财产的自由,也剥夺

了继承人继承遗产的机会与可能,更与我国鼓励违

法人员及严重违反伦理道德的人员弃恶从良、改恶

从善,促进社会、家庭和睦团结的法律宗旨相违背。

只有贯彻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来构建恢复所有已

丧失继承权的宽宥制度,始能有效保护被继承人与

继承人权利的实现。 

【关键词】恢复； 继承权； 特留份权； 宽

宥；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东南学术》2013

年第 1期，文章分三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40-149

页。 

3、王雷：《论<继承法>中的证据方法规范》 

【摘要】继承法以证据方法规范为鲜明特色,

如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均可由书证、证人证言、

视听资料等证据方法表彰,此类证据方法规范的核

心问题在于相应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遗嘱的形式

要求严格,是整个民法制度中对法律行为形式规定

最为详尽的部分。应该与时俱进地将遗嘱或者遗赠

扶养协议的证据方法扩及电子遗嘱对应的电子数

据,规定遗嘱形式瑕疵补正制度,赋予各种遗嘱形

式平等的法律效力(证明力),不宜将公证遗嘱效力

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 

【关键词】继承法； 遗嘱； 证据方法规范； 

证据能力；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律适用》2017

年第 21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62-67

页。 

4、李佳伦：《民法典编纂中遗产酌给请求权的

制度重构》 

【摘要】我国遗产酌给制度是以扶养为基础,

对血亲、姻亲关系内亲属财产流转的突破。遗产酌

给应采请求权说,并在我国民法典继承编中延续遗

产酌给请求权这一明清以来惯用的概念。遗产酌给

请求权制度的权利主体是非法定继承人,一方面是

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

人,另一方面是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与被继

承人形成扶养关系的寡媳鳏婿属于法定继承人,不

在我国遗产酌给主体范围。遗产酌给的重点在于扶

养关系,而不在于特定身份关系,但在我国这种特

定身份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养子女、继子女、生育辅

助治疗出生的子女等。 

【关键词】遗产酌给； 扶养； 遗产酌给请求

权； 遗产酌分；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评论》2017

年第 3 期，文章分三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68-78

页。 

法典编纂|继承编研究学刊要览 

2018-09-13 中国民商法律网 

http://civillaw.com.cn/zt/t/?id=34626 

[导语] 2018年 8月 27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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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

要一环，民法典如何反应时代精神、回应人民需求

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我国民法学者在我

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积极建言献策，学界涌现了丰

富的研究成果，特此中国民商法律网推出“民法典

分则学刊要览”系列文章，对学术界近期关于民法

典各分编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对读者理解研

习民法典分则有所裨益。欢迎阅读，欢迎转发。 

本期学刊聚焦民法典继承编相关研究。1985

年制定的《继承法》,由于受到计划经济和普遍贫

穷的历史局限,存在较多缺陷,不能适应当今我国

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活需要。因此在民法分则的编

纂过程中，实施三十二年且没做任何修改的《继承

法》也将抓住机遇，以取得重大的突破与创新。为

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对原先《继承法》规定的不

足与疏漏之处进行研究，以期制定出适应社会需求、

科学合理的民法典继承编。 

一、继承编立法总体建议 

1、杨立新：《民法分则继承编立法研究》 

【摘要】1985年制定的《继承法》,由于受到

计划经济和普遍贫穷的历史局限,存在较多缺陷,

不能适应当今我国市场经济下遗产流转的需要。在

编纂民法典、将《继承法》修订为民法分则继承编

时,应当抓住机遇,对我国现行继承制度进行全面

改革。继承编入典应当坚持的指导思想:一是继承

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原则,二是继承制

度繁简与社会实际需要相一致原则,三是继承制度

与遗产流转规律相一致原则,四是继承法改革与婚

姻家庭制度等民法制度改革相一致原则,五是肃清

"左"的思想与坚持民族习惯相一致原则。基于这些

指导思想,继承编的制定应该妥当设计篇章结构、

具体安排规范内容,对继承的一般规则、法定继承、

遗嘱继承和遗赠、遗赠扶养协议和继承协议、遗产

的分割等制度全面作出具体规定,为自然人对其身

后遗产的支配自由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民法典； 继承编立法； 指导思想； 

具体意见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中国法学》2017

年第 2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67-87

页。 

2、张力、陈鹏：《临界点视阈下民法典继承编

基本原则之建构》 

【摘要】囿于我国现行继承法对基本原则表述

的文本性缺失,学界对继承法基本原则的存在形式、

内容取舍与条文表述等产生了巨大争议。在法典化

态势下,继承编基本原则的建构事关法典形式理性、

继承本体存在之证成与政治国家之预防。继承编基

本原则的建构应以继承权本体为实质取舍标准,以

"线性"逻辑进路为技术支撑,并辅之以继承法律制

度的临界点为制度基准,以此在继承线性法律关系

的动态化模型下形成"保护私有财产继承权"和"养

老育幼"的二原则体系并贯穿于整个继承法律制度,

从而在桥接民法基本原则之时形成私法体系内部

的板块区分效应。 

【关键词】民法典编纂； 继承法(编)基本原

则； “线性”进路； 临界点；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杂志》2017

年第 10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37-48

页。 

3、马新彦、卢冠男：《民法典编纂中继承法编

几个问题的探讨》 

【摘要】遗产是一生财富的终极聚合,遗产处

分自由是所有权人的终极自由,或者是人生自由的

终结点。遗产分割前共同继承人对遗产所有权的属

性是未来民法典继承编必须规定的问题,因为它不

仅仅是民法学的重要问题,更是一个民法问题。继

承人之间所有权的属性决定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

有否处分遗产的权利,或者怎样的处分权利;决定

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的债务是承担按份责任,抑

或连带责任。继承法于近、现代在制度上的最大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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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是肯定了夫妻之间遗产的继承权。继承制度不再

仅仅承载家族财产的世袭与传承,而且还表达人性

中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关怀。另外,配偶相互之间的

继承权源于夫妻之间的情感和爱意。 

【关键词】民法典编纂； 继承法； 遗产处分； 

继承权； 婚姻；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当代法学》2017

年第 3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68-78

页。 

4、郭明瑞：《论继承法修订应考虑的因素》 

【摘要】继承法的修订是民法典分编的编纂工

作,应考虑继承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继承法的内

容安排须与民法总则衔接,与其他分编协调。总则

中已规定的内容,继承法不能重复;应在其他分编

规定的内容,继承法不应再规定。基于产权保护和

私有财产的状况,对遗产的规定应坚持"凡私有财

产均可为遗产"的观念。因私有财产量大且构成复

杂,继承法应设立遗产管理制度,规定遗产管理人

的确定及其地位。基于现代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

继承法应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扩大继承权相对

丧失的适用。从特留份设立的理论根据和家庭结构

的现状考虑,特留份权人的范围不宜扩大到三亲等

及以外的法定继承人。继承法修订中应承认后位继

承,认可继承协议的效力,承认形式瑕疵遗嘱不能

仅因形式瑕疵而无效,确认不同形式的遗嘱具有同

等的效力,确定一定条件下当事人可以设立共同遗

嘱。鉴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应扩大遗嘱的形

式,承认打印遗嘱等形式,对于遗嘱的见证不拘泥

于"现场见证",认可以微信等方式予以见证的效力。 

【关键词】晚民法典； 继承法修订； 产权保

护； 家庭结构； 意思自治； 科技发展；【文章基

本信息】原文载于《四川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58-165页。 

5、陈英：《继承权本质的分析与展开》 

【摘要】继承权本质是继承法的关键问题之一,

它解释了哪些人基于何种原因可以取得继承权。现

行《继承法》在继承权本质的认识上过于偏重扶养

关系和被继承人的意志,带来了诸多难以解决的理

论难题和实践纠纷。在未来的立法中,应该根据继

承的类型认定继承权的本质,并设计相应的法律规

则。法定继承中,家庭维持是继承权存在的基本依

据,法律规则应该注重维护亲属之间的伦理情感。

遗嘱继承中,被继承人的意思是继承权产生的主要

依据,同时也应该兼顾家本位的理念,对遗嘱自由

进行必要的限制。单纯的扶养关系可以作为遗产处

理中的特别考虑因素,但不宜作为取得继承权的依

据。 

【关键词】继承权本质； 家族协同； 遗嘱自

由； 扶养关系；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杂志》2017

年第 6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00-109

页。 

二、法定继承部分立法建议 

1、杨震：《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与顺序的历史

检视与当代修正》 

【摘要】985年继承法中法定继承人范围与顺

序的规定,同建国以来的司法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

成果保持着连续性和一致性。在继承法未来修订中,

应适当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增加四等亲为第三顺

序继承人。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

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

规定仍需保留。配偶与父母保留在第一顺序继承人

中具有合理性和妥当性,符合我国的国情、社情、

民情、家情,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理精神,符合

我国的家庭伦理观。 

【关键词】继承法修订； 法定继承人； 范围

与顺序；【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四川大学学

报》2018 年第 1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

是 166-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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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立新：《孙子女外孙子女等继承权的保障

制度改革》 

【摘要】我国现行《继承法》没有规定孙子女、

外孙子女以及其他晚辈直系血亲的法定继承顺序,

而是对其采用代位继承的规则继承被继承人的遗

产。这样的规定违反遗产流转规律,在继承人继承

权失权时,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晚辈直系血

亲的继承权就无法实现,等于剥夺了他们的继承权,

与我国《民法总则》第 124条和第 130条等现行法

律的基本精神相违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立法都规

定晚辈直系血亲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以充分保

障晚辈直系血亲的继承权,即使采用代位继承的制

度,也准许在继承人失权时,不影响晚辈直系血亲

继承权的实现。只有采用苏联立法模式的国家,与

我国《继承法》的这一规定相一致,显然我国这一

现行立法采纳的是苏联模式,难以保障晚辈直系血

亲的继承权。对此,在修订民法分则继承编时,应当

对此进行改革,将晚辈直系血亲作为第一顺序法定

继承人予以规定,配偶作为无固定顺序法定继承人,

父母作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同时,应当增加遗

嘱继承的后位继承制度,以更好地保护孙子女、外

孙子女等晚辈直系血亲的继承权。 

【关键词】晚辈直系血亲； 代位继承； 第一

继承顺序人；继承权保障； 改革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四川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1 期，文章分三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47-157页。 

3、于晓：《继承人有无不明时的继承法完善》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

称《民法总则》)通过后,民法分则继承编的编纂工

作正在进行中。继承人有无不明时,与遗产有关的

四类民事主体的财产权益可能受到损害。如何保护

这四类民事主体的财产权益,我国《继承法》及其

司法解释并未作出充分的规定。我国民法分则继承

编应在现有继承制度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司法实践

和比较法上的有益经验,将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组织

列为法定继承人,以根本解决继承人有无不明的问

题。同时,将血亲和配偶继承人的搜索程序和两阶

段的遗产管理程序作出详细规定,以实现对与遗产

有关的四类民事主体财产权益的全面保护。 

【关键词】继承人有无不明； 继承法完善； 民

事主体； 财产权益；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政法论丛》2017

年第 6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49-158

页。 

4、唐雯：《我国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规则之

反思与重构》 

【摘要】数人在同一事故中死亡,在没有证据

证明死亡先后顺序的情况下,为合理公平分配遇难

者财产,必须对遇难者的死亡顺序进行推定。我国

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的规则在继承法司法解释

以及保险法中均有规定,但二者缺乏一致性,以至

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法律适用以及推定结果上的

自相矛盾。并且,我国的推定规则较为复杂,适用起

来程序上比较繁琐,实体权利的分配也与当今民众

的主流意识不符,有悖于保护遇难者财产权利的价

值取向。体系上将共同遇难死亡顺序推定纳入民法

总则进行统一规定,能够有效避免推定矛盾的产生,

有利于维护立法的统一性及严肃性。制度上从认识

论和价值论的角度进行考察,采用同时死亡推定主

义最能够达到自然法则与立法价值的平衡。 

【关键词】共同遇难； 同时死亡； 推定； 遗

产；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律科学》2017

年第 2 期，文章分六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78-87

页。 

三、遗嘱继承部分立法建议 

1、龙翼飞、窦冬辰：《遗嘱解释论》 

【摘要】遗嘱自由是私法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作为意思表示主要工具和载体的语言文字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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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着歧义,并由此出现漏洞,因此往往对其有解

释的必要。建立完善的遗嘱解释体系事关遗嘱人遗

愿能否顺利实现,也体现了国家对遗嘱自由的尊重。

遗嘱解释的体系包括对遗嘱的实际解释以及推定

性解释规则(任意性规范)。在实际解释后仍无法探

求遗嘱人真实意思的,方能适用推定性解释规则。

在民法典中,须对两种解释规则所涉及的法律条文

进行妥善安置,将实际解释的相关规则规定于总则

编中,将推定性解释规则规定于继承编中。 

【关键词】遗嘱行为； 法律行为解释； 实际

解释；任意性规范； 继承编；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

范围是 96-112页。 

2、王强：《继承法处分行为初探》 

【摘要】我国继承法死因处分在方式上仅有遗

嘱处分一种,在内容上,就指定继承人而言无替补

继承、后位继承机制,对剥夺继承权无法定继承人

特留份之限制,对遗赠定义过于狭隘,被继承人缺

乏类似于负担指示以更全面贯彻自己意志的处分

辅助手段。这些都限制了死因处分形成的可能性和

被继承人理性处分、自由处分的空间。德国继承法

死因处分制度,从处分方式、处分内容上都全方位

考虑了被继承人以遗产归属为核心的处分动机和

个人意图,同时相应规制了处分受益人之间、处分

义务人之间、他们相互间的责、权、义务关系,为

被继承人理性定位处分目标,合理构建处分过程,

充分发挥处分自由做了扎实铺垫。而德国继承法各

项死因处分机制的运作,又都有机有序地和继承法

其他章节、《德国民法典》其他各编内容环环相扣,

呼应关联。这些都对我国继承法和死因处分制度很

有镜鉴价值。 

【关键词】死因处分； 共同遗嘱； 继承合同； 

剥夺继承权； 遗赠；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中国政法大学学

报》2017 年第 2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

是 29-49页。 

3、朱晔：《如何构建民法典继承编中的特留份

制度——在家族主义理念与个人主义理念之间摇

摆不定的制度走向》 

【摘要】中国正在制定民法典,而如何确定继

承法中的特留份制度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当今我国的家族主义理念与个人主义理念呈现出

对立的态势,这不仅影响特留份制度的创设,而且

会左右继承法的核心框架。本文旨在通过综合分析

我国传统及学说,从比较法的视角探寻特留份制度

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民法典； 继承法； 特留份；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苏州大学大学学

报》2018 年第 2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

是 56-65页。 

四、继承编与其他制度的衔接 

1、马新彦：《居住权立法与继承编的制度创新》 

【摘要】关于居住权应否为我国物权法上独立

的新型物权,在《物权法》制定时有过激烈的争论,

终因居住权缺乏现实的普遍适用性而没有在《物权

法》中落实。现今,居住权立法因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物权编(草案)》(民法室室内稿)的完成似

乎已经成定局,但是,该草案关于居住权的规定没

有与继承编的制度创新紧密联系起来,使得居住权

立法仍然欠缺必要的制度基础,更欠缺广泛的适用

空间,无不令人担忧居住权立法会走回《物权法》

的老路。在民法典的各分编中,实施三十二年且没

做任何修改的《继承法》将有重大的创新与突破,

这将为居住权确立为物权法上的新型物权提供制

度前提,而居住权的立法对于继承编的制度创新具

有重要的奠基意义,使继承编的创新在实现较大正

义、一般正义的同时,又兼顾较小正义与个别正义。 

【关键词】居住权； 继承权； 继承顺位； 制

度创新； 利益平衡； 



064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清华法学》2018

年第 2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63-178

页。 

五、继承编其他部分研究 

1、李佳伦：《民法典编纂中遗产酌给请求权的

制度重构》 

【摘要】我国遗产酌给制度是以扶养为基础,

对血亲、姻亲关系内亲属财产流转的突破。遗产酌

给应采请求权说,并在我国民法典继承编中延续遗

产酌给请求权这一明清以来惯用的概念。遗产酌给

请求权制度的权利主体是非法定继承人,一方面是

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

人,另一方面是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与被继

承人形成扶养关系的寡媳鳏婿属于法定继承人,不

在我国遗产酌给主体范围。遗产酌给的重点在于扶

养关系,而不在于特定身份关系,但在我国这种特

定身份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养子女、继子女、生育辅

助治疗出生的子女等。 

【关键词】遗产酌给； 扶养； 遗产酌给请求

权； 遗产酌分；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评论》2017

年第 3 期，文章分三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68-78

页。 

2、王雷：《论<继承法>中的证据方法规范》 

【摘要】继承法以证据方法规范为鲜明特色,

如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均可由书证、证人证言、

视听资料等证据方法表彰,此类证据方法规范的核

心问题在于相应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遗嘱的形式

要求严格,是整个民法制度中对法律行为形式规定

最为详尽的部分。应该与时俱进地将遗嘱或者遗赠

扶养协议的证据方法扩及电子遗嘱对应的电子数

据,规定遗嘱形式瑕疵补正制度,赋予各种遗嘱形

式平等的法律效力(证明力),不宜将公证遗嘱效力

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 

【关键词】继承法； 遗嘱； 证据方法规范； 

证据能力；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律适用》2017

年第 21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62-67

页。 

民法典分编应体现农村土地权益男女平等 

实现农村妇女“证上有名、名下有权” 

2018-09-18 法制网  稿件来源：法制日报人大立法  本报记者 朱宁宁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80918/Articel10004GN.htm 

近日,民法典物权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进行审议。审议中,多位与会人

员关注到了农村家庭成员中妇女的合法权益保护

问题,认为物权编应当为包括妇女在内的家庭成员

主张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是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促进

农村改革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到今年年底,我

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将基本完成。据了

解,2016 年,原国土资源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

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

的通知》,其中规定:农村妇女作为家庭成员,其宅

基地权益应记载到不动产登记簿及权属证书上,农

村妇女因婚嫁离开原农民集体,取得新家庭宅基地

使用权的,应当依法予以确认登记,同时注销其原

宅基地使用权。 

“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

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土地征收征用补偿款都是以

户为单位确权到户、分配到户。比如,土地征用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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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都是按固定时间家庭的人口数确定一个家庭获

得的总的金额,款项是给到户主,至于家庭内如何

分配不作规定。如果法律能够明确除家庭成员约定

外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家庭成员平等享

有共同财产权益,可以避免大量不必要的家庭纠纷,

也为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依据。”邓丽委员建议

在物权编或者婚姻家庭编中增加一条规定,即“具

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家庭成员平等享有家

庭共有财产,但家庭成员间对家庭共有财产另有约

定的除外”。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谭琳建

议在草案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后面加一句,“土

地承包经营权属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目前在实践中就是这样做

的,效果很好。这样做会让妇女在家庭中有共有权

利和主人翁的感觉,对于她们参与新农村建设是很

有好处的。特别是一旦家庭破裂,而在权属证书上

有名字,就会对妇女维权更加有利,不管是调解还

是法院审判都是有好处的。”谭琳说。 

此外,谭琳还建议在草案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增

加第一款的内容,即在“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

转让或者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

登记”之前,增加“登记机关应当向宅基地使用权

人发放权属证书,确认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

权证书应当将具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全部家庭成员

列入”。 

“前几年,原农业部曾对土地确权登记进行了

试点并总结推广试点经验,明确提出在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簿和权证上写上妇女名字,实现农村

妇女‘证上有名、名下有权’。现在正在修订的农

村土地承包法也把这个列进去了。因此,宅基地确

权时把全部家庭成员列入,既是现实中的做法,也

是相关部门的要求,同时也是维护妇女土地权益的

重要保障。”谭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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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典型案例 

（一）解除婚姻关系案例 

“性生活不和谐”可以作为离婚的主要理由！ 

2018-09-14  法律港湾  

https://mp.weixin.qq.com/s/NUeF8LpoDoAgwcsZNeSEZg 

来源 | 中国裁判文书网 

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男女”

即是男欢女爱，这说明性爱和吃饭一样，都是人的

本能需求。倘若性爱不和谐，就好比你一直吃不到

你喜欢的食物，每一顿都是将就着吃着难吃的东西

过活，那生活该是多么惨淡。性爱质量的好坏，决

定着你们婚姻生活的好坏。在现实生活中，因性生

活不和谐提出离婚的案例屡见不鲜。如果夫妻双

方性生活不和谐，一方可以向法院起诉离婚吗？

本次推荐一则经典案例，法院的认定值得借鉴：  

张某某与李某某离婚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14）临民一终字第 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某，男，汉族，居

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某，女，汉族，

居民。 

上诉人李冠成因离婚纠纷一案，不服临沂市罗

庄区人民法院（2013）临罗民一初字第 19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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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张某某与被告李某某于

2012 年 7 月经人介绍相识建立恋爱关系，同年 9

月 17日登记结婚，同年 9月 25日举行结婚仪式后

共同生活，婚后未生育子女。原、被告婚后共同生

活期间，因双方感情不和以及被告患有男性疾病但

不积极治疗等原因，导致双方夫妻感情产生裂痕，

原告于 2012年 10月 26日离家与被告分居生活至

今。2013 年 7 月 8 日，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与被

告离婚。庭审中，原告张某某主张被告李某某患有

性功能障碍，因被告不积极治疗导致双方无法共同

生活，原告为此提交被告李某某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在临沂市人民医院就诊的门诊病历一份及中

草药费收费单据一张，门诊病历中的主诉病因为：

阳痿早泄，收费单据中医保账户户名为李某某。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张某某与被告李某某于

2012年建立恋爱关系后并于同年 9月 17日登记结

婚，双方婚前感情基础一般。原、被告婚后共同生

活仅一个月便产生矛盾并分居生活至今，双方并未

建立起牢固的夫妻感情。现原告以被告患有性功能

障碍无法共同生活为由要求与被告离婚，应当视为

原、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故对原告张某某要求

与被告李某某离婚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准许。 

上诉人李某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原审法院

以上诉人患有阳痿早泄而视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

感情确已破裂，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上诉

人患有阳痿早泄的证据是诊所主观性的诊断证明，

且该诊断证明真实性未知。另外阳痿早泄并不是不

可治愈的疾病，不能等同于性功能障碍。综上，请

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张某某答辩称，上诉人阳痿早泄自被

上诉人陪同去临沂市人民医院诊断后再未治疗过，

其没有治疗的证据，最终也没有治愈。 

上诉人另提交 2014年 1月份在医院做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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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一份，证明上诉人身体正常。被上诉人辩称上

诉人提交的检查是精液动态分析只能证明精液正

常，不能证明上诉人性功能正常。二审法院查明其

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某某与被上诉人张某某婚

前感情一般，婚后共同生活短暂，未建立起牢固的

夫妻感情。上诉人以夫妻感情确以破裂为由提起离

婚诉讼，上诉人李某某在一审中经法院合法传唤无

正当理由未到庭，仅让其父母到法院说明情况，应

视为对诉讼权利放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结婚时间

不长便已分居，且自分居后久未联络，夫妻感情确

已破裂，一审判决准予离婚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

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

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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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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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赡养案例 

父母有退休工资 女儿无经济收入拒赡养败诉 

2018-0９-10 中国法院网  欧阳爱珠 聂菲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09/id/3490706.shtml 

中国法院网讯 (欧阳爱珠 聂菲)  赡养老人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公民应尽的法定义务。

近日，江西省安福县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赡养纠纷

案，其中一被告以其无经济来源而父母有退休工资

为由拒绝赡养父母，最终，法院判决其必须履行赡

养义务。 

年近七旬的郭某、管某已丧失劳动能力，加上

管某体弱多病，需要经常就诊，长期服药，仅靠郭

某的退休工资不足以支付高昂的治疗费，但二老所

育的三个子女，均已各自生活，对其不管不问，甚

少顾及，一气之下，二老将子女们诉至法院，要求

其给付赡养费并承担管某的医疗费支出。案件审理

过程中，二原告的女儿郭某某却提出，其父有退休

工资，而自己一直在家从事家务，无经济收入，依

靠丈夫的工资生活，无力赡养父母。 

法官认为，赡养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履行

赡养义务，应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其他家

庭成员的生活水平，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对于

患病的老年人，更应承担医疗费用和提供护理。郭

某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与其丈夫谋取生活资料的

劳动具有同等的价值，其丈夫所得的收入应属夫妻

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其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

赡养费应从中支付。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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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抚养纠纷案例 

父亲嗜赌欠债跑路 母亲起诉夺回孩子抚养权 

2018-09-05 江苏高院  艾家静 

https://mp.weixin.qq.com/s/RYpGrMH65Rg-kCi_FTtmSw 

六年前，因感情不和等因素，李女士与丈夫协

议离婚，并约定孩子由父亲抚养。不料近年来，前

夫沉迷赌博不管不顾，将孩子扔给奶奶爷爷照看，

甚至为躲避上门讨债的债主，撂下一家老小跑路。

近日，李女士将前夫诉上法院，要求变更小孩的抚

养权。此案经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人民法院依法

审理，最终判决支持了原告李女士的诉讼请求。 

李女士与张某于 2005年结婚，原本是一对恩

爱的小夫妻，2009 年生育一子小杰。孩子出生没

多久，张某便染上赌博恶习，二人摩擦日益增多，

遂于 2012年协议离婚，并约定小杰随张某生活，

李女士每月支付抚养费 600元，教育费、医疗费等

双方各负担 50%。此后，小杰即随父亲共同生活。 

可在这之后，张某却没有好好养育儿子，整日

沉迷赌博很少回家，一直由孩子奶奶爷爷代为照管，

最近一年，更因欠下巨额债务，外出躲债杳无音信。

“孩子告诉我，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再没有见过爸

爸。”得知前夫欠债跑路，无法联系，李女士认为，

由其抚养儿子更加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遂诉至

法院。 

“他因为赌博在外躲债，根本联系不上，家中

也时常有债主上门讨债，我们为了帮被告偿还赌债，

已经卖掉了房子。”案件审理过程中，小杰的爷爷

向法院陈述，被告从 2018年 1月起离家出走，目

前下落不明，而老两口已经年迈，无力抚养孩子，

“孩子爸爸离家出走后，我们便将小杰送到他妈妈

处生活。” 

法院认为，对子女的抚养问题，应当从有利于

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

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妥善解

决。本案中，儿子小杰在原、被告离婚时协议由被

告抚养，被告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应当给予其更多

的关心、照顾，努力为儿子营造一个安定、健康的

成长环境。但本案被告非但不能尽到抚养义务，也

疏于对自身的管理，养成赌博的恶习，欠下大量债

务，使得整个家庭的经济和生活质量都遭到损害，

现更因债主上门讨债，被告在外躲债，留下年迈的

父母和幼子，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基于被告目前

完全无法照顾儿子、不尽抚养义务的状况，参考被

告父母年事已高希望孩子随母亲生活的意见，对原

告主张变更儿子抚养关系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

持。 

关于抚养费，应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的

负担能力和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确定。结合被告的实

际负担能力以及儿子学习生活的需要，以每月

1000元为宜。 

法官说法： 

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请在夫妻双方离异后提出

的并不少见。法院判决子女抚养权归属以及确定子

女抚养关系是否变更的首要原则，都是围绕着是否

有利子女健康成长的因素进行考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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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条规定：“一方要求

变更子女抚养关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支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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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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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离婚时约定的抚养权并非一成不

变的，若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存在不尽抚养义

务或者有虐待子女行为、或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

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等情形的，为了孩子

的身心健康，法院可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 

来源：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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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亲子关系案例 

用精子库的精子生下的试管婴儿，父母离婚时该跟谁？ 

原创：2018-09-26 浙江法制报  高敏  

https://mp.weixin.qq.com/s/WqGI5nC-nrw9cJgEm9JmDg 

“宝宝是早产的，身体一直不好，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孩子跟随父亲张峰（化名）去外省生活的时候

才 2岁多点，身为母亲的陈丽（化名）从此牵肠挂

肚。 

这个孩子得来不易，因张峰患有无精症，无奈

采用精子库的精子做了试管婴儿，过程格外艰辛。

但是，小家伙的诞生却没能维系住这个家庭，陈丽

先后提起过 3次离婚诉讼。除了结束婚姻，她还想

要得到儿子的抚养权。 

陈丽也清楚，到如今，自己和儿子之间已经有

了 3年的感情空白。真的要去打破儿子现有的安稳

生活吗？陈丽有些不忍，却更加不甘。 

而对法院来说，孩子到底该跟着谁生活，有很

多考量依据，这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而是一道

情与法交织的综合题。 

生下儿子却没保住婚姻 

 

同是 80后的陈丽和张峰，今年都已过而立之

年。张峰的家族做外贸生意，家境殷实；陈丽也很

能干，自己经营着一家店铺。两人于 2009年结婚，

在陈丽看来，虽然张峰比她大 3岁，“但总觉得他

还像个孩子”。 

“要是真有个孩子，张峰或许能成熟些，承担

起父亲的责任来。”陈丽这样想。遗憾的是，张峰

却被检查出患有无精症。夫妻俩商量后，决定采用

精子库的精子与陈丽的卵子相结合，做个试管婴儿。

2013年 12月，陈丽孕八月，儿子早产出生。 

可是，张峰并没有作出陈丽期望中的改变，“他

不管店，也不管小孩，甚至连儿子周岁酒都没有参

加”。从 2015年开始，陈丽陆续向法院提起离婚诉

讼，第一次被判决驳回，第二次中途撤诉。 

张峰说，一开始，他是不同意离婚的，认为“夫

妻感情并没有破裂”，他觉得自己对陈丽并不差，

因为自己跟着父亲出国做生意，中间有五六个月没

回国，确实没赶上孩子的周岁酒，“但我也有委托

亲戚帮忙操持周岁宴”。 

2017 年，陈丽第 3 次起诉离婚时，张峰觉得

再继续下去也没意思，就同意了。 

双方最大的争议在于儿子的抚养权。当时，孩

子已经跟着张峰在我国中西部某省会城市生活了

2年多。一审法院考虑到“孩子跟父亲生活了将近

3年，对现有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较为熟悉”“男

方丧失生育能力”等因素，在判决双方解除婚姻关

系的同时，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了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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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方和女方都想要儿子 

 

 “孩子又不是张峰亲生的！” 

对于一审判决结果，陈丽想不通。拿到判决书

后，她立即委托律师向台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了上诉。 

庭审中，陈丽反复提及，是男方把孩子“抢走”。

她说，2015 年 8 月 9 日，她和儿子在娘家，张峰

带着家里人来看宝宝，“当时我妹妹正抱着我儿子，

我婆婆将孩子从她手中强行抱走了”。 

对于陈丽的说法，张峰完全不认可。他说，当

天他和往常一样去看孩子，恰逢孩子要打疫苗针，

但因为疫苗卡、病历本都在他老家，才把孩子抱回

去的。张峰表示，是女方家人主动把孩子交给他们

去打疫苗的。 

2015 年下半年，张峰的表哥介绍他北上做生

意，他就带着儿子一起去了，父子俩在当地定居下

来。去年开始，儿子上幼儿园，张峰怕自己工作忙

照顾不过来，还特地请了一个保姆做帮手。 

“陈丽说‘男方抢孩子’， 但除了她和她妹妹

的口述以外，没有其他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二

审的案件承办人说，“法庭如果要采信她的说法，

需要报警记录、事发时的视频录音等更有力的实质

证据支撑，但这些陈丽都没有，她仅仅只有她和她

妹妹的言辞证据。”因此，法院无法断定她说的是

事实，而她的妹妹是她的亲属，从证明效力上来看

也很弱。 

在二审期间，陈丽还向法庭提交了一份 B超检

查报告，她说自己身体不好，以后可能也很难再生

育了。承办人到陈丽就医的医院询问，医生表示，

并不能百分之百肯定陈丽丧失了生育能力，“只能

说可能会降低生育几率”。 

抚养权之外确定探视权 

 

尽管陈丽指出孩子不是张峰的亲生儿子，但在

法律地位上，张峰和陈丽是平等的。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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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即便是采用精子库精子生

下的儿子，他们与亲生父子也没有任何区别。 

“在争夺抚养权的官司中，法院的根本立足点，

还是在于孩子，要从有利于他成长的角度出发，不

轻易改变他的生活环境。”承办人说。 

为此，法院办案人员专程去了张峰目前居住的

城市，到他们家住的小区和孩子的幼儿园进行询问，

给幼儿园的园长和老师作了笔录。办案人员发现，

孩子和父亲的生活比较稳定，幼儿园也是当地数一

数二的优质幼儿园。 

在二审庭审时，根据陈丽要求，张峰提交了一

份由某医院出具的体检报告。承办人与这家医院核

实后，证实张峰确实带儿子去做过体检，并且报告

显示小孩很健康。 

“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证实，孩子在父亲的

妥善照顾下，生活得很好。”承办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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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人表示，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10 周

岁以上的未成年孩子，归谁抚养，应充分考虑孩子

的意见。而像本案这样，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孩子，

法院将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

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

体情况妥善解决。 

承办人说，双方在一审时都在坚持小孩子的

抚养权，忽视了探视的问题，结果造成很大的矛盾，

但实际上，离婚只是变更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但是

对于孩子来说，父母子女关系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不论抚养权给了哪一方，另一方都可以看望和照顾

孩子。 

因此，台州中院在二审中，就孩子的探视权向

双方当事人进行释明并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在双方

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调解意见的情况下，综合本案

的实际情况，考虑双方相居两地交通不便的情况下，

给予未获得抚养权的一方更多探视时间。 

近日，台州中院作出二审判决，在确定由男方

获得抚养权的基础上，增设判项确定探视权的形式，

判决从 2018年寒假开始，儿子跟随陈丽一起生活，

之后每隔 1 年的寒假时间都可以跟她一起，而从

2019 年起每年的暑假期间，陈丽也可以带着儿子

一起生活。 

承办人表示，如果男方不配合，陈丽可以申请

对探视权进行强制执行；而且，抚养权并不是不可

改变的，陈丽如果觉得儿子过得不好，仍然可以向

法院提出变更抚养权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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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产分割案例 

离婚时他将房子赠与双胞胎女儿， 

两年后竟查出她们非亲生！房子还能要回来吗？ 

原创：2018-09-01 人民法院报  吴皆与 苏志鑫 

https://mp.weixin.qq.com/s/xyj-emb0SldCTmbxp6Lc4A 

因考虑到子女年幼，常先生在与妻子魏女士离婚时自

愿将婚后购买的一套房屋赠与双胞胎女儿。不料两年后，

常先生竟意外获知女儿并非其亲生，因此起诉要求撤销赠

与，拿回属于自己的房屋份额。 

前妻却拒绝配合重新鉴定。于是，法院依法作出推

断…… 

 婚姻尽头：房屋赠与双胞胎  

原告常先生与被告魏女士于 2003 年结婚，

2007年生育儿子小亮，2014年生育双胞胎女儿小

甜、小梦。2015年 3月，魏女士作为法定代理人，

以小甜、小梦的名义网签购买了位于江苏省常熟市

虞山镇某小区的涉案房屋一套，建筑面积 127.08

平方米。 

2015 年 9 月，常先生与魏女士在民政部门登

记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儿子小亮由常先生

抚养，女儿小甜、小梦由魏女士抚养，涉案房屋室

内家电家具归小甜、小梦所有。2016年 10月，常

先生委托魏女士出售了涉案房屋，房屋成交价格为

122 万元，包含家具家电价值后实际售价近 180万

元。 

 突生变故：男方要求拿回份额  

离婚两年多后，在他人的提醒下，常先生对双

胞胎女儿小甜、小梦是否系其亲生产生了怀疑。为

了解答心中的疑惑，今年 1月 23 日，常先生带着

一份匿名毛发来到某生物科技公司进行亲生血缘

关系鉴定，却被告知鉴定结论排除常先生与送检毛

发供者之间存在亲生血缘关系。 

同年 4月，常先生将小甜、小梦、魏女士一同

告上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其关于涉案

房屋及家具家电的赠与，依法分割出售该房屋及家

具家电所得价款的一半份额，并要求被告方负担鉴

定费 4000元。 

立案后一周，常先生又带着小甜找到另一家公

司，再次对亲子关系进行了鉴定，检材为双方的口

腔拭子，检验意见依然是排除双方的亲子关系。 

 针锋相对：女方拒绝再鉴定  

庭审中常先生称，第一次鉴定是其母亲直接采

集了小梦的头发交由他进行的，两次亲子鉴定均有

证人在场，第二次鉴定亦有录像及照片予以证实。

他认为，赠与是建立在具有法定抚养义务基础上，

现原告与被告一、二并无血缘关系，违背了其真实

意思，撤销赠与合情合法。 

被告魏女士则认为，原告方提供的亲子鉴定报

告，在样品的采集、保管及鉴定过程均不合规定，

直接导致鉴定结论的偏差，对该亲子鉴定不予认可。

并且，赠与是基于将自己的财产赠与他人，而本案

涉及的房产并非原告所有，是自己向案外人借款购

买的，原告并未出资，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

求。 

但在法院释明下，被告魏女士拒绝申请重新鉴

定，并称在原告方申请重新鉴定的情况下也拒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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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鉴定。 

 法院判决：依法推定女儿非亲生  

法院审理认为， 

现原告已经提供必要的证据证明原告疑似不

是被告小甜、小梦的亲生父亲，而被告没有提供

相反证据推翻原告的主张，又在双胞胎子女跟随

其生活只有其有条件进行司法鉴定的情况下拒绝

做亲子鉴定，法院可依法推定原告关于其并非被

告小甜、小梦亲生父亲的主张成立。 

被告魏女士将其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涉案

房屋直接登记在被告小甜、小梦名下的行为，可

以认定夫妻双方将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屋赠与被

告小甜、小梦；夫妻双方在离婚时还约定将该房

屋室内家具家电赠与小甜、小梦。常先生基于具

有血缘关系的误解将上述财产赠与被告小甜、小

梦，属于重大误解，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

四条规定的可撤销条件。 

对于被告魏女士辩称涉案房屋并非夫妻共同

财产的意见，法院认为，婚后一方购买的房屋，

除非有证据证明双方明确约定为一方个人财产，

否则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至于是否因购房产

生夫妻共同债务，可另案处理。 

现涉案房屋已被魏女士出售，且房款为魏女

士所管理，故原告撤销赠与后，原告有权对上述

房款进行分割，取得其应得份额并要求魏女士返

还。 

被告魏女士存在隐瞒两双胞胎子女与原告无

血缘关系的过错，导致原告发生重大误解作出赠

与房屋的意思表示进而引发本次纠纷，两次鉴定

支付的鉴定费 4000 元属于原告为证明本案事实

所支出的必要费用，是原告的直接经济损失，故

应由过错方即被告魏女士承担。 

综合双方情况，法院最终判决撤销原告常先生

对被告小甜、小梦关于涉案房屋房屋（含家具家电）

的赠与，被告魏女士给付原告常先生房屋价款

87.5万元及鉴定费 4000元。 

现该案已生效并履行完毕。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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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条之规

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

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

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

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应从珍惜感情、照

顾子女、维护家庭的角度出发，相互忠诚，坦诚

以待，否则不但可能导致家庭破裂，影响子女健

康成长，还需面临相应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谴责。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吴皆与 苏志鑫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编辑：冼小堤 

房产被查封，离婚转产权 

上海一中院执行裁判庭撤销相关离婚调解协议 

2018-08-31 稿件来源：上海法制报 B08：法治庭审  法治报记者 夏天 

http://newspaper.jfdaily.com/shfzb/html/2018-08/31/content_99723.htm 

名下系争房屋被法院保全查封后，产权人康某 和配偶黄某在其他法院达成离婚调解，将房产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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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给了黄某。而之后通过司法拍卖合法取得系争

房屋的密先生，则面临物权变动的风险。密先生诉

至法院，要求撤销相关离婚调解协议，被驳回。近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判庭二审改判：

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相关离婚调解协议。 

“恶意离婚诉讼”处分房产？ 

2013 年 2 月，甲法院保全查封了康某名下的

系争房屋，查封期限从 2013 年 2 月 22 日至 2015

年 2月 21日。2013年 9月，乙法院就黄某与康某

的离婚纠纷案作出民事调解，调解书第二项载明，

系争房屋归黄某所有。在本案庭审中，康某告知乙

法院：系争房屋己被甲法院保全查封。 

2013年 10月，甲法院作出执行裁定，拍卖被

执行人康某名下的系争房屋，以清偿债务。此时黄

某持离婚案民事调解书，向甲法院提起执行异议。

但甲法院认为，康某与黄某解除夫妻关系并变更房

屋产权人的行为，发生在法院采取查封措施后，法

院采取的执行措施并无不当。后黄某申请复议，也

于 2014年 3月被裁定驳回。 

2014 年 9 月，密某通过司法拍卖竞拍得系争

房屋。直到 2015年 4月，甲法院执行法官对系争

房屋清场，此时密某才知道，黄某与康某的离婚诉

讼中，协议将系争房屋归黄某所有。 

2015 年 8 月，密某在乙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

之诉，认为康某、黄某明知系争房屋已被甲法院司

法查封，却通过恶意离婚诉讼处分房产；乙法院离

婚案民事调解书中，对已查封的系争房屋的处分，

损害了自己对系争房屋的物权，请求乙法院依法撤

销相关民事调解书中的内容。但 2016年 9月，乙

法院判决驳回了密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密某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上海一中院认

为，当事人在处分其民事权益时，不得违反法律的

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诉

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己被

查封、扣押的财产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罚款、拘留。”康某、黄某明知系争房屋已被

甲法院查封，仍在离婚诉讼时，协议予以分割；乙

法院在审理康某、黄某离婚诉讼纠纷一案中，明知

系争房屋己被甲法院保全查封，仍以民事调解书第

二项予以确认，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而密某通过甲法院司法拍卖，竞拍取得系争房

屋所有权，应受法律保护。同时，乙法院生效民事

调解书第二项，也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损害了

密某对系争房屋享有的排他权利。于是，上海一中

院改判撤销了一审判决及乙法院民事调解书第二

项。 

记者从上海一中院获悉，两年来，上海一中院

执行裁判庭对外提供执行救济，对内实施执行监督，

在保护当事人诉权的同时，打击处理执行当事人逃

避、规避执行的行为。 

据了解，自上海一中院执行裁判庭成立至

2018 年 6 月底，共审结各类案件 623 件，且呈上

升趋势。其中，执行复议、涉执行诉讼和执行异议

三类案件占绝大多数，合计占比高达 86.59%。从

结案方式看，执行异议案件中，异议支持率达

21.82%，异议撤回率为 20%；执行复议案件中，改

发率为 8.71%，撤回率为 9.54%；民事二审案件中，

调解撤诉率为 20.11%，改发率为 15.22%。 

股东离婚，公司股权怎么办：离婚股权分割裁判案例 5 则｜家法 

2018-09-05 佳和家事  

https://mp.weixin.qq.com/s/P-DvSwrQOQciSoY448v2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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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业的股东离婚不仅关系到夫妻婚姻

关系的解除，而且股权分割会影响企业的经营。

本文对股东离婚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股权分

割规则进行整理归纳，为读者提供参考。 

——小佳说 

作者 | 桂芳芳、孔菲 

来源 | 佳和家事（lawyer6666） 

股东离婚早非个人私事，若处理不当，轻则影

响公司正常运转，重则导致公司走向僵局甚至破产。

媒体曾曝光不少股东“天价离婚案”，如赶集网杨

浩然离婚后财产纠纷、土豆网 CEO王微离婚案等都

是婚变导致企业上市受阻的典型例证。 

本文搜集相关裁判案例，对股东离婚时作为夫

妻共同财产的股权的分割规则进行整理归纳，期待

促进离婚案件中股权审理规则的完善。 

 一、 裁判案例整理                          

1、蒋某某与杨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案号】（2013）绵民终字第 1432号 

【案件评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股权类

资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方以个人财产对外投资

取得的股权类资产的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  

【案件概述】蒋某某与杨某某因离婚后财产纠

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杨某某出资取得鸿泰

有限公司 33.32％的股权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故该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关于杨某某

根据生效民事调解书取得的鸿泰公司其余 66．68％

股权，因杨某某为取得该股权签订的协议及相关履

行行为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该部分股权也应

属于双方共同财产。除去后来转让给他人的 20%股

权，双方共可分割该公司 80%股权，判决双方各得

一半。杨某某不服，提起上诉。 

【法院判决】二审法院认为，杨某某出资及获

得鸿泰公司相应股权的时间均在其与蒋某某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该部分股权依法应当认定为夫妻共

同财产，故蒋某某应分得 33.32%的一半即 16.66%

的股权。 

关于杨某某后续取得的 66.68%的股权，该部

分股权转让款有 35.56%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支付，

剩余部分系离婚后由杨某某个人支付。故蒋某某应

分得 35.56%的一半即 17.78%的股权。综上，蒋某

某共计应分得鸿泰公司 34.44%的股权。 

2、章某与陈某甲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案号】（2015）苏民再提字第 00064号 

【案件评析】《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16

条即关于分割有限责任公司出资的规定适用前提

是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否则应由法院根据财产的具

体情况判决，常见方式是股权归原持股人，对另一

方折价补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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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概述】章某与陈某甲离婚后财产纠纷一

案，一审原告章某请求法院依法分割陈某甲名下夫

妻共同财产银鼎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一审被告

陈某甲同意分割银鼎公司股权价值，考虑到有限公

司的人合性，请求将该公司股权折价款的一半判归

章某。 

一审法院认为，章某可以申请分割该股权。鉴

于陈某甲有虚假借款的行为，可以适当将股权多分

给章某。考虑股权的人合因素，以判决金钱方式支

付为宜。双方商定该股权现值为 450万元，按照照

顾妇女合法权益的原则，考虑陈某甲伪造债务的情

况，确定该股权归陈某甲所有，其应向章某支付该

公司股权款 350万元。该案后经江苏省高院申请再

审。 

【法院判决】江苏省高院认为：由于章某在一

审中明确要求分割陈某甲在银鼎公司的股权，而陈

某甲则要求直接按股权价值分割现金，双方当事人

未能就股权分割达成一致，故本案不能适用《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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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司法解释（二）第 16条关于分割有限责任公

司出资的规定。此情况下，法院可判决股权归出资

方所有，另一方取得相应折价补偿。且判令折价补

偿章某 350万元已充分照顾章某权益，故该判决并

无不当。 

3、沈某甲与沈某乙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案号】（2014）东民初字第 822号 

【案件评析】股权分割的难点之一在于确定价

值，通常可由专业机构对公司资产价值进行评估，

按照股权实际价值决定对股东配偶的补偿数额。 

【案件概述】沈某甲、沈某乙原系夫妻，曾签

订离婚协议书一份，约定沈某乙持有的久灵有限公

司 31.4%的股份仍归其所有，沈某乙支付给沈某甲

人民币 368万元。二人后经法院判决离婚，但对上

述股权未予处理。后沈某甲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分

割该股权。 

【法院判决】法院支持原告分割共有股权的请

求，认为该 31.4%的股权应由原、被告平分。审理

中，原告要求获得股权分割折价款，为此，法院经

全体股东表示同意后，委托相关评估机构对公司资

产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的股权价值低于双方曾在离

婚协议中约定的股权价值。法院认为，虽然在离婚

诉讼中该协议被认定为无效，但被告作为公司股东，

对于股权价值的认识应远高于原告，对股权价值的

估计应承担更为严格的责任，故应支持被告在离婚

协议中对股权折价款的估计。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应

支付原告 368万元的股权分割折价款。 

4、蔡小丽与肖飞鹏夫妻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

案 

【案号】（2013）民申字第 838号 

【案件评析】确定诉争股权价值时，法院若采

取必要的司法调查、司法审计等措施后仍不能确定

其价值时，多通过举证责任来确定 

【案件概述】蔡小丽与肖飞鹏夫妻离婚后财产

分割纠纷案一审后，二人不服，均上诉。二审法院

认定诉争股权价值为 7516661.45 元，并判决该股

权价值全部归蔡小丽所有。蔡小丽向最高院申请再

审，要求对诉争股权份额再进行分割，理由之一是，

在肖飞鹏提供丰泰公司财务资料不全的情况下，二

审判决依据 2003年 3月另案《审计报告》认定诉

争股权价值，但这并不能客观反映诉争股权的全部

价值。 

【法院判决】最高院认为，二审法院在采取必

要的司法调查、司法审计等措施但肖飞鹏提供丰泰

公司财务资料不全的情况下，依据 2003年蔡小丽

与肖飞鹏离婚一案中的《审计报告》认定诉争股权

价值为 7516661.45元，并根据肖飞鹏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恶意转移和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重大过

错情节，判决将该股权价值全部归蔡小丽所有，并

无不当。 

5、杨某与陈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案号】（2014）昆民二终字第 1350号 

【案件评析】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股东

具有优先购买权 

【案件概述】杨某、陈某某原系夫妻，后协议

离婚，但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陈某某持有的宏立有

限公司 70%的股权未作处理。杨某起诉请求分割该

股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持有的该 70%的股权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因双方未能协商一致，法院判决

该股权由双方平分。一审宣判后，二人均不服，提

起上诉。 

【法院判决】该公司系自然人出资，陈某某持

股 70%，另一股东陈宏持股 30%。公司按照二审法

院的要求提交了股东会决议，决议表明公司全体股

东不愿意接纳杨某成为新股东，另一股东陈宏愿意

在法院分割陈某某股权的情况下，行使优先购买权。

因此，二审法院认为，将诉争股权予以拍卖，以所

得款项进行分割的处理方式，既符合我国《婚姻法》

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立法精神，在司法实践

中也具备执行条件。二审法院最终判决将陈某某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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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 70%股权依法拍卖，所得款项由陈某某和杨某

平分。 

 二、 裁判规则整理                          

1、法定财产制下，分割股权须首先明确夫妻

共同财产的范围： 

（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合意以夫妻

共同财产投资取得的股权类资产，资产本身及其收

益均系夫妻共同财产； 

（2）夫妻一方婚前取得的股权属于个人财产，

但该股权婚后取得的分红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明确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股权的范围后，

如何分割该股权就成为解决股权离婚分割的重点。

夫妻双方若就股权分割事宜协商一致适用，则适用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16 条，反之则由法

院根据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

进行判决。常见的分割股权的方式有三种： 

（1）作价补偿：股权仍归原持股人，对另一

方给予相应折价补偿； 

（2）实物分割：依据《公司法》第 71条，按

比例（一般为一半）转让部分股权给对方； 

（3）分割价款：将该股权拍卖后分割拍卖款。 

采用第（1）种（即作价补偿方式）分割股权

的难点在于确定股权实际价值。如果待分割的是有

限公司股权，通常可由专业机构对公司资产价值进

行评估，按照股权实际价值决定对股东配偶的补偿

数额。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可以保证公司股东的稳

定以及公司经营的稳定。 

 三、 法商建议 4则                          

公司股权与房产等资产不同，不仅具有财产属

性还有人身属性，加上公司股权价值可能很大，因

此离婚处理时较为复杂。同时不应因离婚而影响公

司经营，因此给出以下法商建议： 

1、签订财产协议 

男女双方可签订财产约定，明确婚前、婚后的

财产归属，包括股权及其收益。特别是在风险投资

进入公司或者上市前，股东与配偶、公司、其他股

东等签署相关协议，可保障公司及相关利益主体的

权益，当然应兼顾公平。 

2、股权信托持有 

为降低离婚对企业的不利影响，除了财产约定

外，夫妻双方可参考龙湖地产的方式，两人的股权

通过信托分别持有，离婚不导致股权变动。 

3、做好事前预防，谨慎擅自转移 

公司股权往往价值较高，尤其是（拟）上市公

司，这成为加剧离婚财富争夺的催化剂。企业家们

在面对股权分割纠纷时，转移、隐匿财产的消极处

理方式不仅可能少分或不分财产，还会导致公司股

权变动及经营风波。事后的救济不如事前的预防。 

4、不持有股权的一方配偶的知情权 

夫妻双方往往只有一方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如果夫妻感情破裂，未参与管理的一方就容易陷入

被动，离婚时不仅无法取得股权，在股权价值确定

时也如同待宰羔羊。当然，从公司经营角度，一方

继续持有公司股权另一方取得补偿款的方式对公

司较为有利。 

离婚后婚内养老保险未处理诉请平均分割获支持 

2018-09-05 中国法院网  陈先爱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09/id/34859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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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院网讯 (陈先爱)  原告付某离婚后，

发现前夫龚某和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实际

缴付部分的养老保险金尚未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

行分割，遂诉至法院请求平均分割。近日，江西省

进贤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该案，判决被告龚某于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付某人民币 26183.82元。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原系夫妻，2017 年 2

月经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在婚姻存续期间，被告龚

某个人实际缴付的养老保险费为 52367.65元，原

告提供了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社保费缴纳

清单予以证明，被告对该数额也予以认可。2017

年 8月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平均分割。 

审理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养老保险费

52367.65 元，系在原告与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缴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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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十八条“离

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

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

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

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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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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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涉案的养老保险费 52367.65 元应认

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且在双方离婚时未涉及，故对

原告在本案中请求分得其中一半 26183.82 元的主

张，法院予以支持。遂依法作出如前判决。 

夫妻离婚有协议 五十万安家费获支持 

2018-09-15 人民法院报  文海宣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15/content_143615.htm?div=-1 

本报讯  为了尽快与他人结婚，前夫在离婚协

议书中承诺给付 50万元安家费，但办理完离婚手

续后，前夫却不再提起这 50万了。近日，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前妻在离婚后向前夫

要求给付安家费 50万元的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

最后，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李某诉称，其与王某在民政局登记离婚并

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协议内容显示，因王某在外有

第三者，李某与王某自愿离婚，王某需要一次性支

付给李某安家费 50万元。李某与王某离婚后，王

某与第三者随即结婚，但王某并未按照离婚协议书

约定给付李某安家费 50万元。李某认为王某当时

急于和第三者结婚，故提出给李某 50万元安家费，

现在离婚后，王某又表示不同意支付这 50万元了，

属于违约。故李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王某给

付李某安家费 50万元。 

被告王某辩称，之所以与李某签订离婚协议书，

是因为脑子混乱且受李某威逼。当时他并不同意给

付 50万元，也不想签订离婚协议书，但李某天天

威胁他，如果不给这 50万元就要去他单位闹，因

此王某是迫于无奈签署的离婚协议书。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主张离婚协议书是受胁

迫所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不予采信

王某提出的该主张。而且从王某在与李某离婚后随

即与他人结婚的事实来看，李某主张王某是为了与

他人尽快结婚才同意给李某 50万元事实的发生具

有高度可信性。此外，王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

署离婚协议书时存在可变更、可撤销和无效的理由

及其他违法事实，故法院对离婚协议书的内容予以

采信。故王某同意给李某 50万元是王某的真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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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表示，王某理应履行协议书的内容给付李某安家

费 50万元。最后，法院支持了李某的诉讼请求，

判决王某给付李某安家费 50万元。（文海宣） 

正确适用《法律适用法》第 2 条——  

林某 1、周某婚姻财产纠纷一案法律适用问题评析 

原创：2018-09-28 国私案例研究   曹莎莎 

https://mp.weixin.qq.com/s/-M_rzq3xNhHAM0VgulF9gA 

案件事实 

原告林某 1与被告周某原为夫妻，并育有一子

林某 2，婚后周某前往美国打工谋生，并于美国纽

约购买一房屋的房屋股份，该房屋的产权性质为合

作公寓（COOPUNIT）。2009 年 10 月，原告与儿子

林某 2一同前往美国与被告团聚，父子俩人后来获

得了美国的永久居住卡。后被告周某于 2012年 11

月才加入美国国籍。2011 年，原告在美国起诉离

婚，美国法院在被告未到庭情形下作出离婚判决，

该判决未经过我国法院承认。 

2011年 9月 30日，被告将其于纽约购买的房

屋股份无偿转让给林某 2。并于 2011年 10月向我

国法院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原告在国内的相关财

产，一审法院于 2012年 10月 12 日作出（2011）

马民初字第 1079-2号民事判决准予原被告双方离

婚并分割了共同财产，后二审法院于 2013年 4月

18 日作出（2012）榕民终字第 3491号判决维持了

原判决。后原告以被告未取得共有人同意，私自转

让房屋股份给林某 2 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共有财产

的合法权益为由，于 2014年 4月 15日向我国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1] 

 法院认为  

1、对于该房屋股份是否属于原被告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法院根据《法律适用法》

第 2条第 2款的规定适用美国法律。法院认为，原

被告双方之间未能就法律适用问题达成协议，没有

共同经常居所地；2012年 11月周某加入美国国籍

时，其与林某 1之间的离婚诉讼民事判决尚未生效，

双方还是夫妻关系，故俩人也没有共同国籍。对此

种情况，应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

的法律”，即适用本案讼争的美国房屋股份所在地

的美国法律； 

2、对于被告转移财产给林某 2的行为应当承

担何种侵权责任，法院以《法律适用法》第 44条

中“侵权行为地”规则适用美国法律； 

3、最后，由于本院在通过最高院委托美国主

管当局调查上述美国法律的过程中，周某明确拒绝

先行支付该笔调查取证费用，导致本次查明美国法

律程序无法继续进行，根据我国《法律适用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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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案适用

中国法律。 

 案例评析  

一、夫妻财产关系冲突规则与侵权冲突规则 

关于涉外夫妻财产关系如何确定准据法的问

题，根据我国《法律适用法》第 24条以及第 2条

第 2 款的规定，其适用顺序依次为：意思自治、共

同经常居所地、共同国籍国，上述连接因素不存在，

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本案中，法院在

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进行认定时适用

了《法律适用法》第 2条第 2款的“最密切联系”

作为连结点，在确定被告周某转移财产是否构成对

林某 1的侵权时适用了《法律适用法》第 44条的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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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行为地”作为连结点。那么，对于夫妻一方

当事人对外转移夫妻财产的行为认定是直接适用

夫妻财产关系冲突规则还是以侵权冲突规则来加

以适用？我国《法律适用法》中的夫妻财产关系冲

突规则仅规定了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但是并

未言明夫妻财产关系的适用范畴。而法院的分割适

用表明法官在处理本案件时认为存在夫妻内部财

产关系和涉及第三人的外部财产关系，应当分别加

以适用，也即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

为先通过夫妻财产冲突规则来选择准据法判定其

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再通过侵权冲突规则选择

准据法判断该行为是否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害。

而所谓夫妻财产关系，是有关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

所得财产的归属、使用、管理、收益、处分以及债

务清偿、离婚时的财产清算等方面的法律制度。[2]

从定义上来讲，本案中夫妻共同财产的归属与处分

问题均应属于夫妻财产关系调整的范畴。 

夫妻一方当事人在婚姻存续期间转移夫妻共

同财产侵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财产权，是侵权行为，

但是夫妻财产关系不同于其他民法上的财产关系，

其是受《婚姻法》调整的婚姻关系的一部分，其存

续以夫妻人身关系的存续为前提，具有一定的人身

性。一方当事人可以随意转移财产也是基于夫妻在

日常生活事务中具有相互代理的权利，也即“家事

代理权”。[3]而在我国，对该类行为也不是用《侵

权行为法》加以规制，而是由《婚姻法》来调整，

婚姻法第 47条[4]就对本案的行为作出了规定。而

根据《法律适用法》第 8条之规定，我国对于涉外

民事关系的定性，采用法院地法。故从法理上来讲，

本案中周某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应属于夫妻

财产关系调整的范畴。 

综上，笔者认为，夫妻一方损害另一方共有财

产权益的行为仍应适用夫妻财产关系冲突规则选

择准据法，而非将之进行分割，对共同财产的认定

以夫妻财产关系冲突规则确定，而对于是否侵权却

以侵权冲突规则加以适用。法院以第 44条加以适

用割裂了夫妻人身关系和夫妻财产关系之间的依

附性，忽略了夫妻财产关系中的人身性，不符合立

法者的立法原意。 

二、外国法查明问题 

1、外国法查明是法官的职责 

外国法查明是指一国法院根据本国的法律适

用法指引应使用外国法时，如何查明该外国法的存

在和内容。[5]因各国对外国法查明性质认定的不

同其举证责任的分配也存在差异。主要有三种主张，

其一是将外国法仅看成事实而非法律，此时按照谁

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当事人就该事实负举证责任，

也即当事人负有查明外国法的义务；其二是将外国

法与内国法等同，均为法律。按照“法官知法”的

格言，法官应当依职权承担查明外国法的职责；其

三是折中说，认为援引的外国法既非单纯的法律又

非单纯的事实，故而主要由法官依职权查明，但当

事人也应当协助提供证明。[6]我国《法律适用法》

第 10条规定[7]，法院、仲裁机构、行政机关是外

国法查明的义务主体，当事人仅在依据意思自治规

则选择外国法的情形下才负有查明外国法的义务。

可见在我国外国法采用的是“法律说”，外国法查

明是法官的责任，当事人提供仅是一种例外情形。

本案中，当事人之间并未就夫妻财产关系适用的法

律加以约定，排除了当事人提供外国法的例外情形，

法官依据第 2条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认为应当

适用美国法律，那依据第 10条的规定，此时法官

负有查明外国法的职责。 

2、本案情形不属于外国法不能查明的情形 

在《法律适用法》第 10条的规定中，主要包

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外国法查明的方式，其二

是外国法不能查明情形下的救济方式。对于何种情

况能被认定为外国法不能查明，《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17条规定：“人民法院

通过由当事人提供、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的国

际条约规定的途径、中外法律专家提供等合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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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能获得外国法律的，可以认定为不能查明外国

法律。” 回到本案，人民法院案已经通过最高院委

托美国主管当局调查上述美国法律，但是却因原告

周某拒绝先行支付调查费用而认定为第 10条所述

的“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情

形”是否正当？笔者认为，根据第 10条以及司法

解释（一）第 17条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外国法查

明的义务主体是法官，其次法院已经通过合理途径

且可以预期能够查明外国法律，在此种情况下，周

某不先行支付调查费用不属于《解释（一）》规定

的“合理途径”的范畴，故也不应当以此为由认定

为外国法不能查明。 

 总结  

值得肯定的是，法官在认定夫妻共同财产时灵

活运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来确定该涉外民事关系

的准据法，但其在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认定以及外国

法查明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些许问题，值得关注。 

[1]详见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2104）马民初

字第 347 号。 

[2]夏吟兰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7 年版，第 98 页。 

[3]参见江平：《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08 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 47 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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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黄进，姜茹娇：《<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

律适用法>释义与分析》，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2 页。 

[6]洪莉萍，宗绪志：《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研究》，中

国法制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97 页～98 页。 

[7]《法律适用法》第 10 条：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

国法律，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

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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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编辑：曹莎莎 

校对：刘素 张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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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夫妻债务案例 

丈夫离家出走多年 外债找到妻子头上 

法院对共同还款请求不予支持 

2018-09-11 稿件来源：上海法治报 A08：法治庭审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徐贇 

http://newspaper.jfdaily.com/shfzb/html/2018-09/11/content_100070.htm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徐贇 

本报讯  丈夫离家出走多年，下落不明，妻子

无奈之下起诉离婚。不料，十几年过去了，妻子突

然因丈夫在外举债不还，被告上法庭，原告汪女士

以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由，要求妻子秦

女士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近日，虹口区人民法院审

理这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最终，法院对原告请求

妻子秦女士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

持。 

汪女士表示，在 2003年至 2014年期间，她前

前后后共借给万先生 25万元，万先生也出具了《借

条》对此事实予以确认，并言明于 2015年元月底

前一次性归还。然而，万先生仅返还了 5万元后就

不再还款。汪女士多次催索无果，于是诉至虹口法

院。 

怎料诉讼期间，万先生突然人间蒸发，导致法

院虽然支持了汪女士的诉讼请求，始终无法执行。

汪女士突然想到借款中的 14.9万元是在万先生与

其妻子秦女士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汪女士一

纸诉状又将秦女士告到虹口法院，要求秦女士承担

共同还款的责任。 

法庭经审理后查明，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2003年民事判决书，2001年 2月 5日万先生离家

出走后至今未归，再结合借款发生的时间为 2003

年，法庭依法确认借款发生时万先生已离家出走，

秦女士与万先生虽有夫妻之名，却并未共同生活。

根据最新出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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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笔借

款并没有用于万先生与秦女士的夫妻共同生活、共

同生产经营，汪女士主张该笔借款系万先生与秦女

士的夫妻共同债务明显缺乏依据，因此，虹口法院

依法对汪女士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妻子假冒丈夫签名借款 丈夫不认可无须担责 

2018-09-14 中国法院网  贺婷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09/id/3497385.shtml 

中国法院网讯 (贺婷)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妻子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假冒丈夫签名借款，丈

夫知晓后拒不认可，那么丈夫是否应与妻子共同担

责偿还呢？近日，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判决妻子刘某偿还借款

49200 元及利息并支付律师费 1758 元，驳回了原

告要求丈夫王某共同偿还的诉讼请求。 

2015年 11月刘某因资金周转通过某网络平台

向北京某科技公司借款 60000元，借款期限 12个

月，利息为年 18%，除本人在《网络借款电子借条》

签字外还假冒其丈夫签名。第二天该公司在扣除

10800元利息后将 49200元汇入了刘某账户，刘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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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借款 49200 元。2017 年 8 月，北京某科技公

司与丁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该债权全部转让给

丁某，并通过站内信方式将转让事宜通知了刘某。

后丁某多次向刘某和王某催款均无果，遂诉至法院，

要求其夫妻二人偿还借款、利息及律师费等 89658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刘某与出借人签订了借

款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形成民间

借贷关系。被告刘某没有依约偿还债务，构成违约。

借款本金应按实际借款金额 49200 元计算，合同明

确约定年利息及律师费由违约方承担，故被告刘某

应按约定支付利息及律师费。对王某提出电子借条

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经核对借条确实不属被告王

某签名，原告亦自认借条不是被告王某的签名，故

法院认为被告王某不是本案借款人。原告在没有其

他证据证明被告王某系共同借款人，且该笔借款是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故原告请求判

令被告王某承担共同偿还借款的诉请，依法不予支

持，故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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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债务确立了

共债共签制，若债权人主张债务发生于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必须对债务系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

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产生有效举证。

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借情人的钱还妻子的“债”，情人要求还钱他竟这样说...... 

2018-09-16 人民法院报  倪栋威 

https://mp.weixin.qq.com/s/2ratuCoMlfZoeFXjq0gltg 

声称自己单身的江苏省启东市男子戴某某通

过网络认识女子徐某，两人谈婚论嫁时，徐某意外

发现戴某某原有家室。 

为了与妻子离婚，戴某某向徐某借款 30万补

偿妻子。但婚后，戴某某却和徐某为这 30万起了

矛盾并最终离婚。 

9 月 12 日，启东法院对该起案件作出一审判

决，判决戴某某返还徐某 30万元。 

2014 年，戴某某和徐某两人通过网络相识，

之后以恋人身份相处。但在相处过程中，徐某发现

戴某某实际有家室及孩子。戴某某告诉徐某，自己

会尽快与其妻子离婚。不久后，戴某某告知徐某，

自己已向妻子提出离婚，但是妻子不同意离婚，并

要求戴某某对其补偿。 

 

2014 年 11 月 9 日，徐某向案外人借款 30 万

元高利贷，于 11月 10日转给戴某某。2014年 11

月 11日，拿到钱的戴某某与妻子协议离婚，双方

并在《离婚协议书》财产分割一项约定：男方一次

性补贴女方叁拾万（已支付完毕），双方无其他共

同财产。 

2014 年 11 月 12 日，戴某某和徐某办理了结

婚登记手续。然而，婚后两人因这笔 30万元的垫

付款及生活琐事发生矛盾，最终导致感情破裂。

2016年 3月 29日，两人经启东法院判决离婚。 

戴某某在法庭上辩称，自己从未向徐某借款，

这笔 30万元是徐某为了达到和他结婚的目的才自

愿补偿给前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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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法院审理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为案涉 30

万元是否为原告徐某自愿补偿给被告戴某某前妻。

被告与其前妻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其自愿补偿

前妻杨某某 30万元，被告及杨某某作为协议签订

者，应受该协议约束，补偿主体应为被告。原告徐

某并非补偿义务主体，其与杨某某之间不存在权利

义务关系，徐某并无法律义务补偿杨某某 30万元，

因此对被告戴某某的抗辩意见法院依法不予采纳。

原告给付的 30万元，被告依法应予返还，因被告

戴某某拒不返还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

益，法院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编辑：张瑾 

为义气丈夫擅抵房产 夫妻共有财产故抵押无效？ 

2018-09-17 法律图书馆  

https://mp.weixin.qq.com/s/4ZvM6dPUClJEmR71KiApvA 

“法官,这房子我们住了几十年啦,他把房子

拿去做抵押这件事我完全不知情。”在一起小额借

款合同纠纷案审理前夕,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

法院民二庭法官接到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对方称

是该案被告人老张的妻子,此番来电是为表明老张

私自提供抵押的房产虽只登记在老张的名下,但实

际上是夫妻共有财产,故希望法院判决此次抵押无

效。 

事情还要从老张的朋友老万说起。老万是个生

意人,经营着两家公司,2017年 6月企业经营困难,

为资金周转老万向嘉兴某小额贷款公司借款 200

万元,签订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身为好兄弟,

老张自然“两肋插刀”,十分义气地将夫妻俩的自

住房作为抵押物为老万做了借款担保,还与提供借

款的贷款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然而自

今年 2月开始,老万就没有再按期足额归还利息且

下落不明。 

7 月,贷款公司将老万和老张一同告上了法庭,

请求判令老万归还本金及利息,而贷款公司对老张

提供的抵押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款在债权范围内

享有优先受偿权。 

“因为是朋友,就帮他做了下担保,没想到会

发生这样的事情。”坐在被告席,老张显得十分焦虑,

“这套房子虽然是在我名下,但是实际上是我和老

婆一起买的,现在也一起住了几十年了。”那么,在

这样的情况下,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近日,秀洲法院对这起案件审理后认为,根据

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房产等不动产的只有依法

登记,其权利才受法律保护,即便房产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但夫妻一方未在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时作为

共有人登记,则不产生物权的公示效力,不得对抗

善意第三人。 

本案中,若老张的妻子确为房产的共有人,其

迟迟不进行登记的行为属于漠视自身权利,而且让

人无法分辨她是否真的为房产的共有人。若是第三

人基于善意,以合理价格购买房屋或是与老张达成

房产抵押合同的,相应买卖合同或抵押合同应属有

效,老张妻子只能对内向老张主张权利,而无法对

外对抗善意第三人。 

据此,秀洲法院对嘉兴某小额贷款公司主张老

万归还本金及利息,及就债权对老张提供的抵押房

产在抵押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请求予以

支持。 

夫妻共有房产最好在“房本”明示 

以案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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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审法官庭后指出,虽然我国担保法第五十四

条规定,“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未经

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抵押无效”,但是其中的共同共

有人应当是指登记于房屋产权证上的共有权人,而

不是应当享有共有权或可能享有共有权的人。同时,

我国物权法也规定了,夫妻一方未在办理房屋产权

登记时作为共有人登记,则不产生物权的公示效力,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据介绍,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

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具有绝对公信力,

因依赖该登记而取得物权的行为应受法律保护。我

国物权法和婚姻法均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如物权

法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时符合善意、以合理价

格受让以及应该登记的不动产依法已经登记等情

形的,由受让人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婚姻法规定,

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

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另一方主张追回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房屋买卖尚且如此,举重以明轻,遑论房产

抵押,为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稳定和交易安全之原则,

也应认定房屋抵押合同有效。”法官提醒,现实生活

中,许多夫妻或基于习惯,或认为房屋当然为共有,

仅登记一方为单独所有人,由此引发与第三人的相

关纠纷,要想表明自己作为共有人的身份,应在房

产证上添加上自己的名字,方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避免像本案老张家的事件再次发生。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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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例 

北京一男子承诺 50 万安家费离婚后反悔 前妻将其告上法院 

2018-09-13 北京晨报 

https://view.inews.qq.com/a/BJC2018091304660202?uid=354985343&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北京晨报讯（记者 黄晓宇）为尽快与他人结

婚，前夫在离婚协议书中承诺给付 50万元安家费，

但办理完离婚手续后，前夫不再提起这笔钱。近日，

海淀法院审结了一起前妻在离婚后向前夫要求给

付安家费 50万元的离婚后财产纠纷案。最后，法

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李某诉称，她与王某在民政局登记离婚并

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协议内容显示，因王某在外有

第三者，李某与王某自愿离婚，王某需一次性支付

给李某安家费 50万元。李某与王某离婚后，王某

与第三者随即结婚，但王某并未按照离婚协议书约

定给付李某安家费 50万元。李某认为王某违约，

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王某给付安家费 50万

元。 

被告王某辩称，之所以与李某签订离婚协议书，

是因为脑子混乱且受李某威逼。当时他并不同意给

付 50万元，也不想签订离婚协议书，但李某天天

威胁他，如果不给这 50万元就去他单位闹，因此

他迫于无奈才签了离婚协议书。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主张离婚协议书受胁迫所

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且从王某在与李某

离婚后随即与他人结婚的事实来看，李某主张王某

是为了与他人尽快结婚才同意给付 50万元事实的

发生具有高度可信性。 

此外，王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署离婚协议

书时存在可变更、可撤销和无效的理由及其他违法

事实，故法院对离婚协议书的内容予以采信，王某

同意给李某 50万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王某理应

履行协议书的内容给付李某安家费 50万元。 

最后，法院支持了李某的诉讼请求，判决王某

给付李某安家费 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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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恋爱同居纠纷案例 

送女友的电动车和红包，分手后可以要回吗？ 

法院：属于自愿赠送的礼物，可不予返还 

2018-09-15 人民法院报 第 03 版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15/content_143619.htm?div=-1 

本报南通 9月 14日电  恋爱时，张某曾花钱

给女友徐女士买了一辆绿源牌电动车，还累计给她

发微信红包近 2000元。分手后，他多次向对方索

要未果，遂一纸诉状将女友告上了法庭。 

今天，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婚约

财产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驳回原告要

求返还电动车和微信红包的诉讼请求。 

2017年 7月，已经 30岁的张某在参加一次朋

友聚会中，认识了小他两岁的徐女士。张某对徐女

士一见钟情，在推杯换盏中主动添加了微信。 

此后，张某便对徐女士展开了热烈的追求，经

常约她一起吃饭，游玩，还时不时地发些微信红包。

同年 12月，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张某在订

婚当日向徐女士送了一个 18.88万元的大红包（俗

称彩礼）和一条白金项链、一对金耳环、一件和田

玉手镯。 

两人订婚后，张某多次要求未婚妻能尽早搬过

来一起居住，想到她住过来后每天上班比较远，张

某还特地出资 2280元买了一辆绿源牌电动车送给

徐女士。但徐女士却比较传统，坚持要等领取结婚

证后，才肯住过来。 

两人开始为此发生争吵，张某很固执己见，徐

女士也丝毫不肯让步，昔日恋人的美好逐渐不在。

不久，徐女士提出要解除两人的婚约。 

早就对未婚妻失去耐心的张某当即表示同意，

但他提出，双方在订婚后未办理结婚仪式，没有在

一起共同生活，也没有领取结婚证书，要求徐女士

退还 18.8万元彩礼和一条白金项链、一对金耳环、

一件和田玉手镯。同时，张某还要求徐女士退还绿

源牌电动车及期间他发的微信红包累计金额

1976.14 元。 

但徐女士只肯退还订婚时收的彩礼钱及金器、

玉器，并声称电动车是两人恋爱期间，张某主动赠

送的，同时微信红包也属于对方的好意施惠，要求

其返还没有法律依据。 

多次索要未果，张某一气之下把徐女士告上了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要求其全部归还。 

案件审理过程中，徐女士退还了订婚时收的彩

礼钱及金器、玉器。 

崇川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按照我国民间习俗，

彩礼是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一方给付另一方较

大数额的现金或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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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规定，因本案双方未办结婚登记，且没有一

起共同生活，故对原告要求返还彩礼及金器、玉器

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至于绿源牌电动车则是原告张某在送完彩礼

后，另行购买并送给被告的，恋爱过程中为表达情

意而自愿赠送给被告的礼物，不属于彩礼范围。同

时，恋爱期间一方为表达爱意，自愿发送的微信红

包亦属于无条件赠与，一旦交付就转移了所有权。

故对原告张某要求被告返还电动车及微信红包的

请求，不予支持。 

张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南通中院经

审理维持原判。 

（顾建兵  刘浩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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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法官■ 

微信红包难追讨，大额赠与看目的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张某在恋爱期间送给女

友的电动车和微信红包的性质属于赠与还是彩礼。 

对此，该案二审承办法官陆炜炜介绍说，《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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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为

了培养感情而相互赠送的礼物或是支出金钱的消

费活动，一般属于赠与性质，赠与物的所有权自交

付时起转移，受赠方成为赠与物的所有权人，双方

可以不予返还。本案中，张某在恋爱期间主动送给

女友电动车，包括平时主动发送的微信红包，都是

期望能博得对方的好感，这属于较为典型的赠予行

为，一旦实际交付，一般就不能再撤回了。 

“恋爱期间的大额赠与，尤其是短时间内赠与

大量财物，不属于恋人之间日常消费的内容，是否

能追要，则要看赠与的目的。”陆炜炜介绍说，在

恋爱交往过程中，一方以增进私人情谊为目的或者

基于良好的道德风尚，交付对方数额较小的礼物、

微信红包，这时人们无意设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

系，均应视为是一般赠与，分手时就难以追讨。 

陆炜炜指出，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两人明确约

定赠与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若是双方最终分手、

未能结婚，赠与财产的目的也就随之落空，或者在

发送微信红包时，另一方出具了借条，这时接受财

物的一方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返还。这样既符合日

常生活经验和善良风俗，也遵循了民事活动自愿、

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但是并不能简

单地认定只要是大额财物赠与都是以结婚为目的

的赠与，只要当事人未结婚就可以主张返还，这还

需要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予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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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赠与案例 

得知丈夫为情人买房，她两次处理方式都十分理智 

2018-09-06 人民法院报  

https://mp.weixin.qq.com/s/oQn0qvYuAwG3JmQBeSsiTg 

近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第

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在这起案件中，田某瞒着妻子

于某给情人刘某买了房子，并将房屋登记在情人名

下。此后，田某又瞒着妻子起诉要求确认其拥有该

房屋 60%的份额。这起瞒着于某进行的确权案件最

终对于某造成了不利影响，于某遂提起第三人撤销

之诉，要求撤销这一判决。 

■ 案情回放 

2007年 10月，田某在上海市购买了一处房产，

产权登记在情人刘某名下。2011 年 12月，田某的

妻子于某得知买房一事后，便以田某在其不知情的

情况下，将夫妻共同财产用于给婚外女友刘某购房

为由，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确认两被告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 

令于某没想到的是，在大连中院审理此案期间，

丈夫在上海悄然提起了另一起诉讼案件。 

2012年 5月，田某将情人刘某起诉至一审法

院，要求确认其对该房屋享有 60%的所有权。在这

次的诉讼中，田某和刘某不仅隐瞒了双方关系及妻

子于某的存在，还隐瞒了于某已在大连中院起诉的

事实。于是，一审法院于 2012年 8月作出判决，

确认田某在该房屋上拥有 60%的所有权份额。 

2013年 7月，大连中院也作出了判决，确认

田某赠与刘某房屋的行为无效。刘某不服这一判决，

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间，刘某拿

出了一审法院的一审判决，正因为一审法院作出的

判决中认定该房屋产权属田某与刘某共同所有，田

某占 60%，刘某占 40%，根据这一判决，10月辽宁

高院作出裁定，撤销大连中院判决并驳回于某的起

诉。 

在辽宁高院审理期间，于某才得知丈夫在上海

打了这么一场官司。于某遂以一审法院的民事判决

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

之诉，要求撤销该判决。法院审理后判决，撤销该

民事判决，驳回田某于 2012年 5 月提起的诉讼请

求。 

刘某对此不服，上诉至上海二中院。 

■ 法院判决 

上海二中院经审理认为，系争房屋是田某在与

于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田某对于该房屋的处

置未征得于某的同意，影响了于某对该房屋的民事

权益。于某请求撤销民事判决的诉请，依法应予支

持。 

同时，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撤销原判决

中对该第三人不利的部分，不对原审当事人的诉讼

请求进行处理，一审法院在该案中一并驳回田某

2012年 5月的诉请，有所不妥，应予以纠正。最

终上海二中院判决维持一审法院作出的撤销原民

事判决的判决，撤销原审法院驳回田某诉讼请求的

判决。 

来源：上海二中院 

 

编辑：冼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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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损害赔偿案例 

20年前打工“失联”被宣告死亡，原先承租的公房已经易主 

20 年后“亡者归来”状告妻女 

2018-09-05  稿件来源：上海法治报 A06：法治庭审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卫锋 

http://newspaper.jfdaily.com/shfzb/html/2018-09/05/content_99922.htm 

□ 法治报记者陈颖婷通讯员陈卫锋 

1996 年，田先生外出打工时，女儿还未满 8

周岁，妻女自此与他失去联系；4年后，妻子熊女

士起诉二人离婚，获法院准许；11 年后，经其女

儿申请，法院判决宣告田先生死亡。 

但事实上，他并没有真的“死亡”。2016 年，

离家 20年后，田先生“亡者归来”回到上海，却

发现原先承租的公房已经易主，两位亲人也不知所

踪。他一纸诉状将妻女告上法院，要求二人按照公

房的目前市价补偿自己 260万元。 

近日，记者从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了解到，法院

一审判决酌定两被告向田先生支付补偿款 15万元。

田先生不服，提起上诉后被驳回，目前判决已经生

效。 

打工失联被宣告死亡 

一家人再见竟在法庭 

田先生诉称，其与熊女士原是夫妻关系，二人

育有一女，一家人租住在杨浦区嫩江路上一处公房

里，承租人为田先生。1996 年，他独自一人前往

外地打工，此后与家人失去联系。2000 年 1 月，

熊女士起诉离婚获得法院准许。2007年 10月，田

先生女儿向法院提出宣告死亡申请，法院于一年后

判决宣告田先生死亡。 

但是，田先生并没有真的“死”，而是一直在

外地。“离家后，我先后到深圳、湖南、新疆、北

京等地打工，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所以一直没有

回家。”他说。2016年 8月，田先生回到上海，才

发现自己“被死亡”了，户口亦被注销。不仅如此，

一家人原先租住的嫩江路房屋也已经被出售，他又

无法联系上熊女士及女儿。2017 年 5 月，经田先

生申请，法院判决撤销了宣告其死亡的原判决。 

田先生了解到，自己被宣告死亡后，女儿取得

了该处房屋的承租权，之后妻女又共同出资购买了

该房屋产权，并在 2009年将房屋出售给其他人。

考虑到自己“年事渐高，又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

田先生遂将熊女士及女儿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按

照目前该处房屋的市场价值支付自己相应补偿款

260万元。 

曾经的至亲本以为已经天人永隔，如今却打起

了官司，熊女士和女儿做梦也想不到，在田先生失

联 20年之后，一家人再见竟是在法庭上。 

20年来母女相依为命 

卖房款用于生活学习 

庭审时，熊女士及女儿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

请。一方面，田先生外出打工后就一直没有联系过

家人，熊女士起诉离婚、女儿申请宣告原告死亡等

均是无奈之举。另一方面，田先生出走时，其对嫩

江路房屋享有的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且也只有

三分之一的居住权份额，两被告系根据相关规定取

得承租人资格，在支付相应价款后才合法取得该房

屋。 

另外，法律规定对于宣告死亡的人，使用权房

并非其法定继承财产，因此被告不存在返还财产的

义务，即便需要给予补偿，也是适当补偿，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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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目前该房的市场价来计算。事实上，2009 年

该房出售时的价格仅为 45.8万元。 

两被告说，田先生离家时，女儿还不到 8岁。

20 年来，母女二人只能相依为命。45.8万元卖房

款没有用于购买新的房屋，而主要用于女儿的生活

和学习。 

母女系正当行使权利 

酌定补偿额为 15万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利

受法律保护，原告被依法撤销死亡宣告后，有权请

求返还财产，原物无法返还的，应给予适当补偿。 

法院指出，宣告死亡的制度目的在于保护利害

关系人的利益。本案中，申请宣告田先生死亡，是

被告对其权利的正当行使，其没有过错更无恶意，

故两被告有权对涉案房屋进行使用、管理和处分，

不构成无权处分。因此，本案系基于原物返还不能

的补偿责任而非基于侵权行为的赔偿请求权。 

如今，涉案房屋原系原告承租的使用权房，但

该房屋已于2009年9月变卖，客观上已无法返还。

关于补偿金额，考虑到原告自行离家 20年，又未

及时与家人取得联系，出走之时其女儿尚未成年，

确需抚养，卖房款主要用于女儿的生活学习费用，

且两被告未以此购房款另行购置房产增值获益。因

此，法院综合配房人员情况、该房出售时的价值、

原被告有无过错、女儿抚养情况及被告获益情况等

因素，酌情确定补偿数额为 15万元。 

女子婚内出轨产女后离婚 法院：赔偿前夫 2 万元 

2018-09-14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http://newspaper.jfdaily.com/shfzb/html/2018-09/05/content_99922.htm 

燕子（化名）婚内出轨并生子，和前夫张全（化

名）离婚后，还让前夫支付抚养费。支付了 20个

月抚养费后，张全才意识到不对劲，向法院提起诉

讼。 

近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宣

判，因婚内出轨并生子，燕子应赔偿张全精神损失

费，并返还张全给付的抚养费。 

支付 20个月抚养费后 

发现女儿不是亲生的 

2012年 8月 23日，张全与燕子登记结婚，2013

年 7月 17日燕子生下女儿妮妮。 

2015年 4月 30日，因感情不和，两人协议离

婚，约定妮妮由燕子抚养，张全每月支付抚养费

500 元。 

离婚后，张全分 20个月，共计给付女儿抚养

费 10000元，并为妮妮购买了商业保险和城乡居民

合作医疗保险等。虽然和前妻的感情破裂，但张全

觉得，自己应该尽一个父亲的义务。 

但这一切，却在 2017年 2月 16日被一纸《亲

子鉴定》打破。重庆市某鉴定中心对张全和妮妮作

出如下鉴定意见：依据现有资料和 DNA分析结果，

排除张全为妮妮的生物学父亲。 

这样的结果让张全很受打击。他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燕子赔偿精神损失费，并返还已经给付的

抚养费。 

被告女子上诉失败 

法院支持精神赔偿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燕子在婚后违反夫妻

应相互忠实的原则，所生女儿非张全亲生，给张全

带来了较大精神伤害，支持张全要求燕子支付精神

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过，在具体的赔偿金额上，

张全主张金额过高，法院酌情认定 20000元，并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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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燕子返还张全给付的抚养费等。 

燕子不服，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燕子称，两人婚前，张全就已知道小孩不是他

亲生的，自己当了被告也挺冤。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两人从登记结婚到生

育女儿妮妮，时间长达 328天，远高于医学上计算

的 280天孕期。此外，燕子也无提交充分证据证明

张全是“知情”的。 

因燕子未告知张全妮妮不是其亲生女儿，其主

观上有过错，该过错行为造成张全抚养妮妮三年多，

给张全造成了较大的精神损害，致使张全的人格利

益受到侵害，燕子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故原判

判决燕子赔偿张全精神抚慰金 20000元并无不当。 

二审法院对燕子应返还的抚养费进行了调整，

其余维持原判。 

法官释法 

出轨违反了夫妻忠实义务 

也违反了一夫一妻制原则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之间相互负有忠实义务。

其中，夫妻忠实义务包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

得有婚外性行为。 

该规定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如果夫妻

一方与他人发生婚外不正当性行为，并生育子女，

该行为不仅违反了夫妻忠实义务，也违反了一夫一

妻制原则。 

具体到本案中，燕子采用隐瞒、欺骗手段使张

全相信妮妮为亲生女儿，并抚养多年。燕子的行为

不仅侵害了无法定抚养义务人的财产权利，同时也

使张全遭受精神痛苦、名誉受损、人格评价降低。 

参照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

解释的规定，燕子作为过错方，给无过错方张全造

成严重精神损害，且侵犯其人格尊严权，张全可以

要求燕子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 

燕子是否应承担返还张全支付的小孩有关费

用，以及原判判决燕子返还张全的费用是否有误

呢？ 

无过错方一方对子女已履行抚养义务的，过错

方应对其损失进行赔偿，对已经支付的抚养费应予

返还。 

本案中，经过鉴定，妮妮非张全的亲生女儿，

双方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故张全对其没有法定的抚

养义务，因此燕子应当赔偿张全的抚养费支出和其

他相关费用。 

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婚姻存续期间所履行的抚

养义务无法通过充足明确的证据以具体金钱来衡

量。法院可依据当地一般生活消费水平酌情认定。 

(原标题：女子婚内出轨生下女儿后离婚 法院：

赔偿前夫 2万元精神损失费) 

(责任编辑：姬雪莹_NN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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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其他相关案例 

女儿坠楼身亡 告女婿索赔被驳回 

2018-08-31 法制晚报 A10 法制  叶婉 

http://dzb.fawan.com/html/2018-08/31/content_33033.htm 

法制晚报讯（记者 叶婉）曾患有抑郁症，又

被诊断为焦虑状态的妻子，用热水浇丈夫头致丈夫

烫伤，随后于次日从家中阳台坠楼身亡，坠楼时仅

丈夫在家。女方母亲怀疑，因女婿长期谩骂、殴打、

侮辱自己女儿，并在烫伤后再次谩骂、殴打，才使

女儿精神崩溃，坠楼身亡。死者母亲将女婿告上法

庭，索赔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 60万

元。 

今天上午，该案在石景山法院宣判，记者今天

在现场见到了女婿吕某本人，而上一次开庭时，吕

某并未出现。法院认定“跳楼”与“争吵”时间上

并不存在紧凑的连续性，且“争吵”并不必然会引

起“跳楼”，故驳回张母的全部诉求。 

吕某与张某 1996年结婚，2006年左右，二人

开始分房睡，2009年左右,妻子张某被诊断为抑郁

症，并于 2017年 5月 24日接受治疗时，被诊断为

焦虑状态。 

2017年 5月 28日，张某向吕某头上浇热水并

致吕某烫伤。次日，张某从卧室阳台坠楼身亡，当

时仅有吕某在家。 

二人的邻居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平时

他们住在其家楼上，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只有事发

前一日楼上有吵架的声音。警方认定，张某系高坠

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但张某的父亲却认为女儿

坠楼死亡与女婿脱不了干系。 

庭审中，张某母亲认为，自己的女儿正是因为

吕某婚后经常对其殴打、折磨才患上抑郁症。且在

吕某被烫伤那日，女婿还故意刺激伤害张某。 

张母称，当天深夜张某告诉吕某说“不想活了”，

但吕某并未理睬，第二天早上也只顾自己吃饭，继

续吵架，且在张某坠楼当日，吕某眼看着张某进入

自己的房间，走向窗户，却置之不理，才最终导致

张某坠楼，应承担赔偿责任。 

吕某的代理人在庭上则辩称，张某和吕某结婚

后，二人关系一直很好。吕某在得知妻子得了抑郁

症后，积极带妻子外出旅游，进行开导。二人分房

居住，也是因为吕某睡觉打呼噜，怕影响张某休息。

事发前一晚，二人并未吵架，在张某说自己不想活

了之后，吕某也安抚了妻子，尽到了义务。 

最终，法院认为，张某跳楼发生在其与吕某争

吵的第二天，“跳楼”与“争吵”时间上并不存在

紧凑的连续性，且“争吵”并不必然会引起“跳楼”。

张某虽表示“不想活了”，但并未表明其要跳楼，

吕某也无法预见张某进入卧室是为了“跳楼”。故

法院认为，吕某无需承担赔偿责任，驳回张某母亲

和弟弟的全部诉求。 

同时，法院指出，夫妻之间应该互相关怀、爱

护。尤其是当夫妻一方罹患心理疾病，另一方更应

付出更多的耐心、细心去呵护对方，避免此类悲剧

再次发生。 

离婚未分房 女子告前夫索供暖费 

2018-09-06 北京晨报 第 A10 版：北京拍案  记者 颜斐 

http://bjcb.morningpost.com.cn/html/2018-09/06/content_5008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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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讯（记者 颜斐）王女士和李先生离

婚时未对登记在她名下的共有房屋进行分割。离婚

后，她将实际居住在该房屋的前夫告上法庭，要求

对方承担全部供暖费。近日，通州法院审结此案，

支持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  

王女士诉称，因其与李先生婚内共同购置的房

屋属政策性住房，离婚时没有进行分割。因双方离

婚的主要原因是李先生在家中出轨被抓，离婚后王

女士就搬离了这个伤心地。作为登记房主，她按时

缴纳了房屋供暖费，但因房屋一直是由李先生居住，

她认为该笔费用应由对方承担。 

但李先生表示，二人应平均分担该笔供暖费。

他称，该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他只住在两居室中

的一居，而且自己每个月都会出差，只住在家里

20 多天。原告有家门钥匙，可以随时回来，且一

个房间内还放有原告的物品。即使原告的房屋空置，

也会产生供暖费，故应平均分担。 

法官审理认为，李先生住在该房屋内，是供暖

行为的受益者，产生的供暖费应该属于个人债务。

王女士先行缴纳后有权向李先生追偿，故判决李先

生承担全部供暖费。 

父亲签字替儿子借款，谁还？ 

法院判决父子二人共同担责 

2018-09-08 人民法院报 第 03 版  张东一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06/content_143260.htm?div=-1 

本报讯  重庆市民向民借给林余 5万元，用于

林余承包工地上工人工资的支付，林余父亲林胜在

借款人位置上签字。借款人向民要求父亲林胜同儿

子林余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法院予以支持。近日，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 

2015年 1月 21日，林余与向民商定，由林余

向向民借款人民币 5 万元用于支付其工地上的工

人工资，同时向民要求林余让其父亲林胜出具借款

借条，随后林胜给向民出具了借条，该借条载明：

“今借到向民人民币现金 50000.00元整（大写伍

万元整），用于资金周转，支付工人工资。于 2015

年 3月 21日全部归还。借款人：林胜，2015年 1

月 21日。”当日向民通过银行将 5万元借款转账给

了林余。其后，双方因借款事宜发生纠纷，向民遂

起诉要求林胜、林余就 5万元借款共同承担还款责

任。 

一审法院认为，向民所述林余向其借款 5万元

人民币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并要求借条由林余的父

亲林胜出具的事实，有银行转账凭证、借条予以印

证，能够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不违反法律规定，

合法有效。林余依法应当偿还向民借款 5万元，林

胜为林余的借款向向民出具借条的行为，表示愿意

承担还款责任，故应与林余共同偿还借款。遂判决

林胜、林余就 5万元借款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林余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认为父亲林胜

与本案无关，不应承担责任。重庆三中院审理后认

为，林胜为林余的借款出具借条的行为，表示愿意

承担还款责任，故应与林余共同偿还借款。遂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张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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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姐姐五年索劳务费未获支持 

2018-09-22 人民法院报 第 03 版  记者 胡佳佳  通讯员 姚赛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22/content_143901.htm?div=-1 

本报讯 （记者  胡佳佳  通讯员  姚  赛）

自己的亲姐姐生病了，妹妹主动照顾姐姐长达五年

后，将姐姐告上法庭，要求按照当地平均工资标准

支付五年的护理费 25万元。近日，江西省萍乡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劳务合同纠纷案，判决驳

回了妹妹的诉讼请求。 

周某甲系周某乙的亲姐姐。2012年1月至2017

年 1月，姐姐周某甲患有尿毒症、右眼视物模糊等

病，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因姐姐的女儿在外地工作，

期间均由妹妹周某乙对姐姐进行护理。住院期间双

方的伙食费、交通费以及一些基本开支等费用，均

由姐姐周某甲支出，妹妹在这期间未有花费。2017

年 1月 30日，妹妹诉至法院，要求姐姐支付护理

费 25万元。 

庭审中，姐姐辩称，如早知道妹妹的本意是以

换取报酬来进行护理，则不会接受妹妹的护理。妹

妹则提出，即使是亲姐妹之间，也不会有长达五年

的免费劳动，自己对姐姐并无护理义务，姐姐支付

报酬理所应当。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妹妹提供的证据，能够

认定在 2012年 1月至 2017年 1月期间，妹妹对生

病的姐姐进行了长期的护理，能认定妹妹提供了劳

务的事实。但妹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姐姐形

成了书面或口头的有偿劳务合同，即并未提供证据

证明其与姐姐形成了应对妹妹护理行为支付相关

报酬的合意，也无姐姐曾经支付过护理费的事实行

为，故依法不能认定两姐妹之间形成了有偿的合同

关系，妹妹要求姐姐支付护理费的主张不能成立，

法院遂作出驳回妹妹诉讼请求的判决。 

因补办结婚登记而实施了申请登记的婚姻效力自申请登记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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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3 指导性案例审判规则   法律家 

https://mp.weixin.qq.com/s/AtOvmWhLfJzQMdrClL-tRQ 

【审判规则】 

继承人与被继承人自 1999年起未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同居六年后在

2005 年 3 月申请了结婚登记。根据我国婚姻法实

施条例和相关法律规定，在 1994 年之后，未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视为非法同

居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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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承人与被继承人于 2005年 3月进行了结婚登记申

请，并非补办登记手续，因此，二者婚姻效力自申

请之日起算，在婚姻生效日之前以个人名义购买的

不动产为其个人财产。 

【关 键 词】  

民事 婚姻家庭 法定继承 遗嘱 事实婚姻 实

质要件 遗产范围 抚养关系 婚前财产 夫妻共同

财产 股权分割 

【基本案情】 

徐学平与郑 X玲系再婚夫妻关系，二人于 2005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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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徐学平于 2009年

因重症肺部感染死亡。徐学平曾有过三次婚姻，第

一任配偶为潘銮英，二人育有一女徐 X；第二任配

偶为谭颖，徐学平与谭颖未生育子女，二人于 1995

年登记离婚；第三任配偶系郑 X玲。郑 X玲与其前

夫邹华育有一子邹 X燚，郑 X玲与邹华于 1998年

登记离婚，离婚时二人协议邹 X燚由男方直接抚养，

女方每月给付孩子抚养费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徐

学平之父徐士韫于 1991年死亡；徐学平之母隋田

珍于 1964年死亡。 

徐 X以其对包括 2001年其父亲以个人名义购

买的不动产以及其他财产在内的全部财产享有一

半继承份额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位于北京

市石景山区杨庄北区 X号楼 507号房屋归其所有；

判令办理北京市御石泉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8％

的股份财产权归其所有；判令被继承人去世后剩余

存款、公积金、社保退费的一半归其所有；判令被

继承人生前收藏的鸡翅红木家具、字画、对联归其

所有。 

邹 X 焱以其系徐学平的继子女且与徐学平形

成抚养关系，依法享有继承徐学平遗产的权利为由，

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继承徐学平的遗产。 

被告郑 X 玲辩称：被继承人徐学平因胃癌于

2009 年去世，生前未留下遗嘱，本人应与徐 X 依

法分割遗产，但是要明确遗产范围。而且，本人认

为徐 X 提到的财产均系本人与徐学平的夫妻共同

财产，本人具有一半的份额，另一半愿意与徐 X

分割。 

第三人北京市御石泉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述称：本公司不同意徐 X提出的分割本公司原属于

被继承人徐学平股份的请求。依据公司股东会决定

以及股东协议的约定，公司股东应当在股东离职或

者解除劳动关系时由公司收回股份，因此被继承人

生前享有的股份不属于遗产范围。 

另查明：2000年 9月 30日，徐学平住院治疗

肾结石病，在医院的病案首页中联系人一栏填写了

“郑 X 玲/妻子”；2000 年 11 月 27 日，徐学平购

买个人长期人身保险保险单一份，保险合同内受益

人资料一栏填有“姓名：郑 X玲，与被保险人关系：

夫妻”；在徐学平与郑 X玲结婚登记档案中，双方

作出的声明为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其中明确表示

双方申请进行结婚登记。2001年 9 月 20日，徐学

平以个人名义全款购买了位于石景山区杨庄北区

X号楼 507号房产一套。 

【争议焦点】  

双方当事人自 1999年开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

活，于 2005年申请结婚登记并取得结婚登记证，

双方当事人的婚姻效力是否自双方以夫妻名义共

同生活之日起算。 

【审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定：1.被告郑 X玲与被继承人徐学

平于 1999年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事实已成立，二人

于 2005 年 3月 18日补办结婚登记后，二人的婚姻

关系效力应当自 1999年 3月时起算。2.被继承人

徐学平生前取得的合法财产均为可继承的遗产，现

其名下有房产、存款、基金、住房公积金、家具、

社保退费、年终奖金等财产均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取得，系徐学平与被告郑 X玲的夫妻共同财产。 

一审法院判决：位于北京市的房产自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由被告郑 X玲取得，房屋所有权人为被告

郑 X 玲；被告郑 X玲给付原告徐 X 房屋折价款 519 

280.75 元；位于北京市房产内的鸡翅红木家具一

套、心经、对联、字画归被告郑 X玲所有，被告郑

X 玲给付原告徐 X 财产折价款 22 500 元；被继承

人徐学平名下基金账户余额98 519.48元归被告郑

X玲所有，被告郑 X玲给付原告徐 X24 629.87元；

被继承人徐学平名下住房公积金 6 596.19 元归被

告郑 X玲所有，被告郑 X玲给付原告徐 X1 649元；

被继承人徐学平名下银行存款273 614元归被告郑

X玲所有，被告郑 X玲给付原告徐 X68 403.54元；

被继承人徐学平名下社会保险退款 41 000元归被

告郑 X 玲所有，被告郑 X 玲给付原告徐 X10 250



099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元；被继承人徐学平名下年终奖金 1万元归被告郑

X 玲所有，被告郑 X 玲给付原告徐 X2 500 元；驳

回被告郑 X玲、原告徐 X、原告邹 X燚的其他诉讼

请求。 

原告徐 X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称：第一，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确认被上

诉人与被继承人的婚姻效力自 2005年 3月 18日登

记结婚时起算，并据此分割遗产；第三，请求二审

法院对被继承人在北京市御石泉商务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的股份所对应的财产价值依法进行分割。 

被上诉人郑 X玲辩称：第一，其与徐学平婚姻

关系的效力应当自 1999年 2月起算，当时双方均

已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第二，根据司法解释的原

意，补办结婚登记具有溯及力的前提为男女双方均

具备结婚实质要件；第三，补办婚姻登记并未规定

所谓交通不便、登记费用高等客观条件；第四，一

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

院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邹 X燚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 

第三人北京市御石泉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辩称：本案涉及的股份系上级公司无偿转让的，且

依据公司的决议，该股份并不能继承，加之公司目

前亏损，亦不存在继承股权财产权的可能。 

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撤销

一审判决第九项；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

人郑 X 玲于本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给付上诉人徐 X

房屋折价款 1 038 563.5 元；驳回被上诉人郑 X

玲、上诉人徐 X、被上诉人邹 X燚的其他诉讼请求。 

【审判规则评析】  

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事实婚姻是否有效以

1994 年 2 月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公布为标

准，在 1994年 2月之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

同居关系，我国法律认定为事实婚姻，且该婚姻关

系有效；在 1994年 2月之后，对此种同居关系，

不再认定为有效的事实婚姻，而是行为人实施补办

了结婚登记手续行为之后，才溯及地认可其婚姻有

效。事实婚姻，指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男女双方

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群众亦认为系夫妻关系的结

合。在 1994年 2月之后，我国法律不再认可事实

婚姻，因此，男女双方在 1994年 2月之后，未办

理结婚登记而同居，即使以夫妻名义生活或者群众

认为系事实婚姻的，亦不认定为事实婚姻，该种结

合在未办理结婚登记之前仅认定为同居关系。2001

年之后，新婚姻法以及司法解释对事实婚姻的认定

再次强调了 1994年 2月这一时间点，在 1994年 2

月之前，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者，

只要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即可认定为事实婚姻；

在 1994 年 2月之后，补办结婚登记系同居关系合

法化的必要条件，其效力追溯至双方均符合结婚的

实质要件时起，如果双方不补办结婚登记，其关系

认定为同居关系，而不视为事实婚姻。因此，发生

于 1994 年 2月之后的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

义同居生活者，符合结婚实质条件的，双方进行了

结婚登记的补办手续，其婚姻效力即追溯至双方均

符合结婚实质要件时起。同居关系合法化且具有溯

及力的要件，根据法律的规定，仅体现为符合结婚

实质条件的，而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

生活者进行了婚姻登记的补办手续。若男女双方结

婚登记的手续为申请手续而非补办手续，则二人的

婚姻效力自申请结婚登记之日起算。确认了婚姻关

系的存续期间之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亦能确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夫妻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除非双方另有约

定，该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具体而言，夫妻共同

财产包括：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

产权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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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

产。因此，夫妻一方婚前的财产为其个人财产。同

时，被继承人的遗产，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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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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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继承人和被继承人婚姻关系的有效期间，从

结婚登记申请之日起算；被继承人的遗产则为被继

承人婚前个人财产及婚后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被

继承人的财产部分。 

本案中，继承人与被继承人自 1999年起以夫

妻名义共同生活，于 2005年 3月申请结婚登记。

2001 年 9 月，被继承人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

同，购买了一套房产，并于 2002 年 9月 3日取得

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登记为被继承人。根据上

文的分析，二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发生于 1994

年 2月之后，且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者的关系

不认定为事实婚姻。同时，在二人以夫妻名义同居

生活六年之后，二者的结婚登记手续实施的为申请

行为，而非补办手续，据此，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

婚姻有效期间从申请登记之日起算，即自 2005年

3 月 18 日开始有效。被继承人在婚姻登记之前购

买的房屋、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等，均

属于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在遗产范围内，依法应

由其继承人继承。 

【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 遗产是公

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 

（一）公民的收入； 

（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 

（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 

（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 

（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 

（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 

（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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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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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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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

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

应当补办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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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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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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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徐 X、邹 X焱诉郑 X玲法定继承纠纷案 

【案例信息】  

【中 法 码】婚姻家庭法·同居关系·财产处

理·财产性质 (L0102011) 

【案    号】 (2012)年一中民终字第 03095

号 

【案    由】 法定继承纠纷 

【判决日期】 2012年 05月 07日 

【权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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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 索 码】 C0502+25++BJYZ++0412C 

【审理法院】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级程序】 第二审程序 

【审理法官】 王茂刚 郭嘉 周明珠 

【上 诉 人】 徐 X（原审原告） 

【被上诉人】 邹 X燚（原审原告） 郑 X玲（原

审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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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X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 X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 X玲 

原审第三人：北京市御石泉商务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上诉人徐 X因与被上诉人邹 X燚、郑 X玲法定

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2010)年石民初字第 04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

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茂刚担任审判长，

审判员郭嘉、周明珠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 X诉称：被继承人徐学平因胃癌于 2009

年 12月 26日去世，未留下任何遗嘱。徐 X为被继

承人与前妻所生女儿，郑 X玲为被继承人第三位妻

子。被继承人生前留有遗产如下：1）位于北京市

石景山区杨庄北区X号楼507号房屋为被继承人与

郑 X 玲结婚前一次性全款购买，属于婚前个人财产。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徐 X享有房屋一半的继承权。

徐 X 可按该房屋市面价值的一半给予郑 X玲补偿。

2）被继承人为北京市御石泉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之一，根据该公司工商注册章程，该公司注

册资本 101.71万元，被继承人出资 16.607274万

元，占该公司股权比例的 16％，其中一半 8％应归

徐 X 继承所有。3）被继承人生前每月实发工资为

3 465元，2009年单位年终奖为 1万元。被继承人

最后一笔公积金支取为 14 000元。被继承人去世

后社保退款 41 000元。并且被继承人生前还有大

量存款积蓄。由于被继承人常年患病，上述款项都

由郑 X玲管理、支配，属于合法继承的部分理应归

徐 X 继承所有。4）被继承人与郑 X玲结婚前曾购

买鸡翅红木家具一套，具体包括：书柜 2个，展示

柜 1 个，罗汉床 1张，写字台 1个，椅子 1把，茶

几 1 张，3人沙发 1个，单人沙发 1个，沙发小茶

几 1 张，餐桌 1个，餐椅 5把。购买时花费 3万元

余元，现市价 8万元。被继承人与郑 X玲结婚前曾

收藏墨天书写的心经一幅、对联一副，陈宝瑜创作

的钟馗朱砂画一幅，现市价 1万元。按照相关法律

规定，徐 X享有上述财物一半的继承权。徐 X可按

上述财物市面价值的一半给予郑 X 玲补偿。综上所

述，被继承人去世后，徐 X 曾多次主动联系郑 X

玲协商遗产分配事宜，但郑 X玲态度蛮横，并多次

声称全部遗产都是自己的，与徐 X 无任何关系。为

维护徐 X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特恳请贵院依法

支持徐 X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为：）判令位于北

京市石景山区杨庄北区 X 号楼 507 号房屋归徐 X

所有；2）判令办理北京市御石泉商务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 8％的股份财产权归徐 X 所有；3）判令被

继承人去世后剩余存款、公积金、社保退费的一半

归徐 X所有；4）判令被继承人生前收藏的鸡翅红

木家具、字画、对联归徐 X所有；5）判令郑 X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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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邹 X 燚诉称：1999 年 2 月底，我的母亲

郑 X玲与徐学平开始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和生活。

当时，我只有 11岁，就读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

第二小学，后升入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中学，高中

毕业后，考入北京联合大学。1999 年 3 月起至大

学毕业，我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日常花销

等都是由徐学平和郑 X玲共同负担，因此，我认为

我是徐学平的继子女，且与徐学平形成抚养关系，

依法享有继承徐学平遗产的权利。 

被告郑 X 玲辩称：被继承人徐学平因胃癌于

2009 年 12 月 26 日去世，生前未留下遗嘱，我认

为应该与徐 X依法分割遗产，但是要明确遗产范围。

我认为徐 X 提到的财产均系我与徐学平的夫妻共

同财产，郑 X玲有一半的份额，另一半愿意与徐 X

分割。第一，我与徐学平的婚姻关系应当从 1999

年 2月底发生法律效力，此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

得财产均为夫妻共同财产。我于 1998 年 11 月 3

日离异，徐学平于 1995年 4月 21 日离异。我与徐

学平原本相识，离异后经过交往，二人均有结婚意

愿，我于 1999年 2月底搬到徐学平家中，共同生

活和居住，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因为徐学平曾离

过两次婚，再由于徐学平女儿徐 X未结婚，因此双

方害怕亲朋议论是非，未及时办理结婚登记。2005

年春节前、徐 X 结婚之后，2005 年 3 月，郑 X 玲

与徐学平补办登记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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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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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2月

底，我 38岁，徐学平 47岁，两人都是离异、单身，

且不存在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也不存在医学上认

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因此，我与徐学平已经符合

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实质要件，只是当时未办理结婚

登记，2005 年 3 月方才补办结婚登记，根据前述

司法解释的规定，我与徐学平的婚姻关系应当自

1999 年 2 月底发生法律效力。我认为，1999 年 2

月底至 2009年 12月 26日徐学平去世，都属于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该期间取得的财产应当是夫妻共

同财产。第二，关于徐 X起诉状中提及的（1）、（2）、

（3）、（4）项财产情况说明。1）北京市石景山区

杨庄北区X号楼507号房屋系我与徐学平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购买，系夫妻共同财产。2001年 9月 20

日，徐学平与北京金鼎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

买卖合同，当时我也支付了一部分房款。2002 年

10 月，北京市石景山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

徐学平办理该房屋的所有权证书。因此该房屋购买

行为及办理所有权证书均在我与徐学平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徐学平持

有的北京市御石泉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6％的

股权，现在公司要收回该股权，因此无法分割。3）

徐学平生前工资、年终奖、公积金、社保退款，生

前工资已用于日常生活支出，年终奖、公积金、社

保退款合计 6万多元，用于处理徐学平后事及礼节

支出。4）徐学平生前购买鸡翅红木家具一套、心

经、对联、字画，我认可徐 X在起诉状中提出的 9

万元价值，并同意按照该价值进行分割。5）徐 X

提出徐学平尚有基金账户前端余额143 244.86元，

目前市值大约九万元，我要求与徐 X进行分割。对

于上述遗产，我多次在徐学平去世后，主动找徐 X

协商分割，并委托亲戚朋友从中协调，但是徐 X

不予理睬，反而拿走家中户口本，拒不归还。第三，

诉讼费用应当由徐 X、我根据遗产分割比例分担。

综上所述，徐 X的诉讼请求违背客观事实，请求人

民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分割徐学平的遗

产。 

第三人北京市御石泉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述称：第三人不同意徐 X提出的分割我公司原属于

被继承人徐学平的股份的请求，因为依据公司股东

会的决定，公司股东应当在股东离职或者解除劳动

关系时由公司收回股份，在股东协议中写得很清楚，

所以第三人认为股份不应当属于遗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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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徐

学平与郑 X 玲系再婚夫妻关系，二人于 2005 年 3

月 18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徐学平于 2009

年 12月 26日因重症肺部感染死亡。徐学平曾有过

三次婚姻，第一任配偶为潘銮英，二人育有一女徐

X；第二任配偶为谭颖，徐学平与谭颖未生育子女，

二人于 1995年 4月 21日登记离婚；第三任配偶系

郑 X玲。郑 X玲与其前夫邹华育有一子邹 X燚，郑

X玲与邹华于 1998年 11月 3日登记离婚，离婚时

二人协议邹 X燚由男方直接抚养，女方每月给付孩

子抚养费 260元，付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徐学平

之父徐士韫，于 1991年 3月 1日死亡；徐学平之

母隋田珍，于 1964年 5月 20日死亡。 

2001年 9月 20日，徐学平与北京市金鼎房地

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石景山

区杨庄北区 X号楼 507号房产一套，并于 2002年

9月 3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登记为徐学

平。在庭审中，依据徐 X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北京

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房产市场价值

进行评估，结果为：市场价值 2 077 127 元。为此，

徐 X支付评估服务费 10 000元，郑 X玲支付评估

服务费 6 617元。对于上述房产，徐 X主张系徐学

平的个人财产、郑 X玲主张系徐学平与郑 X玲的夫

妻共同财产。对于房产内的徐学平生前收藏的鸡翅

红木家具一套、心经、对联、字画等财产，原、被

告双方协商一致认可价值 90 000 元，并且同意房

产归谁所有则上述财产归谁所有，所有方给另一方

相应的折价款。 

本院依据徐 X申请，依法调取徐学平名下：基

金账号为 9990020000XXXX155 账户内总市值共计

为 98 519.48 元；住房公积金于 2010 年 1 月 20

日 余 额 为 6 596.19 元 ；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020020780XXXX311981账户下 2010年 8月 25日存

款余额为 273 614.16元。庭审中，郑 X玲认可其

取得徐学平的年终奖金 10 000元、社会保险金退

款 41 000元，并陈述取走徐学平名下的中国工商

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在办理徐学平丧葬及后事中花

费了大笔费用，上述三项款项共剩余 120 000元。 

庭审中，郑 X玲申请证人徐学和、母莲君、孙

玉枝、宋兵峰、毕乃为到庭，证实徐学平与郑 X

玲于 1999年春节后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及出

席公众场合。 

另查明：徐学平生前曾于 2000 年 9月 30日在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住院治疗肾结石病，

在该医院的病案首页中联系人一栏填有“郑 X玲／

妻子”；2000年 11月 27日，徐学平购买中国太平

洋保险公司个人长期人身保险保险单一份，保险合

同内受益人资料一栏填有“姓名：郑 X玲，与被保

险人关系：夫妻”。 

此外，徐学平生前系北京市御石泉大旅社有限

责任公司的股东，该公司于 2004 年 4月 1日形成

“关于修改章程及重新划定股份的建议”：“……一、

将章程中第六章第十条改为股东受让的股资只能

由在职和企业签订有效劳动关系期间拥有，凡职工

中有：调离、退休、终止劳动关系等情况，其受让

净资产股份由企业收回归全体股东所有，并进行重

新分配。二、依章将：安玉梅、欧洪妹、郝彦芹的

受让净资产股份收回重新分配，调整后全体股东所

受让分得的股份如下表……”；该公司于 2010年 3

月 10日形成书面决议：“……一、同意修改章程：

因现股东所持有股份并未实际出资，所以将章程中

第七章第二条改为股东所持有股份只能由在职与

企业签订有效劳动合同期间拥有，凡职工中有：调

离、死亡、终止劳动关系等情况，其所持股份由全

体股东收回后并进行重新分配。二、同意徐学平股

份收回：按 2004年 4月 1日股东大会规定，股东

徐学平于 2009年 12月 26日去世，按企业章程规

定徐学平与企业已终止劳动关系，其所持股份应由

全体股东收回。三、同意重新分配股份：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结婚证； 

（2）离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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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民户口簿； 

（4）死亡医学证明书； 

（5）房屋所有权证； 

（6）商品房买卖合同； 

（7）购房款发票； 

（8）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病案； 

（9）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个人长期人身保险

合同； 

（10）北京银行公积金账户明细； 

（11）北京市御石泉大旅社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修改章程及重新划定股份的建议”“资产转让协

议”、股东大会决议书； 

（12）北京银行进账单； 

（13）工资及奖金明细表； 

（14）个人住房公积金销户结息单； 

（15）基金账户余额查询单； 

（16）公积金账户存取明细表； 

（17）银行活期账户存取明细表； 

（18）协助查询回执单； 

（19）房地产评估报告及评估费发票、照片； 

（20）北京市御石泉大旅社有限责任公司证明； 

（21）证人证言； 

（22）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 

（23）当事人当庭陈述。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

继承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存在如下几个争议焦点：

首先，被继承人徐学平与被告郑 X玲的婚姻效力起

算时间；其次，被继承人与继子邹 X燚是否形成抚

养关系；最后，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 

首先，关于被继承人徐学平与被告郑 X玲的婚

姻效力起算时间。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

第四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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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规定可

知，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

只要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即达到法定结婚年龄、

双方自愿且无配偶、无禁止结婚的疾病，可以补办

结婚登记，虽然是后来补办的结婚登记，婚姻关系

的效力却是从双方具备法定结婚实质要件时起算。

在本案中，郑 X 玲所提交的徐学平的住院病历

（2000 年 9月 30日）与保险合同（2000年 11月

27 日）中关于二人关系的记载均显示为夫妻，证

人徐学和、母莲君、孙玉枝、宋兵峰、毕乃为出庭

证实了徐学平与郑 X玲已于 1999 年 3月以夫妻名

义共同生活的事实；在 1999年徐学平与郑 X玲同

居时，二人已成年、无配偶、无禁止结婚的疾病，

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综上，本院认为郑 X玲与徐

学平于 1999年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事实已成立，二

人在 2005年 3月 18日补办结婚登记后，二人的婚

姻关系效力应当从 1999年 3月时起算。据此，本

案的涉诉房产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系郑 X

玲与徐学平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徐学平的遗产

时，应当先分出属于郑 X玲的一半。 

其次，关于被继承人徐学平与继子邹 X燚是否

形成抚养关系。郑 X玲与其前夫邹华离婚时已明确

约定婚生子邹 X燚由男方直接抚养，女方每月给付

孩子抚养费 260元，付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之后

双方未通过法律途径变更过抚养关系，现邹 X燚与

郑 X玲主张邹 X燚由郑 X玲实际抚养并与徐学平共

同生活，形成了抚养关系，二人提交的证据、证人

证言、当事人的陈述不足以认定邹 X燚与徐学平形

成了抚养关系，故邹 X燚不能被认定为继承人之一，

没有继承徐学平遗产的权利。 

最后，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徐学平生前取得

的合法财产均为可继承的遗产，现其名下有房产、

存款、基金、住房公积金、家具、社保退费、年终

奖金等财产，本院认为上述财产均系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取得，系徐学平与郑 X玲的夫妻共同财产，在

进行遗产分割时，应先留出郑 X玲的一半，剩余为

徐学平的遗产，由其存在的继承人郑 X 玲、徐 X

二人平分。对于存款部分，郑 X玲主张因徐学平的

丧葬及后事费用支付了部分存款，本院认为丧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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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事费用不属于遗产范围，本案不予处理，郑 X

玲可另行主张。对于位于石景山区杨庄北区 X号楼

507 号房产内的鸡翅红木家具一套、心经、对联、

字画等财产，原、被告已协商一致认可价值为 90 

000 元，并且同意涉诉房产归谁所有则房产内的财

产即归谁所有，所有人给付对方相应的财产折价款，

本院认为双方协商结果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对自身权益的合法处分，应予以确认。在分割徐学

平名下的上述遗产时，为了便于继承人取得，本院

先认定遗产归一方所有，一方按照他方应该享有的

份额，给付相应的折价款。 

对于徐 X 要求分割的徐学平在北京市御石泉

大旅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北京市御石泉大旅社

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证据证实徐学平的股份已被公

司收回。对此，本院认为徐学平名下的股份情况无

法确定，徐学平的继承人可通过另案确认徐学平名

下的股份情况，再行主张分割。 

一审定案结论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1）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北区 X号楼 507

号房产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由郑 X玲取得，房屋所

有权人为郑 X玲； 

（2）郑 X玲于本判决生效后 30日内给付徐 X

房屋折价款 519 280.75元； 

（3）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北区 X号楼 507

号房产内的鸡翅红木家具一套、心经、对联、字画

归郑 X玲所有，郑 X玲给付徐 X财产折价款 22 500

元； 

（4）徐学平名下基金账户余额 98 519.48元

归郑 X玲所有，郑 X玲于本判决生效后 30日内给

付徐 X24 629.87元； 

（5）徐学平名下住房公积金 6 596.19元归郑

X 玲所有，郑 X 玲于本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给付徐

X1 649 元； 

（6）徐学平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存款 273 614

元归郑 X玲所有，郑 X玲于本判决生效后 30日内

给付徐 X68 403.54元； 

（7）徐学平名下社会保险退款 41 000元归郑

X 玲所有，郑 X 玲于本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给付徐

X10 250 元； 

（8）徐学平名下年终奖金 1 万元归郑 X玲所

有，郑 X玲于本判决生效后 30日内给付徐 X2 500

元； 

（9）驳回郑 X 玲、徐 X、邹 X 燚的其他诉讼

请求。 

徐 X诉称：第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

判决。第二，确认被上诉人与被继承人的婚姻效力

自 2005 年 3月 18日登记结婚时起算，并据此分割

遗产。第三，请求二审法院对被继承人在北京市御

石泉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所对应的财产

价值依法进行分割。第四，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

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是：第一，一审法院对于郑

X玲与徐学平婚姻关系效力起算时间认定有误，适

用法律错误。郑 X玲与徐学平于办理结婚登记之前

并未办理结婚仪式，单纯的同居生活不应当追溯婚

姻效力。第二，一审法院认定证据存在问题。太平

洋保险合同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太平洋公

司出具的证据仅证明了投保一事，并未证明双方存

在夫妻关系。第三，病历中所写的身份关系，是在

偶然的情况下形成的，并不能作为认定身份关系的

依据。第四，《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确立补办

婚姻登记的效力，仅应在存在交通不便或居住地未

设立登记机关且双方已依照当地风俗举办了结婚

仪式的情况下适用，本案不应当适用该解释。第五，

股份对应的财产价值应当属于合法继承的财产范

围，法院应当对此予以分割。 

被上诉人辩称 

郑 X玲辩称：第一，郑 X玲与徐学平婚姻关系

的效力应当从 1999年 2月起算，当时双方均已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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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结婚的实质要件。第二，根据司法解释的原意，

补办结婚登记具有溯及力的前提是男女双方均具

备结婚实质要件。第三，补办婚姻登记并没有规定

所谓交通不便、登记费用高等客观条件。第四，一

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

院维持原审判决。 

北京市御石泉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辩称：本

案涉及的股份是上级公司无偿转让的，且依据公司

的决议，该股份并不能继承，加之公司目前亏损，

也不存在继承股权财产权的可能。 

邹 X燚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法

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另查明：徐学平与郑 X 玲于 2005 年 3 月 18

日提交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并办理结婚登记。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私

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

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徐学平死亡后未留有

遗嘱及遗赠抚养协议，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

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徐学平的遗产范围及法定继承

人的确定。 

第一，徐学平遗产范围的确定。徐学平生前取

得的合法财产均为可继承的遗产，现其名下有房产、

存款、基金、住房公积金、家具、社保退费、年终

奖金等财产，其中，属于其与郑 X玲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取得的财产，在进行遗产分割时，应先留出郑

X玲的一半，剩余为徐学平的遗产。因此，在徐学

平的遗产范围的确认时，应当首先明确徐学平与郑

X 玲的婚姻关系存续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第八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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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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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案中徐学平

与郑 X玲于 2005年 3月 8日登记结婚，经本院调

取双方结婚登记档案，双方作出的声明为申请结婚

登记声明书，其中明确表示双方申请进行结婚登记，

故双方之婚姻效力应当从双方登记结婚之日起即

2005 年 3 月 8 日起算，而不应进行婚姻效力的追

溯。据此，本案的涉诉房产系徐学平婚前所购买，

系徐学平的个人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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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平与郑 X玲的夫妻共同财产，在进行遗产分割时，

应先留出郑 X玲的一半，剩余部分为徐学平的遗产。 

第二，徐学平法定继承人的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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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学平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郑 X玲与

女儿徐 X，其继子邹 X燚能否作为徐学平的第一顺

序继承人关键在于其是否与徐学平形成了抚养关

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郑 X玲与其前夫邹华离婚

时已明确约定婚生子邹 X燚由男方直接抚养，女方

每月给付孩子抚养费 260元，至邹 X燚独立生活时

止，之后双方未通过法律途径变更过抚养关系，现

邹 X燚与郑 X玲主张邹 X燚由郑 X玲实际抚养并与

徐学平共同生活，形成了抚养关系，但二人提交的

证据不足以认定邹 X燚与徐学平形成了抚养关系，

故本院认定邹 X燚与徐学平间未形成抚养关系，不

能作为徐学平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因此，徐学平的

法定继承人应为郑 X玲与徐 X，其遗产应由二人平

均分割。 

第三，涉及第三人利益的财产分割。对于徐 X

要求分割徐学平在北京市御石泉大旅社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份，北京市御石泉大旅社有限责任公司提

交证据证实徐学平的股份已被公司收回。对此，本

院认为徐学平名下的股份情况无法确定，徐学平的

继承人可通过另案确认徐学平名下的股份情况，再

行主张分割，本案暂不处理。 

遗产的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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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遗产的效用。考虑到郑 X玲的居住情况，石景山

区杨庄北区 X号楼 507号房产以判归郑 X玲为宜，

郑 X玲向徐 X支付相应的房屋折价款。本案审理过

程中，郑 X玲与徐 X对 507号房产内的鸡翅红木家

具等财产已协商一致认可价值为 90 000元，并且

同意涉诉房产归谁所有，则房产内的财产即归谁所

有，所有人给付对方相应的财产折价款，此协商结

果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此不持异议。

在分割徐学平名下的其他遗产时，为了便于继承人

取得，本院先认定遗产归郑 X玲所有，由郑 X玲给

付徐 X相应的折价款。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二十

六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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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

下： 

（1）维持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0)石民初字第 455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

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2）撤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0)石民初字第 4558号民事判决第九项。 

（3）变更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0)石民初字第 455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郑

X玲于本判决生效后 30日内给付徐 X房屋折价款 1 

038 563.5元。 

（4）驳回郑 X 玲、徐 X、邹 X 燚的其他诉讼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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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继承 

典型案例 

为分死亡赔偿款，岳父状告女婿外孙 

法院：死亡赔偿款不属遗产，应由三人均分 

2018-09-04 人民法院报 第 03 版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04/content_143177.htm?div=-1 

本报南通9月3日电  钱女士遭遇交通事故死

亡，其丈夫和儿子获赔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

损害抚慰金合计 58万余元，钱父得知消息后，要

求和女婿、外孙三人平分赔偿款但遭拒，遂将他们

一起告上了法庭。今天，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这起共有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丧

葬费 30861.5元归陆氏父子所有，剩余的死亡赔偿

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 550421.5元，由三人平

均分配，每人享有 183473.8元。 

2016年 10月 29日 13时许，黄某驾驶汽车与

骑电动自行车的钱女士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使钱

女士当场死亡。一家人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事后，承保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与钱女士的家人陆

氏父子达成赔偿协议，赔偿陆氏父子死亡赔偿金

520422 元、丧葬费 30861.5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29999.5 元，三者合计 581283元。 

钱女士的父亲得知后，多次找陆氏父子协商，

要求能分一笔钱，但始终无果，遂一气之下把陆氏

父子一起告上了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要求平分

赔偿款。法庭上，陆某辩称，妻子已经嫁给他 40

余年，早已与父母分开居住，原告与两个儿子共同

生活，且每月有退休金近 3000元，还有医疗保险

等。妻子生前不支付父亲的生活费用，仅是照顾其

洗澡，因此妻子的死亡对原告没有任何影响，其收

入也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他作为钱女士的配偶，

因为妻子的离世家庭收入大幅减少。因此，该笔死

亡赔偿金应该是对他的补偿而非对原告的补偿。一

审另查明，钱女士去世后，其后事全部由陆氏父子

具体操办。 

崇川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受害

人近亲属因受害人死亡而导致的生活资源减少、丧

失的补偿，而不是对死者的补偿，不属于死者遗产

范围，其赔偿权利人为受害人的近亲属。本案中，

原告系钱女士的父亲，陆某系钱女士的配偶，连同

陆某的儿子，三人均为钱女士死亡的赔偿权利人。

钱女士虽不与父亲共同居住生活，但父母、配偶、

子女之间的亲属关系本无亲疏远近之分。由于钱女

士的丧葬事宜全部由陆氏父子操办，所花费用亦超

出理赔款中的丧葬费，故丧葬费 30861.5 元归陆氏

父子所有，剩余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合

计 550421.5 元，应当由三人平均分配，即每人享

有 183473.8 元。 

陆氏父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南通中

院审理后维持原判。 

（张达军  古  林）   

■连线法官■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卢丽介绍说，我国继承法第

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

产”，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

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公民的文物、

图书资料；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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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公民的其他合法财

产等七项。从上可以看出，公民的遗产并不包含公

民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时事故责任者支付的“死亡赔

偿金”。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

身损害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

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受

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损失等其他合

理费用。根据这一相关规定，公民由于身体受到伤

害而死亡所获得的赔偿金，是义务人对受害人近亲

属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是受害人死亡之后才产生

的，具有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金的性质，不属于遗

产的范围，可以分割，不能继承。 

卢丽指出，本案中，虽然钱父年事已高，但其

本人每月有退休金，且有医疗保险等，陆氏父子亦

不存在需要多分的情形，故法院直接判由三人平均

分配。 

证明“我爸是初婚”真就荒唐？我看未必！ 

原创：2018-09-06 法语如斯   枉议然  

https://mp.weixin.qq.com/s/MQgZ967qWxQcq4Kwchpyng 

法律人，估计都做过一道很变态的考试题，关

于继承—— 

张三和李四结婚，生了张五张六，张三后与李

四离婚又与吴七同居，生了张八、张九，后又与周

十结婚，生了张十一，张五和刘十二结婚，生了 N

个子女，张五因为车祸早于张三死亡，张六和赵十

三结婚，也生了 N个子女，张三年老失养，又与孙

十四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张三在死之前对部分财

产写了一份遗嘱，后又在公证机关办理了另一份遗

嘱公证，公证遗嘱与自书遗嘱内容不同…… 

问题来了：张三因为车祸死亡，留有房子、存

款、养老金、车祸赔偿款若干，问如何继承？ 

 

每每看到这样的题，我真的服透了出题的人，

你的脑回路咋就那么复杂呢？这不是要玩死我

吗？ 

但不得不承认这道题很牛，几乎考尽了婚姻家

庭中的法律问题——法定继承、遗嘱继承、代位继

承、转继承、共同财产、遗产范围、事实婚姻、同

居关系…… 

不被绕蒙圈、带沟里，最好的办法就是列一个

数图，把死者的财产取得时间，每个人的出生、死

亡时间，结婚、离婚时间按照节点列出来。但这需

要多长时间？考试呀，题量那么大，时间那么短。 

所以，我当初的办法就是，留到最后再做。没

时间，就暗自问候一下出题人——祝你们全家人生

都如这道题一样“丰富多彩”？ 

工作后才知道，这道题事实很复杂，但起码清

楚明确，有这样一个案子更麻烦—— 

一个女的有据可查的是嫁了五次（其中有十年

生活经历不明），与不同的人生了若干个子女（据

她在一次派出所做的赡养纠纷调解笔录中说是七

个），在不同的时期取得了不同的财产，但现在能

确定的只有两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与另一个子女

（已死亡）的子女争遗产。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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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案子查了三个月，她另外几个子女去哪儿

了？断片那十年有没有子女？事实都查不明白。更

有意思的是，现在争遗产的原告姓刘，但她有居可

查的五次婚姻男方和她都不姓刘，问原告你知道你

爸是谁？不知道！你是你妈亲生的吗？不知道！ 

不怕人生丰富多彩，就怕人生糊里糊涂。同

僚们，遇到这样的案件，可咋整？急！在线等…… 

复杂的人生确实需要“证明”，没有证明谁能

理顺这些人复杂人生中的复杂关系？但你懂的，自

从“证明你妈是你妈”奇葩证明被领导痛斥之后，

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已经不再出具亲属关系证明

了。 

昨天，又看到一新闻——柳州一女子在办理父

亲的房屋继承时，不动产登记部门要求她证明“我

爸是初婚”。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柳州不动产

登记部门道歉了，并称“工作人员可能上岗时间不

长，以后会加强业务方面的培训。” 

“工作人员”这个锅也背得太亏了，你这么复

杂的一份模版，难道不是长期形成的工作流程，而

是某个“工作人员”突发奇想，自己搞出来的？有

事就往工作人员身上推，这套路不厚道！ 

 

话说回来，证明“我爸是初婚”真就荒唐吗？

不见得呀！确实有这么复杂的人、复杂的人生存在

呀。现在房价那么贵，如果登记错了，工作人员赔

得起吗？ 

非但继承案件，还有如道路交通事故，如果不

证明“他妈是他妈”，怎么能要求赔偿被扶养人生

活费呢？不证明“他妈有几个子女”，怎么核算被

扶养人生活费的比例呢？（欢迎关注法语如斯） 

无纠纷房产继承权实现途径的比较与建议 

——以长宁区为例，对现有继承途径带来的诉讼制度困境提出解决方案 

2018-09-10 稿件来源：上海法治报 A07：法治中国 

http://newspaper.jfdaily.com/shfzb/html/2018-09/10/content_100018.htm 

【内容摘要】 由于房产已逐渐成为我国公民

资产的重要形式，房产继承转移登记手续也在不知

不觉中变得繁琐。即使在所有继承人协商一致的情

况下，不动产登记机构也不一定会快速办理，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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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要求继承人提供繁复的材料。通过比较自行继承、

公证继承和诉讼继承三种房产继承权实现途径，以

供公民选择最适合自身情况的继承途径，并对现有

继承途径带来的诉讼制度困境提出解决方案，以期

兼顾便捷与公正。 

【关键词】  继承权实现  继承权公证  继承

权诉讼  无纠纷 

□程梦琳  侯小茗  孙小佳  周嘉吉  熊吉琛 

在法院的立案大厅，不少公民填写的都是继承

类的“诉状”，但其中真正存在继承纠纷的，可能

只占少数。经过研究和访谈，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

渐渐浮现：“把逝者的名字去掉或换掉”看起来很

简单，实际上将涉及到继承这一重大法律事项。 

一、现状：继承权的三种实现途径比较 

目前，继承权的具体实现途径有三种可选：第

一，向不动产登记机构自行提供材料；第二，经公

证后，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交公证书；第三，经诉

讼后，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交生效的法律文书（人

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或调解书）。 

经调研，以长宁区为例，三种继承途径的情况

比较如下所示： 

（一）材料获取的难易程度 

三种途径所要求提交的材料都围绕各个继承

人的身份证明、各人之间亲属关系证明、产权证明

和被继承人死亡证明展开，此外自行继承还要求提

交份额约定书（由不动产登记中心代为配置模板）。

前述材料中，较难提供的是被继承人父母的情况，

因为被继承人父母也属于法定的继承人，所以他们

也理应“到场”，但被继承人父母可能在建国前就

已不在人世，而证明这一点的材料难开也就成为了

拖累更名办理进度的主要因素。对此，诉讼继承有

放宽的空间，若被继承人过世时已满 80岁，可能

就无需再提供被继承人父母的死亡证明。根据小组

主要针对长宁区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 “办理的

便利程度”和“材料获取的难易程度”，分属影响

居民选择继承机构首要因素的第一和第二名。 

（二）办理时间与办理费用公证继承理论上用

时最短，公证书的办理只需 15个工作日（不包括

核查时间）。诉讼继承用时居中，若选择调解解决，

一到两个月左右即可办结。自行继承耗时最长，需

要不少于 3个月的公告期。不动产登记时间均在 5

到 20个工作日。公证继承费用已下调至 80元/平

方米，诉讼继承诉讼费按照房产按比例分段累计交

纳（若调解方式结案则减半收取），自行继承不产

生独立的费用。住房类不动产登记费均为 80元/

单元。 

（三）当事人参与度除了诉讼继承可以委托律

师以外，三种继承方式均需全部继承人到场参与。

前述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不想卷入诉讼”的心理

因素对公民选择继承途径的影响并不大。 

二、无纠纷背景下公民继承权实现的困境 

首先是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比如公民经常

反映公证继承材 料准备的麻烦。其实，公证继承

之所以要求继承人准备繁琐的材料，是因为继承人

一旦拿到公证书，就可以直接去不动产登记事务中

心办理更名，为了不使潜在其他继承人的权利遭到

损害，公证处必须全面调查。又比如在自行继承中，

房管局只是一个登记机构，它本身并没有解决继承

权的职能和能力，所以办理常常不顺利。应当理解，

继承事项不仅涉及到专业的继承法知识，还需要对

继承人逐一进行排列和排查，尤其是在房屋价值相

当高的时代，更要保证房屋继承的严谨操作。但是，

继承权实现过程的复杂性依然是个问题。其次是无

纠纷继承案件本身并不存在争议，却在法院走诉讼

程序。本组成员借助在学校法援做志愿者的便利条

件，统计了 2017年 10月至 2018 年 5月五组志愿

者（每组负责半天的咨询接待）在长宁法院接待的

咨询案件，发现无纠纷继承案件在长宁区人民法院

所有继承类案件中占比 74.6%，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112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诉讼资源。虽然法院办理继承具有材料准备相对较

简单、办理时长相对较短的优势，选择诉讼继承合

乎当事人的理性，但法院 身为定分止争的司法机

构，以诉讼程序接受大量无纠纷的案件，实在不是

合理的现象。 

三、给两方提出的建议 

（一）给公民的建议 

1．优先选择自行继承虽然公证继承和诉讼继

承在实践中渐渐普遍起来，但自行继承仍然是最直

接、最实惠的过户途径。虽然为了避免错误登记，

不动产登记机构往往会对材料提出高要求，但既然

自行继承的制度存在，就能够惠及符合条件的公民。

对于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并且能够提供死亡证明

的房产继承，建议继承人不妨先行去不动产登记机

构咨询，若能办成，便能省去公证继承或诉讼继承

的麻烦。 

2．做好事前规划对于公民，本组成员建议做

好事前规划，如果被继承人愿意，可以在生前办理

遗嘱公证。虽然对于存在纠纷的房产继承情况，有

一份公证遗嘱并不会使手续变得更简单（因为可能

存在其他公证遗嘱），但公证处在办理后续继承权

公证时，就能直接掌握当初办理公证遗嘱留下的各

种信息，后代的继承权公证也就相对简单明了，避

免继承人之间发生纠纷与不睦。 

（二）改革建议：设计非诉程序诉讼程序的设

立目的是定分止争。为使诉讼程序真正发挥其功能，

也为了使法院减少不必要的案件负担，本组成员认

为可以设计非诉程序来消化无纠纷继承案件。上海

市已有法院尝试过，通过培训基层的人民调解委员

会，使其分担无纠纷继承的调解工作。即只要继承

人在分割上达成一致、签署调解协议，便可至院按

照司法确认程序分割房产。最终没能真正落实该方

案的原因，在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对于继承人身份的

排查和继承人意向的确认尚不够严谨。但是，如果

法院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可以做好在继承案件

判定标准上的对接工作，使公民信任人民调解委员

会的公正，那么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方案：法院案件

得到了分流，公民也可以避免在无纠纷的情况下踏

入诉讼之门。 

“法治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调研成果选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上海法治报社联合

主办 

兄弟俩为继承遗产闹上公堂 

宝山法院：均证据不足 判决双方各半继承 

2018-09-14 稿件来源：上海法治报 A07：法治庭审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http://newspaper.jfdaily.com/shfzb/html/2018-09/14/content_100169.htm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一对亲兄弟在父亲去世后，互相指责

对方没有照顾好父亲，该少分遗产，并为此闹上公

堂。哥哥诉称，弟弟一家没有照顾好父亲，自己该

继承八成的遗产份额。而弟弟则称哥哥屡次报警影

响了父亲身体健康，哥哥才应该少分遗产。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判决两兄弟对父亲的

遗产各半继承。 

哥哥大光诉称，房产虽然登记为父亲、弟弟小

军以及小军的女儿三人共同共有，但根据购买时的

出资比例，父亲应占近 45%的份额，且曾有家庭协

议印证父亲的份额情况。父亲名下的股票账户一直

由弟弟控制，在父亲死亡后，弟弟擅自从中转出

54 万元。父亲名下工商银行的两张卡也一直由弟

弟控制，在父亲死后，弟弟擅自将两张卡内资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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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21万余元取出并销户。哥哥大光认为，弟弟的

行为属于转移、隐匿被继承人遗产的行为，应当不

分或少分遗产。而且，父亲在世时，虽然与弟弟同

住，但自己也尽到了照顾义务，且发现弟弟一家有

虐待父亲的行为，并多次报警。综合上述情况，自

己按 80%的比例继承父亲遗产并无不妥。 

弟弟小军辩称，房屋是用父亲、自己以及女儿

的动迁安置款购置的，哥哥所说的家庭协议是在购

置房屋前，哥哥一直吵闹的情况下，自己为息事宁

人才签字的。后购置房屋过程中，重新约定产权为

父亲、自己以及女儿三人共同共有，房屋产权登记

也为三人共同共有。至于股票账户，是父亲生前就

委托自己管理其名下的股票，故该账户一直是由自

己管理的。父亲死亡后，为避免股票损失，才从中

转出 54万元。父亲名下的两张工商银行卡也从父

亲在世时就一直由自己管理，父亲死后，确实取出

了 21万余元，用于家庭开销、女儿的学习以及女

儿的疾病治疗，父亲生前曾多次表示其股票账户财

产要留给孙女治病和学习，且自己取出前述钱款时

均已告知了哥哥，不存在转移、隐匿被继承人遗产

的情况。父亲生前一直与自己一家共同居住生活，

自己一家对父亲尽心尽力照顾，但哥哥一直认为照

顾不周，只要自己的行为有一点不合哥哥之意，哥

哥就一次次报警，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虐待老人的

情况，反而是哥哥一次次报警的行为严重影响了父

亲的心情和康复。故不同意由哥哥多分遗产的请求，

哥哥反而应少分或不分。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尽管在办理产权登记之

前，曾有家庭协议约定过房产份额，但房屋实际登

记为父亲、小军以及女儿三人共同共有，可以视为

所有房屋权利人对前述家庭协议的协议变更，且不

动产的物权归属应当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

为准，所以对哥哥大光主张父亲应占房屋近 45%份

额的主张，难以支持，依法确定父亲、小军以及女

儿每人各占三分之一份额，父亲的三分之一房产份

额作为父亲的遗产由兄弟二人各半继承。本案中，

哥哥和弟弟均称对方未尽赡养义务，并主张对方应

少分或不分遗产，但是双方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支

持双方主张，法院均不予采信。本案审理过程中，

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将父亲账户内 61万余元股票

总资产、由弟弟小军转出的资金 54万元以及弟弟

小军从父亲名下工商银行卡内取出的 21万余元作

为父亲的遗产进行处理。法院判决上述钱款由兄弟

二人各半继承。 

遗嘱公证法定效力的前世今生 

原创：2018-09-14 有法可 e  刘言啡语 

https://mp.weixin.qq.com/s/xm2mTrFxOf-JNy3qB-coBA 

从 1985年我国现行继承法颁布实施开始，在

30 多年的历程中，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一直是公

证行业着力打造的民生业务和宣传点，也在财富传

承、定纷止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

在最近发布的民法典继承篇草案中却删除了这个

条款，专家学者们也是额手相庆。那么，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倾向，它又会带来那些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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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01 遗嘱公证的基本情况 

遗嘱公证应该是在我们日常的公证业务当中

比较火爆的一类，它属于少数几种需要进行预约的

公证业务。根据杨浦公证处目前的情况，最高时预

约人数是 800多个，现在通过努力降到了 700个左

右。我之前统计了一下，从 2013 年 1月到现在为

止，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整个杨浦公证处共办理

了 6198 件遗嘱公证，这当中有 2727 件是免费遗

嘱。针对上海推出的 8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办理

遗嘱的活动，现在因为办理量比较大，所以我们对

老年人一般来说要是在当年重新办理的话，可能要

收取费用，如果他今年办了，明年再办的话，我们

就不收取费用。这主要是为了把公益的资源让更多

的人能够分享。 

从遗嘱公证的经验来看，今年我们到目前是总

共预约了1304件，其中还没有处理掉的有709件。

立遗嘱人的年龄最低的刚满 18 周岁，年龄高的就

是百岁老人。立遗嘱人办理遗嘱的目的也是各种

各样，有的是家庭情况比较复杂，不想去世以后继

承人之间为了争夺财产等等。第二种主要是考虑到

子女的婚姻情况不稳定，想在遗嘱里说清楚他将来

去世以后财产可能跟子女的配偶没有关系。现在还

有很多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的情况，其实现在孩子

朋友也没谈，但是他想早立。因为如果立晚的话说

起来就是特别针对孩子的配偶的。第三种主要是考

虑到现在老年人长寿的非常多，有时候中年人倒可

能遭遇不幸。比如六七十岁的人生病了，但父母还

健在，就担心一旦有意外以后，家里的兄弟姐妹之

间可能有争议，或者说有的人虽然不要遗产，但是

他不愿意配合办手续。这种在转继承中的情况也是

非常复杂，在这两年的转继承案件中，我们碰到过

的最多的去世的人有八九个。办理这样一个继承手

续，无论是通过公证还是法院，所付出去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只有你自己有亲身经历以后才能够体

会到。还有一种就是立遗嘱人想，自己现在神智清

楚，行动也比较自由，就先到公证处办一个，担心

万一自己以后瘫在床上，或者行动受到子女监控不

自由。我们现在碰到有的老人担心，万一我生病倒

下来了，今天住在大儿子家，大儿子叫我手写一份

遗嘱，过两天到小儿子家，小儿子也叫我写。那我

干脆先到公证处先办一份，以后的话我就应付一下，

反正是公证遗嘱效力最强，其他写的跟公证遗嘱不

一致的话也不作数。再有就是上海现在移民很多，

既有新上海人进来，也有很多人的子女已经加入了

外国国籍，名字等等也发生变化了，将来办手续的

时候会很麻烦。包括有些人担心将来去世以后自己

父母的死亡证明很难取得，就想到公证处办遗嘱的

同时把这个问题说明清楚。 

 

02 废止公证遗嘱法定效力所带来的影响 

排除我们公证自己的部门利益，如果说从一个

普通公民来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民法典在继承篇

中取消公证遗嘱效力虽然只是个草案，还在征求意

见，但如果真的是如此了，那么对现有的继承的秩

序来说未必有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就公证遗

嘱的办理量而言，上海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城市。据

我们现在统计和了解的情况来说，现在通过遗嘱平

台上传的全国大概一百三四十万份（编者按：根据

最新统计资料，总数为 184万余份）的公证遗嘱中，

上海一个城市可能要占了将近十分之一。那么当事

人为什么会选择公证遗嘱，当然是因为公证遗嘱它

既有一个的优先效力，另外呢还主要考虑到公证是

一个法律设立的，相对来说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这

样一个中立性机构。它与其他机构相比的话，很多

情况都是不收费，即使收费的话，费用也比较低廉

的。老百姓觉得这样办一下的话呢心里放心。我们

其实碰到过很多重病的老人到公证处来说，他最大

的心愿就是办完公证遗嘱，这个心愿对他来说就好

像是了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样。 

原来公证遗嘱做完以后，其实有两个最大的好

处。一个就是减少继承人之间为遗产的处理产生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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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最近又有两部清宫剧在流行，其实我每次讲遗

嘱的时候，往往都会举清朝的例子，比如大家很熟

悉的清史当中到底康熙皇帝是传位于十四阿哥还

是四阿哥的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即便是皇帝，他

这样一份遗嘱，在没有类似公证机构作证的情况下

也产生了一个清宫疑案。还有包括香港的原来一个

首富，龚如心女士两份遗嘱的受益人完全不一样。

为了哪一份是真的打了多少场官司，耗费了多少司

法成本？从这个问题推及开来，还有现实中我们遇

到的很多案例，甲拿了一份遗嘱说是我妈写的，乙

说不是我妈写的,那么各执一词。现在很多人其实

没搞清楚，因为虽然我们说自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

的要件是有效力的，但是到时候有两种说法，法院

怎么裁决？有人说可以做笔迹鉴定，但做笔迹鉴定

的话：第一，有没有样本。很多老年人特别是农村

的没有笔迹样本，也没什么正规的档案，那怎么去

做笔迹鉴定？第二，做笔迹鉴定是要费用的。这个

费用是按照标的来收费的，如此一来成本是非常高

的。再有我们现在还碰到有些人因为人口流动和家

庭原因，继承人之间虽然不是热战，但处于老死不

相往来的冷战状态。在原来，公证遗嘱做完以后，

相当一部分人可以通过公证处之后的遗嘱确认程

序顺利地或者说能够取得相当的遗产。那么如果说

把它取消掉，势必将造成很多继承案件都要所有的

法定继承人要亲自到场，否则就很难处理，即使通

过法院的公告处理的话，成本、时间等等都会非常

麻烦。 

03 废止公证遗嘱法定效力的过程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顺便讲一下为什么我

们 85年立继承法的时候会考虑到把公证遗嘱的效

力放到一个优先性的地位。其实在 50年代的时候，

我国对公证遗嘱的效力就有所规定，但是当时主要

是针对于外国人在中国立的遗嘱。那么当时根据外

交部和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立的遗

嘱必须要经过公证或者认证才有效，否则就是无效，

哪怕是到领事馆去办，只要处理的是中国的财产，

就一律不予认可。所以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 80

年代立法的时候，就或多或少有所影响，因为当时

法院系统也办理了一部分的公证遗嘱。那么前几年

听说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来，认为公证遗

嘱的优先性这样一个效力，可能不利于立遗嘱人真

实意思的表达。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人立完

遗嘱以后要修改了，也许他所在这个城市，或者他

是在农村的，总之去公证机构不太方便，这个时候

他想改变遗嘱的话改变不了，那么从这一点上就认

为应该取消这样一个程序。因为单从费用来看，现

在公证遗嘱的费用如果按照物价水平折算的话，比

1957年还要低。1957年我们办公证遗嘱的话是怎

么收费的呢？当时全国还不统一，大多数按件的收

费在十块钱左右，也有的是按标的来算。当时的黄

金按 16两制，一两黄金是 90块钱，如果按照当时

大米的价格来算的话，现在这个费用实际上是非常

非常低的。在 2012年我去参加全国人大法工委组

织的继承法修改的讨论会时，当时我记得有九个问

题要研究，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公证遗嘱的效力。那

么我和时任法律部主任，现在中公协的王剑副秘书

长一起去的，也表达了我们的观点。其实完全不是

什么部门利益的考虑，因为从公证机构来说，单就

收费成本而言公证遗嘱是办一个亏一个，办得越多

亏得越多。虽然现在很多公证机构都已经定为公益

二类的事业单位，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是远远低于

市场的成本价的。既然现在又把这个话题作为一个

内容写进了这个草案，尤其是中国人大网已经公布

了，向社会公众征求对民法典分则中的意见，那么

我个人觉得，关于这一条改变的依据不足。不能说

是哪个专家，或者哪个学者，他认为是不利于遗嘱

的自由表达，我们就要把它改变。其实应该做一个

调查，我们公证行业现在办了这一百多万份的遗嘱，

其中可能百分之六七十人还健在，他们的想法是什

么？让他们选择这样一种程序最复杂也需要一定

成本，但有的 80岁老人是不收费的这样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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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愿意不愿意？ 

另一方面，反过来说你把它取消以后，其实并

不一定能让他自由表达。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的

老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往往就是被某个子女孤

立起来，也就是说其他子女想来探望都不行。那么

这个子女叫老人写这样一份遗嘱，盖个章签个名，

你敢不写吗？你不写的话，恐怕你住都没办法住下

去。有的老人到我们公证处来，门开着的时候他说

我的财产给儿子的等等，等门一关一问三不知。老

人非常聪明，他就是希望公证处出面说不好办，那

么他回去呢也有个交代。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专家学

者，特别是立法机关的话针对这样一项已经实行

30 多年的法律制度，要把它改变的话必须要充分

的理由。而且涉及到目前公证机构对一百多万份那

么多人都告知他公证遗嘱有最优先的效力，如果变

更一定要通过公证程序，而现在通过法律制度一下

子改变的话，对整个社会带来的民意，我觉得应该

评估一下。 

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我们要有自信。

公证遗嘱的优先性是我国继承法中的一个特色。现

在没有做过一个详细的调研，如果说仅凭一些专家

学者个人的认识来做这样一个改变，我个人觉得是

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因为如果自己都没办过公证遗

嘱，认为现在的规定是对立遗嘱人的限制，认为是

改变以后好像是保护了立遗嘱人自由，但是实际上

没有考虑到之后一些负面的影响。就像前面讲过，

第一，这些继承人为了遗嘱的真伪就会产生很多问

题，包括我们现在听说还采纳了打印遗嘱，这都是

没有做过充分调研的表现。第二，包括继承制度当

中的遗产管理人制度。因为我原来也看过一些资料，

也看到过民国时期法院办理的遗产管理卷宗材料，

包括证书也看到过。那么为什么这个制度在中国大

陆推行不下去？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我们想象

当中没有争议的自己去推选，有争议通过法院，但

是其实把矛盾推到了继承人和遗产管理单位。试想

一旦人去世了，有人拿了一个东西说我是遗产管理

人，这个财产就是我管理，或者说拿了一份遗嘱，

我认为这个遗嘱就是真的。那么遗产保管单位他怎

么来确定你这个遗嘱的有效性？那么就要通过一

个司法程序再去确认，还要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

所以我认为民法典在制定继承篇的时候一定要考

虑到中国的国情民意。 

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在这次制定继承篇的

时候，我们没看到立法机关对改变这个条款做了哪

些调研、有哪些实证数据？比如说哪怕现在到北京

上海，或者说到一个偏远农村，对那些立过遗嘱的

人当中的千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做个调查，看一下

他们对这一条改变是什么感受。我们经常讲立法要

以人民的利益为指导，那你现在没去征求过立遗嘱

人的意见，却征求一个无关的其他人的意思来做。

举个例子，我就碰到过一名非常有名的法学家，他

不是搞继承法的，写了份遗嘱，人去世了，结果家

里就遇到很多问题。他老爱人跟我说，蛮好到公证

处办个公证遗嘱。为什么呢？家里虽然不开心，但

是大家也要面子，也没上法院，但是处于一种冷战

不确定的这个财产状态，当初如果是公证处公证了，

就没有后面的很多事情。所以我个人觉得针对这一

条的改动还是应该慎重。其实整个继承是一个体系，

现在改变的看上去只是一个条文，但是实际上会带

来很多的连锁反应。 

现在做公证遗嘱很有意思，我做了一个初步统

计：我们杨浦公证处接待的立遗嘱人中有 25%都是

文盲和半文盲。但是他们通过这些年普法教育不断

的宣传，终于知道了公证遗嘱，觉得它有用。从我

们公证处的信访投诉来看呢，公证遗嘱的占比是比

较低的。从 2013年到现在，总的办理量将近六千

多件，但是提出异议的每年可能有5到10件左右，

正式提出复查的，那每年可能只有几件，那么它相

对于办理量来说还是相当低的。而且从裁判文书网

上统计来看，遗嘱公证之后再发生争议的比例也比

传统其他形式的遗嘱要低得多。所以公证遗嘱的优

先性这种制度，我认为是一个好制度。而且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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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说废除，其实应该进一步的完善。包括现在

有讨论稿说公证遗嘱要两名公证员办理，像这样的

条款明显就属于不接地气。因为它没有考虑到目前

公证员案多人少这样的现状。因此我认为在继承编

中做很多改变之前，还是要进行充分的调研。千万

不要说拿了哪个国家的民法典，或者哪个国家是怎

么样的，用这样一种思维来做我们国家的继承法修

改的话，恐怕以后会有很多问题。 

 

04 如何应对涉公证的法律条文不断被挑战 

公证这种制度从清朝末年引入到我国来，它的

目的主要就是两条：第一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定

纷止争。中国人过去传统中没有保存证据的习惯。

不像有一些国外朋友说，他们从小开始出生证啊之

类的证件都保存得非常好，结婚证书也绝对不会因

为吵架撕掉。那么通过公证把一些容易出现问题的

事情通过一个政府或者法律指定的这样一个机构

来做证明，就可以少掉很多麻烦。这种理念就从清

朝末年民国时期一直延续到我们 80年代的立法，

当中有非常多的体现出公证的条款。 例如收养法

等等。 

之后，这种倾向出现了一些变化，主要是从方

便群众办事的角度出发，为了减轻群众负担，于是

在实体法当中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强制或者说必

须公证的条款，完全是一个自觉自愿性、或者说倡

导性的东西，可以规定一些行为经过公证以后有哪

些效力，但不说什么行为，好比遗嘱，一定要经过

公证。那么作为公证员或者公证机构来说，首先肯

定是要坚决服从。因为这是人大通过的法律，一旦

继承法篇通过了，最后立法机关做出这样的制度安

排，对我们来说肯定是要坚决去贯彻这一条。但是

同时通过现有的体制内的一些资源，我们还是可以

做些文章的。尽管目前在关于公证的证据效力这一

块，特别是事实类保全证据当中，有些电子存证或

者司法鉴定可能跟公证有冲突，或者是竞合。但是

我觉得公证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种

带有温度法律服务。通过电子的一些存证等等，就

是简单的一个数据的记录，达到数据不能篡改的程

度。当然现在还有区块链，这些是不是都能够做到，

是不是将来会发现技术还是有漏洞的？这些不得

而知。但对于公证而言，它的优势还在于是一个中

立而非商业的机构。第二，我觉得公证提供的服务

应该是有人情味的。就像今天早上我也去做遗嘱宣

传，老年人们拉着我一个多小时不肯走。就在这个

过程当中，他们了解到了很多法律知识，知道了一

个公证遗嘱绝不是盖章收费、收钱走人的事情。此

外，公证遗嘱当中还有很多信息记录，是补充了国

家过去家事法档案当中很多资料不全的情况，其实

是一个非常便民的制度。公证其实是一种有温度的

工作，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如果能够让当事人

感觉到这样一种温度的话，其实可能比冷冰冰的法

条对于整个公证行业的帮助更大。 

父亲放弃继承过世儿子的 3 套豪宅，法院却说不行！竟是因为... 

2018-09-16 法律图书馆  

https://mp.weixin.qq.com/s/3CFpS1xItE8K6Pn3_CaTfw 

福建厦门一男子 

儿子不幸过世 

作为父亲 

明明有 3套豪宅可以继承 

但他却坚持说 

“我放弃继承！” 

而另一边，法院却说了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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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放弃继承是无效噢！” 

这房子还非得算你一份了～ 

好奇怪？！ 

这到底是闹哪样？ 

3 套豪宅都忍心拒绝？！ 

身负千万债务，债主告上法庭 

说起来 

被告老张和儿媳林女士 

都是厦门一家公司的股东 

该公司和老张一家人 

曾先后向起诉的原告 

借款 2000 万元 

经查，2012年 12月，案外人吴某、林女士及

其公司向原告阿建和阿亚借款 1000万元。因林女

士等逾期未偿还借款，原告起诉到法院。随后，法

院作出判决，要求公司、案外人吴某、老张儿媳林

女士应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000 万元以及利息。利

息以 1000 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 24%计算，截

至起诉前，利息已经高达 280万元。 

结果在 2014年 5 月 

老张、林女士及其公司 

再次向阿建、阿亚借款 1000 万元！ 

之后林女士等仅偿还借款 100万元！ 

债主为此再次起诉到法院 

当时法院判决要求公司、老张、林女士 

应偿还原告借款 900万元及相应利息！ 

然而，判决生效后，林女士、老张等人仍然

不还钱，逾期未履行还款义务。为此，两位债主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至今，林女士、老张等仅

偿还 1150万余元。 

借了一次又一次 

还都是一千万一千万的借 

有钱人的世界小编不懂 

三套房产，老张自愿“放弃继承” 

在债主讨债 

法院强制执行期间 

老张做了一件事 

引起债主的强烈不满 

原来，他主动放弃了自己对去世儿子遗留的三

处房屋份额遗产所享有的继承权。据悉，老张夫妇

的儿子小张于几年前去世，而林女士是小张的妻子。

林女士与小张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了湖里区

五缘湾的两套豪宅以及思明区厦禾路的一套房产。

这三套房产，均登记在小张名下。 

2010 年 5 月，小张去世。小张和妻子一共生

育两个子女，即小河、小莉。2016 年 4 月 30 日，

老张自愿放弃其对儿子遗留的上述三处房屋份额

遗产所享有的继承权，还去办理了公证手续。 

对于放弃继承权 

老张是这样说的—— 

老张说，他放弃对三套房产的继承权，是本

着让孩子受益最大的原则，想给孙子多留一些遗

产，所以才将所有的财产由两个孩子继承，并不

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意图。 

对此 

债主肯定不乐意了 

阿建、阿亚为此将老张告上法庭 

老张的儿媳和孙子、孙女 

也被列为案件第三人 

焦点： 

放弃继承权，有效还是无效？ 

这个案件的焦点 

在于老张“放弃继承权” 

到底有效还是无效？ 

对此债主是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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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套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林女士对上

述三套房产拥有各二分之一的份额。所以，债主

此前已经申请查封了上述三套房产。因为小张已经

死亡，上述房产属于小张的份额（即三套房产的各

二分之一）应当由小张的继承人继承。根据林女士

提供的《公证书》，小张的继承人共有 5人，分别

为小张的父母老张夫妇、小张的子女以及小张的配

偶林女士。老张可以依法继承小张房产份额的五

分之一，因此，老张对上述三套房产拥有 1/10的

份额。 

在上述两案执行过程中 

两位债主因得知 

上述三处房产 

在小张过世后 

仍未进行析产分家 

遂提起分家析产诉讼 

而就在这时 

林女士向法院提交了《公证书》 

该《公证书》载明： 

老张已放弃对上述三套房产继承权 

债主认为，老张对原告负有巨额债务，至今

未偿还任何款项，因此其放弃继承权的行为，已

影响到其履行民事判决书的义务，依法应当认定

为无效。 

不过，老张答辩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

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46条的规定，只有继承

人因放弃继承权的行为导致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

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才是无效。老张在放弃继承权

之后，仍然通过各方面陆续向阿建、阿亚还款，

还款能力依然存在。老张仍是公司股东，也没有

因为放弃继承而失去履行法定义务的能力。因此，

老张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求。 

债主认为这行为无效 

而老张却认为自己仍在陆续还款 

还有还款能力 

要求驳回原告诉求 

判决： 

欠债放弃继承，“弃权”行为无效 

那么 

这“放弃继承权” 

究竟有没有效？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老张没有证据证明

其放弃继承权后仍具备足够的履行能力履行判决

确定的义务。即便老张仍为公司的股东，但是该

公司亦为上述借款的借款人，至今亦未履行还款义

务，表明该公司的履行能力不足。因此，老张放

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 

法官指出，上述三套房产系林女士和小张的夫

妻共同财产。小张去世后，其中 1/2 归林女士所有，

剩余 1/2系小张的遗产。小张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

人为老张夫妇、林女士以及小河、小莉，共 5人，

因此老张对这三套房产各享有 1/10 的产权份额。 

近日，湖里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老

张放弃儿子名下三套房产的继承权的行为无效，

并认定被告老张对儿子名下的这三套房产各享有

1/10的产权份额。 

律师说法： 

弃权损人利益应属无效行为 

对于老张的做法，福建自晖律师事务所林敏辉

律师表示，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

规定，遗产继承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继承人可以

接受继承，也可以放弃继承，并且放弃继承权是单

方民事法律行为，一经作出就发生法律效力。 

但是，公民在行使这种民事权利时也会受到

一定的限制，即放弃继承权的行为不得损害国家、

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为逃避依法应当履行的义务

而故意放弃继承权，这显然是违法的、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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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予承认。 

所以，如果债务人在明知其负有还款义务但无

力清偿的情况下，仍然放弃财产继承的权利，其行

为明显影响了自己的清偿债务能力，损害了债权人

的利益，那么放弃财产继承权的行为依法应认定无

效。 

女子出走 16 年得知丈夫死讯回来抢遗产 二审：一分不给 

2018-09-25 人民日报 

https://www.toutiao.com/a660516930318237748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 

153791428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44231501939&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group_id=6605169303182377480 

今年 4月 25日，扬子晚报紫牛新闻报道了《母

亲抛下 6岁儿离家,16年后在父亲葬礼上出现争百

万遗产》一文，讲述了一位抛家弃子 16年的母亲，

在孩子父亲葬礼上突然出现，企图抢夺遗产的事件。

当时，母亲周某英上诉到法院，之后一审判决其分

得 21万余元、而被周某英离家时带走的女儿分得

31 万余元。 

对于这个判决，当年被抛弃的儿子蔡冰（化名）

表示从情理上无法接受，母亲抛弃了家庭 16年，

如今竟然回来抢夺父亲的遗产和死亡赔偿金，这样

的行为也让网友议论纷纷。随后，蔡冰提起上诉。 

2018年 9月 18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作出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周某英的诉讼

请求及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给付姐姐蔡某拆迁补偿款 31948元，蔡冰

分得父亲死亡赔偿金 511200 元，蔡某应分得

127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0元归蔡冰所有。 

16 年前，母亲携姐姐离家 

6 岁的他与父亲相依为命 

1987 年底，家在四川的女子周某英经媒人介

绍，与宿迁市耿车镇的青年男子蔡某俊相识，两人

不久后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

据说这种做法在当地并不少见。 

蔡冰告诉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据他后来跟

亲人了解到的情况，当时父亲和母亲 1987年在宿

迁老家结婚时，确实没有进行结婚登记。“当时在

农村，既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领结婚证，这种现

象很普遍。”蔡冰说，3 年后的 1990 年姐姐出生，

1994年自己来到这个世间。 

根据亲友的描述，蔡冰记忆里父母都在的日子

是甜美的，同样也是富裕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那会儿，只要能吃苦就能赚到钱。我爸爸特别能吃

苦，那时我们家庭条件很好，属于村里比较富裕的，

家里有摩托车，有面条机，不是一般家庭可比的。”

蔡冰说，父亲虽然不识字，但学会了做生意，不仅

操持一些废旧塑料生意，还远到外地打工，做大理

石加工的活。 

 

蔡冰在接受紫牛新闻记者采访 

蔡某俊常年在外打工挣钱补贴家用，一年难得

回家几次，夫妻感情慢慢变淡。在蔡冰 6岁那年，

母亲竟然带着姐姐弃他而去，这一消失就是 16年。 

“我妈离开家时，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

卖了，外面欠我家的账也收回来，全部带走了，大

概有两万多元。”蔡冰对紫牛新闻记者说，对于父

母感情方面的事情不便多说。但之后，他家的生活

一落千丈，他、父亲和爷爷三人日子过得很艰难。 

蔡冰说，当父亲得知母亲带着姐姐离家出走后，

立即赶回宿迁老家，四处寻找，又赶到四川姥姥家

寻找，被告知母亲并没有回四川。 

“因为我父亲不识字，当时只能干苦力，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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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打工，一个月最多挣 500块钱，又要供我上学，

又要照顾家里的吃喝开销，真的是不容易。我从小

都是捡别人的衣服穿，上学也没有人接送，都是自

己走。”蔡冰对紫牛新闻记者说，母亲走后，父亲

也一直没有再娶，在爷爷去世后，父子俩相依为命。 

在蔡冰的印象里，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母爱的

渴望。“小时候看到别人都有妈妈，而我没有，心

里就很难过，感觉被别人看不起，怕被别人嘲笑，

性格就有点自闭。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有点心理

阴影。”蔡冰向紫牛新闻记者表示，其实他一直很

想念母亲，但那不是他能够选择的。 

母子重逢 

竟是父亲葬礼上索要遗产 

蔡冰对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说，母亲从

2000年带着姐姐离开家后，这 16 年来一直没有跟

父亲或者他联系过，更没有回来看过他们，只是姐

姐在 2010年回来过两次，只住了一两天就走了。 

对于母亲为何离家出走，蔡冰说那时他才 6

岁，没有太多印象，也没有恨过母亲，反倒是思念

或者说是对母爱的渴望超越了这种恨。“没有恨过

我母亲，毕竟，不管怎么说，她把我带到这个世界

上，虽然她不管我。”蔡冰说，他当时想虽然母亲

不管他，但还有父亲。 

直到蔡冰的父亲 2016年底遭遇车祸去世，母

亲才出现。母亲的举动让蔡冰潜意识里，开始由爱

转恨了。“她做出这样的事，我真的，真的就有点

恨她了。”蔡冰毫不掩饰地对紫牛新闻记者说道，

2016年 12月份，父亲去世时，蔡冰的堂哥通知了

他姐姐，让她来参加父亲的葬礼，母亲也跟着一起

来了。 

“我跪在那儿给父亲守灵的时候，她就过来和

我谈分钱的事。她直接说钱怎么分，要不要给你姐

买套房子？要不要给我点钱？”蔡冰回忆称，他当

时没有拒绝，后来母亲又找他谈过一次。蔡冰对母

亲说，“你就在这边生活，我照顾你，我会养你。

以后等我有了孩子，你也能帮着带带，这样就挺好

的，我也会给姐姐 30万首付买房。你都五六十岁

了，拿钱也没有多大用处。”但让蔡冰失望的是，

母亲和姐姐都不愿意，说只要钱，要求分一大半，

算起来七八十万的样子，这让他伤心且失望。 

2018年 3月 17日，作为被告的蔡冰接到法院

的传票，母亲和姐姐起诉他，要求分割父亲及他的

财产，共计要分 77.5万元。 

宿城区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原告周某英

与案外人蔡某俊于 1987年共同生活,1990年 8月 9

日生育一女蔡某,1994 年 8 月 15 日生育一子蔡某 

（即蔡冰）。2000 年,原告周某英独自带原告蔡某

离开宿迁到外地生活至今。 

法院判决，被告蔡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给付

原告周某英（即母亲）拆迁款 79466 元、给付原告

蔡某 （即姐姐）拆迁款 103999元；关于蔡某俊（即

父亲）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原告周某英应

分得 137800元，原告蔡某应分得 206700元。而被

告蔡冰应分得 344500元，并驳回原告周某英、蔡

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那么当初蔡冰的母亲为何要带姐姐离家呢？

紫牛新闻记者想听听她们的说法，多次拨打蔡冰的

姐姐电话，试图了解她母亲当年离家的原因和此次

起诉的理由，但很遗憾，对方多次掐断电话。 

成为被告的儿子： 

18年没关心过我，一来就谈钱 

“这 18年来，她们从来没有关心过我，也从

来没有找我正经谈过话，我们的感情淡得只有血缘

关系了。那会儿我还没有从父亲去世的阴影里走出

来，她们一找我就是谈钱，我真的很伤心，接到法

院传票的时候，心里很难受。”蔡冰说，他积极参

与了应诉。 

在出庭之前，蔡冰聘请了律师，一起进行了一

番调查，发现母亲在 2000年弃家离他而去后，转

而到了安徽涡阳县，跟一名姓王的人生活在一起，

又先后生育了 3个孩子。本已失去父爱，而眼看就

要和母亲、姐姐重续亲情之时，母亲、姐姐的突然

起诉，要求分割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赔偿款，让他再

一次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 

在法庭上，蔡冰认为，母亲要求分割死亡赔偿

金及拆迁款不应得到支持，早在 2000 年她就没再

跟父亲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过，也没有尽到夫妻间

相互扶持的义务，且母亲离开宿迁与别人以夫妻名

义共同生活且生育 3个子女，财产完全归各自所有，

母亲不应该分得死亡赔偿金；此外，对于姐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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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死亡赔偿金、拆迁款的要求，法院也不应予以

支持。 

蔡冰说，死亡赔偿金是赔偿给死者近亲属的，

与死者共同生活的，即便认定分得，也应分得死亡

赔偿金小于 10%。蔡冰称，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全

部由自己所有，因为父亲的去世只给自己造成了精

神上的损害，并没有给母亲和姐姐造成精神上的损

害，她们对父亲没有丝毫的情感。 

“母亲从小对我没有一点照顾，对父亲、对这

个家没有贡献，也没有承担一点责任，她凭什么来

分这个钱？我可以适当和姐姐分这个钱,但不是以

这种方式”。蔡冰最后对紫牛新闻记者如此说道。 

一审法院通报： 

遗产分配份额已照顾被告 

此案被公开后，一些网友对此议论纷纷。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在 4 月 21日发布了一

份关于此案审理情况的通报。 

 

法院通报 

从该院发布的案件审理情况通报中，扬子晚报

紫牛新闻记者发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 

1、关于原告周某英与蔡某俊是否存在事实婚

姻关系问题。法院引用法律规定，认定双方符合结

婚实质要件，已构成事实婚姻，原告周某英可以配

偶身份按继承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起民

事诉讼。 

2、关于周某英是否存在违法重婚的问题。法

院调查认为，周某英的户籍至今仍在宿迁，而被告

蔡某亦未提供周某英与他人的结婚证或周某英与

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等相关证据。蔡某提交的

书面证明不足以认定周某英存在重婚的违法犯罪

行为。周某英的户籍至今仍在宿迁，而被告蔡某亦

未提供周某英与他人的结婚证或周某英与他人以

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等相关证据。被告蔡某为证明周

某英重婚提供了居委会的证明一份，载明“周某英

与王某某于 2000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十几年生

育三名子女”。从该证据形式看，应属证人证言，

证人应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询问，如确有困难不能出

庭的，经法院许可，可提交书面证言。而居委会并

非是身份关系法定证明机构，其负责人亦未出庭接

受质证，仅凭该书面证明不足以认定周某英存在重

婚的违法犯罪行为。 

如周某英存在重婚行为，也是其后面的“婚姻”

无效。此外，周某英、蔡女称曾回过宿迁几次，蔡

某俊死亡时，周某英、蔡女也被通知参加葬礼，并

由周某英收取礼金，蔡某俊墓碑上亦刻有周某英名

字。可见双方是能联系上的。 

3.关于蔡某俊的遗产范围。法院分别就因涉案

房屋及加盖部分拆迁款、奖励款的继承份额进行了

认定，并说明了理由。 

4.关于原被告就蔡某俊遗产、交通事故死亡赔

偿金及精神抚慰金应如何进行分配问题。法院解释

称，蔡某俊生前未留有遗嘱，其第一顺位法定继承

人应依法平均分割遗产。原被告双方虽然均为第一

顺序继承人，但原告周某英、蔡女自 2000年离开

宿迁至今，而被告蔡某自小与蔡某俊共同生活，其

生活紧密程度远远高于二原告，蔡某俊的意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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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告蔡某的打击理应更大，故在分配遗产、死亡

赔偿金、精神抚慰金时，被告蔡某可以多分。本院

酌定原告周某英分得 20%，原告蔡女分得 30%，被

告蔡某分得 50%。 

 

 

一审民事判决书 

二审法院判决： 

母亲无权继承父亲遗产 

姐姐分得近 16万元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年 4月 23日立案

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蔡冰

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

驳回母亲周某英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蔡冰支付姐

姐蔡某拆迁款 6357．9元，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

抚慰金，蔡某应分得 68900元，蔡冰应分得 620100

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某英、蔡某承担。 

蔡冰在上诉中认为，一审判决对周某英已与他

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长达十几年并生育子女三

人的事实未予认定。蔡冰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证

实周某英 2000年离开家，距今已经十八年，并与

王小七重组家庭，共同生活十几年，生育了三个子

女。该事实足以说明周某英已经涉嫌重婚罪，其主

观上已经放弃与父亲蔡某某共同生活，不应分得蔡

某某的遗产、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此外，

一审判决对拆迁房屋和父亲蔡某某丧礼礼金的认

定上也存在问题。 

周某英答辩称，一审中周某英和蔡某已经提供

了户籍证明，证明周某英和蔡某某系夫妻关系，并

生育两个子女，在蔡某某墓碑上刻有周某英名字，

周某英系死者蔡某某的妻子。蔡冰认为周某英和蔡

某某不构成事实婚姻关系没有法律依据，蔡某上诉

请求不能成立。蔡冰上诉状中一面表述自己分割的

财产少了，一面又陈述涉案的房子不是其父亲的财

产，相互矛盾。一审中周某英认为涉案的房屋应当

是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先行分割以后才能进行遗产

继承。虽然收到判决后，周某英曾有异议，但是考

虑到蔡冰系其儿子，需要娶妻生子，因此并没有上

诉。周某英在一审起诉之前，经与蔡冰对遗产和拆

迁补偿款进行过协商，因蔡冰不同意给其一分钱，

因此才提起了诉讼。周某英并不是离家十六年之久，

在中途其还回来同蔡某某共同生活过几个月，蔡某

某在世时，也从未否认其和周某英的婚姻，因此周

某英有权利分得相关的款项。 

姐姐蔡某答辩称，蔡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应当予以驳回。蔡某对于一审判决确定房屋征收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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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奖励 32807元由蔡冰单独享有并不认可。蔡某某

去世后，蔡冰未征得周某英和蔡某的同意，擅自签

字领取拆迁款，具有恶意占有的故意，该部分款项

应当是蔡某某遗产的一部分，不应判决由蔡冰单独

所有。一审判决认定蔡某与蔡某某分开生活十六年

之久，蔡某某的死亡对蔡冰的打击更大是不合理的。 

当时因蔡某某单独带蔡冰到外地经商，周某英

和蔡某在家无生活来源，只能出来打工谋生，蔡某

因此未能完成学业，而蔡冰一直由蔡某某供养生活，

因此蔡某某应当对蔡某补偿更多，遗产应分配更多。

因蔡某考虑到蔡冰作为男孩，需要娶妻生子，分多

一些可以解决购房等多种问题，故未提出上诉。但

蔡冰歪曲事实，利用媒体恶意炒作，让蔡某无法理

解和接受。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周某英和蔡某是否有

权继承和分割蔡某某的遗产及交通事故赔偿款，分

割比例如何确定；一审判决对蔡某某丧礼礼金的性

质认定及分配是否得当；房屋权属如何确定，相应

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应当如何分配。 

法院认为，对争议焦点 1，根据本案査明的事

实，周某英在 1987年与蔡某某举行结婚仪式后共

同生活，并生育蔡某、蔡冰两子女，二人以夫妻相

称，亲朋好友也认可其二人的夫妻关系符合《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く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系

事实婚姻关系。周某英作为蔡某某的配偶，本应依

法享有继承权。但周某英在与蔡某某共同生活十三

年之后，即带着女儿蔡某离家出走十六年之久，直

至蔡某某去世才回来，蔡某某则独自抚养蔡冰直至

其成年。周某英作为蔡某某的妻子，蔡冰的母亲，

对蔡某某未有尽到任何夫妻之间的扶助义务，对蔡

冰也未尽任何抚养照顾义务，对家庭更无任何贡献。

而且，周某英在离家期间还与他人长期同居生活并

生育子女，该行为给其家庭、给蔡某某和蔡冰精神

上造成严重的伤害。同时，在周某英回来后不久，

即因财产分割问题与蔡冰产生纠纷，由此可见，周

某英回来的目的并非为了与其他家庭成员团聚和

履行家庭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七条

第三项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

权：（三）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

节严重的。因此，周某英上述行为具有遗弃被继承

人及家庭的情形，且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故综合

考虑以上相关情节，周某英无权继承蔡某某的遗产。 

关于死亡赔偿金，其实质是对受害人收入损失

的赔偿，所以对蔡某某的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应当

参照遗产继承进行分配。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系

对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上痛苦的补偿。周某英与蔡

某某因事实婚姻组成的家庭因其离家出走而导致

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因此，蔡某某的死亡并不会

给周某英精神上造成痛苦，所以周某英不应分得该

笔款项。 

对于蔡某，其作为蔡某某与周某英之女，是蔡

某某的法定继承人，其在年幼时被其母亲周某英带

离家庭，未能与蔡某某共同生活，主观上并无过错。

但是，鉴于蔡某在其成年后与其家庭仍有联系情况

下也未能对其家庭、对其父亲和弟弟尽到陪伴照顾

义务，应当适当降低其遗产继承比例。法院酌定其

与蔡冰按照 2：8的比例分割蔡某某的遗产。但是

对精神损害抚慰金，因蔡某长期未与蔡某某共同生

活，其与蔡某某在感情上已经疏远，生活上更无任

何依赖，蔡某某的死亡不会给蔡某精神上造成太大

的痛苦，而蔡冰则一直与蔡某某相依为命，蔡某某

因交通事故意外死亡，对蔡冰精神上的打击程度可

想而知，故法院认定该笔款项归蔡冰个人所有。 

此外，法院在审理中还对涉案的房屋和蔡某某

丧礼礼金等事项进行了认定。法院认为，蔡冰的部

分上诉请求成立，法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

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导致一审判决实体处理有

误，应予改判。故法院判决如下：撤销江苏省宿迁

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17）苏 1302 民初 2040号民

事判决；蔡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蔡某

拆迁补偿款 31948 元；死亡赔偿金，蔡冰应分得

511200 元，蔡某应分得 127800元，精神损害抚慰

金 50000 元归蔡冰所有；驳回周某英的诉讼请求及

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书显示，涉诉的房屋拆迁款及搬迁奖励合

计 369335元，蔡某某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

金合计 689000元，两项合计 1058335元。判决后，

蔡某获得拆迁补偿款 31948 元，加上死亡赔偿金

127800 元，共计 159748 元，剩下的 898587 元则

归蔡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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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民事判决书 

和当事人面对面： 

就像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被搬开了 

紫牛新闻：从庭审开始后到现在，你母亲和你

联系过吗？ 

没有联系过！就在一审法院开庭时，我母亲出

现过，她在原告席上，进行质证，和我没有任何私

下的交流。 

紫牛新闻：对这次判决还满意吗？ 

终于解气了！我对判决结果很满意。整个案件

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就像胸口压了一块石头，现在

终于被搬开了，感觉轻松多了。 

紫牛新闻：今后你将如何面对母子、姐弟亲

情？ 

我想不会再有联系了。我现在也有了老婆、孩

子，有了自己的家庭，我老婆和我母亲还争吵过。

以后，我和她们就形同路人吧，谈不上爱与恨吧，

一切都结束了。 

(来源:扬子晚报网) 

南怀瑾辞世六年 巨额著作权纠纷案今日在沪二审落槌 

2018-09-28 上海法治报  

https://mp.weixin.qq.com/s/OoaEAZvX4t3hs8cqT1IUrg 

著名文化学者南怀瑾先生著作等身。然而，在

他逝世后，其著作财产权归属问题却纷纷扰扰，持

续数年。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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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巨额著作权纠纷案二审落锤 

在历经 4年的诉讼后，今天上午 9时 30分，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备受各界关注的南品仁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旦出版社）、

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古公司）、

上海老古文化教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老古公

司）侵害著作财产权纠纷一案作出二审宣判。 

 判决结果  

上海高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第一、二

项，即“被告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南小舜赔偿经济损失人民

币 1,363,941.18元”“驳回原告南小舜的其余诉讼

请求”；维持一审法院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

反诉原告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驳回南品仁的全部诉讼请求。 

 事件回放  

大师家人与复旦出版社等对簿公堂  索赔近千万 ■

2012年 9月 

著名文化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苏州逝世，享

年 95岁。南怀瑾精通易经、国学和佛学，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在两岸影响巨大，生

前著有《论语别裁》等 70余部作品。然而，在

其逝世两年后，南怀瑾的家人与南怀瑾生前一

手创办的老古公司、出版社等却因巨额版权费

而对簿公堂。 

2014年 10月 

南怀瑾之子南小舜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复旦出版社、老古公司、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上海书城长宁店

（以下简称新华书店）侵害其著作财产权。翌

年 5月，一审法院依法追加上海老古公司为被

告。6 月，南小舜撤回对新华书店的起诉。在

南小舜的诉讼请求中，他要求复旦出版社、老

古公司、上海老古公司连带赔偿其相关版权费

989 万余元，同时三被告向其连带支付调查费、

律师费及购书费 35万余元。 

2015年 9月 

老古公司提起反诉，要求确认南怀瑾先生

作品的著作财产权归该公司所有。 

据悉，南怀瑾生前有两次婚姻，在大陆和台湾

育有子女共 6人，其中，南小舜与南宋钏为其在大

陆生育的子女。南怀瑾逝世后，其在台湾的 4位子

女于 2014年 4月共同出具《亲属关系声明书》和

《遗产分配声明书》，根据声明书记载，南怀瑾在

台湾的子女一致同意放弃南怀瑾“在大陆所遗留之

遗产包括于大陆出版之被继承人著作权等权益”，

该权益由南宋钏、南小舜共同继承。5月，南宋钏

出具《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声明其自愿放弃上述

财产权益的继承权。由此，南小舜成为唯一一位继

承南怀瑾在大陆的相关著作财产权的继承人。 

 

南怀瑾先生之子南小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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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同时了解到，南怀瑾先生于 1980年在台

湾创办老古公司，该公司专门运营南怀瑾作品的传

播。1994 年，公司的部分股份转登记至郭姮妟名

下，随后，公司任命郭姮妟为总经理，郭姮妟的母

亲李素美女士也登记为股东。2004 年，老古公司

的董事长由南怀瑾变更为郭姮妟，南怀瑾的股份同

时变更登记于郭姮妟名下。为进一步在大陆地区传

播南怀瑾的作品，2003 年上海老古公司成立，四

年后，2007年 10 月，郭姮妟和其母李素美也成为

了该公司股东。 

一审诉讼中，南小舜确认，2008 年之前，南

怀瑾的版权费均汇往谢锦烊保管的南怀瑾账户上，

由谢锦烊负责支出。2008 年后，南怀瑾创办吴江

太湖国际学校，郭姮妟向谢锦烊提出因做账需要，

版权费不再汇到南怀瑾账户，并由郭姮妟负责支出。 

南小舜与老古公司、上海老古公司确认，南怀

瑾遇有开支时，会交代郭姮妟予以处理，如他曾在

2009年 8月安排老古公司汇出 50万元给相关账户。 

相关链接：社会| 已故“国学大师”著作权遭侵？南

怀瑾之子起诉索赔千万 

各执一词 
巨额著作权纠纷案今日二审落槌 

南小舜在一审中表示，复旦出版社在明知其所

出版著作的作者是南怀瑾的情况下，拒不支付版权

费，擅自出版南怀瑾作品牟利，严重侵害了原告的

权益。同时他指出，老古公司和上海老古公司没有

经南怀瑾或原告授权，收取南怀瑾作品版权费，属

于严重的侵权行为。 

 

南怀瑾巨额著作权纠纷案二审宣判现场 

复旦出版社则表示，该出版社从 1989年起与

南怀瑾有接触， 1990年，老古公司出具《委托书》，

载明“兹委托上海复旦出版社印出本公司版权所有

南怀瑾所著《论语别裁》一书”。此后，复旦出版

社分别于 2008、2009、2010、2012年与老古公司

签订多本书籍的出版合同，版权费依据合同支付。 

老古公司在一审中表示，南怀瑾曾于 2001年

出具《委托书》，将作品在大陆的专有使用权授予

郭姮妟，并将所得版税留作上海老古公司的筹设和

运营之用。原告所主张的书籍是老古公司在南怀瑾

生前获得的授权，南怀瑾对此无异议。老古公司还

向法院提供了《许可使用证书》及《捐赠书》各一

份，表明南怀瑾的继承人无权继承和主张版权费，

南怀瑾已将系争作品在内的所有作品著作财产权

赠与老古公司。 

上海老古公司认为，该公司只是代老古公司收

费，只是款项流转上的代收安排，不应承担连带责

任。 

针对老古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南小舜表示，

不认可《许可使用证书》和《捐赠书》，“赠与”一

说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反诉。 

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捐赠书》落款部位“南

怀瑾”署名字迹系硬笔（签字笔）黑色墨水直接书

写而成，该署名字迹与南怀瑾签名样本字迹是同一

人书写，但鉴定部门无法确定“南怀瑾”署名字迹

的形成时间。 

在老古公司提供的《委托书》中，记者看到，

委托内容为：“兹委托郭姮妟为本人的特别授权代

理人，全权代理本人处理我所有的作品在大陆的全

部著作权事项。代理权限：代为签订著作权许可使

用合同及处理著作权许可使用的其他有关事务；代

为非讼或诉讼处理著作权纠纷，包含代为协商、代

为起诉、代为决定、变更放弃诉讼请求、代为和解

或调解、代为提起上诉或反诉、代为签收法律文书；

以及代为处理其他一切有关本人所有作品在大陆

的著作权之法律事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签署的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UwOTYzNQ==&mid=200794716&idx=5&sn=31a33c842aa0d7cbf5c29daacc3bc83b&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UwOTYzNQ==&mid=200794716&idx=5&sn=31a33c842aa0d7cbf5c29daacc3bc83b&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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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文件，本委托人均予以认可。代理人有转委托

权。” 

在《许可使用证书》里，则清晰地记载着：第

一，南怀瑾作品在中国境内的许可使用权专属老古

公司。老古公司得自行或许可第三人使用。第二，

老古公司之专属使用权期与法令规定南怀瑾之作

品权利年限同。第三，老古公司应支付之版税权利

金悉数留作筹设上海老古文化事业及其营运之用。 

2017 年 3 月，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被告复旦

出版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向原告南小舜赔

偿经济损失 136万余元，驳回南小舜其余诉讼请求，

驳回老古公司的反诉请求。 

老古公司、复旦出版社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

高院提起上诉。上海高院于 2017 年 6月受理后，

三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在二审过程中，南小舜于

2017 年 9 月 1 日死亡，法院依法通知南小舜的遗

嘱继承人南品仁作为被上诉人参加诉讼。 

老古公司在二审中请求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

人全部的本诉诉讼请求并支持老古公司的反诉诉

讼请求。老古公司认为，第一，原审本诉中老古公

司与复旦出版社不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原审反诉系

著作权归属争议，与复旦出版社并无关联，且只有

确定涉案著作权归属后才能判定复旦出版社是否

侵权，原审法院将应当先后处理的法律争议在一案

中审理，有违法定程序。第二，《捐赠书》南怀瑾

签名经鉴定属实，被上诉人主张《捐赠书》伪造但

并未提交证据佐证，原审判决否定《捐赠书》的真

实性，与事实不符且有违法律。第三，南怀瑾知悉

老古公司以权利人名义与复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

同，且老古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姮妟曾在南怀瑾在场

的相关会议上提出南怀瑾作品版权归属于老古公

司，可证明南怀瑾确已将作品著作权赠与老古公司，

但原审判决遗漏此事实。 

复旦出版社上诉请求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

的全部诉讼请求，其认为，第一，《捐赠书》上的

南怀瑾签名经司法鉴定已确认真实性，根据《捐赠

书》南怀瑾已将其所有著作权赠与老古公司，老古

公司作为权利人有权与复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

原审判决否定该《捐赠书》的真实性，并无事实和

法律依据。第二，依据南怀瑾出具给郭姮妟并经公

证的《委托书》，郭姮妟有权出具《许可使用证书》，

该《许可使用证书》已对南怀瑾作品的许可使用权

作出处分，原审判决将《许可使用证书》的法律性

质认定为转委托，属法律适用错误。第三，复旦出

版社与老古公司签订的出版合同合法有效且南怀

瑾均知情，南怀瑾去世不影响合同的继续履行，南

怀瑾去世后复旦出版社暂缓支付剩余版权费，系因

当时客观上难以区分著作权归属，并无主观过错，

不应认定复旦出版社构成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 

记者获悉，就在本案诉讼之前，南小舜还曾以

被告复旦出版社等未经许可擅自复制发行《南怀瑾

选集》构成侵权为由在浙江提起诉讼。2014 年 1

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南小舜

的诉讼请求。 

今天上午，南品仁的委托代理律师及复旦出版

社法定代表人到庭，在近一个小时的宣判过程中，

他们认真倾听了法官的宣读内容，最后平静地签收

了判决书。 

 

南怀瑾巨额著作权纠纷案宣判 复旦出版社法定代表人在送达回证上

签字 

作者 | 胡蝶飞  高远 

摄影 | 奚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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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四年诉讼，南怀瑾巨额著作权纠纷案二审落槌 | 深度还原 

原创：2018-09-28 人民法院报  严剑漪 郭燕 

https://mp.weixin.qq.com/s/UVs17HfQ91lmT8mWfU33Fw 

究竟南怀瑾先生有没有将著作权赠与他人？ 

出版社是否构成侵权？ 

著作权许可使用费应当向谁支付？ 

在历经 4 年的诉讼后，9 月 28 日上午，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备受各界关注的南品仁与复旦

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旦出版社）、老

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古公司）、

上海老古文化教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老古公

司）侵害著作财产权纠纷一案作出二审宣判，法院

判决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即“被告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 内 向 原 告 南 小 舜 赔 偿 经 济 损 失 人 民 币

1,363,941.18元”“驳回原告南小舜的其余诉讼请

求”；维持一审法院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反

诉原告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驳回南品仁的全部诉讼请求。 

 

 事件回放  

大师辞世风波起 

2012 年 9 月，著名文化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苏

州逝世，享年 95岁。南怀瑾精通易经、国学和佛

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在两岸影响巨

大，生前著有《论语别裁》等 70余部作品。然而，

在其逝世两年后，南怀瑾的家人与南怀瑾生前一手

创办的老古公司、出版社等却因巨额版权费而对簿

公堂。 

2014年 10月，南怀瑾之子南小舜向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复旦出版社、老古

公司、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上海书城长宁店

（以下简称新华书店）侵害其著作财产权。翌年 5

月，一审法院依法追加上海老古公司为被告。6月，

南小舜撤回对新华书店的起诉。在南小舜的诉讼请

求中，他要求复旦出版社、老古公司、上海老古公

司连带赔偿其相关版权费 989万余元，同时三被告

向其连带支付调查费、律师费及购书费 35万余元。 

2015 年 9 月，老古公司提起反诉，要求确认

南怀瑾先生作品的著作财产权归该公司所有。 

据悉，南怀瑾生前有两次婚姻，在大陆和台湾

育有子女共 6人，其中，南小舜与南宋钏为其在大

陆生育的子女。南怀瑾逝世后，其在台湾的 4位子

女于 2014年 4月共同出具《亲属关系声明书》和

《遗产分配声明书》，根据声明书记载，南怀瑾在

台湾的子女一致同意放弃南怀瑾“在大陆所遗留之

遗产包括于大陆出版之被继承人著作权等权益”，

该权益由南宋钏、南小舜共同继承。5月，南宋钏

出具《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声明其自愿放弃上述

财产权益的继承权。由此，南小舜成为唯一一位继

承南怀瑾在大陆的相关著作财产权的继承人。 

记者同时了解到，南怀瑾先生于 1980年在台

湾创办老古公司，该公司专门运营南怀瑾作品的传

播。1994 年，公司的部分股份转登记至郭姮妟名

下，随后，公司任命郭姮妟为总经理，郭姮妟的母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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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李素美女士也登记为股东。2004 年，老古公司

的董事长由南怀瑾变更为郭姮妟，南怀瑾的股份同

时变更登记于郭姮妟名下。为进一步在大陆地区传

播南怀瑾的作品，2003 年上海老古公司成立，四

年后，2007年 10 月，郭姮妟和其母李素美也成为

了该公司股东。 

一审诉讼中，南小舜确认，2008 年之前，南

怀瑾的版权费均汇往谢锦烊保管的南怀瑾账户上，

由谢锦烊负责支出。2008 年后，南怀瑾创办吴江

太湖国际学校，郭姮妟向谢锦烊提出因做账需要，

版权费不再汇到南怀瑾账户，并由郭姮妟负责支出。 

南小舜与老古公司、上海老古公司确认，南怀

瑾遇有开支时，会交代郭姮妟予以处理，如他曾在

2009年 8月安排老古公司汇出 50万元给相关账户。 

诉讼中各执一词 

南小舜在一审中表示，复旦出版社在明知其所

出版著作的作者是南怀瑾的情况下，拒不支付版权

费，擅自出版南怀瑾作品牟利，严重侵害了原告的

权益。同时他指出，老古公司和上海老古公司没有

经南怀瑾或原告授权，收取南怀瑾作品版权费，属

于严重的侵权行为。 

复旦出版社则表示，该出版社从 1989年起与

南怀瑾有接触， 1990年，老古公司出具《委托书》，

载明“兹委托上海复旦出版社印出本公司版权所有

南怀瑾所著《论语别裁》一书”。此后，复旦出版

社分别于 2008、2009、2010、2012年与老古公司

签订多本书籍的出版合同，版权费依据合同支付。 

老古公司在一审中表示，南怀瑾曾于 2001年

出具《委托书》，将作品在大陆的专有使用权授予

郭姮妟，并将所得版税留作上海老古公司的筹设和

运营之用。原告所主张的书籍是老古公司在南怀瑾

生前获得的授权，南怀瑾对此无异议。老古公司还

向法院提供了《许可使用证书》及《捐赠书》各一

份，表明南怀瑾的继承人无权继承和主张版权费，

南怀瑾已将系争作品在内的所有作品著作财产权

赠与老古公司。 

上海老古公司认为，该公司只是代老古公司收

费，只是款项流转上的代收安排，不应承担连带责

任。 

针对老古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南小舜表示，

不认可《许可使用证书》和《捐赠书》，“赠与”一

说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反诉。 

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捐赠书》落款部位“南

怀瑾”署名字迹系硬笔（签字笔）黑色墨水直接书

写而成，该署名字迹与南怀瑾签名样本字迹是同一

人书写，但鉴定部门无法确定“南怀瑾”署名字迹

的形成时间。 

在老古公司提供的《委托书》中，记者看到，

委托内容为： 

“兹委托郭姮妟为本人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全

权代理本人处理我所有的作品在大陆的全部著作

权事项。代理权限：代为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

及处理著作权许可使用的其他有关事务；代为非讼

或诉讼处理著作权纠纷，包含代为协商、代为起诉、

代为决定、变更放弃诉讼请求、代为和解或调解、

代为提起上诉或反诉、代为签收法律文书；以及代

为处理其他一切有关本人所有作品在大陆的著作

权之法律事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签署的一切文

件，本委托人均予以认可。代理人有转委托权。” 

在《许可使用证书》里，则清晰地记载着： 

第一，南怀瑾作品在中国境内的许可使用权专

属老古公司。老古公司得自行或许可第三人使用。

第二，老古公司之专属使用权期与法令规定南怀瑾

之作品权利年限同。第三，老古公司应支付之版税

权利金悉数留作筹设上海老古文化事业及其营运

之用。 

2017 年 3 月，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被告复旦

出版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向原告南小舜赔

偿经济损失 136万余元，驳回南小舜其余诉讼请求，

驳回老古公司的反诉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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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古公司、复旦出版社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

高院提起上诉。上海高院于 2017 年 6月受理后，

三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在二审过程中，南小舜于

2017 年 9 月 1 日死亡，法院依法通知南小舜的遗

嘱继承人南品仁作为被上诉人参加诉讼。 

老古公司在二审中请求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

人全部的本诉诉讼请求并支持老古公司的反诉诉

讼请求。 

老古公司认为， 

第一，原审本诉中老古公司与复旦出版社不存

在共同侵权行为，原审反诉系著作权归属争议，与

复旦出版社并无关联，且只有确定涉案著作权归属

后才能判定复旦出版社是否侵权，原审法院将应当

先后处理的法律争议在一案中审理，有违法定程序。 

第二，《捐赠书》南怀瑾签名经鉴定属实，被

上诉人主张《捐赠书》伪造但并未提交证据佐证，

原审判决否定《捐赠书》的真实性，与事实不符且

有违法律。 

第三，南怀瑾知悉老古公司以权利人名义与复

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且老古公司法定代表人郭

姮妟曾在南怀瑾在场的相关会议上提出南怀瑾作

品版权归属于老古公司，可证明南怀瑾确已将作品

著作权赠与老古公司，但原审判决遗漏此事实。 

复旦出版社上诉请求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

的全部诉讼请求，其认为， 

第一，《捐赠书》上的南怀瑾签名经司法鉴定

已确认真实性，根据《捐赠书》南怀瑾已将其所有

著作权赠与老古公司，老古公司作为权利人有权与

复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原审判决否定该《捐赠

书》的真实性，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二，依据南怀瑾出具给郭姮妟并经公证的

《委托书》，郭姮妟有权出具《许可使用证书》，该

《许可使用证书》已对南怀瑾作品的许可使用权作

出处分，原审判决将《许可使用证书》的法律性质

认定为转委托，属法律适用错误。 

第三，复旦出版社与老古公司签订的出版合同

合法有效且南怀瑾均知情，南怀瑾去世不影响合同

的继续履行，南怀瑾去世后复旦出版社暂缓支付剩

余版权费，系因当时客观上难以区分著作权归属，

并无主观过错，不应认定复旦出版社构成侵权并赔

偿经济损失。 

记者获悉，就在本案诉讼之前，南小舜还曾以

被告复旦出版社等未经许可擅自复制发行《南怀瑾

选集》构成侵权为由在浙江提起诉讼。2014 年 1

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南小舜

的诉讼请求。 

9 月 28 日上午，南品仁的委托代理律师及复

旦出版社法定代表人到庭，在近一个小时的宣判过

程中，他们认真倾听了法官的宣读内容，最后平静

地签收了判决书。 

 

 三大看点  法庭争锋  

在二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围绕三大争议

焦点进行了交锋。 

 一、南怀瑾是否已将其著作权赠与老古公司？ 

老古公司、复旦出版社及上海老古公司认为—

—《捐赠书》经鉴定，其上面的南怀瑾签名真实，

因此应当认定该《捐赠书》的真实性。 

南品仁认为——南怀瑾平时有预留签名的习

惯、《捐赠书》系套印伪造。 

二审法院认为——《捐赠书》的真实性尚难



132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以确认，且南怀瑾的实际行为与老古公司主张的

南怀瑾已将其著作权赠与老古公司不相符，目前

亦无其他证据表明南怀瑾已将其著作权赠与老古

公司，一审判决未认定南怀瑾已将其著作财产权

赠与老古公司，并无不妥，老古公司及复旦出版

社的上诉意见，法院难以支持。 

判决理由 

首先，依据鉴定报告，仅可确认《捐赠书》

上的南怀瑾签名真实，但无法确定该签名与《捐赠

书》打印文字的形成先后顺序，故该《捐赠书》的

真实性需结合其他情节综合分析判断。 

其次，南怀瑾 2003年之后的行为与《捐赠书》

内容相矛盾，且赠与事宜并无他人得知。2005 至

2012 年期间南怀瑾在台湾地区出版的十余本书籍

上发行人均为“南怀瑾 郭姮妟”，老古公司只是出

版者。 2012年 7 月，南怀瑾签署授权委托书将其

作品《论语别裁》日文翻译本著作权授予李想，这

表明南怀瑾当时仍认为其为著作权人，且老古公司

对南怀瑾上述行为均未持异议。 

第三，老古公司与复旦出版社 2008年及之后

签订的涉案出版合同约定向作者支付著作权许可

使用费，且 2008年 12月 17日之前复旦出版社实

际向南怀瑾个人账户支付，这与“赠与”之说相矛

盾。 

第四，虽然郭姮妟在南怀瑾等与相关出版社

商讨作品出版事宜时，曾表示南怀瑾作品属“老古

出版社的版权”，但并未得到与会的南怀瑾、出版

社人员及律师的回应，因此郭姮妟此语含义应为采

取南怀瑾授权老古公司、老古公司再授权出版社的

出版方式。 

最后，根据郭姮妟二审当庭陈述，南怀瑾 2004

年向其交付《捐赠书》时其母李素美在场，但李素

美却在2012年10月表示南怀瑾的版权版税于理于

法都属于南家子孙。 

二、老古公司是否有权许可复旦出版社出版涉案书籍？ 

复旦出版社及老古公司、上海老古公司认为—

—《许可使用证书》系郭姮妟签署，真实可信，老

古公司有权授权复旦出版社出版涉案书籍。 

南品仁认为——《许可使用证书》用语与 2001

年时的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状况不符、其公证时间与

签署日期间隔过长，系老古公司及郭姮妟为应对本

案及在浙江温州法院的诉讼而伪造。 

二审法院认为——认定《许可使用证书》真

实存在，老古公司有权许可复旦出版社出版涉案

作品。 

判决理由 

第一，上诉各方对于南怀瑾 2001 年 1 月 31

日签署的《委托书》之真实性均无异议，郭姮妟据

此具有在中国大陆地区代表南怀瑾对外订立著作

权许可使用合同的权利。 

第二，出版合同中载明老古公司为授权人，

履约过程中 2008年之前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支付至

南怀瑾个人账户、之后支付至上海老古公司，南怀

瑾对此未持异议且曾支用款项，说明南怀瑾认可老

古公司享有许可使用权并具有对外许可使用的权

利。 

第三，《许可使用证书》形成过程有台湾律师

李潮雄证言可予佐证。 

第四，《许可使用证书》的真实性已为业已生

效的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民事判决所

确认。 

最后，南品仁虽否定该《许可使用证书》的

真实性，却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佐证。 

对于郭姮妟以南怀瑾代理人名义签署的《许可

使用证书》，二审法院指出，其实质系郭姮妟代表

南怀瑾与老古公司签订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其

法律后果应直接归属于南怀瑾。郭姮妟将南怀瑾作

品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许可使用权授予老古公司、老

古公司可自行使用或授权他人使用，并未超出《委

托书》之授权范围，无须获得南怀瑾的另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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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许可使用证书》第三条关于“老古公司应支付

之版税权利金悉数留作筹设上海老古文化事业及

其营运之用”的约定并不在《委托书》明确权限之

内，该条款对南怀瑾不应发生法律效力。 

 三、复旦出版社是否构成侵权？ 

复旦出版社认为——出版南怀瑾作品是依据

复旦出版社和老古公司签订的出版合同，著作权许

可使用费系依合同支付，故不构成侵权。 

南品仁认为——复旦出版社出版南怀瑾作品

却拒不支付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构成侵权。 

二审法院认为——复旦出版社不构成侵权。 

判决理由 

首先，依据涉案《委托书》和《许可使用证

书》的内容，老古公司有权许可复旦出版社出版南

怀瑾作品。 

其次，复旦出版社出版作品后，于 2008年之

前向南怀瑾个人账户支付涉案作品的著作权许可

使用费，2008 年之后，复旦出版社向老古公司指

定的上海老古公司账户支付著作权许可使用费，南

怀瑾对此不持异议且曾于 2009年 8月从上海老古

公司支取费用。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本

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

表示的，视为同意”的规定，应认定南怀瑾对此知

情并同意，即南怀瑾对涉案老古公司与复旦出版社

出版合同项下之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支付对象进

行了变更，该行为具有法律效力，且老古公司及复

旦出版社对此不持异议并已实际开始履行。 

二审法院特别指出，上海老古公司有权收取涉

案作品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是基于上述 2008年

南怀瑾对其作品著作权许可使用费作出的处分，而

非南怀瑾对涉案《许可使用证书》第三条的追认，

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南怀瑾对其进行了追认。 

第三，因南怀瑾以其行为于 2008年对涉案作

品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进行了处分，2008 年之后

复旦出版社向上海老古公司支付涉案作品的著作

权许可使用费，系其正常履约之举，且南怀瑾于

2008至 2012年近四年间均未表示异议。南怀瑾死

亡后，在就其作品著作权发生纠纷的情况下，复旦

出版社暂缓支付涉案作品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与

常理不悖。 

二审法院认为，老古公司将作品许可复旦出版

社出版与南怀瑾本人意志不相违背，出版合同的实

际履约情况与《许可使用证书》的有效条款及南怀

瑾本人意愿互不相悖，复旦出版社前期向南怀瑾、

后期根据老古公司指令向上海老古公司支付著作

权许可使用费，系正常履约行为，亦不与南怀瑾本

人意愿相违，因此本案中复旦出版社并不存在侵权

行为。 

二审法院同时指出，老古公司享有南怀瑾作品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许可使用权并可授权他人使用、

上海老古公司可收取出版合同项下之著作权许可

使用费，老古公司、上海老古公司在法律上均为各

自独立的主体，如利益相关方对此持有异议，可另

行解决。 

事件时间线 

1980年：南怀瑾在台湾创办老古公司 

1994年：老古公司的部分股份转登记至郭姮

妟名下 

2001 年 1 月：南怀瑾签署《委托书》，授权

郭姮妟处理著作权事务 

2001年 6月：郭姮妟签署《许可使用证书》 

2003年 9月：上海老古公司成立 

2004 年 10 月：老古公司董事长由南怀瑾变

更为郭姮妟，南怀瑾的股份同时变更登记于郭姮

妟名下 

2007 年 10 月：郭姮妟和其母李素美成为上

海老古公司股东 

2008 年 12 月：复旦出版社的支付方式从向

南怀瑾个人账户支付著作权许可使用费变更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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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古公司账户支付 

2009 年 8 月：南怀瑾安排老古公司汇出 50

万元给相关账户 

2012年 9月：南怀瑾逝世 

2012 年 10 月：李素美表示南怀瑾的版权版

税属于南家子孙 

2014 年 1 月： 浙江温州中院就南小舜诉复

旦出版社等未经许可擅自复制发行《南怀瑾选集》

构成侵权一案作出终审判决 

2014年 4月：南怀瑾在台湾养育的 4位子女

声明放弃南怀瑾大陆遗产（包括著作权益）继承

权 

2014年 5月：南怀瑾在大陆养育的子女之一

南宋钏，放弃南怀瑾大陆遗产（包括著作权益）

的继承权 

2014 年 10 月：南怀瑾在大陆养育的子女之

一南小舜，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一审诉讼 

2015 年 4 月: 老古公司向上海一中院提交

《捐赠书》（《捐赠书》显示署期时间为 2003年 2

月） 

 

2015年 9月：老古公司提起反诉 

2017年 3月：上海一中院作出一审判决 

2017年 6月：上海高院受理老古公司、复旦

出版社上诉请求 

2017年 9月：南小舜去世，上海高院依法通

知南小舜的遗嘱继承人南品仁作为被上诉人参加

诉讼 

今日（2018年 9月 28日）：上海高院作出终

审判决 

记者：严剑漪 

通讯员：郭燕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编辑：陈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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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房产、股权、信托 

房产 

儿子强占母亲拆迁款 法院这样判…… 

2018-09-06 山东高法  

https://mp.weixin.qq.com/s/PpJZPTFjBCYBMP4QrGRn3A 

基本案情 

原告叶某系被告王某之母。2017年王某所在

某村庄改造搬迁，根据搬迁的规定，居民可据此获

得房屋租赁费及拆迁奖励。叶某之子王某在没有告

知王某的情况下领取了本属于叶某所有的房屋租

赁费及拆迁奖励，其所在村村委会出具两份证明，

证实叶某按照规定应分得安置楼房八十平方米，叶

某拆迁前实有房屋三间，在儿子王某处。庭审中，

王某亦认可拆迁租赁补助费 9600 归叶某所有，并

领取了三间房屋的拆迁奖励 3000 元。 

 

该案审理法官——民一庭副庭长王敏 

裁判结果 

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

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被告王某同意

涉案 9600元拆迁租赁补助费归叶某所有，本院予

以确认。王某认可涉案三间房屋获得 3000元的拆

迁奖励，综合叶某提交的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两份

《证明》，可以认定 3000元拆迁奖励也应归叶某

所有。判决被告王某返还原告叶某拆迁租赁补助费

9600元、拆迁奖励 3000 元，以上共计 12600 元，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付清。 

典型意义 

莫让钱财割裂了亲情 

诚实守信、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新农村建设过

程中的城中村动迁安置工作成为与民息息相关的

民心工程。随着房价的飞速上涨，动迁补偿也给村

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利益面前也莫忘父母养

育之恩。本案中，王某所在村庄在 2017年 5月 24

日公布《某村村庄改造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

王某作为一家之子去村委会代表全家在安置方案

上签字确认。之后，王某领取了涉案的拆迁奖励及

租赁补助费，叶某见爱子没有将款项交于自己，便

让村委会分别于 2017年 8月 31日、2017年 9月 3

日两次为自己出具证明，证实动迁的房屋实为自己

所有。叶某在索要未果的情况下于 2018年 4月 26

日诉至本院。本来和睦相处的一家却在短短的 11

个月内被金钱割裂了亲情。承办法官向王某释法明

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决王某返还

叶某应得款项，王某亦服判息诉。“父母恩情似海

深，人生莫忘父母恩”，钱财均是身外之物，骨肉

亲情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来源：德州市德城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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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查不动产也不能任性！！！ 

原创：2018-09-12 鱼龙聊房  武夷山李炜  

https://mp.weixin.qq.com/s/uGEFdtZKMNQU_5pOdvL35Q 

不动产登记资料律师到底能不能查，应尽快出台具体

操作规定  

近日，法律朋友圈广泛流传着重庆市巴南区人

民法院的（2018）渝0113行初79号《行政判决书》，

在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代理诉讼的律师和其他诉

讼代理人有权调查收集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

凭律师执业证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

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之规定，

律师作为代理人，为了案件的需要，有权进行调查

收集证据，以完成与委托事务有关的诉讼事务。” 

“就法律位阶而言，被告拒绝提供查询服务所

依据的是《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法律层级低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律师法》，被告应当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适

用法律位阶较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为律师

提供查询服务。 

为此，该院一审审理认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

屋管理局拒绝为代理律师提供房屋查询信息服务

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依法判决确认该行政行为违

法。” 

此事引发的热议，但并未取得一面倒的支持，

基本上是律师都叫好，不动产登记人都叫屈的一种

情况。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笔者分析如下: 

双方的法律规定有冲突 

笔者作为从事登记工作多年的法律爱好者的

角度认为，其实双方都有道理，双方也都有相应的

法律依据，出现问题的核心就是律师的法律依据是

《律师法》，其虽然为上位法，但具体操作细则没

有，仅有原则性的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

律师执业证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

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但对那

些属于可以查询的有关情况，那些属于有关单位和

个人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予以阐述。 

反之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规定则明确和有操作

性，原来的《房屋登记技术规程》第 6.1.4条规定：

“登记资料不得仅以权利人姓名或名称为条件进

行查询。”明确了不得以人查房。 

而自然资源部 2018年出台的《不动产登记资

料查询暂行办法》则规定了只有权利人才可以以人

查房，其他利害关系人和准利害关系人等均不能以

人查房，该规定虽然也明确了律师作为代理人的时

候有区别于委托人的地方，如其第二十二条规定

“受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当事人委托的律师，

还可以申请查询相关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下列信

息：（一）申请验证所提供的被查询不动产权利主

体名称与登记簿的记载是否一致；（二）不动产的

共有形式；（三）要求办理查封登记或者限制处分

机关的名称。”也均可以看出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

制定的查询规定，并未对律师有什么特别的授权可

以查询无利害关系的案件当事人的不动产登记资

料，而南京案例中的案由是“民间借贷”，显然不

属于规定所述的利害关系人，因此无论登记机构按

原来的《房屋登记技术规程》还是最新的《不动产

登记资料查询暂行办法》的规定，都应该拒绝律师

的查询申请。 

解决问题的思路 

基于以上的分析，律师们视乎有点高兴的太早

了，也不应一味的去指责登记机构。基于现有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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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情况，即使有案例在先，但是拒绝律师查询的现

象并不会就此消灭，因此如要彻底的解决此类问题，

还需从立法上来予以解决。应建议司法部尽快出台

律师行使调查权的具体操作规定，对其有权调查的

范围和内容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于不动产登记资料

查询是需要由法院出具调查令来查询，还是律师可

以直接查询，查询的内容是限于登记簿结果，还是

可以查询登记的原始档案等，都应该予以明确。并

还需与相关部门协调修订各自范围内有冲突的部

门规章或者查询规定，只有这样，此类的案例也才

会得以彻底解决，不会再浪费紧张的司法资源。 

话题·争鸣 |未经公证的不动产继承登记业务难点对策 

原创：2018-09-14 中国不动产官微   沈庆  

https://mp.weixin.qq.com/s/s9DdQobHZTKxTDhz6hXFbg 

强制公证取消以来，未经公证的不动产继承登

记业务在一些地方已经逐步开展，既给广大群众带

来了诸多便利，也帮助相关从业人员积累了不少经

验。然而对于登记机构而言，办理该项业务的困难

度依然较高，不少工作人员对经办此类业务有畏难

情绪，甚至深感自己的能力无法满足组织和百姓的

殷切期望。有鉴于此，笔者尝试着站在不动产登记

受理人员的角度，对未经公证的不动产继承登记业

务面临的难点进行梳理和分析，并提供一些应对思

路。 

 难点及对策一  

关系证明提供难，依靠组织调档案。 

在窗口一线办理未经公证的不动产继承登记

业务，面临的最大难点在于要求申请人提供完整准

确的亲属关系证明。由于历史原因，申请人所提交

的当事人之间能够证明合法继承关系的材料可谓

五花八门，其中既有落款为社区、村委会的各类纸

质凭证，也有企事业单位所出具的各种“奇葩”报

告。公安部等 12个部门于 2016年 9月出台了《关

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的工作意见》,

对于“亲属关系证明”做出了明确规定：曾经同户

人员间的亲属关系，历史户籍档案等能够反映、需

要开具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在核实后出具。依

据这一规定，登记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到公安部门

调取相应的材料，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关系证明提供

难的问题。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历史材料的缺

失，尤其涉及部分新中国成立前的档案时，工作人

员时常会遇到公安户籍登记表上的家庭成员有错

登、漏登等情形，从而导致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受到

极大的挑战。因此，一味地偏听偏信公安机关所出

具的证明，既不方便群众办事，也无法确保登记结

果的准确性。 

在实际操作中，有部分申请人在申请办理未经

公证的不动产继承登记时，主动向登记机构提供了

当事人的人事档案、党员档案，包括干部履历表、

入党申请表、政审材料等，后经工作人员多方核查

发现，其依靠原组织机关所调取的档案，可信度往

往较高，内容的准确性也相较其他部门所出具的材

料高很多。以此为鉴，在办理不动产继承登记业务

时，登记机构可以充分利用《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

（试行）》（以下简称《规范》）中关于继承、受

遗赠的不动产登记申请人所需提交的申请材料的

规定，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与被继承人或遗赠人

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包括“其他能够证明相关

亲属关系的材料等”，对于确定符合受理条件的，

可以大胆予以办理。 

 难点及对策二  

材料真伪识别难，形式审查资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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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除原权属证书外，登记机构对于申

请人所递交材料的真伪识别具有一定难度，特别是

面对不动产继承登记这样的复杂业务时。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细则》）对“申请”和“查验”的工作流程有较

为详细的规定，特别是《细则》第 15条，对登记

机构受理申请后所要查验的各个要点有比较详尽

的解释，充分反映了我国不动产登记审查制度主要

采用书面审查、形式审查的基本特征。因此，在实

际操作中，对不动产登记书面申请材料侧重于查验

“一致”“齐全”“准确”，不管是从现实可行性

还是从高效便民的角度考虑都是比较合适的。登记

机构应该在充分利用现有登记档案、脸部识别系统、

身份证读卡器等软硬件措施的前提下，把主要精力

放在严格遵守登记程序和规范上。按照 《细则》

第 104条的规定，提供虚假材料等欺骗手段申请登

记的，可以根据公民意思自治原则，依法追究申请

人相应责任。 

此外，登记机构也应该创新体制机制，有条件

的地区可以尝试给从业人员购买相应的职业保险，

以解决一线窗口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 

 难点及对策三  

询问工作开展难，公证单位取真经。 

询问一直是不动产登记工作的难点，对于未经

公证的继承登记来说，需要全部继承人到场申请，

并经工作人员询问，难度尤大。而且，工作人员需

要按照询问对象身份的不同，对询问的内容突出差

异性，以加强询问工作的针对性。同时，为确保询

问内容的客观、公正，还应最大限度地排除外部干

扰，尤其是避免部分当事人有受胁迫申请登记的可

能。 

登记机构可以参照公证处等部门的工作经验，

采用设立专用问询接待室的方式，并配备相应的影

音摄录装备，对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以单独询问的

方式进行登记。如有必要的，登记机构还可以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 19条的规定，通过信

函、电话等方式，专门向有关单位了解情况，并制

作特别询问记录，以进一步调查明确相关事项。以

笔者所在江苏省张家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为例，实

践中主动联系公证部门，虚心向兄弟单位取经，并

参照其“询问笔录范本”加以修改，形成了专门的

“不动产继承登记询问笔录”。继承登记牵涉多位

法定继承人，以固定书面询问的形式开展工作，可

以满足大多数不动产登记业务的要求，保证了大多

数的登记业务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限内办结，有效降

低了登记机构的行政成本。 

 难点及对策四  

登记后果风险高，购买服务解民忧。 

未经公证的不动产继承登记业务情况复杂多

样，如遇到涉及复杂纠纷的遗产继承或遗赠等情形

更是容易面临两难困境：如果登记机构不予登记，

申请人可以认为登记机构不作为而申请行政复议

或诉讼；如登记机构经合理审慎原则办理了登记，

但其登记后果造成了利害关系人权利受损的，则又

可能会以登记结果错误为由申请行政复议或是诉

讼。 

有鉴于此，登记机构要尽快厘清所办理的继承

业务的类别，对于在核查中发现其产权尚有纠纷或

者明显违背公序良俗的继承申请明确不予受理，并

书面告知申请人，建议其通过司法途径从根本上解

决其产权归属问题。当然，这就对广大工作人员的

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为了切实

减轻群众的公证费用负担，加速推进国务院以“放

管服”为根本理念的机构改革进程，不动产登记机

构可以尝试通过申请财政落实专项资金，以购买公

证服务的方式“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真正实

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保障登记业务

办理安全、准确、高效。 

本期封面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

权请与我们联系处理 

 作者单位：江苏省张家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139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四巡案例：撤销房屋登记≠撤销房屋 

原创：2018-09-20 判例研究编辑部  

https://mp.weixin.qq.com/s/xnYEv1Aa4QztVR_cKrRm6g 

编者按 

实务中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时，人民

法院该如何裁判？ 

事实行为可以撤销么？ 

撤销房屋登记是不是就是撤销房屋？ 

本期梳理一则四巡案例，向大家解答以上问题。 

 

裁判要旨 

《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

定，“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该项所规定的确认

违法判决，主要是针对违法的事实行为。所谓事

实行为，是与法律行为相对的概念，是指一切并

非以发生法律效果为目的，而以发生事实效果为

目的的行政措施。事实行为不会对当事人的权利

义务产生创设、变更或消灭的法律效果，因而不

能成为撤销判决的对象，在其违法时只能适用确

认判决。该项所规定的确认违法判决，还适用于

在作出判决前行政行为已经了结，亦即已经执行

完毕而无恢复原状可能或因其他事由而消灭的情

形。因为该行政行为已无可撤销之效力，只能判

决确认违法。 

案情简介 

1.1997年 9月 15日，芮城县房屋产权登记发

证工作领导组将涉诉房屋登记在刘国庆母亲李玉

兰（已过世）名下。1998 年 1月 31 日，李玉兰、

刘新民立下遗嘱：“经与子女协商同意，刘国庆出

了建房总额的一半，该房由刘国庆作为唯一的继承

人。”2001年 12月 3日，该房屋转移登记至刘国

庆名下。 

2.2014 年涉诉房屋被拆除。同年 11月 9日，

刘新民向芮城县房地产管理所（以下简称芮城县房

管所）以其仍健在为由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刘国庆

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同月 12日，芮城县房管所

以 2001 年房屋转移登记时刘国庆申报不实为由，

撤销了该房屋所有权证。刘国庆不服向芮城县政府

申请复议。2015年 3月 12日，芮城县政府复议撤

销了芮城县房管所的决定。 

3.2015年 3月 15日，刘新民以同样理由向芮

城县政府申请撤销刘国庆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芮

城县政府于 2015年 6月 20日撤销了刘国庆的房屋

转移登记。刘国庆不服，于 2015年 8月 20日向运

城市政府申请复议。2015年 11月 21日，运城市

政府维持了芮城县政府的决定。刘国庆不服，提起

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芮城县政府行政决定及运城市

政府的复议决定。 

4.一审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

运中行初字第 118号行政判决：一、确认芮城县政

府于 2015年 6月 20日作出的芮政房撤字〔2015〕

第 1 号撤销刘国庆房屋转移登记决定违法；二、确

认运城市政府于 2015年 11月 21日作出的〔2015〕

19号行政复议决定违法。 

5.刘国庆、芮城县政府、刘新民不服，提起上

诉。二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晋行终

475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5）运中行初字第 118号行政判决；二、

驳回刘国庆的诉讼请求。 

6.刘国庆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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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认为 

《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

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案

中，被诉行政行为是芮城县政府作出的撤销再审申

请人刘国庆房屋转移登记的行政决定以及运城市

政府作出的维持上述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结合一、

二审裁判理由及刘国庆的再审申请理由，本案主要

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刘国庆办理房屋转移登记

是否存在“申报不实”、“隐瞒真实情况”的情形；

第二，芮城县政府作出行政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

第三，二审法院及芮城县政府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第四，一审法院对于“芮城县政府的行政行为不具

有可撤销内容”的认定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一。刘国庆主张，“结合李玉兰亲

自办理产权登记过户行为及遗嘱、刘新民亲笔书写

的材料等证据，可以证实李玉兰和刘新民将该房屋

产权赠与刘国庆”。从本案证据来看，确实不排除

刘国庆在办理房屋转移登记之时，其父母刘新民、

李玉兰有将该房屋赠与刘国庆的意思表示。房屋权

属可因赠与而发生转移，也可因买卖、继承等其他

原因而发生转移，关键在于当事人申请房屋转移登

记时是否提交了与房屋权属发生转移的原因相符

的证明材料，这也是房屋登记机关对登记申请予以

审查的基础。本案房屋转移登记发生于 2000年 11

月，当时有效的规范依据是以原建设部令第 57号

发布、自 1998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城市房屋权

属登记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亦明确：

“申请转移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以

及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第二十七条

中还规定：“登记机关应当对权利人（申请人）的

申请进行审查。凡权属清楚、产权来源资料齐全的，

初始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他项权利登记应

当在受理登记后的二个月内核准登记，并颁发房屋

权属证书。”申请人应当依据上述规定提交相应申

请材料，登记机关也应当依据上述规定对权属是否

清楚、产权来源资料是否齐全进行审查。刘国庆虽

主张系基于“赠与”而取得房屋产权，但从其申请

房屋转移登记时提交的材料来看，却并无与“赠与”

相关的材料。其提交的房屋权属发生转移的证明材

料系刘新民与李玉兰于 1998年所立的遗嘱，登记

申请书中产权来源一栏填写为“继承”，房屋产权

来源说明书中在“继承”、“本人投资建造分家析

产”两处作了勾选。结合刘国庆办理房屋转移登记

之时刘新民、李玉兰仍健在，其继承该房屋的条件

未成就这一事实，刘国庆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申报

的产权来源与事实不符是客观情况，芮城县政府认

定“该转移登记明显申报不实，实属以隐瞒真实情

况的非法手段获取房屋登记”，二审法院对此予以

认可，并无不当。刘国庆主张以“赠与”方式取得

房屋登记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二。原审法院查明，芮城县政府在

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前，其具体负责房屋登记工作的

职能部门芮城县房管所曾向刘国庆发函，明确告知

“拟申请县政府予以注销，如你对此注销行为有异

议，可在接到本函之日起 15日内向我们递交陈述

申辩的书面材料”，刘国庆向该房管所递交了异议

书，芮城县政府在被诉决定书中亦简要载明了刘国

庆的陈述申辩意见。二审法院据此认为芮城县房管

所发出公函的行为应视为芮城县政府的告知行为，

芮城县政府听取了刘国庆的申辩，并无不当。刘国

庆主张“芮城县房管所发出的公函并非芮城县政府

的行为，不等于芮城县政府履行了告知和调查程序”

的理由不能成立。芮城县政府于 2015 年 3月 12

日作出的复议决定，系以芮城县房管所无权注销刘

国庆的房屋所有权证为由，撤销了芮城县房管所作

出的注销决定。芮城县政府于 2015 年 3月 15日受

理刘新民以相同的理由再次提出的注销申请，并不

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刘国庆主张“芮城县政府在

行政复议决定未生效的情况下受理刘新民的再次

申请，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理由不能成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的异议登记只

是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



141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而可以选择的一种救济方式，并非唯一的途径，刘

国庆以刘新民未经异议登记即直接申请行政机关

予以注销，行政机关予以受理系程序违法，该理由

亦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三。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当

以行政行为作出时的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本

案房屋转移登记的时间是 2000年 11月，当时有效

的规定是《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芮城县

政府作出被诉撤销决定的时间是 2015年 6月，此

时《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已废止，《房屋

登记办法》已施行。二审法院依据《城市房屋权属

登记管理办法》判断刘国庆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是否

符合当时的规定，芮城县政府依据《房屋登记办法》

判断刘国庆的房屋转移登记是否符合撤销的条件，

适用法律均无不当。《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一条

规定：“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委员会发生法

律效力的文件证明当事人以隐瞒真实情况、提交虚

假材料等非法手段获取房屋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

可以撤销原房屋登记，收回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

明或者公告作废，但房屋权利为他人善意取得的除

外。”行政机关具有自我纠错的机能。芮城县政府

根据查明的情况，认定刘国庆以隐瞒真实情况的非

法手段获取房屋登记，从而依职权撤销其房屋转移

登记，符合上述规章的规定。 

关于焦点四。《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

二款第一项规定，“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

销内容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该项所

规定的确认违法判决，主要是针对违法的事实行为。

所谓事实行为，是与法律行为相对的概念，是指一

切并非以发生法律效果为目的，而以发生事实效果

为目的的行政措施。事实行为不会对当事人的权利

义务产生创设、变更或消灭的法律效果，因而不能

成为撤销判决的对象，在其违法时只能适用确认判

决。该项所规定的确认违法判决，还适用于在作出

判决前行政行为已经了结，亦即已经执行完毕而无

恢复原状可能或因其他事由而消灭的情形。因为该

行政行为已无可撤销之效力，只能判决确认违法。

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芮城县政府作出的撤销刘

国庆房屋转移登记的行政决定以及运城市政府作

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均系法律行为。一审法院以“本

案涉及的房屋已被全部拆除，芮城县政府的行政行

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为由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

属于混淆了撤销判决的对象。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并无不妥。 

判决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行申 2930 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国庆，女，

汉族，现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代理人柴小平，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省芮城

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山西省芮城县大禹东街 5 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军，该县人民政府县长。 

委托代理人李明波，山西省芮城县房地产管理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高奎行，山西龙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省运

城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山西省运城市河东街 248 号。 

法定代表人朱鹏，该市人民政府代市长。 

委托代理人仇航宙，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晓歌，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刘新民，男，汉族，住山西省芮城县古魏

镇。 

委托代理人张宁，山西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强，山西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刘国庆因诉山西省芮城县人民政府（以下

简称芮城县政府）、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运

城市政府）撤销房屋登记决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山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晋行终 475 号行政判决，向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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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广宇、审判员杨立初、

审判员梅芳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

终结。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7年 9月 15

日，芮城县房屋产权登记发证工作领导组将涉诉房屋登记

在刘国庆母亲李玉兰（已过世）名下。1998 年 1 月 31 日，

李玉兰、刘新民立下遗嘱：“经与子女协商同意，刘国庆

出了建房总额的一半，该房由刘国庆作为唯一的继承人。”

2001 年 12 月 3 日，该房屋转移登记至刘国庆名下。后该

房屋产权证书遗失，刘新民于 2011 年 7 月 1 日对此书写了

情况说明。2011 年 8 月 12 日，芮城县政府为刘国庆补发

了房屋所有权证。2014 年涉诉房屋被拆除，刘国庆之夫柴

小平向芮城县公安局报案称其房屋被毁坏。同年 11月 9

日，刘新民向芮城县房地产管理所（以下简称芮城县房管

所）以其仍健在为由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刘国庆持有的房

屋所有权证。同月 12 日，芮城县房管所以刘国庆申报不实，

撤销了该房屋所有权证。刘国庆不服向芮城县政府申请复

议。2015 年 3 月 12 日，芮城县政府复议撤销了芮城县房

管所的决定。2015 年 3 月 15日，刘新民以同样理由向芮

城县政府申请撤销刘国庆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2015 年 4

月 15 日，芮城县房管所向刘国庆发函，函告刘国庆可以就

其“拟申请芮城县政府注销涉诉房屋所有权证”递交书面

申辩材料。2015 年 4 月 30 日，刘国庆向芮城县房管所提

出书面异议。芮城县政府于 2015 年 6 月 20 日作出芮政房

撤字〔2015〕第 1 号行政决定，撤销了刘国庆的房屋转移

登记。刘国庆不服，于 2015年 8 月 20 日向运城市政府申

请复议。运城市政府于 2015年 8 月 25 日受理，同日向芮

城县政府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5 年 9 月 11 日，

运城市政府向刘新民送达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2015年 10

月 22 日，运城市政府将行政复议期限延期三十日。2015

年 11月 21 日，运城市政府作出〔2015〕19 号行政复议决

定，维持了芮城县政府的决定。刘国庆不服，提起行政诉

讼，要求撤销芮城县政府行政决定及运城市政府的复议决

定。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刘国庆父母于

1998 年 1 月所立遗嘱，达成的家庭协议明确刘国庆为本案

诉争房屋的唯一合法继承人。2000 年 11 月，刘国庆母亲

李玉兰将该房屋过户给刘国庆，也是在达成家庭协议后，

该房屋转移登记给刘国庆的行为应视为刘国庆父母对刘国

庆的赠与。根据刘新民 2011年 7 月 1 日书写的情况说明，

可证实芮城县政府将涉诉房屋转移登记给刘国庆及为刘国

庆补发房产证时，刘新民是明确知情的。故应认定刘国庆

向芮城县政府申请转移登记时提交的申请材料，符合法律

规定。芮城县政府主张刘国庆以隐瞒真实情况的非法手段

获取登记，无事实根据。故芮城县政府作出的撤销决定认

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芮城县政府在作出撤销决定时，

并未听取刘国庆陈述、申辩，没有告知其应当享有的权利，

属程序违法。芮城县政府没有证据证明刘国庆在办理房屋

过户过程中违反了其所引用的《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一

条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芮城县政府所作的决定，

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运

城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亦随之撤销。鉴于本案涉及的

房屋已被全部拆除，芮城县政府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

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

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九条之规

定，作出（2015）运中行初字第 118 号行政判决：一、确

认芮城县政府于 2015年 6月 20日作出的芮政房撤字〔2015〕

第 1 号撤销刘国庆房屋转移登记决定违法；二、确认运城

市政府于 2015年 11 月 21 日作出的〔2015〕19 号行政复

议决定违法。 

刘国庆、芮城县政府、刘新民不服，提起上诉。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

实基本一致。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关于芮城县政府

作出本案行政行为前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本案行政行为

属于房屋登记，不同于行政处罚，相应其作出程序不能完

全适用行政处罚程序。但根据行政程序正当原则，行政机

关在作出对相对人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时，应当履行相应

的告知义务，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本案中，芮城县

政府在作出本案行政行为前，承办房产登记的具体事务部

门芮城县房管所向刘国庆发送过公函，公函中明确告知“拟

申请芮城县政府注销涉诉房屋登记”，芮城县房管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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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城县政府职能组成部门，依法履行房屋登记职责，其该

发出公函行为应视为芮城县政府的告知行为。同时根据芮

城县房管所收到刘国庆提交的异议书，证明芮城县政府在

作出本案行政行为前，听取了刘国庆的申辩。故芮城县政

府作出本案行政行为符合程序正当原则，刘国庆认为芮城

县政府未履行告知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芮城县

政府作出本案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本案房屋转移

登记的时间为 2000年 11 月，当时原建设部颁布的《城市

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因房屋买卖、

交换、赠与、继承、划拨、转让、分割、合并、裁决等原

因致使其权属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三十日内申请转移登记。申请转移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

房屋权属证书以及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根

据该条规定，申请人申请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时，需要向登

记机关提交房屋权属发生转移的相关合同、协议、证明等

文件。在本案登记原始档案中，刘国庆的登记申请书中记

载房屋产权来源为继承，房屋产权来源说明书中同时在“继

承”与“本人投资建造分家析产”两处作了标注。根据《城

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刘国庆应当向房屋登记

机构提交与“继承”以及“本人投资建造分家析产”相应

的证明文件。本案证据显示，涉诉房屋权属发生转移的协

议为刘新民与李玉兰所立的遗嘱，但事实上芮城县政府为

刘国庆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立遗嘱人刘新民、李玉兰仍

健在，刘国庆继承该房屋的条件未成就，故申请人申请房

屋转移登记时存在申报不实，隐瞒真实情况的情形。刘国

庆认为上述“遗嘱”名为遗嘱，实为家庭协议，应视为其

以“赠与”方式取得涉诉房屋，但该“赠与”又与其提交

的申请书、房屋产权来源说明书记载的产权来源内容不一

致，导致提供的登记材料形式要件不相统一，不符合《城

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房产登记部门未

尽到审查义务。关于刘国庆于 2000 年 11 月办理房屋转移

登记时,房屋权属来源属于继承还是赠与，实质上是刘国庆

与刘新民之间对涉诉房屋的权属问题产生的争议，该争议

属于与本案行政行为相关的民事基础性行为，不属于人民

法院行政诉讼审查范围。当事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加

以解决。三、关于运城市政府的复议程序是否合法。运城

市政府于 2015年 8月 24日收到刘国庆的行政复议申请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分别

向被申请人芮城县政府和利害关系人刘新民发出行政复议

答复通知书和参加行政复议通知。在审查过程中，运城市

政府认为该案情况复杂，决定延期审理 30 日，并将延期审

理通知书送达各方当事人，最后于 2015 年 11 月 21 日作出

行政复议决定，未超法定行政复议期限。故运城市政府作

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

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八

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2016）晋行终 475 号

行政判决：一、撤销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

运中行初字第 118 号行政判决；二、驳回刘国庆的诉讼请

求。 

刘国庆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

但认定本案涉及的房屋已被全部拆除，芮城县政府的行政

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以此确认两再审被申请人的行政

决定、复议决定违法，属适用法律不当。二、二审法院认

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审判人员有枉法

裁判等违法行为。1.芮城县政府未经调查程序，未告知刘

国庆陈述和申辩，程序严重违法。芮城县房管所发出的公

函并非芮城县政府的行为，不等于芮城县政府履行了告知

和调查程序。二审法院却将该公函视为芮城县政府的告知

行为，系故意违背事实枉法裁判。芮城县政府在行政复议

决定未生效的情况下受理刘新民的再次申请，违反一事不

再理的基本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

对于产权有争议的，刘新民应当进行异议登记，并在十五

日内起诉，在刘新民明显违反上述规定、申请注销刘国庆

的产权证的情况下，芮城县政府受理并撤销房屋转移登记

明显程序违法。2.芮城县政府撤销涉案房屋转移登记主要

证据不足。本案所涉的“遗嘱”明为遗嘱，实为家庭协议，

该协议明确刘国庆系本案唯一的合法权利人。房屋来源说

明书、登记申请书均系房屋原权利人李玉兰亲笔所写，办

理登记系李玉兰所为，李玉兰与刘新民商议后自愿将该房

产登记在刘国庆名下，系自行处分其权利的赠与行为，意

思表示真实，从刘新民书写的《情况说明》可知其对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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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确知情和同意的。虽然房屋产权来源说明书存在瑕疵，

结合李玉兰亲自办理产权登记过户行为及遗嘱、刘新民亲

笔书写的材料等证据，可以证实李玉兰和刘新民将该房屋

产权赠与刘国庆。且产权转移登记历时十四年之久，刘新

民也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其现申请撤销房屋转移登记明显

于法无据，也超过了法定的 2年诉讼时效。二审法院认定

刘国庆申报不实，属歪曲事实，颠倒举证责任的分配。3.

《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于 2008 年 7月 1 日废止，

二审法院适用已废止的部门规章作为依据，适用法律、法

规错误。涉案房屋转移登记不属于《房屋登记办法》第八

十一条规定的情形，芮城县政府依据该条规定撤销房屋转

移登记，适用法律错误，系滥用职权。4.运城市政府的复

议流于形式，在芮城县政府行政决定明显违法的情况下，

维持该行政决定的复议决定不合法。综上，依据《行政诉

讼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第八项之

规定，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撤销一审和二审行政判决；

依法改判撤销芮城县政府 2015年 6 月 20 日作出的芮政房

撤字〔2015〕第 1 号决定及运城市政府 2015年 11 月 21

日作出的〔2015〕19 号行政复议决定。 

芮城县政府提交答辩意见称：1.涉案房屋转移登记是

刘国庆单方申请的，登记申请书和房屋产权来源情况说明

书中均明确填写“继承”，而此时作为房屋所有人的刘新

民夫妻二人仍健在，且现今刘新民一再对转移登记提出撤

销申请，这足以证明刘国庆申请时存在隐瞒真实情况的情

形。且刘国庆以继承为由申请转移登记，仅提交了遗嘱，

未提交被继承人死亡的相关证明文件，也是明显错误的。

2.因赠与发生房屋产权转移的登记，必须由赠与人与受赠

人双方共同申请，并提供赠与人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的相

关协议等资料，而本案所涉转移登记资料中，却无一显示

与“赠与”相关的资料。3.不动产登记涉及专门场所、专

业人员编配及档案管理等问题，都是由政府职能部门具体

负责办理，不可能由县政府具体办理。在刘新民提出撤证

申请后，芮城县房管所曾致函刘国庆明确说明相关情况，

刘国庆也递交了异议书明确进行了陈述和申辩，故行政决

定程序不存在对刘国庆的知情权及陈述申辩权构成损害的

问题。 

运城市政府提交答辩意见称：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

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请

求依法驳回刘国庆的再审申请。 

刘新民提交答辩意见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

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刘国庆提出的再审申请于法无据

且不合情理，请求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

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案中，

被诉行政行为是芮城县政府作出的撤销再审申请人刘国庆

房屋转移登记的行政决定以及运城市政府作出的维持上述

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结合一、二审裁判理由及刘国庆的

再审申请理由，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刘国庆

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是否存在“申报不实”、“隐瞒真实情

况”的情形；第二，芮城县政府作出行政决定的程序是否

合法；第三，二审法院及芮城县政府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第四，一审法院对于“芮城县政府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

销内容”的认定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一。刘国庆主张，“结合李玉兰亲自办理产

权登记过户行为及遗嘱、刘新民亲笔书写的材料等证据，

可以证实李玉兰和刘新民将该房屋产权赠与刘国庆”。从

本案证据来看，确实不排除刘国庆在办理房屋转移登记之

时，其父母刘新民、李玉兰有将该房屋赠与刘国庆的意思

表示。房屋权属可因赠与而发生转移，也可因买卖、继承

等其他原因而发生转移，关键在于当事人申请房屋转移登

记时是否提交了与房屋权属发生转移的原因相符的证明材

料，这也是房屋登记机关对登记申请予以审查的基础。本

案房屋转移登记发生于 2000年 11 月，当时有效的规范依

据是以原建设部令第 57 号发布、自 1998 年 1月 1 日起施

行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十七条第

二款亦明确：“申请转移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

证书以及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第二十七条

中还规定：“登记机关应当对权利人（申请人）的申请进

行审查。凡权属清楚、产权来源资料齐全的，初始登记、

转移登记、变更登记、他项权利登记应当在受理登记后的

二个月内核准登记，并颁发房屋权属证书。”申请人应当

依据上述规定提交相应申请材料，登记机关也应当依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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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规定对权属是否清楚、产权来源资料是否齐全进行审查。

刘国庆虽主张系基于“赠与”而取得房屋产权，但从其申

请房屋转移登记时提交的材料来看，却并无与“赠与”相

关的材料。其提交的房屋权属发生转移的证明材料系刘新

民与李玉兰于 1998 年所立的遗嘱，登记申请书中产权来源

一栏填写为“继承”，房屋产权来源说明书中在“继承”、

“本人投资建造分家析产”两处作了勾选。结合刘国庆办

理房屋转移登记之时刘新民、李玉兰仍健在，其继承该房

屋的条件未成就这一事实，刘国庆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申

报的产权来源与事实不符是客观情况，芮城县政府认定“该

转移登记明显申报不实，实属以隐瞒真实情况的非法手段

获取房屋登记”，二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并无不当。刘

国庆主张以“赠与”方式取得房屋登记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二。原审法院查明，芮城县政府在作出被诉

行政行为前，其具体负责房屋登记工作的职能部门芮城县

房管所曾向刘国庆发函，明确告知“拟申请县政府予以注

销，如你对此注销行为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函之日起 15

日内向我们递交陈述申辩的书面材料”，刘国庆向该房管

所递交了异议书，芮城县政府在被诉决定书中亦简要载明

了刘国庆的陈述申辩意见。二审法院据此认为芮城县房管

所发出公函的行为应视为芮城县政府的告知行为，芮城县

政府听取了刘国庆的申辩，并无不当。刘国庆主张“芮城

县房管所发出的公函并非芮城县政府的行为，不等于芮城

县政府履行了告知和调查程序”的理由不能成立。芮城县

政府于 2015年 3月 12 日作出的复议决定，系以芮城县房

管所无权注销刘国庆的房屋所有权证为由，撤销了芮城县

房管所作出的注销决定。芮城县政府于 2015年 3月 15 日

受理刘新民以相同的理由再次提出的注销申请，并不违反

一事不再理原则。刘国庆主张“芮城县政府在行政复议决

定未生效的情况下受理刘新民的再次申请，违反一事不再

理的基本原则”，理由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规定的异议登记只是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

载的事项错误而可以选择的一种救济方式，并非唯一的途

径，刘国庆以刘新民未经异议登记即直接申请行政机关予

以注销，行政机关予以受理系程序违法，该理由亦不能成

立。 

关于焦点三。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当以行政行

为作出时的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本案房屋转移登记

的时间是 2000年 11 月，当时有效的规定是《城市房屋权

属登记管理办法》；芮城县政府作出被诉撤销决定的时间

是 2015 年 6 月，此时《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已废

止，《房屋登记办法》已施行。二审法院依据《城市房屋

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判断刘国庆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是否符

合当时的规定，芮城县政府依据《房屋登记办法》判断刘

国庆的房屋转移登记是否符合撤销的条件，适用法律均无

不当。《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仲裁委员会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件证明当事人以

隐瞒真实情况、提交虚假材料等非法手段获取房屋登记的，

房屋登记机构可以撤销原房屋登记，收回房屋权属证书、

登记证明或者公告作废，但房屋权利为他人善意取得的除

外。”行政机关具有自我纠错的机能。芮城县政府根据查

明的情况，认定刘国庆以隐瞒真实情况的非法手段获取房

屋登记，从而依职权撤销其房屋转移登记，符合上述规章

的规定。 

关于焦点四。《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

项规定，“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人

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该项所规定的确认违法判决，主

要是针对违法的事实行为。所谓事实行为，是与法律行为

相对的概念，是指一切并非以发生法律效果为目的，而以

发生事实效果为目的的行政措施。事实行为不会对当事人

的权利义务产生创设、变更或消灭的法律效果，因而不能

成为撤销判决的对象，在其违法时只能适用确认判决。该

项所规定的确认违法判决，还适用于在作出判决前行政行

为已经了结，亦即已经执行完毕而无恢复原状可能或因其

他事由而消灭的情形。因为该行政行为已无可撤销之效力，

只能判决确认违法。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芮城县政府作

出的撤销刘国庆房屋转移登记的行政决定以及运城市政府

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均系法律行为。一审法院以“本案

涉及的房屋已被全部拆除，芮城县政府的行政行为不具有

可撤销内容”为由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属于混淆了撤

销判决的对象。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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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刘国庆主张二审法院存在枉法裁判等情形，因

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再审申请人刘国庆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

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刘国庆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李广宇 

审 判 员  杨立初 

审 判 员  梅  芳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骆芳菲 

书 记 员  张  兰 

不动产登记继承必须公证，国务院督查组说不 

2018-09-21 鱼龙聊房  

https://mp.weixin.qq.com/s/JiZpI6_eLKvba-i-W9NeeQ 

规定已废止 2年桂林一部门仍执行，国务院

督查组曝光！ 

目前已整改 

来自 广西新闻网 

早在 2016年 7月，司法部已发布通知，废止

在房产登记管理中须公证的措施，意味着继承房产

可以不用公证。但两年多来这一政策在桂林未落实。 

近日，国务院督查组进行了暗访，此事经中央

电视台报道后，相关部门立即进行了整改。 

国务院督查组暗访曝光问题 

近日，桂林有群众反映，继承房产变更登记被

要求“必须公证”。 

8月 31日下午，国务院督查组来到桂林市不

动产登记和房产交易中心进行了暗访。当问到办理

继承过户需要什么材料时，工作人员称，需要继承

公证书、免税证明、原来的房产证、土地证。 

据了解，早在 2016年 7月，司法部就发了关

于废止《司法部建设部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

证的联合通知》的通知，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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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所发的上述通

知已不再适用，决定予以废止。 

 
9 月 7 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国务院督查组暗访桂林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的情况。视频截图 

也就是说，“继承房产变更登记必须进行继承

权公证”的要求，早在两年前就已废止，但在桂林

市却没有落实。群众办理继承不动产过户，仍被要

求提供继承权公证书，并为此需要花上一笔公证费

用。 

面对国务院督查组，桂林市不动产登记和房产

交易中心负责人称，非公证继承不动产也可以办，

但桂林市没有办过一宗。 

相关部门称：对新规“不懂如何操作”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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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房产必须公证的通知已废止，为何两年多

未落实？ 

桂林市不动产登记和房产交易中心负责人温

作丰介绍称，之前不动产登记和房产交易是分开的，

群众办业务要跑交易、档案、税务、权籍、不动产

5个部门。为了快捷便民，桂林市将不动产登记和

房产交易合并成立一个中心，于今年 6月正式挂牌。 

他们也知道可以不用公证就能办理继承不动

产，但不懂如何操作。因为工作人员对这块业务不

熟，以前都是凭公证书办理，风险小。如果不公证，

工作人员担心办错了登记，若有其他继承人来投诉，

怕会承担赔偿责任。 

温作丰说，之前他们曾接了两宗非公证继承遗

赠不动产业务，但最后还是在公证处的帮助下完成

的，每宗公证费用 1000元，还欠着账，没有让市

民交。基于上述原因，所以该中心还是沿用以前的

方式，引导市民用公证的方式来办理继承不动产。 

回应：已整改，已受理非公证继承业务 

此事经中央电视台报道后，桂林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马上进行整改，完善非公证继承（受遗赠）环

节，开始受理不动产继承（受遗赠）登记。 

 

▲桂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添加非公证继承（受遗赠）问询室。 

9月 18日，记者来到桂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在办证大厅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市民井然有序

地按号排队办理相关业务。 

记者在桂林市不动产登记和房产交易中心看

见非公证继承（受遗赠）不动产登记流程图已经挂

了出来，添加非公证继承（受遗赠）问询室以及录

音、录像设备。 

 

▲业务大厅里摆出了非公证继承（遗赠）不动产登记流程图。 

桂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人温作丰告诉记

者，现在已开始受理不动产继承（受遗赠）登记业

务。不动产继承（受遗赠）登记申请人可以选择公

证，也可以不用公证，不作强制要求。 

持夫妻共同遗嘱申请可否受理 

原创：2018-09-25 不动产登记   金绍达  

https://mp.weixin.qq.com/s/H96LeZpd9bEoK8tJZed69w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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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县不动产登记机构询问：最近，有王某因父

母相继去世，前来我处申请继承登记。王某出具了

2011年的一份公证书，是王某父母的共同遗嘱，

遗嘱指定父母的房产由其女儿王某继承。我们以前

没有受理过持夫妻共同遗嘱的申请，问：夫妻共同

遗嘱和一般遗嘱有什么不同？对这一起登记我们

可否受理？ 

金绍达：对于夫妻是否可以设立共同遗嘱，学

界存在不同的看法。 

世界各国对此也有不同的规定，有一些国家就

立法禁止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设立共同遗嘱（如法

国），也有些国家立法规定夫妻可以设立共同遗嘱

（如德国）。 

我国《继承法》既未规定可以设立共同遗嘱，

但也无禁止性规定。因此，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

原则，夫妻双方应是可以用共同遗嘱处分其共同财

产。如果遗嘱已经进行过公证，则可以证明其真实

性和合法性。 

在继承中遇到的夫妻共同遗嘱，其内容不外乎

三种：一是在共同遗嘱中指定继承人；二是互相指

定由健在的对方继承；三是互相指定先由健在的对

方继承，待双方都死亡后，再由指定的继承人继承。 

对于共同指定第三人为遗产继承人的共同遗

嘱，应当在共同遗嘱人都死亡后整个共同遗嘱才发

生效力。一方死亡后，如果健在的一方改变自己的

遗嘱，至少不应影响遗嘱继承人对已成为遗产部分

的继承。 

对于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的夫

妻共同遗嘱，自任何一方死亡时即可生效。因为在

这种情况下，健在一方的意思表示因不再有实际意

义而无须考虑。 

对于第三种情况，一方死亡仅导致遗嘱部分生

效，双方都死亡时遗嘱方才全部生效。 

可见，夫妻共同遗嘱和一般遗嘱的主要区别就

是遗嘱的生效时间，一般的遗嘱从立遗嘱人死亡时

生效，而夫妻共同遗嘱一般并不因为某一方死亡而

全部生效。 

在实际工作中，如果遇到上述第三种情况，由

于相应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登记机关处理较为棘手：

如果立遗嘱一方死亡，此时遗嘱部分生效，登记机

关如果允许健在一方持此遗嘱先登记为其所有，就

会带来一个问题：日后健在一方有可能作为登记簿

记载的权利人另立遗嘱，这样就会违背共同遗嘱的

原意。如果登记机关不允许其登记，理由又明显不

足。所以，登记机关可以建议当事人待遗嘱全部生

效后再来申请。如果健在一方坚持要申请登记的，

应当允许持此遗嘱先登记为其所有。日后如果因健

在一方另立遗嘱、违背共同遗嘱的原意而发生纠纷，

则是共同遗嘱本身的弊病所引起，并非登记机关所

能解决。因此，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前，对于此类

申请，可以在登记簿上注明：根据夫妻共同遗嘱登

记，以示区别。 

从本例来看，立遗嘱人均已死亡，遗嘱已全部

生效，登记机关可以受理。 

“询问房屋共有人”职责的理论分析与实务探讨 

2018-09-2 鱼龙聊房  王逢逢  

https://mp.weixin.qq.com/s/3IxjLmOOn4-1F6QiWQdu_Q 

引言 

《物权法》十二条规定，登记机构应当“就相

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依法履行询问职责成为

登记程序合法的重要条件之一。实务操作中，不同

登记机构对询问的内容、形式和询问结果的处理方

式不尽相同，甚至有登记机构对申请登记房屋是否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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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共有人的询问演变成对申请人婚姻关系的审

核，造成在一个登记法律体系下出现多个实务版本

的局面，让申请人无所适从。 

 问题的提出  

对“询问是否存在共有人”职责的误读导致变

相审核申请人婚姻状况，不仅加重申请负担，降低

登记效率，也将登记机构陷入困境。以自然人购置

新建商品房申请办证为例，尽管购房合同和契税发

票均指向房屋权利人为一人，但考虑可能存在的 

“隐性共有人”，一旦购房人对房屋做出不存在共

有人的回答，登记机构即要求购房人提供未（再）

婚具结声明书、结（离）婚证、丧偶证明、夫（妻）

另外一方放弃房屋所有权的约定等材料，以进一步

佐证询问结果。2015年 8月 27日《民政部关于进

一步规范（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相关工作的通知》

（民函〔2015〕）发布以后，各地民政部门纷纷表

示，除部分涉外公证事项外均不再出具（无）婚姻

记录证明；各地公安部门也频频在网上“怼“乱开

证明的现象，缩小证明开具范围。申请人面临的，

不是因开具相关证明多费周折，就是为签订夫妻财

产约定难于启齿，申请人负担加重，登记效率降低，

登记机构也不免遭到质疑和投诉。造成以上多方尴

尬的情形，与其将之归结为不动产登记法律体系的

不明确、不完善或地方法院强加给登记机构的责难，

不如说是登记机构对“就相关事项询问申请人”在

认识和理解上存在误区。 

 有关询问职责的几个基本论点  

“询问申请人”是法定职责 

《物权法》十二条规定，登记机构应当“就相

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原《房屋登记办法》十

八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查验申请登记资料，

并根据不同登记申请就申请登记事项是否是申请

人真实意思表示、申请登记房屋是否为共有房屋、

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是否同意更正及申请登

记材料中需进一步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询问申请

人”。由此可见，对申请人就登记相关内容进行询

问是法律赋予登记机构的职责。 

询问的内容和形式应当符合规范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下称《操作规范》）

明确，不动产登记工作人员就不同申请事项询问申

请人以下内容：一是申请登记事项是否申请人真实

意思表示，二是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是否存在共有人，

三是存在异议登记的，申请人是否知悉存在异议登

记的情况，四是不动产登记机构需要了解的其他与

登记有关的内容。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点，

由《操作规范》可知，对询问内容所做的操作仅仅

止于“询问”并“记录询问结果”及查验“申请内

容与询问记录是否一致”，而不必要求申请人对询

问结果进行举证；第二点，只有在与申请登记事项

或提交申请资料有关时，申请人婚姻状况才是登记

机构应当询问的内容，否则，申请人婚姻状况不属

于登记机构依法应当询问的内容。  

询问只起到辅助审核作用 

《物权法》赋予登记机构在查验登记资料过程

中就存在的疑问对申请人加以询问的权限，申请人

需确认其提交的登记资料及申请登记事项等系其

真实意思表示，就登记机构提出有关登记事项或登

记资料的疑问做出回答。询问申请人主要起到辅助

审核作用，而非由“询问”凭空生出登记资料不存

在的内容来。登记机构应当核对关于“房屋是否存

在共有人”的询问结果是否与其提交登记基础文件

一致，而非求证询问结果的真实性。事实上，若申

请人蓄意隐瞒，除了法院，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法

确保询问结果和真实权利状态一致。 

询问记录不能突破登记基础资料决定物权属

性 

众所周知，登记的基础文件是物权确立的依据，

询问是辅助审查手段，申请人婚姻状况不是依法必

须询问的内容，关于房屋是否共有的询问结果应当

与申请人提交登记资料一致，一旦出现不一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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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仅凭借询问结果登记共有状况。登记机构企图通

过审查婚姻关系以求证关于共有情况的询问结果

与实际权利状况一致而忽略登记的基础文件对物

权确立的决定性作用，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一方面

逾越了本身审查能力范围，另一方面又疏漏了对登

记资料与申请登记事项一致性的审查，最终只会为

“揪”出“隐性共有人”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偏

离了登记工作的本质。 

有关共有情况的询问结果与提交 

登记资料不一致时的解决思路 

典型案例 

同样以购置新建商品房申请办证为例，购房合

同和契税发票均指向房屋权利人为一人，所有登记

资料都显示无共有人参与购房活动，若申请人提出

房屋存在共有人，并要求将共有人姓名和共有状况

记载于登记簿，登记机构该如何登记？ 

解决思路 

登记机构最重要的审查义务是对登记资料、申

请事项和申请主体一致性的审查。申请人提交登记

资料显示无共有人，申请人接受询问时却表示房屋

存在共有人（不论是基于何种关系的共有），如受

理人员直接依据询问结果将房屋登记为共有，则存

在明显的对登记一致性审查的疏漏。这种情况下，

表面上申请人提出的是一个诉求，但实务操作通过

两个业务类型实现结果较为妥当。即：先依据购房

合同、契税完税凭证等资料登记在一人名下，再申

请部分权属转移，登记为共有。另外，依据《物权

法》第二十条，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效力在于限制抵

押人处分不动产，这种处分，不应排除对份额的处

分。如申请登记房屋存在抵押预告登记，应考虑抵

押预告登记权利人意见。 

转自 江苏省不动产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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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新闻 

为房子反目成仇 妹妹竟咬伤姐姐 

2018-08-31 稿件来源：上海法治报 B08：法治庭审  见习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http://newspaper.jfdaily.com/shfzb/html/2018-08/31/content_99726.htm 

□见习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亲姐妹本应相亲相爱，然而为了一套

房子，却反目成仇，多次闹上法庭。日前，双方再

次来到法庭，这次是妹妹咬伤了姐姐，最终宝山区

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均有责任，判决妹妹赔

偿姐姐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共计 2168元。 

陈阿姐是陈阿妹的亲姐姐。1994年 10月，两

姐妹的父亲作为承租人的一套房屋动迁了，父亲与

陈阿妹夫妇三个人作为被安置对象，受配到了位于

宝山区的一套公房内。 

1999 年，经父亲与陈阿妹夫妇协商一致，同

意由陈阿妹买下公房的产权。此后，虽然陈阿妹成

为了房屋的产权人，但房子一直由父亲和陈阿姐居

住。2013 年 2 月，父亲去世后，姐姐却以各种理

由拒绝搬走。2017 年，陈阿妹将姐姐起诉到法院

要求搬离。同年 4月，宝山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陈阿

姐将房子返还给妹妹。 

陈阿妹本以为事情已了，便打算将房屋出售。

2017年 12月的一天，陈阿妹和房产中介以及看房

人到达该房屋时，陈阿姐夫妇却突然出现。姐妹为

房争执不休，进而演化成了一场肢体冲突。其间，

陈阿妹咬了姐姐，造成姐姐右手皮肤及拇指受轻微

伤，后来公安人员赶到之后制止了双方的争斗。这

次，陈阿姐将妹妹告上了法院，要求妹妹赔偿因咬

伤导致的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等

各项费用共计 1万元。 

庭审中，陈阿妹辩称，咬伤姐姐是事实，但那

是情急之下的举措，且自己已受到派出所行政处罚，

因此对姐姐主张的损失，仅同意承担医药费，其他

费用均不同意承担。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陈阿姐和陈阿

妹两姐妹因房屋权属问题产生矛盾由来已久。事发

当天，姐妹俩均未能冷静妥善应对，以致发生肢体

冲突，造成姐姐被咬伤，双方均负有责任。宝山法

院综合考量纠纷起因、经过等情况，酌情确定妹妹

承担 55%的责任，姐姐自行承担 45%的责任。法院

判决妹妹赔偿姐姐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共计

2168元，姐姐的其余诉请不予支持。  

（文中人名为化名） 

团伙作案 100多起涉案金额达 500多万元 

南浔警方揭假冒相亲类通讯网络诈骗内幕 

2018-09-01 稿件来源：法制日报视点  本报记者 王春  本报通讯员 杨悦 陆诗琦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80901/Articel05004GN.htm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杨悦  陆诗琦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警方在湖北省天门

市警方的配合下,在天门市打掉一个特大通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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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团伙,抓获以犯罪嫌疑人廖某凯、吴某辉为首

的 12 名团伙成员,破获湖州公安史上最大假冒相

亲类通讯网络诈骗案。经初查,这一团伙在全国作

案 100多起,涉案金额达 500多万元。 

事情还要从今年 6 月讲起,6 月 22 日,南浔派

出所接到杨先生报警称,他在相亲网站上谈了个女

友,给其转账 27万余元,结果现在联系不上人。南

浔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单身的杨先生今年 28 岁,多年前从湖北省武

汉市来到南浔打工,现在是某工地上的一个小领导,

腰包鼓了,人生大事也该考虑了。今年 2月,他在国

内某知名相亲网站上注册会员后,便加上了心仪女

生的微信。通过一段时间的微信聊天,双方都有些

了解,在确立男女朋友关系后,3月 16日,杨先生到

武汉与女友见面。女友带着杨先生在商场买衣服鞋

包,为了在女友面前好好表现,杨先生见面当天就

花了 1.3万余元。 

杨先生回南浔之后,有一天女友发微信给他,

说闺蜜出车祸在医院治疗,钱不够需要向杨先生借。

杨先生不疑有他,立刻转账给女友。之后,女友又以

父亲生病需要钱、自己开店需要钱等各种理由向杨

先生借钱,杨先生都毫不犹豫地给女友微信转账。

至今年 5月,杨先生一共给女友转账 27万余元。 

6月 17日,杨先生和女友约好在武汉火车站碰

面,但当杨先生准时到达武汉火车站赴约时,却怎

么也联系不上女友。直到这时,杨先生才意识到自

己可能被骗了。6月 22日,杨先生向湖州市公安局

南浔分局南浔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警后,南浔分局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

织刑侦大队、南浔派出所抽调精干力量展开专案侦

查。警方随后判定,此案为冒充相亲人员进行诈骗

的通讯网络诈骗案件,深入分析后发现一个藏匿于

湖北省天门市的作案窝点。随即,南浔警方组织力

量前往湖北天门开展工作,经踩点摸排,确定了该

窝点的具体位置。8月 15日,在天门警方的配合下,

民警在天门市某花园别墅内抓获犯罪嫌疑人廖某

凯、吴某辉等 12人。 

经查,这一诈骗团伙共 12名男性犯罪嫌疑人,

与杨先生聊天的“女友”其实是男性犯罪嫌疑人,

其中主要与杨先生沟通的是嫌疑人廖某凯。据其他

几名嫌疑人交代,这一诈骗团伙“纪律严明”,不允

许成员与相亲男子有借钱行为,而廖某凯一时财迷

心窍,找了各种借口骗取杨先生钱财。结果就是因

为他的行为,民警得以顺藤摸瓜,最终将这一诈骗

团伙一锅端。 

经查,这一诈骗团伙成员通过在各大相亲网站

上注册账号,留下虚构的信息和自己操控的微信号,

通过与相亲网站上的男子微信聊天的方式约其见

面,再将有见面意向男子的个人信息发送至 QQ群,

由与他们合作的女性根据自身情况来“接单”,与

男子见面约会。 

在约会期间,女子带着“男友”进入各大商场

让其购买衣服鞋包等物品,或是去某些与该诈骗团

伙有合作的酒吧等场所消费。女子将购买的衣服鞋

包退货,退回的钱款就是其收入,而该团伙则是从

“男友”被带去消费的商家收取回扣进行收益。据

警方统计,截至目前,这一诈骗团伙共作案 100 多

起,涉案金额达 500多万元。此案也是湖州公安史

上破获的最大一起相亲类通讯网络诈骗案。 

目前,犯罪嫌疑人廖某凯、吴某辉等 12人因涉

嫌诈骗罪已被南浔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公益性应是养老机构第一属性 

2018-09-01 稿件来源：法制日报视点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80901/Articel05003G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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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    郭泽强 

华东政法大学房地产政策法律研究所所长        杨勤法 

《法制日报》记者                            王  阳 

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协同 

记者:老年人人口快速攀升,养老市场潜力巨

大。而养老产业要真正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政府、

市场和社会该如何发挥协同作用? 

郭泽强: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来看,养老模

式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政府主导覆盖全社会

的高福利的一元模式。其不足在于可能会助长了公

民对政府的依赖,且国家财政支出的压力增大,难

以为继。若要改变这种既定的一元模式又往往举步

维艰,最终导致国家发展活力减弱,经济发展受损。

另一种是多元模式,主要由个人合理负担,鼓励社

会多方自愿参与,支持企业进入,发挥市场机制的

作用,逐步形成多元共赢的组合模式和保障体系。

这种模式既可克服公民对政府的依赖,又能满足公

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的养老需求,有利于增强国家

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其优势

不言自明,故已成为很多国家(地区)养老模式的理

性选择。 

养老产业是一个包括不同形式的多层次综合

体系,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任何一种机制都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当前,政府

应该承担发展养老产业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总

体规划、政策支持和监督管理三个方面。清晰界定

政府的主导位置后,要充分调动养老产业中市场的

主体地位,在满足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的基础

上,多渠道引入市场中各种主体参与,特别是调动

民间资本积极性,弥补政府保障力量的不足,满足

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杨勤法: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快速出现,对养老

服务的需求会不断增加,养老产业将成为我国经济

的下一个蓝海。养老产业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养

老基础设施、养老产品、康复保健、文化教育、休

闲娱乐、养老社区等,与老年有关的医疗产业市场

如专科医院、社区医院、康复医院等,甚至与老年

医疗相配套的老年器械产业如拐杖、轮椅等,都可

以纳入养老产业。 

要使养老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需要政府、

市场、社会各方的正确定位,发挥各自功能。 

首先,要有效发挥政府在养老产业中的主导作

用,政府应清楚在养老产业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

我国现有的养老政策,更多的体现在政策和规划层

面,涉老法规政策系统性、协调性、针对性、可操

作性有待增强,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有些政策

界限需要有所创新与突破。比如,养老产业属于土

地占用型的产业,需要土地与房产。养老产业涉及

多个政府部门,政府部门间应建立沟通协调机制。 

其次,养老既然是一个产业,就应按产业规律

运行。产业发展的主体一定是市场,为此应充分发

挥市场的主体作用。按照国家的养老规划,应完善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管理办法,鼓励社会力量通过独

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租赁等方式参与公

办养老机构改革。 

最后,要发挥社会的协同作用。社会各界要为

老年健康产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包括老年教育、

老年文化、老年娱乐等,加强涉老数据、信息的汇

集整合和发掘运用,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可信统计分

析决策机制,更好地服务于保障改善老年人民生和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项目等。 

完善三位一体服务体系 

记者:机构养老,就是老人到养老院、养老公寓、

养老社区等机构里面养老。有人认为,机构养老就

是市场化养老,而市场化养老就是高端化养老。这

种观点是否正确? 

郭泽强:从逻辑上讲,机构养老与市场化养老

属于养老的不同类型,两者存在交叉,不应简单等

同。机构养老主要是通过法人机构,或者是附属于

医疗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组织、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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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机构的一个部门或者分支机构,来完成老

年人提供饮食起居、清洁卫生、生活护理、健康管

理和文体娱乐活动等综合性服务。市场化养老则是

以养老产业以市场化供给为主要标志的养老类型。

养老机构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具有重要支撑作

用,养老服务机构在建设和运行中也具有一定的市

场化性质,且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部分老

年人的较高水平养老需求。 

我认为,养老机构的第一属性还应是公益性,

市场化只能是其次要属性,应当服务于公益性的功

能与属性。此外,市场化养老绝不等同于高端化养

老。市场化是为了整合社会养老各种服务资源而采

取的手段,提供质量优良、价格适度的养老服务才

应是机构养老服务的根本目标,其高端化应主要表

现在养老服务人才、服务内容、服务质量等方面,

而并非高端化的甚至豪华的养老设施设备。 

杨勤法:我国的机构养老主要是公办养老机构

和民办养老机构。公办养老机构有部分公建民营养

老机构；民办养老机构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非

营利性的养老机构,一般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营利性的养老机构一般登记为企业。无论养老院、

养老公寓或养老社区,有公办的、也有民办的。机

构养老不等于市场化养老,国家通过土地划拨、优

惠贷款、运营补贴、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力

量举办养老服务机构。目前公办养老机构在我国养

老机构仍占主要比例,国家承担了养老机构的主要

开办和运行费用。由于我国老龄人口的数量不断增

大,公办养老机构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我国

要按照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

的原则,发展和完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

老等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让社会资金更多地参与

到养老服务业。 

市场化养老也不是所谓的高端养老,市场化的

目的是调动社会一切资源,按照市场规律,发挥市

场主体的积极性,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养老服务。市

场化的结果是让更多的老人能享受到机构养老的

便利而不是相反。在制定机构养老政策时,公办养

老机构和部分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要保持非营利性。 

开办养老机构应明确是否营利 

记者:我国绝大多数民办养老机构,都注册成

为公益性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按规定不能营利和

分红。然而,民营资本不是做慈善的,养老产业该如

何平衡公益性与营利性? 

郭泽强:目前,我国公办养老机构共有 3 种模

式:公办公营、公办民营、公建民营。对这一群体

的产业发展,上面三种模式,在公益性与营利性之

间,都必须首先提倡公益性优先,兼顾营利性。如果

养老产业以营利为主,过分追求利益,意味着养老

服务的价格也可能会水涨船高,不再是养老的机构

而是收取老年人钱财的吸金石,可能成为老年人的

噩梦。我认为,平衡公益性与营利性,首先公益性的

养老服务产业要形成全覆盖。简言之,就是以居家

养老为基础,以公益养老服务机构与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为主体,以营利性机构作为补充,最终才能整

合成一个立体的、满足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

同时,为了防止公益性养老院采取商业性质,主要

是通过建章立制、明确边界来解决公办公营、公办

民营、公建民营三种模式的单位责任与个人追责。 

杨勤法:民营资本进入养老产业,按我国现行

政策,既有注册为营利性的企业,也有登记为非营

利性的非企业单位。为保证养老产业的资本投入,

必须平衡公益性与营利性。 

在申请开办养老机构时,必须明确是否营利。

如果是营利性的,则由开办单位自行决定经营(包

括收费等),国家不加干预,养老机构按企业依法经

营及纳税等,国家也不做资金投入,不给相应的优

惠。对于非营利性(公益性)的养老机构,开办单位

可以获得一些其他的合理利益。如税收优惠、品牌

宣传、产品采购等。企业用于开办非营利性养老机

构的资金可以免税；开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企业

可以提升品牌形象；开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企业

可以从事养老机构的上下游产业,其开办的养老机

构可以优先采购其产品等。登记为非营利性的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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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就不应按商业性质经营,必须提供公益性的

养老服务,同时可以享受相关的政策优惠,如土地

划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 

押金无法退回可能涉嫌犯罪 

记者:民办养老院收取高额押金用于投资赚取

利润,已成了行业潜规则。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于养

老院收取的押金是否存在监管盲区?向社会不特定

对象吸收资金是否涉嫌非法集资? 

郭泽强:关于养老机构的收费问题,主要是《养

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予以规定:“养老机构

应当依照其登记类型、经营性质、设施设备条件、

管理水平、服务质量、护理等级等因素确定服务项

目的收费标准。养老机构应当在醒目位置公示各类

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依据,并遵守国家和地方

政府价格管理有关规定。”据此规定,无论公办,还

是民办养老机构都需要公示收费依据,并且遵循国

家和地方标准收取费用,以实际满足养老需要。民

办养老院收取的押金并没有法律依据。 

一些民营养老机构会收取押金,已经成为行业

默认的规则。押金的具体数额要以双方协商为准,

依照合同来确定；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对于民办养

老院的资金监管范围是他们的运营资金费用,但对

押金的用途并没有规定和监管,处于“盲区”。实践

中,民办养老院如将老人押金用于投资,一旦资金

链条断裂,将给老人生活带来重大影响。如果民办

养老机构以交押金的名义向老年人收取款项,并给

予一定回报,约定一定期限可以退回本金的,这就

涉嫌非法集资或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杨勤法:民办养老机构收取各种名义的押金

(预付款、保证金等),现行法律确实没有明确的规

定,养老机构收取押金的监管主体并不清晰,到底

是民政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还是其

他部门,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监管部门管理的法

律依据也不具体。 

为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对于民办养老机构收取

押金的行为,相关部门可以建立统一的单用途卡协

同监管平台,确保发卡信息透明,实施动态智能监

管。明确实行押金风险警示制度,发卡主体的押金

达到规定的风险警示标准后,应当采取银行专户管

理或购买履约保证保险、担保函等风险防范措施。

建立覆盖单用途卡全过程管理的信用治理体系,健

全信用联动奖惩机制,做到事前信用核查,事中信

用分类监管,事后联动奖惩。 

市场监管总局和烟草专卖局发布通告 

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 

2018-09-01 稿件来源：法制日报政府·经济  记者 万静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80901/Articel06006GN.htm 

本报北京 8月 31日讯  记者万静  记者今天

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由于近期部分地区中小学附

近的文具店向学生出售电子烟,且部分电商平台上

也存在“学生电子烟”的售卖批发的现象。对此,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烟草专卖局联合发

布了《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通告》。

《通告》要求,我国市场主体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

电子烟。 

《通告》显示,目前我国还没有正式颁布电子

烟的国家标准,市场上在售的各类电子烟产品,在

原材料选择、添加剂使用、工艺设计、质量控制等

方面随意性较强,电子烟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部分

产品可能存在烟油泄漏、劣质电池、不安全成分添

加等质量安全隐患。此外,大部分电子烟的核心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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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成分是经提纯的烟碱即尼古丁,尼古丁属于剧毒

化学品,未成年人呼吸系统尚未发育成型,吸入此

类雾化物会对肺部功能产生不良影响,使用不当还

可能导致烟碱中毒等多种安全风险。 

《通告》要求,由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

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电子烟作为卷

烟等传统烟草制品的补充,其自身存在较大的安全

和健康风险。各类市场主体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电

子烟。 

《通告》还建议,电商平台应对含有“学生”

“未成年人”等字样的电子烟产品下架,对相关店

铺(销售者)进行扣分或关店处理；加强对上架电子

烟产品名称的审核把关,采取有效措施屏蔽关联关

键词,不向未成年人展示电子烟产品。 

老人立遗嘱采用手写+打印提速 

未来有望全部打印 目前本市立遗嘱已排队至明年 12月 

2018-09-04 北京青年报 A06：本市新闻  本报记者  蒋若静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8-09/04/content_301942.htm?div=-1 

昨天上午，中华遗嘱库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

一个月前，中华遗嘱库推出惠民办法，考虑到部分

老人书写困难，同时为了节省遗嘱抄写时间，遗嘱

的通用条款、基本个人信息等部分内容可以采用打

印的方式，不过关键遗嘱信息仍需手写，此模式可

节约一半时间。另外，《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也

刚刚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中进行

分组审议，此次草案增加了打印遗嘱的规定，也就

是说未来立遗嘱的方式有望采取打印的形式。 

立遗嘱已排队至明年 12月 

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

中心了解到，目前本市已经有约 7500位老人在中

华遗嘱库排队等待立遗嘱。因排队办理遗嘱的人数

较多，若老人当下在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

预约登记，需要等到明年 12月份才能约上，光等

待就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等待时间为何需要这么久？中华遗嘱库北京

第一登记中心主任尹艳贺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随

着人们对财产管理概念的增强，立遗嘱的老人越来

越多，而目前北京市只有一个登记中心，多的时候

一天预约数量能达到 140人，但登记中心每天能登

记的业务量是固定的，一天最多只能帮 15 到 20

位老人办理遗嘱登记业务。 

“从流程上来看，老人到现场办理时还要经历

核验身份、遗嘱咨询、遗嘱抄写、精神评估、登记

等多个环节，顺利的话，整个流程下来最快需要 2

小时。而且有的老人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各环

节耗费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通常需要一整天的时

间，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每天的登记数量。” 

尹艳贺说。 

“手写+打印”模式节约一半时间 

“原来立遗嘱前需要进行精神评估，来之前还

真不知道。”市民张女士一边模拟抄写遗嘱一边跟

北京青年报记者说。昨天上午一早，在位于西交民

巷 73号的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内，一群

特别来宾使得屋里更加热闹了。在参观体验环节，

每位市民通过亲身体验遗嘱订立，了解了订立遗嘱

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同时也知道了订立遗嘱需要注

意的事项。这是中华遗嘱库的公众开放日。 

在张女士所抄写的遗嘱纸张上，有一部分已经

用打印机提前打印好了，包括张女士的家庭状况、

子女信息、父母状态以及几条通用条款，大约有

200字左右。其余的关键信息，包括遗产内容、遗

产处理方式等等，均需要张女士自己手写。 

据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主任尹艳贺

介绍，像只有一套房产的遗嘱，一般全篇内容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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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字左右。以往需要遗嘱订立者一笔一画抄写，

不能有任何错别字，字的笔画多了一笔少了一笔都

不可以，也不能写连笔字。如果是身体健康的 70

岁左右的老人，需要大概 40分钟左右才能抄写完

毕。而现在，提前打印好的字数大概有 200字左右，

剩下的200字，老人只需花费20分钟左右的时间，

即可全部抄写完毕。“以前身份证号很容易抄错，

现在都提前打印好了，也提高了信息的准确率。这

种模式一方面给老人减少誊写的负担，也给我们工

作人员减轻了工作量。”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承认打印遗嘱 

打印遗嘱是否有效，一直是民间和官方对遗嘱

问题在认知上的一大偏差。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裁

判文书网上查询的结果来看，打印遗嘱大多被认定

为无效。此次，《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规定遗嘱

可以打印，但是应当有两名见证人在场见证，并且

立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每页上签名写日期。对于

这一更改，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表示，在

1985年制定《继承法》时，汉字打印机尚未面世，

但现在很多人习惯采用打印方式制作正式文件，因

此本次草案也顺应人们的习惯做了相应的修改。 

不过陈凯认为，有必要区分见证人是公民个人

还是专业遗嘱服务机构。公民个人担任打印遗嘱的

见证人，不但使串通伪造的遗嘱难以鉴定，而且还

会因为见证人死亡等情况导致遗嘱认定出现新问

题。陈凯建议，在有多份打印遗嘱出现的情况下，

对居委会、村委会和老年人组织等公益机构，以及

公证处、律师事务所和中华遗嘱库等遗嘱服务机构

担任见证人所形成的打印遗嘱，应当优先于公民个

人担任见证人所形成的打印遗嘱。 

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婚内财产协议” 不一定靠谱 

2018-09-04 劳动午报 第 11 版：维权 

http://ldwb.workerbj.cn/content/2018-09/04/content_77274.htm 

刘某与女友孙某相恋多年，婚前刘某有一套登

记在自己名下的商品房，2010 年二人登记结婚。

为了表示自己对孙某的感情，刘某在结婚当天就和

孙某签署了一份书面协议，协议约定这套房屋产权

在婚后归孙某个人所有，与刘某无关，孙某当时也

感动得热泪盈眶。后因婆媳矛盾、沟通不畅等各种

问题，让二人婚后矛盾重重，最终导致两人闹到离

婚的地步。 

孙某要求如果离婚的话，要按照二人签署的婚

内财产协议房屋归自己个人所有。刘某同意离婚，

但认为当初签署协议是为了和孙某好好过日子，现

在两人即将离婚，房产证也并未实际变更登记，不

同意再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过户手续。因此孙某来到

流村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寻求帮助。 

法律分析: 

首先，该案例中二人签署的财产协议实质上是

赠与合同。《婚姻法》第 19条规定，“夫妻双方可

以约定婚前和婚后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

有或者部分各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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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夫妻财产约定可以排除法定财产制的适用，

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这里所指的财产约定是一种有

对价的，双方财产权益的安排，不包括将一方个人

财产约定归对方所有的情形。将一方个人所有的财

产约定归另外一方所有在实质上属于无须对价的

赠与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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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第 6 条规定，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

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

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

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

理。”《合同法》第 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

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也就是说在约

定涉及房屋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前，赠与人可以享

有任意撤销权。因此在该案例中刘某可以撤销对孙

某的房屋赠与。 

山东济宁：“幽灵”签字背后的诉讼谜团 

2018-09-05  民主与法制周刊  

https://mp.weixin.qq.com/s/PVrnuf82EtFhiub25u-jQA 

一起普通的股权转让纠纷案，在涉案证据中，

竟然频现已经去世股东的签字，而整个股权转让过

程也因为原告方声称被告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

欺骗行为而使这起案件看起来更加扑朔迷离。 

虽然目前这起案件经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和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理终结，

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从原告方仍旧坚持申诉

来看，这起案件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完结可能还有一

段路要走。 

 

改制企业——股东去世留隐患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邹城市化工轻工有限公司

（下称“化工轻工公司”）成立于 2002年，企业部

分员工持股，经营范围包括：工业炸药、工业雷管、

工业索类火工品（其中导爆索不超过 0.5吨）销售

（凭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经营，有效期以许可

证为准）；橡胶制品销售；自有房屋租赁。 

根据约定，孔令文作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出

资 7.4万元，占股 10.57%。2002年 12月 5日，根

据各股东持股比例进行了工商登记。 

2003年 8月 15日，孔令文因交通事故意外身

亡。“由于当时令文走的急，之前也没和家里说过

他在化工轻工公司持股的情况，所以我们对这件事

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家里有一本股权证，但是也

没当回事。”孔令文之妻杨崇伟说。 

孔令文去世不久后，杨崇伟因怕触景生情，带

着独子孔戈搬离了邹城，在济宁市定居。 

“2008年 10月左右，公司董事长周某带几个

人突然来了我家，开门见山与我谈起股权转让之事，

我才想起了股权证，记得当时股权证写的出资金额

为 3.4万元，当时对方提出要以 5万元收购这部分

股权，我没同意，后来他们又来找过我，说周总同

意给到 8万元，我和亲戚朋友商量了一下，就同意

了。”杨崇伟说。 

2008年 11月 26日，杨崇伟和周某签订了一

份《股权转让协议》，值得注意的，协议转让方写

的并不是杨崇伟，而是孔令文，协议中孔令文的签

字为杨崇伟代签。该协议载明：根据双方友好协商，

转让方将其在化工轻工公司的股权 10.57%以 8万

元价格转让给受让方，本协议一式四份，立约人各

一份，公司存档一份，报工商机关备案登记一份。 

但是杨崇伟声称，当时签完字后，周某将这四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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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协议全部拿走，同时她否认当时的协议上载明的

10.57%是签协议时就有的，这是周某后来私自补签

的。 

2014年 6月 19日，周某将自己名下化工轻工

公司 58.704%的股份以 1886万余元的价格转让给

了日照市丰泰爆破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丰泰公

司”）。 

“周某把股份卖掉后，化工轻工公司的曾有持

股员工开始陆续向有关部分反映其虚假骗取员工

股份为自己牟利的情况，我们才意识到这里面存在

问题，于是找到周某，希望她能将孔令文的股份还

给我们。”杨崇伟说。 

但是杨崇伟的要求并未得到周某的同意，杨崇

伟遂将周某以及丰泰公司起诉至了法院。 

诉讼双方各执一词 

2015年 10月 20日，邹城市法院受理了这起

案件。 

在这起诉讼中，杨崇伟与孔戈、李运青（孔令

文之母）作为原告方将周某和丰泰公司起诉。在诉

状中，原告方认为周某以虚假手段取得了孔令文的

股份，并以高价转让给了丰泰公司，严重侵犯了具

有合法继承权的原告方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

被告返还化工轻工公司 10.57%的股份，并赔偿经

济损失 201万元。 

“10.57%的股份由两部分组成，原始股 4万元

和 3.4万元合计 7.4万元，4万元原始股对应赔偿

201 万元，全部原始股应赔偿 350 万元之多。”杨

崇伟说。 

周某辩称，原告诉的不是事实，化工轻工公司

是改制企业，孔令文是 5名董事会成员之一，5名

董事会成员实际出资与公司章程的登记出资均差

额 4万元，我和孔令文等四个副经理每人占化工轻

工公司的股权为 10.57%，应交本金为 7.4万元，

但当时均只缴纳了 3.4万元。2006年工商部门要

求补缴未到位的款，由于当时经济效益不好，其他

的董事不愿补缴，将股份转让给我方，由我方补缴。

2008年 11月 6日，原告杨崇伟因孩子上学、买房

用钱找我要求转让股权，由于其丈夫孔令文去世未

能补缴所欠 4万元股本金，经双方协商，将孔令文

股份以 8万元价格转让给我。2008年 11月 26日，

我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12月 11 日我方向公司补

缴了差额 4万元。我方认为杨崇伟转让夫妻财产合

法有据，我方受让股权支付了对价，客观上帮助了

原告，侵害权利一说不能成立，且转让股权至今已

经超过七年，超过诉讼时效，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

诉讼请求。 

邹城市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被告间的股权

转让协议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为有效合同，且已履行完毕，双方应自己遵守。

原告主张被告伪造股权转让协议，与事实不符。 

2017年 3月 15日，邹城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杨崇伟不服，提出上诉。济宁市中院审理后，

于 2017 年 12月 21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幽灵”签字引质疑 

虽然此案已经作出生效判决，但是对于该案中

的诸多疑点，判决书并未能够给予回应，这也是杨

崇伟至今仍旧坚持申诉的原因。 

在杨崇伟向法院提交的再审申请中，杨崇伟及

其律师认为，原判决书中《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是

被申请人周某伪造。2008年 11月 26日签订的《股

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股权转让份额是 10.57%。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中协议第一条的“转让方将

其在邹城市化工轻工有限公司的股权 10.57%以转

让价捌万元转让给受让方”表述来看，存在逻辑错

误。该《股权转让协议》明显属于格式协议，在协

议书内容中关于转让方、受让方的内容等填写事项

均有较大空白部分供填写，但是在股权 10.57%部

分，没有明显空白部分填写，与协议整体明显不协

调一致。从协议内容第 1、第 2、第 3、第 4条中

打印文字的对齐方式来看，每一行的最后一字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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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齐的，符合电子文档中的对齐方式，除去 10.57%

的手写部分明显对称，显然该字体与协议本身并非

一致的，事实上该部分系周某个人在该协议签订之

后私自增加的。 

此外，该《股权转让协议》中所谓的 10.57%

股权是由3.4万元实际出资和4万元认缴出资共同

构成。在庭审过程中，周某陈述称曾经电话通知杨

崇伟是否补缴认缴的 4万元，称杨崇伟不愿补缴。

但事实上申请人杨崇伟等人并未接到周某通知补

缴出资，且按照法律规定，孔令文去世后，应当由

全部继承人享有继承权利，也应当由继承人补缴出

资，周某无权以电话通知的方式通知继承人补缴，

通知的方式不合法。申请人杨崇伟及其家人从来没

有接到被申请人周某的电话通知，周某也没有提供

当天的通话记录进行佐证。由此可见，周某并未通

知过申请人要求补缴出资，而是隐瞒事实，虚假陈

述。 

除了上述理由，该案件证据中一系列股东协议

频现“幽灵”签字也让案件显得扑朔迷离。“相关

证据中，2006年到 2008年的股东会决议上均有孔

令文签名字样，因孔令文于 2003 年已经死亡，此

后签名明显并非本人签字。历年来召开的股东会，

孔令文的各继承人都没有参与其中，对于各种决议

事项也不知情。对于伪造孔令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

字的行为，股东会内部存在明显恶意，侵犯了我们

的股东权益。此外，本案在一审过程中，邹城市法

院在庭审后一年多的时间迟迟不下判决，后来还是

我们向上级法院反映这个情况，邹城市法院才匆忙

作出判决，如果案件审理没问题，邹城市法院缘何

对这样一个简单的诉讼迟迟不下判决？2017年 12

月，周某曾委托中间人给我做工作补偿 10万元作

为二审结案，我坚决不同意，二审遂判我败诉。”

杨崇伟说。 

针对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邹城市法院和济宁

市中院。截至发稿时，未获得任何回应。尽管如此，

本刊仍将持续跟踪事件进展。 

全文：全国首个市级层面的未成年人侵害强制报告制度 

原创：2018-09-05  深圳沙沙 黄沙律师 

https://mp.weixin.qq.com/s/ffKbk67QCQjquA7HW9r5rg 

2018 年 7 月 18 日，杭州市检察院、公安局、

教育局、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四家曾联合发布了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

见》，但网上不见其全文内容。（http://www.gygo

v.gov.cn/c62/20180810/i1655397.html） 

（而这个市级层面的强制报告制度出台的背

后是萧山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性侵女童案。早在今年

5月，萧山检察院就出台了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

制度，属全国首创。） 

于是，本人于 2018年 8月 21 日向杭州市教育

局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的全文内容。本人于

2018年 9月 4日收到回复。 

（另外，关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其实很多区县级检察院都有出台，例如樊城区检察

院、大方县检察院等。但其出台的具体内容如何，

网上也无法搜索到全文。） 

（PS 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很容易的哦，很多政

府文件在实务操作中尤其重要，是每个行动者不可

缺少的法律依据，所以每一份文件潜在的价值都是

不可估量的。个人表达的是做政策研究梳理的工作，

在日常工作中也尤其重要，特别是一个制度的出台

背景原因分析。但是很可惜，比较少人做类似的工

作。） 

现提供全文内容供大家学习与参考。杭州市检

察院、公安局、教育局、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四

家 2018 年 7月 18日联合发布《关于建立侵害未成

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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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指纹模解锁女友手机转走 5000 元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拘役三个月 

2018-09-06 人民法院报 第 03 版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邵  炜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06/content_143267.htm?div=-1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邵  炜）

一男子趁女友熟睡之际印下其指纹制作模型，以微

信转账的方式将女友银行卡中的钱转给自己，并将

相关的通知短信和转账记录统统删除。日前，浙江

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案，被告人陈某

犯盗窃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

金 1000元。 

陈某和李某曾是男女朋友关系，二人一同租住

在萧山出租房内。其间，因为感情不和闹起了分手。

2018 年 4 月，陈某趁李某睡觉之际，偷偷印下其

指纹并制作了李某的指纹模型。5月 6日，陈某在

出租房内用事先制作的指纹模型解锁了李某手机，

并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窃得李某银行卡内的

3000元。5月 11日晚上，陈某再次以同样方式窃

得李某银行卡内的 2000元。为了不让李某察觉，

陈某在盗窃后都会将相关的通知短信和转账记录

予以删除。 

5 月 12 日，李某在银行取钱时发现卡内少了

5000 元。通过查询银行流水和咨询微信客服，才

知道钱被陈某盗转了。她当面质问陈某时，陈某表

示自己毫不知情。李某马上就报了警。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盗

窃罪，遂作出如上判决。 

国内最大“寄血验子”案背后的入刑之争 
提供赴港胎儿性别鉴定中介服务，多人因“非法行医罪”判刑； 

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是否入刑存争议 

2018-09-07 新京报 A12：拍案  新京报记者 赵朋乐  实习生 吕烨馨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8-09/07/content_731297.htm?div=-1 

 

2018 年 3 月 23 日，郑州一家医院 B 超室外的墙上张

贴的“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宣传标语。但对于非医学需

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是否入刑，目前还存在争议。资料图

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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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车开到家门口，李玲才知道自己是逃犯。 

她曾是深圳“爱心爸爸”公司的网络推广员，

在网上发布可以提供赴港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等医

疗信息，为公司招揽客户。 

这家公司因为给客户提供赴港胎儿性别鉴定

中介服务，被警方查处。公开报道显示，浙江永嘉

警方调查发现，预计参与寄血验子的孕妇超过 5

万人次，涉案金额达 2亿元以上。永嘉县公安局陆

续将 60余名涉案人员挂上网逃系统，李玲就是其

中之一。 

这起轰动一时的“寄血验子”案，涉及浙江省

部分孕妇，包括李玲在内的数十名业务人员被浙江

警方以“非法行医罪”立案调查。 

随后，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将部分涉案人员

以“非法行医罪”判刑。 

事实上，对于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导

致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我国相关法律

将其界定为行政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但 2012

年 11月 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部分罪名

定罪标准的 92条意见，将上述行为认定为非法行

医，须追究刑事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教授左坚卫认为，浙江地方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了浙

江高院相关规定的条文作为定罪的规范性依据，判

决是有问题的，因为刑事判决据以定罪的法律依据

只能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刑法规范和司法解释。 

他表示，如果地方法院认为需要对法条进行增

补或有权解释，只能报请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立法

或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其自己制定

的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强行要求下级法院执

行。 

关于此案的上述行为，今年 7月 18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室回复法学家李步云

意见的复函中明确提到，将督促有关部门纠正地方

法院越权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表示将于近期通

知辖区法院停止执行意见第九十二条有关非医学

需要鉴定胎儿性别行为以非法行医罪处罚的决定。 

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是否入刑，一直

以来存在争议。多名法律专家认为，立法要有前瞻

性，要根据目前生育观念等社会问题的发展趋势，

是否有必要将此行为入刑，是一个需要长远考虑的

问题。 

寄血验子孕妇超过 5万 

李玲今年 30岁。2011年，她进入深圳“爱心

爸爸”公司。一开始的业务是租房销售，到了 2014

年，她被调到公司的优乐部门，工作内容是在网上

发信息，为公司招揽有赴香港打疫苗、基因检测、

胎儿性别鉴定等需求的客户。 

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判决书中显示，2013

年开始，该公司老板林伟强（另案处理）在公司内

设立康健、唯康、卓健等业务部门，为全国有胎儿

性别鉴定需求的客户提供中介服务。公司的优乐、

港欣、优诚、正大等网络部门，在网上发布信息招

揽全国各地合作商与客源，为业务部门提供客户信

息。 

新京报记者联系曾在上述公司工作的多名业

务员得知，胎儿性别鉴定只是公司的其中一项中介

业务，该公司还有香港教育、租房、代购、保险等

中介业务。 

张芳所在的部门叫“康健”，在收到“优乐”

等网络部门给的孕妇电话后，她会打电话过去谈单，

并将愿意赴港的孕妇名单登记下来，再让预约业务

员做进一步安排。张芳透露，公司与香港两家诊所

对接，对于不熟悉地址的孕妇，还有人带路过去。 

对于不方便亲自去香港的孕妇，张芳表示，她

们会建议孕妇找当地医生抽血，寄到深圳，再由公

司其他部门送到香港化验所。 

孕妇通过上述公司在香港做胎儿性别鉴定，需

向公司交纳三千、四千不等的中介服务费。但如果

是由浙江永嘉一位合作人介绍，价格为一千元。 

“每个部门其实是一个小公司，我们网络推广

只有四五个人，跟其他部门的不联系。”李玲表示，

她们当时也有疑惑，担心发布这样的信息违法，“问

了以后，公司法务跟我们说胎儿性别鉴定在香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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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我们就这样干下去。” 

每成功一单胎儿性别鉴定服务，具体业务人员

可以拿到 100元提成。李玲工资低的时候三四千，

高的时候有八九千。“香港那边鉴定后，直接电话

告诉孕妇，后面的事我们就不清楚了。”李玲说。 

2015 年 3 月，浙江永嘉的合作人被查，上述

公司被浙江警方发现，并立案调查。公开报道显示，

浙江永嘉警方调查发现，初步预计参与寄血验子的

孕妇超过 5万人次，涉案金额达 2亿元以上。包括

在深圳抓获的 11名人员在内，目前已有 75名犯罪

嫌疑人被警方采取了强制措施，主犯林某等其他嫌

疑人已经被批准上网追逃。 

有孕妇鉴定性别后引产 

在浙江永嘉与深圳“爱心爸爸”公司合作的人

叫李中（化名）。 

浙江台州玉环人李中，曾是玉环县人民医院的

职工，因故被开除后，在当地开了一家药店。2014

年，李中通过网上搜索了解到深圳“爱心爸爸”公

司提供香港寄血验子服务。李中因自身的医学背景

成为“爱心爸爸”在当地的代理人，他介绍的孕妇

遍及台州、乐清、永嘉等地。公开报道显示，截至

落网，李中非法获利数十万元以上。 

公开报道显示，2015 年初，永嘉警方联合当

地计生部门在开展“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

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排查执

法中，发现李中与深圳公司的上述行为，遂介入调

查。 

李玲告诉新京报记者，2015 年 12 月 25 日，

公司突然通知放假，她回了老家，听说部门的同事

被抓，但不清楚具体情况。 

与此同时，警方还发现另一名合作医生周敏

（化名）。周敏同样是通过网络联系，成为深圳“爱

心爸爸”公司合作人。周敏是乐清某民营医院职工，

起初周敏在医院办公室内替上门的孕妇提供抽血

服务。后来，她更换手机号码，专门在外租房为孕

妇抽血以躲避打击。永嘉县人民法院判决书显示，

周敏没有医师执业资格。 

永嘉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4 年 8 月份至

2015 年 6 月份期间，周敏在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

的情况下，在乐清市一家民营医院或附近居民房内

为 16名孕妇抽取血液，并将血液寄往广东省深圳

市为孕妇进行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每次收取

鉴定费用 5500元至 6500元不等，非法获利 30000

元以上。 

16 名孕妇在作证时表示，她们与周敏通过电

话联络，周敏表示自己所在的医院和香港长期合作，

可以随时通过验血来鉴定胎儿性别。周敏告知她们

胎儿性别鉴定结果时并不明说男女，而是说和老公

性别一样或者与孕妇性别一样。其中，4名孕妇得

知胎儿性别后选择引产，被引产的胎儿性别两名为

女孩、两名为男孩。 

2017年 3月 30日，永嘉县人民法院判决，周

敏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30000元。 

公司一名业务员告诉记者，除浙江外，公司在

其他省份并没有合作人。但浙江永嘉县人民法院判

决书显示，这家公司多个部门先后为广东、福建、

浙江、海南、四川、湖北、湖南、广西、山东、辽

宁、山西、河南、北京、上海等省份的孕妇提供过

赴港胎儿性别鉴定中介服务。 

深圳业务员被分批处理 

警车开到家门口时，李玲才知道自己是逃犯。

2016年 1月，李玲在山东老家被抓。 

“我在永嘉看守所呆了半年后取保候审，警方

觉得我 2011年就进公司了，肯定清楚业务，但我

是 2014 年才接触，业绩也不好，当时主要精力放

在孩子身上。”李玲说。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2015 年 12 月 22 日起，

永嘉县公安局陆续将 60余名涉案人员挂上网逃系

统，李玲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只有个别几人还未到

案。由于人数众多，永嘉县警方将案件分批处理。 

深圳“爱心爸爸”公司其中一位业务员的辩护

律师——广东礼磊律师事务所曹铮介绍，2016年 3

月 18日，永嘉县公安局将第一批抓捕的 14人向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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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县检察院提请起诉。2017年 12 月，永嘉县法院

宣判第一批 10人犯非法行医罪，被判有期徒刑一

年到一年半不等，4名缓刑。部分人提起上诉。 

判决书显示，永嘉县人民法院判决时法律适用

解释认为《刑法》规定的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

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情节严重”的四种

具体情形外，还规定了“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将“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

认定为非法行医罪“情节严重”的标准，符合法律

规定。 

记者注意到，这里提到浙江高院认为属于非法

行医罪“情节严重”的标准，源自浙江省高院 2012

年 11月 9日出台的《关于部分罪名定罪量刑情节

及数额标准的意见》，其中第 92条的第 5、6项规

定表明，“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 3人次以上，

并导致引产的”；“因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受过

行政处罚，又实施该行为的”，均属于“情节严重”，

构成非法行医罪。 

曹铮律师认为，这一点适用法律错误。《刑法》

336 条第一款及其司法解释并没有“非医学需要胎

儿性别鉴定的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的规定。《意

见》第 92 条对《刑法》336 条第一款构成非法行

医罪“情节严重”的五条司法解释擅自增加了两条

“解释”。 

“按照立法法，浙江高院无权制定司法解释，

因而《意见》第 92条是非法的、无效的。”曹铮律

师说。 

事实上，早在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草

案中就曾讨论将“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导致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入刑。 

公开报道显示，当时草案修正的专家意见产生

了分歧。反对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出生人口性别比偏

高，有复杂的社会原因。重男轻女的观念问题是不

能也不宜用刑法手段改变。赞成者则认为，用刑法

手段对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加以

打击，能够起到震慑遏制作用。最终这一草案没有

通过。 

2016 年 3 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

任会议讨论通过《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这一规定将“非

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确定为行政违法行

为。 

在庭审中，曹铮律师将这些情况一一解释，“法

庭上没人反驳，但也没人理睬我们的话。我会见时，

业务员说知道了我们没罪，到了法庭上却都认罪

了。”曹铮说。 

纠正地方法院越权司法解释 

曹铮律师团队在网上查询发现，据不完全统计，

在浙江省 34个市县级法院已判处实施“非医学需

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的 215个人犯有非法行医罪，

涉及 143起案件。 

在这 143起案件中，有 5个判决书的法律依据

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部分罪名定罪量刑情

节及数额标准的意见》及《刑法》336 条第一款。 

判决书所认定的犯罪事实均是案犯实施非医

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无堕胎后果的也当

此罪。其中通过寄血到香港化验的方式鉴定胎儿性

别的判决共有 19例，通过 B超鉴定胎儿性别的判

决有 12例，通过抽取静脉血化验鉴定胎儿性别的

判决 3例。案犯均处有期徒刑三个月到二年八个月

之间，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到十万三千元之间。 

而在行政处罚中，根据《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

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对

介绍、组织孕妇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

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 5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曹铮律师请中国刑事法律研究院高明暄、赵秉

志等 5位专家写了一份法律意见书，他们一致认为

“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是行政违法

行为，不是非法行医的犯罪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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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认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地方

司法机关无权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公安机

关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行为作为犯罪处理所依据

的地方司法机关解释性文件，不能作为量刑的依据。 

曹铮告诉记者，他们为此曾向浙江公检法、两

高、公安部、浙江省和全国人大寄出 55封信反映

浙江地方法院在诉讼中适用法律的错误。但遗憾的

是，只有一次回应。今年 3月份，浙江高院收到全

国人大转办的信后给他打电话表示，“我们高院的

《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我问打电话的女同志符

合哪个法律规定，她就不说话了。”曹铮说。 

曹铮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

云，希望他帮忙提出意见。李步云于今年 1月致信

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指出地方法院越权

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问题。 

2018年 7月 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

案审查室给李步云回复称已对提出问题进行研究，

与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作了沟通、并征求了有关方面

意见。复函中表示，据反馈情况，浙江省高院表示

《意见》属于应当清理的带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

将商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停止执行相关条款，共同

研究妥善处理正在审理的案件及生效案件，并将于

近期通知辖区法院停止执行《意见》第九十二条有

关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行为以非法行医罪处

罚的决定。 

事实上，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复函李步

云之前，2018 年 6 月 7 日，浙江省高院已发布通

知，要求省内各级法院停止执行意见第九十二条有

关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行为以非法行医罪处

罚的决定。 

是否判刑依然待定 

《刑法》336条司法解释规定，非法行医罪“情

节严重”的情形，最后一条为“其他情节严重的情

形”。张芳们担心，自己将依据这条兜底条款被判

刑。曹铮律师认为，浙江高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是利

用了兜底条款中的其他情形进行自由发挥，违背了

国家法治统一的基本思想。 

2018年 3月 8日，永嘉县检察院对第二批 25

名人员提起公诉。 

王云属于第二批，听说自己被网络通缉，她于

2016年底自首。“爱心爸爸”网络推广是王云大学

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最开始发教育留学的广告信

息，后来发胎儿性别鉴定的。” 

2018年 4月 25日，永嘉县法院公开审理王云

等人。王云说，法院指定给我们的援助律师说只是

行政违法，不是非法行医，法官当时也没有理睬。

案件没有当庭宣判。 

王云在庭审中认罪。“不认罪又能怎样？判刑

的话还能尽快结束。现在随时可能会被法院叫过去，

根本不能正常工作，”王云说，“这件事已经拖了快

三年，我感觉人生都荒废了。” 

2018年 7月 16日，包括王云在内的第二批 17

人（11人取保在外，6人收监）收到法院通知，称

下周开庭宣判结果，让她们去交罚金（16 人分别

各缴纳 4万，1人 3万）。但目前仍未等到宣判。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教授左坚卫解释，刑事司法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每个罪名都有自己独立的构成要件。非医学需要的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行为要构成非法行医罪，首先要

符合该罪的主体要件。 

他表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即行为人必须是未

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这就涉及如何理解“未取

得医生执业资格”的问题，有人认为有医师资格证

但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甚至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后超范围执业都属于“未取得医师执

业资格”。 

此外，非法行医罪中的行医行为一般指的是诊

断治疗疾病的行为，至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是否属

于非法行医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是一个需要讨论的

问题。 

左坚卫认为，浙江地方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了浙

江高院相关规定的条文作为定罪的规范性依据，判

决是有问题的，因为刑事判决据以定罪的法律依据

只能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刑法规范和司法解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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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地方法院认为需要对法条进行增补或有权解释，

只能报请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立法或者报请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其自己制定的文件不具有

法律效力，不能强行要求下级法院执行。 

他表示，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是否入刑，

需要考察该行为当前的危害性及未来发展趋势。如

果目前已经很少有孕妇及其家庭成员因为重男轻

女而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并随后对女性胎儿选择堕

胎，那么，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就不再具有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就无需“入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对于非医

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加大处罚是有必要的，但是否

入刑还需要相关立法部门进一步研究。 

“非医学胎儿性别鉴定曾有专家呼吁纳入刑

法，地方对于个案可能有刑罚处理。目前入刑的法

律依据并不十分充分，这块还没有大的进展，查处

难度、掌握证据难度比较大。”陆教授说，“全面开

放二胎后，性别比有所下降，立法只能治标不能治

本，只能在短期内改变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要想

调节性别比，需要塑造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包括

女孩的生存、教育、就业权利给予充分重视，这样

的话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A12 版-A13 版/新京报记者 赵朋乐 实习生 

吕烨馨 

无法陪护父母是家事也是国事 
2018-09-07 北京晨报第 A30 版：晨语  张淳艺 

http://bjcb.morningpost.com.cn/html/2018-09/07/content_501010.htm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对 2003 名 18～35 岁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91.1%的受访青年担心无法陪护父母，没时间

(68.1%)和人手不足(50.7%)被认为是陪护父母的

主要困难。86.8%的受访青年期待社会为年轻人陪

护父母给予一定的支持。（9月 6日《中国青年报》） 

无法陪护父母，是家事也是国事。86.8%受访

青年期待陪护父母得到更多社会支持，既是年轻一

代的愿望和呼声，也是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的一道

现实命题。与过去子女轮流赡养老人不同，独生子

女一代的父母养老普遍存在没人没时间陪护照料

的问题，需要有人接过“接力棒”。 

首先，规范保姆护工行业。子女顾不上，请个

保姆或护工在家照顾，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由于

家政行业缺乏规范，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有关

部门需要出台相应政策规范家政人员培训和管理，

建立信用制度，将劣迹斑斑的“问题保姆”纳入黑

名单，限制从事家政服务行业，从而打消人们对于

聘请保姆护工的担忧。 

其次，提高养老机构吸引力。养老院本是专业

从事养老服务的机构，但在现实中一些老人对于去

养老院有抵触情绪。一方面是多数养老院缺乏医院

等配套设施，不具备医疗服务能力，同时，生活单

调、气氛压抑是养老院的通病，应发动多方社会资

源参与，加快医养结合，提升养老服务医疗保障能

力。近年来杭州、长沙等地鼓励年轻人用志愿服务

抵扣房租入住养老院的做法，可以有效激发养老院

的活力氛围，值得推广。 

此外，完善社区居家养老。穷家难舍、故土难

离，对于许多老人来说，更喜欢的还是居家养老。

现在，一些社区成立了“长者食堂”，有力解决了

空巢独居老人的吃饭问题。事实上，除了物质供给

外，居家养老更需要精神关怀，加快文化娱乐设施

建设，开展丰富多样的文体活动，帮助老人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提高生活品质。   

张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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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房产“无偿”过户给亲戚转移财产 
成都两“老赖”犯拒执罪分别受罚 

2018-09-07 人民法院报 第 03 版  记者 王鑫  通讯员 陈睿 朱政勍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07/content_143300.htm?div=-1 

本报成都 9月 6日电  （记者  王 鑫  通讯

员  陈  睿  朱政勍）今天，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在法院判决生

效前，将共有房产“无偿”过户给其亲属转移财产

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并当庭宣判。被告人徐

某、张某（女）均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罚金 1万元。 

2016年 10月下旬，成都高新区法院以（2016）

川0191民初67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离婚后仍住在

一起的徐某、张某向王某归还借款 35万元（系二

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共同债务），并支

付此款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至此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徐某、张某二人获知上述判决结果后，随即在

次月 7日，将登记在张某名下位于成都高新区新乐

中街的一套房屋“无偿”出售给张某的姐姐。当月

9日，张某的姐姐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而在当

月 16日上述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时，徐某、

张某二人在成都市已无不动产。 

当年 12月，成都高新区法院立案执行王某申

请执行徐某、张某合同纠纷案，并于当月下旬向被

执行人徐某、张某邮寄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

产令，限令该二人七日内向法院报告收入和财产情

况，但二人拒绝报告财产情况。 

今年 8月上旬，成都高新区法院将徐某、张某

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随后徐某、张某在新乐中街被抓获，当月 14日，

徐某、张某二人的亲属与王某达成了和解协议，先

行支付 5万元，并在次月 6日付清了全部款项。 

成都高新区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徐某、张某

自身有能力还款而拒不还款的事实确凿，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对辩护人

提出被告人已全部履行债务的辩护意见，在量刑时

酌情予以考虑。据此，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在庭审中，该区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场

旁听了案件审理。 

9 岁唇裂女童被违规收养，当地决定这样做 
原创：2018-09-09 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记者 陈凯姿  实习生 石海瑭 

https://mp.weixin.qq.com/s/hnPBDRxTvTE3RbDO2soGKg 

澎湃新闻记者 陈凯姿 实习生 石海瑭 

家住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包集镇腾园村的赵

东海夫妇，2009 年拾得一名唇裂女婴并收养。由

于赵氏夫妇有亲生子女，无直接收养权，现已 9

岁的女孩小丫（化名）至今无户籍，无法正式入学。 

9月 3日，蚌埠市怀远县公安局户籍科工作人

员就此事回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称，

赵氏夫妇虽不符合直接收养条件，但可先到县公证

处对“小女孩是捡拾所得”做一个公证证明，再到

公安局办理户籍，解决入学问题。赵东海夫妇 7

日向澎湃新闻证实，小丫已于 6日暂时入学，目前

户籍正在办理中，办好后即可正式入学。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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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丫与养父赵东海合影。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蚌埠门

户＋” 

小丫的养母宋女士 9 月 3 日告诉澎湃新闻，

2009年农历 7月 17日，夫妻俩在包集镇腾园村一

沟渠里拾捡到小丫。当时，两人均年逾五十，且有

三个孩子。他们知道私自收养违法，因此当时抱回

孩子后没敢放家里，而是先放在了家附近的地里。 

宋女士说，事后包集镇派出所执勤民警和村干

部来看了孩子，但都没提要开具捡拾证明的事情，

只是建议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或给合适的人收养。夫

妻俩是农民，当时不知道捡拾证明的重要性，就没

多问。之后，夫妻俩将小丫送给邻村一户人家收养，

为避免孩子被人说是拐卖来的，当时还找村里的一

个会计写了证明。 

夫妻俩早前将孩子送给邻村人家收养时，在村

委找会计开具的“捡拾送养”证明。 

但孩子有唇裂，只养了几天又给送了回来。宋

女士回忆，后又找了几家人，都因为孩子唇裂不愿

意接收。宋女士只好抱着孩子去县福利院，她称福

利院也拒绝了。此后，赵家决定自己抚养，也没再

去开过任何证明，只是孩子一直没有户籍。 

 

因没有户籍，至今上不了学。宋女士说，这么

多年过去了，和孩子感情很深，现在不想把孩子给

别人收养或者送去福利院，只希望孩子能上户入学。 

针对此事，怀远县民政局工作人员 7日回应澎

湃新闻表示，因赵氏夫妇本已有三子女，根据《收

养法》不符合直接收养条件。夫妻俩可以将小丫送

至公安局，由民警陪同一起送至福利院后，再进行

领养。 

上述工作人员同时提到，福利院里找不到生父

母的孩子，任何符合条件的家庭都可以收养且无数

量限制，但小丫进入福利院系统后，想要领养她的

或许不止赵氏夫妇一家。 

届时，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将会对申请领养的家

庭进行评估，选出最适合孩子成长的家庭，这就可

能导致小丫回不到赵氏夫妇身边。 

9月 7日，宋女士向澎湃新闻证实，当地学校

已于 6 日接受小丫暂时入学。同日，澎湃新闻从

腾园村村委会获悉，村委会相关负责人已答应为

宋女士开具相应证明，并允诺近日陪同赵东海夫

妇前往公证处进行公证，加快为小孩办理户籍。 

本期见习编辑 周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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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怀疑妻子出轨挟持儿子被判绑架罪，二审改判非法拘禁罪 
2018-09-11 澎湃  澎湃新闻记者 陈绪厚  实习生 张长磊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29447 

男子因挟持儿子，一审时被判犯架罪，近日，

二审改判为犯非法拘禁罪，刑期也由 5年减为两年

半。 

2016 年 4 月，因与妻子有矛盾，东莞一男子

陈理（化名）挟持儿子，要求妻子到指定地点。在

民警已到场的情况下，陈理仍限制儿子人身自由约

2小时，并造成儿子脖子划伤，后经法医鉴定系轻

微伤。 

一审判决显示，陈理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

5 年，并处罚金 2000 元。陈理及其家属不服，提

出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悉，日

前，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撤销一审刑事

判决，陈理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 

怀疑妻子出轨，挟持儿子要求妻子到指定地点 

1982 年出生的陈理是湖北荆州市公安县人，

初中文化。2016 年 4 月 1 月，因和妻子有矛盾，

陈理挟持儿子，后被警方控制。 

今年 9月 10日，陈理的姐姐陈芳（化名）告

诉澎湃新闻，弟弟之前离过婚，有一个女儿，其女

儿和奶奶在老家生活；弟弟和第二任妻子付晶（化

名）在广东东莞做水果批发，收入还可以，有按揭

供房。 

陈芳表示，最开始，弟弟和付晶的关系好，育

有一子。然而 2015年下半年，夫妻关系开始恶化，

双方发生争吵。 

陈芳记得，当年年底，弟弟等人未回老家过年，

当时他们还以为可能是生意太忙，但弟弟之后透露

说，他和妻子有矛盾，双方有吵架。 

对于陈理、付晶之间的矛盾，陈芳说，家属都

不在东莞生活，只知道弟弟怀疑付晶出轨，但具体

情况不清楚，当时也不知道事情会这样严重。 

让陈理深陷囵圄的是一起挟持儿子事件。 

澎湃新闻获取的判决文书显示，东莞市第一人

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陈理和老婆付晶出现感情问

题，怀疑付晶和弟弟付亮（化名）有不正当关系，

2016年 4月 1日 20时许，陈理抱着儿子陈华（化

名）来到东莞市东城区下桥新苑 11巷 2号一楼仓

库，并打电话给付晶，要求付晶、付亮立即到仓库

解决相关问题，且不准付晶报警，否则就杀了儿子

陈华。 

之后，付晶报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仓库

的卷闸门被拉下来距离地面约 50 厘米，陈理坐在

仓库内，左手抱着陈华，右手拿着一把水果刀架在

陈华脖子上，情绪比较激动，不允许别人进入仓库

和把卷闸门拉高。于是，民警一边对陈理劝解，稳

定其情绪，叫其不要做出过激行为，一边通知陈理

的家属、朋友到场进行劝解。 

次日 2时 30分许，陈理将儿子陈华释放，陈

华的脖子受伤，后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 

判决文书显示，2016年 4月 11日，陈理回到

家中，与妻子、儿子同住三天。三天后，因夫妻关

系紧张，付晶再次带儿子离家。同年 4月下旬至 5

月 18日期间，陈理多次发威胁信息到付晶手机上。

5月 18日，付晶报案。6月 2日，陈理被警方抓获。 

据判决文书，陈理供述和辩解称，他和妻子此

前没有矛盾，2015年 10月，妻子的同母异父弟弟

付亮来到东莞，帮他们卖水果。看到妻子和付亮一

些相处细节后，他开始胡思乱想，怀疑妻子和付亮

有不正当关系。 

二审改判犯非法拘禁罪，有期徒刑 2年 6个月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显示，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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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属于情

节较轻，依法应予惩处，视陈理的犯罪情节和悔罪

表现，判决陈理犯绑架罪，判处尤其徒刑 5年，并

处罚金 2000元。 

陈理及其家属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陈芳

表示，事发后，家属和付晶等人失去了联系。 

陈理的辩护律师之一贺俊告诉澎湃新闻，了解

具体案情后，他们认为，陈理挟持儿子的目的，并

非勒索钱财或满足不法要求，而是解决婚姻家庭纠

纷和矛盾；陈理行为的方式、手段和性质，看似符

合绑架罪的形式特征，但不具有此罪严厉刑罚和评

价相当的不法程度。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理在案发前

曾家暴过妻子，导致夫妻关系紧张，其 2016 年 4

月 1日晚的行为动机是因妻子离家，二人分居，无

法手机通话联系，陈理想通过沟通、解决婚姻家庭

问题。当天，陈理带着儿子到无人仓库，要求妻子、

妻弟前来解决婚姻问题，警察及妻子到场后，陈理

在受到刺激的情况后，用刀抵住儿子脖子，要求妻

子进仓库，导致儿子脖子划伤。此外，陈理曾家暴、

威胁过妻子，并有划伤儿子的行为，但 2016 年 4

月 11日回家与妻子同住 3天，其间没有故意伤害

妻子，故认定 4月 1日陈理没有伤害妻子的不法目

的。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陈理的行为看似符

合绑架罪的形式特征，但鉴于本案因婚姻家庭纠纷

引发，陈理实施本案是为解决夫妻矛盾，其控制儿

子期间有照顾儿子的行为，后又释放儿子，没有造

成严重后果，其行为的主观恶性、危害性与刑法对

于绑架罪的严厉评价程度均不想当，不适应定性绑

架罪。 

2018年 8月 17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审理判决，陈理挟持儿子陈华，要求妻子及其妻弟

到指定地点，在警察到场要求其交出儿子后，仍拒

绝警察并继续限制儿子的人身自由约 2小时，其行

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原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但定罪不准确。

上诉人所提意见及其辩护人意见中关于本案定性

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遂撤销一审刑事判决，

陈理犯非法拘禁罪，判决有期徒刑 2年 6个月。 

责任编辑：李寿康 

重庆渝中 
邀请代表见证家事审判改革成果 
2018-09-15 人民法院报 第 06 版  张乐跃 曾亚妮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8-09/15/content_143654.htm?div=-1 

 

本报讯 9 月 5 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举

行家事改革两周年暨渝中区家事纠纷调处中心挂

牌仪式，邀请 2名全国人大代表、3名市人大代表

参与见证。 

代表们考察了该院新投入使用的家事审判功

能区，在座谈会上，代表们一致表示，家庭是社会

的基本细胞，家事审判对于维护家庭和谐、社会稳

定意义重大，通过本次调研了解到渝中法院作为家

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法院所做的积极

探索。（张乐跃 曾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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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某梅拒不交出孩子抚养权被判刑｜家事案例 

｜来源：水母网 、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8-09-12 家事法苑  水母网 

https://mp.weixin.qq.com/s/44RiIgD9p8WwKIHs9m0grw 

来源 :水母网  

发布时间 :2018-08-13 

原文链接：http://www.creditsd.gov.cn/89/7

3503.html 

柳某梅拒不交出孩子抚养权被判刑 

被告人柳某梅的前夫刘某超于 2015年 1月 27

日向莱阳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莱阳市人民法

院经审理于 2015年 7月 28日作出判决，准许刘某

超与被告人柳某梅离婚，婚生女孩刘某某由刘某超

抚养。判决后，被告人柳某梅因对判决不服提出上

诉。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被告人柳某梅拒不将刘某某交给

刘某超抚养，经莱阳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多次执行，

被告人柳某梅仍拒不履行，莱阳市人民法院于

2016年 4月 22日对柳某梅司法拘留十五日，被告

人柳某梅经司法拘留后，仍不履行法院判决确定的

义务。 

2017年 10月 2日柳某梅因涉嫌犯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被莱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10月

16 日被莱阳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7 年 10 月 13

日柳某梅被刑事拘留期间，其家属代其将刘某某的

抚养权交给刘某超。2018 年 1 月 9 日，莱阳市人

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柳某梅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向莱阳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莱阳市人民法院

审查后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

进行了审理。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柳某梅对人民法院的

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构

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

立，为维护法院裁判的严肃性和公信力，打击拒执

犯罪，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柳某梅犯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被告人

柳某梅当庭表示服判。 

附：判决书全文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 0682刑初 7号 

公诉机关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柳晓梅，女，1988 年 7 月 17 日出生，

汉族，中专文化，出生地及户籍地：山东省青岛市

莱西市，住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2016 年 4

月 12日因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被莱阳市人民法院司

法拘留十五日。2017年 10月 2日因涉嫌犯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被莱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10月 16日被莱阳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莱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莱检公诉刑诉（2017）435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柳晓梅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于 2017年 1月 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

查后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

行了审理。莱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宁艳红出

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柳晓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莱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柳晓梅的前夫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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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超于 2015年 1月 27日向莱阳市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离婚，莱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于 2015年 7月

28 日作出判决，准许刘伟超与被告人柳晓梅离婚，

婚生女孩刘娅楠由刘伟超抚养。判决后，被告人柳

晓梅因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于 2015年 11月 10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判决生效后，被告人柳晓梅拒不将刘娅楠交

给刘伟超抚养，经莱阳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多次执行，

被告人柳晓梅仍拒不履行，莱阳市人民法院于

2016年 4月 22日对柳晓梅司法拘留十五日，被告

人柳晓梅经司法拘留后，仍不履行法院判决确定的

义务。2017 年 10 月 13 日被告人柳晓梅被刑事拘

留期间，其家属代其将刘娅楠的抚养权交给刘伟超。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相应的

证据予以证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柳晓梅对人

民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

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柳晓梅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公诉机关

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但辩称因女儿受虐待才不交付

抚养权的。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柳晓梅的前夫刘伟超于

2015年 1月 27日向莱阳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

莱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于 2015年 7月 28日作出判

决，准许刘伟超与被告人柳晓梅离婚，婚生女孩刘

娅楠由刘伟超抚养。判决后，被告人柳晓梅因对判

决不服提出上诉。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

决生效后，被告人柳晓梅拒不将刘娅楠交给刘伟超

抚养，经莱阳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多次执行，被告人

柳晓梅仍拒不履行，莱阳市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4

月 22日对柳晓梅司法拘留十五日，被告人柳晓梅

经司法拘留后，仍不履行法院判决确定的义务。

2017年 10月 13日被告人柳晓梅被刑事拘留期间，

其家属代其将刘娅楠的抚养权交给刘伟超。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书证 

（1）常住人口信息查询，被告人柳晓梅达到

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应承担刑事责任。 

（2）前科查询及司法拘留决定书，被告人柳

晓梅于 2017年 4月 22日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被莱阳市人民法院司法拘留十五日。 

（3）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函及提交公安机

关刑事侦查审批表，证实本案由莱阳市人民法院移

交给莱阳市公安局。 

（4）受案登记表，证实莱阳市公安局于 2017

年6月19日接到莱阳市人民法院移送立案侦查函，

并于当日将此案立案侦查。 

（5）莱西市公安局青岛路派出所出具的抓获

证明，证实被告人柳晓梅被网上追逃后，于 2017

年 10月 2日在莱西市莫泰酒店内被莱西市公安局

民警抓获归案。 

（6）（2014）莱阳城民初字第 265号民事判决

书、（2015）烟民四终字第 1780号民事判决书，证

实 2015年 7月 28日莱阳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柳晓

梅、刘伟超离婚，子女刘娅楠由刘伟超抚养，2015

年11月10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

持原判。 

（7）（2016）莱阳执字第 212 号执行通知书，

证实莱阳市人民法院于 2016年 2 月 1日向柳晓梅

下达执行通知书，柳晓梅收到文书后签字。 

(8)执行笔录，证实莱阳市人民法院分别于

2016年 4月 22日、5月 5日、8月 17日先后三次

要求柳晓梅履行人民法院判决，但其均未将孩子抚

养权交给刘伟超，未履行法院判决。2017年 10月

13日柳晓霞将孩子抚养权交给刘伟超。 

（9）申请执行人刘伟超与被执行人柳晓梅离

婚纠纷一案的情况说明，证实柳晓梅在法院多次做

工作并对其采取司法拘留后仍不执行法院生效判

决的情况。 

（10）谅解书，证实被告人柳晓梅家属已将孩

子刘亚楠的抚养权交给其前夫刘伟超，刘伟超对柳

晓梅的行为表示谅解。 



183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11）刘伟超出具的意见书，证实刘伟超及其

父亲刘忠福因柳晓梅于 2015年 6、7月份找社会人

员到其家中要钱及无理取闹，以及不给孩子打预防

针，要求撤回为其出具的谅解书，并要求对其从重

处罚。 

2、被告人柳晓梅的二次供述，证实 2015年 7

月其与前夫刘伟超离婚，经判决女儿刘娅楠由刘伟

超抚养，其上诉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但判决生效后其未将刘娅楠交给刘伟超抚养，经莱

阳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多次要求其执行生效判决，其

仍不交出孩子的抚养权，并因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被

莱阳市人民法院司法拘留十五日；现柳晓梅对莱阳

市人民法院关于其申请变更孩子抚养权的诉讼判

决提出上诉。2017年 10月 12日供述称：1）其被

司法拘留后，因为刘伟超没去其家要过孩子，所以

其还继续抚养刘娅楠，法院执行庭电话联系过一、

两次，其说孩子生病住院了，执行庭的法官就把电

话挂了。2）自己不执行法院判决，不交出抚养权，

是因为孩子被其公公和丈夫送到别人家，从头到脚

都是伤，还被狗咬了，其就把孩子抱回娘家抚养，

不同意把孩子给刘伟超抚养，是怕孩子受虐待。3）

自己被刑事拘留期间，姐姐把孩子送到法院了。 

3、被告人柳晓梅当庭提供的照片，证明离婚

前女孩身体受伤的情况。 

本院认为，被告人柳晓梅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

告人柳晓梅提出因女儿受虐待才不交付抚养权的

辩解，其提供的照片系其离婚前的女孩身体受伤照

片，但该并不是被告人不履行生效判决、裁定的理

由，该辩解本院依法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柳晓梅

归案后及当庭能够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且孩子抚

养权已由其家人代为交出，已履行法院判决，本院

依法对其从轻处罚，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

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柳晓梅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

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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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

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孙高强 

人民陪审员    盖福仁 

人民陪审员    姜娟美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徐慧珠 

全国首例！德州市人大常委会作出支持 

人民法院深化家事审判改革的《决议》 

2018-09-19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JsAfSadeIPO4fVmIxJdbVw 

9 月 18 日，德州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

十四次会议，专题听取全市法院家事审判改革工作

情况的报告，审议并全票通过报告，并作出《关于

进一步支持人民法院深化家事审判改革的决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韩建亭，副主任钟玲、周玉刚、

陈璞平、冯如胜，秘书长周天峰出席。副市长董绍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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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郭晓东，市政协副主席马

传先，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同志等

列席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认为，2016 年以来，市中

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最高院、省高院和市委部

署要求，坚持从严从实、改革创新的工作总基调，

积极推进家事审判改革，建立配套机制，凝聚社会

合力，拓展人性化工作路径，打造了“党委领导、

政府支持、人大监督、法院主导、多方参与”的多

元化解家事纠纷“德州模式”，走在了全省、全国

前列。为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协同联动，规

范工作制度，加强专业化建设，市人大常委会作出

《关于进一步支持人民法院深化家事审判改革的

决议》，推动家事审判改革向纵深发展。据悉，这

是全国首家由地级市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的推动

家事审判改革的决议。 

 

德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支持人民法院深化家事审判改革的决议 

（2018年 9月 18日德州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对家教、家风、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进

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工作，发挥我市家庭美

德文化优势，促进全市家庭美好、社会和谐，特作

如下决议。 

一、进一步提高对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改革重要

性的认识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和谐稳定是国家发

展、社会进步、民族繁荣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

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注重

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并对建设“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

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作出一系列重要

指示，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营造和维

护美满幸福的婚姻家庭环境，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的重要内容，是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积极回应，

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基础性工程。

全市两级人民法院和各有关机关、单位、组织，要

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推进家事审判改革的重要

意义，积极参与和支持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改革工作，

构建“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主导、多方参与”

的家事纠纷综合解决模式，为全市家风建设和家庭

美德建设作出贡献。 

二、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改革职能作用 

全市两级人民法院要自觉把家事审判改革置

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维护全市和

谐稳定大局中谋划和推进。要积极转变家事审判理

念，对当事人的保护要从身份利益、财产利益延伸

到人格利益、安全利益和情感利益，保护当事人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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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充分发挥家事审判对婚姻关系的诊断、修复和

治疗作用，弘扬文明进步的婚姻家庭伦理观念。要

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探索符合家事

审判特点的家事审判方式和程序，针对家事审判的

特殊性，坚持调解优先、加大法官职权干预力度、

当事人亲自到庭、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等原则，进

一步完善家事调解、家事调查、心理疏导、婚姻冷

静期、回访帮扶等制度，促进家事纠纷妥善化解，

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充分体现司法柔性和人

文关怀。要统筹家事审判专业化建设和深化司法体

制综合配套改革，推进家事审判机构和队伍改革，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办案团队和司法辅助团队。 

三、凝聚形成支持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改革工作

合力 

家事审判改革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离不开

党委的领导和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参与。

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的要求，全市各级检察、教育、公安、民

政、司法行政、卫计、文化、工会、团委、妇联、

关工委、老龄办等部门要支持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

作，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加大协调配合力度，积极

参与家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形成全社会共同

化解家事纠纷、促进家庭幸福、维护社会和谐的强

大合力。 

四、为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改革营造良好舆论环

境 

全市两级人民法院要主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

坚持在家事审判中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密切

与妇联、司法行政、新闻宣传等单位的联动协作，

加强家事审判舆论宣传工作，向全社会传递正能量，

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

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要充分运用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手段，通过发布典型案例、以案释法、

举行公众开放日等形式，广泛宣传家事审判改革新

制度、新模式和家事审判实践新理念、新方法，让

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和了解家事审判改革在家庭建

设、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新闻宣传

部门要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健康向上、弘扬

正气的宣传报道活动，为家事审判改革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家

庭美满幸福。 

五、加强对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改革的监督 

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通过听取审议专

项工作报告、视察调研、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形

式，监督、支持同级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工作。督促

政府和相关部门支持法院开展家事审判工作，帮助

人民法院解决家事审判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各级

人民法院要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检察监督和社会监

督，切实履行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家事审

判工作的法定监督职责。 

本市将开展老年人监护服务试点 

优先考虑需求较为紧迫的养老家庭 

2018-09-18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叶晓彦 

http://bjwb.bjd.com.cn/html/2018-09/18/content_282555.htm 

本报讯（记者叶晓彦）年底前本市将开展老年

人监护服务试点，解决老人由于身体和智力的逐渐

衰退而带来的生活照料、身心保护、财产管理、法

律行为代理等问题。目前，该试点工作正在进行社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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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见征集、搭建制度框架等工作。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身体和智力逐渐衰退，

很多老年人担忧自己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的权益

保护问题，如老人需要手术谁来签字、遇到法律纠

纷谁来维权、失能之后谁来照护等。特别是那些没

有子女或者子女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

的老人，最担心自己将来能否得到较好的照料和保

护。为解决部分老年人的监护困境，市民政局、市

老龄办决定开展老年人监护服务试点工作，探索建

立以家庭监护为基础、以社会监护为补充、以国家

监护为兜底的老年人监护体制，慎重稳妥推进老年

人监护服务。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透露，试点将从有监护需

求的老人群体开始，优先考虑监护需求较为紧迫的

养老家庭。为了年底前实现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

相关部门正在抓紧制定老年人监护制度框架、老年

人监护登记与管理制度、老年人监护监督机制和社

会力量参与机制等。J224 

遗弃老人获刑一点都不冤 

2018-09-18 北京晨报 

http://bjcb.morningpost.com.cn/html/2018-09/18/content_502293.htm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先锋村村组干部到 80岁

的贫困户张老太爷家走访时，发现其已死在家中，

遂向平武县豆叩镇党委政府、豆叩镇派出所报告。

经当地公安机关查明，因生活琐事，去世的张老太

爷独自居住，去世前曾多次因病住院。当地的司法

所、村委会等多次联系其四女一子共五名子女，但

子女方均未有效履行赡养义务。近日平武县法院公

开审理了此案，子女分别获刑。（9月 16日《重庆

晨报》） 

●观察 

是堂警示课 

乌鸦尚懂反哺之恩，五名子女对患病的八旬老

父亲既不支付赡养费，也不照顾其饮食起居。他们

被法院判刑自是咎由自取。但是该案给遗弃老人的

不孝子女敲响警钟，该案背后的亲情伦理之痛令人

深思。 

随着“空巢老人”增加，如何赡养老人，已经

成为一个社会难题。让老人安度晚年，是子女的义

务，也是政府与社会应该思索的问题。子女对父母

尽孝，不仅体现在物质上保证老人衣食无忧；照顾

好老人的饮食起居，关心老人身体健康与心理快乐，

尊重老人的权利，同样是赡养老人的重要内容。老

人除了需要物质方面的赡养，也渴求精神赡养与亲

情关怀。事实上，老人渴望精神赡养的新闻并不少

见。据报道，有的父母因为子女长时间不回家探望，

设立探望奖、吃饭奖，把子女回家的次数与奖金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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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甚至有老夫妻为了见子女一面，使出离婚苦肉

计，把子女告上法庭的。 

不可否认，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

压力越来越大。子女关心老人有时显得力不从心，

这种情况在独生子女家庭更为突出。但是不管怎样，

我们不能遗忘亲情与孝道。我们没有理由不与父母

沟通、交流，即使经济再困难，子女们也没有理由

在赡养老人的问题上互相推诿，拒不履行赡养义务。

客观地讲，如果工作在外，不能常回家看看，也应

该经常鸿雁传书，电话嘘寒问暖，节假日抽时间回

家看看，或者把父母接到身边团聚。如果与父母生

活在同一座城市或者相距不远，更应该抽时间陪陪

父母，与父母谈谈工作，谈谈生活，承担一些家务

劳动。老人生病更应该认真照料，确保老人病有所

医。 

五名子女遗弃老人或许只是个案，但这样的个

案也在警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对父母

的赡养义务。法律对遗弃、虐待老人的不孝子女也

不会坐视不管。“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

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哪怕帮妈妈

刷刷筷子洗洗碗……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

肩……”做子女的显然不能让含辛茹苦的父母失望。  

叶祝颐 

●剖析 

有生之年享有权益最重要 

这次对张大爷 5子女给予判刑，当然是依法行

事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会使更多的人

意识到法律的严肃性，从而担负起自己的应尽义务。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虽然法庭对这 5

子女给予了判刑，但这并没能取得完整的法律效果。

张大爷已经离世，这次的判刑并未对他产生任何实

际意义，而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的价值并未体现在张大爷身上。因此可以说，张大

爷因无赡养而死，但他的死，只是换来了 5子女的

法律结果，而不是老人之前需要的享受赡养的过程。 

因此，社会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即在《老年人

权益保护法》中强化前置性意义，织密更多更精准

的事前条款，使子女们找不到推脱的理由，钻不成

法律的空子。而如果子女们还是拒不履行赡养义务，

就可以限制子女们的财务自由，并建立不孝顺的黑

名单，如此，老人可能在有生之年享受到《老年人

权益保护法》的应有权益。 

子女找借口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现在并不是少

见的现象，显然，这里边既有家庭关系的问题，也

有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法律意识淡薄问题，也来

自于《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本身存在的滞后性和延

时性。 

因此，对于这种社会常见现象，应当从立法层

面加以突破给予完善，不能让《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仅仅成为追究子女不孝的法律依据。而更应当让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成为保障每一位老年人在有

生之年充分享有各项权益的法律依据，释放出其对

老年人有生之年的实际意义。    马进彪 

●期待 

追责遗弃行为成常态 

赡养扶助老人不仅是子女的基本道德义务，更

是其不可逃避的法律义务。因而，这 5名对家中老

人不管不顾，任由其死亡的子女，最终被判处刑罚

并不冤。而从长远来看，相关部门还是应完善规则

体系，强化执法力度，不断形成威慑，避免类似悲

剧再次发生。 

被遗弃者便处于“自生自灭”的悲惨状态。作

为基层组织，对此也是无能为力，一般来说，很多

人倾向于认为遗弃行为属于家务事，外人不便干预。

即便介入干预，由于其没有执法权限，也仅能劝说

或者未被遗弃者提供微薄的救助，无法提供有效救

助，更无法以强制力要求扶养人履行扶养义务。恶

性循环之下，只有当出现被遗弃人死亡或者重伤的

严重后果后，方能惩戒扶养人，却无法在事前以刚

性的规则要求扶养人尽到相应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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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扶养老人是每一位公民的道德义务

和法律义务，尤其在老龄化社会，更应强调子女等

扶养人的责任，着重对老年群体的物质保障和精神

呵护。如强调基层组织、老年群体权益保护组织的

“巡查”、“家访”责任，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报告

执法机关妥善解决。 

同时强化对遗弃行为的打击力度，不该再等到

出现严重结果后方启动追责，而应降低追责门槛，

如只要将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置于无人管护境地，

且经有关机关责令改正两次或三次后仍不改正的，

即追究其遗弃行为。这样方能倒逼人们尽到扶养义

务，让弱势群体受到妥善、全面的保护，不至于境

遇凄惨。    史洪举 

●建议 

养老更需社会保障 

儿女不养老而导致老人孤死家中的事并非个

例。造成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从儿女来说，或者

独生子女异地工作而将老人留在了原籍，或者父母

将子女送出国留学后，毕业了留在国外就业生活，

或者是农村的孩子搬迁到城里生活了，将父母留在

老家；从社会帮扶来说，邻居之间只闻其声不相往

来，社区帮扶还有短板。在本案中，老人去世之前

多由村组干部轮流照看，派专人隔天轮流前去问候。

但毕竟村组干部还有其他工作要做，不可能完全做

到老人不空巢；从养老模式来说，人们的观念还有

差距。有些儿女自己没有能力养老，还不愿意把老

人送养老院，担心自己背负骂名，而有的老人也固

执地不愿去养老院，同时社区养老、家庭养老、以

房养老以及其他各种养老模式，都在不断探索之中，

还有不完善的地方。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难免出

现一些老人孤死的悲剧。 

事实证明，光靠儿女自觉养老，或鼓励或强制

儿女养老，还都存在一些先天不足的问题。在本案

中，对儿子的判决相对较重，也说明了社会执著于

儿女养老，而且儿子养老为重的观念还有很大市场。

与其在悲剧发生后讨说法，不如在悲剧发生前早保

障，这就需要把养老重点放在社会保障上。 

在本案中，先锋村村委可以把老人送往养老院，

然后或者通过组织间的沟通，征缴老人四女一子的

养老费，或者提起公益诉讼，通过法院强征养老费。

但村委或许有难处。这就需要从社会保障系统出发，

对那些收入不足以支付养老院养老的孤寡老人信

息，由相应的部门掌握起来，通过这个部门与老人

的子女联系沟通。甚至也不妨探索从子女的工资中

扣除相应的养老金打到子女父母账户的做法。但从

根本上来说，随着养老重担逐渐都由独生子女来承

担，儿女已经基本指望不上，社会养老必然成为主

体。这就有待于通过法律、政策、市场探索等方式，

加快社会养老保障的步伐。 

丁慎毅 

●三言两语 

许多父母不愿意将子女告上法庭，或者由于身

体等原因，无力提起诉讼，于是告状的路径无法实

施。那么，如果发现老人的子女确实拒绝履行看望

义务，基层组织能否代替老人提起诉讼？ 

——黄士枫 

这一案件具有示范意义：子女拒绝看望父母，

产生严重后果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也具有警

示意义：承担责任不仅是产生严重后果后，更需要

从制度设计上关口前移，及早落实看望责任。 

——殷国安 

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只要没有尽到责任和义

务，都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郝雪梅 

让老人都能老有所养，都能安享晚年，体现的

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能让社会变得更文明而有

温度，而对不孝子女零容忍，也是法治社会的应有

之义，在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尤显重要。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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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离婚设“离婚冷静期”引争议：离婚自由需要被限制吗？ 

原创：2018-09-22 新京报书评周刊   安安 

https://mp.weixin.qq.com/s/R3VRJZc4nwqdyU8qSKKhoQ 

近日，“离婚冷静期”写入民法典分编草案，

并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今年

11 月 3日。 

 

第八百五十条：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

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

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 

前款规定期间届满一个月内，双方应当亲自到

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

回离婚登记申请。 

 

此草案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颂扬“离

婚冷静期”对稳定婚姻、降低离婚率将会发挥的重

要作用，也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认为限制了离婚

自由。网络上反对的声浪有多大？《中国妇女报》

曾在微博上发起投票: “协议离婚设冷静期，你赞

同吗？”投票结果如下所示—— 

● 赞同，有利于避免“假离婚”，避免冲动

（10248票，4.2%） 

● 反对，有违离婚自由原则（232164票，95.1%） 

● 无所谓（1740票，0.7%） 

虽然网上投票的结果有一定随机性，但高达

95.1%的得票率让我们无法不正视针对“离婚冷静

期”的反对意见。 

 

撰文 | 安安 

多少人反对离婚冷静期？ 

“更该设置冷静期的是结婚” 

《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

离婚（此为协议离婚）。若只有一方提出离婚，可

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

诉讼。所谓“离婚冷静期”针对的是“协议离婚”，

婚姻双方同意协议离婚并提出申请后，还需“冷静”

一个月，有一方反悔即可撤回申请。 

9 月 18 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条新闻：

《民法典草案面向公众征求意见 关注离婚冷静期

男士居多》。报道中引用了腾讯指数数据，称网友

对“离婚冷静期”的观点分布如下—— 

 

避免冲动离婚增强家庭责任感（56%） 

“离婚冷静期”能降低离婚率（13%） 

试用人群不可一刀切（13%） 

冷静期应明确双方债务（9%） 

其他（9%） 

这一结果与《中国妇女报》的调查结果完全相

反，无法认定哪一方能够代表舆论主流意见。但至

少就我个人观察来看，相当多女性关注此事；而且

关于“离婚冷静期”，反对的声音并不微弱。 

9月 6日，网友@爆烈甜心小鳄鱼毛毛 在微博

上发出倡议，号召网友为反对“离婚冷静期”到人

大网上发表意见：“我们要离婚自由！人有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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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有为自己结束痛苦生活的权利！求不要再

设置离婚障碍了！”这条微博至今已获得 4万余转

发，1876条评论，1.2万余点赞。 

 

“哦，如果因为家暴要离婚，这一个月够收尸

烧埋立碑了。”网友@流民君 对“离婚冷静期”如

是说。 

网上对“离婚冷静期”的反对意见，粗略总结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以下观点均摘自微博网友

评论） 

（1）担心在家暴等因素影响下，离婚冷静期

会增加离婚难度。 

总感觉这一个月，是戴给弱势方的紧箍咒。 

——@落雨断弦灬 

一个月，足够下定决心离开家暴的女人在丈夫的恐吓

和舆论的压力下被吓回去了。。。冷静期会害死人的。 

——@春天花花小糖豆 

可增加结婚冷静期，不可增加离婚冷静期。离不合适

之婚如救人于水火，不可耽误。结一时之婚恐多有冲动，

还需慎行。 

——@还要再读 8 年书 

（2）设置离婚冷静期有经济风险甚至人身安

全风险。 

你怎么知道人家申请离婚前没有冷静过？由此产生的

经济乃至人身安全国家负责吗？ 

——@沙风泽 

那这冷静的一个月里一方大量举债，转移财产，是要

夫妻双方共同偿还吗？ 

——@红豆泥_今天也有想起奥尔什方吗 

（3）设置离婚冷静期没有必要，且增加社会

成本。 

离婚时，真正不涉及财产、子女分割问题的夫妻人数

很少。协议离婚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旦条件谈成，

应该务必迅速领取离婚证，这是务实的做法。增设离婚冷

静期，如不愿离婚一方反悔，坚持想要离婚的一方仍会前

往法院，采取离婚诉讼，增加法院工作量，且不符合婚姻

自由原则。 

——@果子狸 7777 

冲动离了可以复婚呀。 

——@财布才不空呢 

为冲动离婚设置冷静期本身就是假命题，民法一向是

法无禁止皆可为，哪条法律规定不许人类冲动了？ 

——@小呆落凡尘 

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反对离婚冷静期，反对的

网友基本都认为，不及时离婚会给婚姻中弱势的一

方（通常是女性）带来巨大的隐患。 

 

劝和文化为底色的社会婚姻 

“凑合着过呗，还能离咋的” 

“离婚”这个词，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多少带有

负面意义。在社会新闻中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字眼：

中国离婚率逐年上涨，中国离婚率赶超欧美，90

后开始离婚，政策要激励年轻人敢结婚……这些新

闻话语都表露了一种评价倾向——离婚不好，离婚

率高不好。 

离婚确实会带来负面后果，离婚当事人情绪低

落，家庭财务分割等事务惹人厌烦，孩子归谁养育

争吵不休……但与离婚带来的负面后果相比，想离

婚却不能离婚，有时更让人闹心。 

“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家和万事兴”

“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们的社会文化向来“劝

和不劝分”，因为感情不和想离婚的人们，总是能

听到旁人劝：“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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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合着过呗。”“对孩子多不好。”为了一个“和”

字，双方至少有一方要忍气吞声，当婚姻不受自己

自由意志的掌控，再苦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2004 年，王海鸰的小说《中国式离婚》，以及据此改编、由陈道明、

蒋雯丽主演的同名电视剧曾经引发热议。 

“劝和不劝分”的文化在《婚姻法》中也有一

定程度的体现。关于离婚，中国法律以离婚自由为

原则，但反对“轻率离婚”。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时，法院需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判离婚。然而“反

对轻率离婚”的原则过于模糊，导致具体执行过程

中，法院调解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2017 年 9 月，宜宾县人民法院观音法庭审理

离婚案时，让夫妻双方所做的“离婚考卷”引发网

络热议。法官称，双方考试分数若在 60分以下，

则判定感情破裂；若超过 60分，则说明感情有挽

回余地。某对夫妻做完试卷后分数均超过了 80分，

法院不准予离婚。（女方坚持离婚，男方要求和解） 

据新华社报道，这份考卷有“结婚纪念日、配

偶和孩子生日、孩子最喜欢的零食、谈了多久的恋

爱、家务事是怎么分工的”等客观题，也有“陈述

对婚姻和家庭现在的想法”等主观题。女方为离婚

诉讼原告，她在“离婚考卷”中写道男方长期赌博，

对女方常有不负责任的猜忌，以各种语言侮辱，给

女方造成心理伤害。男方表示“会改”。（具体参见

新华社报道《要离婚，先做考卷！夫妻均上 80分，

这家法院判"不准离"……》） 

 

（男方答卷截图） 

 

（女方答卷截图） 

报道称女方做完试卷后有所冷静，对不准离婚

的判决没有疑义。但这件事却引发了网络舆论的反

弹。大家质疑—— 

1．一份考卷能够衡量夫妻双方真实的感情水平吗？ 

2．该案件中男方有较多过失，女方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离婚了，这样一来是否逼迫女方为保持婚姻做牺牲？男方

虽然承诺“会改”，但口头承诺能相信吗？ 

2018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大数

据离婚纠纷专题报告》，数据显示，一审离婚案中，

女性提起的离婚诉讼居多，不支持离婚的判决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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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大数据离婚纠纷专题报告》部分数据 

（1）2017 年全国离婚纠纷年度一审审结案件量为

140 余万件； 

（2）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73.40%的案

件原告的性别为女性； 

（3）一方想离婚，另一方不想离婚案件比例占

91.09%； 

（4）一审判决中，68.51%案件判决结果为维持婚

姻关系； 

（5）77.51%的夫妻因为感情不和提起离婚诉讼；

14.86%的父亲因为家庭暴力提起离婚诉讼； 

（6）涉及家暴的离婚案件中，91.43%的案件为男

性对女性施暴。 

 

 

一审判决中，超过一半的案件没有离成婚。这

一数据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们的恐婚情绪：万一结

婚对象出现问题自己想离婚，对方不愿意，家里反

对，打离婚官司费时费力，最后法院还不一定会支

持……最担心万一涉及家暴，打离婚官司期间弱势

的一方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虽然法律规定有家

暴情节的话，应判离婚，法律并不能保障处于家暴

威胁中的人们每分每秒的安全。 

 

 

华律网法律咨询截图 

“凑合着过呗，还能离咋的？”可谁愿意当被

迫凑合的一方呢？我们所拥有的“离婚自由”是被

限制的自由，限制来自于家庭、来自于社会，即使

最后接受劝阻放弃离婚，是否有人接受得心不甘情

不愿？ 

所以不怪乎有人对“离婚冷静期”的意见那么

大，本来离婚已经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了，“离婚冷

静期”又增加了新的障碍。 

离婚法规变迁 

完全避免“一刀切”很难 

新中国建立后出台的第一部基本法即为《婚姻

法》，该部法律第一次建立了离婚自由的婚姻制度，

然而在起草过程中，“离婚自由”却引发了争论。

大家都认同双方自愿离婚的话准予离婚，但只有一

方坚持离婚呢？ 

有人认为如果只有一方坚持离婚，不能判离，

因为按照当时的社会形式，很多进城的干部会以

“离婚自由”为借口，把农村的原配抛弃。 

当时参与《婚姻法》起草工作的中央妇委代理

主席邓颖超通过调研发现，各地离婚案件中女方为

原告的比例占到 58%-92%，离婚理由包括包办、强

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重婚……邓颖超坚持"

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不加任何条件—— 

 

“我为什么主张不加条件，一方要离就可离呢？理

由是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

姻问题上妇女所受的痛苦最深。早婚、老少婚、买卖婚

姻、包办婚姻是普遍现象，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

主要根据广大妇女的利益提出。如加上很多条件，恰恰

给有封建思想的干部一个控制和限制离婚自由的借口。

过去没有这一条，发生了很多悲剧。” 

——邓颖超 

注：以上三段内容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婚姻法〉诞生：邓颖超主张离婚自由成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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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婚姻法》采纳了邓颖超的意见，但做

了一定妥协——当一方坚持离婚经调解无效之后，

准予离婚。 

在这场关于“离婚自由”的争论中，正方反方

均为处于弱势一方的女性考虑，可见离婚问题之复

杂。无论如何制定规则，想要完全避免“一刀切”

很难。新《婚姻法》颁布后，一直以来都有丈夫执

意离婚，妻子因为经济原因不愿意离婚的情况。 

后来，申请离婚的条件也存在一个从苛刻到简

单的过程。1994 年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规定，申请离婚时还需持有所在单位、村

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介绍信。直到

2003 年，这条规定才从条例中删去。离婚程序因

此得到简化，离婚夫妇当天持相关证件和离婚协议

书即可成功离婚。 

 

夫妻双方自行办理离婚，不告知单位或居委会，在 2003年以前都是无

法实现的。图片：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剧照。 

现在提出“离婚冷静期”是因为有人认为中国

离婚程序过于便捷，导致离婚率上升。需要设置离

婚冷静期，让有可能后悔的夫妻重归旧好。但正如

前文所述，首先离婚有时能够结束痛苦，并不一定

是坏事；其次“离婚冷静期”的存在增加了离婚成

本，给在婚姻中处于弱势的人们增加了阻碍。 

有人建议要警惕“一刀切”，不同情况采取不

同应对措施。这看上去面面俱到，可执法者始终是

外人，如何能断定主张离婚的夫妇需不需要“离婚

冷静期”呢？除夫妻之外，谁又有资格判定呢？所

谓警惕“一刀切”，同样也给予了基层法律执行人

灵活的操作空间，最终的结果不一定会尽如人意。 

婚姻作为社会基础单位，所承载的不仅是婚姻

双方的感情。生产消费、孕育后代、社会交往……

这一系列的活动都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婚姻因此

与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形成了复杂的关联，离婚一

事虽是二人之事，却牵一发而动全身。社会对婚姻

有太多的期许，所以才会有人百般维护婚姻，给婚

姻套上“枷锁”。 

 “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

的人想出来。”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出来的自

由。现在社会文化鼓励结婚反对轻率离婚，但其实

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是一体两面的。结婚越趋向自

由，离婚率自然会走高；而过多限制了离婚自由，

又会有多少人因此而惧怕结婚？ 

 

 

父母反对婚事扣留户口本，女儿告上法庭，法院判决女儿胜诉！ 

2018-09-26 法律图书馆  

https://mp.weixin.qq.com/s/bVmfZ3ZlvymQNBuZPYplZw 

对女婿不满意：父母拒给女儿户口簿办结婚证 
据了解，小张（化名）和男友小李（化名）相

恋有五年时间了。2014 年年底，小张考虑自身已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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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适婚年龄，且与小李感情稳定，故计划登记结婚，

遂联系父母要求提供居民户口簿，让她能够办理婚

姻登记手续。 

怎料，这门婚事遭到了父母的反对。据了解，

小李比小张大了 11岁。其父母一直嫌弃小李比她

的女儿大 11岁，也不信任男方可以照顾好女方，

所以坚决不同意他们交往。 

小张表示，她多次找父母协商但均无果，于是

求助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要求调处他们的纠

纷。2017年 7月 17日，小张、小李与小张的父母

三方在社区居委会办公室，参与居委会工作人员组

织的调解，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 

然而，小张之后向父母要求提供居民户口簿时，

父母却反悔了，再次拒绝提供户口簿。无奈之下，

当时已 26岁的小张遂以父母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其

婚姻自主权为由，向禅城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父母向其提供户口簿，并协助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庭审中，小张母亲到庭参加了诉讼，而小张父

亲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对于女

儿的说法，张母表示，小张从小品学兼优，长大成

人至读大学期间是积极、乐观向上的女孩。 

然而自从认识小李后，精神状态反常，甚至玩

失踪。而她与张父从未反对小张的婚姻自主权，作

为母亲更希望看到女儿成家立业，有幸福的家庭。

因此，小张诉称父母拒绝提供户口薄、反对其结婚

没有事实依据。 

法院判决：父母行为侵犯了女儿婚姻自主权 

禅城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

姻自由的行为。小张已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其为办

理登记结婚手续要求父母提供户口簿合理、合法。 

小张父母拒绝向其提供户口簿，导致小张无法

办理婚姻登记，他们的行为侵犯了小张婚姻自主权。

小张父母应当将户口簿提供给小张用于结婚登记

之用，小张在使用后及时将户口簿返还父母。 

 

法院指出，案件经调解，无法达成协议，为保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最终法院判决被告

小张父母将居民户口簿（原件）提供给小张用于结

婚登记。 

据悉，判决下来后，小张父母仍以为了小张幸

福等理由，继续拒绝提供户口本为女儿办理婚姻登

记。为避免各种不必要的亲情伤害，在执行过程中，

法官专门开出了协助执行告知书，亲自到公安机关

调取了小张的户籍证明材料（该材料等同于户口簿

性质，用于核实结婚申请人的户籍资料）。 

调取当天，为方便达到执行目的（结婚），还

通知其未婚夫小李一同到场办理（禅城区婚姻登记

处），故当天他们二人提供身份证、以及法院调取

的户籍证明，就在法官的陪同下，顺利办理了结婚

手续。 

法官提醒：父母应尊重儿女婚姻自由 

法官提醒，“婚姻自主”的概念是在 1978年被

写入《宪法》的，1986 年被确立为民法所界定的

个人权利。公民依法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即公民

依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自愿地结婚或离婚，不受他

人干涉的自主权利。 

在本案中，小张已达到法定婚龄，享有结婚自

主权。父母关心子女的婚姻，其本身并没有恶意。

但若父母违背子女的意愿，过度干涉子女的婚姻选

择，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家庭软暴力，给子女的身心

及亲情均造成了伤害。 

法官表示，诚然，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找

到合适的伴侣，希望他们的婚姻美满幸福。可婚姻

是一辈子的事，子女个人的意愿和选择，应该放在

第一位，父母应多尊重子女的婚恋自由，从旁引导，

不要过度参与，干涉子女的选择。 

律师建议：男方应主动修补关系 

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百伟表示，“棒打

鸳鸯”的事情其实并不少见，但很少人会寻求法律

帮助，该案为婚姻自主权利遭受侵害的个体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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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维权指引。 

同时，该案也侧面也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即父母与子女在日常生活中沟通缺失，父母对自己

儿女的婚姻配偶不放心不信任。 

所以，根本的解决方式还是应当加强和父母的

沟通，男方也应该在结婚后主动修补和女方父母的

关系。 

网友评论： 

立琪 :我比较支持父母。文中建议了"若父母

违背子女的意愿，过度干涉子女的婚姻选择，很可

能会成为一种家庭软暴力，给子女的身心及亲情均

造成了伤害。"相反，子女强行婚姻不尊重父母意

见一样给父母身心亲情造成了伤害，犹如棒打父母。

得不到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美满的。因此，解决的

办法应该是深入沟通，而不是告自己父母。 

一次不得两次，父母因什么反对，自己存在什

么不足，给出自己最好的答案，用行动一砖一瓦堆

砌信任的大桥，争取祝福。 

Elainechow:总有天小女孩会欲哭无泪，走上

无人心疼，无娘家撑腰，后来都是不幸福！不用两

年喊着我要回家了~ 

ann :结婚也是修练过程。 

稳重的男人 :人生自己选择，谁都不能保证以

后一定幸福，但谁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埋单。 

霍泽凯 :强扭的瓜不甜 

来源：婚姻法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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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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寡老人死后遗产收归国有，合理吗？ 

原创：2018-09-03 新京报评论  李昊 

https://mp.weixin.qq.com/s/Wn3bPuGzqeludrx6EIzdFA

无继承人的遗产收归国有有其合理性，但对收

归国有遗产的用途却也应当加以限制，从而体现国

家不与民争利的思路，并实现遗产的物尽其用。 

 

▲图文无关。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李昊 

近日，大连市沙河口区法院的一个案子引起了

广泛关注。孤寡老人徐占武 2016 年去世后，留有

18 万多元的遗产，但却未留下遗嘱，也没有法定

继承人在身边，法院受理无主财产认定申请后，依

法定程序在报纸上公告满一年后仍无人认领，遂判

决该遗产收归国有。 

本案中，徐占武老人死后无继承人的财产收归

国有的法律依据是《继承法》第 32条，认定该遗

产无主的程序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 192条。虽

然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可依，但是这些法律依据以

及程序操作上的合理性仍然引起了不少质疑。 

质疑的焦点是“招领”程序是否真的合规。本

案中，在判断老人徐占武的遗产是否为无人继承的

遗产时，社区采取了联系其原籍所在地进行询问的

办法，当地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则在报纸上进行了为

期一年的公示。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只需要在报纸

上进行认领公示即可，并不负有根据相关线索进行

确认的职责。 

但是在通讯媒介如此发达的今天，仅仅在报纸

上刊登财产认领公示只具有形式上的公示意义，实

际上难以使认领财产的消息大范围地传播出去。 

正是由于程序上的不完善，不免出现法定继承

人无法获知财产认领公告的可能，而让民众感到草

率和不公正。因此，相关部门还需进一步完善无继

承人遗产的认领程序和公示手段，以保证结果上的

公平公正。 

当然，死后无继承人的遗产归国家所有，不仅

我国如此，国外的相关法例也不少见。如德国民法

规定，不存在法定继承人时，由被继承人最后住所

地所在的州或者联邦取得遗产。除死后无继承人的

遗产外，我国还将无人认领的遗失物也规定为国家

所有，因而这一问题在《物权法》立法过程中就引

起了很大争议。 

但这两个问题之间却存在很大不同，对遗失物

而言，若是由国家取得其所有权，不免存在国家与

民争利之嫌，也无法实现鼓励民众拾取遗物归还的

积极性。 

相反，对无人继承的遗产来说，不存在需要鼓

励拾金不昧的良好社会风尚那样的动因，被继承人

死后只有国家或集体最适合作为无主财产的权利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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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结束财产无主的状态，并由国家或集体对该遗产

进行清算以清偿被继承人生前的债务。如本案中的

徐占武老人去世后，如果不由国家取得该遗产，那

么该财产必将在法律上始终处于无主的状态，不能

充分实现物尽其用。 

若承认先占取得，又不免引起众人争抢取得遗

产的混乱局面，也缺乏自然无主物先占取得的正当

性。因此，不应当以与民争利为理由否定无继承人

的财产归国家所有的合理性。 

但尽管无继承人的遗产收归国有有其合理性，

对收归国有遗产的用途却也应当加以限制，从而体

现国家不与民争利的思路，并实现遗产的物尽其用。

较为合理的处理方案是将收归国有无人继承的遗

产用于全社会的公益和慈善事业，由民政部门作为

主管部门并向全社会公示其使用状况。 

颇为遗憾的是，我国现行《继承法》并未对收

归国有的遗产用于何种事业做出明确规定。因此，

相关法规还需进一步完善以对这一问题出台更加

详细的规定。 

□李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夫妻共同遗嘱制度的构建 

2018-09-05 家事法研究中心   王祺 

https://mp.weixin.qq.com/s/N1FNkIsXVmmAbVSI4u7WCg

夫妻共同遗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遗嘱形式。它

起源于欧洲德、法等国的习惯法，盛行于中世纪。

[1]至十四、十五世纪，夫妻共同遗嘱已成为非常

流行的遗嘱形式。[2]在普通法国家，夫妻共同遗

嘱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自英国上诉法院对杜福尔诉

佩雷拉—案宣判，夫妻共同遗嘱的第一个判例产生

来，距今己有两百多年。然而，从现今各国（地区）

立法来看，夫妻共同遗嘱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

总体来说，各国家（或地区）立法对夫妻共同遗嘱

的态度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明确承认夫妻共同遗

嘱的效力，如德国、奥地利、韩国和普通法上的美

国、英国等国立法。第二种，明确禁止夫妻共同遗

嘱的使用，如法国、日本、意大利、匈牙利等国立

法。第三种，在其民法典中，并无关于夫妻共同遗

嘱的具体规定。[3]我国目前缺乏对夫妻共同遗嘱

的立法规定，司法解释对此也只字未提。唯一提及

夫妻共同遗嘱的法律文件是 2000 年 3月司法部颁

布的《遗嘱公证细则》。由于立法的缺失，夫妻共

同遗嘱在我国的应用中存在着各种问题，本文旨在

对夫妻共同遗嘱的基础理论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关于我国夫妻遗嘱制度的构建方案。 

 一、夫妻共同遗嘱概述  

（一）夫妻共同遗嘱的概念 

理论界认为共同遗嘱应从形式意义和实质意

义上予以界分。形式意义上的共同遗嘱其实是内容

相互独立的几份遗嘱，但是记录在同一文本上。[4]

这种意义上的共同遗嘱的各遗嘱人的意思表示之

间不具有同一性，不相互牵制。实质意义上的共同

遗嘱则是指多个遗嘱人经过协商将其共同的意思

表示通过一份遗嘱固定下来，整个遗嘱的内容相互

关联，是一个整体。真正的共同遗嘱并非形式意义

上的共同遗嘱，实质意义上的共同遗嘱才是笔者研

究的对象。“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只有实质

意义上的共同遗嘱才是共同遗嘱之‘共同’的真正

内涵，形式意义上的共同遗嘱仅是多个单独遗嘱，

不应属于共同遗嘱的范畴。”[5] 

（二）夫妻共同遗嘱的特点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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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体复合性 

共同遗嘱在订立主体上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的遗嘱人所为的共同法律行为。共同遗嘱是多名遗

嘱人之间经过相互协商妥协而达成意思表示一致

而订立的，在主体上需要多位遗嘱人共同作出意思

表示才能成立。又因为遗嘱订立主体是由多数人构

成，因而称这种遗嘱主体具有复合性。[6] 

2.契约性 

传统的遗嘱一般都是单方法律行为，共同遗嘱

也具有这种特点，但这是就共同遗嘱的对外效力而

言的，除此之外，共同遗嘱人之间，也即就对内效

力而言，尚具有一定的契约性。共同遗嘱人之间关

于如何处分共同财产需要经过一定的磋商，最后达

成一致意见，这个过程具有明显的契约特点。这是

一般遗嘱所不具有的。一般遗嘱的遗嘱人无需与其

他主体协商即可单方行为。 

3.变更、撤销受限性 

共同遗嘱的变更和撤销并非完全自由的，而是

受到一定限制的。，任何一方遗嘱人都不能任意地

对共同遗嘱这一整体进行变更、撤销。尤其是在一

方共同遗嘱人去世后，其他遗嘱人如果有变更、撤

销共同遗嘱的意图，或者即将进行的处分财产的行

为已经严重不符合共同遗嘱的内容时，考虑到已过

世遗嘱人的意思表示已经不能再发生改变而又不

应当违背其遗愿进行财产处分，故应当严格限制这

种变更权、撤销权的行使。[7] 

4.生效时间不确定性 

共同遗嘱同一般遗嘱比较不难发现，基于共同

遗嘱订立主体上由多人构成，决定了其比一般遗嘱

的生效时间更为复杂。依照郭明瑞先生的观点，由

于涉及到多位遗嘱人且死亡时间不同，共同遗嘱的

生效时间具有不确定性，而这些在立法中都没有规

定。所以，首先要根据遗嘱内容具体区分不同的共

同遗嘱的类型，再根据已经划分好的遗嘱类型结合

《继承法》中遗嘱的生效时间的规定，具体分析已

经类型化的共同遗嘱的不同生效时间。 

（三）共同遗嘱的类型 

在我国颁布的《继承法》中并没有关于共同遗

嘱的规定，目前关于共同遗嘱的分类仅仅是理论上

的界定。对各种遗嘱形式加以区分，主要有两个目

的:其一是确定其界限，以在制定法律时有明白无

误的范围，在确认其效力方面给予某种程度的限定;

其二是共同遗嘱类型不一样，其实务中具体的操作

认定也有所差别，划分清楚遗嘱的具体形式便于对

各类型的遗嘱的实际生效及变更时间有一个明确

的区分。如前所述，在理论上，根据共同遗嘱的内

容的不同，一般将共同遗嘱分为形式意义上的共同

遗嘱和实质意义上的共同遗嘱，而实质意义上的共

同遗嘱才是与一般遗嘱具有严格区别的遗嘱种类。

因此，综合学界观点来看，实质意义的共同遗嘱按

照具体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1)相互型共

同遗嘱，这种遗嘱是指订立共同遗嘱的双方为了保

护自己去世后在世方的生存利益，而在共同遗嘱中

相互将对方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2)共同指定型

共同遗嘱，这种共同遗嘱是指遗嘱人共同基于对某

个特定第三人的厚爱，在共同遗嘱中合意在双方去

世后，由指定的第三人来继承自己的个人财产以及

双方的共有财产。(3)混合型共同遗嘱，这种遗嘱

可谓是相互继承遗嘱和共同指定型共同遗嘱的结

合，即在一方去世后，首先由另一方来继承其遗产，

待立遗嘱人全部死亡后，才由指定的第三人来继承

共同遗嘱中约定的财产。 

 二、夫妻共同遗嘱制度构建的现实意义  

（一）尊重我国传统继承习惯的需要 

我国一直以来有着“父母在，不析产”的继承

传统，也即是说，当父母一方去世之后，子女不会

立即分割继承死者的遗产，等父母双方亡故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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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遗产分割。[8]这一方面是我国孝文化的体

现，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保障年迈的丧偶老人物质生

活条件的考虑。夫妻共同遗嘱正迎合了我国传统的

继承习惯。夫妻共同遗嘱往往约定配偶双方相互继

承遗产，再对夫妻双方死亡后的遗产继承进行安排，

确保了夫妻一方死亡后，夫妻共同财产暂时不被分

割。同时，这种遗嘱形式一方面允许遗嘱人为自己

的配偶提供生活保障，另一方面也使遗嘱人得以对

双方继承人死后的遗产分配进行共同安排。这也是

人们热衷于订立夫妻共同遗嘱的原因所在。对于丧

偶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往往不再具有经济能力，这

时，夫妻共同遗嘱的保障优势就更加明显。因此，

出于对传统继承习惯的尊重，我国应当在立法中肯

定夫妻共同遗嘱的效力。 

（二）家庭团结与社会安定的需要 

考虑到现阶段我国的国情，妇女的就业机会和

经济收入远没有达到男女平等的水平。在家庭生活

中，女性往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劳动。在这一背景

之下，夫妻共同财产制更能保障女性的权益，也更

符合婚姻伦理。我国现行《婚姻法》的法定财产制

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制与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相结

合的形式。在这种财产制之下，夫妻共同劳动、共

同生活、共享收入，同时共同处分财产。但在夫妻

一方死亡后，这种夫妻间财产的共有关系立即被打

破，夫妻共有财产因继承而被分割，很大程度上会

影响到生存配偶的生活。 

通过订立夫妻共同遗嘱，上述问题可以得到较

好的解决。长期共同生活的夫妻可以通过订立共同

遗嘱，使死亡在后的遗嘱人先继承遗产，待两位遗

嘱人全部过世之后，再根据夫妻共同意志而分配全

部遗产。实际上这种形式的夫妻共同遗嘱在实践中

也最为常见。其优势在于，可以达到保障存活配偶

的生活条件的目的，同时，又得以共同决定财产的

最终继承人。对于经济能力较弱的女性，夫妻共同

遗嘱所发挥的保障作用尤为明显。同时，家庭中的

未成年子女缺乏独立生活和处分财产的能力，当配

偶中一方死亡后，抚育子女的重责就只能由生存配

偶来一力承担。这时，如果因继承而分割夫妻共同

遗产，便有动摇未成年子女生活的物质基础之虞。

有时，订立夫妻共同遗嘱亦可以使生存配偶获得足

够的财产来养育幼小子女。因此，夫妻共同遗嘱对

保障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安定也具有重要意

义。 

 三、夫妻共同遗嘱制度的具体构建  

（一）形式限定 

由于遗嘱继承是死因行为，遗嘱生效或执行时，

遗嘱人已经死亡，其真实的意思表示难以被追问，

因此，需要严格地限定遗嘱形式来确保遗嘱人的意

思表示真实、明确。国外立法也通常对遗嘱形式进

行特别规定，非依一定方式作成的遗嘱，法律不承

认其效力，也不能得到执行。夫妻共同遗嘱是基于

夫妻间合意而作成的遗嘱，遗嘱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更容易受到妨害。因此，笔者认为其必须采取书面

形式予以订立。原因如下：首先，按照当前的法律

架构，共同遗嘱可采用公证的方式订立，司法实践

中对于经过公证的共同遗嘱，法院也大多认可其效

力。而公证订立本身是以书面方式为基础的，其要

式性比一般的书面方式更为严格。也即在当前实践

中，对共同遗嘱的要式性要求已然处于书面订立以

上的程度。其次，结合共同遗嘱的自身特性，因其

表达的是配偶双方对共有财产的处分，为了确保他

们在进行相关权利处分时没有受到胁迫，意思表示

真实自由，也应在法律规定上严格规范共同遗嘱的

形式，指定其必须采取书面方式订立。 

（二）生效要件 

遗嘱生效即意味着遗嘱能够发生继承，因此遗

嘱的生效要件比之于成立要件要更加严格。一般来

说，遗嘱的生效需要具备以下条件：遗嘱人在订立

遗嘱时具有遗嘱能力，遗嘱人的意思表示真实，遗

嘱的形式合法及遗嘱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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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夫妻共同遗嘱作为一种特殊的遗嘱形式，应

当遵循一般遗嘱的生效规则。也即是说，夫妻共同

遗嘱的生效，首先要满足一般遗嘱的生效要件。除

此之外，基于夫妻共同遗嘱的特殊性考量，其生效

要件还应包含遗嘱人之间应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 

（三）生效时间 

单方遗嘱的生效时间极易认定，遗嘱人死亡时，

遗嘱生效。夫妻共同遗嘱也应当自遗嘱人死亡时生

效，但具体在第一位遗嘱人死亡时生效还是双方遗

嘱人都死亡时生效，存在不同意见。有部分学者认

为，夫妻共同遗嘱在一方遗嘱人死亡时不发生法律

效力，在两位遗嘱人都死亡时才发生法律效力。这

样才会达到共同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效果。另有部

分学者认为，遗嘱人一方死亡时，涉及该遗嘱人遗

产的内容发生法律效力，涉及生存遗嘱人财产处分

的内容则不能生效。可以说，第一种观点更加强调

共同遗嘱的整体性，但也有明显的弊端：若订立夫

妻共同遗嘱的一方遗嘱人死亡后，没有生效遗嘱来

处分死者遗产，则死者遗产依法应当发生法定继承。

这显然与遗嘱人订立夫妻共同遗嘱的目的相惇。相

对来说，第二种观点更加合理，但因未考虑到不同

遗嘱类型之间的差异，也稍显片面。 

具体来讲，因遗嘱类型不同，夫妻共同遗嘱的

生效时间也略有差异：对于单纯的互惠型遗嘱而言，

因遗嘱不涉及夫妻以外的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则一方遗嘱人死亡后，遗嘱全部生效；有最终继承

人的互惠型遗嘱，因涉及夫妻以外的遗嘱继承人或

受遗赠人，因此，在一位遗嘱人死亡后遗嘱部分生

效，另一位遗嘱人死亡后遗嘱剩余部分生效；相关

型共同遗嘱也设及两次遗产继承，其生效时间与有

最终继承人的互惠型遗嘱相同。 

（四）可处分遗产范围 

确定遗产范围，是判断遗产归属、进行遗产分

配的前提和基础。[9]一般而言，当夫妻一方死亡

后，应当先将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进行分割，只有

属于死者的部分才可以发生继承，且遗嘱人所立遗

嘱，也仅能够处分属于其个人的财产。与之不同的

是，夫妻共同遗嘱则可以处分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

和两人的共同财产。由于夫妻共同遗嘱具有整体性，

是夫妻之间达成意思表示合致的结果。因此在夫妻

共同遗嘱中，即使处分的是个人财产，只要夫妻之

间的处分具有相关性，是相互处分，那么这种处分

就具有相互制约的效力。夫妻一方不能因为某项处

分不涉及对方财产，就能够任意的变更或撤回该项

处分。可见，夫妻订立共同遗嘱处分个人财产与订

立共同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效果并不相同；夫妻在共

同遗嘱中对个人财产作单方处分和作相互处分，效

果亦不相同。因此，选择约定财产制的夫妻也可以

适用夫妻共同遗嘱，而适用法定财产制的夫妻也可

以通过夫妻共同财产处分各自的分别所有的财产。 

（五）变更与撤销 

共同遗嘱依法设立后能否变更或撤销，对这一

问题目前理论界普遍持肯定态度。但是对于变更、

撤销过程中具体的制度设计，学界还存有较大争议。

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共同遗嘱设

立之后，如果合立遗嘱一方想变更或者撤销该遗嘱，

是否必须要征得另一方同意；其二，合立遗嘱一方

死亡后，在世一方还能否变更、撤销该遗嘱，或者

是重新订立新的遗嘱。 

1.立遗嘱人均在世的变更与撤销 

夫妻双方均在世时，要变更或撤销夫妻订立的

共同遗嘱是否需要夫妻双方达成合意才可完成。对

此，支持者认为，此类遗嘱的设立系以夫妻对其遗

产处置的统一意见为基础，在夫妻双方均在世的情

况下，该遗嘱效力是否可以产生，取决于夫妇二人

意见的统一性是否发生变化。任何一方擅自变更或

撤销具有协议性质的夫妻共同遗嘱，违背了最初一

致的意思表示，将构成一种违约行为。[10]反对者

则主张，当夫妻双方均在世并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

能力时，夫妻任何一方均可以对其已经订立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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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进行变动。这种论说的理论基础在于，遗嘱自

由应当受到充分的、平等的保护。据此，即便共同

遗嘱是夫妻双方合意的结果，也不能为了维持这种

合意结果而剥夺民事主体的遗嘱自由。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个

重要的原因在于民事主体的遗嘱自由和夫妻共同

遗嘱所内含的契约性之间存有冲突。笔者认为，在

订立共同遗嘱的夫妻双方均未去世且具有相应行

为能力时，遗嘱自由需要对此做出某些妥协，对夫

妻共立遗嘱的变更要进行合理的限制。倘若一方对

此类遗嘱进行改动之后，该遗嘱就作为另一方的个

体单独遗嘱而持续生效，则势必会对另一方的权益

造成损害。因为共同遗嘱各部分内容是一个相互联

结、相互制约的整体，共立遗嘱双方做出这种遗嘱

安排是以对方在继承事项中的特定安排为基础的，

如果此后一方单独变更了其对继承事项的安排，则

另外一方会因此丧失原继承安排框架下具有的受

益可能，并由此丧失为共同遗嘱意思表示的条件。

再者，形成权的变更和撤销都属于单方面的法律行

为，只要其中一方遗嘱设立人对其加以行使，则共

同遗嘱就会因为该缘由而出现相应的法律后果。因

此，在共同遗嘱人均未过世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情况下，夫妻一方擅自变更或撤销共同遗嘱的，

则该遗嘱应当完全失去法律效力。 

2.共同遗嘱人一方死亡后的变更与撤销 

在共同立嘱人一方已经死亡而另外一方仍在

世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在世一方对共同遗嘱的变更

和撤销问题也是共同遗嘱变更与撤销事项上一个

棘手的难题。如果完全允许在世一方对共同遗嘱的

任何变动行为，则不仅有不尊重已故立嘱人的立嘱

意愿之嫌，还有可能对相关继承人的继承利益造成

损害；如果不允许在世一方立嘱人对共同遗嘱进行

修改，又似乎会损害其遗嘱自由。在理论上，关于

这个问题存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允许在世立遗

嘱人对此类遗嘱进行变更或者撤销；第二，绝对禁

止在世立遗嘱人对共同遗嘱的变动行为，以此确保

已故一方的立嘱意愿得到完整的执行；第三，有限

度地允许在世立遗嘱人对共同遗嘱进行变更或者

撤销，但是这种变动应当有合理的理由作为支撑，

而且变动只能针对与在世立嘱人相对应的那部分

遗嘱内容进行。 

共同遗嘱的夫妻双方一方死亡之后，共同遗嘱

自由性和契约性之间的关系也出现改变，在这个时

候自由性更加突出。在夫妻双方都仍然在世而且具

有相应的行为能力的时候，遗嘱自由更加突出；假

若一方身亡，其在合立遗嘱中所具有的自由性已经

不复存在，所以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剥夺另一方本

该具有的遗嘱自由权利，该立遗嘱人应该仍然享有

一定范围内的遗嘱内容变更和撤销的权利。虽然共

立遗嘱的夫妻一方已经过世，但是共同遗嘱的契约

性不会因此消失，在世一方对于遗嘱的任何行为都

受到其约束。这种约束主要表现为，在世一方的立

嘱人只能够对共同遗嘱中与自己相对应的那部分

内容进行改变，而且这种改变需以不侵害共同遗嘱

的继承人的利益为限。[11] 

实践角度来说，夫妻共同遗嘱中在世一方的立

遗嘱人往往是年龄较大的老年人，赋予其有限的变

更、撤销权利可以对其抚养人形成有效的制约，防

止其抚养人因为已经被指定为共同遗嘱的继承人

而不积极地对在世立遗嘱人履行扶养义务。我国可

以按照实际国情，具体设定共同遗嘱人得以部分变

更、撤销共同遗嘱的条件，譬如，规定共同遗嘱人

一方在世时如果出现继承者不愿意抚养遗嘱人、对

遗嘱者进行虐待或人身伤害的情况，则在世的遗嘱

者就可以对自己还没有生效的遗嘱内容进行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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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父母以未成年人房产为标的签署抵押

合同主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由父母直接代签；

第二，若子女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则可能由

子女先签名，再由父母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签字确

认。但不论哪种情况，父母的行为均受到“为被监

护人的利益”的限制。 

由于实践中父母多是以房屋(不动产)进行抵

押担保，故以下仅对该种典型情况进行分析。对于

动产抵押可类推分析之。 

一、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住房抵押贷款的效力

分析 

住房抵押贷款是购房中经常采取的模式。父母

将所购房屋登记在子女名下或以共有的方式将子

女名字登记在房产证上，应当认为该房产或者该部

分的房产是对子女的赠与。并且，父母由于购房资

金不足而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并以所购房屋用作

抵押担保，即出现处分未成年子女房产权利的问题。

由于抵押目的是担保购房所需借款的偿还，因此父

母的抵押行为应认定为是“为被监护人的利益”，

抵押有效。但从搜集到的案例来看，法院的判决理

由仍有不同。 

多数情况下，法院都直接以抵押合同合法签订

且已办理抵押登记为由认定抵押有效，判决书均未

对《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该条规定内容由《民法

总则》第三十五条承继，以下同）的规定进行阐述，

判决理由甚为简略，这与很多情况下抵押人一方

(父母、未成年子女)未到庭主张抗辩有关。 

《民法通则》第十八条 [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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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款]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

律保护。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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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

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

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

人的资格。 

《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 [第一款]监护人

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

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

护人的财产。 

[第二款]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

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

实意愿。 

[第三款]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

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障并

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

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

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 

也有部分判决书对判决理由作了较为详细的

论述，法院罗列的主要理由包括： 

(1)父母出具了不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书

面声明。如：“魏某(父亲)将其所购买的房屋抵

押给江苏银行南京城西支行，该抵押行为已征得共

同产权人王某情(母亲)、魏某甲、魏某乙的同意，

且魏某、王某情已书面声明不损害魏某甲、魏某乙

的利益，该抵押行为应合法有效。”（参见南京市

鼓楼区人民法院(2013)鼓商初字第 224 号民事判

决书） 

(2)父母的抵押行为是为未成年子女合法利

益的行为。如：“该《贷款抵押合同》的约定虽

然以与未成年人阙某斌的共有房产作为购房贷款

抵押，但结合《个人一手房屋贷款合同》《监护人

承诺函》，借款用途是改善或提高被监护人阙某斌

的生活学习条件，该《贷款抵押合同》对阙某斌共

有房产的处分，是为了维护阙某斌的合法权益，不

存在损害阙某斌利益的任何行为，不违反法律和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参见江苏省无锡市惠山

区人民法院(2013)惠商初字第 1185号民事判决书） 

(3)父母基于法定代理权有权处分未成年子

女的财产。如：“孙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属于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外承担还款义务是与其年龄、

智力等不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应由其法定代理人即

父母代理。”（参见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

(2014)南商初字第 0485号民事判决书。） 

(4)在房款付清之前不能将房屋视为未成年

子女实际所有的财产。如：“但该房屋系赵某(父

亲)向工商银行朝天门支行申请贷款后使用贷款购

买所得，且该房屋也是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因此在上述借款清偿完毕之前，不能将该房屋当然

视作赵某雄(未成年子女)实际所有的财产。赵某雄

将……房屋抵押给工商银行朝天门支行，并使用申

请所得的贷款购买上述房屋，并不违反我国民法通

则关于监护人不得侵害被监护人财产的规定。”（参

见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

0149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理由颇值商榷，根据

《物权法》的规定，在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之后，

房屋即归登记的权利人所有，其所有权不应受到贷

款是否还清的影响。 

二、父母“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抵押未成年

人房产的效力分析 

父母“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抵押未成年子女

的房产的也并不罕见，实践中主要是父母因经营困

难向银行借款并办理抵押或为第三人的债务设定

抵押等情形。针对这一问题，各法院的判决结果存

在很大冲突，甚至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一)法院判决有效的理由之分类 

1.父母出具了“为未成年子女利益”或“不

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承诺书。如：“黄某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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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母温某乔和黄某燊在 2011年 6月 28日借款融

资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签订之前，已经注意

到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专门于

2011年 6月 20日分别向华夏银行天安分行出具两

份《声明》，明确表示用黄某妃所有的位于深圳龙

岗镇栖湖 25号别墅提供抵押担保的行为，是为了

黄某妃本人的利益，不存在侵害黄某妃合法权益的

情形。”（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

民二终字第 97号民事判决书）仅依该种承诺函不

能认定银行履行了注意义务，因为虽然父母声明不

损害子女利益，但事实上，一旦银行行使抵押权处

分抵押财产，未成年人的利益必然受损，该行为明

显地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利益，银行对此应当明知，

主观上不构成善意。 

2.父母基于法定代理权可处分未成年子女的

财产。如：“本案《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抵押承诺书》《延期还款

协议书》签订时，黎某某是未成年人，以上合同上

黎某某的名字均由其母亲李某露代签。黎某德、李

某露作为未成年人黎某某的父母，是黎某某的法定

监护人，其以家庭共有财产为黎某德借款作抵押担

保的多次意思表示明确、一致，足以使江城农信社

相信抵押物的共有人同意设定抵押，江城农信社没

有过错。本案贷款抵押办理了相应的手续，李某露

的代签行为也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依法应认定抵

押担保的效力。”（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

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 61号民事判决书）该种判决

观点完全忽略了《民法通则》第十八条关于父母处

分子女财产的限制性规定。 

3.《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的规定不属于效力

性强制性规定。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的规定并非属于效力性强

制性规定，将某珍、姜某(父母)在本案中将姜某某

与将某珍共有的房产为汇美公司的债务作抵押，虽

然违反了该条规定，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

由于将某珍、姜某作为姜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已在抵

押合同上签字，且已依法办理抵押登记，至于抵押

合同上‘姜某某’三字是否姜某某本人所签，并不

影响抵押合同的有效成立。若姜某某认为将某珍、

姜某将其财产抵押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利益，可另

行主张权利。”（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浙温商外初字第 308号民事判决书）以上判

决认为《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的规定仅具有内部效

力，父母的越权行为不影响抵押的外部效力。但是，

依代理的一般原理，代理人超出授权范围的，除可

认定为表见代理外，均构成无权代理，因此，法定

代理也应按照代理的理论进行分析。 

4.房屋系父母出资购买，因此未损害未成年

子女利益。如：“本案系争借款在杨某林父亲杨

某业务经营过程中发生，杨某林成为借款人和抵押

担保人系其父杨某、母亲李某所为，抵押的房屋也

是杨某和李某购置，并非杨某林自行购买，故杨某

及李某并未损害杨某林的利益。”法院的判决逻辑

颇值商榷，父母将子女名字登记在房产证上的行为

应认定为对子女的赠与，该部分房产的权利应由子

女单独享有，父母的擅自抵押行为已经损害了子女

的利益。 

(二)法院判决无效的理由 

司法审判实践中也不乏法院从保护未成年人

的利益出发，将《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的规定认定

为强制性规定，父母违反该规定的抵押行为无效。

如：“《民法通则》第十八条明确规定，监护人除

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

该规定属于禁止性规定，目的在于保护被监护人的

利益。本案中，被告黄某英作为被告杜某鸿的监护

人，对代被告杜某鸿签订抵押合同为被告杜某鸿名

下房产设定抵押的行为，系为被告杜某鸿设定义务

的行为，而非为其利益考虑。”（参见广东省佛山

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4)佛城法民三初字第 218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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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银行的法律风险 

抵押贷款业务中，贷款行的最大风险可能就是

抵押被认定无效。从以上对不同法院判决的分析对

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判决理由及结果的差异性及

矛盾性。特别是对于父母“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

的抵押行为，不同案件的判决理由存在着严重的冲

突，判决结果也不乏截然相反的。一方面，这是由

于立法规范的抽象性导致的法律适用中的尺度不

一致性；另一方面，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则是存在

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法院支持抵押有

效的理由，很多是站不住脚的，这更加加重了银行

的风险。并且，未来立法可能会更加注重并执行“未

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银行在办理业务中仅仅要求出具监护人承诺函可

能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风控措施与合同条款方面

的完善。 

法典编纂丨婚姻家庭编研究学刊要览 

原创：2018-09-08 中国民商法律网   侯佳音选编 

https://mp.weixin.qq.com/s/4IyWlrdmxOF1O-uPY3HA8gg

编者按  2018 年 8 月 27 日，民法典各分编

（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作为全面深

化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民法典如何反应时代精神、

回应人民需求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我

国民法学者在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积极建言献

策，学界涌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特此中国民商

法律网推出“民法典分则学刊要览”系列文章，

对学术界近期关于民法典各分编的研究成果进行

梳理，以期对读者理解研习民法典分则有所裨益。

欢迎阅读，欢迎转发。 

本期学刊聚焦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相关研究。 

篇幅有限，未能全面介绍，欢迎在评论区留

言补充，推荐精彩文章。 

一、关于婚姻家庭编立法体例结构、立法理念

等一般性问题 

1．夏吟兰：《民法分则婚姻家庭编立法研究》 

【摘要】在民法典中，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最具

伦理属性、民族特性和人文主义精神，与国家发展、

社会进步密切相关。从“单行法”到“法典法”，

婚姻家庭编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价

值取向与基本原则，保持其相对独立的身份法特点。

制定婚姻家庭编既是编纂民法典的需要，也是回应

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以及完善婚姻家庭法律

制度的需要。婚姻家庭编立法应当考虑我国的立法

传统、基本原则在婚姻家庭编中的作用以及当代国

际婚姻家庭立法的发展趋势，重构婚姻家庭编的基

本原则；应当考虑非婚同居关系在社会中逐渐被公

众接受并成为一种生活模式的现实，对非婚同居关

系作出原则性规定，以保护当事人特别是未成年子

女的合法权利；应当认真对待我国离婚率不断上升、

轻率离婚屡见不鲜、离婚救济制度适用受限的问题，

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为防止轻率离婚，实现法

律的公平正义作出理性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宏观定位；基本原则；非婚同居；

离婚自由；离婚救济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中国法学》2017

年第 3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71-86

页。 

2．夏吟兰：《民法典体系下婚姻家庭法之基

本架构与逻辑体例》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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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 1950年婚姻法颁布以来,我国婚姻

家庭关系一直由多部法律调整,造成了婚姻家庭法

律规范长期处于体系不完整、结构不统一、内容不

协调的状态,而 2001 年修订婚姻法时遗留的问题

及缺漏造成司法困惑与执法不一。因此,亟需在民

法法典化进程中制定一部结构统一、体系完整、逻

辑严密的婚姻家庭法。我国应当借鉴大陆法系婚姻、

亲属、监护一体的立法体例,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立

法传统全面完善婚姻家庭体系结构;从调整对象、

立法技术的角度将现行婚姻法的名称改为婚姻家

庭法;增设亲属通则,纳入监护制度、改广义监护制

度为狭义监护制度,并将收养制度体系化地收归婚

姻家庭法。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体系结构；亲属；监

护；收养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政法论坛》2014

年第 5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42-148

页。 

3．夏吟兰：《论婚姻家庭法在民法典体系中

的相对独立性》 

【摘要】新中国婚姻法经历了从独立法律部门

到回归民法典体系的不同历史时期。尽管 21世纪

初的民法典草案编篡活动基本确立了婚姻家庭法

回归民法典的路径,但对婚姻家庭法在民法典体系

中的地位,婚姻家庭法与民法总则及其他部门法的

关系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基于历史演进与逻辑分析,

婚姻家庭法可以归位于民法典体系但具有相对独

立性。民法的调整对象、基本原则、一般性规范等

宏观抽象、具有指导性的立法理念和价值取向决定

了婚姻家庭法作为民法体系一部分的基本逻辑关

系,而婚姻家庭法的相对独立性则是由婚姻家庭法

调整对象的伦理性、亲属身份法的特殊属性以及婚

姻家庭法所兼具的公法属性所决定的。 

【关键词】民法典；法的价值；伦理属性；私

法公法化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论坛》2014

年第 4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5-14页。 

4．郭明瑞：《关于婚姻法修订的若干问题》 

【摘要】婚姻法修订后的内容包括现行婚姻法

和收养法，名称应为亲属法。亲属法是民法的一个

组成部分，亲属法有一定的特殊性从而使其为民法

典的分编， 但不能成为独立于民法的部门法。民

法总则对亲属法有统领作用，亲属法应与民法总则

衔接。民法总则中规定的监护制度没有必要移入亲

属法。亲属法在规定亲属间身份权利上应应对新情

况，适应社会需求，传承传统文化。亲属法应就家

庭财产作出界定，规定夫妻间的法定代理权，并进

一步完善对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权益的特别保

护规则。亲属法应与物权法、合同法协调，将亲属

间的财产关系与亲属与第三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区

别开，对基于亲属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财产关系的

变动不应适用典型财产法的规则。亲属法应与继承

法协调，规定亲属关系的构成及亲等。在特定亲属

身份的确认上应适应现代生殖技术带来的新问题，

而不能仅以传统的血缘关系为根据。 

【关键词】民法总则；婚姻法修订；亲属法；

财产法；继承法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江汉论坛》2018

年第 2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27-135

页。 

5．金眉：《婚姻家庭立法的同一性原理——

以婚姻家庭理念、形态与财产法律结构为中心》 

【摘要】从传统到现代社会，中国人的婚姻家

庭理念、形态与财产法律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有关婚姻与家庭的观念与生活呈现多元的状态。婚

姻不再具有在古代那样的当然的意义，但仍然被视

为男女结合的主流方式；单一的宗法意蕴已经转变

为传宗接代与生育乃至不生育并存；婚姻仍然具有

联姻的功能，只是其重心与往昔已有根本的不同，

那就是两个姻亲家庭都要服务于新建立的小家庭，

但中国人内置于婚姻家庭中的人生意义追求并没



207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有改变。不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夫妻关系都成为家

庭关系的主轴，传统的家庭同居共财制为夫妻财产

制所取代。夫妻内部的财产关系、与扩展家庭的关

系和与双方父母的关系分别受到挑战，但传统的共

同、协助、孝道以及男女平等的新传统仍然是人们

尊重的价值，对此立法者应有足够的尊重。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同一性原理；从夫居；

同居共财；夫妻财产制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研究》2017

年第 4 期，文章分六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37-55

页。 

6．田韶华：《民法典编纂中身份行为的体系

化建构》 

【摘要】身份行为作为一种迥异于财产行为的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有其独立于财产行为的理论建

构。身份行为的体系化既应重视与民法总则中民事

法律行为制度的街接，也应突出其身份法的特色。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之于身份行为的意义主要在于

为其提供一个总体理论框架， 这主要包括身份行

为的成立与生效、身份行为的效力体系以及瑕疵类

型体系等。基于身份法的背景，身份行为在意思表

示的构成、身份行为能力的判断标准、瑕疵身份行

为的界定基准及其法律后果等方面有其独特的理

论构成有鉴于此，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应对身份

行为予以更加系统化、科学化的制度设计。 

【关键词】身份行为；民事法律行为；身份意

思；身份行为能力；瑕疵身份行为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2018 年

第 5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85-95页。 

二、关于夫妻人身权利义务关系 

1．马忆南：《论夫妻人身权利义务的发展和

我国<《婚姻法>》的完善》 

【摘要】我国已婚妇女普遍使用自己的姓名。

夫妻双方平等的住所决定权的实质是夫妻共同决

定。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同居义务时，还应规

定夫妻同居义务的免除事由。夫妻应当在婚姻共同

生活中相互照顾、相互协助。当代英美法上配偶权

仅有对外的作用，配偶另一方可利用其提起配偶权

损失之诉。我国《婚姻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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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法应继续倡导“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而不是

确立“夫妻忠实义务”。对单纯通奸行为的干预，

《婚姻法》所表达的克制态度应予尊重。主张夫妻

平等的就业权、家庭事务管理权和承认家务劳动价

值，避免妇女就业率低于男性、家务劳动负担重于

男性的事实导致对妇女贡献的低评价。夫妻对于日

常家事可由一方行使法定代理权，以便利日常生活。

我国《婚姻法》应当确认夫妻有平等的生育权，并

将重点放在行使生育权冲突的解决上。 

【关键词】夫妻人身权利义务；配偶权；家庭

事务管理权；日常家事代理权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杂志》2014

年第 11 期，文章分九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41-54

页。 

2．朱振：《妊娠女性的生育权及其行使的限

度——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９条为主

线的分析》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第９条规定了在婚姻关系中妻子有单方面决

定是否终止妊娠的绝对权利，并否认了丈夫的损害

赔偿请求权。这一条规定的最大问题是未能合理区

分妊娠女性生育权行使的效力与行使的理由、效力

的绝对性与责任的可承担性。生育权具有复杂的权

利结构，包括权利主体、阶段性权利特征以及权利

要素。借鉴美国法律哲学家霍菲尔德关于权利的分

析，妊娠女性生育权的特征体现为一种特权，具有

效力的排他性，但效力的排他性并不意味着做决定

的理由也具有排他性。妊娠女性的生育权也具有公

共善的属性，法律要引导并促进一种合理的个人选

择。因婚姻与家庭而产生的义务为妻子生育权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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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设定了一些附随义务，正是这些义务的存在奠定

了针对侵权行为和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 

【关键词】自主性；生育权；婚姻；人格尊严；

至善论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商研究》2016

年第 6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51-60

页。 

3．周永坤：《丈夫生育权的法理问题研究—

—兼评<婚姻法解释（三）>第 9条》 

【摘要】从本世纪开始,丈夫的生育权之诉案

件上一直存在两种正相反对的判决,理论上对丈夫

有无生育权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国《妇女

权益保障法》规定的生育权分积极与消极两种,其

中最重要的是消极意义上的"不生育自由权",这是

对抗丈夫的私法意义上的权利。《计生法》规定的

是公民对抗国家的、公法意义上权利。在法律上,

我国的丈夫只具有对抗国家的公法意义上的生育

权,不具备对抗妻子的私法意义上的生育权。《婚

姻法解释(三)》第九条隐含了对妻子"不生育自由

权"的否定,不合法且对妇女权益构成了损害,也违

反当今国际潮流,建议废止。 

【关键词】生育权；丈夫；公法意义；私法意

义；婚姻法解释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2014 年

第 12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9-15页。 

4．刘加良：《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之争与理

性应对》 

【摘要】夫妻忠诚协议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前或

婚后达成的、要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反忠实义

务的一方须实施一定行为的约定。财产给付型、权

利放弃型、伤害虐待型、辱骂起誓型和特定行为型

是夫妻忠诚协议的基本类型。对夫妻忠诚协议的效

力应采取精细化的分析视角和遵循“以内容看效力”

的基本思路。夫妻忠诚协议不应为《侵权责任法》、

《婚姻法》以及《合同法》所调整，而应为《民法

通则》所调整。为做到司法层面的有效规制，夫妻

忠诚协议的单独可诉性应得到承认，法院应多管齐

下地指导无过错方合法且有力的收集相关证据。 

【关键词】夫妻忠诚协议；基本类型；效力；

实体法规制；司法应对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论坛》2014

年第 7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01-108

页。 

三、关于夫妻财产法律关系 

（一）关于夫妻财产制 

1．龙俊：《夫妻共同财产的潜在共有》 

【摘要】我国现行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应该解释

为潜在共有。就夫妻内部关系而言，采取潜在共有

理论可以彻底解放夫妻间的财产分配规则，避免受

到财产权取得规则的不当干扰，有利于进行精确化

的价值判断。就夫妻对外关系而言，采取潜在共有

理论可以避免夫妻财产关系的复杂化危害交易安

全。在潜在共有理论下，“婚姻法解释三”第 10 条

中的登记在夫妻间只有“偏好推定”作用。婚姻法

第17 条第1 款第4 项、“婚姻法解释二”第22 条、

“婚姻法解释三”第 7 条都是与夫妻共同财产制

无关的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现行法对于共同债务区

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模式应予肯定，但是在风

险控制的力度方面还有完善空间: 应该肯定夫妻

间的追偿请求权，并区分内部和外部证明责任分配

规则；“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范围过窄，

应该扩张为“夫妻共同从中受益的债务”；非举债

方承担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应该限缩于共同财产

以及离婚时从共同财产中分得部分。 

【关键词】夫妻共同财产；潜在共有；夫妻共

同债务；交易安全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研究》2017

年第 4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20-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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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晨：《夫妻财产法价值本位位移及实现

方式———以约定财产制的完善为重点》 

【摘要】“家庭共同体”价值与“个人意志”

价值是夫妻财产法中的基本矛盾，在我国法上的制

度反映是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的架构关系。

《婚姻法》现有规定将约定财产制边缘化。家庭财

产、离婚率和“少子化”等时代变化引发了夫妻财

产法价值本位向“个人意志”价值一端的位移，《婚

姻法司法解释三》试图对此展开修正，但受到了一

些质疑。法定财产制的不周延性、对不同价值诉求

群体选择空间的保留、议价程序前置带来的收益，

均证成了完善约定财产制的正当性。完善约定财产

制的路径包括约定财产制本身的制度细化，以及与

法定财产制的联动改革。对个人本位的价值修正，

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家庭关系的目标是辩证统一

的。 

【关键词】夫妻财产法；约定财产制；法定财

产制；家庭共同体；个人意志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家》2018

年第 2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14页。 

3．张荣芳：《新型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期间

的养老金权益》 

【摘要】养老金权益是公民老年安全的最重要

保障。我国从事家务劳动的配偶离婚时只能分配另

一方已经获得和应当获得的养老金以及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累积的余额。这既未完整体现家务劳动的

价值，也导致该群体老年安全保障缺失。养老金权

益包括养老金的请求权、期待权和可期待利益，具

有财产属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养老金权益

凝聚了夫妻双方共同劳动，是夫妻老年生活安全的

物质保障，具有我国法定夫妻共同财产的特点，应

作为新型夫妻共同财产纳入分配范围。鉴于养老金

权益的特点，其范围应限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

缴纳保费或者累积工龄对应的部分权益。养老金的

功能和性质决定应建构离婚养老金分配制度，为分

配权利人建立独立的养老金账户。为保证该制度顺

畅运行，应对我国社会保险法进行局部调整。 

【关键词】养老金权益；财产属性；夫妻共同

财产；离婚养老金分割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评论》2018

年第 2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66-76

页。 

4．贺剑：《论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基本思路—

—以法定夫妻财产制为重点》 

【摘要】 婚姻法回归民法或民法典的关键在

于协调好婚姻法与物权法、合同法等财产法的关系。

就基本思路而言，应该主要依赖债权性质的法律手

段去调整夫妻间的财产关系，这样一来，夫妻与外

部第三人既有的财产关系，以及相应的财产法规则

均不会因此受影响。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设计上，

德国、瑞士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对我国民法素有影

响的法域均采行了这一思路；而现行《婚姻法》却

采取了另一思路，很大程度上以物权性质的法律手

段去调整夫妻间的财产关系。就夫妻财产的归属而

言，这对物权法以及交易安全造成了巨大冲击，对

《婚姻法》自身也有负面影响；就夫妻债务的归属

而言，它也导致夫妻共同债务被错当成夫妻连带债

务，以及夫妻债务的内部归属规则混沌不清。 

【关键词】身份法；财产法；夫妻财产制；夫

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债务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中外法学》2014

年第 6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500-1521

页。 

5．贺剑：《论夫妻个人财产的转化规则》 

【摘要】夫妻个人财产的转化规则是我国婚姻

法实践中的一项既有制度。在 2001年我国《婚姻

法》修订时,其因违反多种民法理论及婚姻法理论

而遭到批评和废弃,但此类批评如今看来实难成立,

且包含了对比较法上类似制度的不当忽视。从功能

来看,该转化规则不但可能符合我国最大多数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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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还可以在事前层面促进婚姻的稳定,从体

系来看,它与婚后所得共同制互相补充,一道构成

了介于一般共同制、婚后所得共同制之间的具有混

合形态的法定财产制,可谓我国司法实践的“神来

之笔”。在解释论层面,被抛弃的夫妻个人财产转

化规则仍然可以有限地回归司法实践;在立法论层

面,该转化规则中的许多细节亦有完善空间。 

【关键词】夫妻个人财产；转化规则；夫妻共

同财产；法定夫妻财产制；长期婚姻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2015 年

第 2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50-62页。 

6．贺剑：《夫妻个人财产的婚后增值归属—

—兼论我国婚后所得共同制的精神》 

【摘要】婚姻法《解释三》第 5条、第 10条

对困扰司法实务多年的夫妻个人财产的婚后增值

归属问题作了规定。虽然第 5条存在比较法的误会,

不足为训,但第 10条却蕴含增值归属的一般规则,

可以解决按揭房屋增值归属等众多实务难题。在现

行法上,基于婚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国的婚后所

得共同制应理解为"婚后劳动和运气所得共同制",

夫妻个人财产的婚后增值应一律为夫妻共同财产。

《解释三》第 5条、第 10条在立法论上应手废除,

在解释论上应予架空或重新解释。 

【关键词】自然增值；法定夫妻财产制；协力

理念；婚姻合伙；婚姻命运共同体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家》2015

年第 4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95-179

页。 

7．贺剑：《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影响——以

关于夫妻个人财产婚后孳息归属的司法实践为中

心》 

【摘要】对于如何规制夫妻个人财产婚后孳息

的归属,最高法院的相关立场在婚姻法《解释三》

第 5条的制定和适用过程中反复转变。最高法院在

《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中采贡献理论;在《解释三》

正式文本中则采孳息从原物理论,将孳息一律作为

夫妻个人财产;在适用阶段又回归贡献理论,以是

否包含夫妻另一方的贡献来决定孳息归属。在法教

义学上,夫妻个人财产的婚后孳息应是夫妻共同财

产。最高法院目前以贡献理论规制孳息归属的做法

在现行法下并不可行。在孳息归属问题上,最高法

院在理论之间的反复取舍,典型地反映了"理论"对

司法实践的重要影响;也揭示了在法教义学下"驯

化"理论,从而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积极影响的

可行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孳息；自然增值；夫妻协力；法源；

法学理论；法教义学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4年第3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24-33

页。 

8．贺剑：《离婚时按揭房屋的增值分配——

以瑞士法为中心》 

【摘要】在瑞士民法上,按揭房屋的增值分配

主要涉及两项规则:其一,所分配的增值仅仅指由

于货币贬值、市场行情等因素而产生的景气增值;

其二,偿还抵押债务的行为应区分为还本行为和付

息行为,二者应作不同评价,从而使得在诸如夫妻

婚后共同还贷的情形,抵押债务对应的增值在经济

上都归属于婚姻共同体。这些规则有助于反思我国

《婚姻法》之《解释三》第 5条将夫妻个人财产婚

后的自然增值一律作为夫妻个人财产的做法是否

正确,并纠正《解释三》第 10条在实务中的适用误

区,如将利息与本金混为一谈、将尚未偿还的抵押

债务所对应的房屋增值一律作为夫妻一方个人财

产等。上述规则及其立法理念也提示,《解释三》

第 5 条、第 10 条是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的拥趸,

可能与我国现行法上的婚后所得共同制有悖。 

【关键词】劳力增值；景气增值；婚后劳动所

得共同制；瑞士民法；婚姻法解释三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政治与法律》2014

年第 10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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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50页。  

9．裴桦：《夫妻财产制与财产法规则的冲突

与协调》 

【摘要】夫妻财产制是规范夫妻财产关系的法

律制度，涉及夫妻财产的归属( 取得) 、变动、权

利行使、债务承担、清算与分割等多个环节，每一

个环节都可能与财产法规则产生冲突。理论界和实

务界较为关注的冲突主要在五个方面: 在财产归

属方面、物权变动方面和权利行使方面夫妻财产制

与物权法规则的冲突，在夫妻债务认定、夫妻间赠

与问题上夫妻财产制与合同法规则的冲突。前两个

冲突是表面上的冲突而非实质性冲突，针对婚姻内

部即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应当适用婚姻法的夫妻

财产制。第三和第四个冲突是实质性冲突，而且是

法律本身的冲突，针对婚姻外部即夫妻与第三人的

关系，应当适用财产法规则。最后一个冲突也是实

质性冲突，但不是法律本身的冲突，而是法律适用

中的冲突，应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财产法；夫妻共同财

产；夫妻债务；夫妻间赠与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研究》2017

年第 4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3-19页。 

10．裴桦：《也谈夫妻间赠与的法律适用》 

【摘要】夫妻间赠与行为与夫妻财产约定、普

通赠与都有相似之处，如何适用法律，在学术界和

实务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适用《合同法》有关赠与

的规定，适用《婚姻法》有关夫妻财产约定的规定

和作为“以婚姻为基础的赠与”适用特殊规则，每

一种观点都存在不足之处。解决夫妻间赠与的法律

适用问题，核心是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认识和选择。

我国现行夫妻约定财产制是独创式财产制，未来仍

将继续。独创式夫妻约定财产制能够涵盖夫妻间赠

与行为，因而夫妻间赠与行为应当适用《婚姻法》

有关夫妻财产约定的规定。为补救这种法律适用的

不足，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由法官根据诚实信用

原则，综合考虑具体情形，适当调整赠与行为，以

平衡双方的利益。 

【关键词】夫妻间赠与；夫妻约定财产制；法

官自由裁量权；诚实信用原则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当代法学》2016

年第 4 期，文章分三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92-102

页。 

11．赵玉：《司法视域下夫妻财产制的价值转

向》 

【摘要】夫妻财产制的认知，表象是民法共同

共有原理，实质蕴含夫妻甘苦与共的婚姻家庭的伦

理期许。我国离婚诉讼的实施效果，呈现出“重确

权、轻分割、忽视矫正补偿”的倾向。从功利主义

哲学出发，夫妻财产归属确认的清晰便捷、财产分

割的实质正义与弱势一方的矫正补偿，是评价一国

夫妻财产制度带给家庭成员稳定安全感的权衡尺

度。在个人主义理念强大的当下，财产法中大量的

制度直接延伸至婚姻法，模糊了家庭生活与商业生

活的差异。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精神气质应回归至

以家庭命运共同体伦理性为依归，立法价值取向应

从形式平等向实质正义转向，司法视域下夫妻财产

制度应充分彰显婚姻法的伦理关怀，夫妻财产制的

构造应致力于财产分配的公正与创造婚姻家庭的

幸福。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分配正义；伦理关怀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中国法学》2016

年第 1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210-227

页。 

（二）关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 

1．孙若军：《论夫妻共同债务“时间”推定

规则》 

【摘要】夫妻共同债务适用“时间”推定规则

的法理基础是民法共有理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

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凡债权人有理由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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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债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或具有夫妻合意的，应当推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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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能够证明夫妻对

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

且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除外。 

【关键词】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家事代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家》2017

年第 1期，文章分三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46-154

页。 

2．冉克平：《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清偿—

—兼析法释[2018]2号》 

【摘要】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之下,将夫妻一方

所负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以该债务为家庭

利益为要件。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行为是指旨

在维持家庭日常消费、养育子女以及接受医疗服务

等交易行为,达成该目的之手段应具有适当性。夫

妻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除非夫妻

实行“共债共签”,原则上应推定为举债方个人债

务。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前者具有私密性,

债权人的证明有赖于法官的主动查明,而后者具有

相对公开性,债权人的证明应考虑经济组织的性质

及举债方配偶的实际参与状况等因素夫妻共同财

产或个人财产应分别优先清偿夫妻共同债务或个

人债务。鉴于法释[2018]2号已倾向于保护举债方

配偶的利益,当夫妻共同财产不足时,应以夫妻一

方的个人财产对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关键词】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生活；夫

妻共同生产经营；家庭利益；清偿规则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2018 年

第 6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67-79页。 

3．冉克平：《夫妻之间给予不动产约定的效

力及其救济——兼析《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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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约定通常不应被认定为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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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背信弃义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在离婚案件中

类推适用情势变更规则对该约定予以变更或者解

除,以使给予不动产的一方获得适当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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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2017 年

第 11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54-167

页。 

4．冉克平：《夫妻团体债务的认定及清偿》 

【摘要】夫妻团体与个体行为的主要财产基础

分属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夫妻团体不同于

“经济团体”，《婚姻法》第 41 条规定的“夫妻

共同生活”，因具有伦理、情感与私密性的特征，

在法技术上难以区分个人债务与夫妻团体债务；法

释［2003］19 号第 24 条的“利益共享”虽符合

法定婚后所得共同制，但是仅具有形式正当性，引

发了夫妻团体取代个人的经济自主与人格独立的

实质非正当结果。在强调人格独立与意思自治的背

景之下，立法上应该以“家庭利益”作为界分夫妻

团体债务与个人债务的法技术标准，通过日常家事

代理权、共同财产管理、合理证明责任以及债务清

偿、补偿规则等制度的构造，达到既维系和增进夫

妻团体关系，同时保护个人的独立人格与市场交易

安全的社会目标。 

【关键词】夫妻团体；共同债务；夫妻财产制；

家庭利益；个人主义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中国法学》2017

年第 5期，文章分六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11-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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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叶名怡：《〈婚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废除论——基于相关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要】家事代理权的行使范围仅限于日常生

活交易,其无法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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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推定”之泛化规定的正当性

基础。该第 24条就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以“婚内

标准”取代《婚姻法》第 41条所规定的“共同生

活标准”,有违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规律性。审判

实践证明,该第 24条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

几乎无法被推翻,对非举债方的夫妻一方极其不公。

“证明责任内外有别论”或会导致矛盾判决,且往

往沦为仅有外部规则被适用的理论依据。以“夫妻

共同债务推定”的规定遏制“假离婚、真逃债”现

象,手段极端且错误,致使恶意债务、非法债务及虚

假夫妻债务急剧增加。因此,应立即废除该第 24

条,建立健全日常家事代理、超范围债务“共债共

签”以及夫妻单方紧急举债权等制度。  

【关键词】《婚姻法解释(二)》第 24条；共

同债务推定；证明责任内外有别论；日常家事代理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2017 年

第 6期，文章分七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28-44页。 

6．缪宇：《美国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研究——

—以美国采行夫妻共同财产制州为中心》 

【摘要】美国采纳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州调整夫

妻共同债务的模式包括管理模式、夫妻共同债务模

式和分割模式。夫妻一方的婚前债务、夫妻一方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夫妻共同体利益负担的债务，

以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人个人财产负责，已经成了

各州的共识。但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非为夫妻共同体利益负担的债务，夫妻共同财产是

否负责，各州态度不一。这体现了各州对债务人的

配偶对夫妻共同财产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不同侧

重。改革我国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应当承认债务人

的配偶的个人财产原则上不对夫妻共同债务负责，

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个人债务也能以部分夫妻

共同财产受偿。《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应做适

当修改。 

【关键词】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财产制；

夫妻共同体利益；民间借贷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家》2018

年第 2 期，文章分三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5-31

页。 

7．缪宇：《走出夫妻共同债务的误区——以<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为分析对象》 

【摘要】《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

确立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该规定以日常家事

代理权为理论基础，将夫妻共同债务等同于夫妻连

带债务。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产物，夫妻共同债

务是以夫妻共同财产负责的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合同债务，首先是

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依据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

该债务又被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

和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配偶是否对夫妻共同

债务负连带责任，按照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规则认

定。不过，日常家事代理权旨在维持夫妻生活共同

体，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理论基础。配偶

对用于夫妻日常生活的借款不负连带责任；用于生

产、经营的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则应当结

合借款收益、企业性质和经营控制权等因素综合认

定。 

【关键词】夫妻共同债务；共同财产制；日常

家事代理权；连带债务；民间借贷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中外法学》2018

年第 1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253-276

页。 

8．陈法：《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之检

讨与重构》 

【摘要】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在司法适

用中陷入困境。梳理该规则之法律规定与司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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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可以发现，我国现行法上有四项夫妻共同债务

认定规则：共同生活之用途规则、双方约定之合意

规则、家事代理之权限推定规则和婚姻期间借款之

时间推定规则。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国外立

法来看，我们应以“正义至上、保障安全、自由优

先、兼顾公平与效率”为价值引领指导规则适用，

实现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立法功能与立法价

值。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应作相应的修改和

完善。 

【关键词】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意思自

治；共同生活；家事代理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商研究》2017

年第 1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26-133

页。 

9．蒋月：《域外民法典中的夫妻债务制度比

较研究———兼议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启示》 

【摘要】在域外的多部民法典中,确立夫妻债

务规则的立法模式可划分四类,其中在夫妻财产制

中规定对外财产责任最为常见。实行不同种类夫妻

财产制,配偶之间负担对外财产责任有别。夫妻共

同债务范围可区分为大、中、小、超小四种法例。

配偶承担连带责任的债务通常限于共同生活的必

要、共同财产所生债务、夫妻合意之债,且夫妻对

半负担共同债务之清偿责任;个人财产仅在特定情

形下对共同债务承担补充责任。夫妻一方个人债务

由本人负责清偿。夫妻共同财产或者配偶一方个人

财产清偿了另一方配偶个人债务的,获益配偶方应

予以补偿。基于保障对外财产责任履行和配偶另一

方利益等考虑,立法禁止或限制配偶一方擅自处分、

让与其财产或财产利益。我国制定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确定夫妻对外财产责任时,既要充分考虑夫妻均

是独立个体,有各自的个人利益,又要考虑夫妻是

婚姻共同体的成员,彼此具有共同利益;坚持民事

主体地位平等,既合理分配夫妻对财产责任负担,

又要公平保护第三人权益。  

【关键词】民法典；夫妻债务；夫妻共同债务

范围；配偶个人债务范围；清偿责任分配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现代法学》2017

年第 5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35-43

页。 

10．何丽新：《论非举债方以夫妻共同财产为

限清偿夫妻共同债务———从(2014) 苏民再提字

第 0057 号民事判决书说》 

【摘要】《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确立夫妻共同

债务推定规则，夫妻双方就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非举债的夫妻一方即使“卸下婚姻”，仍“背上债

务”，此类案件数量之多，社会影响之大，引发全

面反思。从解释论分析，我国《婚姻法》立法层面

并非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 2014) 苏民再提字第 0057 号民事判

决书作出非举债方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清偿夫妻

共同债务的判决，值得研究。就债的相对性，非举

债方没有参与缔结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作出举债的

意思表示，债权人无法从此债中推出非举债方以其

个人财产为此清偿的承诺。夫妻共同债务既不是共

有物之债，也不是合伙之债，非举债方仅是因为在

夫妻共同生活过程中享有举债方带来的债务利益，

故非举债方正是基于夫妻共同生活才承担夫妻共

同债务的清偿责任，其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生活无

关。因此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责任不涉及非举债方的

个人财产，即使是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非举债方

清偿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财产也只能限制在共同

财产范围内，不存在以非举债方的个人财产承担连

带清偿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基础。《婚姻法司法解

释二》就连带清偿责任的扩张解释，将交易安全颠

覆婚姻安全，使得婚姻的缔结成为夫妻共同债务连

带清偿的当然归责，应予以纠正。非举债方的清偿

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财产应与婚后所得共同财产

制相对应，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 

【关键词】夫妻共同债务；个人财产；共同财

产；连带清偿责任；有限清偿责任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政法论丛》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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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6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10-117

页。 

四、关于结婚、离婚与婚姻效力问题 

1．金眉：《论通谋虚伪结婚的法律效力》 

【摘要】俗称的假结婚、虚假结婚在法律概念

上宜认定为是通谋的虚伪结婚，它是指男女双方缔

结婚姻时约定不建立婚姻共同生活的情形，特点是

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属于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的情形。

对其法律效力，各国大致存在着无效与可撤销两种

立法例，是否援用民法关于通谋虚伪行为的一般规

定也存在不同。此外，有的国家法律还允许虚假结

婚行为的效力在法定情形下从无效、可撤销转为有

效。对通谋的虚伪结婚，不能简单地援用民法总则

的一般规则一律将其效力归为无效，而应当在原则

上将其规定为可撤销，特殊情况下为有效。法律不

能完全漠视已存在的婚姻事实和已经形成的家庭

关系，在已经存在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双方生育有子

女的情形下，法律应当认可通谋的虚伪结婚有效，

不允许撤销或无效。至于第三人利益的保护问题，

笔者主张原则上采用表示主义，以意思主义作为补

充。此外，对于通谋虚伪结婚在其他法域的效力，

也需要注意保持不同法域之间在逻辑上的一致。 

【关键词】通谋；虚伪结婚；法律效力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政法论坛》2015

年第 3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83-191

页。 

2．徐涤宇：《历史视野下夹缠于非婚和婚姻

之间的事实婚——兼论我国未来民法典对事实婚

的应然构建》 

【摘要】罗马法上的非婚同居包括万民法婚姻

或称无通婚权的婚姻、姘合以及奴隶间的结合,其

中存在着和身份制度相联系的社会、经济原因和道

德原因。近现代社会中的事实婚类似于罗马法中的

姘合,强调婚意(婚姻待遇)这一要素,而非婚同居

是指无婚意的事实结合状态。事实婚和非婚同居问

题是随着婚姻本身发生的变化而产生的,罗马法传

统的国家的立法趋势是在区分的基础上给予程度

不同的法律保护。本世纪初我国立法的转向意味着

立法者对事实婚问题之认识的深化,但有待在未来

民法典中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事实婚；法律婚；婚意；非婚同居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评论》2016

年第 3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85-191

页。 

3．马忆南，罗玲：《判决离婚理由立法研究》 

【摘要】裁判离婚理由立法，深受一国传统文

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也反映了一国的婚姻文化和

价值取向。近代以来，裁判离婚理由立法经历了从

有责主义到无责主义的发展过程。现代各国一般采

破裂主义，在立法模式上多选择彻底的破裂主义，

或兼采破裂主义和过错主义。我国现行婚姻法通过

概括加例示的方式规定了感情破裂的离婚理由，这

种破裂主义离婚标准体现了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

率离婚的价值取向。但是，“关系破裂说”较之“感

情破裂说”更科学，也更符合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国现行裁判离婚理由的立法既要对我国优秀立法

传统进行继承，也要随着时代进步不断完善。 

【关键词】裁判离婚理由；破裂主义；立法建

议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论坛》2014

年第 4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34-44

页。 

4．罗冠男：《从离婚法的修改看我国分居制

度的构建》 

【摘要】“离婚自由”和“离婚谨慎”是当代

各国离婚法的普遍原则。在意大利离婚法中，分居

作为离婚的前置条件，其法定的期限一再地缩短。

意大利 2014 年和 2015 年离婚法的改革，进一步

简化了离婚的程序，缩短了分居的期限，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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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离婚自由”更加靠近了一步。意大利现行的分

居制度可分为合意分居和裁判分居，其制度因其特

定的社会原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我国目前面临着

离婚率飙升的问题，过于简单的离婚程序受到诟病。

我们可以借鉴意大利的分居制度，在我国构建作为

离婚前置程序的分居制度，作为离婚的缓冲器以降

低我国离婚率。 

【关键词】意大利；离婚；分居；前置程序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杂志》2016

年第 1期，文章分三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02-110

页。 

5．龙翼飞，侯方：《离婚救济制度的辨析与

重构》 

【摘要】离婚救济制度涉及离婚后夫妻双方关

于利益分配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离婚救济制

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梳理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历史

沿革，剖析我国《婚姻法》关于离婚救济制度的缺

陷，重新对离婚救济制度进行界定及重构，尝试建

立离婚扶养金给付规则和扶养金给付数额的判断

标准。 

【关键词】离婚救济制度；离婚损害赔偿；离

婚扶养金；财产分割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律适用》2016

年第 2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32-36

页。 

6．王歌雅：《离婚财产清算的制度选择与价

值追求》 

【摘要】离婚财产清算是亲属法中的基本制度,

《婚姻法》仅作了原则性规定。从司法实务入手,

分析离婚财产清算制度的适用现状、实践效用与立

法局限,有助于在比较分析、价值分析的基点上,

实现离婚财产清算制度的立法完善与适用正义。

《婚姻法》有关离婚财产清算的制度选择须依遵如

下路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坚持公平分割的原则,

以协调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与家务贡献补偿的矛盾;

清偿夫妻共同债务应坚持共同清偿的原则,以协调

夫妻的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清偿与追偿的矛盾,

进而实现保障人格尊严、追求性别关怀、崇尚意思

自治、维护婚姻秩序、促进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离婚财产清算；实践检视；立法局

限；制度选择；价值追求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论坛》2014

年第 7 期，文章分三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24-33

页。 

7．陆青：《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

条款研究》 

【摘要】针对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

条款，主流理论和实践在肯定其具有“赠与”性质

的前提下，就其能否适用合同法第 186 条关于赠

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的规定，产生诸多争议。通过

考察离婚协议中财产处理约定的整体性可以发现，

此类条款在性质上属于夫妻婚姻关系解除下的财

产清算协议，虽名为“赠与”，实则缺乏赠与的意

思，不应界定为赠与协议，进而可以排除合同法第

186 条的适用。作为身份法上的“离婚财产清算协

议”，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涉及多

方利益之平衡，须综合考察夫妻之间的财产清算关

系、夫妻针对子女的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关系、对外

与债权人的关系三重维度以确定具体法律适用规

则。 

【关键词】离婚协议；赠与；任意撤销权；离

婚财产清算协议；为第三人利益合同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研究》2018

年第 1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87-105

页。 

8．薛宁兰：《离婚法的诉讼实践及其评析》 

【摘要】法律不只是书本上的规则体系,它还

通过司法产生效果,影响人们的实际生活。离婚法

的诉讼实践不只是裁判离婚标准及其具体情形的

应用,它还使婚姻期间"沉睡"的夫妻财产制规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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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醒",并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离婚救济措施

也接受着是否符合离婚法公平正义理念的实践检

验。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以来,例示性法定

离婚理由、离婚共同财产分割原则、离婚救济措施

等规定在离婚诉讼实务中应用如何,是检验其妥当

性的重要视角。民法典体系下,完善我国离婚立法,

应继续贯彻"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的宗旨,

除关注与诉讼离婚相关的法律制度完善外,还要关

注协议离婚制度设计与这一宗旨的协调统一。 

【关键词】离婚法；法定离婚理由；夫妻共同

财产认定与分割；离婚救济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论坛》2014

年第 4 期，文章分六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5-23

页。 

9．陈雪萍：《论离婚房产分割中信托法律制

度之应用——以英国法上的共同意图的推定信托

和归复信托为借鉴》 

【摘要】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离婚房产分割

之规定有违公平正义的立法价值取向,造成司法实

践中的困难,其规定所产生的价值困境,使离婚房

产分割问题仅适用物权法规定,忽略了婚姻家庭关

系中财产权的本质特性。为了保障婚姻家庭关系中

的公平和公正,在家庭关系破裂之时,正义要求一

方当事人的牺牲或付出得到补偿,调整一般民商事

关系的财产法规则对此不能适用。在家庭房产分割

之时,当事人对房产所有权分配的共同意图应受到

充分考量。公平解决离婚房产纠纷的归复信托和共

同意图的推定信托以公平、正义和良心为基础,具

有实现公平和正义之功能,有助于建立一个可行的

和恰当的离婚房产分割机制,能保障离婚双方对房

产的物权,而非所谓的补偿请求权,加之其具有相

当的灵活性,可以避免现行婚姻法之规则体系内在

的非公正性,能成为填补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之缺

罅的有效途径。我国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推定信托

和归复信托,必须构建信托财产之"双重所有权"制

度,将我国《物权法》第 8条作为立法依据,采取灵

活的立法技术将受益人的所有权作为一种新的物

权在《物权法》中予以规定。  

【关键词】婚姻法；信托；归复信托；共同意

图的推定信托；财产分割；英国法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政治与法律》2014

年第 6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第 128-142

页。  

五、本编其他问题研究 

1．薛宁兰：《我国亲子关系立法的体例与构

造》 

【摘要】我国民法法典化进程中的亲子关系立

法完善，既要以本土立法经验和文化传承为基础，

又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改革成果。中国近现代民

事立法向大陆法系靠拢的历史表明，亲子关系立法

从体例结构到制度构造的完善，确有以大陆法系主

要国家立法改革为镜鉴之必要。20 世纪以来，法、

德两国通过对子女在家庭中独立人格和主体地位

的确认，实现了亲子法从“父母本位”向“子女本

位”的转变，凸显了平等与非歧视这一当代亲子关

系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我国亲子关系的立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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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建立亲子关系确

认这一基础性制度，还需引入父母照顾权、未成年

子女家庭权概念，并予以详细列举。 

【关键词】亲子关系法；亲子关系；确认父母

照顾权；子女家庭权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杂志》2014

年第 11 期，文章分五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23-40

页。 

2．彭诚信：《确定代孕子女监护人的现实法

律路径——“全国首例代孕子女监护权案”评析》 

【摘要】对于我国首例争夺代孕子女监护权案，

一审法院基于“抚养母亲”与两名儿童之间既不存

在血亲关系，也不存在拟制血亲关系，且代孕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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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理由，把监护权径直判给两名儿童的祖父母；二

审法院以“抚养母亲”与两名儿童之间不仅成立继

父母子女关系而且存在拟制血亲关系为由，撤销了

一审判决。对此，我们应运用法释义学方法加以分

析，提出本案的应然解决路径，即基于体系解释与

目的解释并运用类推，充分证成“抚养母亲”与两

名儿童之间存在拟制血亲关系，从而为赋予其监护

权提供法律依据；同时，通过考量祖父母监护能力

的缺乏或不足，从侧面加强赋予“抚养母亲”监护

权的理由；参照我国司法中创设的“事实上监护或

扶养关系”理论亦可为赋予“抚养母亲”监护权提

供实践经验支持；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则在深层指

引整个案件的论证与说理。对于没有具体规则直接

适用的疑难案件，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并运用合适的

法律适用方法。 

【关键词】代孕子女；监护权；抚养关系；拟

制血亲；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商研究》2017

年第 1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24-33

页。 

3．夏吟兰：《民法典未成年人监护立法体例

辩思》 

【摘要】《民法总则》明确规定了监护制度的

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以及儿

童自主权原则 作为未成年人监护的基本理念，并

贯穿在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具体规定中，新理念与

新规定发展和充实了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在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立法中应当坚持儿童最大利益原

则，分别单列父母子女关系章及监护章，明确规定

“父母责任”，进一步区分监护、亲权、抚养三个

法律术语的不同内涵。在父母子女关系章中应更好

地明晰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凸显父母作

为未成年子女首要责任人的作用，传承我国优秀家

庭文化传统，弘扬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核心价值观。

在监护章中要进一步完善与细化监护制度，明确规

定监护监督制度，强化国家监护的兜底责任，最大

限度地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通过完善未成年

人监护立法体例，体现民法典逻辑体系 和价值理

念的和谐统一，使民法典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形成有

机结合、有序互补、协调一致的体系化格局。 

【关键词】监护；亲权；父母责任；儿童最大

利益原则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家》2018

年第 4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1-15页。 

4．杜启顺：《论监护在婚姻家庭制度中的地

位及立法完善——以民法典的编纂和<民法总则>

为背景》 

【摘要】监护制度是一项古老且又极具生命力

的制度。罗马法、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意大

利民法典、我国民国民法典中都规定有监护制度。

在民事立法中，多数将其规定在婚姻家庭制度中，

也有的将其规定在民事主体制度中。我国《民法通

则》在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中规定了监护制度，新近

颁布的《民法总则》继承了这种做法。在我国民法

典的编纂中，监护制度应当而且完全可以容纳亲权

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监护制度尚存在被

监护人未被完全覆盖、监护人缺位、监护人顺序仅

由法律直接规定和缺少监护监督等不足，应当坚持

统一监护的立法体例，从科学规定监护人的资格和

条件、厘定监护制度的类型、增加禁治产制度和建

立监护监督机制等方面完善我国监护制度。 

【关键词】监护；亲权；监护人；婚姻家庭立

法完善 

【文章基本信息】原文载于《法学杂志》2017

年第 8 期，文章分四个部分，页码范围是 86-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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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2018 年年会  

暨家事审判与非讼程序研讨会在河北大学隆重开幕 

2018-09-15 民事程序法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N5XjUTN12WZx3ykhA2Nyew 

 

由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河

北大学政法学院承办，河北大学国家治理法治化

研究中心协办的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2018年年会，于 9月 15日上午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一楼报告厅隆重开幕，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司法机关、法律服务机构、新闻出版机构的

200 多名专家学者、法律实务工作者等参加了会议。

华北电力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中央司法警官学

院、河北金融学院等驻保高校的法学老师以及河

北大学部分法学专业师生参加了大会。 

 

本次年会的主题为“家事审判与非讼程序”，

开幕式由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孟庆瑜院长主持，河

北大学副校长申世刚、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何秉群致辞。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张卫平

会长作研究会 2017年工作报告。 

 

申世刚副校长对全体参会代表表示热烈的欢

迎，介绍了河北大学的历史沿革及现状。 

 

何秉群副检察长阐述了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

讼、家事诉讼的重要意义，并希望专家学者们关注

检察机关参与家事诉讼和公益诉讼问题，倡议专家

学者对检察机关参与家事诉讼和公益诉讼进行更

javascript:void(0);


220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为深入的研究。 

 

张卫平会长在工作报告中介绍了 2017年中国

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取得的主要成绩：一是成功举

办世界诉讼法大会。二是召开了一系列的诉讼法研

讨会，主要有中韩诉讼法交流研讨、第六届民事诉

讼法青年论坛、第二届“民诉法学研究的实体之维”

学术研讨会等。三是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四是举办

了两期公益讲习班。此外，张会长还对 2017年民

事诉讼法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副会长刘荣军教授主持了民事诉讼法学研究

会届中增补特别议程，常务副会长李浩教授宣读

研究会领导、常务理事、理事以及会员增补选举规

则，通过组织选举，增补中国人民大学肖建国教

授为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增补吉林

大学霍海红教授和宁波大学蒲一苇为常务理事，

并增补 41名理事。 

副会长赵钢教授主持主旨发言环节。常务理

事刘敏教授做了《新时代我国家事诉讼法学的建

立与发展》为题的主旨发言。刘敏教授报告分三个

部分。一是家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二是我国家

事诉讼法学的现状，三是建立和发展我国家事诉讼

的路径。会长张卫平教授做了《改革开放四十年

民事诉讼司法的变迁》的主旨报告，从民事审判方

式改革和民事司法改革的全面拓展的两个层面回

顾了民事司法改革历程，对案件受理制度改革、诉

讼与非诉讼相衔接机制的改革、检察民事公益诉讼

改革、家事司法改革、民事执行制度改革和民事司

法智能化改革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另外，张会

长还就民事司法改革以及民事诉讼法的发展问题

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本次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思想为指

导，集中围绕家事审判、非讼程序和改革开放四十

年民事诉讼法之回顾等三个议题分为三个小组九

个单元展开研讨。 

据了解，本次会议是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在相继

承办“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 2015 年年会”、“中

国刑法学研究会 2015年年会”“中国宪法学研究

会 2016 年年会”、“中国环境法学研究会 2017

年年会”、“中国立法学研究会 2017 年年会”等

重要学术会议后的又一次全国性大型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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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18 年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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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8 期 

2018-09-16 家事法苑 人大复印资料 

https://mp.weixin.qq.com/s/j7JFv-vR8EW4oSQo4B3FLw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 

2018 年第 8 期资料索引 

（婚姻家庭法、继承法部分）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2018

年《民商法学》期刊第 8 期。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2018 年《民商法学》期刊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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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家庭法 

赋权与说和：当代中国法律对个体—家庭关系

变迁的回应 /张剑源 //思想战线（昆明），

2018.2.154～161 

婚姻家庭本质与民法体系中的婚姻家庭法/夏

沁//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自贡），

2018.1.48～65 

体外胚胎的分类处置/刘延华//私法（武汉），

2017.第 14辑.154～167 

新时代婚姻家庭中女性权益保护问题探析/刘

玲，李先智//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沈

阳），2018.2.88～92 

《反家庭暴力法》关于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研究

/于东辉//山东工商学院学报（烟台），2018.3.98～

106 

我国无效婚姻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思考/

孙利娟//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连云

港），2018.6.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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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儿童保护须构建多元监护制度 

2018-09-14 北大法律信息网首页>法学在线  赵运锋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FullText.aspx?ArticleId=105035&listType=13 

【法宝引证码】CLI.A.0105035 

【学科类别】民法总则 

【出处】光明日报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关键字】儿童保护；多元监护制度 

【全文】 

近来，媒体不断曝光因父母监护失职致使儿童

伤亡事件。尽管我们对类似事件的发生深感不安，

但遗憾的是，它们仍在发生。我们在谴责父母监护

不力的同时，更要直面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监护

不力是儿童伤亡发生的直接诱因，制度不足、规范

模糊、配套缺位则是类似事件频发的深层原因。由

此，应将注意力从谴责父母失职转移到完善制度层

面，才是解决问题的合理选择。 

从当下的法律体系看，《刑法》《民法》《未

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都涉及监护人的权利、义务

和责任问题，但法律责任过于抽象，导致执法层面

缺乏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刑法》虽然规定了过失

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但囿于社会传统和

司法惯例，司法主体很少将因监护不力致使儿童伤

亡的行为入罪，如果第三方有过错，则会追究刑事

责任。但是，这会导致两种后果，损害刑法适用平

等原则与罪责自负原则，刑事责任的公正价值、刑

法的预防功能会被忽略和抛弃。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低龄儿童不能单

独在家、不能单独过马路，低于 6岁的儿童不能单

独待在车里，否则，就会追究父母的法律责任。在

美国加州，如果将 12岁以下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

车上或其他公共场合，若孩子出事，家长将面临 6

年刑期，即使没有出事，若被他人检举，家长也会

面临法律制裁及罚款，甚至会被控虐待小孩的重罪。

日本厚生劳动省规定，儿童虐待包括把孩子单独锁

在车里，会对监护人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在我国

台湾，母亲让儿女单独穿越马路而受伤、死亡的，

会被依照过失伤害及致死罪嫌起诉。这些可以为我

们立法完善、司法进步提供借鉴，我国也当根据当

前的法律体系、条文规范及司法状况，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手，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儿童监护多元化制

度措施。 

第一，加强对儿童监护的行政监管。《未成年

人保护法》对父母监护义务需进一步明确，对监护

责任应进一步细化，为行政规制提供可行的法律依

据。法律要对一定年龄的儿童不能独处的地方予以

明确，比如，公路、浴场、游泳池、海边等危险较

大的公共场合，家里、车里等相对密闭的空间，窗

户、天台等相对开放的高处。如果将儿童单独置于

前述场所且不加认真监护的，行政主体就应积极调

查，并对监护人予以行政处罚，具体处罚措施可以

http://www.chinalawinfo.com/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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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暂时剥夺监护资格、罚款、行政拘留等。 

第二，加强对监护失职的刑事处罚。目前来看，

监护失职的父母基本不会受到刑事处罚，原因主要

有避免家长遭受二次伤害、父母已经受到道德谴责、

孩子监护属于家庭事务等。但是，在类似的事件中，

如果父母不能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在损害刑法基

本原则的同时，也起不到应有的警示和预防效果，

对此，司法主体须做出适当改变。首先，司法主体

应积极介入类似事件。应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和

客观危害，对危害行为的刑法属性进行判断和认定。

其次，司法主体应慎重界定行为属性。需理性界分

意外事件与疏忽大意，避免将意外事件认定为过失

犯罪。对此，可以根据一般人的认识，对行为人的

主观方面进行分析和判断。再次，司法主体应对危

害行为从宽处罚。应尽量考虑非刑罚措施、财产刑，

如果非要选择自由刑，也要尽量适用缓刑，努力做

到与其他致人死亡、重伤的案件有所不同。 

第三，加强对监护责任的宣传引导。儿童监护

不仅是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不但需要监护人

的积极参与，还需要各方社会主体的广泛关注。媒

体不但要关注监护失职的各种危害，还要宣传立法、

司法、执法的进步和努力；立法主体要加快法律的

修改步伐，尽快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体系；司

法主体应积极转变态度，对因监护失职导致的伤亡

行为及时介入；社会大众应从自身做起，检视自己

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做到了认真履行儿

童监护的义务。 

【作者简介】 

赵运锋，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杨丽珍：性自主权——《民法总则》第 191 条之解释论 |前沿 

原创：2018-09-20 中国民商法律网   陈彦锟 

https://mp.weixin.qq.com/s/UmkpDo1dTJ8iknlJfcFj-w 

中国民商法律网 

本文选编自《<民法总则>第 191 条之解释论》，载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4 期。 

作者简介：杨丽珍，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 

 

《民法总则》第 191条给予遭受性侵害之未

成年人以诉讼时效上的特别保护，然性侵害行为

如何认定？其与犯罪行为、治安违法行为有何关

系？性侵害之权利又是什么？未成年人遭受性侵

害后主张损害赔偿之范围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针对上述问题，西北大学法学院杨丽珍教授从解

释论的角度对《民法总则》第 191条进行了探讨，

并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相应的解答。 

一、性侵害之行为：与犯罪行为、治安违法行

为之关系 

《民法总则》第 191条规定的“性侵害”行为

系侵权行为，是性侵行为人过错实施的侵害未成年

人人身权益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按性侵害

行为适用法律规范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不构成犯罪

及治安违法行为之侵权行为，以及与犯罪行为、治

安违法行为重合之侵权行为。其中，前者指仅仅符

合侵权行为构成要件而不满足犯罪或治安违法行

为构成要件的行为；后者指性侵害行为同时满足民

事侵权和犯罪、治安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其具体

分类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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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侵害之权利：性自主权 

对于性侵害行为所侵害的权利类型，无论是我

国《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还是《民法总则》

都未予以明确规定。实践中，对于性侵行为所侵害

权利的界定，出现了“实然”与“应然”的分野。 

（一）性侵害之权利的“实然”选择 

性侵害之权利，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下，往往

采取具体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的界定方式。在实务

中常常根据性侵害之具体情形，认定性侵害系对自

然人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

权的侵害。但上述具体人格权往往并不能体现性侵

害所蕴含的“性”之特定内容，且某些性侵害行为

也不直接导致上述具体人格权受到侵害，此时往往

认定性侵害行为构成了对人格尊严权的侵犯，从而

对受害人予以救济。然而，人格尊严权存在内涵与

外延不确定、利益衡量难度较大等问题，其适用依

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势必造成因法官理解不同，

裁判不一的后果。 

（二）性侵害之权利的“应然”选择 

1.性自主权的界定 

性侵害，实为对“性”之侵害，性侵害之权利，

应为自然人对其“性”享有的权利。性侵害之权利，

即性自主权，是自然人自主决定是否实施性行为和

何时、以何种方式实施性行为，以实现自己的性意

愿和性利益而不受他人非法干预的权利。该定义包

含“自主”和“排他”两项内容。所谓“自主”系

自然人依其意愿自主支配其性行为，即自然人依其

意愿自主“为”或“不为”性行为。所谓“排他”，

系自然人享有排除任何形式的包括但不限于侮辱、

性强迫、性虐待、性暴力等行为的防御权以及在性

遭受侵害后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2.性自主权立法确认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对性自主权进行立法确认的必要性体现在：性

作为与自然人不可分离的存在，是自然人生存权之

外的“天赋权利”。性的权利乃普世人权，以全人

类固有之自由、尊严与平等为基础。故此，民法既

然以保护人的利益为根本，当然不应遗漏对“性”

权利的调整，以维护性秩序并对性权利进行保护。 

此外，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性自主权的立法

确认提供的可能性。一方面，从权利的本质而言，

性自主权能否为独立的权利取决于其是否具有特

定利益，并据此区别于其他权利。自然人自主支配

其性行为并享受其性利益即为性自主权之特定利

益，该利益具有独立性，法律对之予以保护并排除

他人干涉，这符合构成权利所要求的“特定利益”

与“法律上之力”两种因素。另一方面，尽管实践

中我国现有法律并未规定性自主权，但人民法院在

裁判文书中已经对性自主权予以了确认和保护。在

性自主权的确认上，司法已先行于立法。 

三、性侵害之赔偿：财产损害及精神损害赔偿

之确定 

（一）财产损害赔偿 

财产损害，通常是指未成年人因性侵害而造成

身体、健康等人身损害，为治疗和康复所支出的医

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因性

侵行为造成未成年人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

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

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对于财产损害的赔偿范围，无论是不构成犯罪

及治安违法行为之侵权行为所致，还是与犯罪行为、

治安违法行为重合之侵权行为所致，实施性侵害的

行为人均应对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害予

以赔偿。 

（二）精神损害赔偿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其精

神上的创伤，即精神损害。这些精神损害包括恐惧、

悲伤、抑郁等不良反应，其虽具有无形性，但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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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损害事实。但在实务中，这种损害的认定却存

在解释困境。 

1.精神损害赔偿的解释困境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2条确认了损害赔偿

中可以包含精神损害赔偿，但 2013年 1月 1日施

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138条第 2款规定：“因受

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

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

规定实际上剥夺了遭受性犯罪的被害人获得精神

损害赔偿的权利，势必导致遭受更严重性侵犯的犯

罪被害人相比普通侵权受害人反而得不到精神损

害赔偿的救济，这无疑是不公平的。 

2.性侵害的损害赔偿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一旦性侵害行为导致了精神损害事实，满足

《侵权责任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要件，无论该

性侵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治安违法行为，也不论

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受害人都应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上述司法解释的

规定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需要予以修正。理由在

于： 

第一，刑法的主要功能在于惩罚，民事侵权法

的功能在于补偿，刑事责任承担并不能代替民事责

任的赔偿。此外，《民法总则》第 187条规定了在

法律责任聚合的情况下的民事责任优先原则，表明

承担刑事责任并不影响民事责任的的承担。 

第二，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也应

对遭受性侵害之未成年人基于精神损害赔偿。性侵

未成年人一般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较少，而精神上的

伤害往往非常严重，不仅有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甚至对其成年后的生活也有巨大影响，应当着重予

以保护。 

四、结论 

《民法总则》第 191条给予了遭受性侵害的未

成年人以诉讼时效上的特别保护，从法律解释学的

角度分析，性侵害之行为按其适用法律规范的不同，

可分为不构成犯罪及治安违法行为之侵权行为及

与犯罪行为、治安违法行为重合之侵权行为。性侵

害之权利，应为性自主权，即自然人在遵守法律和

公序良俗的前提下，按照其意愿自主支配性行为以

实现其性利益并排除他人干涉之权利。性侵害之赔

偿，应当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学术动态】《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8-09-21 法之理  

https://mp.weixin.qq.com/s/RUdxATwkZrJHlhnSvzWz7A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8 年 9 月 20 日上午，《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草案）》专家研讨会暨中国法学会 2018年第

22 期立法专家咨询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法学会副

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出席研讨

会并讲话。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

会会长夏吟兰主持。 

 

javascript:void(0);


226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郎胜副会长指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

案）》专家研讨会是中国法学会组织召开的第 130

场立法专家咨询会，中国法学会已经就《民法总则》

《刑法修正案（九）》《慈善法》《网络安全法》

等 91部法律、32部行政法规和 7部重要部门规章

进行了讨论，平均每个月超过 3期。通过立法专家

咨询会，让国家立法者能够听到来自法学法律界最

真实的声音和有理有据的批评性意见；通过立法专

家咨询会，让法学法律工作者的专业性研究成果能

够上达立法机关，参与国家立法进程、实现学术报

国的理想与使命。可以说，立法专家咨询会目前已

经在我国法学法律界乃至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得到了普遍认可。 

郎胜副会长强调，《民法典各分编》备受关注，

要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践行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和依

法立法原则。编纂民法典是通过对现行民事法律规

范进行系统整合、修改完善，编纂一部适应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体例科学、

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是一

项系统工程。如何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充分贯彻到

民法典中，理应是法学法律工作者的学术担当，应

强调在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上统一思想、形成基本

共识。中国法学会高度重视参与编撰民法典工作，

希望各位专家学者针对问题，畅所欲言，发表真知

灼见。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会后将根据专家学者的意

见建议进行认真梳理，形成《专家咨询报告》送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中央有关部门，供立法决策

时参考。 

 

本次立法专家咨询会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

法室巡视员杨明仑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开始后，杨

明仑巡视员介绍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

的立法背景和主要考虑。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

法大学夏吟兰教授主持立法专家咨询会。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龙翼飞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

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长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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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权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吉林大学法学院李洪祥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薛

宁兰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秘书

长、中华女子学院林建军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

庭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吴晓

芳法官，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李霞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

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大学法学院王丽萍

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

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樊丽君教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

庭肖峰审判长，全国妇联权益部法规处干部段琼，

清华大学法学院龙俊副教授等相关领域的知名专

家学者参加会议并发表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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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会前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

进行了认真审读，很多专家还在会前提交了精心准

备的书面意见，会上逐一发表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

意见，并对有关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本次会议由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婚姻家庭法

学研究会共同承办。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副主任彭伶

和成果应用处副处长孙立军参加了本次会议。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中国法学会作为党和政府

联系法学法律界桥梁纽带、国家法治领域核心智库

的作用，更好地配合国家立法活动，同时也为了更

好地为广大法学法律专家学者提供贡献智慧、学术

报国的平台和渠道，中国法学会于 2015年 1月创

办“立法专家咨询会”，并建立常态性机制，对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以及国务院各

部委委托或公开征求意见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草案)进行研讨。2015年至 2017 年共组织召

开了 108场立法专家咨询会，超过 2100人次专家

学者参与研讨，会后形成的《专家咨询报告》合计

达到 350 多万字。立法专家咨询会和会后形成的

《专家咨询报告》，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国家立

法机关和中央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立法专家咨询

会已经在我国法学法律界乃至社会各界产生了广

泛影响，得到了普遍认可。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对新时代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国法学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国家立法计划，

继续组织召开立法专家咨询会，并在现有的基础上

坚持改革创新，努力形成“1+1+1”（即“一次立

法专家咨询会、一份专家咨询报告、一件要报”）

三位一体全覆盖的新机制，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

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贡献力量。 

内容来源：中国法学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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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继承编应保障民众的继承权｜赵莉｜ 

学者视点｜来源：中国妇女报 20180919 

2018-09-22 家事法苑  赵莉 

https://mp.weixin.qq.com/s/L_3LH7zztOnK9WQFC-1-IQ 

民法继承编应保障民众的继承权 

作者：赵莉，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刊登在《中国妇女报》2018年 9月 19日

第 5版，作者略有修改。 

本文系作者授权后推送，如欲转推，请务必征

得作者及本公号同意。 

与现行《继承法》相比，今年 8月 27日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民法继承编（草

案）（以下简称草案）除了文字表达的修改以外，

总体增减的制度并不多。但既然有增减，则必然会

对继承权的实现以及继承纠纷的解决产生一些影

响，笔者现就增减的几个重要制度谈谈自己的浅见，

以期立法能更好地实现其宗旨，达到预期效果，保

护民众的继承权利。 

一、通过增加代位继承人范围来扩大法定继承

人范围，但文字表述应更严谨 

草案在第九百零七条分三款规定了代位继承

制度，第一款保留了被继承人子女的代位权，第二

款增加规定了兄弟姐妹子女的代位权，从而解决了

继承人范围过窄的问题，又遵循了遗产往下继承的

顺继承原则。不过，虽然从该条第三款的“只能继

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规定可以读

出第一、二款的先后顺序，但是作为新增加的规定，

为避免误读，引发外甥（女）、侄子（女）与第一

顺位继承人及代位继承人争产，可在条文中明确顺

序，即“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和前款规定的代位继

承人且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

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从而避

免实施后的事与愿违，对此，现在实务中将遗嘱指

定孙子女继承定性为遗赠，税务部门也收税就是前

车之鉴。代位继承对应本位继承，是法定继承的一

种形式，代位继承人是法定继承人，导致此问题的

原因是现行《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文字

之疏漏，草案第九百一十二条第三款依然继续保留

未做修改，在此亦呼吁，将该条明确为“自然人可

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本编第二

章规定的法定本位、代位继承人、遗产取得人以外

的人”。总之，民法，特别是继承编，是给普通人

看的，让普通人遵守的，文字表达应力求通俗易懂，

避免让民众读出与立法相悖的意思。 

二、打印遗嘱不应为单独遗嘱形式且应增加更

严格的要件规定 

草案增加规定了打印遗嘱，要求应当有两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从而成为一种单独的遗嘱形式

（第九百一十五条）。该条对打印者没有做出相关

要求和限制，可见，打印者可以是立遗嘱人本人，

也可以是他人，这就使得打印遗嘱实质是自书遗嘱

或代书遗嘱的一种，既然如此，在自书遗嘱和代书

遗嘱中予以补充规定更合适。 

法律要求自书遗嘱亲笔书写，是为了留下立遗

嘱人的个人识别特征，以证明遗嘱的真实性；随着

计算机的普及，打印已经成为常态，认可立遗嘱人

以打印形式订立遗嘱，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但是，

由于打印遗嘱明显缺少个人识别特征，要求有见证

人在场见证是最基本的、必须的要件。立遗嘱行为

作为单方法律行为，遗嘱的生效可以直接导致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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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移，又因死无对证，法官在认定遗嘱之真实性

时较为严格谨慎，面对一份看不出立遗嘱人个体识

别特征、仅有立遗嘱人和两名证人签字的遗嘱，要

求法官仅凭两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表示见证了打印

过程的证言就要做出判断，是很困难的。立法既然

允许立遗嘱人以电脑打印方式订立遗嘱，又增加了

证人在场见证的要求，在电脑手机自带摄像的今天，

进一步要求证人以录像方式记录下立遗嘱人亲自

打印的全过程，不是难事，且便于识别，减少司法

认定之难。如果立法规定要件简单，司法认定高墙

垒砌，两套标准，引发矛盾，何不在立法之初考虑

周全，承认打印遗嘱但严格要件，以期达到死有对

证的目的。 

三、新增的遗产管理人与继承人权责重叠（冲

突） 

草案用五条构建了遗产管理人制度，第九百二

十四条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

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

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

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

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

人”，可见，遗产管理人成为了继承必设机构，如

此规定，虽然解决了遗产债务清偿时，因遗产不足

以抵债、全体继承人放弃继承，法院不知如何处理

的问题，但由此带来的是在有继承人时，非继承人

担任遗产管理人无法履职的问题。笔者在拙文《我

国遗嘱执行人法定权责模式的选择----管理清算

型抑或监督保全型？》（载《金陵法律评论》2016

年秋季）中呼吁，我国采与英美法不同的继承模式，

英国法是先清算再继承，因此，遗产管理人是另设

机构；而依我国现行《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

继承开始后继承人即取得物权，是当然的遗产执行

人或管理人，若另设会导致非继承人担任遗嘱执行

人时无法履责，如 2015年 9月 1日《成都商报》

电子版报载的立遗嘱人指定其二姐作为遗嘱执行

人却在遗嘱生效后无法取款成讼的案件，成华区人

民法院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驳回遗嘱执行人的起

诉，认为所涉遗产的诉讼权利提起人仍应当为死者

李先生的继承人。即使在民法典实施了一百多年的

日本，其民法第 1011条明文规定了遗嘱执行人的

权责，亦产生此问题，如东京高等裁判所 2003年

4 月 23 日的判决认为，遗嘱中明确指定的存款由

特定的人继承，则存款的权利当然归属于受益的继

承人，无遗嘱执行之余地，遗嘱执行人无权请求银

行支付存款。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日本和我国同样

采当然继承模式（日本民法第 896 条），再采英美

法的遗嘱执行人的清算职责构造，徒增权责冲突，

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是故，在我国，有继承人时不必另设遗产管理

人，没有继承人或继承人下落不明时才需另设；继

承人放弃继承的，不妨碍其继续担任遗产管理人，

因为遗产管理人还具有诉讼担当的地位，继承人放

弃继承，是实体权利的放弃，并不导致其继承人身

份及诉讼地位的放弃。笔者在拙文：《论我国遗嘱

执行人法律地位之立法选择-以考察日本法为中心》

（载《家事法研究（2015 年卷）》，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15年版）中有详细阐述和论证，对此

恰恰是需要在继承编中予以明确的，故建议将草案

第九百二十四条修改为：“继承开始后由继承人共

同担任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放弃继承的，由未放弃

的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全体继承人均放弃继承

的，依然须担任遗产管理人”。如此架构则不存在

确定遗产管理人有争议的问题，第九百二十五条可

以删除，利害关系人可依上述规定直接起诉遗产管

理人的继承人，从而减少利害关系人不必要的诉讼。 

在没有继承人或继承人下落不明的程序中，规

定由法院根据情况依职权在公证机构或者律师事

务所中选定遗产管理人，并不需要由法律规定民政

来担任（可以预测，民政还是让其聘请的律师去处

理），因为遗产管理人的程序意义大于实体意义，

需要懂法律程序的专业人员来协助法院处理。如此，

将草案的遗产管理人的职责（第九百二十六条）、

遗产管理人的赔偿（第九百二十七条）和遗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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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获得报酬权（第九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放入法

院选定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之中，则所有的关系都理

顺了。立法当利用现有的专业资源，也让法院在多

家选择，更好地完成遗产管理任务。 

四、删除公证遗嘱优先效规定，则应增加公证

遗嘱的免检规定 

现行《继承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自书、

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

从而确立了公证遗嘱的优先效，但是，草案删除了

此规定。诚然，公证遗嘱优先效违反了尊重死者终

意的原则，但实践中，有多少公证遗嘱不是最终遗

嘱，至今未见到相关调研报告；废而不立，理论正

确了，实务部门却无所适从了，最终危及的是民众

遗嘱继承权利的实现，因为是否有数份遗嘱，在审

查当时是无法得出客观结论的，谁知道何时，当事

人会发现新遗嘱呢？在现行公证遗嘱优先效的模

式下，持有公证遗嘱办理不动产继承登记，如南京

一般不需要经过调查、公告程序，材料齐全，则三

至五个工作日办结；而持有其他形式的遗嘱，则因

难以认定真假、份数，即使材料齐全，还需经过调

查、公告程序，耗时较长（详细可参见国土资规

〔2016〕6号《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的

1.8.6的规定）。没有规定公证遗嘱优先效的日本

民法在第一千零四条第一款规定了由家庭法院检

证遗嘱，第二款赋予了公证遗嘱的免检效力。我国

没有家庭法院，法院一般只审理继承纠纷，故对遗

嘱检证这样无纠纷的非讼事件，可规定由公证机构

承担，对此，张玉敏教授早有著书（《中国继承法

立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呼吁，笔者亦赞成，当然，强制公证则应同时规定

按件收费。综上，不能废而不立，否则当维持现状，

因为，保障遗嘱继承的实现，同样是继承法的重要

任务。 

五、结束语 

我国《宪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依

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但

是，权利的实现，不仅要有实体法的规定，还需有

实现权利的程序法的途径，继承编应该是继承的实

体法和程序法的结合，但很遗憾，民法继承编（草

案）一方面没有增加遗嘱检证、保管、遗产债务清

偿、放弃继承和接受遗赠时向谁以何种方式作出的

程序性规定；另一方面，又依然保留了以血缘、配

偶和扶养三方面构成的法定继承制度，即前两者可

通过户籍登记资料、结婚证等证明血缘、身份关系

来实现继承权，而扶养须通过司法认定来实现继承

权，但在草案中却放在同一章中未予分层规定。这

样的架构，使得不论是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要

实现继承权都障碍重重。最后，我国实施了三十多

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将来，会产生大量的单独继承

现象，现在实务中也已经出现，但继承法编（草案）

中却没有单独继承的规定，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专栏】马凯亮：“法国猫王”的遗产争夺战 

原创：2018-09-23 欧洲法视界  马凯亮 

https://mp.weixin.qq.com/s/zyFVaE5BHCbXsu3m3RdMXg 

“法国猫王”的遗产争夺战  

作者：马凯亮，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法国萨克雷大学

法学博士候选人 

版权信息：本文首发于《法治周末》2018 年 9 月 19

日“欧洲法视界”专栏。 

法国是一个艺术家辈出的国家，而且往往不入

俗流，保有鲜明的法兰西风格。2017 年年底，法

国丧失了一位影响法国人民半个多世纪的音乐巨

星——强尼·哈立戴。强尼·哈立戴因为早年翻唱

猫王歌曲，并模仿猫王穿着、做派，被称为“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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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王”。 

强尼·哈立戴是法国摇滚乐历史上最为浓墨重

彩的人物之一，以至于在他去世后，法国总统马克

龙亲自发表演讲以示哀悼，爱丽舍宫发表悼词称

“强尼把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带到了法国人的精神

殿堂中”，足见这位法国艺术家卓越的影响力。 

名人往往伴随着争议与舆论，强尼逝世后，并

没有淡出世人的视野。近来，其家族内部的遗产争

夺案甚嚣尘上，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事实

上，这样的新闻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屡见不鲜，但这

个案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除

了强尼自身的光环之外，还在于这个案件涉及到法

国法律和美国法律制度的博弈。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律法与情感的碰撞往

往也是互相成全。强尼的一生总共经历过 5次婚姻，

最后一任妻子陪伴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而

他与之前的几位妻子还育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后来又与现任妻子领养了两个女儿。在强尼过世不

久后，他的两个亲生儿女就和他的现任妻子因为遗

产分配打起了官司。 

强尼虽然是法国人，但是到了生命的后期，大

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美国，后来由于癌症的困扰，又

回到巴黎疗养，不幸在巴黎逝世。根据其生前遗嘱，

他将自己名下的财产全部留给了现任妻子，包括他

一生所有艺术作品的著作权。 

对于这份遗嘱，他的两位亲生子女表示强烈的

不满。一方面，他们认为强尼的很多作品都是为他

们而写，表达了一位父亲对子女的情感，但是在父

亲过世后，这些作品的著作权竟然没有留给自己，

这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在法国

民法典中对于子女继承权作出了很有利的保护，子

女的继承权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硬性规定的继承

权”，不能被随意剥夺。因此，他们认为根据法国

法律的规定，即使父亲已经制定了遗嘱，仍旧不能

剥夺他们法定的继承权。 

但是，强尼的遗孀则认为这份遗嘱是在美国作

出的，而且强尼后来长期生活在美国，其遗嘱中所

提到的不动产也多数在美国，美国的法律制度并没

有对子女的继承权作出像法国民法典那样的特殊

保护。如此看来，适用法国法裁决该案对强尼的子

女比较有利，而适用美国法则对强尼的遗孀较有益

处。因此，在这个案件当中，法律适用以及对法律

的解释就成了关键问题。 

当然，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证据的呈现，

尽管目前案件还在审理当中，法国人已经展开了广

泛的讨论。 

事实上，强尼的遗产继承案并非个案，无独有

偶，在该案之前，法国著名作曲家莫里斯·贾尔的

情形几乎和强尼如出一辙。莫里斯共有过 4次婚姻，

生前就通过家族信托协议，将财产全部转入了信托

之中。但是他过世之后，其遗嘱又表明将其全部财

产留给现任妻子，这同样引起了他与前任所生孩子

的不满，从而进入了漫长的诉讼过程，该案同样也

涉及美国法与法国法的适用冲突。莫里斯的遗产继

承案于 2014年 12月 2日由巴黎高等法院作出判决，

但他的两位孩子并不服判，总共提出了 4次上诉，

直到 2016年 5月 11日，巴黎上诉法院才作出了最

终判决，尊重莫里斯的个人意愿，判决书中写到，

“莫里斯·贾尔先生的遗嘱排除了其子女的继承权，

似乎对子女有些不公平，但这个决定和他一生的经

历并没有冲突，因此，该遗嘱不能够被否认”。 

强尼的遗产继承案目前尚无定论，但在法国这

样一个以成文法为主，并辅之以判例法制度的国家，

莫里斯案件的判决显然对强尼案的结局会有很大

的指导意义。 

通过对强尼案和莫里斯案的法律探讨，我们注

意到，这个案件牵扯到的法律问题并不单一，不仅

仅是法国民法典和美国继承法的争议，事实上，这

也是国际私法领域的法律适用问题，当然，还牵扯

到了对宪法权利适用的思考。 

根据莫里斯遗产案的情形，有两个问题值得深

思：第一，该案中的继承权问题是否是人权问题？

第二，该案中的继承权争议是否涉及到国际公共秩

序？人权是人之存世的基本权利，继承权本身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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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于其外，但在法国法律制度下，继承权领域的

人权问题更多的强调继承权的平等，不应受性别、

宗教、长幼等影响而差别对待，其适用前提是当事

人本身具备继承权。 

该案中，被继承人通过遗嘱的形式排除了子女

的继承权，并不是出于某种歧视，所以，法国法院

的判决根据本国法律以及《欧洲人权公约》认为并

没有侵犯子女的基本人权，而属于公民意志的自由

表达，应当尊重。关于公共秩序的问题，巴黎高等

法院认为该案只涉及到国内公共秩序，并未对国际

公共秩序造成影响，本质上还是情理与法理的冲突，

所以不会排除适用美国法，这个原则是国际私法上

出现法律适用冲突时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当然，

我们依然可以对此提出疑问。 

莫里斯案的判决并不一定就是强尼案的结局，

强尼案也许还会经过漫长的审理，但正是一幕幕法

律大戏的上演，才让那冷冰冰的法律条文变得栩栩

如生。也正是因为老百姓的驻足观看，良法更优，

恶法被弃，掺杂着公道人心的条条框框才如春雨一

般润泽万物。《红楼梦》有语“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 

由此可见，所谓法律之信仰，其关键正在这一

演一看之日常。 

取消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不动产遗嘱继承，怎么办？ 

原创：2018-09-23 鱼龙聊房   武夷山李炜 

https://mp.weixin.qq.com/s/f8bkgmC8PZR9rAe6Tp2uPw 

如果要说今年法律界的大事，莫过于《民法典

分则草案》的公开征求意见了。对于笔者所从事的

不动产登记实务方面来说，取消公证遗嘱的优先性

可当之无愧被称为业内关注的焦点。 

一、现有的公证遗嘱效力的法律规定 

《继承法》第 20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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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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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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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现有法律规定中的公证遗嘱优先效力

的根据。 

二、现有不动产继承登记方式和条件 

（一）现有不动产继承的方式 

《继承法》第 15条规定“继承人应当本着互

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

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

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细则》）第 14条规定：“因继承、受遗赠取得

不动产，当事人申请登记的，应当提交死亡证明材

料、遗嘱或者全部法定继承人关于不动产分配的协

议以及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材料等，也可以提交

经公证的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 

因此，实务中办理不动产继承登记可以通过三

种方式，即法院裁判、公证、登记机构直接办理，

而三种方式所需提交的资料和程序又有所不同。 

（二）不同继承登记方式所需资料和程序 

法院裁判的无论是判决书、调解书，根据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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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的《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 7条和《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 14条

的规定，属于可以由权利人单方提出申请并直接发

生物权变动效力的生效法律文书。 

《细则》）第 14条规定的经公证的材料是指

继承权公证书，申请人不论是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

承，都可以去公证处申请办理无纠纷的继承权公证，

根据公证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由公证机构经

过公证程序证明继承人出具公证书，权利人再凭不

动产继承权公证书单方申请不动产转移登记，除向

登记机构提交身份材料以外，不再需要其他材料和

程序，登记机关一般在三至五个工作日出证。 

不动产登记自行办理继承登记的，根据《不动

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

1.8.6 规定，继承、受遗赠的不动产登记因继承、

受遗赠取得不动产申请登记的，申请人提交经公证

的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的，按《条例》《细则》

的相关规定办理登记。申请人不提交经公证的材料

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可以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1.8.6.1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 

1．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身份证、户口簿

或其它身份证明； 

2．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的死亡证明，包括医疗

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或

者注明了死亡日期的注销户口证明；人民法院宣告

死亡的判决书；其他能够证明被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死亡的材料等； 

3．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与被继承人或遗赠

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 ，包括户口簿、婚姻证明、

收养证明、出生医学证明，公安机关以及村委会、

居委会、被继承人或继承人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

其他能够证明相关亲属关系的材料等； 

4．放弃继承的，应当在不动产登记机构办公

场所，在不动产登记机构人员的见证下，签署放弃

继承权的声明； 

5．继承人已死亡的，代位继承人或转继承人

可参照上述材料提供； 

6．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享有不动产权利的材料； 

7．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生前有遗嘱或者遗赠扶

养协议的，提交其全部遗嘱或者 遗赠扶养协议； 

8．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生前与配偶有夫妻财产

约定的，提交书面约定协议。  

1.8.6.2  受理登记前应由全部法定继承人或

受遗赠人共同到不动产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进行继承材料查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重点查验当

事人的身份是否属实、当事人与被继承人或遗赠人

的亲属关系是否属实、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有无其他

继承人、被继承人或遗赠人和已经死亡的继承人或

受遗赠人的死亡事实是否属实、被继承人或遗赠人

生前有无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申请继承的遗产

是否属于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个人所有等，并要求申

请人签署继承（受遗赠）不动产登记具结书。不动

产登记机构可以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是否齐全、是

否愿意接受或放弃继承、就不动产继承协议或遗嘱

内容及真实性是否有异议、所提交的资料是否真实

等内容进行询问，并做好记录，由全部相关人员签

字确认。 

1.8.6.4  受理后，不动产登记机构应按照本

规范第 4章的审核规则进行审核。认为需要进一步

核实情况的，可以发函给出具证明材料的单位、被

继承人或遗赠人原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村委会、居

委会核实相关情况。 

可见，凭裁判文书或者继承权公证办理登记，

相关资料和审查等程序由法院或者公证机构完成

了，不动产登记机构则不再要求上述资料，不再公

告、审查；如不动产登记机构直接办理继承登记，

需要申请人提供大量的材料予以证明，又要求全部

的法定继承人到场确认，而不动产登记机构又担负

着实质性审查申请人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的

责任，需通过发函核实和调查程序来办理。不过，

凭公证遗嘱继承的，由于公证遗嘱具有优先效，在

提交了上述要求的材料之后，不再公告、审查。 

三、目前实务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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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下的法律规定来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取消了强制继承公证方式，增加了不动产登记

机构自行办理的方式，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

问题。 

1、登记机构的人员专业化程度不够，不动产

登记机构成立以来人员均来自原来的土地登记、房

屋登记、林权登记等单位原有人员以及新招聘的人

员，由于不动产登记的相关法规以及规范均为全新

制定，无论是原有人员和新聘人员，对于法规的掌

握能力并不一致，虽然成立以来进行了相应的培训

和考试，但相对于法官、公证员等需通过统一法律

资格考试的法律专业性和法律素养上来看，差距还

是非常明显的，而继承问题又是民法中较为复杂的

业务类型，而《物权法》第 21条规定了登记机构

兜底赔偿责任，这也就导致了很多地方的不动产登

记机构的工作人员畏惧直接办理继承登记业务。 

2、配套法规的效力问题。由于无论是《物权

法》、《继承法》的规定，还是国务院的《条例》

以及部门规章的《细则》均未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

自行办理继承权登记的操作程序和规则，为了解决

操作性问题，2016 年国土部出台了规范性文件的

上述《规范》，来规定具体的操作。在此情况下，

由于不动产登记中就会出现不动产登记机构在自

行办理继承登记业务时，如当事人是直接申请继承

登记业务的，会根据《条例》第 19条和《规范》

之规定启动调查核实程序，而依据《条例》第 20

条，调查时间不计入时限，因此各地在办理此类业

务时会在正常办理期限 30个工作日之外规定三个

月、六个月，甚至一年的调查期限。但在实践中却

出现了多个判决认定《规范》的效力不够，且因增

加了审查程序，因此被判决认定不动产登记机构败

诉的案例。 

3、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套问题 

如《规范》中所规定的发函核实责任，在简政

放权和取消“奇葩证明”的大环境下，相关部门即

不会给当事人出具证明，也不会予以回复核查。 

综上所述，不动产继承登记为什么会存在这些

问题，究其根本在于配套的法律不完善，老百姓对

于遗嘱公证以及继承公证本身其实没有意见，反对

的是公证行业的服务差和继承公证的高收费上面，

遗嘱公证本身就收费低廉并且很多地方都免费办

理。而在《条例》取消强制公证后，《民法典继承

篇草案》中又取消了公证遗嘱优先，可能导致需重

构不动产遗嘱继承程序，因为在现有程序中，无论

是公证机构还是不动产登记机构，当事人是否有公

证遗嘱是直接影响登记程序和审查内容的。如中公

协在 2009年出台的《办理继承公证的指导意见》

第 14条明确规定：“第十四条 公证机构办理遗嘱

继承公证，应当按照下列方式审查确认遗嘱的效力： 

（一）遗嘱为公证遗嘱的，公证机构应当对遗

嘱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审查，并向全体法定

继承人核实，核实的内容包括询问被继承人有无其

他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法定继承人中有无缺乏

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 

法定继承人对公证机构的核实没有回复的，或

者无法与法定继承人取得联系的，公证机构在对遗

嘱进行审查后，可以确认遗嘱的效力； 

（二）遗嘱为公证遗嘱以外的其他符合法定形

式的遗嘱的，公证机构应当取得全体法定继承人对

遗嘱内容无异议的书面确认，并经审查认为遗嘱的

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可以确认遗嘱的效力； 

（三）遗嘱为在境外所立的遗嘱的，公证机构

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及司法部的有关规定确认遗嘱

的效力。” 

由此可见，在我国的继承法体系中立法者们忽

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国的继承制度缺

少一个前置性审查的部门或者说检证程序，如在

《日本民法典》第 1004条中有规定遗嘱的家庭法

院检认程序，其也规定了遗嘱公证免检。《台湾地

区民法典》中规定了亲属会议和法院审查的规定。

而在不动产登记方面，台湾有不动产登记地政士前

置代理审查的制度，法国的不动产登记强制公证审

查前置制度，德国的不动产登记则直接在法院办理。

以上的制度规定大大的降低了遗嘱纠纷的出现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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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而我国如在废除公证遗嘱的优先性后又没有规

定配套的检认制度，则今后大概率的出现多遗嘱冲

突的问题，而只要出现不要说不动产登记机构，即

便是人民法院都无法很好的去解决，实务中可能出

现人民法院对遗嘱均不确认效力而直接采纳法定

继承的情况。 

【民法典修订中的夫妻共同债务研究】刘耀东 |  

民法典编纂视野下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范的构建 

2018-09-25 妇女研究论丛  刘耀东 

https://mp.weixin.qq.com/s/8x0EaTLPyRM6gO0uZsXE8w 

 

摘 要：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在于“家”。虽

然随着个人主义之勃兴，家庭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大

为限缩，但中国的婚姻家庭终究还是一个具有浓厚

伦理与情感特征的团体。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两大

命题依然为现代中国所需。中国婚姻法应当在兼顾

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两大命题的前提下，兼采“推

定论”与“用途论”合理构建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

范。同时，在规范语言的表达设计上应兼顾客观证

明责任，从而有利于法官在真伪不明时分配风险负

担。 

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认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

所负债务之性质，不仅是婚姻法与合同法交叉领域

的重要问题，也是离婚案件与民间借贷案件中的难

点问题。但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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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之规定使得这

一难点问题更为复杂。该条司法解释自实施以来，

一直为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所诟病，批评与质疑之

声至今从未止息。其最大的问题是只关注债务产生

的时间(所以有学者将该条称为“时间”推定规则*，

而忽视了借款之目的与用途，以至于债权人只要证

明其债权发生在债务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则该债

务几乎均被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为了杜绝或者

说某种程度上平息社会各界对于《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 24条的争议与批判，最高人民法院进一

步以不同形式做出“补充性”规定*，如 2017年 3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补充规

定》*。然而该补充规定并未缓和社会各界对上述

司法解释之诟病，更未能解决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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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夫妻债务司法

解释》)，该解释明确了“共债共签”原则、夫妻

日常家事范围内的债务为共同债务，在证明责任分

配方面较之《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也更

有利于非举债一方。 

学界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或认定规则

之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其中虽然不乏从证明责

任的视角对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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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规则进行反思或重构*，但鲜有学者从民法推

定规范创制的角度对此进行相应的研究。证明责任

规范*乃连接事实与法律之桥梁，而民事实体法规

范中也存在着一种分配证明责任的实体法规范，此

即民法推定规范，如《物权法》第 16条等。如有

学者指出，“应当从程序法的视角重新发现与构建

实体法。应当从程序法和实体法相互协调的角度对

构成要件事实与待证事实进行归纳和总结，并提出

具有建设性之处理方案。当务之急则是将证据规则

融入实体法规范之中。”[1]本文正是以民法中的

推定规范的创制为视角，来构建民法典中的夫妻共

同债务推定规范。 

二、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范的创制要素 

民事实体推定规范，即“民法推定规范”是指

由民事实体法规定的，基于某一事实可以得出另一

事实或权利的具体法律规范[2](P8)。民法推定规

范可划分为事实推定规范与权利推定规范，前者是

指民事实体法中根据某一事实推定出另一事实存

在的推定规范，如民法上的因果关系推定、死亡推

定、善意的推定等；后者则是指根据一定的事实状

态推导权利存续的状态，即根据权利外观推定权利

的存在、主体和内容，拥有权利外观之人依据权利

推定规范本身即可无须证明自己权利的客观存在，

并可防御他人对自己权利真实性的攻击，而提出相

反主张者则应负担证明外观权利人不享有真实权

利之责任[3]，从而推翻法律的推定，如《物权法》

第 16条。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范究其规范性质当

属民法推定规范中的事实推定规范。 

(一)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范的基本要素 

民法中的推定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并无本质

不同，其依然是有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两个构成要

素。构成要件事实是“构成性、建构性、原因性、

或处分性事实，乃是依有效的一般法律规则足以改

变法律关系者，即要么创设新关系，要么消灭旧关

系，要么同时起到上述两种作用之事实”[4](P20)。

衡量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推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

是“推定”是否可导致转移提出证据的责任。美国

著名的证据法学者詹姆斯·塞叶(James Thayer)

提出了“破裂的泡泡”(Bursting Bubble)理论。

该理论指出，一个推定的唯一的效果就是转移有关

推定事实的提出证据的责任，如果对方当事人提出

反证，推定就会失效或消失[5](PP314-336)。“推

定”一词本身也意味着一个可反驳的推定，即承受

推定不利之结果的当事人总是可以提出相反的证

据结论，但“推定在有反证前属实”[6](P193)。

而不可反驳的法律推定，则是指具有实体法作用的

法律上的“拟制”*。“不可驳回的法律推定与拟

制类似，是规定某种法律后果的立法技术手段。相

反，可以驳回的推定则是分配陈述责任与证明责任

的立法技术工具。如果想要反驳它，就要承担证明

的风险。这种简单的法律推定可以由对方提供反证

予以推翻。因此，简单推定是分配证明责任的工具。”

[7](P64)证明责任的分配具有法定性，法官只是适

用法律即通过对实体法规范的分析发现规范本身

所隐含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而非创造证明责任

分配规则[8](P317)。诉讼过程中的具体举证责任

(主观的证明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之承担，

需要考虑的是具体个案中的程序内因素，因此具体

举证责任的分配可以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形予以裁

量和转换。但客观证明责任之实质乃法律适用问题

而非事实问题，证明责任的分配应当遵循的是实体

法的价值取向选择[9]。 

首先，在民法推定规范中，推定的含义是不知

是否为 B(推定事实)，但根据 A(基础事实)推定为

B，立法者并不确知这一判断(推定)是否与真实的

事实相符，但是基于 A(基础事实)与 B(推定事实)

之间的高度盖然性，将其确立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规

范。也就是说，在推定规范中基础事实 A是明确的

(当然须予以证明)，但推定事实 B 则是不明确的，

是需要认定的，而推定规范即是要实现根据 A去认

定 B。因此，在设置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范时，应

当明确推定前提的基础事实，即“夫妻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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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推定产生的最重要的考量是盖然性。大

多数推定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法官相信事实 B 存在

的可能而提出了事实 A存在的推论，要推论的是具

有如此高的盖然性，以至于假定事实 A的存在是合

情合理的，只要对方当事人没有相反的事实将它推

翻。”[10](P13)因此，推定规范的创制并非单纯

建立在法律的价值考量基础上，其原初理由实际上

是基于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高度盖然性。而

此种高度盖然性实际上也是经验法则在基础事实

与推定事实之间关联程度的一种体现。正是基于夫

妻共同生活与共同债务之间的高度盖然性这一经

验法则，才使得在夫妻一方以自己名义为共同生活

负债及其类似情形下，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反之，

基础事实(夫妻共同生活)与推定事实(夫妻共同债

务)之间不具有高度盖然性，即不具有创制夫妻共

同债务推定规范之可能与必要。而《婚姻法司法解

释(二)》第 24条之所以备受诟病，正是因为该条

所规定的反驳要素*(反驳推定事实)在夫妻共同债

务纠纷中与推定事实之间只具有较低的盖然性。进

而使得该条规定过于保护交易安全，加重了非举债

配偶方之证明责任，反驳事实沦为“镜花水月”[11]。 

再次，如前所述，民法中推定规范的一个重要

标志就是转移有关事实的提出证据的责任，如果对

方当事人提出反证，推定就会失效或消失。而对推

定进行反驳时，主要涉及程序意义上的说服责任，

即受不利推定的一方当事人既可以举证反驳基础

事实，亦可反驳推定事实，还可以通过证明异态事

实予以反驳[2](P103)。 

(二)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范的反驳要素 

推定之事实并非绝对确定，如有反证，仍可推

翻，故推定亦称“假定”[6]。因此，在创设构建

民法推定规范时，基于其理论基础，应明确其反驳

之方法。此种反驳方法包括三种，分别为：其一，

通过证明基础事实本身为假，从而予以反驳；其二，

通过证明推定事实为假而进行反驳；其三，通过证

明真实事实乃异态事实，而进行反驳。前两者根据

推定规范本身的属性自可获知结论，因而在立法上

并无详加规定之必要。而对于第三种情况而言，则

须在立法时明确规定异态事实*。以中国台湾地区

“民法”第 1063条关于婚生子女推定之规定为例，

该条文规定：“妻之受胎，系在婚姻关系存续其间

者，推定其所生之子女为婚生子女。前项推定，如

夫能证明于受胎期间未与妻同居者，则得提起否认

之诉。”该条乃典型的民法推定规范。分析其规范

结构可知，基础事实乃妻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

胎；推定事实(法律效果)即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生之子女推定为婚生子女。与此同时，该推定规范

还明确规定了反驳推定之方法，即可通过证明“夫

于妻受胎期间内并未与妻同居”这一“异态事实”

来反驳或言之推翻法律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生之子女为婚生子女”的推定。笔者认为，此种推

定规范立法模式可为未来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推

定规范所借鉴。因此，在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范中，

非举债夫妻一方既可以举证证明债务并未用于夫

妻共同生活(即反驳基础事实)*推翻共同债务的推

定，也可以直接举证反驳推定事实，还可以举证证

明异态事实之存在。 

笔者认为，非举债配偶一方可通过举证下列反

驳事实，以推翻夫妻共同债务之推定：(1)债务并

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债务人的配偶如果能举证证

明债务人所借款项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即可推

翻夫妻共同债务之推定*。如在“殷某某诉韩某某、

郭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原告殷某某与道某某

丈夫韩某某曾建立了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在该笔

借款中郭某某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借款期间内，

债务人韩某某不幸去世。原告要求债务人之妻道某

某及保证人郭某某偿还借款。经查证，实际借款人

韩某某生前与妻子道某某关系不睦，常年在外租住

并做贩卖牛羊生意，甚少顾及妻儿，未尽为人夫、

为人父之义务。其家庭属于当地特困家庭，所欠外

债及做生意所得之收入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且

韩某某所借该款项时被告道某某并不知情。故该笔

债务系实际借款人韩某某的个人债务，不可推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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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债务*。在虽然提供这种证据对于债务人

的配偶而言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并非不可能，实

践中也不乏成功之例。相对于债务人的配偶，举证

责任分配给债权人则更不合理[12]。当然，正因为

一般情况下非举债配偶一方对基础事实之举证比

较困难，所以只要其能够通过证据让法官对基础事

实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即可构成有效的反驳

[13]。(2)债务系举债配偶一方与债权人虚构或基

于违法犯罪活动所负。但是对于夫妻一方因侵权行

为所负之债务应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存有争议。

通说认为，应以侵权行为之债是否与家庭共同生活

利益相关为标准进行判断*。(3)举债配偶一方与债

权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4)债务超出日常家事

范围且债权人不构成表见代理*。(5)债务系举债配

偶一方擅自资助与其并不存在抚养(扶养)义务之

人所负。(6)其他不宜认定为共同债务的债务，如

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担保之债等无对待

给付或利益的债务。 

三、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范的构建原则 

“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是以实现特定的价

值观为目的，并评价特定的法益和行为方式，在规

范的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的联系中总是存在着立

法者的价值判断。通过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之间的

连接，每个法律规范都将表明或部分地表达出立法

者如何组织社会的设想。任何法律规范都包含了立

法者的‘利益评价’，也就是‘价值判断’。所以，

法律适用就意味着在具体的案件中实现法定的价

值判断。”[7](P61)“规范语句要追求特定的目的，

目的是一切法的缔造者。但它们随着历史和社会文

化的变化而变迁。”[7](P57)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

范不仅涉及追求或发挥传统家庭本位的目的或功

能，而且涉及如何更加公平合理地在举债一方配偶、

非举债方配偶以及债权人三者之间进行利益衡量

与价值取舍。笔者认为，构建夫妻共同债务之推定

规范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准确区分民法推定规范与一般民事证明

责任规范 

民法推定规范与一般民事证明责任规范(也有

学者称为“民事证明责任一般规范”)虽同为民法

中的证据规范*，但两者极易混淆。一般民事证明

责任规范是指，“某些法律规范除了含有实体法上

的行为规范(初级规范)外，还包含有证明责任规则

此一程序法上的因素，例如一些通过特定的措辞方

式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作出规定的民法规范即属此

类”[14](P139)。实体法立法语言可以透过“原则”

与“例外”的模式来分配证明责任*。因而，现代

立法者在表述实体法上的构成要件的同时，已经兼

顾了证明责任的分配[15](P2)。客观证明责任与当

事人的活动没有丝毫联系，它针对的是真伪不明。

因此，当运用客观证明责任来克服真伪不明时，就

能确保法官的裁判义务的实现。对此，实体法规范

可区分为“权利产生规范”“权利阻碍规范”与“权

利消灭规范”[16](P30)。其中权利产生规范是指

能够产生某种权利(主要是请求权)的规范；权利阻

碍规范是妨碍权利产生的规范；而权利消灭规范是

指使已经产生的权利归于消灭的规范。因此，原告

(主张权利存在的人)应对权利产生规范的要件事

实承担证明责任。而被告(否认权利存在或主张权

利消灭的人)则须承担权利阻碍规范或权利消灭规

范的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一个法规范既能表达为

权利形成规范(T→R)，也能表达为权利妨碍规范

(非 T→非 R)，这两种规范表达形式之间似乎无法

进行实质区分。从纯粹的实体法的角度(即对于作

为初级规范的行为规范而言)，这两种措辞方式在

逻辑上是完全等价的。然而借助这种特定的措辞方

式人们可以对程序法上的特定效果加以控制。立法

者可以明示或默示地引入一项一般性的“操作规

则”：在权利形成规范的措辞方式表述下应由权利

人承担举证责任，因为权利成立的积极要件之一尚

不存在；而在权利妨碍规范的措辞方式表述下则应

由相对人承担举证责任，因为请求权的阻却事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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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否尚不确定。由此可知，对于初级行为规范而

言在逻辑上完全一样的不同措辞方式(是采取请求

权的积极构成要件表述还是采取阻却事由的表述

方式)，在程序法上可以有不同的功能[14]。但立

法者于立法选择上是作正面表述抑或是作反面表

述并非随机而定，而是隐含着立法者对权利构成要

件事实的分层设置与倾向性价值选择，在证明责任

分配问题上发掘的恰恰正是此种意义。正如李浩教

授所言：“在实体法上明确规定证明责任者毕竟为

少数，在很多情况下是需要我们运用‘法律要件分

类说’去分析民事实体法条文间的关系和条文本身

的逻辑结构，以辨识特定的事实是属于权利产生事

实(权利要件事实)还是阻却权利产生的事实抑或

是变更、消灭权利的事实。进而在此基础上，清晰

地解释出证明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

[17](P220)例如，《德国民法典》第 932条规定：

“依第九百二十九条所为之让与，纵其动产不属于

让与人之所有，受让人仍取得其所有权。但受让人

在依该条之规定将取得所有权时，非为善意者，不

在此限。”*该条动产善意取得规范关于善意要件

事实即是通过表达为权利妨碍规范(消极构成要件)

的形式实现证明责任的分配，即由否认善意取得者

(原权利人)承担举证受让人为非善意之证明责任。

而无处分权人与受让人间关于物权合意以及公示

要件则表述为权利形成规范(积极构成要件)，即由

受让人承担举证责任*。 

很多学者将一般民事证明责任规范误认为民

事推定规范*，如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推定规范”

*。在司法实践中过错推定也经常被误认为是推定，

如原《民事诉讼法适用意见》第 74条*。实际上，

此类规范是免除了原告就被告侵权行为的主观过

错这一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免除的原因在于法院

可以依据间接证据(环境证据)判断，如果不是因为

被告主观上具有过错，则原告所遭受的损害事实是

难以解释的。因此，根据被告所处的优势地位，以

及该责任是属于被告注意事项范围内的当然要求，

被告理应承担自己是否有过错的举证责任，这完全

是举证责任分配的结果[10]。也就是说，过错实际

上并非法律效果发生的前提要件，而是过错之欠缺

乃法律效果发生之阻却事由。过错这一要件事实并

非源于推定，而是依据此类法律规范分配证明责任

所初始给定的[18]。在此类规范中，推定过错的基

础事实即损害事实本来就是需要证明的侵权责任

成立的构成要件事实，如果推定过错的基础事实并

非侵权责任成立的要件事实，即属于要件事实以外

的其他事实，则此类规范始为“民法推定规范”*。 

(二)兼采“用途论”(为家庭共同生活)与“推

定论”，合理构建夫妻共同债务规范 

《婚姻法》第 41条确立的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的标准——“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在学说上被概

括为“用途论”[19]。与此相对的是《婚姻法司法

解释(二)》第 24条所规定的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

“推定论”。无论是单独采纳“推定论”还是“用

途论”都会产生两难之困局：如果严格依据“推定

论”非举债夫妻一方几乎无法举证推翻共债推定

[20]，且举债一方与债权人很可能恶意串通损害非

举债配偶一方的利益；反之，如果严格依据“用途

论”，债务所获利益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易判

断，如有学者认为，“家庭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私

密性，难以为债权人所得窥知，因此要求债权人承

担举证证明举证之目的或者负债之实际用途，未必

合理，同时也不具有现实可行性”[13]。且夫妻双

方也可能串通恶意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证

明责任的分配应综合考虑立法目的、法律规范之间

的体系联系、构成要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原则与

例外以及符合该要件待证事实的事实样态、待证事

实的证明难易等[21](P13)。笔者认为，民法典夫

妻共同债务规范应兼采“推定论”与“用途论”，

即在采“家庭共同生活”*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标准的基础上，合理设计推定规范。当事人发动一

个诉讼，提出一个请求，主张某种权利，必须寻找

支持该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

规范即请求权基础。也就是说，当事人为了在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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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得优势地位，自需援引对其有利的实体法规范，

并通过证明该实体法规范中的构成要件事实以实

现其所意欲追求的、法规范所规定的法律效果。当

其无法证明或虽能证明但不足以令裁判者信服时，

即应承担败诉之不利后果。因此，证明责任分配原

则实质上就是主张或追求某种法律规范所规定之

法律效果的当事人，应当证明该规范的前提性构成

要件(tatberstand)事实[16](P104)。债务为家庭

共同生活所负乃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范之基础事

实，故债权人如欲主张非举债一方共同承担偿还责

任，自应负担基础事实之举证责任，但对此举证要

求不可过于严格，只要能够证明负债在通常情况下

与家庭共同生活具有关联即可。因为对债权人就基

础事实之举证要求过严确实难谓公允，但在当今夫

妻共同债务纠纷高发之社会现实情况下，债权人出

借款项也应负有一定程度的注意义务。有学者认为，

根据社会通常的观念，如果夫或妻个人举债之目的

可被视为“为家庭利益”的，债权人免除举证责任。

但如果夫或妻个人举债行为越是与家庭经济状况、

生活习惯及社会观念相悖，债权人则对该举债行为

属于夫妻团体行为的信赖越低。此时，债权人较之

非举债一方配偶防患另一方对外负债的风险和成

本更低。与此相应，债权人则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和举证责任，即债权人负担证明夫或妻一方举债是

为“家庭利益”所负[22]。对此，笔者认为，债权

人提起诉讼主张认定夫妻单方举债为共同债务，纵

然依据社会通常观念可被视为“为家庭利益”所负，

债权人仍须承担举证责任，只不过其举证之证明力

要求较低而已。换言之，夫妻单方举债行为与家庭

共同生活相关联的紧密程度决定的是证明力的高

低而非证明责任的负担与否。 

(三)妥当协调非举债配偶一方与债权人之间

的利益平衡 

民法推定规范的存在，使得只要基础事实存在，

即可直接认定推定事实之存在。在具体适用时，基

础事实之存在只要被证据予以证明，法官即可根据

该实体法律规范(民法推定规范)直接得出推定事

实存在之结论。这一逻辑过程并非法官基于推理而

是实体法律规范应用之结果。由此可见，基础事实

之存在是民法推定规范适用的前提与条件，如果无

法证明基础事实的存在，则不能根据推定规范直接

得出推定事实或权利存在之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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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规定“以夫妻一方名义所

负之债务，债权人主张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当事人

之间的关系、借款金额、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认定

该债务是否真实存在”*。因为债务的真实性与合

法性乃适用推定规范之前提。同时，基于“债的相

对性”债权人欲提起诉讼请求非举债之夫妻一方承

担偿还责任，应当负担请求原因事实的证明责任，

即证明债务乃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负或非举债之

一方由该债务受益*。夫妻虽为婚姻的主人，且在

诸多利益方面形成密不可分的生活共同体。但夫妻

作为人格独立之个体，仍然存在与婚姻无关的个人

利益与责任。正确划定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

界限，对于维护夫妻共同利益、夫妻个人利益以及

第三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都具有极为重要之意

义。对任何一方之利益的保护均不可过犹不及。非

举债一方当事人要将推定事实推翻实属不易，如有

美国学者认为，“承担推定不利后果的当事人，要

证明推定事实的不存在的证明责任，比起证明它的

存在的证明力要有更高的盖然性要求”*。所以，

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范的构建应当尽量扩大非举

债配偶一方的反驳事实的范围。而法释[2018]2号

*虽然彻底改变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过于保护债权人的做法，举证责任完全发生变化

转向债权人一方，但其似乎又因此走向了另一个极

端，过于保护非举债之夫妻一方。此种证明责任分

配无疑将会使债权人谨小慎微，进而削弱其民间借

贷的积极性。因此，应当特别注重协调非举债之夫

妻一方的合法权益与交易安全的保护(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而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规范无疑是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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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利益冲突价值判断问题的规范基础。理解、解

释与适用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范自应力求避免夫

妻一方与债权人双方通过恶意串通或虚构债务之

方式侵害夫妻他方(非举债之配偶一方)之合法权

益，同时尚须兼顾维护善意债权人之利益即交易安

全。欲实现上述目的，唯有在债权人与非举债之配

偶之间妥当合理地分配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

范基础之“基础事实”与“反驳事实”的证明责任，

始能有助于达成上述利益之平衡[23]。笔者认为，

债权人对于基础事实虽应负证明责任但对其证明

力不宜要求过高，只要其举证能够达到通常情况下

依一般社会经验足可认定债务有益于共同生活即

可*。如其不能举证或举证不能达到通常之盖然性

(诚然西方国家家庭走向个体主义，但不能以西方

国家学者的观点想当然佐证中国的婚姻家庭。中国

的婚姻家庭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团体性，债权人对于

团体内的共同生活事实通常难以窥知)，则不能推

定为共同债务，而应承担败诉的不利结果。如此既

不会过分加重债权人的举证责任负担，又达到保护

非举债一方利益之目的(见图 1)。 

 

图 1  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的夫妻共同债务证明责任分配 

(四)兼顾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两大价值理念 

虽然现代社会将一个由房屋、院落、家庭成员

组成的生产团体在一定程度上打碎了，“家庭不再

是一个具有自己的经济任务的社会学实体了。他们

还是一个消费共同体，但其程度是越来越小。家庭

越来越多地丧失了作为一个组织的特点和个性”

[24](P151)。西方国家家庭走向个体主义，如有学

者认为，“随着个人主义的勃兴，家庭对外的一元

性逐渐演变为夫妻意志的二元性。个人主义和自由

主义的兴盛导致传统婚姻价值观逐渐式微。奉行夫

妻一体主义的传统婚姻家庭观念逐渐让位于强调

个体和个性、平权和自由的现代家庭观念。”进而

认为在此种背景下，中国婚姻法也呈现出一些顺应

时代潮流的变化，共债推定与个人主义基本观念完

全相悖[20]。但是“没有哪部法律能够比婚姻法更

清楚地阐释‘理念的材料确定性’与法律‘理念’

对‘事实’的依赖性。在婚姻中，与法律直接相对

的是自然主义和社会学强烈的自身固有规律性的、

自然性和社会性的事实构成，它不能任意地塑造法

律，而法律则必须对它进行深入地研究分析”

[24](P150)。而这种与法律相对的自然性的、社会

性的事实构成无疑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不能以西

方国家学者的观点想当然佐证中国的婚姻家庭，中

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在于“家”，反思百年前个

体与家庭之争，中国传统上的“家”依然是消除个

体主义弊端之思想资源。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两大

命题依然为现代中国所需[25]。在狭义上，将共同

维持家计的生活共同体称之为“家”，在中国可以

说“家”意味着共同保持家系或家计的人们的观念

性或现实性的集团，或者意味着支撑这个集团生活

的财产的总体。“同居共财”对中国人的家庭生活

而言，可以说是本质性的要素[26](PP61-63)。在

“家”的基础上，传统中国文化构建了一整套关于

家庭、伦理、国家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至今

仍然具有合理性的内容，彻底否定这些在传统中国

文化中具有支柱性作用的价值观念，无异于摧毁了

整个中华文明安身立命之根基，也必将会导致整个

社会价值体系的崩塌。“个体”的张扬正需要“家”

的制约。当下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道德沦丧、价值

失序之情状，正是否定自身传统之恶果[25]。诚然，

随着个人主义之勃兴，家庭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大为

限缩。同时，夫妻任何一方作为一个独立之人格主

体，在私法自治原则下，当然具有个体行动之自由

(包括经济自由)，此亦为每个人发展其人格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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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之前提[27](P71)。但中国的婚姻家庭终究还是

一个具有浓厚伦理与情感特征的团体。“在家庭中，

‘财产’已不再是个体意志的外在表现，而是某种

共同性的东西，即个体性的东西转化为共同的东西，

‘财产’也从自私性的财物变成了伦理性的东西。

通过家庭，财产既包含个体性的东西，也超越个体

性而投身于共同体之共同目的。”[28]所以，中国

婚姻法应当兼顾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两大命题，合

理构建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范。 

(五)合理界定民事表见代理与家事表见代理

的构成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如属日常家事范围

内，自应构成共同债务，此亦为法释[2018]2号所

明定，但如果配偶一方举债明显超出了“日常家事

范围”，如夫妻一方擅自处分不动产或以自己名义

负债数额较大等，也就是说，只要是属于日常家事

范围内，法律行为即推定其为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

表示，究其实质是一种“推定规范”，即夫妻一方

在日常家事范围内所为的行为，推定为夫妻双方的

意思表示，另一方必须承受该行为所产生之法律后

果。日常家事代理，究其实质是基于交易数额和交

易性质而对非举债一方意思表示的一种合理推定。

而且将夫妻单方负债推定为共同债务限定于日常

家事代理范围之内也是比较法上的通例*。反之，

对于配偶一方以个人名义超越日常家事范围所负

之债务，债权人如欲请求配偶他方共同偿还，则应

就其确有理由相信举债一方之行为为夫妻双方的

共同行为，即构成表见代理负举证责任[22]。之后，

夫妻另一方应就例外情形负担证明责任。”

[29](P111)但有学者认为，日常家事代理权作为亲

属身份法上的特殊代理，较之财产法上的代理有其

特殊性。夫妻一方超越日常家事代理权，不应在表

见代理之框架内解决。因日常家事代理制度之首要

目的是为了让料理家务的配偶对外享有必要的经

济上的行动自由。信赖保护并非日常家事代理的首

要目的[22]。笔者认为，信赖保护虽非日常家事代

理制度之首要目的，但一旦逾越日常家事范围继而

涉及第三人时，信赖保护即应成为法律制度的首要

目的，而能承担该信赖保护目的之制度自非表见代

理莫属。如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夫妻一方滥用日常

家事代理时，对方得加以限制，但其限制不得以之

对抗善意第三人，其意旨与表见代理相同，即以保

护交易安全为其目的[30](P150)。但需注意的是，

应当区分民法上的表见代理规则与婚姻家庭中的

表见家事代理规则的构成要件。民法上的表见代理，

行为人通常与被代理人不具有身份上的密切联系。

而婚姻家庭中的表见代理，债权人对于行为人(举

证之夫妻一方)拥有代理权之外观的信赖程度更高。

换言之，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身份外观作为代理权客

观表征的质量也就越高，相应地，自应适当地降低

债权人的注意义务*。因而，对债权人举证证明的

证明力要求应适当降低，只要其所提供的证据能够

合理地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使其自身产生信赖即

可认定构成表见代理。同时，日常家事通常应为家

庭日常必需之事项，但社会上家庭不一，各家庭日

常必需之事项各有差别，所以除客观的一般家庭所

需要者外，主观的在各家庭日常所需要之事项亦可

称为日常家事。另外，以该家庭表见的生活程度为

准决定日常家事之范围，也不失为良好之策。 

四、结论 

家者为亲属团体，而所谓亲属有血亲与姻亲，

亦即家乃是由多数血亲或姻亲关系结合而成的团

体[31](P391)。诚然，随着个人主义之勃兴，家庭

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大为限缩。同时，夫妻任何一方

作为一个独立之人格主体，在私法自治原则下，当

然具有个体行动之自由(包括经济自由)，此亦为每

个人发展其人格必不可少之前提[27]。但中国的婚

姻家庭终究还是一个具有浓厚伦理与情感特征的

团体。婚姻是夫妻双方以成立终生共同生活体为目

的，是以实现统一而将扬弃双方当事人之自然的、

个别的人格，另行成立一完整的人格为目的。婚姻

当事人个别的人格之对立，在外观上似乎因结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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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否定，其实，双方当事人在婚姻中，因由另一完

整人格加以实现，故其个别的人格，实质上仍能保

存其固有的真实性。此因婚姻关系本身具有共同生

活体性质，即“似二而仍一”及“似一而仍二”之

性格[32](P162)。所以，中国婚姻法应当在妥当协

调非举债配偶一方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兼顾

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两大命题的前提下，兼采“推

定论”与“用途论”即在将“家庭共同生活”作为

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标准、准确区分民法推定规范与

一般民事证明责任规范的基础上，合理构建夫妻共

同债务推定规范。同时因夫妻举债情形多种多样，

因而法律规范采用“概括+列举”之模式，即在“是

否因家庭共同生活举债”这一概括性认定标准之基

础上，结合夫妻日常家事代理制度、表见代理以及

举债的时间等因素具体列举若干典型情形。同时，

在设计夫妻共同债务法律规范的规范语言表达设

计上可兼顾客观证明责任，从而有利于法官在真伪

不明时分配风险负担。 

虽然最高法院于年关将近之时(2018年1月16

日)公布了《夫妻债务司法解释》(法释[2018]2号)，

明确了“共债共签”原则、夫妻日常家事范围内的

债务为共同债务，在证明责任分配方面较之《婚姻

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也更有利于非举债一方。

但是司法解释的权限不是建构制度，而只是对审判

过程中如何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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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应是

民法典编纂的重要内容，不可能通过一个司法解释

毕其功于一役。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刘耀东(1981-)，男，辽宁师范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民商法。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4 期第

44-54页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论约定财产制的完善 

2018-09-26 家事法研究中心   沈德凤 

https://mp.weixin.qq.com/s/Ggh1XBLAu0m5EkKUx5zBpA 

一、时代变迁与夫妻财产法价值本位的位移 

自 2001年《婚姻法》颁布以来的十几年，是

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社会基本面的

变化，已经动摇了夫妻财产法的基本价值依据。申

晨认为，家庭财产数量变化、离婚率的快速攀升、

“少子化”引发的家庭结构变化三方面的时代变化

造成的影响尤其突出。[1] 

（一）家庭财产数量变化 

家庭财产在数量上的变化，直接动摇了当前

《婚姻法》夫妻财产制倡导的“家庭共同体”价值

本位。根据学者的论述，我国《婚姻法》实行法定

共同财产制，其正当性之一即在于“我国仍然是发

展中国家，大多数公民的收入和财产数量仍然不高”

[2]。然而这一论据，在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已

经值得怀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2

年我国城市家庭财产总值的中位数落在 15 万-20

万元的区间内；而 2014年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调

查数据显示，2013 年我国城市家庭财产户均总值

中位数已达到 44.13万元，增长近三倍。家庭财产

总量的急剧增加，使得家庭财产在归属、支配和管

理上的独立化产生了更大的可能性：当家庭总体收

入较低时，夫妻财产收入主要用于家庭共同的日常

开支消费，这部分财产无法涉及个人分配的问题；

但当家庭总体收入增长，夫妻的储蓄和个人消费增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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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财产归属安排就面临了独立化的可能和需求。

由此，夫妻对财产的归属安排，就有了更多的自治

空间。 

（二）离婚率的快速攀升 

从统计数据来看，自 2001年《婚姻法》颁布

以来，我国社会的离婚率呈快速攀升状态。《2002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离婚总数为

117.7万对；至 2015年，《2015 年社会服务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离婚总数为 384.1万对，在

人口基数未出现明显增长的前提下，涨幅已经攀升

至 2.8‰，逐渐向发达国家水平靠拢。《婚姻法》

所意图塑造的长期性的婚姻关系，实际已经受到现

实的冲击。法定共同财产制的存在基础是对“家庭

共同体”价值的维系。而这种共同体价值的维系，

除了以夫妻双方共同生活、“同居共财”为基础之

外，实际还包含了夫妻双方对家庭共同体的长期存

续的预期。如果婚姻主体本身对婚姻的存续期限预

期不高，那么财产绑定带来的效率损耗，以及财产

清算成本的存在，就会对财产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性

打上大大的问号。同时，在法定共同财产制度的清

算中，当婚姻本身的存续期限预期不高时，财产优

势方必然不愿意为了短期婚姻而付出相应的财产

代价，从而具有了向分别财产制逃逸的心理需求。

[3] 

（三）“少子化”引发的家庭结构变化 

我国自上个世纪 80年代以来严格实行计划生

育政策，产生了大量独生子女家庭，而这一部分独

生子女，正成为了 2001年以后我国社会适婚人群

的主力军。独生子女家庭在财产继承结构上具有一

个特征，即在一般情况下，该家庭的所有财产，将

全部由该独生子女继承。因而，独生子女的婚姻结

合造成的结果，将不仅仅是夫妻双方个人财产的结

合，也预期着双方背后的父母的家庭财产的结合。

虽然在法理上，父母家庭的财产与独生子女个人的

财产是可以区分的，但独生子女父母往往会对子女

给予“不分彼此”的无偿的经济协助——且这部分

财产往往不会以《婚姻法》明确的“赠与合同”形

式进行，却又会与子女的家庭财产产生种种重叠关

系[4]，这就导致了“少子化”时代背景下，家庭

财产归属认定的新难题。 

婚姻是夫妻双方基于爱情形成的个体结合，在

独生子女的条件下，夫妻一方的背后，实际都站着

一个家庭，“家庭共同体”虽然仍是爱情基础的个

体间结合，但“财产共同体”却由于财产继承结构

的特殊性，由个体的结合实质转变为家庭的结合。

这种局面，一方面导致了财产博弈的参与方增加，

夫妻双方的父母实际成为财产安排的意志来源之

一；另一方面，由于父母对子女的配偶，以及夫妻

双方的父母之间并不存在亲情和爱情的情感基础，

这使得各方在统一协调的过程中难以运用伦理“润

滑剂”，以共同维护“财产共同体”的存续为目标

[5]。由此种种造成的结果，就使法定共同财产制

的实施效用遭到了削弱。 

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局限性 

由于法定共同财产制在新时代背景下实施的

诸多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在后续发布的司法解释进

行了若干尝试，力图修正该制度下的诸多现实问题。

其中，尤以 2011年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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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涉及夫妻间房

产归属和分割的规定最为典型。该司法解释的第 5

条、第 7条和第 10条，一经出台，即引发学界和

社会舆论的广泛争议。 

夫妻间房产归属和分割的问题之所以引起广

泛争议，原因在于近年来房价飙升，房产增值成为

家庭财产增长的主要部分；同时由于房价较高，夫

妻往往需要通过父母资助、按揭等手段才能购买房

产，从而大大增加了房产价值分割的复杂性[6]。

在这一背景下颁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被学

者评价为是一项应对《婚姻法》颁布后的社会生活

变化而制定的司法解释，因此其本身不是制订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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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定的体系化思维筹划而来，反而带有高度的被

动立法色彩，从而与《婚姻法》本身倡导的“家庭

共同体”价值产生了巨大分歧。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关于夫妻财产法规则的

修正，可以视为是对《婚姻法》“个人意志”价值

缺失的一次“补锅”。以上述第 5条、第 7条和第

10 条为例。第 5 条主要解决的是一方财产的婚后

“资本所得”的归属问题。这个问题恰恰处于“孳

息归所有人”原则与“婚后所得共有”原则二者的

交叠地带，否定任何一项原则的法定式“一刀切”

规则，都会过于突兀，此时最佳的处理模式，就是

夫妻双方自愿约定该部分财产的归属。第 7条则是

解决父母出资购房的财产归属问题，该条同样是因

为《婚姻法》本身没有强调“个人意志”的实现，

导致本可以由夫妻双方各自代表父母真实意思而

通过协商明示的财产分配方案，需要由司法解释去

强行拟制——“加名热”这样略显荒谬的社会现象，

正是反映了这种强行拟制所具有的局限性。至于第

10 条对按揭购房房产的归属分配，本质上并不是

“谁出资谁受益”原则的体现，而是将房产利益进

行了分割式处理，将其中作为婚前个人财产的首付

分配给个人，其并未违反《婚姻法》的财产分配原

则。只不过法定共同财产制给人以强调“家庭共同

体”价值的外观印象，这反而让正当存在的“个人

意志”价值都引发了质疑。[7] 

综上所述，有学者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实际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司法机关基于实践需要，

对《婚姻法》“个人意志”价值缺失这一漏洞的修

正。但由于其不能改变《婚姻法》确立的夫妻财产

法基本架构，只能在法定财产制范围内进行修正，

因此是在“戴着脚镣跳舞”，也就不免显示出畸形

的一面。[8] 

三、完善约定财产制路径 

《婚姻法》现有的约定财产制之所以需要完善，

主要是因为存在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制度引导不足，

约定财产制的效力优先地位不够突出；二是制度内

容供给不足，缺乏实际操作规范。此外，约定财产

制与法定财产制作为夫妻财产法的“双腿”，二者

本身还存在着一定的此消彼长和相互制约的联动

作用。据此，下文试从这两个角度展开讨论。 

(一)约定财产制本身的完善 

首先应改变当前夫妻财产法的基本架构，突出

约定财产制的效力优先性和制度独立性。即先以一

个总括性条文，明确夫妻可在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

产制中择一行使，约定财产制可以排除法定财产制

的适用[9]。上述改变的意义在于，引导普通民众

意识到约定财产制也是法律允许和鼓励实施的一

种夫妻财产制度，进而强调“法定财产制”与“约

定财产制”的平行关系，分而治之。 

其次，需完善和细化约定财产制的具体规则，

提升可操作性。例如夫妻财产协议的形式。比较法

经验上，不少国家均要求夫妻财产协议须经公证方

能生效[10]，甚至有国家要求协议须经公权力机关

审批。我国的现行《婚姻法》中并没有进行公证规

定的条款，而是采取自愿的方式进行夫妻财产协议

公证。而受我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部分想要进

行夫妻财产协议公证但怕对方曲解而不便实施公

证的公民权益无法得到保护。且一些专家认为，《婚

姻法》属于民法，且《民法》最主要的原则是自治

原则。因此不能进行夫妻财产协议公证的硬性规定，

但这样并不利于预防问题的发生。为了保障订立协

议的夫妻双方合法权益，且由于进行公证后的事实

无需再举证可以节约司法资源，故应设立强制夫妻

财产协议公证的规定。此外，对于夫妻财产协议的

效力、夫妻财产协议的变更和终止、夫妻财产协议

的公示等问题，应区别于合同法规定，考虑到夫妻

约定财产制度的特殊性，因地制宜，完善立法。 

(二)法定补偿机制的完善 

这里所指的法定补偿机制，是指《婚姻法》第

40 条的规定[11]。该条的立法宗旨，即在于修正

约定财产制下，夫妻双方可能存在的利益失衡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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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在约定财产制进一步完善后，该条所确立的

法定补偿机制无疑将成为反制约定财产制缺陷、维

护协议中弱势一方合法权益的最重要的武器。目前

《婚姻法》第 40条的规定在适用上存在一定的缺

陷。一方面，该条默认了夫妻财产协议约定的是分

别财产制，但实际上，夫妻财产协议本身就可以约

定全部共有、部分共有、分别所有等多种模式，而

在各模式下，都可能存在法定补偿的需求，因此该

制度的适用前提有必要扩张。另一方面，该条适用

的条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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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主要是对夫妻一方

家庭事务额外付出的补偿，但家庭事务付出本身具

有抽象性，那么这种补偿的额度应当如何计算？是

否应当将其转化为一种具体化的可得收入补偿？

是应当由法律细化还是完全交由法官裁量？这些

无疑都值得立法者进一步考量。 

（三）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构建 

“非常法定财产制”，被学者用来指代不解除

婚姻关系的前提下，暂时或永久改变原夫妻财产制

类型的制度。在比较法上，这种制度的作用，是在

婚姻期间发生特定的法定事实时，夫妻一方得通过

相应程序打破原有的夫妻财产制，以隔离夫妻双方

各自的财产，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虽然薛宁兰等

学者一般认为，非常法定财产制是法定财产制下的

一项补充[12]，但笔者在此同意申晨观点，认同非

常法定财产制也是一项限制约定财产制缺陷的有

效制度。因为非常法定财产制的调整范围，是婚姻

本身尚未破裂、但夫妻双方实施原有财产制的基础

已然崩溃的尴尬时期，而这一时期，无论是在法定

财产制还是约定财产制下，都是可能存在的。并且，

从学者普遍担忧的、约定财产制可能导致订约时议

价能力优势方损害弱势者合法权益的角度看，非常

法定财产制的构建，实际上是为夫妻财产协议提供

了一项法定的变更事由，因此也有利于制衡约定财

产制下的财产优势方[13]。目前我国《婚姻法》上

对这项制度的规定存在补位空间，实有完善之必要。  

 

参考文献 

[1]申晨.夫妻财产法价值本位位移及实现方式——以约定

财产制的完善为重点[J].法学家,2018(02):1-14+191. 

[2]对中国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社会性别分析——兼论家

务劳动的价值[J].夏吟兰.法学杂志. 2005(02) 

[3]夫妻个人财产的婚后增值归属——兼论我国婚后所得

共同制的精神[J].贺剑.法学家. 2015(04) 

[4]司法视域下夫妻财产制的价值转向[J]. 赵玉.中国法

学. 2016(01) 

[5]《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适用中的疑难问题探析[J]. 

吴晓芳.法律适用. 2014(01) 

[6]夫妻财产转化的合理性思考——以房产“加名”热为背

景[J]. 杨晋玲.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2013(05) 

[7]论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之归属──对“《婚姻法》

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8条第2款之我见[J]. 陈苇.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1(02) 

[8]同[1] 

[9]同[3] 

[10]参见《德国民法典》第 1558-1563 条 

[11]《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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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法定夫妻财产制立法模式与类型选择[J]. 薛宁兰.法

学杂志. 2005(02) 

[13]同[1] 

撰稿 | 沈德凤 

排版 | 朱自文 



249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21 世纪全球家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 

原创：2018-09-26 中国应用法学杂志   刘敏 

https://mp.weixin.qq.com/s/xJ4j3m8XZs0Em1thoF5ZVg 

载《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 5期 

【摘要】 家事事件具有特殊性，需要特殊的

程序规则予以规制，由此，家事诉讼立法应运而生。

21 世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家事诉讼立法内容存

在一些共同点，形成了共同趋势。这些共同趋势是：

强调家事案件的统合处理；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

化原则；适用或者部分适用非讼原理；注重当事人

和程序关系人的程序保障；注重通过调解或和解处

理家事案件；强调家事案件处理过程中的社会参与。 

我国正在进行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试点工作，以转变家事审判理念，推进家事审判方

式和工作机制创新，探索家事诉讼程序制度。[1]

我国进行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和家事诉讼立法，应当

了解和把握全球家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近现代以

来，虽然各国家事诉讼立法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

有一些共同规律可循，家事诉讼法的发展形成了共

同的发展趋势。本文拟通过考察域外家事诉讼立法

情况，总结 21世纪域外家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

以供我国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和家事诉讼立法参考。 

一、域外家事诉讼立法概况 

在法院所处理的民事案件中，既有财产纠纷案

件，又有身份关系纠纷案件；既有存在争议的纠纷

案件，也有不存在争议的非讼案件，在不存在争议

的非讼案件中部分与家事有关。其中，身份关系纠

纷案件、与身份有关的财产案件，以及不存在纠纷

的家事非讼案件在广义上统称为家事案件。与普通

的财产案件不同，家事案件存在特殊性，例如，身

份关系诉讼的判决具有对世效力，为此，法院必须

追求客观真实，辩论主义受到限制和排斥；家事案

件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法院对家事案件的处理，

更重要的是展望未来，而不是纠缠过去。针对家事

案件的特殊性，为妥善处理家事案件，域外不同国

家和地区纷纷制定了专门适用于家事案件的程序

法律规范。 

从19世纪和20世纪的家事诉讼立法情况来看，

在近现代民事诉讼立法过程中，产生了家事诉讼法

律制度。广义的家事诉讼法包括家事诉讼程序制度、

家事非讼程序制度、家事调解制度和家事执行制度。

《法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卷“某些案件的特别规定”，

对离婚、亲子关系、收养、亲权、未成年人的监护、

成年人的保护制度、宣告失踪等有关家事案件的程

序作出了特别规定。1877 年《德国民事诉讼法》

公布时，第六编规定了婚姻事件与禁治产事件，其

中第一章为婚姻事件的诉讼程序，第二章为禁治产

事件的诉讼程序。1898 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第

六编改为婚姻事件、确定亲子间的法律关系与禁治

产事件。1997 年第六编改为家庭事件程序，将亲

子事件、抚养事件纳入家庭事件，取消了禁治产事

件的规定。其中第一章为婚姻事件程序的一般规定；

第二章为其他家庭事件程序的一般规定；第三章为

离婚事件与离婚后事件的程序；第四章为撤销婚姻

与确认婚姻存在与否的程序；第五章为亲子事件程

序；第六章为抚养的程序。1898 年，日本制定了

《人事诉讼程序法》，该法规定了身份型诉讼程序；

1947 年，日本以维护家庭和睦及健全亲属共同生

活为目的，制定了《家事审判法》，该法规定了家

事非讼事件程序。1990 年，韩国制定了《家事诉

讼法》，该法规定了家事诉讼程序、家事非讼程序

和家事调解程序。我国台湾地区原来在“民事诉讼

法”第九编规定了人事诉讼程序。1973 年，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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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婚姻诉讼法》；1984年，英国制定了《婚

姻和家事诉讼法》；1991 年，英国制定了《家事

诉讼程序规则》。1959 年，澳大利亚制定了《联

邦婚姻案件程序法》；1975 年，澳大利亚制定了

《家庭法》，这两部法律对家事案件程序做了规定。 

进入 21世纪，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

国家和地区纷纷修订完善家事诉讼法，使得家事诉

讼立法更加科学。2003 年，日本修订了《人事诉

讼程序法》，制定了更加便利当事人适用的《人事

诉讼法》，该法自 2004年 4月 1日开始实施。日

本的人事诉讼是指以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收养关

系等身份关系的形成或确认为目的的诉讼。该法实

施以后，所有的人事诉讼案件即身份型的家事诉讼

案件管辖权都从地方法院移交到家事法院，人事诉

讼案件的调解与诉讼都在家事法院进行，不再像原

来那样，调解在家事法院进行，诉讼在地方法院进

行，这大大方便了当事人。2011 年，日本修订了

《家事审判法》，制定了更能为国民理解并适应时

代需求的《家事事件程序法》，该法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2008 年，德国将家庭事件内

容从《德国民事诉讼法》中独立出来，与《非讼程

序法》放在一起制定了《家事事件与非讼事件程序

法》，该法自 2009年 9月 1日起施行。德国之所

以将家事事件与非讼事件合并立法，是因为家事事

件比较适合，依据非讼原理来处理，例如，家事案

件牵涉未成年人利益，需要法院职权介入；相牵连

的家事案件尽可能一次性统合解决；避免当事人之

间尖锐对立而适宜以协商调解的方式处理。

[2]2012 年，我国台湾地区颁布了“家事事件法”，

该法自 2012年 6月 1日起实施。该法包括总则、

调解程序、家事诉讼法程序、家事非讼程序、履行

之确保与执行、附则等六编内容。该法的立法特色

在于：其一，在一部法律中统整诉讼事件与非讼事

件的程序规定；其二，将家事事件明文区分为五种

类型；其三，依事件类型适用不同程序法理，并有

程序转换机制；其四，程序统合机制的强化；其五，

非讼法理扩大适用；其六，家事调查官及程序监理

人制度的建立。[3]2015年 2月，韩国大法院行政

处公布了《家事诉讼法》的修正案草案，对 1990

年《韩国家事诉讼法》做了比较全面的修订。该修

正案草案对家事案件做了更加易懂的分类，强化了

未成年人的程序权利，完善了对抚养费等的履行确

保制度。21世纪初期，澳大利亚修订了 1975年《家

庭法》，对家事案件程序中的非诉讼家庭服务、家

庭顾问、子女利益独立代理等制度做了新规定。 

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关家事诉讼立法的模式是

不一样的，有的制定统一的家事诉讼法，有的将家

事诉讼立法内容放在民事诉讼法中予以特别规定，

有的将家事案件中的身份型诉讼程序与家事非讼

程序分别制定法律。不同国家和地区家事诉讼立法

的内容也不完全一样，例如，在有的国家的离婚诉

讼中存在夫妻共同申请请求离婚的情况，而在有的

国家则不存在夫妻共同向法院申请请求离婚的诉

讼；德国的《家事事件与非讼事件程序法》中存在

程序辅助人制度，有的国家的家事诉讼法上则不存

在程序辅助人制度，而存在其他相关的制度。 

二、家事诉讼法发展的共同趋势 

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家事诉讼立法内容不

完全相同，但存在一些共同的特点，形成了共同趋

势。21 世纪全球家事诉讼法发展的共同趋势是：

强调家事案件的统合处理；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

化原则；适用或者部分适用非讼原理；注重当事人

和程序关系人的程序保障；注重通过调解或和解处

理家事案件；强调家事案件处理过程中的社会参与。 

(一)强调家事案件的统合处理 

家事案件既有身份型诉讼案件，也有家事非讼

案件，还有与身份关系有关的财产案件。例如，在

离婚案件中，不仅存在离婚诉讼，还存在未成年子

女的抚养问题、探视问题，以及夫妻财产分割问题、

夫妻扶助问题甚至离婚损害赔偿问题。家事案件有

必要统合处理，即在一个诉讼程序中统合处理相关

的家事案件。家事案件统合处理有利于及时解决当

事人之间的争议，实现身份关系的稳定，保护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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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未成年子女等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防止作

出矛盾判决。为此，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比较强调家

事案件的统合处理即在一个诉讼中集中、全面地进

行审理。例如，《德国家事事件与非讼事件程序法》

第 37条规定，对离婚和附随事件可以合并辩论和

裁判；涉及转移或剥夺父母照护权、夫妻共同子女

的交往权或交出共同子女时，或者涉及夫妻一方与

另一方的子女的交往权时，若夫妻一方在离婚事件

第一审程序的言词辩论前已经申请，则进行合并，

但法院基于儿童福祉认为不适合合并的除外。 

《日本人事诉讼法》第 17条第 1款规定，人

事诉讼请求与基于该请求原因之事实而发生损害

赔偿请求，不论《民事诉讼法》136 条[4]之规定，

都可以在一个诉讼中提起。在这种情形时，对该人

事诉讼请求具有管辖权的家事法院可就该损害赔

偿请求进行自行审理，并作出判决。《日本人事诉

讼法》取消了普通民事诉讼上的诉的变更和反诉的

限制性规定，广泛认可诉的变更和反诉。该法第

18 条规定，在人事诉讼程序中，不论《民事诉讼

法》143条第 1款及第 4款、第 146条第 1款及第

300 条的规定，在一审或控诉审口头辩论结束之前，

原告可变更请求及请求原因，被告可提起反诉。在

日本婚姻撤销诉讼及离婚诉讼中，婚姻关系解除后，

亲权者的指定、子女监护人的指定及关于子女监护

的其他事项、财产分割及收益的按份分割等附属事

项都有处理的必要。尽管这些附属事项原本属于

《家事审判法》中的家事审判事项，为使案件得到

全面解决、实现身份关系的稳定，立法者将这些家

事审判案件与婚姻撤销诉讼或者离婚诉讼合并审

理，使纠纷得以同时解决。[5]《日本人事诉讼法》

第 32条规定，在夫妻一方对另一方所提起的婚姻

撤销或离婚诉讼请求认可判决中，根据申请，法院

可就子女监护人的指定及其子女监护的处分或者

关于财产分割的处分进行裁判。我国台湾地区“家

事事件法”第 41条规定：“数家事诉讼事件，或

家事诉讼事件及家事非讼事件请求之基础事实相

牵连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诉讼事件有管辖权之少

年及家事法院合并请求，不受民事诉讼法第 53条

及第 248条规定之限制。(第一项)前项情形，得于

第一审或第二审言词辩论终结前为请求之变更、追

加或为反请求。(第二项)依前项情形得为请求之变

更、追加或反请求者，如另行请求时，法院为统合

处理事件认有必要或经当事人合意者，得依声请或

依职权，移由或以裁定移送家事诉讼事件系属最先

之第一审或第二审法院合并审理，并准用第 6条第

3项至第 5项之规定。(第三项)受移送之法院于移

送裁定确定时，已就系属之事件为终局裁判者，应

就移送之事件自行处理。(第四项)前项终局裁判为

第一审法院之裁判，并经合法上诉第二审者，受移

送法院应将移送之事件并送第二审法院合并审理。

(第五项)法院就第一项至第三项所定得合并请求、

变更、追加或反请求之数宗事件合并审理时，除本

法别有规定外，适用合并审理前各该事件原应适用

法律之规定为审理。(第六项)。”该条的立法理由

指出，维持家庭的平和安宁，避免当事人间因家事

纷争迭次兴讼，并符合程序经济原则，避免产生矛

盾裁判，就数家事诉讼事件或请求的基础事实相牵

连的家事诉讼事件与家事非讼事件，可以选择向其

中一家事诉讼事件有管辖权的少年及家事法院合

并请求，不受“民事诉讼法”第 53条及第 248条

所规定的有关提起共同诉讼或客观合并诉讼要件

的限制。当事人就第一项所规定的事件虽没有合并

提出请求，为统合处理家事纷争，兼顾程序之迅速

及经济，遂作出第二项规定，准许当事人于第一审

或第二审言词辩论终结前，仍可以变更、追加请求

或提出反请求。法院对于可以合并请求、变更、追

加请求或提出反请求的情形，应当行使阐明权，以

确定当事人的本意，如有主张不明了或不完整的，

促使其补充或叙明，以利于程序进行。依第二项规

定可以变更、追加请求或提出反请求的情形，为避

免多次诉讼，有害公益，当事人如另行提出请求，

法院基于统合处理事件的必要，认为由家事诉讼事

件系属最先的法院合并审理较为适当，或当事人合

意由该法院管辖，以利统合处理时，法院可以依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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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或依职权移由或以裁定移送家事诉讼事件最先

系属的第一审或第二审法院合并审理。至何谓“为

统合处理事件认有必要”，则由审理法院依个案情

形斟酌，例如在言词辩论即将终结前，才另行提出

请求的，则可认为不具统合处理的必要性；又如移

送合并审理的事件可能有未经第一审法院裁判即

移送由第二审法院处理的情形，对当事人的审级利

益难免有所侵害的，法院自应审酌合并审理的实益

是否高于当事人的审级利益或不损害其审级利益，

如认为无须优先保护当事人的审级利益，而有统合

处理必要的，则法院在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

后，可以依裁定移送合并审理；如认为有优先保护

当事人审级利益的必要的，则不应裁定移送合并审

理，而应自为审理。[6] 

(二)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家事案件的处理往往涉及未成年人利益。未成

年人生理、心理尚不成熟，未成年人又是国家和民

族的未来，需要特殊的保护和照料，法院在处理涉

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时，应当以未成年人利益最

大化为出发点，或者说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是法院

处理涉及未成年人利益案件的最高价值取向。未成

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被 1989 

年 11月 20日第 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

童权利公约》确认为公约的基本原则，《儿童权利

公约》3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公

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均

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许多国家签署和

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可以说《儿童权利公约》

是联合国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接受的国际公约之一。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家事诉讼立法普遍贯彻了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例如，《德国家事事件

与非讼事件程序法》第 155条对涉及未成年子女案

件进行优先和加快审理做了规定，该条第 1款规定，

涉及子女居住地、子女交往权或交付子女的亲子事

件，以及因危及子女福祉而启动的程序，具有优先

地位，应当加快进行。根据《德国家事事件与非讼

事件程序法》第 158条规定，在涉及未成年子女人

身的亲子事件中，在子女的利益与其法定代理人的

利益存在严重冲突；在《德国民法典》第 1666条

和第 1666a条的程序中，可能部分或完全剥夺人身

照护；应当将子女与照料该子女的人分开；程序的

标的为交付子女或命令子女留下或者可能禁止或

严重限制交往等情形下，在维护子女利益有必要时，

法院应当为其委托一名合适的程序辅助人。《德国

家事事件与非讼事件程序法》的这些内容，都体现

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根据《日本人事诉讼

法》第 32条规定，在离婚诉讼或者撤销婚姻诉讼

中，如果离婚请求或者撤销婚姻请求得到法院认可，

则法院可以判决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人进行指定，

确定父母一方为子女的亲权人。可见，在日本的离

婚诉讼或者撤销婚姻诉讼中，通过法院依据职权确

定子女的亲权人，以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实现未

成人利益最大化。我国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第

1条将“谋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作为立法宗旨

予以规定。为维护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台湾地区“家

事事件法”规定了社工陪同(第 11 条第 1款)、访

视调查(第 106条第 1款)、未成年人的意见表达权

(第 108条第 1款)、程序监理人(第 109条)等制度。

[7]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澳大利亚根据未成年人

利益最大化原则，修改了 1975年的《澳大利亚家

庭法》，该法第七章对“子女”做专章规定，该章

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子女的最大利益。第 60CA条规

定：在决定是否作出一个特别的子女养育令时，法

院必须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的考虑因素。第 62G

条规定，就未满 18岁的子女的照管、福利或成长

所提起的诉讼，法院可以指示家庭顾问向法院提交

与诉讼有关事项的报告。被要求向法院提交诉讼有

关事项报告的家庭顾问应当探知子女对该事项的

意见，并且在报告中记录子女对该事项的意见。为

维护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澳大利亚家庭法》

第七章第 10节规定了子女利益的独立代理制度。

该法第 68L条第 2款规定，如果法院认为子女在诉

讼中的利益应当由律师独立代理时，法院可以命令

子女在诉讼中利益由律师独立代理；并且可以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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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认为有必要保证独立代理的其他命令。根据该法

第 68LA条规定，子女独立代理律师应当基于已经

掌握的有效可用的证据，对子女的最大利益形成独

立的见解，并且在诉讼中，所有行为均以子女最大

利益为宗旨。如果子女的独立代理律师认为特定诉

讼措施的采取有利于子女的最大利益，其应当向法

院提出采取特定诉讼措施的建议。英国 1991年《家

事诉讼程序规则》为维护儿童利益，规定了诉讼监

护人制度。该规则第 4.10条规定，特定诉讼程序

开始后，或者该诉讼移送至该法院后，法院应当尽

快为儿童指定诉讼监护人。第 4.11条规定，诉讼

监护人应当委托 1名律师代理该儿童，向该儿童提

出与其理解力相符的建议，并根据规则 4.12(1)(a)

指示律师全权代理关乎该儿童利益的所有事宜。 

(三)适用或者部分适用非讼原理 

民事诉讼法学上的程序原理包括诉讼原理与

非讼原理，按照传统二元分离理论，诉讼案件的处

理适用诉讼原理，非讼案件的处理适用非讼原理。

辩论主义、处分主义、公开主义等属于诉讼原理，

职权探知、限制处分、不公开审理、职权裁量等属

于非讼原理。在家事案件中，有的是有权利义务争

议的家事诉讼案件，有的是没有权利义务争议的家

事非讼案件。家事非讼案件当然适用非讼原理，然

而，家事诉讼案件并不当然适用诉讼原理。换言之，

传统的诉讼原理与非讼原理二元分离理论，在家事

案件中并不完全适用。家事诉讼案件涉及身份关系

的确认和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等，身份关系案件的

判决效力及于案外人，家事诉讼案件涉及当事人之

间的情感因素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辩论

主义、处分原则、公开原则等诉讼原理受到限制和

排斥，无论是身份型的家事诉讼案件还是与身份有

关的财产案件，都有适用或者部分适用非讼原理的

必要。在有些家事案件中，有交错适用诉讼原理与

非讼原理的必要。德国的《家事事件与非讼事件程

序法》基于家事事件特别需要法院对当事人(利害

关系人)进行保护照顾以及强化国家就裁判实体正

确性责任考虑，将家事案件全面非讼化，法院对家

事案件的处理适用或者部分适用非讼原理。2005

年 1月 1日实施的《奥地利非讼事件法》将属于身

份型诉讼程序的生父关系确认或否认案件、认领子

女及否认认领案件、同意离婚案件及剩余财产分配

案件、扶养请求案件都明文改为非讼案件，在非讼

事件法上予以规范。[8]日本以前的《人事诉讼程

序法》对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实行片面职权探知主

义，即只有在法院为维持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的情

况下，才可依职权进行证据调查，并斟酌当事人未

提出的事实。修改后的《人事诉讼法》实行双面职

权探知主义，即对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收养关系

案件，不管是否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法院都实

行职权探知主义。[9]日本的《家事事件程序法》

是在《家事审判法》基础上进行修改而制定的，而

家事审判是指法院以职权探知主义为基本原则，通

过裁量权的行使，实现对家事案件具体而恰当解决

的一种非公开程序，属于非讼程序的一种，[10]

适用非讼原理。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

的规定，对家事案件的处理适用或者部分适用非讼

原理。例如，根据该法第 9条规定，家事案件的处

理程序以不公开为原则。根据该法第 10条规定，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法院审理家事案件认为有必要

时，可以斟酌当事人所未提出的事实，并依职权调

查证据，即对家事案件的处理实行职权探知主义。

根据该法第 100条规定，法院命令给付家庭生活费、

扶养费或赡养费的负担或分担，可以审酌一切情况，

决定其给付方法，不受申请人声明的拘束。 

(四)注重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程序保障 

程序保障实质为听审请求权保障，听审请求权

意味着在法院对一个人的权利、义务、责任进行判

定的时候，该当事人就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有充分

发表意见和主张的机会，法院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

的意见和主张。程序保障是现代社会尊重人的人格

尊严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在家事诉讼中，加强当

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程序保障是家事诉讼具有

正当性的基础，也是提升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和

保障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尽管家事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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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往往适用非讼原理，但为了加强当事人和程序

关系人的程序保障，也要听取或者适当听取当事人

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特别是在家事案件中，有

时会牵涉未成年人利益，为维护未成年人利益最大

化，法院在处理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案件时，应

当听取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例如，《德国家事事件

与非讼事件程序法》第 34条规定，为保障参加人

的听审请求权而有必要或者法律对此作出规定时，

法院应当听取参加人本人意见。为加强家事事件程

序中未成年子女的程序保障，德国《家事事件与非

讼事件程序法》规定了程序辅助人制度，根据该法

第 158条规定，在涉及未成年子女人身的亲子事件

中，为维护子女利益而有必要时，存在下列情形的，

法院应当为其委托１名合适的程序辅助人：(１)

子女的利益与其法定代理人的利益严重冲突的；

(２)在《德国民法典》第 1666条和第 1666a条的

程序中，可能部分或完全剥夺人身照护的；(３)

应当将子女与照料该子女的人分开的；(４)程序的

标的为交付子女或命令子女留下的；(５)可能禁止

或严重限制交往的。程序辅助人应当查明子女的利

益，并在法院程序中予以维护。日本人事诉讼实行

职权探知主义，但日本《人事诉讼法》注重当事人

的程序保障，例如该法第 20条规定：“人事诉讼

中，法院可斟酌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并可依职权

进行证据调查。这种情形时，法院应当就事实及证

据调查的结果听取当事人意见。”根据我国台湾地

区的“家事事件法”第 10条规定，法院审理家事

事件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斟酌当事人所未提出的事

实，并依职权调查证据，在此情形下，法院应使当

事人或关系人有辩论或陈述意见之机会。台湾地区

的“家事事件法”第 11条规定，未成年人、受监

护或辅助宣告之人，在表达意愿或陈述意见时，如

有必要的，法院应通知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指

派社会工作人员或其他适当人员陪同在场，并可以

陈述意见。为维护无程序能力人听审请求权，台湾

地区“家事事件法”规定了程序监理人制度，该法

第 15条规定，处理家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的，法院可以依利害关系人申请或依职权选任程序

监理人：(１)无程序能力人与其法定代理人有利益

冲突之虞。(２)无程序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不能行

使代理权，或行使代理权有困难。(３)为保护有程

序能力人的利益有必要的。该法第 16条规定，程

序监理人有为受监理人的利益为一切程序行为的

权利，并可以独立提起上诉、抗告或为其他声明不

服。程序监理人的行为与有程序能力人的行为不一

致的，以法院认为适当的为准。 

(五)注重通过调解或和解等处理家事案件 

家事案件往往是家庭成员之间、亲属之间的纠

纷，这些纠纷往往是带有非理性的感情纠纷，具有

伦理因素。对于家事案件的处理，更适合通过调解

和和解解决，调解能够弥合亲情，修复感情，调解

有助于妥善解决家事案件，达到裁判方式所不能达

到的功能。各国的家事诉讼立法都比较重视调解、

和解等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处理家事案件

的作用，对家事案件的调解或和解作出规定。《德

国家事事件与非讼事件程序法》第 36条第 1款规

定：参加人有权处分程序标的时，可以进行和解。

法院应当促使参加人达成和解，但暴力保护事件除

外。《德国家事事件与非讼事件程序法》第 135

条第 1款规定，法院可以命令夫妻一方或双方参加

免费的信息咨询，获取有关调解或在法院指定的人

员或机关处解决系属的附随事件的其他可能性的

信息，并应就此向法院提交证明。对该命令不得单

独声明不服，也不得以强制措施执行。《日本家事

事件程序法》第三编专门规定了有关家事调解的程

序，家事法院对于人事诉讼案件和除了该法附表 1

规定的家事案件以外的家事案件进行调解，调解是

诉讼的前置程序。该法第 257条规定，准备就根据

第 244条规定可以进行调解的事件提起诉讼的人，

应当首先向家事法院提起家事调解申请。在没有申

请家事调解而提起诉讼时，法院应当依职权将事件

交付家事调解。但是，法院认为将事件交付调解不

适当时，可以不交付家事调解。根据该法第 268

条规定，调解时当事人之间形成合意并将之记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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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录时，视为调解成立；该调解笔录与确定判决具

有同一效力。我国台湾地区的“家事事件法”规定，

除了该法规定的丁类家事案件外，其他家事案件在

起诉前，都应经法院调解。为鼓励当事人通过非诉

讼纠纷解决机制解决家事案件，21 世纪以来澳大

利亚修改《家庭法》，专门设立了家庭顾问制度、

非诉讼家庭服务制度。在非诉讼家庭服务中，法院

要帮助当事人达成和解，作出参加家庭咨询、家庭

纠纷调解和其他家庭服务的指示。《澳大利亚家庭

法》第 13Ｂ条规定，对于申请离婚令的诉讼或者

由婚姻继续存续的当事人一方提起的财产诉讼以

及有关子女的诉讼，在诉讼期间，家事法院认为无

论从提交的证据还是从婚姻当事人的态度来看，当

事人之间达成和解的可能性比较大时，其应中止诉

讼，给当事人机会以考虑和解。该法第 13Ｃ条第 1

款规定，家事法院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作出一方

或者双方诉讼当事人参加家庭咨询、诉讼当事人双

方参加家庭纠纷调解、一方或者双方诉讼当事人参

加适当的课程、计划或其他服务的指示。 

(六)强调家事案件处理过程中的社会参与 

家事案件的处理牵涉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为使

家事案件得到妥当处理，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及利

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

益，有必要引进社会人员或社会组织参与家事案件

的处理。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家事诉讼立法情况来

看，社会参与家事案件处理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主

要表现有：(1)参与案件的有关事实调查。我国台

湾地区“家事事件法”第 17条规定，法院得嘱托

警察机关、税捐机关、金融机构、学校及其他有关

机关、团体或具有相关专业知识之适当人士为必要

之调查及查明当事人或关系人之财产状况。(2)参

与或者列席案件审理，发表意见。《日本人事诉讼

法》规定了参与员制度，该法第９条规定，家事法

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让参与员列席审判或者和解

劝试，并听取其意见。日本设立参与员制度的目的

是为了让社会经验丰富的人作为参与员参与诉讼

审理或和解程序，其所陈述的意见作为法庭处理案

件的参考。[11](3)参与调解。我国台湾地区“家

事事件法”第 27条规定：“家事事件之调解程序，

由法官行之，并得商请其他机构或团体志愿协助

之。”日本的《家事事件程序法》规定了家事调解

委员参与案件调解。该法第 247条规定，在家事法

院，由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但是，家事法院认为

适当时，可仅由法院进行调解。该法第 248条规定，

调解委员会由法官一人和家庭调解委员两人以上

组成。该法第 249条规定，家事调解委员为非正式

职员，关于他任免的必要事项由最高法院规则规定。

根据法律规定向家事调解委员支付津贴，并根据最

高法院规则规定支付旅费、每日的补助以及住宿费。

(4)提供咨询服务。《澳大利亚家庭法》规定了家

庭咨询制度。该法第 10B条规定，家庭咨询是家庭

咨询员帮助一人或多人处理个人的以及人与人之

间的婚姻问题，帮助因分居或离婚而受影响的一人

或多人(包括子女)处理个人的或个人之间的问题、

涉及子女照顾的问题。我国台湾地区“少年及家事

法院组织法”规定了心理测试制度，该法第 28条

规定，心理测验员应服从法官、司法事务官、少年

调查官、少年保护官及家事调查官之监督，对所交

付个案进行心理测验、解释及分析，并制作书面报

告等事项。(5)作为社工人员陪同当事人或利害关

系人出庭。我国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第 11条

规定，未成年人、受监护或辅助宣告之人，在表达

意愿或陈述意见时，如有必要者，法院应通知直辖

市、县(市)主管机关指派社会工作人员或其他适当

人员陪同在场，并得陈述意见。(6)作为程序辅助

人代为当事人进行诉讼。《德国家事事件与非讼事

件程序法》规定了程序辅助人制度，我国台湾地区

“家事事件法”规定了程序监理人制度。 

三、启示 

从全球家事诉讼法的发展情况来看，上述发展

趋势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

都得到了体现，当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体现的程

度、方式不完全一样。这些共同趋势体现了不同国



256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家和地区对家事案件处理机制的理性认识，体现了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这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确立的基本原则得到全球普遍的认同和遵守，体现

了家事诉讼立法的普遍规律，说明了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家事诉讼立法存在“共同法”。[12]我国司法

实务界正在进行家事审判方式改革，我国法学理论

界正在进行家事诉讼立法的研究工作，我国进行家

事审判方式改革和家事诉讼立法，应当汲取域外先

进的立法经验，顺应全球家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

为此，我国进行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和家事诉讼立法

应当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以未成年人利

益最大化作为我国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和家事诉讼

立法的价值追求。我国进行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和家

事诉讼立法应当限制适用辩论主义，实行或者部分

实行职权探知主义，限制适用处分原则，坚持不公

开审理原则，贯彻程序保障原则。首先，限制适用

辩论主义，实行或者部分实行职权探知主义。对于

诉讼请求事项中不可处分的身份关系确认之诉以

及家事非讼案件而言，应当实行职权探知主义，即

人民法院的裁判不受当事人主张事实的拘束，人民

法院应当斟酌当事人所未提出的事实。当事人的自

认对法院裁判没有当然的拘束力，法院可以依职权

调查收集证据。对于诉讼请求事项可以处分的家事

案件，原则上实行辩论主义，但为了维护未成年人、

妇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并使得案件得到妥

善处理，人民法院可以斟酌当事人所未提出的事实，

并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其次，限制适用处分

原则。在家事案件中，存在着诉讼请求事项可以自

由处分的事件，例如离婚事件、夫妻财产分割案件、

赡养案件，对于这些案件，当事人有实体处分权。

家事案件中也存在着大量诉讼请求事项不能自由

处分的案件，如确认婚姻无效之诉、否认子女嫡出

之诉、认领子女之诉等，出于公益的考量，处分原

则在这些诉讼请求事项不能自由处分的家事案件

中不能适用，原则上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处分。因此，

处分原则在家事诉讼中受到很大的限制，对于诉讼

请求事项当事人不能处分的家事案件，当事人放弃

诉讼请求、承认对方诉讼请求以及和解，对人民法

院裁判没有拘束力，或者说，当事人放弃诉讼请求、

承认对方诉讼请求以及和解不予准许。再次，不公

开审理原则。人民法院对家事案件的审理，原则上

不公开进行，社会公众不得旁听，媒体不得报道案

件审理过程，但赡养案件应当公开审理。即使是法

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家事案件，如果当事人双方要

求公开审理的，则人民法院应当公开审理，但有可

能损害未成年人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除外。人民

法院认为适当的，也可以允许对案件的审理没有妨

碍的人旁听。此外，利害关系人申请旁听，人民法

院认为适当的，允许其旁听。最后，程序保障原则。

人民法院审理家事案件的时候，即使实行职权探知

主义或者依据职权调查收集证据，为了保障当事人

或者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听审请求权，人民法院也应

当使当事人或关系人有辩论或陈述意见的机会。我

国应当根据这些价值和基本原则的要求，并结合我

国的国情，为实现公正、妥善处理家事案件，保护

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家庭和

睦和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进行家事审判方式改革

和家事诉讼立法。 

(责任编辑：王文君) 

【注释】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司法现代化研究中

心校外研究基地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我国家事诉讼立法研究”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

为 13BFX080。 

[1]参见 2016年 4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

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

意见》。 

[2]参见沈冠伶：《民事程序法之新变革》，

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版，第 219页。 

[3]参见姜世明：《家事事件法论》，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 2013年版，第 6页。 

[4]《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136条规定：仅限

于以同一种诉讼程序，才可以在一个诉讼中提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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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请求。 

[5]参见[日]松本博之：《日本人事诉讼法》，

郭美松译，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6页。 

[6]该条的立法理由详见高点法商研究中心主

编：《民事法规》，高点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6

年版，第贰-288-贰-289页。 

[7]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第 11条第 1款规

定：未成年人、受监护或辅助宣告之人，表达意愿

或陈述意见时，必要者，法院应通知直辖市、县(市)

主管机关指派社会工作人员或其他适当人员陪同

在场，并得陈述意见。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第

106 条第 1 款规定：法院为审酌子女之最佳利益，

得征询主管机关或社会福利机构之意见、请其进行

访视或调查，并提出报告及建议。台湾地区“家事

事件法”第 108条第 1款规定：法院就前条事件及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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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机会；必要时，得请儿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专业

人士协助。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第 109条规定：

就有关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之行使或负担事件，未

成年子女虽非当事人，法院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

益，于必要时，亦得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机

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之声请或依职

权为未成年子女选任程序监理人。 

[8]参见前引[2]，沈冠伶书，第 219-220页。 

[9]参见前引[5]，松本博之书，第 58页。 

[10]参见前引[5]，松本博之书，第 4 页。 

[11] 参见前引[5]，松本博之书，第 77 页。 

[12]共同法，就是指在各法律秩序所提出的相

同法律问题上都适用的共同解决方案或共同原则，

或是其相对理想的类型。“共同”意味着尽管每个

国家适用其各自法的结构采用不同的方式，却殊途

同归获得共同的结果。参见[日]大木雅夫：《比较

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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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官视点 

婚姻法规定的胁迫结婚“双轨撤销制”应当修改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修改建议之一 

2018-08-20 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学在线  王礼仁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FullText.aspx?ArticleId=104868&listType=121 

【学科类别】婚姻、家庭法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摘要】婚姻法关于胁迫结婚由婚姻登记

机关与法院共同撤销的“双轨撤销制”存在诸多弊

端。一是婚姻登记机关缺乏判断婚姻效力的职能。

二是“双入口”容易导致当事人选择撤销路径错误，

造成诉累。三是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容易引

起行政诉讼，增加诉讼环节和行政机关作为民事被

告，加重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行政资源。四是婚姻

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致使“双重职能”混淆，即

行政权与司法权、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职能混淆。

据此，应当废除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规定，

统一由人们法院通过民事程序撤销。 

【中文关键字】婚姻法；胁迫结婚；双轨撤销

制；修改 

【全文】 

婚姻法第 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

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

该婚姻。”根据该条规定，胁迫结婚属于“双轨撤

销制”，即婚姻登记机关与人民法院均可撤销胁迫

结婚。实践证明，这种“双轨撤销制”存在严重弊

端，不仅在实践中容易造成当事人选择路径错误，

加重诉讼负担，而且在理论上也缺乏科学性。 

但目前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

案）（征求意见稿），仍然保留婚姻法胁迫结婚“双

轨撤销制”。为此，特建议在将来的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中对该规定予以修改，删除婚姻登记机关撤销

胁迫结婚的内容，改由法院统一撤销胁迫结婚。 

一、现在婚姻法规定的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

结婚形同虚设 

尽管婚姻法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撤销胁

迫结婚，但由于民政机关受其职能限制，无法对胁

迫结婚的事实和效力作出判断。为了便于婚姻登记

机关正确判断，《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当事人向民

政机关申请撤销胁迫结婚时，应当出具“能够证明

被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北京、江苏等省市民政

机关规定的条件则更为苛刻，即当事人需要提供

“公安机关出具的解救证明、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受

胁迫结婚内容的判决书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受胁迫

结婚的证明材料”，“且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及债

务问题的”，民政机关才能受理。据一些基层民政

部门的同志介绍，民政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实际上名

存实亡，基本上没有受理这类案件。因而，保留民

政机关主管此类案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废除婚姻

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的规定，改由法院统一主管

完全可行。 

二、胁迫结婚“双轨撤销制”存在诸多弊端 

婚姻登记机关和法院共同撤销婚姻胁迫结婚

的“双规撤销制”具有诸多弊端。 

（一）“双轨撤销制”中的“双入口”弊端 

实行胁迫结婚“双轨撤销制”，当事人在向哪

个机关申请撤销胁迫结婚时，必然面临“双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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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选择。一旦当事人选择到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

迫结婚，则可能走不通，一般都是误进“入口陷阱”，

最后被迫折返，重新到法院申请撤销。这在客观上

无疑给当事人造成诉累。因为如前所述，民政受理

撤销胁迫结婚案件，需要公安机关出具的解救证明、

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受胁迫结婚内容的判决书或者

其他能够证明受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而且不涉及

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问题。可以说，当事人（尤

其是农民）一般不了解这些受理条件，而且同时满

足上述受理条件的胁迫结婚案件很少，当事人到婚

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大多不会受理，只能走一

趟冤枉路。这显然是“双入口”给当事人造成的误

判所致。 

（二）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程序存在弊

端 

从程序的科学性上考察，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

迫结婚的程序，也存在诸多弊端。因为婚姻登记机

关撤销胁迫结婚可能引起行政诉讼，不仅增加诉讼

环节，而且将婚姻登记机关卷入行政诉讼之中作为

被告，实属多余，亦为不当。 

1.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容易导致程序

复杂化。撤销胁迫结婚不可能是夫妻双方协议一致

后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撤销，一般都是一方申请撤

销。对于一方申请撤销的胁迫结婚，另一方大多不

服并提起行政诉讼。这与适用民事程序撤销胁迫结

婚相比，这种行政诉讼无疑变相增加了一个婚姻登

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的“前置程序”。而这种“前

置程序”是多余和无效的，是一种程序浪费。同时，

由民政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引起的行政诉讼，民政机

关必然成为被告，从而形成了三方诉讼当事人。这

与民事程序撤销胁迫结婚只有婚姻当事人双方相

比，增加诉讼当事人则增加诉讼成本，浪费更多社

会资源。 

2.由民政撤销胁迫结婚引起的行政诉讼，实际

上是将民事婚姻效力案件引入行政诉讼机制解决，

导致诉讼程序功能混淆。行政诉讼不适用撤销胁迫

结婚以及其他涉及登记婚姻效力纠纷，包括行政诉

讼的审查对象、证据规则、判断标准等都不适用登

记婚姻效力纠纷。有关这个问题我有专文论述，〔1〕

此不赘述。这里仅以民政机关作为诉讼被告而言，

即有诸多弊端。在行政诉讼中必须将婚姻登记机关

作为被告，婚姻当事人一方作为第三人。但由于婚

姻登记机关不是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婚姻是否撤销

与婚姻登记机关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而，在行

政诉讼中婚姻登记机关在举证等诉讼活动中的不

作为或不当作为，或者选边站（即站在一方当事人

立场上），往往会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质权

利。实践中经常发生因民政机关不举证等消极诉讼

行为，导致一些有效婚姻被撤销的现象时有发生。

而且，包括胁迫结婚在内的大量婚姻登记效力纠纷，

婚姻登记机关并不存在错误，但由婚姻登记机关撤

销婚姻或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登记婚姻效力，则会使

婚姻登记机关充当“无过错被告”。更为扭曲的是，

婚姻登记机关充当被告，只是为了搭建行政诉讼平

台（因为行政诉讼必须要有行政被告）解决民事婚

姻效力，不仅浪费行政资源，而且与其诉讼的法律

关系性质严重失调。 

3.民政机关缺乏对婚姻效力判断的职能，民政

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容易造成双重职能混淆。民政机

关办理婚姻登记的主要职责是审查申请材料形式

上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具有判断婚姻关系实质上

有无效力的相应职能和能力，更没有对争议的调查、

调处、裁决权。当事人对婚姻是否撤销发生争议时，

民政机关无论是撤销还是不撤销，都需要对婚姻事

实进行调查，对婚姻效力进行实质判断，而民政机

关没有这个职能和权力。民政机关处理此类纠纷，

实际上是行使审判职权，超越了其职能范围，导致

行政权与司法权职能混淆。同时，婚姻登记机关撤

销胁迫结婚引起行政诉讼，则又导致行政诉讼与民

事诉讼职能混淆。 

三、废除胁迫结婚“双轨撤销制”具有必要性

和可能性 



260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废除胁迫结婚“双轨撤销制”的必要性和可能

性，我在有关文章中有很多论述，现将其要点归纳

如下： 

1.人民法院可以撤销胁迫结婚，婚姻登记机关

撤销胁迫结婚的规定没有存在的价值。 

2.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容易加重当事

人负担，浪费司法行政资源。 

3.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缺乏科学。其一，

与婚姻登记机关职能不符；其二，婚姻登记机关撤

销胁迫结婚所引起的行政诉讼混淆了民事诉讼与

行政诉讼的法律关系；其三，行政诉讼导致诉讼当

事人诉讼地位错位，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

利。 

4.民事程序撤销胁迫结婚具有科学性。胁迫结

婚、法定无效婚姻以及其它涉及登记婚姻效力的纠

纷，均是对民事婚姻关系的判断，其基本性质属于

民事案件。废除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的规定，

统一由人民法院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不仅具有科学

性，而且一个口进，一个口出，一次解决，简明高

效，方便易行，可以将婚姻和子女财产等问题在同

一程序中“一网打尽”。这样，既可避免当事人在

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之间来回“推磨”，又能使案

件性质与诉讼程序相吻合，有利于理顺诉讼法律关

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案件效率和质量。 

【作者简介】 

王礼仁：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理事，担

任宜昌市中级法院婚姻家庭合议庭审判长十余年。 

【注释】 

{1}王礼仁。《反婚姻诉讼分裂法——废除婚姻

效力纠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致全国人大建议书》，

北京大学法律信息网。 

（上）锚点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

om/Space/SpaceArticleDetail.aspx?AuthorId=1

05878&&AID=79336&&Type=1 

（中）锚点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

om/Space/SpaceArticleDetail.aspx?AuthorId=1

05878&&AID=79337&&Type=1 

（下）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

/Space/SpaceArticleDetail.aspx?AuthorId=105

878&&AID=79338&&Type=1 

{2}王礼仁。纪念《婚姻登记条例》废除婚姻

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十周年 . 北京大学法律信

息网。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Space/S

paceArticleDetail.aspx?AuthorId=105878&&AID

=79224&&Type=1 

{3}王春晖  王礼仁《婚姻效力纠纷管辖权再

分配》《人民司法》（应用）2015年第 3期。 

{4}王礼仁。应当适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

解决姻登记瑕疵纠纷。《人民司法》（应用），2009,

（13）。 

{5}王礼仁。解决婚姻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打

架”之路径。《法律适用》，2011,（2） 

按份共有店铺出租后共有人不同意该如何处理？ 

｜家事案例｜来源：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网 

2018-09-05 家事法苑  西湖区人民法院 方芳 章玉娟  

https://mp.weixin.qq.com/s/HY3iQ4FKKNQ_NFEEmrhVuA 

【案情】 
张女士和王先生曾系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双方共同购买了位于某市西湖路 133号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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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店铺，该店铺产权意义上分成 1号和 2号，但物

理空间上分成相连相通的上下两层，且共用唯一的

一扇大门。2012 年，张女士和王先生离婚，并将

西湖路 133号的店铺分割，由张女士、林先生分别

享有店铺 1号、2号部分的产权。2012年以来，西

湖路 133 号店铺一直由张女士对外出租并收取租

金。2016 年 1 月 1 日，张女士继续对外招租，戚

某有意承租，张女士告知该店铺 2号部分产权人为

林先生，需要分别签订商铺 1号部分和 2号部分的

租赁合同，戚某同意并同张女士拟定两份《商铺租

赁合同》，戚某签下了两份合同，张女士签了 1号

部分的合同，2 号部分合同的出租人留空未签字。

同年 1月 10日，戚某多翻催促张女士签 2号部分

合同，张女士称林先生人在外地不方便签合同，但

林先生已经同意按照合同约定将其名下店铺出租

给戚某，并说赶回来后会补签合同。戚某信以为真，

按照约定向张女士支付了西湖路 133 号商铺的所

有押金和一个月的租金，张女士把商铺唯一的钥匙

交给戚某，戚某开始装修店铺。3月 7日，林先生

找到戚某，称其不同意出租，戚某占用店铺违法，

并要求戚某搬离店铺和支付店铺占用期间的费用。

戚某不同意，请问，戚某占用店铺的行为合法吗？ 

【分歧】 

审理实践中，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戚某对本案商铺 2号部分的

占用没有法律依据，应当判令戚某立即搬出店铺并

支付相关的费用。本案中，在张女士将商铺出租给

戚某的时候，已经明确向其告知商铺 2号部分的产

权人为林先生，且相关的《商铺租赁合同》需要由

林先生签署，但林先生没有签字，因此，戚某与林

先生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没有成立，戚某没有合法

的依据占用林先生的店铺，应该支持林先生的诉请。 

第二种意见认为，戚某对本案商铺 2号部分享

有合法的承租权，张女士构成对林先生的表见代理。

本案中，虽然林先生没有与戚某签订《商铺租赁合

同》，但林先生名下的商铺一直由张女士出租，且

2号商铺与 1号商铺相连想通，仅有一扇大门和一

把钥匙，张女士也一直告知戚某林先生同意其对外

出租，并收取了整间商铺的押金和租金，也把钥匙

交给了戚某。戚某有理由相信张女士是获得了林先

生的授权的，故戚某与林先生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

成立，双方均应受到合同的约束，在租赁期间不得

擅自违约。 

第三种意见认为，戚某对本案商铺 2号部分享

有合法的承租权，是基于张女士作为共有权人的管

理权取得的。本案商铺 1号和 2号部分构成一个整

体，张女士作为共有权人有权出租，因此，戚某是

合法的承租人，林先生不得擅自毁约。 

【管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本案不属于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无权

代理的一种，其是指代理人虽不具备代理权，但因

某种表象，足以使第三人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而进

行的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直接由被

代理人承担的代理。本案中，张女士并没有以代理

人的名义签订 2号商铺的租赁合同，而一直是称林

先生会来补签字，故本案构不成表见代理。 

其次，本案商铺 1号、2号部分构成法律意义

上的共有物，张女士和林先生是按份共有人。本案

商铺分成 1号、2号部分，产权意义上也能做出区

分，但从其物理空间上来看，两间商铺分别具有上

下两层，且该两层共用唯一的一扇可供进出的门，

应认定本案商铺是张女生和林先生的按份共有物。 

再次，张女士享有对共有物的管理权。我国物

权法第 96条规定，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

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各共

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张女士和林

先生按照各自的份额享有该案商铺的所有权，张女

士和林先生都是共有人。对共有物的管理行为，是

一种让共有物保值增值的行为，具体到本案中，对

商铺的出租正是对商铺的一种管理行为。因此，在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张女士和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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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均享有对本案共有商铺进行出租的权利，而张女

士在本案正是行使了这种权利。 

此外，对于承租人的义务，是否有必要严格到

在有合法出租人的情况下，还要严加审查其他共有

权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程度，法律并未做强制性规

定。 

综上，本案商铺 1 号、2 号部分形成共有物，

张女士基于共有人的管理权对商铺 2 号部分一并

出租给戚某，拟定了合同，收取了押金和租金，张

女士和戚某应受合同的约束。林先生不同意出租，

可以找戚某协商，不能强行要求戚某搬出店铺；如

戚某不同意搬出，林先生只能找共有人张女士协商

或起诉解决。 

【二中人说法】丈夫与情人打官司争房，妻子这样做！ 

2018-09-04 上海二中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4hsFxiOSxXctw72uiX3RhQ 

 

近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

海二中院）审理的一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被《最

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 年第 7 期刊载，这是上海

二中院第 52件被《公报》刊载的案例。 

在这起案件中，丈夫田某瞒着妻子于某给情人

刘某买了房子，并将房屋登记了在情人名下。此后，

田某却又瞒着妻子起诉要求确认其拥有该房屋

60%的份额。这起瞒着于某进行的确权案件最终对

于某造成了不利影响，于某遂提起第三人撤销之

诉，要求撤销这一判决。 

2007年 10月，田某在上海市购买了一处房产，

产权登记在情人刘某名下。2011 年 12月，田某的

妻子于某得知买房一事后，便以田某在其不知情的

情况下，将夫妻共同财产用于给婚外女友刘某购房

为由，向大连市中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两被告之

间的赠与行为无效。 

 

令于某没想到的是，在大连市中院审理此案期

间，丈夫田某在上海悄然提起了另一起诉讼案件。 

 

2012 年 5 月，田某将女友刘某起诉至一审法

院，要求确认其对该房屋享有 60%的所有权。在这

次的诉讼中，田某和刘某不仅隐瞒了双方关系及妻

子于某的存在，还隐瞒了于某已在大连市中院起诉

的事实。于是，一审法院于 2012年 8月作出判决，

确认田某在该房屋上拥有 60%的所有权份额。 

2013 年 7 月，大连市中院也作出了判决，确

认田某赠与刘某房屋的行为无效。刘某不服这一判

决，上诉至辽宁省高院。在上诉期间，刘某拿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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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院的一审判决，正因为上海法院作出的一审

判决中认定该房屋产权属田某与刘某共同所有，田

某占 60%，刘某占 40%，根据这一判决，10月辽宁

省高院作出裁定，撤销大连市中院判决并驳回于某

的起诉。 

 

在辽宁省高院审理期间，于某才得知丈夫在上

海打了这么一场官司。于某遂以上海法院的民事判

决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原一审法院提起第三人

撤销之诉，要求撤销该判决。法院审理后判决，撤

销该民事判决，驳回田某于 2012 年 5月提起的诉

讼请求。 

刘某对此不服，上诉至上海二中院。 

 

上海二中院经审理认为，系争房屋是田某在与

于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田某对于该房屋的处

置未征得于某的同意，影响了于某对该房屋的民事

权益。于某请求撤销民事判决的诉请，依法应予支

持。 

同时，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撤销原判决

中对该第三人不利的部分，不对原审当事人的诉讼

请求进行处理，一审法院在该案中一并驳回田某

2012 年 5 月的诉请，有所不妥，应予以纠正。最

终上海二中院判决维持一审法院作出的撤销原民

事判决的判决，撤销原审法院驳回田某诉讼请求的

判决。 

 

供稿：翟珺 王笛 

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网宣科 

丈夫“死亡”20 年后现身，要求妻女补偿 260 万，背后有什么隐情？ 

原创：2018-09-05 人民法院报  陈卫锋 

https://mp.weixin.qq.com/s/a6M2vTt9n5XyKbaA0BjX_g 

1996 年，田先生外出打工时，女儿还未满 8

周岁，妻女自此与他失去联系。4年后，妻子熊女

士起诉二人离婚，获法院准许；11 年后，经其女

儿申请，法院判决宣告田先生死亡。 

但事实上，他并没有真的“死亡”。2016 年，

离家 20年后，田先生“亡者归来”回到上海，却

发现原先承租的公房已经易主，两位亲人也不知所

踪。他一纸诉状将妻女告上法院，要求二人按照公

房的目前市价补偿自己 260万元。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

审判决，酌定两被告向田先生支付补偿款 15万元。

田先生不服，提起上诉后被驳回，目前判决已经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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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失联被宣告死亡 

一家人再见竟在法庭 

田先生诉称，其与熊女士原是夫妻关系，二人

育有一女，一家人租住在杨浦区嫩江路上一处公房

里，承租人为田先生。1996 年，他独自一人前往

外地打工，此后与家人失去联系。2000 年 1 月，

熊女士起诉离婚获得法院准许。2007年 10月，田

先生女儿向法院提出宣告死亡申请，法院于一年后

判决宣告田先生死亡。 

但是，田先生并没有真的“死亡”，而是一直

在外地。“离家后，我先后到深圳、湖南、新疆、

北京等地打工，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所以一直没

有回家。”他说。 

2016 年 8 月，他回到上海，才发现自己“被

死亡”了，户口亦被注销。不仅如此，一家人原先

租住的嫩江路房屋也被出售，无法联系上熊女士及

女儿。2017 年 5 月，经田先生申请，法院撤销了

宣告其死亡的原判决。 

田先生了解到，自己被宣告死亡后，女儿取得

了该处房屋的承租权，之后妻女又共同出资购买了

该房屋产权，并在 2009年将房屋出售给他人。考

虑到自己“年事渐高，又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

田先生遂将熊女士及女儿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按

照目前该处房屋的市场价值支付自己相应补偿款

260 万元。 

20 年来母女相依为命 

卖房款用于生活学习 

庭审时，熊女士及女儿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

请。一方面，田先生作为一家之主，外出打工后就

一直没有联系过家人，熊女士起诉离婚、女儿申请

宣告原告死亡等均是无奈之举，田先生显然也有过

错。另一方面，田先生出走时，其对嫩江路房屋享

有的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且也只有三分之一的

居住权份额，两被告系根据相关规定取得承租人资

格，在支付相应价款后才合法取得该房屋。 

另外，法律规定对于宣告死亡的人，使用权房

并非其法定继承财产，故被告不存在返还财产的义

务，即便需要给予补偿，也是适当补偿，而不能按

照目前该房的市场价来计算。事实上，2009 年该

房出售时的价格仅为 45.8万元。 

两被告说，田先生离家时，女儿还不到 8岁。

20年来，母女二人只能相依为命。45.8万元卖房

款没有用于购买新的房屋，而主要用于女儿的生活

和学习。 

母女系正当行使权利 

酌定补偿额为 15万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利

受法律保护，原告被依法撤销死亡宣告后，有权请

求返还财产，原物无法返还的，应给予适当补偿。 

法院指出，宣告死亡的制度目的在于保护利害

关系人的利益。本案中，申请宣告田先生死亡，是

被告对其权利的正当行使，其没有过错更无恶意，

故两被告有权对涉案房屋进行使用、管理和处分，

不构成无权处分。因此，本案系基于原物返还不能

的补偿责任而非基于侵权行为的赔偿请求权。 

如今，涉案房屋原系原告承租的使用权房，但

该房屋已于2009年9月变卖，客观上已无法返还。

关于补偿金额，考虑到原告自行离家 20年，又未

及时与家人取得联系，出走之时其女儿尚未成年，

确需抚养，卖房款主要用于女儿的生活学习费用，

且两被告未以此购房款另行购置房产增值获益。因

此，法院综合配房人员情况、该房出售时的价值、

原被告有无过错、女儿抚养情况及被告获益情况等

因素，酌情确定补偿数额为 15万元。 

作者：陈卫锋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编辑：冼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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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民一庭：子女请求分割父母生前唯一住房，法院如何处理？ 

2018-09-06 海坛特哥  

https://mp.weixin.qq.com/s/ZcOwefFtjQgIxtL2G_QySQ 

最高法院民一庭  韩玫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 47 辑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按份共有人请求分割按份共有的不动产，人民

法院应当依照《物权法》第一百条确定的原则予以

处理。分割时，要考虑房屋是否具有构造上、使用

上和登记上的独立性。根据一物一权的原则，对于

不符合产权分割标准的不动产，应当对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不能在保持按份共

有的前提下，对不动产各部位的使用权进行分割。 

一、案情简介 

田青禾与田青穗系田成山夫妻的养子和养女，

二人之间并无血缘关系。2009年、2010年，田氏

夫妻先后因病死亡。田成山无遗嘱，死亡后其法定

继承人亦未实际分割遗产。田成山夫妻生前与养子

共同生活，因女儿已移居海外，儿媳与儿子关系不

好，曾经起诉离婚，而田青禾之子田瑛有轻度脑瘫，

故田青禾之母立遗嘱将其名下全部房产指定给孙

子田瑛继承。但田氏夫妻的主要遗产是一幢二层德

式小楼，建筑面积共计 220平方米。除较大的门厅

外共有 7个可供居住的房间，但只有一个通向外面

的通道和建在其中一间房间中的楼梯，除一个明显

为卧室的套间外没有单独的卫生间，只在一层有一

个厨房，因此，不具备拆分使用和内部分割后单独

进行产权登记的条件。故田青禾与田青穗在办完养

母的丧事后，将该幢房屋登记为田青禾、田青穗、

田瑛三人按份共有。 

田青穗长期侨居海外，其继承的不动产自己无

法使用，因此曾找哥哥田青禾商议，情愿将房屋中

自己继承的份额转让给哥哥，请其按照双方分别继

承的遗产份额，向自己支付补偿款。田青禾认为，

妹妹侨居海外，养父母均由自己长期负责照料，父

亲突发疾病死亡，未及留下遗嘱；母亲立遗嘱将名

下房产留给了孙子田瑛。田青穗一家生活条件优越，

又不打算回国定居，这套房屋由自己一家人使用合

情合理，再说现在房屋升值，自己和儿子并无经济

力量向妹妹支付补偿款，故不同意分割共有财产，

但承诺妹妹回国时可以无偿在此居住。因多次协商

未果，田青穗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法院依照遗嘱

判决分割共有房屋。 

二、法院裁判情况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房屋为田青禾、田

青穗与田青禾之子田瑛按份共有，其中田青禾占 1

／6，田青穗占 1／6，田瑛占 2／3。按照当地的房

地产登记条例，该房屋只能整幢登记，内部也不具

备拆分使用的条件。由于案涉房屋座落在市中心的

繁华商业区内，经一审法院委托有资质的房地产评

估机构评估，市场价为 500万元，其中六分之一即

16.67%，为 83.3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田青禾、田青穗与田瑛三人通

过继承对案涉房屋按份共有，其中三人各自所占比

例清楚，当事人之间对此亦无争议。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九十九

条的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不动产或者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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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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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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田青穗关于分割按份

共有房产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鉴于该房屋

不具有内部分割后单独进行产权登记的条件，而田

青禾、田瑛确实经济困难，无力向田青穗支付

83.37万元补偿款。为了充分发挥案涉房屋的使用

价值，判决由田青穗使用案涉房屋一层向阳的一间，

与田青禾、田瑛共用一层的卫生间、厨房和通向街

门的走道。田青禾与田瑛之间仍按不动产登记簿上

记载的份额共有。 

三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田青

穗上诉称，一审判决判非所请。自己正是因为已经

移居海外多年，无法实际使用继承所得房屋，且与

田青禾等协商分割房产不成才提起诉讼的。一审判

决只考虑发挥物的使用价值，却没有考虑其本人根

本无法使用该物的实际情况。田青禾提出让自己回

国时无偿在此居住的办法也是无法接受的，一是自

己与田青禾之间其实没有血缘关系，本来就不具有

亲兄妹之间的亲密关系，加之父母均已病逝，以后

自己回国的机会不多，下一代在国外长大，回国时

也不可能与不具有亲情的舅舅或表兄住在一起，故

坚决要求法院判令分割继承所得房产的相应价格。

田青禾上诉称，一审判决根本无法执行，案涉房产

虽然有七个可供居住的房间，但房屋是为一家人居

住设计的，如果分割使用，卫生间、厨房和楼梯均

不配套。田青穗回国暂住没有问题，但两家人长期

住在一起十分不便，而且妹妹也无此需求。田瑛系

残疾人，生活上需要他人照顾。自己一家经济困难，

无力支付近百万元的房价款给田青穗，故不同意分

割共有财产。田瑛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与田青禾相同。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田氏兄妹与田瑛对于案涉

房屋属于按份共有，个人所占比例清晰无争议。当

事人的争议在于如何分割讼争房屋的产权。对于共

有关系解体时应当如何分割共有财产，我国《物权

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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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这一规定，在案涉房屋不具备拆分使用和内部分

割后单独进行产权登记的条件下，不宜强行判决分

割房屋的使用权，而是应当判决田青穗将其名下分

得的房屋平米数，归田青禾与田瑛所有，并根据评

估的结果对田青穗应当分得的平米数折价，由田青

禾、田瑛补偿给田青穗。考虑到田瑛系残疾人，田

青禾一家确有经济困难，故二审法院在调解不成的

情况下，最终判决：田青穗名下的六分之一的房屋

产权归田青禾所有，田青禾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 60日内，向田青穗支付房价款 23.35万元，

其余 60万元，分三期于次年起每年 6月向田青穗

支付房价款 20万元，直至付清为止。 

三、主要观点和理由 

在一审法院审理该案的过程中，最终形成的多

数人意见认为，在以往的实践中，无论是行政管理

还是司法审判，对于房屋的产权登记或者房屋分割，

多注重房屋在物理构造上的区分。城乡建设环境保

护部 1987年印发的《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

法》、建设部 2001年《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以

及部分地方的房屋登记条例等，都只是规定了申请

变更登记所对应的各种情形，如权利人名称、共有

房地产分割等，但对于分割后的房屋应具备什么样

的登记条件，未作规定，实践中行政部门的操作也

比较宽松。 

但是，近年来新的政策变化是不仅对房屋构造

上的独立性有要求，还更加注重房屋的使用功能是

否具有独立性，是否能够登记等分割要件。建设部

《房屋登记办法》第十条规定，“房屋应当按照基

本单元进行登记。房屋基本单元是指有固定界限、

可以独立进行使用并且有明确、惟一的编号（幢号、

室号等）的房屋或者特定空间。”其实，从法律的

本质看，划定私权利的边界范围，不局限于设定权

利的行为本身。财产法和财产权具有重要的经济功

能，即能激励人们有效地利用资源，从制度上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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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从《民法通则》规定的有利生

产、方便生活的相邻关系处理原则，到《合同法》

所体现的尽量维护合同有效性原则，再到《物权法》

所确定的物尽其用原则，均体现了一种在尊重私权

利与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之间的平衡思想。具体到本

案，单以物理构造上是否独立为标准来分割房屋，

就可能导致房屋的居住使用效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相反还可能导致新的矛盾出现，继而大大阻碍资源

配置的有效性。从促进房屋资源的有效利用出发，

在案涉房屋不符合产权分割标准的情况下，应当允

许在确认共有份额的前提下，对房屋的使用权进行

分割。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分割共有物遇到障碍，致

使无法对房屋进行分割的情况下，一般应按照按份

共有人所占有的份额，进行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

分割取得的款项。另外，设法使不能实际使用房屋

的共有人取得相应份额的收益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但不能分割房屋的使用权。 

我们认为，一审法院少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

该院作出了分割案涉房屋使用权的判决。对于一审

法院的良苦用心，双方当事人均不满意。该判决的

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虽然一审法院了解根

据一物一权的原则，案涉房屋由于不具有对不同部

分分别登记的条件而不能对产权进行直接分割，却

错误地分割了该房屋的使用权。正如田青穗在上诉

状中所称，其起诉的目的是分割与其兄田青禾、侄

子田瑛按份共有的房产，而不是请求分割房屋的使

用权。法院查明的案情也表明，由于田青穗全家多

年前已经移居海外，田青禾又表示同意田青穗回国

时无偿在此房屋中居住，因此，双方当事人对该房

屋的使用权不存在争议。也是因为田青穗一家不在

国内居住，因此，分割使用权对于田青穗来说没有

实际意义。对于拥有房屋六分之一产权的田青穗来

说，其经济意义只有通过出售其拥有的产权，将其

变现才能实现其所有权的价值。根据法律规定，房

屋的共有人享有优先购买权。而且，考虑到案涉房

屋不宜分割使用的实际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作

为共有人的田青禾、田瑛购买田青穗拥有的房屋份

额。一审法院考虑了充分发挥案涉房屋的使用价值，

考虑了由于田青禾、田瑛的经济困难给分割房产带

来的难题，试图用分割使用权的办法来解决当事人

之间的矛盾，既不符合法律原则，也与当事人的诉

讼请求不符。 

第二，一审法院没能正确把握按份共有的法律

特征，特别是混淆了按份共有和分别所有的法律概

念。在按份共有中，各共有人的权利不是局限在共

有财产的某一部分上，或就某一具体部分单独享有

所有权，而是各共有人的权利均及于共有财产的全

部。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按份共有人的份额可以产

生和单个所有权一样的效力，如共有人有权要求转

让其份额。但是各个份额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所有权，

如果各共有人分别单独享有所有权，则共有也就不

复存在了。因此，一审法院关于在不变动按份共有

人共有份额的前提下，再对房屋各部位的使用权作

确认区分的观点是错误的。 

比较而言，二审法院以我国《物权法》关于一

物一权和共有物分割的原则为依据，最终判决田青

禾取得田青穗在共有财产中的份额并向田青穗支

付该部分房屋的补偿款。使案件的处理结果既符合

法律规定，又得到了各方当事人的认可。 

四、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按份共有人请求分割按份共有的不动产，人民

法院应当依照《物权法》第一百条确定的原则予以

处理。分割时，要考虑房屋是否具有构造上、使用

上和登记上的独立性。根据一物一权的原则，对于

不符合产权分割标准的不动产，应当对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不能在保持按份共

有的前提下，对不动产各部位的使用权进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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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合同认定欺诈的角度和思路 ——吴永刚诉施丽静夫妻财产约定纠 

纷案｜邓青菁、郭莹｜法官视点｜来源：《北京审判》2018 年第 5 期 

2018-09-07 家事法苑  邓青菁、郭莹 

https://mp.weixin.qq.com/s/M8TOrfpwh_NfNJPafVR0yA 

作者：邓青菁、郭莹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出处：《北京审判》2018年第 5期 

一、基本案情及审理结果 

吴永刚称：其与施丽静于 2008年 1月 7日登

记结婚，2010年 1月 28日，吴永刚出资购买了位

于山东省乳山市银滩之心福海苑第 118 栋 2 单元

605 号房屋一处。2011年 12月，因农村拆迁安置，

吴永刚又分得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泽家园 A 区 10

号楼 4单元 1201房屋一处，该房屋是用吴永刚母

亲的房屋拆迁款所购买的。施丽静提出没有个人财

产觉得没有安全感，说要将房子的产权归其所有。

2015年 7月 18日，双方在北京市宝盛律师事务所

通过律师见证签订了夫妻财产约定书，吴永刚的两

套房产归施丽静个人所有。可吴永刚万万没有想到

施丽静早就有野心，签订协议之后过了几天，施丽

静领到制作好的协议书，当天晚上就向吴永刚提出

离婚。2015 年 12 月 7 日，吴永刚收到法院传票，

施丽静起诉要求与吴永刚离婚。吴永刚认为施丽静

的行为属于欺诈，违背了吴永刚签署协议的初衷，

故吴永刚要求撤销夫妻财产约定书。 

施丽静一审辩称：不同意吴永刚的诉讼请求。

施丽静没有欺骗吴永刚，吴永刚有行为能力，签订

协议系其自愿。吴永刚说施丽静有外遇，其没有证

据。当时吴永刚一直跟施丽静吵架，经常让施丽静

滚出这个家，施丽静说这样施丽静没有安全感，吴

永刚自己提出要把房产给施丽静。施丽静没有跟吴

永刚商量离婚，是吴永刚一直想离婚。在签署协议

之前，吴永刚就想离婚，他把房子给施丽静是想对

施丽静进行补偿。签署协议之后吴永刚也经常跟施

丽静提离婚，还让施丽静起诉离婚，所以施丽静就

起诉了。签订协议之后，施丽静去施丽静母亲那里，

当天晚上吴永刚就把施丽静的包全都扔了，叫施丽

静滚。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 1月 7日，吴永刚、

施丽静登记结婚，吴永刚系再婚，施丽静系初婚，

婚后于 2010年 9月 15日育有一女吴霞。 

吴永刚于 2010年 1月 28日购买位于山东省乳

山市银滩之心福海苑第 118栋 2单元 605号房屋，

购房总价为 244 492元，现登记在吴永刚名下。 

因农村房屋拆迁腾退，吴永刚之母王炳荣与北

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人民政府拆迁腾退办公室于

2010 年 1 月 1 日签订《房屋拆迁腾退补偿协议书

（定向）》，并确定应安置人口为王炳荣及吴永刚、

施丽静。拆迁安置房屋共两套，分别为位于北京市

朝阳区金泽家园 A区 10号楼 4单元 1201室房屋和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泽家园 A 区 10 号楼 4 单元

1101室房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泽家园 A区 10

号楼 4单元 1201室定向安置房屋一套（房屋总价

款为 361 800元）由吴永刚、施丽静居住使用。吴

永刚之母亲王炳荣居住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泽

家园 A区 10号楼 4单元 1101室。吴永刚、施丽静

与王炳荣未明确约定上述两套房屋权属，该两套房

屋现均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2015年 7月 18日，吴永刚、施丽静签订《夫

妻财产约定协议书》，约定:“1、男方同意位于北

京市朝阳区金泽家园 A区 10号楼 4单元 1201室房

屋所有权全部归女方所有，作为女方施丽静的个人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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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2、男方同意在 2010年 1月 28日购买的位

于山东省乳山市银滩之心福海苑第 118 栋 2 单元

605 号的房屋所有权全部归女方所有，作为女方施

丽静的个人财产。3、双方已经充分了解协议书的

全部内容，且经过慎重考虑均同意该约定。4、该

协议经双方签字后即生效时，并不可撤销。”该协

议签订时由施丽静找律师进行了见证，数日后制作

册式《律师见证书》。协议达成后，所涉两套房屋

权属登记情况未发生变化。 

2015 年 11 月 19 日，施丽静起诉要求离婚。

法院作出（2015）朝民初字第 61075号民事判决，

准予双方离婚，因双方在婚内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金泽家园 A区 10号楼 4单元 1201室房屋及位于山

东省乳山市银滩之心福海苑第 118 栋 2 单元 605

号房屋的权属进行了约定，法院在该案中未分割处

理。 

一审法院于 2017年 1月判决：撤销吴永刚与

施丽静签订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施丽静不

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年 2月 28日作出（2017）京 03民终 2550号

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

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

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

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

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本案中，吴永刚主张与施丽静签订《夫妻财产

约定协议书》时施丽静对吴永刚存在欺诈的行为，

故要求撤销该协议书。施丽静则认为不存在欺诈。

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双方签订协议书时，是否存在欺诈的情形，即施丽

静是否存在欺诈的故意，吴永刚是否因该欺诈的故

意而签订了涉案的协议书；若存在欺诈行为，该欺

诈行为是否损害了吴永刚的正当权益。 

首先，本案系婚姻家庭关系范畴下的财产纠纷。

婚姻家庭关系的缔结及维持始终是以家庭成员之

间的感情为系。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签订的合

同往往也以感情为判断基础。而此种特殊关系下欺

诈行为的表现也与一般合同中的欺诈行为有所不

同，更具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隐蔽性是指在感情

的基础上，当事人更不易发现签订合同的真实目的。

不确定性是指暴露真实目的的条件存在不确定性。

一旦当事人签订合同时设定的使真实目的成就的

条件发生时，产生的伤害往往不只是财产上的，更

是感情上的。 

本案中，虽然双方当事人对做出该协议时的具

体情况各执所词，但双方所述内容的方向始终是以

维系夫妻感情为终点。故本院判断该协议的合同目

的应是维系夫妻感情。而施丽静在签订该协议几个

月后即起诉离婚，显然与签订该协议的目的相背离。

再看协议内容，涉案的两套房产均归施丽静所有，

显然协议中的财产分配对施丽静更为有利。结合施

丽静起诉离婚与签订协议之间的短暂时间考虑，本

院难以排除施丽静签订协议的真实目的是为在夫

妻感情破裂时取得财产分割的优势地位。而感情何

时破裂，对于双方来说并不确定。但一旦感情破裂

的条件成就，取得分割财产的优势地位的目的即暴

露。而施丽静目前也难以就其签订协议的行为与其

起诉离婚的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性进行合理

解释。故一审法院判断施丽静在签订协议时隐瞒真

实目的，存在欺诈的故意并无不当。上诉人施丽静

认为不存在欺诈的意见，本院难以采纳。 

其次，施丽静在隐瞒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同时，

使吴永刚误认为双方是为了维系感情而签订了协

议。 

再次，关于该欺诈行为是否损害了吴永刚的正

当权益一节。该协议内容涉及两套房屋的产权。对

于家庭来说，房屋属于主要财产，价值巨大。将两

套房屋产权均约定给予施丽静，在合同目的即维系

夫妻感情无法达到时，对于吴永刚来说属于巨大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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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理由，二审法院认定涉案协议存在欺

诈情形，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情形。 

二、评析意见 

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为：家事合同中如何认定

欺诈。 

（一）关于欺诈的相关法律规定和理论基础 

１.相关法律规定： 

关于欺诈问题，目前有如下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

效：（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一方以欺诈、胁

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

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

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

销。”即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以欺诈手段所

行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撤销。 

2.理论基础： 

欺诈相关法律规定的制定基础即是因其违反

了诚信原则。诚信原则起源于古代罗马法。罗马法

的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依据契约条款，还要

依照内心的诚实观念完成契约所规定的给付。“所

谓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

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

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

求自己的利益。” 

诚信原则是民事法律的最基本原则，其要求当

事人应当以善意的、诚实的、自觉的方式行使权利

和履行义务。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欺诈行为违背公序

良俗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相关法律规定均是为了

平衡当事人与当事人、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

系，维护公平公正的民事法律关系，构建诚信友善

和谐的社会环境。 

（二）认定构成欺诈的必备要件 

构成合同欺诈行为一般必须具备以下 4 个要

件： 

1.欺诈人有欺诈的故意，故意指的是明知自己

的陈述是虚假的，并会导致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

希望或放纵这种结果的发生； 

2.欺诈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故意陈述错误事实

和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是构成欺诈行为的两个方面。 

3.被欺诈人因欺诈而陷入错误：所谓错误，是

指对合同内容及其他重要情况的认识缺陷。 

4.被欺诈人因错误而为意思表示，即被欺诈人

的意思表示与欺诈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三）家事合同认定构成欺诈的特点和思路 

古话云：清官难断家务事。婚姻家庭生活具有

持续性、封闭性、不规范性的特点，其行为规则及

方式不同于陌生人之间的民事交易行为，很难留存

相应的证据材料。因此，涉及此类案件时，需要法

官在对婚姻家庭生活的了解与掌握的基础上，充分

运用生活常识与经验规则，解决婚姻案件中的事实

认定问题。 

家事是家庭事务的简称，家事合同则包括家庭

关系存续期间产生和需要处理的家庭财产分配、遗

产继承。老人赡养和子女抚养等事宜。家事合同签

订主体为家庭成员，此类合同多以感情为基础牵涉

较多感情及伦理因素，与亲缘关系密不可分，与通

常市场交易主体签订的合同存在较大差异，则此种

特殊关系下的欺诈行为的表现形式也与普通合同

中的欺诈行为有所不同。 

普通合同的欺诈可通过合同主体、合同条款、

合同标的物、合同履行方式等方面，较为直观地进

行认定，且具有较为常见的情形可以用于借鉴和分

析。而家事合同的欺诈则更具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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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性是指在感情的基础上，当事人更不易发现签

订合同的真实目的。不确定性是指暴露真实目的的

条件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当事人签订合同时设定的

使真实目的成就的条件发生时，产生的伤害往往不

只是财产上的，更是感情上的。故对于家事合同欺

诈性的认定需要充分运用生活常识和经验规则，对

各方订立合同的最初目的、合同的内容对各方的利

弊，以及合同订立后各方的行为是否与最初的目的

相一致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进而认定合同是否符

合民事法律行为欺诈性的标准。 

（四）本案的具体分析 

本案中，吴永刚称因其发现施丽静有外遇，为

维护家庭就与施丽静沟通，施丽静提出没有个人财

产没有安全感，说要将房子的产权归其所有，故签

订协议，故本案所涉《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的合

同目的应是维系夫妻感情。而施丽静在签订该协议

几个月后即起诉离婚，显然与签订该协议的目的相

背离。且从协议内容来看，协议中的财产分配对施

丽静更为有利，故综合生活常识与经验规则，难以

排除施丽静签订协议的真实目的是为在夫妻感情

破裂时取得财产分割的优势地位，即施丽静在签订

协议时向吴永刚隐瞒了其真实目的，存在欺诈的故

意。其次，施丽静与吴永刚签订了《夫妻财产约定

协议书》，实施了欺诈行为；然后，施丽静隐瞒其

真实意思表示，使吴永刚误认为双方是为了维系感

情而签订了协议，故使吴永刚因错误而为意思表示，

且存在因果关系。最后，该欺诈行为已损害了吴永

刚的正当权益。故可认定吴永刚与施丽静签订《夫

妻财产约定协议书》时，施丽静存在欺诈行为。现

吴永刚要求撤销《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可予以

撤销。 

夫妻双方均应对婚姻忠诚，诚实守信，不应把

婚姻作为获得财产的手段和途径。感情产生分歧应

采取友好、和谐、公平、合理的方式予以解决，这

才符合善良风俗的价值追求。 

家事审判改革的积极意义及实践路径 

2018-09-07 来源：中国法院网 | 作者：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院长 胡发胜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09/id/3489208.shtml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事案件事关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家事

案件呈现不可逆转的增长趋势，同时，交织着各种

道德与伦理方面的矛盾,往往引起社会舆情。人民

法院处理家事案件要兼顾审判效率和社会效果，积

极转变家事审判理念，改进审判方式，创新办案机

制，有效对接人民调解，追求家事纠纷解决的最佳

效果。  

一、家事纠纷案件的现状分析  

（一）案件增长趋势要求创新社会管理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人们的思

想观念、价值取向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家事

矛盾纠纷呈现出数量增长、纠纷类型日益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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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化解难度大等特点。家事纠纷的快速增长，不

仅直接影响了当事人婚姻家庭稳定，而且给和谐社

会建设造成了一定的隐患，更使得政府部门的社会

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五年来，作者所在的莒南法

院家事案件，见附表 1、附表 2： 

由此看出，一是家事案件数量、占比均呈上升

趋势，二是家事案件所涉及不同案由、数量均呈上

升趋势。因此，要积极应对家事纠纷新变化，认真

分析新时期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改进矛盾纠纷

处理机制，提升基层社会管理水平。 

 

 

 

（二）普通家事纠纷社会因素分析 

总结司法实践，分析家事纠纷案件相关社会因

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物质增长引发

的财产纠纷，改革开放 40年，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有了极大改进，家庭财富有了极大地增长，人民群

众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求温饱到当前的小康水平，家

庭成员对家庭财产的占有、索取越来越复杂，例如

房产由农村宅基地的草房瓦房陆续过渡为城镇楼

房，汽车、存款、股票、基金等财产越来越多，由

此引发的财产权益纷争随之增多。二是计划生育政

策变化带来的社会效应，随着国家“二孩政策”的

放开，许多家庭子女由一个变为两个，家庭财产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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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独享向复杂化发展。三是“人口老龄化”国情

带来的社会问题，当前，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重

要的社会问题，“预计到 2020 年，老年人口达到

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 17.17%；2025年，六十

岁以上人口将达到 3亿。”[1]下一步，老年人赡养

将会成为重大社会问题，老人的赡养不仅要解决物

质上的扶养，还应注重老年人需要精神方面的抚慰，

这在矛盾调处效果上赋予了办理案件的新要求。四

是新生代“啃老”现象严重，由于教育、家庭等多

方面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缺乏家庭责任感，

从业观偏离，不愿意从事普通工作，在家庭传承过

程中会加剧析产、赡养案件的发生。 

(三) 婚姻案件类案分析 

1、离婚率畸高。统计显示，2017年莒南县民

政部门登记结婚 6451件，民政协议离婚 1957件，

经法院判决和调解离婚 1182件。全县离婚总数合

计为 3139件，当年度离婚、结婚比率为 48.6%。 

2、离婚原因新变化。数字惊人的高离婚率使

我们不得不对离婚原因进行剖析，发现主要有三个

方面：一是婚姻价值观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嫁鸡

随鸡、嫁狗随狗”婚姻价值观，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男女结婚“以身相许、终生

不弃”的思想受到极大挑战，“结婚自愿、离婚自

由” 已成为人们的普遍认识。二是社会交往活跃

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生活不断丰富，

外出务工越来越便利，信息网络越来越普及，使人

们的思想不断变化，婚恋观、家庭观受到冲击，有

时会引发婚姻危机。“当离婚变得越来越容易时，

人们对于婚姻的忠诚度也会随之降低，婚前没有耐

心寻找适合自己的伴侣，婚后也不愿意花费足够的

精力来维系彼此间的感情，从而增加了离婚的随意

性。”[2]三是家庭责任的弱化，部分婚内男女人生

观、家庭观定位不准，婚后不注重婚姻经营，夫妻

感情逐渐淡化，进入“婚姻疲惫期”，有些人渴望

走出“围城”、尝试新生活的精神需求明显增强，

他们对二次婚姻的选择，多以“自我为主”，往往

不顾及家庭责任的束缚。 

（四）家事案件引发的社会后果 

1、影响家庭和谐。一个家庭的和谐，需要夫

妻、子女等家庭成员积极维护亲情、努力包容他人。

毋容置疑，每个家庭在不同的时期都会或多或少的

发生冲突或个人利益不均衡，当这些矛盾爆发为案

件，就会使家庭和谐受到极大的挑战，矛盾冲突的

双方及其他家庭成员将会受到影响，当一个和谐家

庭分化为互相矛盾的若干主体时，将会引起一系列

的社会问题。 

2、引发次生矛盾。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家庭纠纷涉及的财产利益可能是房地产、

车辆、企业经营权等巨大利益，有的人在家庭发生

纠纷时，为达到非法目的会不择手段转移财产、伪

造证据、虚假诉讼等，损害对方利益，引发矛盾升

级；还有的人思想偏激、性格执拗，在家事矛盾中

认死理、钻牛角，如果在矛盾初期或纠纷化解中不

能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劝解调和，有可能造成民转

刑案件。 

3、抚养赡养问题。儿童是社会的未来，父母

是孩子的启蒙老师，这些传统的道理说明家庭对未

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发展、成长成才极为重要。

家庭的变故不但影响未成年人的幸福指数，而且可

能改变其人生轨迹，很多孩子在父母离异后，容易

产生心理健康等问题，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家

庭的分裂、重组也会使父母子女关系变得复杂，容

易发生析产、继承、抚养、赡养等纠纷。 

二、案件处置机制改进的必要性 

（一）基层社会管理弱化 

1、基层社会管理意识有偏差。当前，基层政

权重经济发展，轻社会管理，对矛盾纠纷的处置过

多依赖于公检法等专职机关，村居、社区等最基层

的社会管理几近缺失。虽然村民组织法等法律赋予

了基层组织调解、治保的职能，但多数基层组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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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积极承担起这份责任。 

2、基层社会管理缺乏调解机制。近年来，一

方面，我们在镇村成立了人民调解组织，设立了调

解网格员，但是如何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如何找

准介入纠纷切入点、如何实现与司法衔接等，缺乏

务实有效的抓手。另一方面，人民法院为有效解决

案多人少矛盾，提高司法社会效果，积极提倡多元

化解决纠纷，但是，如何发挥“类案”优势，实现

司法与人民调解组织互动共享上缺乏有效的机制。

探索人民法院诉前委托基层调解组织调处家事纠

纷，实现司法与人民调解的有效衔接，成为有效化

解家事纠纷的“催化剂”。 

3、人民调解能力有待提升。依法高效调处家

事纠纷是化解基层矛盾、参与社会管理的基本要求。

多数基层调解人员调解经验丰富，乡土化、民俗化

优势突出，还有的调解员是基层中有威望的老党员、

老族长，但在法律知识的专业化方面有所欠缺。因

此需要对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进行专业化的指导，

使调解的程序、结果更加规范合法。 

（二）家事司法程序“温情不足” 

1、忽视情感修复。“家事纠纷案件是传统民

事纠纷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其自身特有的

血缘、伦理关系，又明显有别于普通的民事纠纷案

件。”[3]家事案件当事人是因婚姻关系聚合在一起

的，甚至有血缘关系，虽然发生物、财产分配或者

金钱给付等普通财产纠纷，但背后有复杂的情感因

素，传统审判方式恰恰忽视了这个重要的情感因素。

以“意思自治”为原则，很少对矛盾双方的情感进

行疏导，甚至直接进入财物的简单分割。而家事纠

纷当事人情感的心结化解不了，司法的效果往往不

理想，如对激情离婚、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往

往忽视离婚后未成年人的成长生活感情等问题，再

如赡养纠纷，可能会使得到物质关爱的老人失去更

多亲情。所以，现在家事司法程序应当适当依职权

对过于自由的离婚选择加以适当干预，积极进行情

感修复、心理疏导、挽留不必要的婚姻破裂，或者

至少即使离婚也保持好聚好散的态势。 

2、司法救济功能不足。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的

基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举证不足者往往对自己

的主张承担败诉的结果，这对一般民事案件中彰显

了“用证据说话”的公平正义。但是在家事纠纷案

件中，矛盾双方因性别差异、年龄差异、职业差异

（如家庭妇女）等因素，使弱者在司法程序中难以

获得基本证据保障其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中也经

常遇到弱者对对方的房产、股权等即使不离婚也从

未探知的案例，所以本着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应

当针对家事案件这一特定类型的纠纷责令当事人

进行财产申报，如果认定申报者故意隐瞒财产，一

经查实对隐瞒的财产少分或不分。如此，对家事纠

纷中的弱者用财产申报的制度予以司法救济，使其

在亲情失败的同时不至于再次遭受财产损失。 

（三)联动化解作用发挥不好 

1、域外联动化解家事纠纷情况。在家事司法

相对完善的国家,尽管司法对于整体社会具有庞大

的承载效应,但其社会纠纷的解决从未完全依赖于

司法程序,而是对外衍生了一套各尽其能、各司其

职、配合衔接、有序运行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例如,德国就发展了社区心理咨询、调解、少年管

理等行业并将其列入家事纠纷解决的行列。[4]美

国的 《家事法院法》规定，在特定情形下，法官

有权发出指令，要求任何州、县、市级别的行政机

构及教育部门的相关人员提供特定服务，包括在其

职权范围内改善服务、披露特定信息、协同与配合

法院的调查工作等。因此，在家事纠纷领域应采取

协同的、跨部门的综合性联动机制，更有利于修复

家庭关系、维护家庭稳定。 

2、联动机制建设现状。近年来，我们下大力

气搞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有的地区针对家事

案件，在工会、妇联、团委等建立了家事专门调解

组织，但缺乏具体操作流程，致使调解联动机制衔

接不畅，作用发挥不好。如纠纷经人民调解达不成

协议，进入审判程序，前期的调解成果往往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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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利用。因此，人民法院应与调解组织加强联动，

实现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资源共享，更有利于矛盾

的化解。 

3、联动机制建设必要性。“纠纷解决机制的

成熟和完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基本标志,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5]

家事纠纷往往都掺杂着比较复杂的社会背景、历史

恩怨，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历史性特点，并非法院

一家所能妥善处置的，需要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家事矛盾化解。比如赡养、抚养、探视权等问题，

法院即使做出了相应判决，司法强制执行很难取得

良好效果，需要村居、社区工作人员，工会、妇联、

协会等基层组织协助做好义务人思想工作，让其积

极履行裁判确定的法定义务。 

三、家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路径 

（一）更新家事审判理念 

1、明确指导思想。“未来深化我国家事审判

改革过程中,应着力关注家事审判程序法的单独化、

家事审判原则的明晰化、家事审判人员的专业化以

及非诉合意解决机制的多元化这四个面向的问题,

为家事纠纷寻求合理的化解之道。” 

[6]因此，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应该从单纯坐堂

问案向多元组织参与化解纠纷、从离婚“意思自治”

到注重情感修复、从强制执行到促成当事人自觉履

行等方面下功夫。 

2、完善办案流程。《家事诉讼操作规程》要

科学设计诉前调解、感情修复、诉调对接、判后跟

踪回访等程序，明确法院和调解组织职责、衔接流

程，构建协调配合、信息共享机制。在流程中赋予

婚姻冷静期设置、美好生活回忆、财产申报、判后

回访等实质性工作，使家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充实了

对亲情的修复、对弱者的救济、对次生矛盾（如变

更子女抚养、赡养费追索）的预防等人性关怀。在

改革进程中，确立“三步走”改革工作目标：第一

步，制定操作流程，建立诉前调解网络，实现调解

组织与法院立案庭的有效对接；第二步，推进案件

分流，发挥人民调解组织优势作用，化解批量家事

矛盾纠纷，减少法院的案多压力；第三步，形成家

事案件多元化解纠纷体系，实现诉调对接与联动的

良好机制，使社会矛盾得以更好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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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最佳效果。家事审判改革的目的，在

于积极化解家庭因素引发的矛盾，减少因矛盾对家

庭弱势群体的伤害，给社会造成过多的负担，引导

浮躁社会主体冷静对待家事纠纷。在程序上改变或

者摒弃离婚自由、意思自治、第一次判不离、抚养

赡养费按工资计算了之等就案办案的传统理念，积

极考虑人的因素、感情因素、社会因素，全力推动

家庭纠纷从根本上解决。 

（二）审前程序的创新 

1、嫁接诉前调解程序。建立诉前调解有效对

接机制，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的起诉状后，引导当

事人填写《家事纠纷委托调解书》，移送司法局基

层科，基层科按辖区将案件分流到乡镇调解组织，

受托调解组织在十五日内积极进行诉前调解，调解

不成的，由调解组织填写《家事纠纷调解情况告知

书》反馈到人民法院。这样既有利于当地调解人员

依据驻地风土人情务实地调解，又能对调解不成的

案件信息实现与人民法院的共享。 

2、财产申报要素化。立案时进行财产申报，

借助要素审判的基本模式，设置格式化的《离婚案

件财产申报表》，责令当事人对双方的婚前财产、

婚后共同财产、债权债务、车辆房产等内容如实申

报，并告知故意隐瞒财产的不利后果。庭前会议中，

对双方填写的财产申报表进行比对、质证，提高案

件办理的效率。 

3、设立冷静期。在离婚案件中赋予当事人一

定合理期限，冷静审视选择诉讼离婚的态度，有效

修复双方情感，防止激情离婚。对于婚姻案件诉前

调解不成坚持立案诉讼的，立案时即动员当事人设

置冷静期，由当事人签订《离婚案件冷静期确认书》，

冷静期应兼顾司法效率，一般设置为 15 天至 30

天，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 

（三）庭审注重情感修复 

1、进行心理疏导。开庭审理时，要求法官以

心理疏导、修复感情、维护和谐婚姻家庭关系为目

的，积极调查当事人之间的相识、恋爱、婚礼及其

他生活情节，找准情感危机的原因，引导当事人回

忆曾经的美好生活，逐步修复遭受创伤的父母子女、

兄弟姐妹亲情或夫妻感情。 

2、情感化审判场所。根据家事案件特点，设

置特色化调解室，减少法庭对抗气氛。家事调解室

悬挂“和为贵”、“家和万事兴”、“百事孝为先”等

有利于家庭和睦、人际关系修复的格言、图画。婚

姻调解室可悬挂“一日夫妻百日恩”、“如何处理好

夫妻关系”、“法官寄语”等内容，设置“心形”调

解桌，让当事人在和谐、温馨的环境氛围中修复感

情、缓解矛盾。 

3、矛盾化解实质化。法官在有限的庭审时间

内对双方的情感矛盾是不能深入全面了解的，因此，

要求法官在开庭审理时，查明当事人近亲属旁听情

况，积极发挥他们熟知当事人、了解案情的优势，

动员他们参与调解，有效化解矛盾，增强家庭成员

和基层组织对裁判结果的认同。 

（四）判后回访促进案结事了 

科学设置回访程序。建立判后跟踪回访制度，

明确规定回访案件类型、回访时间、回访人员、回

访内容、回访发现的问题以及帮扶措施，回访情况

应填写《家事纠纷案件判后回访表》。家事案件结

案后，承办法官或法官助理应根据案件情况有针对

性地进行案后跟踪，及时了解相关情况，帮助当事

人解决实际困难，增强家事审判的社会辐射功能。 

发挥回访实质效果。一是防止发生次生矛盾，

预防重复诉讼。如抚养权纠纷案件，及时了解未成

年人生活环境，预防变更抚养权案件发生。二是促

进自动履行，减少家事案件执行难。对于抚养费、

赡养费、探视权案件，应努力督促其自动履行。三

是帮助修复感情，维护家庭稳定。对于判决不准离

婚或调解和好、赡养等案件，应及时了解当事人的

现有状况，帮助当事人化解心结，修复感情。此外，

对回访过程中发现当事人及其家庭在判决履行方

面确实存在实际困难的，应当及时报告家事审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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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由家事审判组织协调有关单位，积极帮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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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载《政法论丛》2018 年第 1 期，第 101页。 

看完这 9 个离婚案件，我沉默了 

2018-09-08 人民法院报  

https://mp.weixin.qq.com/s/kOhqsOG_DaaaOgu9fmjQXQ 

“清官难断家务事” 

更何况是感情上的事 

法院每日要审理大量婚姻家庭类案件 

有勾心斗角，人情冷暖 

有深情流露，分分合合 

在这里，每个案子都是一幕戏 

令人唏嘘，也令人沉思 

 

① 
记得一个案子，男孩与女孩曾是一对让人艳羡

的情侣，女方在日本留学期间开了代购网店，男方

在国内负责打理，不曾想越做越红火。等到女孩留

学回来，双方感情却因经济纠葛而走到了结尾。两

人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到 2058年，女方向男孩返

还 40 万元，如果期间男孩未索要，则视为放弃。 

我无法预测，走出法院双方是否会再续前缘，

但祝福他们都能过得比以前更好。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苏月玲 

你爱我，后不后悔 

是否想到故事的结尾 

② 
记得一个案子，双方简直是现实版的《我的

前半生》里的陈俊生和罗子君。二人年少同窗，

志同道合。婚后妻子为照顾孩子放弃工作，丈夫在

外打拼，事业如日中天。丈夫回家越来越晚，妻

子抱怨越来越多。十年夫妻，不知不觉间，双方

已经不再交流，无法沟通，丈夫指责妻子不能理

解他工作的辛苦与高压，妻子埋怨丈夫不能体贴她

理家的劳累与不易。婚姻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邹萌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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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经营， 

哪个更重要？ 

③ 
记得有一位已经离开家独自居住近一年的女

性当事人，在庭审开始时坚决不同意离婚，但是在

我问到“是否还愿意回家与丈夫继续生活”时，

她却在沉默了许久后放声大哭。 

我想，她应该是突然想到，自己再也无法找

回那个熟悉的地方、那个熟悉的人……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杜春龙 

舍弃一段感情 

比开启一段感情更不容易 

④ 
庭审上，她坚持要求离婚，跟我说：“我跟他

婚后确实因为看病花了很多钱，我身体虚弱无法生

育子女，一直以来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但多年的

忍气吞声换来的却是他的变本加厉，前几天我因

为买燃气向他要 200块钱，结果他把钱扔在地上，

还狠狠地踩了几脚……” 

结案后，男方须给付她一万五千元，我给男方

提了一个要求：希望来法庭把钱双手递给她。当

男方认认真真地将钱从包裹取出并双手递出时，

她怔了一下，掩面痛哭。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秦艳玲 

情要彼此珍惜 

爱要相互尊重 

⑤ 
一个简单的离婚案件中，男方提交了足足有

700 多页证据，证据中涉及银行存款、公积金、购

房合同、贷款合同、转账记录、通话记录、聊天记

录等等，几乎覆盖了五年婚姻生活的方方面面。 

抱着这 700多页的材料，我感叹于这位当事人

优秀的证据意识的同时也不免一阵心惊：这到底

是经营婚姻，还是在经营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郝珠 

时间很快 

抓紧去爱 

⑥ 
“你作为一名法官，凭什么揣测我们夫妻之

间的感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对 80 后

小夫妻，一同在北京上学、恋爱、毕业、结婚，十

年。从没有什么大矛盾，老人也很不理解为何他们

会走入如此境地，似乎就是柴米油盐后，时间长

了，激情少了。 

作为审理婚姻案件的法官，似乎总是在“插手”

别人的感情，但再好的劝慰判断，比不过你们回

头看看。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姚玮东 

当一切归于平淡 

我们是否一如以前 

⑦ 
审理过太多的离婚纠纷，发现大多数夫妻，即

便感情已经走到末路，但对孩子，依然溢满爱和坚

持。但也见过一些离婚纠纷当事人，对感情不尝试

不挽回，对孩子不愿意抚养，可能是更愿意“轻装

上阵”寻找新的生活的原因吧！对此作为法官本不

应多加评判，但看过太多尚在蹒跚学步的孩子在

法庭上嘶声力竭嚎哭，一言难尽。 

建议：如果决定生养一个孩子，请提前做好

尽到为人父母责任的准备，如果确实没办法将婚

姻进行到底，也请给孩子留下足够的温情和爱。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王雪 

不论爱是不是升华自我 

我相信 

它一定意味着责任 

⑧ 
60 岁的乔老太太已经第三次来起诉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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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两次起诉都是自愿撤诉和未到庭自动撤诉。我

和法官走访了村委会及其两名子女，得知她患病，

“经常糊涂”。法庭上，丈夫王某说乔老太的身体

不好，精神方面也时有问题，常像孩子似的经常

闹脾气，“现在年纪大了，更需要我照顾，这婚坚

决不离！老伴糊涂我可不能犯糊涂。”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邵冲 

也许你不知道 

我还是像从前一样爱你 

⑨ 
我见过体面的再见。一对夫妻在经法院调解

离婚的当晚，小女儿为父亲拉了一曲小提琴，作

为送别的纪念。调解时，那位妻子悄悄对我说，“其

实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只是时运不济，

被现实压垮了肩”；另一个房间里的丈夫则沉默许

久，最终作出了放弃和妥协。制作调解书时，我五

味杂陈：或许爱在生活的磨砺中粗糙，但难掩曾

经的一片深情。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葛媛媛 

即便是情感被现实打败 

还是可以选择优雅地再见 

让美好留在心底 

 

见多了“感情冷暖” 

办理婚姻案件的法官 

总有一些共同的话想对“有情人”一讲 

要珍惜对方，更要学会尊重 

要长存热情，更要善于经营 

要正视平淡，更要沟通理解 

要热爱生活，更要认真负责 

时间很快，抓紧去爱！ 

来源：北京法官公众号 
 

编辑：冼小堤 

法院：离婚后，给予子女高额的抚养费， 

是否侵犯现任妻子财产共有权？|聚法案例 

2018-09-11 聚法  来源｜ 婚姻法之家、山东高法 

https://mp.weixin.qq.com/s/K_yNk_2_zEhIvOT0gDfovQ 

 前 言  

大家都知道，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擅自

处分夫妻共有财产，可能会侵犯配偶的财产而无

效。那么，离婚后，承诺给予与前妻所生子女高

额抚养费，是否侵犯现任妻子合法财产权益？ 
 

（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则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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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原告 

原告刘青先诉称：原告与被告徐飚系夫妻，于

2008 年 4 月登记结婚，被告尹欣怡系徐飚的非婚

生女儿。 

2014 年 9 月原告和徐飚的父亲均收到尹欣怡

的母亲尹丽芳发送的短信，被告知法院于 2014年

7 月 24 日作出判决，判令徐飚按每月 2 万元给付

尹欣怡2014年2月至同年6月抚养费共计10万元，

并自 2014年 7月起每月给付尹欣怡 2万元抚养费

至其 20周岁止。 

在原告的追问下，徐飚方称尹丽芳曾于 2014

年 4月以尹欣怡的名义提起诉讼。经向法院查询得

知尹丽芳曾于 2008年也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也

作了判决。 

现因(2014)徐少民初字第 60 号判决违反了婚

姻法的有关规定，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

求撤销（2014)46-徐少民初字第 60号判决，改判

抚养费每月 2000元。 

 

（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则删） 

一审法院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法院在审理(2014)徐少民初字第 60号案件的

过程中，首先因不能归责于原告刘青先本人的原因，

导致其未成为该案件的第三人参与诉讼； 

其次(2014)徐少民初字第 60 号判决徐飚应自

2014 年 2 月起至尹欣怡年满二十周岁，每月给付

尹欣怡抚养费 2 万元，而徐飚在 2008 年 4 月 15

日已经与原告登记结婚； 

再次因现无证据表明原告与徐飚婚后实行夫

妻分别财产制，故该判决应给付的抚养费实际是原

告与徐飚的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享

有平等的处分权； 

最后同样无证据表明原告准允徐飚与尹丽芳

关于尹欣怡抚养费的承诺。综上，该判决显然涉及

原告的经济利益，现原告认为该判决损害其民事权

益，其诉讼尚未超过法定期限，请求成立，原告的

撤销之诉予以准许。 

至于尹欣怡目前恰当的抚养费金额和给付年

限，相关方可另行通过协商或诉讼解决争议，本案

不涉。徐飚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

弃答辩权利。 

综上，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一百四

十四条的规定，于 2014年 12月 24日判决如下： 

撤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4)徐少民初

字第 60号判决。 

二审法院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中被

上诉人刘青先要求撤销(2014)徐少民初字第 60号

判决的请求权能否成立，需从以下两点分析： 

第一，从(2014)徐少民初字第 60号判决内容

来看，在 2008年已有生效判决确认原审被告徐飚

按每月 100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后，徐飚又分别

于 2010 年 4月 12日和 2011年 10 月 13日出具承

诺，将抚养费调整到每月 12000 元和每月 20000

元至上诉人尹欣怡 20周岁，并且其在两份承诺中

都明确“如果以后有任何原因（如家人的压力上

法庭）等产生关于此事的法律纠纷，本人请求法

院按照本人此意愿判决。” 

之后，徐飚亦按承诺履行至 2014 年 1月。抚

养费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系先由父母双方协

议，协议不成时再由法院判决。本案中徐飚对于

支付尹欣怡抚养费的费用和期限都已经明确作出

承诺，原审法院在审查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提供



281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的证据、徐飚的收人等材料后，确认徐飚应按其承

诺内容履行,据此判决徐飚按每月 20000元的标准

支付抚养费，并支付到尹欣怡 20 周岁时止。法院

认为，（2014)徐少民初字第 60号判决内容并无不

当。 

第二，原审被告徐飚就支付上诉人尹欣怡抚

养费费用和期限作出的承诺，是否侵犯了被上诉

人刘青先的夫妻共同财产权。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父母基于对子

女的抚养义务支付抚养费是否会侵犯父或母再婚

后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法定的

抚养义务，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负担子女

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虽然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

权，但夫或妻也有合理处分个人收入的权利，不

能因未与现任配偶达成一致意见即认定支付的抚

养费属于侵犯夫妻共同财产权，除非一方支付的

抚养费明显超过其负担能力或者有转移夫妻共同

财产的行为。 

本案中，虽然徐飚承诺支付的抚养费数额确实

高于一般标准，但在父母经济状况均许可的情况下，

都应尽责为子女提供较好的生活、学习条件。徐飚

承诺支付的抚养费数额一直在其个人收人可承担

的范围内，且徐飚这几年的收入情况稳中有升，支

付尹欣怡的抚养费在其收人中的比例反而下降，故

亦不存有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因此法院认为，

徐飚就支付尹欣怡抚养费费用和期限作出的承诺，

并未侵犯刘青先的夫妻共同财产权。 

最终，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一

审诉讼请求。 

离婚后子女的探视权如何执行？ 

2018-09-12 江苏高院  王强 陈白羽 

https://mp.weixin.qq.com/s/dhfsv2boMARBrIxAXsrqdQ 

 

探视权是指夫妻双方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

的一方按照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遵循一定的时间，

一定的方式，探望子女的权利。离婚后子女的探视

权怎么执行？请看一则案例。 

案情简介 

原告许某与被告阮某于2012年5月登记结婚，

2013年 3月生育一女。2015年 9 月，二人办理离

婚手续，在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子女抚养问题约定如

下：“子女的抚养：1、婚生女由男方抚养，随同男

方生活；2、女方具有和具备其探视权直至其年满

18周岁，双方约定周一至周五工作日随男方生活，

周六、周日、法定节假日，由女方带领随女方生活。” 

离婚后，女儿一直随男方阮某生活。自 2016

年 2 月起，阮某认为女儿多次生病均是由于女方许

某接走后照顾不周所致，于是不再协助许某接走孩

子，许某每次均是短暂看望女儿，双方曾因探视问

题产生冲突，作报警处理。2017 年 8 月，许某以

探视受阻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引起本案讼争。经

调解不成，法院判决原告许某自本判决生效后，每

星期六下午可在被告阮某或其家人陪同下探望女

儿四小时，阮某应予协助。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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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视

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由此可知，

探视权是指夫妻双方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

方按照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依法享有与未成年子

女探望、联系、会面、交往、短期共同生活的权利。

探视权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一种身份权。 

执行过程 

本案于 2017年 11月 3日作出判决后，许某于

2017年 12月即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立案后，清

江浦区法院执行干警多次与阮某沟通，敦促其履行

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阮某称其已经履行相关义务，

并向法院提供了探视时的监控录像证明其已经履

行相关义务，本案于2018年6月以自动履行结案。 

7月 3日许某再次向法院申请执行，称阮某及

其家人阻碍其行使探视权。再次立案后，法院依法

向阮某发出了执行通知书，阮某收到后来院陈述其

没有阻挠许某探视。 

由于执行干警难以实现在每次探视时都在场

见证，同时考虑到探视权案件执行的特殊性，法院

向阮某住所地街道办事处“老赵调解工作室”发出

协助执行函，请人民调解员在许某探视期间在场见

证。人民调解员老赵于 8月 11日、8月 18日均至

探视现场见证许某探视孩子的过程，促使双方对探

视时间、地点等达成新的约定，并证明阮某已按判

决履行了义务。 

探视权案件执行的“调、陪、惩”三字诀 

与以财物为标的物的案件不同，探视权纠纷案

件在执行过程中通常面临更多现实困境，执行干警

更需加强沟通交流，执行此类案件时，可以从三个

方面实现突破： 

“调”：即强化执行调解工作。问题既始于矛

盾，那就着力化解矛盾，清江浦区法院执行局引入

人民调解员参与执行和解，并着力通过情感感化实

现破冰。 

“陪”：即陪同探视。针对被执行人担心申请

人在探视过程中私自带走孩子的顾虑，在必要时执

行干警可陪同探视，还可以积极发挥人民陪审员及

人民调解员的力量，邀请他们陪同探视，见证探视

权执行过程。在陪同过程中强化与孩子的沟通，帮

助孩子与父母双方建立正常的情感联系。 

“惩”：即对拒不配合执行的被执行人采取必

要的惩戒措施，可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

制其高消费外，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对被执行人采

取罚款、限制出境等措施。 

来源：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已婚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是否构成重婚罪？ 

2018-09-12 江苏高院  周春晓 

https://mp.weixin.qq.com/s/YTc4qYxe1cWfEPNf1omW4A 

已婚女子因与丈夫感情不合，尚未办理离婚手

续，便与其他异性在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甚至

还生下一子！后两人被法院认定犯重婚罪，并双双

获刑。近日，昆山法院审结了该起重婚罪案件。 

经查明，张强与王芳于 2012 年 10月份登记结

婚，法定婚姻关系存续至今。但由于两人性格不合

且缺乏沟通，婚后经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2014

年 8 月份，王芳在网上认识了幽默风趣的单身男子

李勇，经常向其倾诉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不久后两

人相约线下见面，迅速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关系。几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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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王芳的各种异常行为逐渐引起了张强的警

觉，通过查看王芳的微信聊天记录，他发现了王芳

与李勇的这段不正当关系，并多次与王芳发生争吵。

2015 年 9 月份，王芳借口要回娘家居住从家中搬

出，开始与李勇非法同居。而李勇在明知王芳已有

配偶的情况下，仍然对外以夫妻名义与其同居生活，

并在一年后共同生下了一个儿子。在王芳住院生产

期间，李勇以新生儿父亲的名义在医嘱上签了字。

但纸里终究包不住火，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强从别

人口中得知此事，愤然向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立

案侦查后，将案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认为王芳与

李勇的行为构成重婚罪，遂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芳有配偶而与他

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被告人李勇明知他人有配

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两被告人行为均已

构成重婚罪，并最终分别判处两人有期徒刑宣告缓

刑。 

法官说法： 

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有配偶

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所谓有配偶，是指

与他人登记结婚，且此婚姻关系未经法律程序解除

尚在存续的。 

所谓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是指在明确

知道对方已与他人登记结婚且尚未解除婚姻关系

的前提下，仍然故意与之又登记结婚的，或者虽然

没有登记但对外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的。重婚是破

坏国家婚姻制度的犯罪行为，法律必将予以制裁。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重婚罪案件的被害人可以

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

提起公诉，也可自行收集相关证据，直接向人民法

院提起刑事自诉。 

来源：昆山市人民法院 

审判琐记：家事法官的十项必备技能 

原创：2017-11-20 红发橙子   红发橙子 

https://mp.weixin.qq.com/s/Ppnnvnj4saQ5LHNJ9shU5w 

【注】李敖讲：报纸不增张（扩版），好像罐头里

的沙丁鱼；报纸增张，好像泡过水的面包。这篇《家

事法官的十项必备技能》是之前写好的文章，原本

打算偷点懒，把一篇拆分成十篇，事实证明，罐头

里的沙丁鱼还是好过泡过水的面包。 

一、找得到被告 

你去问中国的民事法官，审判过程中最困难的

是什么，十有八九会回答送达难。现在人员流动性

越来越强，更不乏当事人恶意躲避诉讼。对于普通

民事法官，找不到被告也许更多的是审限上的困扰，

而对于家事法官，这几乎是对审判的毁灭性打击。

找不到被告，就意味着很难查清夫妻感情是否破裂，

意味着很难查清共同财产的详细情况特别是出资

情况，就意味着判决离婚会给法官带来巨大的职业

风险，也意味着原告很难达到诉讼目的。因此找人

成了家事法官的必要技能，查户籍，查社保，走访

原籍，等等等等，家事法官的权限和手段实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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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过找到被告的喜悦，更多时候只能品尝付出努

力仍然一无所获的失望，看新闻有的人花几百元钱

就能在黑市买到一个人的全部资料乃至跟踪定位，

不由感叹非法手段的效率，合法手段的艰难。 

二、查的清财产 

还是要感叹，中国人民确实富裕了。老法官曾

说，早年审离婚案件分财产也简单，无非是家具家

电锅碗瓢盆，都在明处。现在国人财产种类日益繁

多，转移隐匿财产的方式也是花样翻新。越加越多

的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调查申请，要求查清对方名下

财产。问题是家事法官权力有限，时间和精力更有

限，想想中国现在有多少家银行，多少家证券公司，

就知道查清财产的难度有多大。有一回一个当事人

提交调证申请，内容倒也简单，要求法官查清被告

名下全部财产，我看到后顿时火大，和他讲，必须

明确申请调查财产的种类，必须提供相关财产的线

索，法官不是天兵天将，也没有三头六臂，实在完

成不了您的这种重托。 

三、调得来证据 

现在普通老百姓都知道，打官司就是打证据。

越来越多的当事人要求法官调取证据。很多单位都

拒绝当事人和律师调证，必须法官亲自前往才行。

更有单位怕给自己惹上麻烦，对法院调证非常不配

合。我就遇到过个别单位和组织专门下文，要求遇

到法院来调证的，可以口头介绍情况，不得出具书

面材料，不得在笔录上签字，不得加盖单位印章。

有一回我问一个老法官，遇到对方单位不配合调证

怎么办，答复是把当事人带去，一是让当事人看到

法官的工作，更加理解信任法官，二是如果单位不

配合，法官没有办法，当事人可以“闹”一下，给

对方施加压力…… 

四、hold住场面 

离婚案件涉及双方切身利益，很多时候双方积

怨已深，审判过程中双方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属于常

态，拍案而起乃至拳脚相加都不罕见，法官必须要

控制审判节奏，维持审判秩序。要说审判还是在法

院，法官属于主场作战， 到当事人家中清点财产

就属于纯粹的客场作战了，好一点还有法警配合，

更多的时候只有法官和书记员，现场往往人多嘴杂，

七大姑八大姨上蹿下跳煽风点火表现的比当事人

还激动。这时候一定要压的住场面，既要保证清点

财产顺利进行，还有确保清点结束后另一方当事人

安全离开现场，防止双方爆发冲突酿成新的事端。 

五、分的了房产 

有位法官感叹，这一代民事法官，天天在和上

涨的房价作斗争。房产作为中国家庭的主要财产，

关系着当事人的切身利益，牵动着两个家庭的内心，

更是夫妻日常生活和离婚分割财产时的焦点，热点，

重点和和和难点。分割房产时，购房时的出资比例，

购房资金的来源，婚后的还贷情况，房屋现值，仍

需偿还的本金及利息，共同还贷的增值部分，这些

都需要法官查的清，算的准，分的对。只有这时候

我才觉得，作为一名家事法官，当年当过两年会计

绝对是磨刀不误砍柴时。 

六、接的住信访 

好多老法官都说，原来的当事人还是敬畏法院

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不把法院当回事了。曾

有当事人中午时间没有预约就来法院要求见法官，

值班法警没让他进，不仅因为是休息时间，而且经

联系法官不在法院。当事人很生气，质问法官为什

么不在，法警说现在是休息时间，结果对方很不满，

说人民都没休息，你们公仆还休息？最后好说歹说

才把这位“人民”劝走，这还是好的，还在审判阶

段就以种种奇葩理由四处上访有之，离婚案件中当

事人把孩子丢在法院扬言让法院抚养有之，拿到判

决对结果不满意而大吵大闹撒泼耍赖有之。尽管法

院有信访部门，但很多时候遇到当事人来访，法院

都本着谁的孩子誰抱的原则，让承办法官去接待，

当事人哭闹的要安抚，当事人吵闹的要处理，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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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单位转来的信访件还要书面回复。看电影《我

不是潘金莲》，真是看的於我心有戚戚焉。处理信

访大概是家事法官最委屈最无奈最感受不到法官

尊容感的事情。 

七、防得了抑郁 

好多人问我，天天审理家事案件会不会对心理

造成影响，我回答，肯定会的。据我观察，审理家

事案件时间长了，没结婚的就说还结什么婚啊，都

得离，已经结婚的就说还离什么婚啊，和谁过都那

样。看着收回的结婚证，照片上无一不是喜悦甜蜜，

很是感叹怎么就到现在这样仇人的地步了。经常去

婚姻登记处调证，看到进出的人喜气洋洋，工作人

员的桌子上摆着新人们赠送的喜糖，时间长了工作

人员还会抓几块送给我们，再联想到自己天天面对

的当事人，不是哭哭啼啼就是怒目相向，真有恍若

隔世的感觉，有个同事就感叹，咱们真应该定期到

婚姻登记处工作一段时间，不然时间长了肯定会抑

郁啊。 

八、保得住性命 

近年来，伤害法官的事件，特别是造成法官死

伤的恶性事件时有耳闻。其中相当一部分受害法官

是家事法官，2005年被砍伤的徐娜法官、2016年

遇害的马彩云法官、2017 年遇害的傅明生法官均

是家事法官。当事人伤害家事法官，往往因为当事

人对裁判结果不满，而在案件审结后对法官进行报

复。因此，对于民事法官的伤害，往往更难预测，

也就更难防范。早年对民事法官的伤害事件主要发

生在法院。近年来随着法院安保工作的加强，大量

危险品在安检环节即被查扣，在法院伤害法官的难

度不断加大。不法分子更多的采取跟踪的方式恐吓

法官及其家人，并发展到至法官家中实施暴力。另

一方面，家事法官往往以女性法官居多，而从暴力

犯罪特点来看，女性更容易成为不法分子使用暴力

的对象。当然，伤害法官案件属于极端案件。日常

工作中，法官遭到当事人辱骂、跟踪、威胁乃至肢

体碰撞的情形较为普遍，几乎每个一线法官都能给

你讲一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类似事例。而且和涉警、

涉医的舆情事件类似，部分社会舆论对于法官群体

同样充满了仇视。每次出现伤害法官的新闻，除了

歇斯底里的叫好之声，更充斥着对遇害法官判案不

公的有罪推定，让人尤为寒心。 

九、捱得住枯燥 

同事有句名言，办案子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

案子别太多了。偶尔和别人聊几件自己审理过的比

较八卦狗血的案件，还会惹得羡慕之声，你这工作

多好啊，天天都和看韩剧似的。其实不然啊，家事

法官主要审理离婚案件，一打开电脑清一色的案由

让你看着电脑有得眼盲症的感觉。都说幸福的家庭

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个个不同。其实离婚案子审

多了，就会发现来离婚的夫妻很多情况都相似，比

如现在来离婚的，很大一部分都是 85后，2010年

前后结婚，有了孩子后，压力大了，负担重了，老

人参与到生活中了，双方原本没矛盾的就有矛盾了，

有矛盾的更激化了，这一代人又不像上一代人能互

相体谅容忍，有了矛盾处理不好越来越激化，最后

协商不成就打到法院来离婚。有时候一天开四个庭，

几乎案情都是一样，审判又是程序性很强的工作，

同样的流程不断的重复，一天下来真有筋疲力尽之

感，第二天回想昨天的案子都想不起当事人的名字

和模样。 

十、守得住初心 

所有的工作都是良心活，审判工作也不例外，

家事审判错综复杂、和普通人密切相关更是如此。

对于家事法官而言，有些案子可判（离）可不判（离），

有些证据可调可不调，有些话可说可不说，但是对

当事人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选择在法院工作的人，

都是多少有点理想和情怀的，无论工作了多久，别

辜负当初的理想和激情，多年以后再遇到当事人和

他们的孩子，无论对你感激涕零还是破口大骂，希

望你都能平静的告诉自己，我曾认真的对待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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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执行】离婚后未办复婚登记仅补办结婚证  

男方欠债可否执行女方房产？ 

2018-09-14 上海二中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yXxv1jzTGLq2ViZdJ-6kiQ 

近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上海二中院）审结一起执行异议之诉。这起案件

中，一对夫妻离婚后补办了结婚证，后男方欠下

债务并进入了法院执行阶段，现申请执行人要求

执行女方一套房产，由此引发执行异议之诉。

他们到底算离婚还是复婚了？申请执行人主张

该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可以在本案中认定

吗？法院可以直接执行女方名下的房产吗？ 

 

王某诉尹某、殷某、张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一案，

经一审法院调解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尹某应于

2015年12月15日前归还王某借款本金810万元。

调解书生效后，因尹某未履行付款义务，王某向法

院申请执行。执行中，法院查封了涉案房产。 

 

2017年 2月 20日，殷某、尹某某向一审法院

提出执行异议，殷某称其与尹某于 1996年 6月经

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后双方各自生活，无经济纠葛；

涉案房产系殷某出资购买，产权登记在殷某、尹某

某名下，尹某对涉案房产不享有份额；前述债务系

尹某个人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法院对涉案房产

的查封损害了其合法权益，请求法院立即解除对涉

案房产查封。一审法院于 2017年 2 月 27日作出执

行裁定，中止对涉案房产的执行。 

王某不服，提出申请执行人异议之诉，请求撤

销执行裁定，准予执行涉案房产。王某提出，殷某

与尹某于 2005年 12月 13日补领了结婚证。而且，

双方在 1996年离婚后长期共同生活并以夫妻对外

相称，并于 2002年共同生育一女尹某某。殷某和

尹某在公安机关办理户籍登记、进行房屋买卖、借

贷钱款以及办理公证等事宜时均确认了双方的夫

妻关系，应认定殷某与尹某补办结婚证视同复婚登

记。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为共同债务，

殷某对尹某所欠王某的债务依法负有共同偿还责

任，故一审法院查封并执行涉案房产并无不当。 

 

殷某、尹某某辩称，婚姻关系的确认应以民政

部门的登记为准。殷某和尹某离婚后，因女儿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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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读书需要，双方补领结婚证。双方以夫妻关系

出现均是为了减少对孩子造成不利影响，不能据此

认定双方已经复婚。此外，涉案房产系殷某于 2008

年购买，尹某并未出资。王某和尹某之间的债务形

成于 2010年 6月 28日至 2011年 10月 3日，殷某

对该借款毫不知情，也未获利。故不同意王某的诉

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殷某与尹某于 1996年经法院

调解离婚，虽然双方在离婚后又曾共同生育一女且

申请补办结婚证，但未办理登记复婚手续，不能由

此否定双方已经离婚的法律事实，在法律上亦不能

认定为夫妻。涉案房产产权于 2011 年登记至殷某、

尹某某名下，故不属于尹某、殷某婚姻存续期间的

共同财产。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离婚后一方取得的

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法院判决驳回王某的诉

讼请求，王某不服，遂上诉。 

上海二中院认为，殷某与尹某于 1996年 6月

调解离婚后，双方在公安机关迁移户口办理户籍登

记时均登记对方为配偶，日常生活中亦确认双方系

夫妻关系。双方于2002年10月共同生育一女。2005

年 12月，以双方至今仍维持婚姻关系但结婚证遗

失为由申请补发结婚证，证明双方均同意恢复婚姻

关系。 

本案中，王某提出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以殷某与尹某恢复婚姻关系，王某和尹某之间的债

务系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请求准予执行殷某名下的

涉案房产。鉴于民事调解书仅确认尹某向王某归还

借款，现王某主张其和尹某之间的债务系夫妻共同

债务还需通过另案诉讼解决。在没有取得执行依据

之前，裁定执行殷某名下涉案房产，缺乏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对双方的婚姻关系认定不当，但裁

判结果正确，故对王某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最

终，上海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网宣科 

夫妻离婚时约定将房产赠与子女 离婚后一方是否可以撤销赠与？ 

2018-09-14 江苏高院   黄福玲 

https://mp.weixin.qq.com/s/g2NklA1Tbn_6hsIV_v-sTQ 

 

父亲离婚时承诺将自己名下一套房屋赠与女

儿，离婚后意图反悔，被女儿告上法庭。案件审理

期间，父亲诉请撤销赠与遭法院驳回。近日，昆山

法院审结了该起所有权确认纠纷案。 

经查，珍珍是朱宇的女儿，今年刚满 7周岁。

去年 9月份，朱宇和珍珍的母亲沈薇因感情破裂在

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并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女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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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珍珍由沈薇抚养，朱宇每月按时支付抚养费，同

时还约定，朱宇将自己名下所有的一套房屋赠与女

儿所有，并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但之后，朱宇

迟迟未履行过户义务，直至今年春天，珍珍因入小

学读书，需要办理户口迁入手续，沈薇多次联系朱

宇，希望他能遵守约定将房屋过户至女儿名下，却

屡屡被朱宇以各种借口推诿。无奈之下，为保护女

儿合法权益，沈薇一纸诉状递交法院，以女儿名义

起诉要求朱宇履行过户义务。庭审过程中，朱宇称

自己离婚时将房屋赠与女儿，本是想要弥补因离婚

而给女儿造成的伤害，但离婚后，朱宇听说前妻沈

薇找到了新对象，所以有了反悔之意，决定在房屋

过户前撤销此赠与。同时，在此案审理期间，朱宇

向法院提起了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要求撤销自己

与沈薇在离婚协议中关于涉案房屋赠与女儿的内

容。 

法院在查明事实后认为，朱宇与沈薇在签订离

婚协议书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可撤销情形，该离

婚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离婚协议中关于

涉案房屋赠与女儿珍珍的约定，属于道德义务性质

的赠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为不可撤销的赠与。

据此，法院最终驳回了朱宇要求撤销赠与的请求，

并判令其在限定时间内配合珍珍办理涉案房屋的

过户手续。 

法官说法： 

我国《合同法》第 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

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单方面撤销赠与。赠与合

同撤销权是法律赋予赠与人行使的一种权利，其目

的是赋予赠与人在做出赠与意思表示后法定要件

实现前的悔约权，以防止赠与人因一时情绪冲动，

思虑欠周，贸然同意将不动产等价值贵重物品无偿

给与他人。但同时，《合同法》第 186条第 2款对

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范围进行了限制，即具有救灾、

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

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 

如本案之情形，父母在离婚协议中达成将房产

赠与未成年子女的内容，与解除婚姻关系密不可分，

且亦有在物质上给予子女一定补偿，保障子女良好

居住环境的意图，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属

于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应认定为不可撤销的赠与

合同。因此，离婚协议中的赠与行为与单纯的赠与

行为性质并不相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赠与，即

使财产权利尚未转移，也不能任意撤销。 

来源：昆山市人民法院 

观点 | 家庭成员之间是否必然享有居住权 

2018-09-14 江苏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9EgXLcKN8xHaiavRByRmUA 

案情 

张某英系南通某村某幢房产的独立产权人。张

某英育有一子张某，张某娶妻施某，张某夫妇在南

通没有房产，两人的大女儿由张某英自愿抚养，二

女儿刚刚出生，张某夫妇多年来一直居住在张某英

家，但张某不仅不对张某英尽赡养义务、一直“啃

老”，张某夫妇还多次与张某英发生冲突、张某英

生病住院其从未探望、照顾，更甚者，还私自更换

门锁，导致张某英身为房产所有人，却不能进屋，

张某的行为导致了巨大的家庭矛盾的发生。 

为此，张某英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夫妇立即搬

出其房屋，张某辩称，案涉房屋是其从小一直居住

使用到现在的，其在南通没有房产，其与施某的第

二个孩子刚刚出生，尚年幼，不同意从案涉房屋中

搬走。法院查明，张某夫妇名下有一辆奔驰汽车，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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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某在老家宜兴有房产。 

评析 

一种观点认为，张某夫妇基于家庭成员关系取

得对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其使用具有合法性。本案

中，张某英、张某为母子关系，共同生活多年，即

使产生矛盾，双方也应念及母子亲情与往日共同生

活的感情，互相理解，通过沟通解决问题。 

另一种观点认为，张某英与张某虽为母子关系，

但张某是成年子女，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劳动能

力，张某英对其没有抚养义务，其没有义务为张某

夫妇提供住所。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家庭成员长期居住并不能当然产生居住权。我

国没有法定居住权的法律概念，家庭成员之间并非

必然享有居住权益。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享

有物权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审查非所有权人是

否有权占有使用其他家庭成员的房屋，应当考虑非

所有权人是否无生活来源或无其他地方居住。本案

中，张某为张某英的成年子女，施某系张某妻子，

张某夫妇为完全民事行为人，虽然系张某英的家庭

成员，但父母并没有义务为成年且有劳动能力的子

女提供居住房屋。张某夫妇即使在南通没有自有房

屋，其也可租房或买房居住，两人因家庭成员身份

并当然取得占有使用张某英房屋的权利，两人在涉

案房产中长期居住，并不能当然产生居住权，故其

要求在张某英享有所有权的房屋中居住没有法律

依据。 

除三种特别情形，父母对成年子女无抚育义务。

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父

母对子女的抚养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 18周岁为

止，子女已满 16周岁未满 18周岁，以其劳动收入

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的一般生活水平，

父母可停止给付抚育费，但下列三种情形父母仍有

义务负担必要的抚育费：（1）丧失劳动能力或虽未

全丧失的，但其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2）尚在

校就读的；（3）确无独立生活能力和条件的。也就

是说，除去上述三种情形以外，父母对成年子女就

没有抚养义务了。本案中，张某无证据证明其没有

生活来源，且名下还有奔驰汽车，故房屋所有权人

张某英有权要求张某夫妇从该住房中搬离。 

张某的行为有违公序良俗。我国《民法总则》

明文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张某系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和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其应当自立、照顾

家庭、抚养自己的未成年子女并承担对张某英的赡

养义务，其要求一直住在年迈母亲的房屋中，还私

自更换门锁，导致张某英身为房产所有人，却不能

进屋，明显有违公序良俗。当然，考虑到张某在南

通没有自有房屋、子女年幼，应当给予其充分的搬

迁时间。 

来源：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胁迫结婚“双轨撤销制”应当修改 

2018-09-12 中国妇女报 

http://paper.cnwomen.com.cn/content/2018-09/12/052786.html?from=timeline 

“双轨撤销制”存在严重弊端，不仅在实践中

容易造成当事人选择路径错误，加重诉讼负担，而

且在理论上也缺乏科学性，应统一由人民法院通过

民事诉讼解决 

■ 王礼仁 

婚姻法第 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

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

该婚姻。”根据该条规定，胁迫结婚属于“双轨撤



290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销制”，即婚姻登记机关与人民法院均可撤销胁迫

结婚。 

笔者认为，这种“双轨撤销制”存在严重弊端，

不仅在实践中容易造成当事人选择路径错误，加重

诉讼负担，而且在理论上也缺乏科学性。 

目前正值制定民法典之际，建议在将来的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中对该规定予以修改，删除婚姻登记

机关撤销胁迫结婚的内容，改由法院统一撤销胁迫

结婚。 

民政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名存实亡 

尽管婚姻法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撤销胁

迫结婚，但由于民政机关受其职能限制，无法对胁

迫结婚的事实和效力作出判断。 

为了便于婚姻登记机关正确判断，婚姻登记条

例规定当事人向民政机关申请撤销胁迫结婚时，应

当出具“能够证明被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北京、

江苏等省市民政机关规定的条件则更为苛刻，即当

事人需要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解救证明、人民法

院作出的有受胁迫结婚内容的判决书或者其他能

够证明受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且“不涉及子女

抚养、财产及债务问题的”，民政机关才能受理。 

据基层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介绍，民政机关撤销

胁迫结婚实际上名存实亡，基本上没有受理这类案

件。因而，保留民政机关主管此类案件没有多大实

际意义，废除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的规定，

改由法院统一主管完全可行。 

“双轨撤销制”的双入口弊端 

实行胁迫结婚“双轨撤销制”，当事人在向哪

个机关申请撤销胁迫结婚时，必然面临“双入口”

路径选择。一旦当事人选择到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

迫结婚，则可能走不通，误进入口陷阱，最后被迫

折返，重新到法院申请撤销，这在客观上无疑给当

事人造成诉累。 

因为如前所述，民政部门受理撤销胁迫结婚案

件，需要公安机关出具的解救证明、人民法院作出

的有受胁迫结婚内容的判决书或者其他能够证明

受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而且不涉及子女抚养、财

产及债务问题。可以说，当事人一般不了解这些受

理条件，而且同时满足上述受理条件的胁迫结婚案

件很少，当事人到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大多

不会受理，造成当事人走冤枉路。这显然是“双入

口”给当事人造成误判的结果。 

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存在程序弊端 

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容易导致程序复

杂化。 

因为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可能引起行

政诉讼，不仅增加诉讼环节，而且将婚姻登记机关

卷入行政诉讼之中。撤销胁迫结婚不可能是夫妻双

方协议一致后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撤销，一般都是

一方申请撤销。对于一方申请撤销的胁迫结婚，另

一方大多不服并提起行政诉讼，民政机关必然成为

被告，从而形成了三方诉讼当事人。这与单一的民

事程序撤销胁迫结婚相比，这种行政诉讼无疑变相

增加了一个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的“前置程

序”。而这种“前置程序”是多余和无效的，是一

种程序浪费。 

由民政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引起的行政诉讼，实

际上是将民事婚姻效力案件引入行政诉讼机制解

决，导致诉讼程序功能混淆。 

行政诉讼不适用撤销胁迫结婚以及其他涉及

登记婚姻效力纠纷，包括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证

据规则、判断标准等都不适用登记婚姻效力纠纷。

仅以民政机关作为诉讼被告而言，即有诸多弊端。

在行政诉讼中必须将婚姻登记机关作为被告，婚姻

当事人一方作为第三人。但由于婚姻登记机关不是

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婚姻是否撤销与婚姻登记机关

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婚姻登

记机关在举证等诉讼活动中的不作为或不当作为，

或者选边站（即站在一方当事人立场上），往往会

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质权利。实践中经常发

生因民政机关不举证等消极行为，导致一些有效婚

姻被撤销的现象时有发生。 

而且，包括胁迫结婚在内的大量婚姻登记效力

纠纷，婚姻登记机关并不存在错误，但由婚姻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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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撤销婚姻或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登记婚姻效力，

则会使大量婚姻登记机关充当“无过错被告”。更

为扭曲的是，婚姻登记机关充当被告，只是为了搭

建行政诉讼平台（因为行政诉讼必须要有行政被告）

解决民事婚姻效力，不仅浪费行政资源，而且与其

诉讼的法律关系性质严重失调。 

民政机关缺乏对婚姻效力判断的职能。 

民政机关办理婚姻登记的主要职责是审查申

请材料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具有判断婚姻

关系实质上有无效力的相应职能和能力，更没有对

争议的调查、调处、裁决权。当事人对婚姻是否撤

销有争议时，民政机关无论是撤销还是不撤销，都

需要对婚姻事实进行调查，对婚姻效力进行实质判

断，而民政机关没有这个职能和权力。民政机关处

理此类纠纷，实际上是行使审判职权，超越了其职

能范围。 

胁迫结婚、法定无效婚姻以及其他涉及登记婚

姻效力的纠纷，其基本性质属于民事案件，废除婚

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的规定，统一由人民法院

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简明高

效，方便易行。既可避免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与

法院之间来回“推磨”，又能使案件性质与诉讼程

序相吻合，有利于理顺诉讼法律关系，保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提高案件办理效率和质量。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理事）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修改建议 

2018-09-12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629353af0102y8cu.html?from=timeline 

作者建议修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相关内

容的系列文章目录： 

1.婚姻法规定的胁迫结婚“双轨撤销制”应当修改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修改建议之一 

2.为行政诉讼“断奶”，为司法统一 “堵岔”：彻

底废除民政机关撤销婚姻登记旧制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修改建议之二 

3.民事归民事，行政归行政：登记婚姻效力诉讼路

径之回归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修改建议之三 

4.从登记婚姻效力诉讼“八大怪”看完善无效婚姻

实质要件与诉讼程序之必要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修改建议之四 

5.构建疏而不漏内外衡平的夫妻债务制度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修改建议之五 

6.家事代理制度的现实需求与立法构造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修改建议之六 

7.坚持夫妻感情破裂标准前提下的例示情形之完

善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修改建议之七 

8.夫妻约定财产制类型化与约定效力之完善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修改建议之八 

婚姻法关于胁迫结婚的“双轨撤销制”应当修改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修改建议之一 

王礼仁 

本文原载《中国妇女报》http://paper.cnwo

men.com.cn/content/2018-09/12/052786.html 

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cssn.cn/fx/fx_hyf

x/201809/t20180910_4557300.shtml 

北大法律信息网 http://article.chinalawi

nfo.com/ArticleFullText.aspx?ArticleId=1048

68  

本次发表时,对个别文字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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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婚姻法关于胁迫结婚由婚姻登记机关

与法院共同撤销的“双轨撤销制”存在诸多弊端。

一是婚姻登记机关缺乏判断婚姻效力的职能。二是

“双入口”容易导致当事人选择撤销路径错误，造

成诉累。三是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容易引起

行政诉讼，增加诉讼环节和行政机关作为民事被告，

加重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行政资源。四是婚姻登记

机关撤销胁迫结婚致使“双重职能”混淆，即行政

权与司法权、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职能混淆。据此，

应当废除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规定，统一由

人民法院通过民事程序撤销。 

〖关键词〗婚姻法；胁迫结婚；双轨撤销制；

修改 

婚姻法第 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

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

该婚姻。”根据该条规定，胁迫结婚属于“双轨撤

销制”，即婚姻登记机关与人民法院均可撤销胁迫

结婚。实践证明，这种“双轨撤销制”存在严重弊

端，不仅在实践中容易造成当事人选择路径错误，

加重诉讼负担，而且在理论上也缺乏科学性。 

但目前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

案）（征求意见稿），仍然保留婚姻法胁迫结婚“双

轨撤销制”。为此，建议在将来的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中对该规定予以修改，删除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

迫结婚的内容，改由法院统一撤销胁迫结婚。 

一、现行婚姻法规定的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

结婚形同虚设 

尽管婚姻法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撤销胁

迫结婚，但由于民政机关受其职能限制，无法对胁

迫结婚的事实和效力作出判断。为了便于婚姻登记

机关正确判断，《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当事人向民

政机关申请撤销胁迫结婚时，应当出具“能够证明

被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北京、江苏等省市民政

机关规定的条件则更为苛刻，即当事人需要提供

“公安机关出具的解救证明、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受

胁迫结婚内容的判决书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受胁迫

结婚的证明材料”，“且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及债

务问题的”，民政机关才能受理。据一些基层民政

部门的同志介绍，民政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实际上名

存实亡，基本上没有受理这类案件。因而，保留民

政机关主管此类案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废除婚姻

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的规定，改由法院统一主管

完全可行。 

二、胁迫结婚“双轨撤销制”存在诸多弊端 

婚姻登记机关和法院共同撤销婚姻胁迫结婚

的“双规撤销制”具有诸多弊端。 

（一）“双轨撤销制”中的“双入口”弊端 

实行胁迫结婚“双轨撤销制”，当事人在向哪

个机关申请撤销胁迫结婚时，必然面临“双入口”

路径选择。一旦当事人选择到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

迫结婚，则可能走不通，误进入口陷阱，最后被迫

折返，重新到法院申请撤销，这在客观上无疑给当

事人造成诉累。因为如前所述，民政受理撤销胁迫

结婚案件，需要公安机关出具的解救证明、人民法

院作出的有受胁迫结婚内容的判决书或者其他能

够证明受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而且不涉及子女抚

养、财产及债务问题。可以说，当事人（尤其是农

民）一般不了解这些受理条件，而且同时满足上述

受理条件的胁迫结婚案件很少，当事人到婚姻登记

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大多不会受理，只能走一趟冤枉

路。这显然是“双入口”给当事人造成的误判所致。 

（二）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程序存在弊

端 

1.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容易导致程序

复杂化。因为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可能引起

行政诉讼，不仅增加诉讼环节，而且将婚姻登记机

关卷入行政诉讼之中。撤销胁迫结婚不可能是夫妻

双方协议一致后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撤销，一般都

是一方申请撤销。对于一方申请撤销的胁迫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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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大多不服并提起行政诉讼。这与适用民事程

序撤销胁迫结婚相比，这种行政诉讼无疑变相增加

了一个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的“前置程序”。

而这种“前置程序”是多余和无效的，是一种程序

浪费。同时，由民政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引起的行政

诉讼，民政机关必然成为被告，从而形成了三方诉

讼当事人。这与民事程序撤销胁迫结婚只有婚姻当

事人双方相比，增加诉讼当事人则增加诉讼成本，

浪费更多社会资源。 

2.由民政撤销胁迫结婚引起的行政诉讼，实际

上是将民事婚姻效力案件引入行政诉讼机制解决，

导致诉讼程序功能混淆。行政诉讼不适用撤销胁迫

结婚以及其他涉及登记婚姻效力纠纷，包括行政诉

讼的审查对象、证据规则、判断标准等都不适用登

记婚姻效力纠纷。有关这个问题我有专文论述，此

不赘述。这里仅以民政机关作为诉讼被告而言，即

有诸多弊端。在行政诉讼中必须将婚姻登记机关作

为被告，婚姻当事人一方作为第三人。但由于婚姻

登记机关不是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婚姻是否撤销与

婚姻登记机关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而，在行政

诉讼中婚姻登记机关在举证等诉讼活动中的不作

为或不当作为，或者选边站（即站在一方当事人立

场上），往往会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质权利。

实践中经常发生因民政机关不举证等消极诉讼行

为，导致一些有效婚姻被撤销的现象时有发生。而

且，包括胁迫结婚在内的大量婚姻登记效力纠纷，

婚姻登记机关并不存在错误，但由婚姻登记机关撤

销婚姻或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登记婚姻效力，则会使

婚姻登记机关充当“无过错被告”。更为扭曲的是，

婚姻登记机关充当被告，只是为了搭建行政诉讼平

台（因为行政诉讼必须要有行政被告）解决民事婚

姻效力，不仅浪费行政资源，而且与其诉讼的法律

关系性质严重失调。 

3.民政机关缺乏对婚姻效力判断的职能，民政

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容易造成双重职能混淆。民政机

关办理婚姻登记的主要职责是审查申请材料形式

上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具有判断婚姻关系实质上

有无效力的相应职能和能力，更没有对争议的调查、

调处、裁决权。当事人对婚姻是否撤销发生争议时，

民政机关无论是撤销还是不撤销，都需要对婚姻事

实进行调查，对婚姻效力进行实质判断，而民政机

关没有这个职能和权力。民政机关处理此类纠纷，

实际上是行使审判职权，超越了其职能范围，导致

行政权与司法权职能混淆。同时，婚姻登记机关撤

销胁迫结婚引起行政诉讼，则又导致行政诉讼与民

事诉讼职能混淆。 

三、废除胁迫结婚“双轨撤销制”具有必要性

和可能性 

废除胁迫结婚“双轨撤销制”的必要性和可能

性，我在有关文章中有很多论述，现将其要点归纳

如下： 

1.人民法院可以撤销胁迫结婚，婚姻登记机关

撤销胁迫结婚的规定没有存在的价值。 

2.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容易加重当事

人负担，浪费司法行政资源。 

3.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缺乏科学。其一，

与婚姻登记机关职能不符；其二，婚姻登记机关撤

销胁迫结婚所引起的行政诉讼混淆了民事诉讼与

行政诉讼的法律关系；其三，行政诉讼导致诉讼当

事人诉讼地位错位，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

利。 

4.民事程序撤销胁迫结婚具有科学性。胁迫结

婚、法定无效婚姻以及其它涉及登记婚姻效力的纠

纷，均是对民事婚姻关系的判断，其基本性质属于

民事案件。废除婚姻登记机关撤销胁迫结婚的规定，

统一由人民法院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不仅具有科学

性，而且一个口进，一个口出，一次解决，简明高

效，方便易行,可以将婚姻和子女财产等问题在同

一程序中“一网打尽”。这样，既可避免当事人在

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之间来回“推磨”，又能使案

件性质与诉讼程序相吻合，有利于理顺诉讼法律关

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案件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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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拒绝“被负债”：漫谈夫妻离婚债务的认定及处理 

原创：2018-09-16 审判研究   吴明昊 陈启刚 

https://mp.weixin.qq.com/s/j8uGwpcJyGkUzrZ0tQXOqQ 

夫妻双方感情破裂了，选择离婚未尝不是一种

解脱。但是情债易断，钱债难清，尤其是在涉及到

财产分割、债务清偿的时候，总会生出诸多事端。

相对弱势方往往会想着尽早一拍两散，互不亏欠，

没成想却会因为“被负债”，导致纠葛数年难有结

果。 

新浪微博上曾经有一篇文章，标题叫《结婚有

风险，领证需谨慎》，这篇文章的阅读量在短时间

内达到了六百余万。据该文所述，自称婚前是 211

重点大学优秀毕业生、中级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

审计师、外企财务分析师的王女士，在经历了一段

不到两年的婚姻后，陆续接到法院传票，最终需要

面对高达三百余万元债务的共同偿还责任。而这一

切，都源于其前夫在外大量举债用于偿还前夫父亲

的债务。 

类似于上述这样的情况，大多数都是夫妻一方

在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对外欠下了

巨额债务。“被负债”者有女方也有男方，实际生

活中则是女方较多。与此种状况密切联系的法律因

素，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认定标准当为其中之一。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原有认定标准及存在问题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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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何认定“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

具体诉讼中，又由谁来举证证明呢？ 

在 2004年 4月 1日起实施的《婚姻法》司法

解释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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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规定看，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

如为共同生活所负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即使

不是为共同生活所负，但是债权人主张按共同债务

处理的，夫妻一方需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

定为个人债务，否则，按共同债务处理。  

如此规定，对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当然更为方

便。但在司法实践上，由夫妻一方证明债权人与债

务人将债务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举证的难度显而

易见，倘若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将一方个人举债视为

夫妻共同债务，对于毫不知情的另一方来说，这样

的认定极其不公平。现实中一直有较大的呼声，认

为在有的离婚纠纷中，一方对另一方在外举债的情

况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从中获利，却不得不背上沉

重的债务。 

二、关于权益保护的价值之争 

如前所述，被负债者把矛头指向了第二十四条。

那么，第二十四条真的是条恶法吗？恐怕不能简单

断言！ 

多数情况下，夫妻关系比债务关系更为可靠。

第三方往往在状况之外，没有充分的信息判断对方

借钱的真实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杜

万华曾解释第二十四条出台的背景时说，“出现一

个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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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现象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比较突出，欠发达地区也

有所反映。”所以，针对这一情况经反复讨论，倾

向于保护债权人权利的第二十四条出台，且效果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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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我国城乡居民家庭财产的结构、类

型、数量、形态以及理财模式等发生巨大变化，社

会公众的婚姻家庭观念和家庭投资渠道也日趋多

元化，因投资而产生债务的风险，也在不断放大。

尤其是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高发，现实中出现了夫

妻一方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夫妻另一方权益的

情形。司法实践中出现众多的夫债妻还，妻债夫还

的现象。  

债权人的债权和夫妻一方的财产所有权均属

于法律保护的范畴。如何在保护债权人利益和未举

债夫妻一方利益中做出平衡，做到既避免夫妻双方

串通“坑”债权人，又避免夫妻一方与债权人串通

“坑”另一方的事情发生，有待进一步规范和细化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继续完善夫妻债务司法解

释。在个案处理中，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合理分配

举证证明责任，平衡保护债权人利益和未举债夫妻

一方利益。 

三、最新司法解释及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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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8年 1

月 18日开始实施，解释从司法裁判权行使的角度，

对有关法律规定的理解适用进行了细化完善，进一

步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的司

法认定标准。 

解释第一条，开宗明义，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形

成时的“共债共签”原则，明确了夫妻双方共同签

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以及以其他共同意思

表示形式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

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解释》第三条作出规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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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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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看出，最大的变化在于：对于夫妻一

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原司法解释规定债权人

主张应按共同债务处理的，夫妻一方需要证明，债

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否则按共同债

务处理；新的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夫妻一方，以个

人名义所负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由债权人举

证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生活，否则按个人债

务处理。 

然而，在新规定的执行中仍会面临新的问题。 

比如，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界定标准是什么？

怎么理解家庭日常生活的含义？不同经济层次的

家庭、不同消费习惯的家庭，其日常生活需求必有

不同，而且很可能存在巨大差别。所以，实践中需

要法官自由心证去做出公平合理的判断。比如：借

条写明夫妻一方借款五千元，用于购买洗衣机，这

显然属于日常生活所需，无需再行举证；但实践中

往往借条不够清晰，只写借款若干元，而未能写明

用途，那么，这时款项是否用于日常生活，由债权

人举证还是夫妻举证？该规定并不清晰，必然会造

成司法实践上的千差万别。 

四、“被负债”的判决已经生效，或已进入执

行程序了，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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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之后，今年 2月 7日，最

高法院专门下发了《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

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在审案件以及符合改判条件

的终审案件如何处理作出指引。对正在审理的一审、

二审案件，毫无疑问要适用《解释》的规定进行审

理。 

而对于已经生效的或者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

判决，“被负债”方权利如何救济？具体而言，大

致包括如下情形： 

一是，如果案件已经生效，尚未超过六个月，

可以申请再审。 

二是，超过六个月的再审期限，可以尝试通过

法院申诉启动再审。申诉，是指当事人及其法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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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认

为确有错误，向原审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提出

的重新处理的一种诉讼请求。申诉没有六个月的期

限限制，对于已经超过六个月再审期限的案件，可

以考虑将逾期的再审申请提交法院申诉。通过申诉，

由法院内部来审查案件是否足以启动审判监督程

序，如果达到再审条件的，进而转入由法院内部启

动再审程序。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

事人既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诉，也可以向上级人

民法院申诉。 

三是，对于符合改判条件的终审案件，如果已

经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执行部门可以通过当事人达

成执行和解的方式，对利益严重受损的配偶一方权

益予以保护。显然，如果能够在执行程序中将夫妻

债务纠纷予以妥善化解，不仅能免去当事人的诉讼

之累，而且能够极大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能有

效避免进入后续的执行回转程序。 

核校：简牍 

离婚协议有效，协议约定的房屋所有权是否当然转移？ 

2018-09-22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雨小宣 

https://mp.weixin.qq.com/s/1i2OLE3JzzAORU_lVJyH3w 

刘女士与张先生签订离婚协议时，曾约定将一

套共有房屋赠与婚生女儿张小某，却不曾想，顺利

完成离婚手续后，在办理房屋过户时，遇到了难

题... 

案情回顾 

刘女士与张先生于 2016年 11月 21日在民政

部门办理协议离婚手续，离婚协议约定：婚生女张

小某年纪尚幼，由母亲刘某抚养，且夫妻双方达成

合意，将双方共同所有的一套住房赠与张小某所有。 

谁知，该涉案房屋在办理过户时，却遇到了问

题。原来，张某因在外债台高筑，已将该房屋用作

抵押贷款，而后因仍无力偿债，导致该房屋已被查

封，面临将被法院执行的局面，无法办理过户。 

刘女士弄清缘由后，为维护女儿张小某的权益，

气愤无奈之下，只得将张先生告上法庭，请求法院

依法判决。  

刘女士诉请： 

1. 请求判令确认原被告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合法有效； 

2. 请求判令确认涉案房屋归女儿张小某所有； 

3. 请求判令被告配合原告在房屋解押后将涉

案房屋过户至张小某名下。 

张先生： 

庭审中张先生也表示愿意将房屋赠与女儿所

有，但因自己暂时无力偿债，客观上无法完成过户

手续。 

法院经审理查明 

刘女士与张先生于 2016年 11月 21日办理离

婚登记，并签订离婚协议，协议针对财产分割及债

权债务处理问题约定：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有

的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新湖大道的某房屋，归女儿

张小某所有。然而，张先生身负多项债务及银行贷

款无法偿还，已将涉案房屋进行抵押。因张先生无

法清偿债务，被多个债权人诉至法院，该涉案房屋

也已被法院查封，并进入拍卖程序。 

既然夫妻双方对于离婚协议中关于涉案房屋

的约定均无异议，那么该离婚协议关于将房屋赠与

女儿张小某的条款是否有效呢？张小某又是否能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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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依协议取得房屋所有权并顺利过户呢？ 

围绕以上争议焦点 

法院经审理认为 

1、关于离婚协议中将房屋赠与女儿的条款是

否有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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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

约束力。原告刘女士与被告张先生在办理离婚登记

手续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

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

认为合法有效。 

2、关于张小某是否能够依协议取得房屋所有

权问题？ 

本案中诉争的房屋属于原被告共同所有，虽二

人离婚时一致同意将案涉房屋赠与女儿张小某所

有，但该协议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房屋作为不

动产，根据物权法规定，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才能

完成房屋所有权转移。案涉房屋产权在没有变更登

记的情况下，自始至终属于原被告共同所有。而本

案中，因案涉房屋上存有抵押权，在未解押前，物

权变更登记的条件尚不具备，因此原告要求确认案

涉房屋归张小某所有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3、关于涉案房屋是否能够顺利过户问题？ 

原告要求被告配合原告在房屋解押后，将房屋

产权过户至女儿张小某名下。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九

十一条规定：抵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

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

灭抵押权的除外。因上述房屋存有抵押权，双方也

未能提交取得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意思表

示的相关证据，且被告无法独自偿还相关债务及银

行贷款，并有多起诉讼在法院执行过程中，原告要

求被告配合解押涉案房屋的条件目前不具备，物权

变更的条件尚未成就。故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办理上

述房屋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判决 

1. 确认原告与被告于 2016年 11月 21日签订

的离婚协议书合法有效； 

2. 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本案中，夫妻双方关于共同财产的处置协议只

是针对双方发生法律效力，子女作为纯受益方是可

以依法享有父母分配的财产，但双方分割不得损害

其他债权人作为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在房产方

面更为突出。因此离婚协议虽然有效，但并不意味

着房屋所有权的转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第九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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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涉案房屋

没有过户前被法院查封，可能存在资不抵债面临拍

卖等程序，那么子女对该房屋的权益因此当然不能

完全实现。在此情况下，要求过户，在客观上基于

查封和债权人合法权益均不能得以支持。 

本案的发生提醒我们，在进行不动产相关交易

时，一定要小心谨慎，查明权属。如有不清楚相关

法律法规的情况，应及时找到专业人士进行咨询，

以确保交易的顺利进行。 

来源：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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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赔偿金是不是遗产？ 

2018-09-25 江苏高院  韩丹 许文燕 

https://mp.weixin.qq.com/s/uCkEfgW7axHWQ4nRKxK8zw 

 

身患残疾的钱小忠遇车祸身亡，大姐钱小妹、

二姐钱小云和三哥钱小华却为了 120 万元的死亡

赔偿金撕破了脸。两姐妹认为既然是亲兄妹关系，

应平均分配各得一份赔偿金；钱小华认为，老四钱

小忠一直以来都是自己照顾，老四多次患病均是钱

小华出钱出力，两姐妹人影都看不见。后老四车祸

去世，丧葬事宜都是自己一手操办，两姐妹并未出

一分钱一分力。现在获得赔偿款，想平分？不可能！

双方为此闹得不可开交。近日，常熟市人民法院就

审结了这起因死亡赔偿金如何分割引发的纠纷案。 

姐弟为钱撕破脸 

钱小忠是常熟市某村人，身患残疾，父母双亡

且未娶妻生子。其大姐钱小妹、二姐钱小云也已出

嫁，钱小忠长年与哥哥钱小华生活在一起。2016

年 1月，钱小忠出车祸不幸身亡，后死亡赔偿金到

位时，姐弟之间为了钱如何分吵了起来。 

大姐钱小妹认为，她作为家中的长女，一直对

弟弟妹妹照顾有加，即使出嫁以后仍帮衬着家中，

亲兄妹关系的情分在，应当平均各分得一份赔偿金。 

三弟钱小华认为，从父亲去世后，身患残疾的

四弟就一直和自己生活在一起，日常的生活起居、

平时弟弟生病住院都是自己一个人在照顾料理，大

姐二姐从未关心往来。钱小忠出了车祸后的丧葬事

宜也是自己四处筹钱一手操办，姐姐们也没有出过

一分钱一分力，现在却要来分这笔死亡赔偿金，情

分上愿意每人适当分一点，但是不同意平均分配。

姐妹俩这才诉至法院讨个说法。 

死亡赔偿金不是遗产 

原告钱小妹、钱小云要求分得 80万元的死亡

赔偿金，并提交了交通事故纠纷一案的判决书、汇

款通知、汇款存根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对于诉求

的 80万元，是根据死亡赔偿金总额 120万“平均

分”计算得出。法院随后就“死亡赔偿金”向原被

告双方进行释明，死亡赔偿金既不属于死者的遗产，

也不能平均分配，法律虽无明确的界定标准，但应

当根据与死者生前共同生活时间长短、生前共同生

活的紧密程度及依赖性等因素适当分割。最终，结

合本案中原告两姐妹与死者钱小忠的兄妹关系，以

及被告钱小华平时一直与钱小忠共同居住生活，并

对其进行照顾等因素，判决钱小妹取得赔偿金的

10%、钱小云取得 15%、被告钱小华取得 75%。现该

案已生效。 

法官说法： 

对于死亡赔偿金的分割，法律并无明确的标准

界定。就其性质而言，死亡赔偿金不是死者的遗产，

是对死者家属的赔偿，即是对受害人近亲属因受害

人死亡导致的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至于死亡赔偿

金的分配主体，应当是与死者生前共同生活的家庭

成员中的近亲属，即配偶、子女、父母，但又不同

于遗产分配中的法定继承，应当根据与死者生前共

同生活时间的长短、生前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及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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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性等因素适当分割，而非均分。 

在本案中，钱小忠父母双亡，且未娶妻生子，

原告钱小妹、钱小云与被告钱小华系姐弟关系，故

原、被告作为钱小忠的兄弟姐妹均有权依法分割死

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钱小忠为残疾人，

父母双亡，也未结婚生子，平时一直与被告钱小华

共同居住生活，并由被告钱小华进行照顾，故钱小

忠因交通事故死亡，影响最大的是与其长期共同生

活的被告钱小华。（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常熟市人民法院 

我爸承包经营的土地，我能继承吗？ 

原创：2018-09-25 人民法院报  罗立军 林子龙 

https://mp.weixin.qq.com/s/6h1AbBJPxekh6ABPnFZ_KQ 

▍原标题：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能否继承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 罗立军 林子龙 

黄某甲自幼过继给黄某乙作为养子，但户籍一

直未迁至黄某乙处，仍为同村另一村民小组村民，

并从该村民小组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黄某乙生前取得位于连城县北团镇溪尾村

0.76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995 年该田地经当地

村委会出租给他人，每亩田租为 1000斤稻谷。1998

年黄某乙去世后，村委会将稻谷支付给黄某乙所在

村民小组。 

2013 年该田地被征收，村委会将补偿款发放

给村民小组。黄某甲以自己系黄某乙的继承人为由

诉至法院，要求村委会、村民小组共同返还田租稻

谷 10640斤、征地补偿款及相应利息。 

一种观点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

因物权法已经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其

属于一种财产权，可以成为继承标的。允许继承

既符合法理，亦有利于稳定承包关系。 

另一种观点认为，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属于农户家庭，不属于某

个家庭成员。当农户家庭的成员全部死亡，该土

地承包经营权即归于消灭，并不能作为该农户家

庭成员的遗产处理。 

 评 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01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

不可继承性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

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通过家庭承包

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是本集体

经济组织的农户，其本质特征是以本集体经济组织

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农

户成员以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前提。也

就是说，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

农户家庭，而不是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 

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具有社会

保障功能，其主要目的在于为承包农户的全体家庭

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而非成员的个人财产。

在承包期内，当承包户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时，承

包地仍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不发生继承

问题；死亡绝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收归村集体组

织管理。虽然物权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也

规定了土地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但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即这个承包农户中

承包经营权人没有死亡。如果承包经营权人死亡，

又尚在承包期内，应由该农户的其他家庭成员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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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经营，如果承包农户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应

当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终止该土地承包合同，收

回该承包土地，另行分配。这也就避免出现符合条

件的人无地可包或者一人承包数份土地的现象，否

则，便会侵犯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赖以生存的生

产资料，对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的合法权益造成

损害。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的

是有区别的继承制度，对林地和通过“招标、拍卖、

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

经营权可以继承。这主要是考虑到林地和“四荒地”

的承包，收益周期较长，投资大，风险大，如不允

许继承，很难使前一承包方在其死亡时获得因履行

合同所获得的收益，不利于调动承包人的积极性。

当然，继承人对林地和“四荒地”承包经营权的继

承要以承包合同在承包期限为前提。 

02 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不属于可继承财产 

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

的个人合法财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标的是

农地，其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人不

享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个人财产，

故不发生继承问题。 

这里必须区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承包经

营收益。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承

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

继承法第四条规定：“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

依照本法规定继承。”可见法律允许的继承范畴是

承包经营所得的收益，而不是承包经营权本身。承

包人在承包期内，所获得的收益是一种财产权利，

构成公民私有财产的组成部分，承包人死亡时其承

包经营所得的收益应当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 

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承包经营权收益本身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性质完全不一样，这就决定了法律

规定前者不存在继承问题而后者则可以继承。 

具体到本案，黄某乙一家在黄某乙生前取得土

地承包经营权，土地被出租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虽

然发生流转，但黄某乙一家仍为该土地的承包方，

并基于对该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获得流转

收益，即田租稻谷。 

黄某乙死亡后，因其户籍中无家庭成员记录，

且原告黄某甲系该村另一村民小组村民，已从另一

村民小组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所以，虽然原

告自幼年起即与黄某乙共同生活，照顾其生活起居，

死后予以安置后事，仍不能取得上述土地的承包经

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系土地承包经营收益的基础，

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然无法享有获取土地

承包所得的收益。黄某乙此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

黄某乙的死亡归于消灭，该土地应由村民小组收回，

收回后的租金和征地补偿款亦应由村民小组另行

分配。黄某甲要求返还征地补偿款及田租的诉请，

没有法律依据，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来源：人民法院报 
 

编辑：冼小堤 李媛 

最高院杨永清|民间借贷系赚取利差的投资经营行为所获利息用于 

家庭生活，该债务如没有配偶签字同意，是否成立夫妻共同债务 

2018-09-26 法盏  杨永清 

https://mp.weixin.qq.com/s/IkBSoAGcMJQ2OvJrhtbY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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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法官】 

审 判 长  杨永清 

审 判 员  丁广宇 

审 判 员  李  涛 

【裁判要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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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年 1月 18

日起施行，原二审判决日期是 2017年 9月 14日，

本案发生和判决时该解释并未施行。故二审法院根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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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作出判决，适用法律正

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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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也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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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一方虽然以个人名义借贷了超出日常开

支所需债务，但该行为属于通过民间借贷赚取利差

的投资经营行为，所获利息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在另一方无证据证明夫妻有其他的收入足以支持

其购买车辆及多处房产，债权人已经证明案涉借款

系债务人赚取利差的投资经营行为，利息用于夫妻

共同生活，故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夫妻

共同偿还。 

【最高法院认为】 

根据再审申请人的再审事由及事实和理由，本

院对案涉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审查。具体

评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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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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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案的借款发生在

崔玉花与马耀中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崔玉花

与马耀中任何一方以个人名义所借的债务，原则上

应当由崔玉花与马耀中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本案中，

崔玉花既没有提供证明杨兴义与马耀中明确约定

案涉借款为马耀中的个人债务的证据，也无证据证

明本案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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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定的情形，故本案债务应当认定为马耀中与崔玉花

的夫妻共同债务。 

再审申请人崔玉花提出的申请再审的法律依

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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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该解释自

2018 年 1 月 18 日起施行。本案二审判决日期是

2017年 9月 14日，本案发生和判决时该解释并未

施行。故二审法院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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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作出

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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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也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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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生效民

事调解书等证据足以证实，马耀中主要从事民间借

贷赚取利息差的生意。本案中，马耀中虽然以个人

名义借贷了超出日常开支所需债务，但该行为属于

赚取利差的投资经营行为，所获利息亦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崔玉花无证据证明其和马耀中有其他的收



302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入足以支持其购买车辆及多处房产。由于杨兴义已

经证明案涉借款系马耀中赚取利差的投资经营行

为，利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该债务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应由马耀中和崔玉花夫妻共同偿还。至于

崔玉花在申请再审时提出其和马耀中名下的车辆

和房产是在案涉借款前购买，但这些财产购买的时

间并不影响其应当承担的本案的还款责任。也就是

说，即使是在案涉借款之前购买的，这些财产也应

当用来偿还案涉借款。只要案涉借款不还，马耀中

和崔玉花名下的任何财产均系案涉借款的责任财

产。故崔玉花的此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崔玉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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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款规定，裁定：驳回崔玉花的再审申请。 

【案件索引】 

再审申请人崔玉花与被申请人杨兴义、一审被

告马耀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18）最高法民申 634号 

 

编辑：林文婷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案例 

中国家事审判改革探析 

原创：2018-09-26 中国应用法学杂志   叶向阳 陈逸群 

https://mp.weixin.qq.com/s/30bP7R9Qz_i4ZViCbe5aoQ 

载《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 5期 

【摘要】 自最高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改革试点

以来，各地法院在非讼化、人性化、专业化、联动

化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改革创新，取得了良好的

成效。但是，在新形势下，基于种种原因，家事审

判改革仍然面临着困境与挑战。在实践中，家事审

判改革应从事后救济走向源头预防，借力社会力量

参与诉讼，进一步转变家事审判理念和审理方式，

强化联动治理，发挥整体合力。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的道

德文明秩序历来强调“家”的重要性。所谓“天下

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以及

“家和万事兴”的名言警句，无不诠释着家庭作为

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和细胞，对个人生存、民族发

展、国家治理均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但随着我国

社会的变迁、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西观念的融合冲

突、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显现，家

事案件数量不断增长，类型日益多样，处理难度不

断增大。家事审判的旧有模式已日益暴露出化解纠

纷不彻底、保护权益不周全、弥合关系不到位等弊

端。2016年 4月 21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

在部分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

点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选定约 100家法院开

展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

由此，家事审判改革[1]究竟为何而改，进展如何，

又将怎样发展值得思考。本文依据家事审判改革背

景，分析改革现状及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一种可能

的发展径路。 

一、中国家事审判改革的背景分析 

家庭作为个人生活的依归与社会秩序的稳定

因素，一旦其内部出现问题，不仅会影响个人及家

庭成员的生活轨迹，还会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及

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有效维持、恢复、重建家庭

关系，促进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以及如何妥善

处理确已破裂的婚姻关系，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

益，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当前我国家事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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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改革的主要目标。具体而言，中国家事审判改革

的开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稳定的题中之义 

婚姻不是私事，而是社会行为。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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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前

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2]

因此，国家需要对婚姻进行引导和干预。比如结婚

必须登记，没有履行过婚姻登记手续的婚姻是得不

到法律的正式承认的；又比如结婚后当事人必须履

行婚姻家庭义务和责任，否则会受到法律的干预甚

至惩罚等。在社会大众的观念里，家庭应当成为家

庭成员和衷共济、协力共建的坚固堡垒，而非朝合

夕散、各顾自我的临时搭伙。 

但近年来，我国家庭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家

庭的稳固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民政部统

计数据显示，离婚率自2003年以来连续14年递增，

2014年、2015年、2016年分别有 363.7万对、384.1

万对、415.8 万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3]伴随着

离婚纠纷数量的不断增长，诸如妇女权益维护、未

成年人的教育与抚养、老年人赡养等社会问题频发。

根据统计数据分析，离婚人群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30-45岁之间，离婚对于个人发展尤其是女性的影

响是深远的，青壮年时期面临家庭分裂不仅不利于

安心工作和创造财富，而且还会带来社会资源的浪

费和社会交往成本的增加；[4]虽然离婚解除的仅

仅是双方的配偶关系，但因父母离异而备受打击的

子女更容易陷入生活困顿的情况，极易引发青少年

犯罪、流浪儿乞讨等社会问题；随着老龄人口数量

持续上升，养老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尤其是在家庭中坚力量独生子女化的今天，配偶赡

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旦婚姻破裂，养老风

险无疑大大增加。毫无疑问，家庭关系的断裂，对

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都会带

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 

(二)传统观念的优势重建 

中国文化以家庭为本位，家国同构，家国一体。

《礼记·昏义》曰：“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

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以儒学为根基的中国传统

文化，虽有女性服从男性、夫妻关系不平等的消极

因素，但更多的是宣扬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

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

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

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仅传统

的家庭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关系也随之

改变，现代婚姻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契约化的倾向，

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性也日益下降。但正如鲁迅先

生在《伤逝》中所反思的，逃离传统的“新式家庭”，

最后落得个“一伤一逝”的结局。为了追求所谓的

个体自由和平等意识，很多人滥用法律所赋予的离

婚自由走向了视婚姻为儿戏的另一个极端，随意解

体婚姻，不仅偏离了传统伦理秩序，而且也有悖现

行婚姻法之立法精神。即便在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方

国家，也在反思婚姻家庭的契约化倾向，愈发认可

家庭的社会价值。面对传统文化断裂的危机以及离

婚率不断上升的现实，人们开始认识到，背离传统

的家文化，丧失的是家庭幸福，丧失的是文化的竞

争力。在家庭文化中，如何审视过去、回归传统，

继承和发扬好中国传统观念，关乎民族兴衰、关乎

个人未来。 

(三)能动司法的现实关照 

司法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定纷止争，更在于实

现法律价值，发挥社会道德价值对实践的引领功能。

法院受理婚姻家庭、抚养继承纠纷等家事案件数量

持续上升，成为民事审判的第一大类案件，约占全

部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其中离婚案件占比尤高。

[5]面对这一现状，需要法院积极履职并有所作为。

长期以来，我国家事案件的审理方式及工作机制与

普通民事纠纷并无二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涉

及家事案件中双方的争议重点从以身份关系为主

到以财产关系和子女抚养为主转变的新动向。然而，

用审理财产案件的理念和方式审理家事案件失之

简单，不利于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也不能满足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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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人身和财产权益及我国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

家事案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具有高度情

感色彩和人伦特点。虽然“清官难断家务事”，但

法官对待家事案件仍应慎之又慎，致力于实现实质

正义。法官不能仅仅定睛于双方当事人，不能像办

理普通民事案件一样只要依照法律程序查明事实、

划清责任就可作出判决，而是应该能动司法，积极

探索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和现代婚姻伦理的结合，合

理地介入当事人婚姻状态的甄别，对家庭成员引发

婚姻危机的行为、情绪进行疏导和指引，着力解决

因道德滑坡、行为失范等导致的家庭纠纷频发问题，

并通过家事审判宣德扬善、淳风化俗，通过维护家

庭成员整体利益最大化实现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

的全面发展。 

二、中国家事审判改革的现状 

最高法院在各地开展家事审判改革试点以来，

全国各地法院积极探索，改革创新，结合各地实际

情况及域外经验，及时转变了家事审判工作理念，

完善了相关制度设计，加强了专业审判力量，取得

了不凡的成效。具体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纠纷解决的非讼化改造 

以往，虽然在家事案件的审理上对调解的重视

程度高于其他类型的民事案件，但由于缺乏统一的

制度性约束和程序性支撑，仍然存在重视不足、落

实不到位的问题。[6]但是，家事调解除需平衡当

事人的利益外，更重要的是起到感情弥合的作用。

仅仅以普通民事调解的眼光处理家事纠纷，有可能

出现纠纷已了、怨情未了的后果。而纠纷化解方式

非讼化的改革，可以最大限度缓解婚姻当事人之间

的对立情绪，为情感修复、和平分手创造条件，具

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符合家事审判特点的硬件设施。各地

法院纷纷改建、增设家事审判硬件设施，以契合、

彰显家事审判柔性司法、温情司法的特点，并各具

特色。如温州平阳法院家事审判专区配备家风文化

墙、时光大厅，通过建立圆桌式、客厅式的家事审

判庭、冷静室、心理辅导室、单面镜观察室、儿童

游乐区等设施，既改变传统法庭给人庄严肃穆沉重

的感觉，减轻当事人对抗心理，又能更好地观察、

把握当事人关系和心理变化，有效辅助家事审判方

式改革成效的发挥。 

二是激发社会专业力量参与家事纠纷的化解。

除被国际社会喻为“东方之花”的人民调解力量外，

各地法院在家事审判改革的过程中纷纷借力社会

专业力量，包括婚姻辅导专家、心理咨询师等全流

程介入纠纷解决，尽量以情感疏导而非程序对抗的

方式化解家事纠纷，让当事人在“家长里短”的评

谈协调中，平复情绪、理性相待。一些法院还试行

定期回访制度，广泛发动社区、妇联等组织深入基

层的优势，参与回访和家事纠纷的化解，努力以人

性化方式挽救婚姻，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丽水青田法院还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当地实际，创

设家事纠纷人民观察调解团制度，引入社会民意助

力裁判。针对一些法律关系相对明确，但当事人双

方矛盾较为突出、案件事实争议较大且更多需要社

会经验判断的家事案件，由专家型和民意型两类社

会成员组成观调团全程参与案件调解，并对是否应

该离婚及子女抚养权归属等实体争议问题作出民

主评判，使得法院裁判的理据视角更为全面、更合

民意，增强了当事人特别是败诉方对法院的信任和

对案件处理结果的信服。 

(二)家事审判程序的人性化改造 

家事案件涉及的亲属关系具有高度的人身性、

敏感性和复杂性，诉讼程序也应该更加柔性温情，

更加具有弹性和人文关怀。在目前我国尚无专门家

事审判诉讼程序的情况下，各地法院在现有民事审

判程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家事审判具体做法，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具体有以下几个措施： 

一是加大职权探知力度甄别婚姻状态。民事审

判的基本理念辩论主义和尊重当事人处分原则，在

家事诉讼中往往难以起到有效作用。弱势一方举证

困难，两造对抗更激化双方人际矛盾、案结事难了。

通过公权力对家事案件进行必要适当的干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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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降低双方敌对情绪，进而促进情感弥合。法官

在职权探知的过程中，会特别注意区分“婚姻死亡”

与“婚姻危机”。如果当事人婚姻并未死亡，只是

出现危机，就应积极救治，而不能在未对危机婚姻

进行救治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判决离婚。对于已

经死亡的婚姻，在保证不出现社会危害的情况下，

要及时予以解除，亦要处理好子女抚养、财产分割

和心理修复问题。通过法院自身的过滤机制，使能

够弥合的婚姻尽可能地破镜重圆，使已彻底无望的

婚姻尽可能平静分手。 

二是强化不公开审理原则。不同于民事案件审

理以公开为原则，家事审判改革倡导的恰恰是家事

案件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如此处理，往往更容易

使当事人敞开心扉，对相关隐私事实进行充分的举

证质证，减少全面陈述内心真意时的思想顾虑。当

事人尽管可能在法庭上因对个人隐私等问题进行

激烈争执，但由于环境的封闭性，双方仍有回旋缓

和的余地，加之少了对社会影响、个人形象等的顾

虑，更容易获得感情弥合的结果。这样也可以避免

在极端条件下，当事人的各自亲友团在法庭内外相

互指责对峙，发生进一步恶化社会关系的情形。 

三是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如何优先、

全面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关注未成年人作为独立

个体的利益需求，是家事审判改革的重要命题之一。

在家事审判中，对于夫妻双方均不愿意抚养子女的

情况，一般判决不准离婚，而对于双方都争取抚养

子女的情况，则可以通过家事调查制度，通过走访

社区、单位、幼儿园、学校，了解未成年人的真实

抚养状况，通过儿童托管室，了解孩子和父母的亲

近程度，判断由谁抚养对孩子更为有利。如德州武

城法院，将应当判决父母离婚的未成年人，纳入心

理辅导机制和长期回访机制，通过多方的主动干预，

最大限度地减少家庭因素对未成年子女的伤害。 

四是适当放宽家事案件审限。2013 年底，徐

州贾汪法院在全国率先推出“六个月感情冷静期”，

这一试验让六成本欲离婚的夫妻修复了感情，而另

外四成当事人，在解决好孩子抚养、财产分配的情

况下，和平分手。但是，总的来说，在过去，囿于

审限要求，一些法官为快速办结案件，而仓促处置

家庭纠纷，忽视了对矛盾纠纷的化解，反而不利于

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除涉及家庭暴力等亟需

解决的家事案件外，对其他争议财产较多、矛盾较

深、当事人情绪激烈、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家事案

件，可考虑适当放宽审限限制，同时也为通过多种

途径彻底化解家庭纠纷，修复了家庭成员心理创伤

提供条件。冷静期的设立，让当事人有时间平复心

情，进行有效诚恳的沟通，也让法官有时间深入了

解当事人实际家庭生活状况，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

裁判。 

五是建立庭前财产申报制度。在离婚诉讼过程

中，经常有一方为了获得更多的财产，采取隐瞒、

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甚至通过伪造债

务的方法达到侵吞另一方财产的目的。尽管有相关

法律规定，[7]但由于当事人举证能力及法院调查

取证能力的有限性，对于共同财产的界定以及隐匿

财产的查实，容易遭遇实践操作等方面的难题。为

查明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状况，各地试点法院

建立了庭前财产申报制度。法院可向离婚案件当事

人各方发送财产申报表，要求其全面详细申报各方

名下或者双方的各类财产，固定庭审争议的财产范

围，当事人不实申报且被证实的，法院在分配财产

时对其少分甚至不分财产。司法的威慑力有效遏制

了离婚诉讼中不诚信的诉讼行为，维护了弱势一方

的合法权益。 

(三)审判团队的专业化改造 

之前社会各界包括法院内部对家事审判存在

偏见，认为家事都是“鸡毛蒜皮”，缺少“技术含

量”，不能真正体现业务水平和专业素养，留守家

事审判第一线的法官多是一些生活经验不多、社会

阅历尚浅的年轻法官，有的甚至还没有结婚。实际

上，做好、做专、做精家事审判，离不开专业化家

事审判团队的组建。审判团队的法官必须具备丰富

的审判经验、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才能有效应对

家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类型趋于复杂多样、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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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难度加大等现实情况。自家事审判改革以来，

各地法院纷纷选拔任用熟悉婚姻家庭审判业务、具

有一定社会阅历、掌握相应社会心理学知识、热爱

家事审判工作的法官组建起家事审判团队，通过引

入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向社会购买服务等方式，充

实家事审判辅助人员，让家事审判团队更为专业，

更为亲民。并且专业团队能够发挥专业领域的特长

与经验，进而快速准确发现家事纠纷情感上的症结

及其他方面的顾虑，据此灵活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最终有效修补感情裂缝，最大化保护各方的利益。

如衢州衢江法院成立“最美”家事审判团队，选派

获得全国模范法官、全市十佳老娘舅式调解能手等

资深法官到家事调解中心担任家事指导法官，配备

2 名法官助理、1 名书记员，建立“1 名家事指导

法官+1名人民调解员+N名特邀调解员”的专业化

家事审判团队。广东东莞法院将家事调解员分为专

职调解员和特邀调解员两类。其中，特邀调解员主

要由调解工作能力强的各界人士担任，包括执业律

师、心理咨询师、医生、妇联工作人员、人力资源

局工作人员、香港执业律师和调解员。东莞法院还

多次与国内高校、香港和解中心合作，邀请香港的

资深调解员授课，进行家事调解技能专项培训。通

过专业人员及机构的参与，法院可以借助专业力量

及时为当事人提供心理疏导和情感治疗，起到疗救

婚姻的作用。为了更有效地化解家事纠纷，有的法

院还对家事纠纷分门别类进行类型化处理。如杭州

西湖法院诉调对接中心的资深法官，对家事纠纷中

可能涉及的房产权、经营权、股权、赡养义务、抚

养权、探视权等常见法律问题进行梳理和指导，帮

助调解员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起到了事半功倍的

效果。 

(四)推进多部门协作的联动化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是家事审判的重点

和难点。在解决家事案件纠纷中，如何加强部门协

作联动治理，如何灵活整合社会资源，是各级法院

一直在努力创新、试图突破的重要问题。各部门不

仅仅是参与进来，而且相互配合，实现优势互补、

联动治理的效果。一是建立家事改革联席会议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7年 7月 18日牵头制定了《关

于建立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制

度的意见》(法发[2017]18号)，[8]联席会议机制

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给基层法院提供了“尚方宝

剑”，便于解决各部门之间配合协作的问题，并将

为各地法院牵头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起到示范作用。

许多法院也已经畅通了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

了良性互动的关系，下一步的重点是要细化对接机

制，充分发挥各部门联动化解的作用。二是推动建

立反家暴整体防治网络。自《反家庭暴力法》出台

以来，人身安全保护令涉及机构主体众多，除了法

院和政府之外，还有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

群团组织，居委会、村委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学

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

管理机构、福利机构等其他组织，如何合理分配这

些组织机构之间的职责，是一个难题。各地法院纷

纷联线检察院、公安、妇联等相关部门，搭建联动

工作平台，建立反家暴防控网络。如温州龙湾法院，

发出人身保护令的同时，及时向当地政府、派出所、

妇联、村居等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相关部门

协同保护家暴受害方，并以协助执行通知书或司法

建议等形式，借助当地网格化管理服务平台，将人

身保护裁定申请人及其住所地列为重点保护区域。

通过联合当地司法局、妇联、社区、乡镇等为律师、

基层妇女干部等举办妇女权益保护法律知识讲座，

发放法制宣传册，组织法官现场接受法律咨询等方

式集中开展反家暴宣传。各部门的共同参与形成了

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执行的合力，也使许多长期遭

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特别是妇女、未成年人和老年

人的人身权益得到了及时保护。 

三、当前中国家事审判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及困

境 

(一)离婚自由主义错误导向 

五四运动以来，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以及对包办婚姻的抵触情绪，中国传统婚姻家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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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日益消亡，但是新的家庭道德伦理规范尚不成熟，

家庭成员行为失范，造成了家庭成员情感伤害和社

会公共道德滑坡。由于人口的加速流动，个体自我

意识的增强，对生活和事业的价值取向更为多元，

受“合则聚，不合则散”的观念影响，社会上“闪

婚”“闪离”屡见不鲜。此外，受 20世纪 70年代

末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独生子女在没有兄弟姐妹、

物质条件相对优越的环境里成长，在面对生活伴侣

时缺乏妥协谦让，加之父母溺爱且对于婚姻的过度

干预，往往更容易发生龃龉，进而导致家庭破裂。

而且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总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男

方沾染不良嗜好、发生婚外情、对家庭不负责任、

实施家庭暴力等问题并不鲜见。诸多因素的叠加，

使得婚姻关系脆弱，离婚率不断攀升。虽然现行婚

姻法保障离婚自由，但防止轻率离婚也是我国婚姻

立法的重要指导思想。司法的过程既要考虑如何减

轻婚姻失败给当事人造成的痛苦，又要考虑离婚对

婚姻家庭和子女的影响，引导当事人努力克服婚姻

危机，达成和解，促进婚姻的稳定。[9]家事审判

改革基本实现了两者的平衡关系。但在协议离婚中，

一系列相关制度的缺失导致了我国立法的天平长

期向“离婚自由”倾斜。[10]根据民政局数据显示，

2012 年全国民政部门登记离婚数 242.2 万对，是

诉讼离婚数的 3.56倍，是 2013年的 4.11倍，2014

年的 4.35倍，2015年的 4.54倍。2016年民 

政部门登记离婚 348.6万对，法院判决、调解

离婚 67.2 万对，登记离婚是诉讼离婚数的 5.19

倍。[11]数据表明，更多的夫妻愿意通过协商解除

婚姻关系，好聚好散，而不是对簿公堂，但也可以

看出，离婚变得更为容易了。根据 2003年实施的

《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办理离婚手续不再需要单

位开具证明，符合条件的当天即可办理离婚手续，

仅需支付少量的工本费，而离婚手续的简便、离婚

成本的低廉，使得离婚变得更为“任性”，助长协

议离婚数量持续升高。 

(二)诉讼特别程序尚未建立 

家事纠纷不同于其他民事纠纷，不能简单地进

行利益分配，一判了之，而应当把恢复感情、消除

对立、实现和解作为纠纷解决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导

向。家事案件自身和家事审判职能的特殊性，决定

了推进家事审判改革，需要将家事案件从一般民事

案件中剥离出来，构建中国特色家事诉讼程序。[12]

通过家事审判改革实践，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

制度改革，探索建立符合家事纠纷特点的家事诉讼

特别程序制度，是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重要任务。 

就目前来看，试点法院尝试对冷静期、离婚财

产申报、家事调查、心理咨询等家事诉讼特别程序

出台了相应规定，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发现，由

于缺少高位阶的规范依据，制度创新在实施过程中

面临不小的争议和阻力。如离婚冷静期制度，与目

前严格落实的审限制度以及与审判实践中不成文

的第一次起诉不离婚的做法如何协调。如心理咨询

机制，因当事人对新生事物普遍存在抵触情绪，认

为其不存在心理障碍等情况难以推进。如家事调查

报告作为证据如何定性，相应的举证、质证、认证

规则如何确定。如申报财产制度，涉及不如实申报

是否构成妨碍民事诉讼的法定事由，以及对瞒报财

产当事人如何落实惩罚措施等问题。以 N市法院为

例，该院一年中共发放财产申报表 636份，仅有不

到一成的当事人填写申报表，但在庭审中又提出要

求分割财产。这些具体的问题，有必要在家事诉讼

特别程序中进行明确规定。 

(三)家事审判理念仍有待更新 

家事案件作为最传统的民事案件类型，虽然标

的额一般都不大，但由于涉及身份关系、财产关系、

子女抚养等多种问题，法官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精力在案件调解、当事人情绪疏导、未成年人利益

维护、家庭关系修复、判后回访等非讼事务中，而

法官在认识上的误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事案件

的办案质量和效果。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重诉讼效率，轻案结事了。尽管《婚姻法》

规定调解是审理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但囿于案多

人少的矛盾和限期结案的压力，家事审判和家事调

解的特殊性及其应有的机能难以得到充分展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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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如果法官无法有针对性地精心处理家事案件，

未能帮助当事人仔细剖析根本原因及相应解决对

策，仅仅追求办案效率一判了之，既无助于恢复当

事人感情和挽救婚姻，还可能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是重财产分配和身份关系确认，轻家庭关系

修复和情感修复。家事案件的审理难度主要不在于

法律适用，而是化解矛盾纠纷。如果法官仅仅是根

据程序，经过举证、质证、辩论，之后进行例行民

事调解，调解不成后直接作出不准离婚或准予离婚

的判决，或者重点就财产分配作出处断，往往未经

区分当事人间的矛盾系婚姻危机还是婚姻破裂，也

未能考虑到家事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情绪调整或社

会适应性调整。当事人本已激化的矛盾，在诉讼中

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导致在诉讼结束后难以恢复正

常生活。 

三是重夫妻诉求的审查，轻子女利益的保护。

未成年人往往并非家事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但家事

案件的处理结果对其身心成长具有重大影响。如在

子女抚养权问题上，有必要建立起完整系统的抚养

胜任度考察标准，确保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最大

限度保障子女权益。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已经考虑未

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实现，但在婚姻法及相关

司法解释一直以来偏重于父母本位和婚姻本身，总

的来说，社会观念还是较少关注婚姻解体后的子女

成长情况及保护需求。 

(四)部门壁垒难以形成合力 

建立“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推动、综治

协调、社会参与”的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是

多方借力、全员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家事领域的

重要体现。体制机制的形成和完善，离不开党委、

人大及司法、公安、妇联等相关职能部门和机构的

支持。实践中，虽然法院推进家事审判多元纠纷化

解机制普遍热情较高，但仍有不少职能部门对家事

审判改革的认知度不高，认为家事案件的化解是法

院的职责，参与积极性不足。以 W市为例，虽然市

中院已经推动市综治委把家事案件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落实情况纳入当地平安建设、综治考核内容，

而在落地过程中仍困难阻力重重。如其辖区内法院

正在推进百名调解员、调查员、观护员计划，因缺

乏相关部门的配合，在落实人员和经费待遇上存在

很大困难；因政府购买服务方面的社会组织、心理

咨询机构等经费尚未列入专项费用，即使内部为审

判专区改造等费用支出也需业务部门自行协调。部

门协调的阻力使得法院在家事纠纷综合解决的举

措上举步维艰，使得家事审判改革的效果亦存在打

折扣的风险。 

四、中国家事审判改革的发展方向 

当前中国婚姻家庭纠纷的状况，无疑是当下社

会转型的一个缩影与折射，即传统的秩序已然解体，

但新的秩序还在重塑之中。围绕家事改革的目标，

针对当前家事审判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现阶

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进行完善： 

(一)从事后救济走向源头预防 

在社会认同法院是最后一道防线的同时，也有

必要让公众认识到，法院只是最后一道防线。向法

院提起诉讼，绝非是解决家事纠纷的唯一途径，更

不是最优的途径。更何况，诉至法院的家事纠纷，

往往是夫妻双方多重矛盾叠加，背后隐含着长年累

月、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难以用简单抽象的权利

义务关系或金钱计算加以衡量。在这种背景下，不

堪重负的法官往往很难达到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

的预期。因此，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不能仅仅专注

于事后救济，更应该关注源头预防。当前，可在以

下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养成社会公众的婚恋观

念。恋爱、择偶、结婚、生育可谓是人生最重要的

“考试”。如何面对婚姻、如何处理好家庭关系、

如何为人父母，是一门终生的学问。家庭和家风的

建设，对一个人耳濡目染的影响和塑造，是学校教

育所不能替代的，更何况现在的学校教育在有关家

庭责任、有关爱、有关婚姻关系等方面知识和经验

的讲授极其匮乏，使得绝大部分人“摸着石头”直

接进入了婚姻。婚姻状况如何完全靠个人自己的体

悟和体验，许多人在步入婚姻之后，不知道如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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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和睦相处，缺乏处理家庭关系的基本技能。加

上婚姻道德逐渐模糊，许多人在步入婚姻之后，不

清楚、不理解自己所承担社会和家庭角色的规范要

求和价值评判准则。因此，有必要在社会上广泛传

播正确的婚恋观，如在大学设立婚恋课程，并可考

虑在申请婚姻登记前设置婚姻学习课堂，包括家庭

问题处理、夫妻沟通技巧、情感经营方法等。双方

必须接受民政部门举办的有关婚姻家庭的课程内

容，才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通过强制性的婚姻知

识及理念学习，帮助即将进入婚姻的年轻人树立正

确的婚恋观念，促进婚姻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二是

提高民政部门登记离婚门槛。在保护婚姻自由和维

护家庭稳定之间，过度强调形式上的离婚自由，反

而容易忽视了夫妻感情是否确实破裂这一关键因

素及未成年人的抚养问题。过于高效、自由的离婚

登记制度不仅使离婚成为夫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

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而且也使得因一时冲动造成

的草率离婚未能得到有效阻止，这在事实上不利于

夫妻关系的维持和恢复。[13]因此，有必要通过提

高协议离婚门槛，增加协议离婚的难度，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一言不合，想离就离”，保障婚姻的稳

定性。除家庭暴力等特殊情形外，对协议离婚的申

请予以一定的期限限制，设立离婚冷静期等制度，

使当事人更为谨慎地对待离婚。对孩子作出妥善安

排是行使离婚自由权的底线，要加强离婚登记尤其

是子女抚养的审查工作，为婚姻登记机关配备足够

的具有专业知识和相应能力的婚姻登记人员，必要

时可以考虑赋予登记人员相应的审查手段。 

(二)借力社会力量参与诉讼 

婚姻家事案件具有社会道德属性和很强的伦

理性，社会民间力量与家事纠纷化解具有天然的亲

合性，但现代婚姻财产制度的日益复杂性和心理疏

导的专业性等，又需要一支训练有素、术有专攻的

队伍才能完全胜任。因此，在家事审判中走群众路

线和专业化队伍建设相结合的道路具有很强的现

实需要。当前，可重点考虑将家事审判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与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相链接，以激发社会

力量在家事诉讼的全过程发挥作用，既能“让老百

姓评评你有没有道理”，也能让各种专业的力量适

当地介入纠纷的化解，通过辨法析理、矛盾疏导，

力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从而使裁判专业性和司法人民性达到有机

统一。如可邀请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具有名望的宗

族老人或退休乡镇干部参与家事调解，其丰富的人

生阅历、不同的思维方式，能够较好地弥补职业法

官在长期执业过程中形成的固有思维和习惯，可以

帮助司法裁判更好地兼顾社情民意，促成双方和解。

又如对涉及探视权、赡养费及有信访风险的重点案

件，通过热心群众电话回访、实地走访等方式，进

行案后跟踪回访帮扶，关注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现状、

案件实际履行情况、是否需要救助等，及时向法院

反馈判后情况和问题，进一步发挥家事审判所具有

的诊断、挽救的社会功能，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温

暖和人文关怀。因为在情感上、身份上更为贴近，

社会力量的参与更易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同时也在

全社会宣扬重视婚姻、维护家庭的正能量。 

(三)进一步转变家事审判理念和审理方式 

如何用理性的法律来处理感性的家事问题，如

协调法律的刚性与家事纠纷化解所需要的柔性，对

现行家事审判理念和审理方式都提出了明显的挑

战。家事纠纷化解要求法院采取灵活的、柔性的、

个别化的解决方式，而调解主导型的审判方式意味

着处理家事案件的法官要有特别的职业素养及专

门技能，即不仅要具备法律专业知识，更要有洞察

家事纠纷产生、发展、变化规律的领悟力和体察力。

家事纠纷的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能仅从法律层面上

来确定过错方与无过错方就能案结事了，家事纠纷

表面上看有财产分割、精神安慰费、养育费等支付

金钱的请求，其根本是夫妻间、亲族间情感上、心

理上的纠葛，纠纷各方在心灵上、心理上都需要安

慰与治疗。因此制度设计的目的不能仅定位为事后

的责任厘定与义务承担，而应首先着眼于当下的

“治疗与修复”，即甄别讼争婚姻关系的状态系婚

姻危机还是死亡婚姻，从而对症下药，挽救可以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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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的婚姻，而不能简单地一判了之。因为，对婚姻

危机而言，如果司法及时介入和引导，是完全有可

能修复的；即使审理结果发现婚姻确实已经死亡，

细致的调查与疏导工作也能帮助双方当事人更好

地实现和平分手，把对彼此的伤害和损失降到最低。

由此，转变家事审判理念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家

事纠纷不同于一般的民事纠纷，家事审判的重点不

在于财产的分割与合理分配，而在于要积极寻求各

方利益最大化的共赢方案，努力促成双方当事人婚

姻关系的修复或在确实无法修复的情况下实现和

平分手并对子女抚养问题作出妥当安排，以尽量减

轻因父母离异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影响。由此，现

行家事审判的理念有必要全面更新，审判的目的不

仅限于定纷止争，更不在于追求高效速调速决。一

纸离婚调解书，对法院而言可能案结事了，但对个

人和社会而言可能并非最佳选择。家事纠纷最为圆

满处理的结果，不仅仅包括法官调解后双方重归于

好，还应当包括帮助当事人双方及其子女健康、积

极地面对未来的生活；以及各自了解问题的根源和

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今后的和睦生活提供助益。 

(四)强化联动治理发挥整体合力 

离婚率的上升，系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更何况，法律不是万能的，法院单打独斗难以达到

效果，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家事纠纷。家事审判改

革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改革，更非一日之功。在推动

家事审判改革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家庭

纠纷化解、家庭情况调查、心理测评干预、家暴受

害人保护等重要环节，必须综合运用各方资源，统

筹调配各方力量，发挥整体合力。如何加强与相关

部门的沟通联系，解决机制衔接不畅等问题，为家

事改革营造良好氛围，依然是法院家事审判改革的

重要努力方向。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借助专业领域

人员，及时为当事人提供心理疏导和治疗等服务，

增加当事人对于心理疏导的接受度；有必要进一步

加强与公安的合作，让人身安全保护令更具有威慑

力，让家庭成员敢于对家庭暴力说不；有必要进一

步与民政、司法、妇联等部门建立长效协作机制，

建立家事案件案后跟踪回访及帮扶制度，共同帮助

当事人解决实际困难，修复或重建婚姻家庭关系，

促进家事纠纷的有效解决，实现社会的和谐。 

结语 

随着我国家庭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家事审判改

革是社会稳定的题中之义，是传统观念的优势重建，

更是能动司法的现实关照。自最高法院开展家事审

判改革试点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不能忽视

的是，家事审判改革仍然面临着困境与挑战。笔者

认为，家事审判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从事后救济走向

源头预防，借力社会力量参与诉讼，进一步转变家

事审判理念和审理方式，强化联动治理发挥整体合

力。相信随着改革的推进，家事审判将会有效维持、

恢复、重建家庭关系，促进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

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

定。 

(责任编辑：王文君) 

【作者单位】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

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 

【注释】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家

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法

2016128 号)，家事案件是指确定身份关系的案件

及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家庭纠纷，主要案件类型

有：1.婚姻案件及其附带案件，包括离婚、婚姻无

效、婚姻撤销等，附带案件包括监护权、子女抚养

费、离婚后财产分割等；2.抚养、扶养及赡养纠纷

案件；3.亲子关系案件，包括确认亲子关系、否认

亲子关系；4.收养关系纠纷案件；5.同居关系纠纷

案件，包括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非婚生子女抚养

等；6.继承和分家析产纠纷案件等。 

[2]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

的讲话(2016年 12月 12日)。 

[3]离婚率是指离婚的次数与总人口的比率，

参见《民政部关于印发〈离婚率计算方法研讨结果

的报告〉的函》。离婚率具体数据参见历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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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

部”，访问地址：http://www.mca.gov.cn/articl

e/sj/tjgb/。 

[4]潘庸鲁、沈燕：《80 后离婚问题实证研究

——以上海某法院 200件申请离婚案为例》，载《中

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 5期。 

[5]全国法院 2014年审结一审家事案件 161.9

万件，离婚案件 130.7 万件；2015 年审结一审家

事案件 173.3 万件，离婚案件 139.1 万件；2016

年审结家事案件175.2万件，离婚案件139.7万件。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在

全国部分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推进

会上的讲话”，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

参考》2016年第 4辑。 

[6]程新文、张颖新、沈丹丹：《关于构建中国

特色家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思考》，载《民事审

判指导与参考》2016年第 2辑，第 104页。 

[7]例如《婚姻法》第 47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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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联席会议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综治办、

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

部、卫生计生委、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务院妇儿

工委办公室、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

中国关工委、全国老龄办等 15个部门和单位组成，

最高人民法院为牵头单位。 

[9]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

—亲属编》，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第 95页。 

[10]杨晋玲：《论我国现行协议离婚制度的缺

失与完善》，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法学)版》

2008年第 11期。 

[11]具体数据参见历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

报》，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址：htt

p://   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

7年 5月 5日访问。 

[12]参见前引[6]，程新文、张颖新、沈丹丹

文，第 101页。 

[13]参见田韶华：《60年来我国协议离婚制度

的变迁及未来立法之展望》，载《河北科技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 12月。 

离婚后能否更改孩子姓名？普法动画告诉你！ 

2018-09-28 人民法院报  

https://mp.weixin.qq.com/s/1W-BGjPiKnVvIYhrK8IX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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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临沂兰山法院微信公众号 
 

编辑：赵炜烽 

患有无精症的丈夫“抢走”了孩子，采用 

精子库精子生下的孩子，抚养权究竟归谁？ 

2018-09-29 人民法院报  高敏 

https://mp.weixin.qq.com/s/wSVpY6bAskSTNhKU6vvcXw 

“宝宝是早产的，身体一直不好，不知道现在

怎么样了……” 

孩子跟随父亲张峰（化名）去外省生活的时候

才 2岁多，身为母亲的陈丽（化名）从此牵肠挂肚。 

这个孩子得来不易，因张峰患有无精症，无奈

采用精子库的精子做了试管婴儿，过程格外艰辛。 

 

但是，小家伙的诞生却没能维系住这个家庭，

陈丽先后提起过 3次离婚诉讼。除了结束婚姻，她

还想要得到儿子的抚养权。 

陈丽也清楚，到如今，自己和儿子之间已经有

了 3 年的感情空白。真的要去打破儿子现有的安稳

生活吗？陈丽有些不忍，却更加不甘。 

而对法院来说，孩子到底该跟着谁生活，有很

多考量依据，这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而是一道

情与法交织的综合题。 

 

  生下儿子却没保住婚姻 

同是 80后的陈丽和张峰，今年都已过而立之

年。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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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峰的家族做外贸生意，家境殷实；陈丽也很

能干，自己经营着一家店铺。两人于 2009年结婚，

并希望能早点生个孩子，可遗憾的是，张峰被检查

出患有无精症。 

夫妻俩商量后，决定采用精子库的精子与陈丽

的卵子相结合，做个试管婴儿。 

 

2013 年 12月，陈丽孕八月，儿子早产出生。 

但后来，夫妻俩的关系日益紧张，争执不断。 

从 2015年开始，陈丽陆续向法院提起离婚诉

讼，第一次被判决驳回，第二次中途撤诉。 

张峰说，一开始，他是不同意离婚的，认为“夫

妻感情并没有破裂”，他觉得自己对陈丽并不差，

因为自己跟着父亲出国做生意，中间有五六个月没

回国，确实没赶上孩子的周岁酒，“但我也有委托

亲戚帮忙操持周岁宴”。 

2017 年，陈丽第 3 次起诉离婚时，张峰觉得

再继续下去也没意思，就同意了。 

双方最大的争议在于儿子的抚养权。 

当时，孩子已经跟着张峰在我国中西部某省会

城市生活了 2年多。 

一审法院考虑到“孩子跟父亲生活了将近 3

年，对现有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较为熟悉”“男

方丧失生育能力”等因素，在判决双方解除婚姻

关系的同时，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了男方。 

男方和女方都想要儿子  

“孩子又不是张峰亲生的！” 

对于一审判决结果，陈丽想不通。拿到判决书

后，她立即委托律师向台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了上诉。 

庭审中，陈丽反复提及，是男方把孩子“抢走”。

她说，2015 年 8 月的一天，她和儿子在娘家，张

峰带着家里人来看宝宝，“当时我妹妹正抱着我儿

子，我婆婆将孩子从她手中强行抱走了”。 

对于陈丽的说法，张峰完全不认可。他说，当

天他和往常一样去看孩子，恰逢孩子要打疫苗针，

但因为疫苗卡、病历本都在他老家，才把孩子带回

去的。张峰表示，是女方家人主动把孩子交给他们

去打疫苗的。 

2015 年下半年，张峰的表哥介绍他北上做生

意，他就带着儿子一起去了，父子俩在当地定居下

来。去年开始，儿子上幼儿园，张峰怕自己工作忙

照顾不过来，还特地请了一个保姆做帮手。 

“陈丽说‘男方抢孩子’，但除了她自己的口

述以外，没有其他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二审的

案件承办人说，“法庭如果要采信她的说法，需要

报警记录或者事发时的视频录音等更有力的实质

证据支撑，但这些陈丽都没有。”因此，法院无法

断定她说的是事实。” 

在二审期间，陈丽还向法庭提交了一份 B超检

查报告，她说自己身体不好，以后可能也很难再生

育了。承办人到陈丽就医的医院询问，医生表示，

并不能百分之百肯定陈丽丧失了生育能力，“只能

说可能会降低生育几率”。 

 抚养权之外 确定探视权  

尽管陈丽指出孩子不是张峰的亲生儿子，但在

法律地位上，张峰和陈丽是平等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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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即便

是采用精子库精子生下的儿子，他们与亲生父子也

没有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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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夺抚养权的官司中，法院的根本立足点，

还是在于孩子，要从有利于他成长的角度出发，不

轻易改变他的生活环境。”承办人说。 

 

为此，法院办案人员专程去了张峰目前居住的

城市，到他们家住的小区和孩子的幼儿园进行询问，

给幼儿园的园长和老师作了笔录。办案人员发现，

孩子和父亲的生活比较稳定，幼儿园也是当地数一

数二的优质幼儿园。 

在二审庭审时，根据陈丽要求，张峰提交了一

份由某医院出具的体检报告。承办人与这家医院核

实后，证实张峰确实带儿子去做过体检，并且报告

显示小孩很健康。 

 “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证实，孩子在父亲

的妥善照顾下，生活得很好。”承办人说。 

承办人表示，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10 周

岁以上的未成年孩子，归谁抚养，应充分考虑孩子

的意见。而像本案这样，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孩子，

法院将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

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

体情况妥善解决。 

承办人说，双方在一审时都在坚持小孩子的抚

养权，忽视了探视的问题，结果造成很大的矛盾，

但实际上，离婚只是变更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但是

对于孩子来说，父母子女关系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不论抚养权给了哪一方，另一方都可以看望和照顾

孩子。 

因此，台州中院在二审中，就孩子的探视权

向双方当事人进行释明并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在

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调解意见的情况下，综

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考虑双方相居两地交通不便

的情况下，给予未获得抚养权的一方更多探视时

间。 

近日，台州中院作出二审判决，在确定由男方

获得抚养权的基础上，增设判项确定探视权的形式，

判决从 2018年寒假期间，儿子跟随陈丽一起生活，

之后每隔 1 年的寒假时间都可以跟她一起，而从

2019 年起每年的暑假期间，陈丽也可以带着儿子

一起生活。 

承办人表示，如果男方不配合，陈丽可以申

请对探视权进行强制执行；而且，抚养权并不是

不可改变的，陈丽如果觉得儿子过得不好，仍然

可以向法院提出变更抚养权的起诉。 

作者：高敏 

来源：浙江天平 
 

编辑：陈丽英 

夏道虎：推动家事审判改革向纵深发展 

2018-09-30 江苏高院  李佳鸿 

https://mp.weixin.qq.com/s/dZvRHYWHQQPpPCLb5uKcYg 

9 月 27 日下午，全省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

制改革试点工作总结大会在南京召开，省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夏道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全省各级

法院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文明

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家事审判方式和工

作机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推动全省家事审判方式和

javascript:void(0);


317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工作机制改革持续深入发展。省委政法委依法治省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沈国新、省司法厅副厅长周

红养、省妇联副主席张勤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夏道虎院长指出，自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

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全省法院特别是 15家试

点法院扎实推动改革措施落地见效，家事审判机构

设置和人员配置得以强化，家事审判工作机制和规

则制度逐渐建立，适应家事审判方式的物质保障逐

步跟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取得良

好成绩。 

 

夏道虎院长强调，要进一步总结成绩，推广经

验，坚定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信心

和决心，将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引向深入。

要主动转变家事审判理念，充分发挥家事审判权益

保障和情感治愈功能，更好化解家事矛盾纠纷。要

进一步健全家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动建立完善

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各方力量，发挥整体合力。要

进一步探索符合家事审判规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的家事审判特别程序，为家事审判规则进一步完善

作出贡献。要进一步加强家事审判专业化建设，根

据案件数量、案件类型、人员配备等实际情况，探

索家事审判专业化审判组织的设置形式，探索符合

家事审判工作特点的审判团队组建模式。要进一步

完善家事审判相关保障措施，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要把家事案件审理过程作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过程，大力宣传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

德和文明进步的婚姻家庭伦理观念，推动形成社会

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沈国新副主任表示，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

改革意义重大，江苏改革试点成效显著。省委政法

委将从推进基础建设、强化基层自治、加强多元化

解机制建设、注重协调配合和完善考评体系五个方

面推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周红养副厅长表示，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强化

政治意识、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继续做好家事纠

纷预防化解工作，不断提升家事纠纷预防调处质效，

依法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积极为深化法治江苏、

平安江苏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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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勤副主席表示，全省妇联将一如既往支持配

合家事审判工作，进一步扩大法治宣传教育覆盖面，

加大婚姻家庭纠纷排查化解力度，引导社会公众建

立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为不

断增强广大妇女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出应有贡

献。 

 

 

省法院副院长李玉生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省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卢刚宣读表彰决定。

省关工委副秘书长顾耀昌等出席会议。省相关协作

单位代表、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离婚协议约定房产归女方未过户，房产会因男方的债务被执行吗？ 

2018-09-30 南京法院  隋文婷 

https://mp.weixin.qq.com/s/2DYNALwkKGQH5beTOub0pg 

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 

将房屋所有权归一方所有但未过户 

离婚后 

该房屋因另一方个人债务被法院强制执行 

离婚协议对房产权属的约定 

是否可以排除执行？ 

小编推送一篇典型的  执行异议之诉

为大家以案释法！ 

 

 案情回顾  

1981年 2月，伏某和徐某登记结婚，1999年，

位于栖霞区某小区的房产登记在伏某名下。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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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双方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该房屋归女方徐某所

有，男方享有居住权。离婚后，该房屋未办理相应

变更登记手续，2013 年 8 月，房产所有权人变更

为徐某、伏某共同共有。后伏某因与万某有民间借

贷纠纷被申请执行，法院依法查封了上述房屋。徐

某以其拥有该房屋全部产权为由向法院提起执行

异议无果后，又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请求撤销保全措施。 

一审法院判决停止对该房屋的保全执行，并解

除查封措施。申请执行人万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中查明，伏某向万某借款时提供了一份南

京市不动产登记资料中心的案涉房产登记资料查

询结果证明，证明伏某系案涉房产所有权人，万某

尽到了注意义务。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离婚协议中对房屋权属

的约定是否可以排除执行。 

法院认为，离婚协议中对房屋权属的约定是否

可以排除执行，应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是离婚

协议中对房屋权属的约定能否产生物权变动的效

力；二、是否应停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 

关于离婚协议中对房屋权属的约定能否产生

离婚协议对财产的分割，本物权变动的效力问题。

质上是夫妻双方为妥善处理婚姻、子女、财产等问

题而达成的夫妻财产约定，双方应尽快根据离婚协

议的约定通过办理物权变更手续完成财产的所有

权转移。本案中，离婚协议虽约定案涉房产归徐某

所有，但双方未办理过户登记，该约定不能对抗登

记内容具有的公示公信效力。故徐某主张案涉房产

仅属其一人所有与法律规定不符。离婚协议中对房

屋权属的约定不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 

本关于是否应停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的问题。

案中，首先，伏某对万某的债务形成前虽签订离婚

协议并办理了离婚登记，但未按离婚协议约定办理

过户登记。其次，离婚协议虽约定案涉房产归徐某

所有，但伏某享有不限期限的居住权，徐某未实际

占有案涉房产。最后，徐某在离婚后放任伏某利用

案涉房产进行商业贷款活动。在将徐某的名字添加

到案涉房产所有权证书时，亦未将伏某的名字从房

产证上剔除。离婚协议虽约定案涉房产归徐某所有，

但徐某仅能享有要求伏某协助办理变更物权登记

的请求权。在完成不动产登记之前，该请求权并不

足以形成优先于一般债权的利益。故徐某与伏某的

离婚协议对房屋权属约定不能排除执行。 

南京中院经审理，判决驳回徐某的诉讼请求。 

 对话法官  

 

南京中院 

执行裁判庭 

黄建东 

 

 

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有一部分案

件涉及到夫妻离婚后财产的执行。根据夫妻在民政

部门办理离婚手续与一方债务形成时间先后，大致

分为“先负债后离婚”与“先离婚与后负债”两种

情形。“先负债后离婚”多以夫妻共同债务或存在

逃避债务的可能来处理。“先离婚与后负债”的情

形下，夫妻一方作为被执行人，案外人即原夫妻另

一方能否以离婚协议中约定房产归其所有来阻却

执行。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归属的约定并不直接产

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离婚协议签订后，双方应

当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才能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

效力。如因案外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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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权利，而以离婚协议约定房产其所有来主张排

除执行应不予支持。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六条  【物权公示原则】不动产物权的设立、

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

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 

第九条  【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以及所有权可

不登记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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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孙超：论夫妻共有财产的公示与处分—— 

兼议《物权法》与《婚姻法》的冲突和协调｜法官说 

原创：2018-09-23 天同诉讼圈  孙超 

https://mp.weixin.qq.com/s/3emaY91YOZvrrO33b7XBeg 

内容摘要：夫妻财产共有，是我国夫妻财产

制的基本形态与核心内容，其处于身份法与财产法

的交界地带，因此与一般财产共有相比，表现出诸

多不同之处，但这并不足以使其脱离物权法的调整

范围。对于《婚姻法》与《物权法》间的抵牾，应

在保护夫妻平等的财产权与保护交易安全之双重

价值目标的指引下，限制物权公示原则在夫妻财产

共有领域的适用，或将其变通适用，以维持法律体

系的和谐一致。对夫妻单方处分共有财产行为的效

力，应作出类型化分析，分别适用家事代理、表见

代理、善意取得等规则，以保护善意第三人之利益。 

关键词：夫妻财产共有 婚姻法 物权法 公示 

善意取得 
 

文/孙超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室副主任 

注：本文发表于《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2018 年第 4期 

尽管人们坚信“从身份到契约”是人类社会的

一大进步，但婚姻及以此为基础的家庭仍坚守着市

民社会的最后一个身份王国。在法律领域，婚姻家

庭法也从未被物权法、债权法等财产法完全吸收和

同化。具体到夫妻的财产共有关系，其虽然与民法

中的财产法律制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但“又不

完全相同于物权法上的共同共有及债法上的合伙

关系，用普通物权法或债法的有关规定来调整以身

份为基础的夫妻财产关系尚嫌不足”。[1]另一方面，

婚姻家庭法毕竟属于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婚

姻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又应与物权法、债权法中的基

本规则保持一致，以避免在民法典中出现体系违反

和规则冲突。与其他国家以夫妻分别财产制作为原

则不同，我国《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法定

财产制，使得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占据

主导地位。这必然引发共有财产应否公示及如何公

示，共有财产单方处分后第三人能否善意取得等复

杂问题。本文通过研究物权法中的相关规则与夫妻

财产制度尤其是夫妻共有财产制之间的内部关联，

希望能对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司法实践中相关问题

的处理有所助益。 

一、夫妻财产共有财产的公示问题——内部关

系的视角 

物权公示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理论

上任何物权均需要通过公开的、易于查知的方式对

外展现，以保障交易安全。但鉴于夫妻主体身份的

特殊性，该原则能否绝对适用于夫妻财产关系? 若

仅为相对适用，其适用的限度又应在何处划定？尚

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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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妻财产共有权取得时间之界定 

依法定财产制，若夫妻双方无特殊约定，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所得之财产原则上归夫

妻共有。此为夫妻基于特殊的身份结合而取得的财

产共有权，无须另外履行登记或交付等物权变动形

式，这也是各国婚姻法普遍采取的做法。我国《物

权法》第 9条与第 32条分别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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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确立了物权变动的公示原

则。为使《婚姻法》与《物权法》能够在体系上融

会贯通，在解释论上，宜将夫妻财产共有权的取得

解释为“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与基于法院判决、

继承、事实行为等非法律行为产生的、不具备法定

外观，但为法律保护的物权并列，再借助“非经登

记，不得处分”之规范，使未经登记的共有权不能

任意进入流通领域，以保护交易安全与秩序。例如，

依《婚姻法》第 17、1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继承

所得的财产，除非被继承人指定财产只归一方所有，

当然属于夫妻共有财产范围。据此，如无相反证据，

夫妻一方因继承取得的房屋，另一方当然享有共有

权，无须继承人的转让等行为，也无须登记另一方

的权利。只是在对外关系上，夫妻任何一方均不得

擅自处分此类财产，否则会引发登记公信力的适用

及不动产善意取得等诸多复杂问题。 

依约定财产制，夫妻双方可以于婚前或婚后约

定婚前财产归共同所有，即选择一般共同制。那么

婚前个人财产转化为夫妻共有财产的时间应如何

确定？是在婚姻关系缔结（婚前约定）或者夫妻财

产制契约订立（婚后约定）之时？还是婚前的不动

产及动产于婚后作出变更登记或移转占有之时？

有学者以分析夫妻财产约定行为的性质为切入点，

指出婚前之一般共同制约定属物权契约，婚后当然

发生物权变动效力，无须另行经过物权变动程序。

[2]本文认为即使将夫妻财产制契约界定为物权契

约，也不能当然得出物权变动“无须另行经过物权

变动程序”的结论。因为物权行为本身即内含有形

式主义的要求，登记或交付应为物权契约之成立或

生效要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夫妻财产制契约的

属性应如何界定，而在于其主要内容仅止于规范与

调整夫妻内部的财产关系，一经成立并生效，夫妻

双方便应受其拘束，在婚姻关系内部单独所有权由

此消失，而夫妻共有权取而代之。这也应是我国《婚

姻法》第 19条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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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含义。又由于夫妻财产制契约应以有效

婚姻为其特殊的生效要件，所以婚前约定的，于婚

姻缔结时产生共有权；婚后约定的，于书面协议订

立时产生共有权；婚姻关系无效或被撤销的，单独

所有权即随之复归。 

然而，与上述法定财产制类似，此种约定的共

有权因为未经公示，在对外效力上是极不完整的。

根据《婚姻法》第 19条第 3款确立的一般规则，

上述一般共同财产制的约定能否对抗第三人，取决

于该第三人对该约定的内容是否明知，亦即取决于

第三人的主观心态为善意还是恶意。可见，在婚姻

关系外部，夫妻双方约定之共有权至少在一定程度

上是不具有对抗力之物权。 

（二）真实权利与登记权利不一致时之解释规

则 

在我国现行法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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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二）》）第 19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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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上述的确权规则相符。我们认为这并非是对物权公

示原则的悖离，而只是在其确立的基本框架之下选

择的一种变通性策略，以与主体的特殊身份契合。

因为物权公示尤其是不动产登记的核心功能在于

保护交易安全，当夫妻共有之不动产远离流通领域，

也就意味着不动产的归属与第三人之信赖利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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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安全无涉，此时以保护动态安全为主要目的之

登记的确权功能隐藏于幕后，而应直接依法律规定

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之不动产确定为夫妻共

有财产，以实现保护静态安全的价值取向。在此也

可借助“法律物权（形式物权）与事实物权（实质

物权）”的分析框架来解释这个问题。对于夫妻共

有的不动产物权，虽然未经登记或只登记在一方名

下，即未用法定的公示方法表现，但作为一种事实

物权，并不会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交易秩序，法律

也就不能排斥或保护这种权利。且在不存在交易第

三人的情况下，事实物权有对抗形式物权之效力。

[3]即未登记一方在法定范围内可任意行使自己的

共有权，而无须经过登记方的同意。 

当然，对《解释（二）》第 19条采反对解释，

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个人财产购买的房屋，房

屋权属证书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应当认定为夫妻个

人财产。这是因为用个人财产购置的财产，只是转

化了原个人财产的外在形式，并没有改变财产的法

律性质，自应属于原权利人所有。但在双方对房屋

是由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购买纠缠不清时，实体

规则便遭遇到程序规则，即应由哪一方来承担举证

责任以证明不动产之归属。在物权法中，不动产登

记具有推定力，登记名义人一般被推定为真实的所

有权人。此种推定不仅免除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

而且给提出异议者施加了举证责任，换言之，这种

推定“在程序法上建立了确定权利的负担和举证责

任倒置制度”。[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2

条也是将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与真实权利不

一致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真实权利人。那么依此规则，

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不动产首先应推定为此方

所有，若另一方主张共有权，应由其举证证明该不

动产是由夫妻共同财产购置而来。然而这种处理方

式显然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初衷相违背，在实践中

也不利于保护弱势一方的利益。本文认为，在调整

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体系中，《婚姻法》属于特别

法，《物权法》属于一般法，而根据特别法应优先

适用的基本原理，《婚姻法》中所确立的“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则应

优先适用。即只要系争房产的权利取得时间在婚后，

即使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也应首先推定为夫妻共

有财产。但如配偶一方能够举证证明该房产系以其

个人财产购买所得，且房产登记在其名下的，法院

即可认定该房产属于个人财产。此种举证责任的分

配规则，包括不动产登记的推定功能在这个领域受

到阻滞，归根结底都是由共有主体之间存在的特殊

的身份关系决定的。 

最后需要探讨的是，一方父母出资为已经结婚

的子女购买房屋，而夫妻离婚进行财产分割时，一

方主张房屋系父母赠与，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

应予分割；而另一方主张父母只是将其房屋出借给

夫妻使用，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房屋应予返

还。本文认为父母与婚姻共同体的诸种关系已属于

外部关系，与夫妻间特殊的身份无关，因此应严格

坚持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即父母出资购买的房屋

已登记在配偶双方名义下的，一般应成立赠与关系，

除非明确表示赠与一方，否则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房屋仅登记在子女一方名下的，应首先推定为

房屋归该子女单独所有，除非另一方能够证明父母

有赠与双方的意思表示；如果房屋仍登记在父母自

己名下，则其将房屋交付夫妻使用的行为应视为使

用借贷契约，夫妻双方应付共同返还之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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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下简称《解释（三）》）第

7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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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为对自己

子女一方的赠与，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虽然从整体上遵循了物权公示原则的要求，但“视

为”即为“认定”之意，配偶另一方并无举出相反

证据而推翻该“认定”的权利，并不妥当，因此在

立法论上“视为”修改为“推定”为妥。另外，现

实生活中有夫妻为了避日后发生的过户税费以及

将来可能施行的遗产税等，将共有之不动产直接登

记于其子女名下。司法解释虽对此未明确规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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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同样的逻辑，此时不论夫妻行为的动机何在，

即无论是赠与还是单纯借名，抑或将来为真正的死

因赠与，都应根据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确定不动

产于变更登记时脱离共同财产而转归其子女所有。 

二、夫妻共有财产的处分问题——外部关系的

视角 

夫妻财产共有属于共同共有，而根据《物权法》

第 97条的规定，处分共同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

应经全体共有人同意。但实践中配偶一方未经他方

同意处分共有财产的情况比比皆是，为了在财产权

保护与交易安全之间达成平衡，《物权法》第 106

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无疑是一个重要工具。但善

意取得与无权处分恒相对应，若细加分析，会发现

夫妻共有财产单方处分这类行为并非能与无权处

分完全划上等号，而是有进一步类型化的必要。由

此亦决定了善意取得必须与民法中其他保护善意

第三人的制度，如家事代理、表见代理等共同协力，

才能更好地完成保护交易安全之重任。 

（一）善意取得与家事代理、表见代理之关系

定位 

1.善意取得与家事代理 

家事代理权亦称日常家事代理权，是作为身份

权的配偶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指夫妻一方在

因家庭日常事务而与第三人为一定的法律行为时，

享有法定的代理配偶他方的权利。此项制度的主要

目的即在于保护无过失第三人的利益，并保障交易

的动态安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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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一）》）第 17条第 1项明确了因日常

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

决定，此条可解释为对家事代理权的规定。因其特

别法的地位，在适用中应优先于《物权法》第 97

条的规定。家事代理权之核心，在于配偶一方根据

法律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当然地获得

代理另一方及夫妻共同体进行交易的权利。换言之，

在日常家务范围内，任何一方以自己名义、另一方

名义或夫妻共同体名义处分夫妻共有之财产，均为

有权处分，因此不论第三人的主观心态如何，是否

知晓实际物权人，其均可确定取得标的物之所有权。

可见，家事代理与善意取得、表见代理相比，虽然

在功能具有同一性或相似性，但在达成目的之路径

的选择上却大有差异。前者直接使共有财产的单方

处分行为转变成有权处分，因此其重点不在于判断

第三人的善意与否，亦不在于是否已取得他方同意，

而在于“日常家事”的范围之确定；后两者则是通

过对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而达到维护交易

安全的目的。前者的适用使得无权处分、无权代理

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在夫妻共有财产的处分上大量

减少，从而又压缩了后两者适用的空间。 

2.善意取得与表见代理 

表见代理以无权代理为前提，其最典型者乃于

日常家事范围之外，配偶一方在未得到另一方授权

或同意的情况下，以另一方的名义为法律行为，处

分另一方之个人财产。如实践中配偶一方骗取他方

的房地产证书，借用或偷拿他方的身份证件并伪造

授权委托书及其他书面文件，甚至雇请他人假冒配

偶一同办理房屋的转让、抵押事宜，骗取第三人和

登记机关的信任，而将他方个人所有之房屋予以处

分。因其系以真正权利人之代理人的身份而为意思

表示，故应构成无权代理，第三人信赖其身份和代

理权而与之为交易行为的，应依《合同法》第 49 条

表见代理规则处理。可能有争议者，是配偶一方在

未经他方同意的情况下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以

夫妻共同的名义处分共有财产，究竟应界定为无权

处分还是无权代理？与之相关的是《解释（一）》

第 17条第 2项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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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属于善意取得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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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见代理？有学者认为共同共有不动产交易中的

善意取得之“善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买受人对

不动产为共同共有财产的事实不知情，将共同共有

财产认作个人所有财产；二是买受人知其为共同共

有财产但对其他共有人不同意出让不知情。[5]但

本文认为，此种观点并不妥当，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物权法》第 106 条的规定，善意

取得的适用是以无权处分为前提的。而所谓无权处

分，是将他人财产或共有财产宣称为自己所有而加

以处分。但在配偶一方以夫妻名义处分共有财产的

情况下，其并没有先将共同财产“据为己有”后再

行处分的意思，也并未隐瞒被处分财产的真实权属

状况。只是通过伪造另一方同意处分的书面文件或

授权委托书等手段虚构了自己享有代理权限的假

象，因此属于《合同法》中规定的无权代理行为而

非无权处分。[6] 

其次，善意取得“必须依据一个外部的标记，

而这个标记在动产物权中就是占有，在不动产物权

中就是土地登记簿之登记状态”，[7]即善意取得适

用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登记或占有之权利外观的存

在，第三人正是基于对登记簿的虚假记载或占有之

假象的合理信赖而获得保护。而《解释（一）》中

的“善意第三人”完全是对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

示”或是对另一方已授权之信赖，且并不以权利外

观的存在为前提。以共有房屋的单方处分为例，若

登记簿上已正确记载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

么第三人不可能以善意取得为依据获得保护；若登

记簿上错误的记载该房屋属于一方所有，那么在该

方以夫妻名义出卖房屋的情况下，第三人同样不能

依善意取得而获得保护，因为第三人已明知该登记

错误，不能构成善意取得中的“善意”。当然，这

都不妨碍第三人依上述《解释（一）》及《合同法》

对表见代理的规定而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只要其能

证明自己“有正当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其

实，在这种情况下善意第三人信赖者本质上乃为配

偶一方对夫妻共同体的代理权，而并非对物权公示

所展示出的权利外观的信赖，因此应归类于表见代

理。 

最后，对两者加以清楚的界分在司法实践中具

有重要意义。第一是诉讼程序中举证责任的配置不

同，在善意取得，由于权利外观的推定功能，应由

事实权利人来证明第三人之恶意；而在《解释（一）》

中确立的以表见代理为基础的善意第三人保护规

则，应按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由第三人证明

自己有正当理由相信行为人对夫妻共同体享有代

理权，即对财产的处分是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

第二是构成要件上的不同，表见代理并不要求处分

行为是有偿的，即使一方以夫妻共同的名义将财产

赠与给第三人，也有适用表见代理的可能性。第三

是法律后果上的不同，若构成《解释（一）》中的

表见代理，将会使得买卖合同直接对夫妻双方产生

约束力，其要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付动产或变更不

动产登记的义务；而善意取得中第三人必须待动产

已交付或不动产变更登记后方能取得相应物权，在

此之前其法律地位处于不安定之状态。 

（二）善意取得的具体适用 

夫妻一方处分共有之动产，一般适用上述家事

代理的规则，应视为有效。但对于价值较大或对夫

妻共同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动产，其单方处分就不

属于家事代理权的范畴，应有动产善意取得之适用。

由于其与一般动产善意取得规则的适用并无实质

差别，在此不予赘述。但《物权法》将善意取得的

适用范围扩及于不动产领域，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

成要件之一为登记错误（包括登记的权利人并非真

正的权利人或者仅为共有人之一等情况），而现实

生活中确实存在不少将夫妻共有之不动产登记于

一方名下的情况，加之由于不动产价值巨大，其转

让与设定抵押的行为均被排除在家事代理的范围

之外，因此实践中的争议多集中于不动产的善意取

得。但正如上述，作为善意取得之前提的无权处分，

应是发生在配偶一方以自己名义处分属于夫妻共

有但却登记于自己一人名下的不动产，并向第三人

隐瞒婚姻关系与夫妻共有的事实这种情况下，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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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虚假的未婚证明等。与之相应，第三人信赖的内

容仅限于不动产属于登记名义人个人所有。若第三

人因与交易的对方有亲属、同事、朋友等关系而知

其有配偶，交易的财产也应属于夫妻共有，则属于

明知登记错误的恶意第三人，不受善意取得制度的

保护；至于其有理由信赖配偶一方的处分行为已获

得了另一方之同意，则属于前面所说的表见代理的

规则适用问题，也不应再适用善意取得的规定。在

制度体系上，《解释三》第 11 条第 1款关于“一方

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

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

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

定，应属于房屋善意取得的规定，其与《解释一》

第 17条第 2项相结合，共同承载着保护交易安全

的功能。 

善意取得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是以牺牲真实权

利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如何界定交易中第三

人善意的标准、如何既维护物权登记的公信力又要

照顾到夫妻共有关系中未登记一方（隐名共有人）

的权利保护，达至财产秩序的动态安全与静态安全

之协调，是建构相关制度中必须考虑的问题。而对

于这一问题，理论和实践中是有不同意见和做法的。

一种意见主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所取得

的财产通常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作为一种社会观念、

一种常识，交易第三人应当知道。所以第三人与登

记名义人进行交易时，对于标的物是否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应依社会一般观念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与

调查义务，未尽到此种义务者即应认为有重大过失，

不构成善意，因而不应受保护。实践中，个人以不

动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时，银行除了查阅登记簿的

记载外，往往还要求申请人提供婚姻状况证明，也

正是其承担注意义务的体现。但本文认为，物权登

记具有公信力乃物权制度之基础，不能轻易动摇；

法律上也有共有财产应当共同申请登记的要求，因

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原因造成将共有不动产登记于

一人名下的，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应自己承担，而不

应由交易中的第三人承担，否则将会导致登记的权

利外观被空虚化，第三人由此负担的信息收集成本

随之扩大；法律上另外还有更正登记和异议登记制

度可资对隐名共有人予以救济，已经对夫妻财产的

共有人予以了较为妥当的保护；且在西方国家的影

响下，我国适婚人员选择单身或离异后不再婚的已

不鲜见，有婚姻关系者保有单独所有的不动产（婚

前个人所有、婚后约定归个人单独所有）或者依原

始所有权人的意愿而单独继承、受赠的情况亦时常

有之。此外，随着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不断完善

及人民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共有财产登记在一方

名下的情况将逐步减少，都为登记公信力的贯彻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应当侧重于信赖登记而不知

真情的交易第三人权益的维护，对其“善意”的构

成，不应设置异于寻常的较高标准，自也不必使交

易中的第三人承担调查出卖人夫妻财产关系的义

务。由此也有利于从激励夫妻将共有房产登记为共

有财产，减少实践中名实不副的情况，反过来进一

步加强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和财产秩序的维护。 

注释： 

[1] 戴炎辉、戴东雄：《中国亲属法》，台湾顺青文化

事业有限公司 2000 年版，第 170 页。 

[2] 许莉：《夫妻财产归属之法律适用》，载《法学》

2007 年第 12 期。 

[3] 常鹏翱：《物权法的展开与反思》，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2-153 页。 

[4] 孙宪忠：《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83 页。 

[5] 杨立新：《共同共有不动产交易中的善意取得》，

载《法学研究》1997 年第 4 期。 

[6] 根据《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规定，这种无

权代理行为也可分为三类，即自始无代理权（如一方从未

被授权，但伪造另一方的授权委托书处分共同财产）、超越

代理权（如妻授权夫处分 5 万元以下的共同财产，而夫擅

自处分价款高于 5 万元的财产）和代理权已终止（如妻曾

授权夫处分共同财产后又撤回授权，但未及时收回授权委

托书）。 

[7]【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

 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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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察官视点 

刑法从业禁止制度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研究（上） 

2018-09-05 稿件来源：上海法治报 B05：前沿观察  

http://newspaper.jfdaily.com/shfzb/html/2018-09/05/content_99905.htm 

摘要：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包括对儿童实施的强

奸、猥亵等犯罪，从犯罪主体来看，表现出与教师

等特定职业相关的犯罪多发、再犯率高的特点。但

从业禁止制度建立之前，刑法很难实现对性侵儿童

犯罪的有效规制。《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了

从业禁止制度，弥补了这一空缺，从业禁止制度中

的预防本位可以实现对性侵者的特殊预防。在适用

过程中，对于性侵者应当优先考虑适用从业禁止，

但亦应注意对性侵者的人身危险性进行科学考量，

同时配合犯罪矫治，以实现对性侵者的全方位规制。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2016年 7月 28日，闵行公安分局接报案人称，

其女儿在教师林某家补课时，被其采用强吻、摸胸

部等方式猥亵。闵行区检察院在办理该案中首次引

入了从业禁止制度，在对被告教师进行起诉的同时，

建议法院对被告人处以一定年限的从业禁止，最终

法院也采纳了这一意见，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林某两

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

内禁止从事教育及相关工作。该案作为上海市首例

性侵类从业禁止案件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业禁止制度是《刑法修正案（九）》确立的

一项非刑罚处罚措施，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犯罪分

子利用其职业和职务之便再次犯罪，是刑法对法律

后果的完善。但一直以来，从业禁止制度存在法律

定性、适用前提等方面的争议，再加上出台时间较

近，因而司法判决中适用从业禁止的判例并不多见。

虽然闵行区的教师从业禁止判决具有开创性意义，

但如何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准确适用从业禁

止制度，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全面的司法保护，司法

实践中仍有待进一步地探讨。 

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界定 

（一）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的界定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儿童是

指 18岁以下的任何人。而在我国，儿童的范围则

要小得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1992 年出台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

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儿童”仅

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其中，不满一岁的为婴儿，

一岁以上不满六岁的为幼儿。与之类似的规定还出

现在刑法条文中：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奸

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以强奸论；第三百五十九

条第二款规定，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从以上规定来看，在我国，

儿童仅指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其中不满 14

周岁的女性被称为幼女。因此，我国与联合国《儿

童权利公约》中“儿童”对应的概念应当是“未成

年人”，所有不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的性权利都存

在遭受侵害的可能，因此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的范

围不应当只限于儿童，而包括所有的未成年人。 

（二）性侵害行为方式的界定 

关于儿童性侵害的行为方式，理论界有多种界

定。有人认为，儿童性侵害是指对儿童进行性剥削

和性行为，导致儿童的健康或幸福受伤害或危险；

有人单从行为的角度进行界定，将性侵害的范围定

义为任何“侵犯未成年人受到法律保护的性权利的

犯罪行为”；而有的学者则着重强调了“满足性欲

的目的”，认为性侵害应当是在此主观目的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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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实施的引诱儿童进行性接触的行为。 

一般来讲，“性侵害”指直接发生性器官接触

的性交，但出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考虑，对于“性

侵害”应当进行扩大解释：除了性器官接触的性交

行为，还应当包括带有性刺激的亲吻，玩弄儿童性

器官，以及在儿童面前手淫、观看色情录像，甚至

是在儿童面前暴露自己性器官的行为，都应当视为

本文所讲的性侵害。此外，无论是强奸罪还是强制

猥亵罪，都没有将“满足性欲的目的”作为该罪的

主观目的。因此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侵犯

到儿童的性权利而实施了上述行为，都应当满足性

侵害的主观方面。 

（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范围 

根据 2013年公安部颁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包括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

百五十八条，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三百六十条第二

款规定的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强奸罪，强制猥亵、

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

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等。 

当前我国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特点 

根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

基金发布的《“女童保护”2016年性侵儿童案件统

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2016年平均每天

曝光性侵害儿童案例 1.21起，同比增长近三成；

农村地区曝光案件首次高于城镇；熟人作案近七成，

超六成性侵者为多次性侵。结合近年来频频发生的

性侵害儿童案例，课题组认为我国当前性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易于接触儿童的从业者作案占比高 

与一般的强奸罪类似，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

熟人作案较为容易发生。他们或是利用自己身份上

的优势地位威逼利诱，或是用小恩小惠对儿童进行

欺骗，从而成功作案。有关数据也对此予以证实：

2016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害儿童（14岁以

下）案件就有 433起，其中熟人作案的 300起，占

比 69.28%。且在有明确表述的熟人关系的 300 起

案件中，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师生（含辅导班等）

27.33%、邻里 24.33%、亲戚（含父母朋友）12%、

家庭成员 10%。犯罪嫌疑人利用熟人身份，更容易

接近受害者并取得受害者信任，再加上自身力量及

身份地位等优势，使得性侵害案件更易发生。由此

可见，性侵害儿童案件中教师等相关职业人员正在

逐渐成为主要群体，性侵者也已经不同于以往，不

再以农民、无业人员、低学历人员为主，而是素质

相对较高，多与儿童密切接触的特定职业人，他们

多披着伪善的外衣，以非常隐蔽的方式对儿童下手，

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 

近些年来，针对儿童的性侵害类案件频频发生。

2007至 2008年，贵州习水多名教师和官员参与嫖

宿幼女。2013 年 5 月，海南省万宁市后朗小学 6

名小学女生被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及万宁

市一政府单位职员冯小松带走开房。2013 年，湖

北鹤峰县邬阳民族中学教师汪某利用班主任的职

务之便，强行与其所带毕业班的至少 8名女生发生

性关系，并致使其中一个女生怀孕。在这一系列事

件背后，都有教师等与学生密切接触的群体参与其

中。因此，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有必要对教师等

群体进行重点防控。 

（二）性犯罪者再犯率较高 

根据有关专家学者的统计，案发后，能够第一

时间报告自己遭受犯罪的未成年人仅有 45.3%，即

使是随着性侵害次数的增加，会有更多的被害儿童

能够及时告知他人，但这一比率最终也只是定格在

60.4%。因此，很多性犯罪者正是断定受害儿童不

敢告诉他人，从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实施加害，甚至

导致犯罪成瘾，也就是所谓的恋童癖。而一旦染上

这种特殊的癖好，便很容易导致性犯罪常态化，以

致于牢狱之灾也难以阻隔，甚至会愈演愈烈，出狱

后更加有恃无恐。也正是因为这样，世界各地的性

侵害儿童再犯率都居高不下，日本犯罪白皮书显示，

因性侵害女性而被判处有罪的人中，约有 16%的人

会再次因性犯罪而被逮捕。在我国，甚至出现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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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性犯罪者利用从业便利再次实施犯罪。例如，湖

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

李轶强奸案中，被告人李轶在曾经被判处奸淫幼女

罪的情况下，依然频繁出入校园，在 2011年 5月

到 6月期间，6次进入古丈县某小学校园内，从教

室或操场，先后将 8名小学一年级女生诱骗出来，

实施奸淫行为。因此，对于有前科的被告人，学校、

家长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允许其频繁进入

校园，进而为再次实施性侵害提供了便利。 

刑事禁止令对性侵未成年犯罪的规制及其不

足 

性侵儿童案件一再挑战着公众的良知，近日甚

至出现了多起公开场合猥亵儿童的事件：南京南站

一名 20岁男子在候车大厅内公然猥亵同行的女童；

重庆某医院女孩遭到其姑父的猥亵。这一系列事件

的发生，都在呼吁刑事立法的跟进。 

（一）禁止令的引入 

我国刑法对于特定从业人员的从业禁止也进

行过探索，《刑法修正案（八）》便规定了刑事禁止

令，即根据犯罪情况，在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的

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限内

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

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利用职业、身份对儿童施

害的行为人，就可以通过禁止他们进入幼儿园、小

学等特定场所的方式来限制他们再次实施犯罪，从

而对性侵者形成约束。 

禁止令制度开始实行后，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

一些判例，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曾作出

（2016）沪 0115刑初 3479号判决书，判处犯猥亵

儿童罪的徐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

个月。同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禁止徐某某以任

何形式滋扰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禁止徐某某以任何

形式接触其家属之外的其他儿童。从这一意义上来

说，禁止令填补了“缓刑指示”的空白，有利于针

对具体犯罪人实现行刑的个别化。 

（二）禁止令对性侵未成年案件规制的不足 

从我国刑事立法的现状来看，虽然设立了多罪

名、全方位的立法保障体系，但性侵案件发生概率

一直居高不下，且再犯问题一直难以得到控制。可

见，禁止令对性侵者的规制作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禁止令的主要弊端在于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

根据刑法的规定，禁止令仅适用于判处缓刑和管制

的犯罪分子，对于罪行更为严重的被判处有期徒刑

的人员，却无法对其形成约束。而且，禁止令仅仅

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约束。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

分子来说，仅在其管制执行期间适用禁止令；对于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则只能在其缓刑考验期限

内适用。但是管制执行期间最长为 2年，缓刑考验

期也在 5年以下，禁止令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否实

现其应有的价值，仍然存在疑问。因此禁止令对于

未成年受害群体的保护力度是远远不够的。一旦管

制执行完毕，或者缓刑考验期结束，这些犯罪分子

便仿佛解除了身上的枷锁，进而会千方百计寻找机

会去释放自己压抑已久的欲望。 

对于性侵学生的教师来说，根据我国《教师法》

第 14条的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因故意犯

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

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虽然受

过刑罚的性侵者无法再担任教师，但诸如学校保安、

校车司机、教辅人员等常年接触儿童的职业依然为

他们敞开大门。一旦性侵教师原所在学校对他们网

开一面，通过非教师的形式让他们再次就业，后果

将不堪设想。 

（课题组组长：张晨；课题组成员：吴允锋、

杨珍、毕明茜、纪康。执笔人：纪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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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律师视点 

公证遗嘱效力或不再优先 以后处理“身后事”可能遇到啥问题？ 

2018-08-30 中国公证网 稿件来源：成都商报 

http://www.chinanotary.org/content/2018-08/30/content_7633857.htm?node=82578 

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仅

涉及衣食住行和商业贸易，当然也包括如何处理

“身后事”，随着家庭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重视遗嘱这一最为有效的生前财产处理方式。 

8 月 27 日下午，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交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在继承编部分，草案删

除了现行继承法中关于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

并规定如果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

订立的遗嘱为准，充分尊重遗嘱人的真实意愿。 

遗嘱订立形式更加自由，是否会使处理“身后”

财产变得越发容易？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利弊：“意愿”与“程序”之惑 

在自 1985年开始实行的现行《继承法》中，

公证遗嘱因其严谨规范的形式，避免意思表达瑕疵，

被认为是最能完整正确表达当事人意思的形式，具

有优先效力。 

在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副主任钟良看来，规定公

证遗嘱的优先效力，是因为其在程序要求上最为严

格，能够更好地合乎法律和程序要求。不管是立遗

嘱人的主体资格，还是当事人生前的意思表示，都

能通过严格的程序予以确认，避免瑕疵。 

2015 年，中国公证协会发布《中国公证遗嘱

业务发展报告》，其中的一则数据也印证了公证遗

嘱在纠纷解决上的优势：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

裁判文书中，以关键词“公证遗嘱”查询，共有

1388 条记录，其中反映公证遗嘱得到采信的有

1345条记录，占 96.90%，反映公证遗嘱未被采信

的仅有 43 条记录，占 3.10%（查询至 2014 年 12

月 7日）。 

钟良认为，很多当事人由于法律知识不足，在

订立公证遗嘱后，又以其他形式在生命最后时刻订

立遗嘱，但遗憾不能生效，无法按照自己的真实意

愿处分财产，这是公证遗嘱很明显的缺陷。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中凯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陈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实践中发现，

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导致在立完公证遗嘱之后再

想要修改不太方便，立遗嘱人不仅要找到原来的公

证档案，还需提供各种证明，限制了立遗嘱人表达

和实现自己意愿的便利性。” 

陈凯还提到，并非所有的财产都能够订立公证

遗嘱，例如已经拆迁以后得到的安置房的，虽然没

有拿到房本却依然是合法取得的财产，但在订立公

证遗嘱时会存在障碍。 

挑战：“若无专业帮助，可能存在瑕疵” 

草案的修改意味着，当出现多份不同形式的遗

嘱时，公证遗嘱不再位居高阶不可推翻，而是与自

书遗嘱等其他形式的遗嘱，拥有同等的遗嘱效力。

陈凯认为，这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公民处分财产的自

由，提供便利性，是一个进步。 

这项修改会使我们处理“身后”财产变得更加

容易吗？ 

钟良认为，此次修改最大的好处是意思自治方

便大众，但就处分财产而言，任何国家处理都是相

当慎重的，若大众的行为太过于随意，反而会引起

财产经济方面的纠纷和管理障碍，更不利于自己遗

愿的达成。陈凯也认为，草案取消公证遗嘱效力优

先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挑战，“老百姓在订立遗

嘱时，如果没有得到专业帮助，可能会存在各种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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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更容易引起矛盾。” 

如何来应对这种弊端？陈凯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个人认为，在取消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同时，

法律上可以鼓励公民向第三方遗嘱服务公益机构

或社会组织办理登记，对遗嘱登记的形式予以认可。

经过专业人员的见证，可以防止纠纷和遗嘱下落不

明，既确保了专业性，也保证以后发生纠纷时有据

可查。” 

变革：打印、录像等遗嘱形式纳入草案 

此前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我国仅有

五种法定的遗嘱形式：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

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随着时代的发展，继

承编草案增加了打印、录像等新的遗嘱形式。陈凯

认为，这是因为“手写习惯被打印习惯取代，打印

遗嘱也是顺应社会的需要。”“但打印遗嘱很难证明

当事人订立时的状态，也很容易伪造，因此草案针

对打印遗嘱规定了特殊的要求：不仅应当有两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还应当在遗嘱

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公证遗嘱或失去优先效力，这项规定会对公证

处业务造成实质影响吗？从事公证行业多年的钟

良并不这么认为，“到公证处来订立遗嘱，是出于

内心自愿的选择，对公证和法律的一种信任，并非

是因为公证遗嘱效力优先。”成都商报记者陈柳行 

新闻链接 

立遗嘱，这些细节要注意 

遗嘱要想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要没有瑕疵。草

案赋予了个人在订立遗嘱方面更多的自由，那么如

果不选择第三方遗嘱服务机构，在自行处理遗嘱订

立事宜时，不同的遗嘱，形式上应该注意哪些细

节？ 

自书遗嘱：需要由遗嘱人亲笔书写，不可以由

他人来代为书写或者记录遗嘱的内容；亲自签名，

不允许他人代替立遗嘱人进行签名，也不可以加盖

私章、指按印或者其他替代签名性符号来代替；需

注明日期。 

代书遗嘱：至少有两个见证人同时在场，须全

程见证遗嘱的订立；见证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并与继承遗产及遗产继承人均无利害关系；

由见证人其中之一担任代书人；遗嘱人、代书人、

其他见证人均需签名，并注明日期。 

录音遗嘱：由遗嘱人亲自叙述遗嘱的全部内容；

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见证人必

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录音遗嘱需可以完整清

晰地还原声音信息。 

口头遗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且只能

是无利害关系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前提是

当事人处于危急情况，包括当事人处于生命垂危状

态、发生让人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天灾人祸状态或者

是人命关天的战争状态等；若“危急情况解除”而

立遗嘱人没有死亡的，恢复了采用其他方式立遗嘱

的能力，口头遗嘱即视为无效，应另用其他的方式

立下遗嘱。 

录像遗嘱：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

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肖像，

以及年、月、日。 

（责任编辑:杨奕） 

北京高院审理继承案件若干问题解答的理解与适用·上｜审判研究 

原创：2018-09-03  审判研究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李双庆 

https://mp.weixin.qq.com/s/W7AlBnKtMrE_MYVq53u7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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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院审理继承案件解答 

理解与适用·上篇 

《继承法》在我国算得上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

“稳定法”了，该法于 1985年 4月 10日由第六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自 1985年 10

月 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法颁布后生效前

的 1985年 9月 11日，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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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30多年的时间里，该法未作出过任何修

改，也没有再针对继承法专门制定过大部头的司法

解释，其稳定性在我国的立法历史中，绝对是出类

拔萃的。 

但随着社会发展速度加快，新的事物和问题不

断出现，人们生活方式和习惯都在不断发生变化，

对包括继承法在内的一切成文法带来了挑战。如何

让 1985年制定的成文法和当前的社会现状实现顺

利对接？如何避免因成文法的滞后影响公正的实

现？ 

2018年 6月 1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 ［2018］ 第 9次会议通过《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

答》，回应了《继承法》在司法实践中面对的存在

较多争议的一些问题。虽然解答并非规范性法律文

件，但是应当看到，一份具有前瞻性和务实性的指

导意见，对于司法实践中处理纠纷有着极强的指导

作用。下文结合北京高院的解答内容，依序逐条，

一一予以分析，希望能够帮助法律同仁理解相关规

定要点和法律适用问题。 

一、继承主体 

1．以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等单一继承类案由

提起诉讼，审理中当事人提出包括法定继承、遗

嘱继承、遗赠、遗赠抚养协议等在内的多个继承

类请求，如何处理？ 

 

继承案件审理中，当事人分别提出法定继承、

遗嘱继承、遗赠、遗赠扶养协议等分属不同案由的

继承类请求，原则上人民法院应一并予以审理，案

由列为继承纠纷。 

确因涉及当事人众多且不同种类继承请求一

并审理不便于诉讼的，可释明当事人分别提起诉讼。 

解读： 

继承类案件中，由于需要对被继承人去世后遗

留的全部财产进行分割，就应当考虑到全体适格的

法定继承人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转继承、代位继

承、遗嘱受益、遗赠抚养协议等多种情况。为此，

案件审理中经常会出现需要追加原告、被告、第三

人的情形；或者是原、被告、第三人提出存在遗嘱、

遗赠、遗赠抚养协议等证据，主张按照不同的标准

对遗产进行分割的情形。 

 

如果是针对同一被继承人财产提出诉求，即使

当事人主张的依据不同（如一方提出要求按照法定

继承处理，而其他当事人认为应当按照遗嘱继承或

者遗赠抚养协议处理），但是，倘若主张的依据是

建立在对遗产范围、内容均认可的基础上，只是对

分割依据有不同诉求的，原则上法院应一并予以审

理，避免对同一财产因为起诉的先后顺序不同，出

现不同的判决结果，影响司法公信力。需要注意的

是，为了避免案件被人为“分割”，立案时可以考

虑直接以继承案由立案。 

对于当事人数量众多是否影响一并审理的情

况，笔者认为，人数多寡并不影响案件的合并审理。

比如，子女众多或者参与继承的代位继承人、转继

承人等众多的，只要是针对同一被继承人的相同遗

产提出不同请求的，就应当合并审理。反之，即便

是当事人相对较少，但是法律关系并不一致的（参

考第 2条的解读）、存在继承案件以外法律关系的，

则应予分别处理。 

2．遗产尚未从共有财产中析出如何处理？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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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有案外人权益时如何处理？ 

继承案件所涉遗产未从共有财产中析出，如共

有财产的共有权人均作为继承案件当事人参加诉

讼，人民法院应释明当事人提出分家析产诉讼请求，

在继承案件中一并审理，列为分家析产、继承并列

案由。经释明后当事人不提出分家析产诉讼请求的，

仍对全部共有财产提出继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判

决驳回诉讼请求。 

确有证据表明继承案件所涉遗产与案外人存

在权属争议的，应释明当事人另案先行处理该权属

争议。 

解读： 

解答第 1条的规定，针对的是有权分割遗产的

人，即案内人对遗产如何分割产生争议时的处理，

这里面存在的一个前提，即遗产范围确定且明晰，

那么只处理案内人之间如何分割的问题，原则上应

当在一个案件中进行处理。 

而本条是案外人对遗产范围、内容存有争议如

何处理的问题，案外人可能主张遗产不属于被继承

人，或者部分不属于被继承人。此时，原则上应当

先确定遗产范围，然后再确定如何对遗产进行分割，

从而避免将案外人的财产作为“遗产”进行分割，

侵害他人权利。 

如果案外人对遗产的权属提出诉讼，应当先中

止继承案件的审理，待权属明确后再行继承分配。

案外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全体

被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 

如果这个“案外人”同时具有“案内人”身份，

即本条所述的分家析产与继承冲突时，考虑到诉讼

的经济性和最终目的，北京高院将之作为一个案件

处理的观点，是具有优选性的。如夫妻一方去世，

在继承之前对夫妻财产未进行析产分割的，可以在

案件中依据《婚姻法》的规定现行认定哪些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之后再行依据法定继承或者遗嘱继承

等相关规定，对死亡一方的遗产进行分割。 

3．有证据表明可能存在未参加诉讼的其他继

承人存在，如何处理？是否应由法院依职权查

明？ 

在继承案件中有初步证据表明可能有其他未

参加诉讼的继承人存在，人民法院在实体审判中应

依职权进行调查核实。依已有证据及依职权调查核

实的证据均无法确证该自然人的存在及继承人身

份的，人民法院不予追加。 

解读： 

继承案件中，由于是对被继承人遗产的最终处

分，应当追加有权继承遗产的全部当事人参加诉讼。

审理中，如果有初步证据证明还有其他继承人未参

加诉讼，法院一般都会依职权进行核实追加，避免

遗漏当事人，造成错案发生。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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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条规定，人

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

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

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保管单位。即如果查实确

有其他继承人存在，但其他继承人难以查找、通知

的，可以在保留其遗产份额的情况下现行分割。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会出现要求当事人

出具各种证明的情况，如被继承人七八十岁死亡了，

要求继承人出具被继承人父母去世的证明，被继承

人曾经离婚的，要求出具前婚无子女的证明等等。

笔者认为，对于这些情况，人民法院可以向参与诉

讼的继承人核实，继承人出具证明被继承人家庭关

系的证明即可，至于有无其他被继承人未参与诉讼，

法院要求当事人进一步提供证据时，应当已有初步

的在案证据。这里不应对继承人要求过高。为了“查

明事实”，要求当事人承担过重的义务，不是一种

理性的选择。 

二、遗产范围与分割 

4．死亡赔偿金、丧葬补助费、死亡抚恤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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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在继承案件中一并处理？ 

继承案件中，如有权获得死亡赔偿金、丧葬补

助费、死亡抚恤金等财产的近亲属均作为当事人参

加案件审理，并提出死亡赔偿金、丧葬补助费、死

亡抚恤金等财产的分割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在继承

案件中一并处理上述财产的分割。 

解读： 

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死亡赔偿金、丧葬

补助费、死亡抚恤金等费用不属于遗产，这些财产

不是自然人死亡之前所取得的，而是产生在自然人

死亡后。这些财产也不属于被继承人生前的债权或

期待利益，尽管具有人身属性，但不属于遗产范围。

另外还有工亡赔偿的的相关费用，如丧葬补助金、

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也要与遗

产继承分割的原则区分开来。 

其次，这些财产的产生，与被继承人的死亡有

着密切联系，经常与遗产继承一并处理。而且有权

参与分配死亡赔偿金、丧葬补助费、死亡抚恤金等

费用的主体，与法定继承人经常重合，如果一并起

诉，一并处理并无不妥。 

最后，上述财产不是遗产，不参与遗赠、遗嘱、

遗赠抚养协议、代位继承、转继承等遗产继承的分

割，也不应按照法定继承规则的分配。一般来讲，

如通过诉讼解决，应当按照诉讼时的原告范围确定

分割人的范围，并照顾生活困难者和需要被抚养的

人的原则处理。如果未通过诉讼，可以参照诉讼的

规则酌情处理。对于有明确分配规则的费用，如工

亡案件中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应按照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的发放标准分配。 

5．公房承租权能否作为遗产继承？ 

当事人请求继承被继承人生前的公房承租权，

人民法院应告知当事人向公房所有权所在的行政

机关或单位申请办理公房承租人变更手续，当事人

坚持继承请求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解读： 

公房承租权由于其具有社会福利性价值而被

看重，在承租人死亡后，在遗产继承时经常会因公

房的承租权如何处理引发纠纷。 

公房承租权是承租人与出租人通过订立公有

住房租赁合同而取得的权利，从法律上来讲，这种

权利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就已经丧失。但是，根据我

国的特殊国情、公有住房的福利性等原因，公有住

房承租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利益”，司法

实践中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一般不存在到期终止的

问题，也不会因承租人死亡而终止。司法实践中，

只要被继承人还有亲属、继承人在使用房屋或者主

张权利，公房管理部门都不会将房屋收回。 

但是，尽管公房承租权具有“利益性”，这种

利益的实际取得需要公有住宅管理人事后的认定，

管理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与谁订立合同，依照什么

标准确定新的承租人，属于承租人主体资格的审查

和认定问题，当前被认定为公房管理单位行使行政

管理职权，法院不应在民事纠纷中处理。当事人对

此有争议的，应向公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公房承租

人变更手续，对公房管理部门的决定不服的，可以

提起行政诉讼。 

如果被继承人死亡后，公房承租权始终未变更，

或者子女无法协商一致导致无法变更，而公房面临

拆迁或者已获得拆迁利益时，对拆迁利益如何分割，

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见到，而且处理标准不一。有

的认为按照拆迁单位的标准，如登记户口人、居住

人分割，有的按照法定继承标准分割，有的按照实

际居住情况分割等等。无论采取何种标准，由于被

继承人公房承租权具有一定的“利益性”，在死亡

后也未变更，如果转化为可计算的利益，原则上是

可以参照遗产继承的。但由于公有住宅承租权所具

有的特殊性和社会福利性，在分割拆迁利益时，应

当结合来源、贡献、生活紧密程度、实际需要等因

素，确定合理的分割方案。 

6．被继承人购买公房时根据工龄政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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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已死亡配偶工龄折抵房款的，所获工龄政策

福利能否折算后作为遗产分割？ 

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房时，依国家有关政

策折算已死亡配偶一方工龄而获得政策性福利的，

该政策性福利所对应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应作为

已死亡配偶的遗产予以继承。 

该政策性福利所对应的财产价值计算参考公

式：（已死亡配偶工龄对应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

购买公房时房屋市值）×房屋现值。 

解读： 

公平与否，往往会有多个角度的看法，所以会

经常发生变化。 

1999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向司法部律师公

证工作指导司发出《关于唐民悦房改房产权认定问

题的复函》，内容为：“你司（98）司公函 018号函

和（99）司公民便字 027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

下：按照目前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有关政策，

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以城镇职工家庭

（夫妇双方）为购房主体，且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

次。本案中，唐民悦按房改政策购买住房时享受了

其配偶的工龄优惠，该住房应当视为其夫妇双方共

同购买。因此，我司认为，该住房应视为唐民悦与

其配偶共有财产。” 

2000 年，最高人民法院向司法部律师公证工

作指导司发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

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

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2000）法民字第 4号），

内容为：“你司《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

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

的函》收悉。经研究认为，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

遗产已经继承完毕，健在一方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的

公有住房应视为个人财产，购买该房时所享受的已

死亡配偶的工龄优惠只是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而

非财产或财产权益。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没

有分割，应予查明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

还是配偶一方的个人所得，以此确认所购房屋是夫

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如果购房款是夫妻双方

的共同积蓄，所购房屋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以上

意见，供参考。” 

后来，在 2013年 2月 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

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

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法释（2013）7号），

决定对（2000）法民字第 4号复函予以废止，原因

为与现行房改政策不一致，该决定自 2013年 4月

8日施行。 

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的处理意见一直不一致。

购买房改房享有的工龄优惠具有人身属性，而且确

实能够带来一定的财产性利益。虽然这种利益需要

特定人员行使，如配偶。但不可否认的是，配偶在

购买房屋时确实减少了支出，获得了利益。而该利

益从根源上来讲是属于已故配偶一方生前的可期

待利益的。如果确有分割的必要，依照北京高院或

者其他更为公平的计算方法计算，倒也值得推广。 

7．农村宅基地上房屋能否适用遗赠？   

遗赠人生前将宅基地上房屋遗赠本集体经济

组织以外的人，受遗赠人在遗赠人死后主张因遗赠

取得宅基地上房屋所有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宅基地上继承如

何处理将面临一个当前制度下难以圆满解决的问

题。可以预见的是，这个问题的处理必将在某个时

间出现一个拐点。 

依据《土地管理法》第 62 条、《物权法》第

153条等规定，一般认为，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转让

需具备以下四个条件：1.转让人拥有二处以上的宅

基地；2.转让人与受让人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

的成员；3.受让人没有住房和宅基地，且符合宅基

地使用权分配条件；4.转让行为征得集体经济组织

同意。这四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否则，转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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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法的。当然，根据《继承法》第 3条规定以及

房地一体主义，继承宅基地上的房屋是一种例外。 

本集体经济组织的人的子女外出务工、求学，

将户口迁出，不再是集体组织成员的，在父母死亡

后，即使子女已经不再是该集体组织的成员，也可

以继承宅基地上的房屋。因为宅基地使用权虽然不

可以继承，但是房屋是其父母的财产，可以继承。

这就会出现自己的房屋可以合法的建在他人（集体

组织）所有的宅基地上的情况； 

而且可以推算一下，如果子女去世后，子女的

子女依法也可以继承该房屋； 

再推算一下，只要子女不断的修缮房屋，保证

不倒塌，子女的子女的子女也可以继承该房屋，保

证该房屋合法的建在集体组织的土地上。 

再推算一下，如果在房屋传承期间损坏或者倒

塌了，集体组织能否阻止子女翻建房屋，如果子女

翻建房屋，子女的子女还能否继承？这在将来都要

解决的。如果这样也可以继续继承，随着城镇化速

度的加快，也许有一天，集体组织原有的宅基地将

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被城镇人口占有。 

回到北京高院的解答上，农村宅基地上房屋不

允许出售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这种情况非常

常见也基本为大家熟知。但是如果出现以遗赠形式

将宅基地上房屋权益转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

这种情况是否为法律认可呢？宅基地上房屋可以

继承，是我国法律基于亲缘关系对宅基地上房屋向

非集体组织成员流转的唯一例外。对于以遗赠、遗

赠抚养协议等等非法定继承方式，向不具有亲缘身

份关系的人转移房屋权属的，是否支持，如何处理，

并没有统一性的规定。 

依照北京高院的精神，是否定该操作的合法性

的，理由就是出现农村房地资源的流失。笔者认为，

如果允许非集体组织成员继承房屋，笔者认为就可

以允许其他人接受遗赠或者通过遗赠抚养协议取

得房屋。但是司法实践中很难排除在被继承人死亡

后，继承人通过遗嘱继承的方式转让宅基地上的房

屋，这种操作如果你情我愿，司法机关很难予以否

认，这样就会导致集体土地通过遗赠方式绕开法律

监管。 

笔者认为，解决此问题，应该对非集体组织成

员继承或受赠的宅基地上的房屋限定在一定的年

限和用途，比如集体组织成员死亡后，继承人或者

受赠人只能用于自己居住，不得转租、经营；使用

年限为集体组成成员去世后50年或者70年之内等

等，这样才能真正的保证农村宅基地资源能够及时

收回，避免土地资源流失，也减少不必要的法律漏

洞。 

8．农户家庭中父母与部分子女共为一户，该

子女未另行分家并新分宅基地。父母死亡时，已

另行分家的子女能否主张对相应宅基地上房屋进

行继承？ 

农户家庭中部分子女与父母分家另过；部分子

女与父母共为一户且未新分宅基地。父母死亡时，

已分家另过的子女主张对相应宅基地上房屋进行

继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应释明当事

人可对相应宅基地上房屋折算价值主张继承。 

上述分家另过子女仍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身份且未取得宅基地的，主张相应宅基地上房屋

权利的，应予支持。       

解读：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居民实行一户

一宅，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资格是以户为单位的家

庭。 

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宅基地使用权是分

给户而非户内的人的，既不属于某个人也并非所有

人共有。户内人口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不影响宅

基地的归属，宅基地使用权随户转移而非随人转移。

户内的家庭成员死亡、增加、出嫁、娶亲，只要该

户尚存，宅基地使用权应当由剩余户内成员或者新

加入的成员继续享有，户内成员间不存在宅基地继

承问题。 

对于分家另过且已经以新户的名义取得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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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使用权的，如果请求继承父母宅基地上房屋，

由于房地一体，支持其诉讼请求将会违反一户一宅

的规定，所以仅可就房屋本身的建设成本进行分割，

对于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不应予以支持。 

当然，如果只是分家另过，但未分得宅基地的，

属于分家而不分户，可以就宅基地上房屋的所有权、

使用权进行分割。但是继承的只是房屋建设成本的

价值，宅基地使用权仍然是归“户”所有。 

9．被继承人死亡后所遗宅基地房屋被翻扩建，

如何处理？ 

被继承人死亡后，未经继承人同意，擅自对被

继承人生前所有的宅基地上房屋进行翻扩建的，不

影响已确定的该宅基地上房屋遗产份额划分。 

继承人有权要求上述擅自改扩建人承担恢复

原状、赔偿损失等责任，但实际居住管理房屋的继

承人出于居住使用、维护管理目的对房屋进行翻扩

建的除外。 

10．在被继承人生前对宅基地房屋翻扩建存在

贡献的人，主张宅基地房屋权利的，如何处理？ 

对被继承人生前宅基地上房屋翻扩建确存在

贡献的人，据此主张享有宅基地上房屋共有权或增

加相应继承份额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其据

此主张的相应补偿请求，人民法院应根据相应证据，

尊重风俗习惯，从公平角度出发，在判断法律关系

性质属于赠予、亲属间无偿帮扶抑或债务的基础上，

确定是否支持。 

解读： 

被继承人死亡，宅基地上的房屋可作为遗产视

各继承人的身份状况、居住状况等因素将房屋予以

分割或者将房屋建设价值折价处理。 

如果房屋被翻建翻盖的，第一，由于房地一体，

即使该房屋被户外的他人翻盖翻建，不因翻盖翻建

行为影响宅基地使用权的归属，也不影响对宅基地

使用权及地上房屋的分割；第二，如果是其中部分

继承人翻盖的，即使该继承人对房屋进行了投入，

不影响按照实际身份情况、居住情况等对房屋进行

分割。 

如果翻修翻建行为影响房屋的使用、分割或者

造成损害的，继承人可以要求继承人有权要求改扩

建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如果当事人出于善意加

固、翻修翻建增益、添附房屋的，当事人可以要求

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予以补偿。 

11．作为遗产的城市住宅平房未经审批翻建、

改建、扩建，没有取得新的产权证或者经明确无

法办理新产权证，继承人要求继承该房屋，如何

处理？ 

作为遗产的城市住宅平房未经审批翻建、改建、

扩建，没有取得新的产权证或者经明确无法办理新

产权证的，继承人要求继承该房屋及分割使用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人民法院应在判决中明确，

该判决不作为拆迁补偿依据；并明确对于该房屋是

否属于违章建筑、能否取得房产证、应由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依相关规定确定。 

解读： 

城市内房屋尤其是私有平房、独院、独楼等，

经常出现未经审批翻建、改建、扩建的情况。在这

种情况下，由于原来的房屋已经不存在，存在的房

屋是未经城市规划部门依法审批的“违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要求先取得许可证或

者拆除恢复后处理，可能会因为继承人之间的矛盾

导致案件形成一个无法解决死结，案件长期得不到

解决；但如果直接作出处理，很可能会导致法院为

违法建设背书，或者按照实际状况分割后，违建房

屋被拆除、恢复，导致部分继承人权益受到侵害。 

所以，在此类情况出现时：一、要避免在继承

之前违规翻建房屋，导致房屋难以继承分割；二、

在发生继承纠纷后，要主张违建房屋的合法部分，

避免分割到的违建部分被拆除。如一层房屋被加盖

为二层，如果继承时继承了二层房屋，则将来难免

会再起纠纷；三、法院的分割也要考虑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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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按照现状对使用权进行分割时，避免法院的分

割方案最终导致部分继承人因违建被拆除而丧失

权利再起纠纷。 

12．被继承人死亡时尚未实现的股票期权等

期待性权利，能否作为遗产请求继承？ 

被继承人死亡时行使权利条件未成就的股票

期权等期待性权利，应待条件成就时主张遗产分割；

该期待性权利的实现附有相应义务的，被继承人在

继承权利时应一并承担相应义务。 

解读： 

依照《继承法》第 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

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一、财产要合法，二、财

产已经取得。股票期权等期权是一种可期待、待确

定的债权，被继承人依据一定的条件在将来获得一

定数量资产的权利和资格。 

这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未取得该利

益之前，当事人无权要求继承该部分利益，当事人

坚持主张的，法院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但如果

已经确定尚未取得的，如第三方已经认可并同意支

付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分割，便于第三方处理；

二是该利益确定之后，继承人可以依法主张分割。 

如果应得而未得，继承人如何主张权利呢？对

此问题，笔者认为依照《继承法意见》第 3条规定，

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

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应得未得的财产，应视为被

继承人的债权，继承人可以依法向义务人追索该部

分利益，如果得到支持，继承人再依法进行分割。

如果只有部分继承人要求分割，其他继承人明确表

示不参与、不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不影响主张权

利者对债务人的追索。 

13．离婚时尚未处理的一方遗产，另一方能

否主张权利？ 

离婚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但尚未

实际处理的遗产，配偶方请求确认并分割该遗产中

的权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配偶方可待遗产实际

处理后另行主张。 

配偶方以侵害夫妻共同财产权利为由请求确

认另一方放弃遗产继承的行为无效、或请求损害赔

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 

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遗产的概念和

定性，本身就存有争议。 

《物权法》第 29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

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 

《继承法》第 2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

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

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 

按照《婚姻法》第 17条第 1款第（4）项规定：

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除死者指定由配偶一方继

承（受赠）的以外，均属于夫妻共有。 

那么依照《物权法》的规定，遗产从继承开始

就属于继承人，即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人

已经取得遗产的物权。遗产即属于继承人，也就属

于夫妻共有。这时，应被继承的财产已经是夫妻共

有了，继承人单方放弃继承权，要么无效，要么侵

害配偶权益； 

而按照《继承法》的规定，遗产应当自继承人

同意继承时属于继承人，即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

尚不属于继承人，继承人尚未取得遗产的所有权，

遗产更不属于夫妻共有。只有继承人在遗产处理之

前，没有放弃继承权的，才属于继承人所有，才构

成夫妻共有。如果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处理前，继

承人放弃继承的，物权不属于继承人及其配偶。 

那么，应当按照哪个规则处理呢？对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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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条规定：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夫妻一方作为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遗产，

在继承人之间尚未实际分割，起诉离婚时另一方请

求分割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在继承人之间

实际分割遗产后另行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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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是一方基于身份关系通过继承取得的财

产，无特别约定，夫妻存续期间取得的遗产为夫妻

共有。但离婚时分割共同财产应当是取得的共同财

产，对于未取得的共同财产，不予分割；夫妻一方

在未取得遗产所有权之前，可以依法放弃基于身份

享有的遗产继承权，配偶一方取得遗产的所有权是

基于对方取得为基础，如果对方没有取得所有权，

配偶一方就不是遗产的共有人。自然不得以共有人

的身份要求继承或者撤销放弃继承的行为，也不能

以放弃遗产继承的行为侵害自己权利为由要求赔

偿。 

对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时机问题，目前没有相

关法律或解释进行进一步的规制。有观点认为，继

承人放弃继承，应当按照《继承法》第 25条规定，

即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

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对此

笔者认为，这是认定继承人未放弃继承的认定，而

不是什么时间可以放弃继承权的认定。即如果继承

人在遗产处理前没有明确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就

应当将其作为继承人之一参与遗产的分配，不能以

其未明确作出继承的意思表示认为其放弃继承。但

不能依据此条规定认为继承人只能在遗产处理前

放弃继承权。 

对于继承人在什么期间可以放弃继承，依照

《继承法意见》第 49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

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

遗产分割后表示放弃的不再是继承权，而是所有权。

所以笔者认为，在遗产归属确定之前，如协商继承

方案已经签订、继承诉讼已达成调解协议、继承诉

讼判决已经生效等之前，当事人都可以放弃自己的

继承权，对其放弃继承权的行为不应做过多限制，

更没有依据限制在遗产处理前。只要遗产未分割，

当事人均可以放弃自己的继承权，这时，当事人放

弃的只是继承权，而非财产所有权，未侵害配偶一

方的权益。 

核校：简牍 

北京高院审理继承案件若干问题解答的理解与适用·下｜审判研究 

原创：2018-09-04  审判研究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李双庆 

https://mp.weixin.qq.com/s/Ne0k69QkNpbH9RFgs6r2kA 

北京高院审理继承案件解答 

理解与适用·下篇 

14．继承纠纷中请求对城市成套住宅、住宅

平房进行所有权分割的，如何处理？ 

继承纠纷中数个继承人请求将登记为成套住

宅的遗产分割为数个不动产物权进行继承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继承纠纷请求将登记为住宅平房的遗产分割

为数个不动产物权进行继承的，应先征询相关行政

主管机关意见，对是否具备物理分割、单独办理不

动产权证的条件进行明确。避免出现与相关政策冲

突难以执行情况。 

上述不能分割为数个不动产物权进行继承的，

人民法院应释明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为对不动产

物权继承份额进行确定，并可请求进行实际使用分

割。 

解读： 

继承纠纷中，数人分割一套房屋的情况非常之

多，在对房屋分割难以协商一致时，能否对房屋再

行拆分成数套分割呢？ 

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 10 条规定，房屋应

当按照基本单元进行登记。房屋基本单元是指有固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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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界限、可以独立使用并且有明确、唯一的编号（幢

号、室号等）的房屋或者特定空间。国有土地范围

内成套住房，以套为基本单元进行登记。 

国有土地范围内的成套房屋以套为基本单元

登记，那么就不能再进行分割登记。如果继承人对

房屋归属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一可以确定各继承

人之间的份额，继承人按份共有；二可以对房屋进

行评估，一方得房，其他方分得房屋折价款。但是

不能将一套房屋再行拆分。 

对于住宅平房，司法实践中存在将一套房屋分

立两套或者多套的情况，但需要相关管理部门同意

进行分割，而且相关部门对房屋进行分割，一般都

需要现场进行测绘、勘察等，因此，继承房屋为平

房时，对房屋进行分割时也要谨慎，以不拆分为原

则，避免拆分后难以执行，影响判决的公信力。 

三、法定继承、遗嘱继承与遗赠 

15．如何认定继父母子女间具备法定继承人

身份？ 

继父母子女间是否具有法定继承人资格，以是

否存在扶养关系为判断标准。人民法院在判断是否

存在扶养关系时，应依扶养时间的长期性、经济与

精神扶养的客观存在、家庭身份的融合性等因素综

合进行判断，必要时应依职权进行调查。 

解读： 

依据《继承法》第 10条规定：遗产继承顺序

中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

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遗产继承顺序中的父母，包

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 37条规定：继父、继母与继子女之间，

已形成抚养关系的，互有继承权。 

继父母子女间是否有继承权，应以抚养关系的

存在为判断标准。继父母与继子女是否形成抚养关

系，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应当以

“共同生活”为基础，以抚养事实为依据进行确定。

如果是继父母继承继子女财产的问题，可以多考虑

抚养事实的问题，如抚养费的支出、经济支持程度

等；如继子女继承继父母的财产，应多考虑共同生

活的时间、家庭认可程度、子女态度、子女年龄状

况等等，对于共同生活时间短，抚养关系不稳定的，

继承权是否确认以及继承的份额都可以酌情确定。

当然，如果双方对此无异议的，司法对此应当不予

强制干预。 

16．继承开始前放弃继承期待权的承诺是否

有效？ 

继承纠纷中，当事人以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已

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期待权为由，请求确认继承权丧

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放弃表示系在分家

析产等合意行为中作出，涉及继承权之外其他权利

义务安排，继续享有继承权有违相关习俗并导致显

失公平的，人民法院对作出放弃表示方请求继承遗

产的请求不予支持。 

解读： 

根据《继承法》第 25条规定，放弃继承应当

在继承开始后。实际处理前。对于当事人在继承开

始前就已经作出放弃继承意思表示的，一般认为继

承人当时尚未取得遗产继承权，且被继承人死亡前，

遗产范围也不确定，继承人提前其放弃该权利不能

代表该权利产生后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一般认为

该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也有观点认为，继承开始前继承人享有的只是

继承的期待权，当事人当时只能放弃期待权，但不

能放弃继承权，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明确表示放弃

继承的行为是放弃期待权而非继承权。 

但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放弃继承权往往是附

加一定条件的，有的是附加一方赡养父母，另一方

不赡养父母的约定，有的是附加先得一部分被继承

人财产等内容。当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与其他权利

义务相结合时，如果单纯的否定放弃继承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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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力，可能会造成权利义务的失衡，造成其他继

承人履行了其他义务或者失去其他权利，则继承人

要求继续继承遗产的，不应再予以支持。至于理论

依据，一般以合同角度出发，从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显失公平角度考量。 

 

17．遗嘱的形式要件认定规则？ 

未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作出的遗嘱，

人民法院应认定无效。 

签署日期不全的自书遗嘱应为无效。以遗书形

式处分遗产的，如该遗书具备法律规定的自书遗嘱

形式要件的，应认定有效。 

解读： 

根据《继承法意见》第 35条规定，继承法实

施前订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如内容合法，

又有充分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可

以认定遗嘱有效。那么继承法实施后订立的，即使

内容合法，有充分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

示的，也难以认定遗嘱有效。 

 

遗嘱的效力问题一直是遗嘱继承纠纷中的关

键，作为继承纠纷中一项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遗嘱

的形式是要严格依照法定标准确认的。如果遗嘱的

形式不具备，即使意思表示真实，也很难被采纳。

如遗嘱的见证人是否合格、代书遗嘱是否符合法定

形式要求等等。 

但依照《继承法意见》第 40 条规定，公民在

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

实意思的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

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也就是说对

于其他形式的材料，如遗书、日记中的内容，名称

不是遗嘱但是符合遗嘱的全部要件的，如自书、自

己签名、签署年月日等，即使名称并非遗嘱，也可

以依照遗嘱处理。 

但在司法实践中，已有不少案例开始从形式回

归内容，以遗嘱虽然不具备形式但有其他证据证明

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角度出发，认定形式不合法的

效力。对此，笔者认为，如果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

应当不予认可，因为很可能遗嘱人本身就不希望按

照遗嘱处理，所以制定了一份不合法定格式的遗嘱。

我们在遗嘱人死亡后推测其意愿是不科学的，遗嘱

继承，首先要有合法的遗嘱。 

18．打印遗嘱的性质与效力？ 

继承案件中当事人以打印遗嘱系被继承人自

己制作为由请求确认打印遗嘱为有效自书遗嘱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确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

的证据表明打印遗嘱由被继承人全程制作完成，并

具备自书遗嘱形式要件的，可认定为有效自书遗嘱。 

打印遗嘱由被继承人以外的人制作的，应符合

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形式要件。 

解读： 

我国《继承法》第 17条对遗嘱的形式做了严

格的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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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对于自书遗嘱，一般来讲，只有全部由遗嘱人

本人亲笔书写，才能确保真实、安全，从而有效避

免伪造。如果遗嘱不是遗嘱人用“笔”书写，在效

力上很难认定有效。 

 

电脑打印已经成为新的书写方式，在不远的将

来很可能电子邮件、电子数据等也会成为遗嘱的新

形式。但必须注意的是，在当前对于以打印形式所

立自书遗嘱的效力，法院在原则上是不予认定的。 

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遗嘱的内容确系遗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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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操作电脑、打印机形成的，并且打印的遗嘱符

合自书遗嘱的其他形式要件的，如签名，年、月、

日等。按照北京高院的意见，是可以认定遗嘱有效

的。但这种证明所要求的程度应当高于一般要求，

且证据链紧密程度应当更严谨。这种解释实际上是

扩大了“书写”的概念，如果从法律严格规定上来

看，是存在扩张性解释的倾向。 

当然，对于符合代书遗嘱、公证遗嘱等形式要

求的，即使不符合上述要求，可以按照代书遗嘱或

公证遗嘱的方式处理。 

这里面还存在着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视

频遗嘱的效力。如果当事人在视频资料中表达了立

遗嘱的意愿，并明确表达了遗嘱内容，能否以视频

资料来确定遗嘱内容和效力，还是必须要具备法定

的遗嘱形式才可认定遗嘱的存在？笔者认为，视频

资料将会随着社会发展逐步取代书写、录音等存储

方式，《继承法》有可能在将来会规定新的遗嘱形

式，视频遗嘱将在不远的将来进入立法。但在当前，

如果视频遗嘱的内容满足录音遗嘱的形式，可以参

考录音遗嘱处理，如果不符合，不应作为遗嘱继承

处理。 

19．共同遗嘱能否认定有效？在世一方能否

单方撤销、变更共同遗嘱？ 

以夫妻双方名义共同订立的处理夫妻共同财

产的遗嘱，符合遗嘱形式要件的应为有效。当事人

仅以遗嘱内容为一方书写，不符合代书遗嘱相关形

式要件为由请求认定遗嘱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夫妻一方先死亡的，在世一方有权撤销、变更

遗嘱中涉及其财产部分的内容；但该共同遗嘱中存

在不可分割的共同意思表示，上述撤销、变更遗嘱

行为违背该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解读： 

夫妻共同遗嘱作为遗嘱被法院认可，就应当符

合《继承法》关于遗嘱的法定形式，但又与一般的

遗嘱形式所区别。共同遗嘱应将双方作为一个整体

看待，而不是作为两个自然人，但是对于签名，应

当作为两个自然人而不能夫妻一方代替另一方，也

不能将共同遗嘱作为一方代另一方书写的代书遗

嘱。 

如果是夫妻一方书写，双方签字、年月日的遗

嘱，一般认为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即夫妻双方共

同遗嘱要求其中一方书写，双方签字、签署年月日

即可，无需双方各自自书，这是与一般自书遗嘱的

区别； 

如果不是夫妻一方所书的共同遗嘱，见证人、

代书人应当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需要两个以

上的见证人，无需夫妻双方各两个以上见证人。 

夫妻双方制定有效的共同遗嘱后，一方先去世，

对于在世一方能否撤销、变更共同遗嘱的问题，司

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北京高院的意见中，明确一方

可以撤销、变更遗嘱中涉及其财产部分的内容，但

不能违背双方处分的共同意思表示。对此，笔者认

为，对于夫妻一方撤销、变更夫妻共同遗嘱的，应

当原则上不予支持，因为双方的共同遗嘱往往是相

互交叉、结合并且有利益交换的，一方的遗嘱内容

往往是以另一方遗嘱内容为条件或前提的。只有在

共同遗嘱中的财产和分配方案都可以完整剥离区

分时，在世一方才有权对共同遗嘱进行撤销或变更；

如果财产处于混同状态，或者分配方案具有相互的

牵连性或制约性的，允许一方撤销或变更共同意思

表示容易侵害去世一方的意思表示，会违反公平原

则，损害部分遗嘱受益人的利益，因此不得随意撤

销或变更共同遗嘱。 

20．遗嘱所涉特定财产在继承开始前非因被

继承人原因发生形态变化的，所涉部分之遗嘱能

否被认为撤销？ 

遗嘱中所涉特定财产在继承开始前非因被继

承人原因发生形态变化的，如损害赔偿等，被继承

人未对形态变化后的财产安排再次作出遗嘱意思

表示的，视为原遗嘱已撤销；但有证据表明被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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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客观上无法再次作出遗嘱意思表示的除外。 

解读： 

被继承人设立遗嘱对特定财产作出分配，但从

遗嘱设立至继承开始，期间可能发生诸多事项导致

特定财产形态发生变化。如果是因为被继承人原因

的处分行为导致财产发生变化的，如出售、赠与、

损害遗嘱中的财产，根据《继承法意见》第 39条

规定，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

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

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

分被撤销。对于部分转移的行为，如遗嘱中载明将

个人存款 100万由某个继承人继承，但事后消费了

50 万，是认为遗嘱人撤销整个遗嘱还是只撤销遗

嘱中的50万部分？笔者认为，按照第39条的规定，

只要遗嘱中的财产是可拆分的，撤销的效力应仅及

于已经处分的部分。 

如果不是因为被继承人原因的处分行为导致

财产发生变化的，如该特定财产被损坏、灭失的，

如果被继承人生前对对加害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

权的，应当视为遗嘱人已经改变、撤销原遗嘱内容。 

如果被继承人生前并未对加害人行使损害赔

偿请求权，也没有其他遗嘱安排的，遗嘱人已经知

晓财产形态发生变化，但未作出新的意思表示的情

况下，应当认为遗嘱人未通过遗嘱处分新的财产，

原遗嘱的内容已经丧失了效力。 

当然，如果财产损坏时，被继承人已丧失变更

意思表示的能力，客观上无法在作出遗嘱变更的，

则应当认为原遗嘱继续对新的财产性权利有效。这

种情况下，需要遗嘱继承人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并

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21．公证被撤销的公证遗嘱效力如何认定？ 

公证遗嘱因公证程序本身存在瑕疵等原因导

致公证被撤销的，公证遗嘱丧失法律效力。但对于

公证处在制作公证遗嘱过程中留存保管的当事人

自行制作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等，应

结合《继承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遗嘱效力

作出认定。 

解读： 

公证遗嘱可能存在因办理过程中严重违反公

证程序及相关法律规定导致公证遗嘱无效或者被

撤销，如司法部 2000年《遗嘱公证细则》第 6条

规定，遗嘱公证应当由两名公证人员共同办理，由

其中一名公证员在公证书上署名。因特殊情况由一

名公证员办理时，应当有一名见证人在场，见证人

应当在遗嘱和笔录上签名。再如第十九条规定，公

证处审批人批准遗嘱公证书之前，遗嘱人死亡或者

丧失行为能力的，公证处应当终止办理遗嘱公证。 

如果公证遗嘱被撤销，该公证遗嘱自然失效，

不再具有可执行性。但是对于遗嘱继承人来讲，不

一定就代表遗嘱的内容全部无效。如果在公证遗嘱

制作过程中，出现其他符合法定形式的遗嘱，即使

公证遗嘱无效，但不代表其他遗嘱无效。如在制作

公证遗嘱过程遗嘱人提供的自行制作的自书遗嘱、

代书遗嘱、录音遗嘱等，如果这些内容符合法定形

式要求，尽管公证遗嘱无效，但这些自书、代书遗

嘱可以依法认定有效。 

当然，这些遗嘱虽然有效但不具有公证遗嘱具

有的对抗效力，如果制作时间早于其他遗嘱，应当

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 

22．最后一份遗嘱被撤销时在先遗嘱效力？ 

被继承人立有数份内容抵触的有效遗嘱，最后

一份遗嘱被撤销的，在先的前一份遗嘱发生效力，

但当事人对是否恢复在先遗嘱效力以及恢复哪一

份遗嘱效力另有表示的除外。 

被继承人立有数份内容抵触的有效遗嘱，最后

一份遗嘱被认定无效时，在先的前一份遗嘱发生效

力。 

解读： 

该问题如果从技术层面上考虑是没有太大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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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依照《继承法》第 20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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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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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上述规定，从技术层面考虑，最后一份遗

嘱被撤销，那么时间在倒数第二的遗嘱自然发生效

力。因为倒数第二的遗嘱之所以没有发生效力，是

因为最后一份遗嘱存在。以此类推，从逻辑上较为

容易解决此问题。 

但如果从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者真实

意愿考虑，则难以顺理成章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事

人作出的最后遗嘱，往往是要改变之前的遗嘱，如

果因为最后一份遗嘱在制定时出现纰漏，因为形式

或者其他技术因素失效，立遗嘱人是否希望履行之

前的一份遗嘱，还是认为按照遗嘱继承分配，抑或

是按照其他遗嘱处理，都不得而知。 

北京高院的解答是在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

下做出的一种规则选择，采取的是在先遗嘱自然恢

复效力的观点。 

23．遗嘱真实性举证证明责任承担的原则，

鉴定不能情况下举证证明责任如何分配？ 

继承纠纷中，原则上应由持有遗嘱并主张遗嘱

真实一方承担遗嘱真实性举证证明责任。 

在因无法提供足够的鉴定对比样本而导致遗

嘱笔迹鉴定不能情况下，如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

持有鉴定对比样本而拒不提供的，人民法院可根据

案情确定由该方承担不利后果。 

解读： 

继承案件纠纷中，如果出现遗嘱，就往往会引

发对遗嘱真实性的争议。一方当事人提交了被继承

人所立的遗嘱，另一方当事人对遗嘱的真实性表示

异议的，应当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呢？应当如何举

证呢？ 

司法实践中，一般是要求遗嘱持有人一方举证，

如遗嘱的笔迹真实性、录音遗嘱的真实性、完整性

等。对于笔迹完整性问题，司法实践中需要以遗嘱

和相关的比对样本进行比对，以确认笔迹的真实性，

如果没有比对样本或者比对样本不全导致无法鉴

定比对的，往往会导致遗嘱真实性无法确认，因此，

立遗嘱人或遗嘱持有人应当早做准备，不仅制作遗

嘱，而且提前就遗嘱的比对样本做准备。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112条规定，书证在对

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

可以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

当事人提交。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

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

实。 

对遗嘱真实性提出异议的一方，如果掌握着遗

嘱的相关比对样本，但是拒不提供的，如果遗嘱持

有人确有证据证明该事实，人民法院可以确定由拒

不提供方承担不利后果，即作出不利于异议方的解

读，认可遗嘱的真实性。 

24．继承人具有继承法第七条外严重损害被

继承人、其他被继承人权益情形时，如何承担责

任？ 

继承人以争夺遗产为目的严重损害被继承人、

其他继承人权益，未构成《继承法》第七条规定情

形的，人民法院可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 

解读： 

《继承法》第 7条规定了四种情形：（一）故

意杀害被继承人；（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

承人的；（三）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

人情节严重的；（四）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

情节严重的。四种情况下，继承人丧失继承权。 

《继承法意见》第 5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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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

其应继承的遗产。 

对于严重程度达不到《继承法》第 7条，但又

无法适用《继承法意见》第 59条的情况，笔者认

为应当本着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的方法，依照

比例原则、合理性原则处理。对于损害被继承人、

继承人的人身权益，恶意损害其他继承人的财产权

益的，依法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 

四、被继承人债务履行及其他 

25．继承人均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债权人

能否起诉继承人要求履行被继承人生前所负债

务？ 

继承人均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但存在继承人

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处分遗产情形的。债权人

起诉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处分遗产的继承人，

请求配合履行被继承人生前债务的，法院可根据案

件情况予以支持。 

解读： 

根据《继承法》第 32条规定：无人继承又无

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

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但

在实践中，该条规定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因为目前

还没有哪个国家机关或者集体组织主动的去接手

“无人继承”的遗产，结果就是遗产仍有相关的“继

承人”控制管理。 

于是，就可能出现一些继承人既想继承遗产，

又希望逃避债权人的债务，所以表面上放弃遗产继

承，实际上占有、控制被继承人的遗产牟利，从而

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处

理，争议颇大。 

《继承法》第 33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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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放弃遗产继承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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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条规定：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其

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但

是由于该债务为被继承人的债务而非继承人的债

务，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行为应为有效。 

那么，在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能否终

结诉讼呢？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 151条：被告死亡，没

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终结诉讼。

此种情况下债务人死亡，但是债务人死亡后是有遗

产的，不属于可以终结诉讼的情况。 

对于继承人放弃继承权，尤其是唯一继承人放

弃继承权或者全体继承人都放弃继承权的行为，目

前有两种观点来解决该问题： 

第一种主张债权依据《合同法》第 73条规定

行使代为求偿权，但是依据该条规定：因债务人怠

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

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一

则继承人承担债务的原因在于继承了遗产，如果未

继承遗产，不应当认定为债务人；二则这种代为求

偿仍然存在主体死亡的情况，最终还是不能解决债

权实现目的，不是一种优选的方案。 

第二种是主张继承人即使放弃继承权，但是实

际上还是实际占有或者管理遗产者，作为遗产的实

际管理人，有义务协助债权人做好债务人遗产的偿

还分配任务。继承人放弃遗产继承权，不免除作为

遗产管理人的债务清偿义务。法院在依法确认债权

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可以判令继承人（唯一或者全

部有管理可能者）在遗产范围内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这种制度在我国目前没有规定遗产管理人制

度的情况下，创设了一套遗产管理人制度，有司法

倒逼立法的嫌疑，但是较为符合社会实际，而且并

不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倒有操作和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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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 

至于北京高院的解答，虽然犹抱琵琶，主张放

弃继承的继承人“配合履行被继承人生前债务”，

实际上也是要求其作为遗产管理人承担在遗产范

围内清偿债务的义务，倒不如直接认定来的直接，

也给法官们一个合适的裁判理由。 

26．是否所有继承人都应当参加被继承人债

务履行案件诉讼程序？主文如何表述？ 

被继承人债务履行案件中，债权人仅起诉部分

继承人的，人民法院应释明债权人追加其他继承人

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经释明债权人不追加其他继承

人的，人民法院应在告知其可能丧失相应债权请求

权后，依职权通知其他继承人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

讼，以便一并查明继承遗产情况。 

被继承人债务履行案件中，如人民法院判决继

承人承担履行债务责任，判决主文应表述为“法定

继承人хх、ххх在遗产继承范围内连带清

偿……；不足部分由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某某

承担х分之х、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某某某承

担х分之х……” 

解读：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归全

体继承人共同共有。如果债权人提起被继承人债务

清偿之诉，原则上应当由全体遗产继承人承担，故

应当将所有继承人一并列为被告。 

但如果债权人只同意起诉部分继承人的，对于

未起诉部分的继承人，法院可以列为第三人，以便

查清案件事实，但不得强制要求追加的第三人承担

债务。债权人自愿放弃部分继承人造成相应债务无

法清偿的，自己承担责任。 

27．受赠人能否要求继承人继续履行被继承

人生前签订的赠与合同？继承人是否享有撤销赠

与的权利？ 

被继承人生前签订赠与合同约定将财产赠与

受赠人，死亡时尚未履行的，受赠人有权请求继承

人履行赠与合同；继承人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撤销该赠与合同。 

解读： 

《合同法》第 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

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对于赠与人死亡但赠与合同未履行的（注意不

是遗赠），有观点认为赠与人已亡，在无相反约定

或者赠与人有相反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合同应当履

行。赠与人无权撤销赠与合同； 

观点二认为，赠与人死亡前未履行的合同权利

义务，在赠与人死亡后均由赠与人的继承人继承，

继承人可以行使赠与人的一切权利，可以撤销合同； 

北京高院的意见倾向于第二种，即继承人继承

继承人对外合同的权利义务，受赠人可以要求履行

赠与义务，继承人可以在赠与合同履行前依法撤销

赠与合同，一切后续行为应当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处

理。 

还有一种情况，赠与人将不分财产生前赠与某

个继承人，但履行之前死亡的，应当如何处理？ 

按照北京高院的解答，会出现一个僵局：即该

继承人要求履行合同时，会出现所有继承人难以达

成一致意见的情况，所有继承人既不能形成同意赠

与的意见，但也无法形成共同撤销赠与的意见。对

于此情况，有观点认为，赠与合同合法有效，受赠

人有权要求全体继承人履行赠与合同。如果全体继

承人不能形成撤销的赠与的意思，并依法撤销赠与

合同，赠与合同应当履行。笔者同意此观点。 

28．特定财产继承权归属判决主文如何表

述？ 

继承纠纷中，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对特定财产继

承权归属应表述为：х（财产）由ххх继承；不

应表述为：х（财产）为ххх所有。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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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案件中，当事人在继承开始时并非遗产的

所有人，而是遗产的继承人，确定继承完成后才成

为所有人。因此其诉求应当为：请求法院判决：х

（财产）由ххх继承。 

对于遗产继承与其他分家析产、夫妻财产分割

一并处理时，应当先对财产进行确权，然后再行继

承。诉求应当为：х（财产）归ххх所有，х（财

产）由ххх继承。 

核校：简牍 

夫妻一方婚内运营的微信公众号，离婚时如何分割？ 

2018-09-05 小军家事  小军家事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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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说： 

殷某某与王某于 2013年登记结婚，婚生一女

王某某。2015 年，殷某向法院起诉称夫妻感情破

裂要求离婚，并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除房产外，

殷某还要求分割王某名下申请的八个微信公众号。

那么，本案中，王某申请并运营的八个微信公众号

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运营微信公众号所得

的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出品 | 小军家事团队 

殷某某、王某离婚纠纷 

 

■ 裁判要旨 

微信公众号是基于腾讯公司微信公众平台注

册的一项应用账号，其实质是注册人基于与腾讯公

司的协议获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信息的服务，

并非属于注册人享有所有权的财产，在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基于运营该微信公众号所得收益，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可予以分割，但微信公众号本

身，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在使用上，亦与注册

人有较密切的联系，具备一定的人身属性。 

■ 案号 

一审：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5）沈铁西

民一初字第 00882号 

二审：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 01民

终 13122 号 

■ 案情 

上诉人（原审原告）：殷某某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 

双方当事人于 2011年 5月 8日自由恋爱相识，

并于 2013年 5月 8日登记结婚，婚生一女王某某。

婚初夫妻感情尚可，后因生活琐事逐渐产生矛盾。

殷某某于 2015年 6月 10日主张夫妻感情破裂起诉

要求离婚。 

另查明，位于沈阳市 X区 X路 X号 X房屋，建

筑面积 105.69平方米房屋系双方按份共有，各占

50%份额。经对该房屋进行评估鉴定，该房屋评估

总价为 753900元。王某名下共申请八个深圳腾讯

微信公众号，微信名称分别为 8090经典语录、女

人私密话、女人不狠地位不稳、极品爆笑、精品微

小说、骂人宝典、正常人办不出这种事、土豪我们

做朋友吧。王某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卡（卡号 XXX）

从 2014 年 7月至 2015年 6月入账 668690.96元，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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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7月至2015年10月入账293396.56元。

王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 XXX）从 2015年 9

月至 2016年 8月入账 480872.45 元。王某于 2015

年5月2日与案外人吴某某签订《合作协议》一份，

约定双方于 2015年 6月 20日号正式成为合作伙伴，

合作开始后，费用的结算为周结算，王某在腾讯打

款后，须向吴某某支付 80%的款项，王某占 20%。

王某从 2015年 7月 22日至 2016年 8月 12日多次

向吴某某转账合计 473103 元，王某又于 2015 年

11 月 3日向吴某某账户转账 9万元。综上，从 2015

年 7月至 2016年 8月，王某名下银行账户合计转

入 774269.01元，给合伙人吴某某转出合计 563103

元，盈余 211166.01元。 

■ 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殷某某主张离婚，要审查夫妻

感情是否破裂，现王某亦表示同意离婚，应认定夫

妻感情确已彻底破裂，应准予双方离婚。 

关于殷某某主张分割王某名下八个微信公众

号的问题，诉争的微信公共号系由王某用自己的名

义在腾讯微信公众平台上申请注册并运营，该公众

号是互联网网络平台根据当事人自身的个人信息

等相关情况给予注册并开通，具备一定的人身权属

性，不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但该微信公

众号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盈利应当作为共同财

产予以分割。至于殷某某主张王某从 2014年 7月

至 2016年 8月的收入均归其所有一项，其未提供

相关证据证明王某从 2014年 7月至起诉之日未向

家庭支付过任何费用，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王某

有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但从殷某某起诉离婚之日，即从 2015 年 7 月至

2016年 8月，王某名下银行卡入账 774269.01元，

其中因经营微信公共号向合伙人吴某某转账

563103 元，盈余 211166.01 元。该盈余部分应视

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双方各占 50%的份额，

即 105583元。至于殷某某主张王某与案外人吴某

某合作不属实一项，其未举证证明该合作协议不属

实，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至于王某辩称其因父母

过生日及自己看病需要支出的抗辩意见，由于其未

举证证明其为上述事项的花费，故对该抗辩意见不

予采纳。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殷某某所提分割八

个微信公众号的理由，微信公众号是基于腾讯公司

微信公众平台注册的一项应用账号，其实质是注册

人基于与腾讯公司的协议获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

发布信息的服务，并非属于注册人享有所有权的财

产，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基于运营该微信公众号

所得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可予以分割，

但微信公众号本身，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在使

用上，亦与注册人有较密切的联系，具备一定的人

身属性，一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殷某某分割微信公

众号的诉请并无不当。 

没有协议 离婚房产分割行为如何认定？ 

2018-09-05 法制晚报 A02 评论 

http://dzb.fawan.com/html/2018-09/05/content_33353.htm 

【案情简介】 

赵明与秦梅经人介绍于 2006 年结婚，婚后，

二人凑了 30 万元，秦梅父母出了 30 万，于 2007

年买了朝阳的 305号房屋，应赵明要求，登记在其

名下。 

2015 年，两人因 305 号房面积小，决定再买

一套大房子，夫妻俩看中了朝阳的一套建筑面积

130平方米的 506号房，价款 850万。赵明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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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份与房主签订了购房协议，赵明的父母支援

400 万，剩余房款贷款支付，但合同签订之后，赵

明与秦梅就如何还款、房产登记在谁名下发生了争

议。赵明坚持少贷款，房子登记在自己名下，双方

都不妥协，最终闹到了离婚的地步。最终二人商议，

305 号小房子归秦梅，506号大房子归赵明，因秦

梅不想以后若再婚又因房子的事情伤神，要求将

305 号房屋过户到母亲秦淑珍名下，最终 2015年 4

月份，赵明与秦淑珍通过房屋买卖的形式完成了过

户。2015年6月份，506号房过户到了赵明的名下。

2015 年 7 月份，二人办理离婚登记，在民政部门

留存的离婚协议上，双方认可没有共同财产和共同

债务。2015 年 8 月份，秦梅配合赵明办理了公证

协议，将 506号房的产权变为赵明一人所有。 

当一切归于平静，秦梅准备开始新的生活时，

赵明一纸诉状将秦梅和秦淑珍告到了法院，要求确

认其和秦淑珍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原因是当

初与秦淑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为了腾退购房指

标，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意图。秦梅拿到

起诉状后，找到本报的法律专家顾问团成员北京市

东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松，寻求专业的法律

建议。 

【律师分析】 

李松律师听了秦梅的叙述，看了相关的材料后

分析道，赵明主张与秦淑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为

了腾购房指标，目的在于购买 506号房屋时享受首

套房优惠，故其出卖房屋并非出自真实意思表示，

其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43

条，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意思表示真实。 

但李律师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赵明应举

证主张 305号房屋买卖合同的订立，是为了腾退购

房购标，而并非赵明与秦梅对该房屋的处分，若赵

明无法举证或举证不力，则应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

后果。 

赵明举证称，因为 2015年 3 月份买了 506号

房，为了取得购房资格，故将 305号房过户登记到

了秦淑珍名下。但李松律师认为，根据离婚协议与

公证协议正好能证明将 305 号房过户到秦淑珍名

下，正是赵明与秦梅协商一致的结果，而非为了腾

退指标，且赵明与秦梅都是北京人，按规定可以在

京购买两套房屋，故并不需要将 305 号房卖出后才

能过户 506号房。离婚协议上双方约定没有共同财

产和共同债务，说明双方已经都认可 305号房属于

秦梅，506号房属于赵明，这也是为何双方离婚之

后，秦梅配合赵明到公证处配合办理公证，将 506

号房变更为赵明一人所有的原因所在。若 305号房

过户到秦淑珍名下是为了腾退购房指标，赵明与秦

梅不可能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双方没有共同财产，秦

梅也不可能愿意配合赵明办理公证协议，将本属于

双方的共同财产 506号房变更为赵明的个人财产。

通过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双方对于两套房屋的分割，

达成过一致意见。 

李松律师提醒大家，男女双方在离婚时即便没

有明确的书面财产分割协议的情况下，法院也有可

能通过一系列的间接证据认定双方存在分割财产

的事实。但同时，离婚时最好以书面形式约定好财

产分割的内容，避免类似纠纷的发生。 

夫妻一方放弃继承的效力 

2018-09-10 稿件来源：上海法治报 B07：律师说法  王丹丹 

http://newspaper.jfdaily.com/shfzb/html/2018-09/10/content_1000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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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高朋（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丹丹 

我国《继承法》 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

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

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 

也就是说，继承人有放弃继承的权利。 

另一方面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继承或接受赠与所得的财产，除非明确

只归一方所有，否则即归夫妻共同所有。 

于是现实中就产生了这样的纠纷，夫妻一方放

弃继承，但另一方认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起诉主

张放弃无效。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丈夫放弃继承 

妻子主张无效 

吴二（男）和卢三（女）于 2012年结婚。二

人婚后做生意失败，只能靠卖点小玩意儿勉强营生，

因此也只能住在吴二父母吴爹和张妈家。吴爹和张

妈还育有一子吴大，但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 

做生意失败之后的卢三郁郁寡欢，天天靠酒精

麻痹自己。吴爹和张妈自己身体虚弱，也无法插手

小两口的事儿。 

渐渐地，吴二和卢三渐行渐远，夫妻感情荡然

无存。2015 年，吴爹和张妈病重相继离世。后来

吴二要求卢三搬出去住无果，一气之下自己搬了出

去。 

2016 年 3 月，吴大突然来到家中，要求卢三

立即搬走，因为吴二已经放弃了对该房屋的继承权，

并向其出具了吴二放弃继承的协议。现该房屋由吴

大一人继承，卢三没有权利继续居住。 

当年 4月，吴二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紧接着

卢三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吴二放弃继承权的行为

无效，并主张享有该房子四分之一的所有权。 

能否主张无效 

正反两种观点 

卢三是否享有该房屋四分之一的所有权取决

于吴二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是否有效。 

如果有效，则该房屋由吴大一人继承，吴二失

去继承的权利，也就无法享有该房屋的相应份额。

如果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则吴大和吴二共同继

承该房屋。 

基于《婚姻法》第 17条的规定，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继承所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吴二继承的

二分之一房屋产权份额为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分

割时卢三享有四分之一。 

那么，吴二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是否有效呢？理

论上曾有两种主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吴二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

理由如下： 

首先，吴二继承权的取得时间在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

亡时开始。 

因此，吴爹和张妈去世后，吴二和吴大获得对

整栋房屋的平等继承权。 

其次，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该栋房屋为吴

二和吴大两人共同共有的状态，吴二对房屋享有一

半的所有权。 

再次，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吴二对该房屋的所

有权所指向的份额为夫妻共同财产，其放弃继承的

行为实质上是对该份额的放弃，其放弃的行为侵害

到了配偶卢三的财产权利，故该放弃的行为应为无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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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观点认为，吴二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有效。

理由如下： 

首先，继承权是一种民事权利资格，而不是实

际的财产所有权，因此，吴某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

割前对房屋享有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一种取得所有

权的资格。 

其次，这种资格具有一定的身份属性，不是夫

妻共同财产制度的客体。 

再次，卢三仅是吴二的配偶，但并非是吴爹和

张妈的法定或遗嘱继承人之一。 

也因为如此，吴二放弃继承该遗产的行为是继

承人单方面的法律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两种观点分歧的重点在于，对吴二在继承开始

后遗产分割前这段时间内所享有权利的性质存在

不同理解。 

第一种观点明显认为吴二放弃继承权的行为

实际上放弃的是对房屋的所有权，故而侵害了卢三

的财产权益。 

而第二种观点明显认为吴二放弃继承权的行

为只是放弃了自己继承房屋的一种资格，其对房屋

此时还未享有所有权，因此也并未侵害卢三的财产

权益。 

笔者认为，吴二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这段

时间内所享有的权利并非是所有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49条的规定，继承人放弃继

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

出。遗产分割后表示放弃的不再是继承权，而是所

有权。 

可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只有在遗产分割后，

继承人才对相应遗产享有所有权，而在分割之前仅

享有获得所有权的资格。继承开始后所有继承人对

遗产形成的共同共有关系也只是法律的一种拟制，

以防止出现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成为无主物的尴

尬境地。 

实际上在该共同关系中，继承人尚未对遗产的

具体份额享有所有权，也无法支配该遗产份额。此

时，继承人只有作出放弃或者接受继承的意思表示

的权利。 

此外，该《意见》第 51条还规定，放弃继承

的效力，追溯到继承开始的时间。即如果继承人放

弃继承遗产，就意味着其从继承开始时就放弃了对

遗产的继承权，连共同共有的权利都不存在，这也

与一般的所有权有所差别。 

综上来看，在遗产分割前，继承人享有的只是

对被继承人遗产的可继承权，即享有选择继承或放

弃继承的资格。 

该资格具有人身性质，其配偶不得对其进行干

涉，继承人有权单方面放弃该项资格。 

法院判决认定 

放弃继承有效 

在实务中，法院也大多支持笔者的观点。试举

两例。 

2014 年本市某区法院的一则判决显示，该案

为第三人撤销之诉。 

申请人黄某某，被申请人顾某甲、顾某乙、裘

某某，黄某某和顾某乙为合法夫妻。 

被申请人之间于 2013年 8月 26日在一起诉至

法院的案件中，经调解约定顾某乙放弃对其母亲遗

产的继承。 

后在黄某某和顾某乙的离婚诉讼过程中，黄某

某发现了顾某乙放弃继承的事实，于是提起本案诉

讼，请求撤销上述调解书。 

她认为，根据婚姻法与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被

继承人王某某的遗产中属于被申请人顾某乙继承

的部分依法应属于被申请人顾某乙与申请人黄某

某的夫妻共同财产，顾某乙未经申请人的同意擅自

放弃对遗产的继承与本案的申请人存在着重大的

利害关系。 

但法院认为，黄某某并非王某某遗产的法定或

遗嘱继承人。同时，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继承

人在遗产实际分割前享有的是继承权，遗产实际分

割后享有的是所有权。放弃继承的效力或接受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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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物权的效力都可以溯及到继承开始的时间。 

因此，只有顾某乙接受继承并实际取得王某某

的遗产之后，申请人才能基于与顾某乙的夫妻关系，

成为所取得的遗产的共有人。而值得一提的是，被

申请人顾某乙与申请人黄某某组成的家庭有独立

的财产与收入，黄某某并无证据表明被申请人顾某

乙在法定继承案件中放弃对王某某遗产的继承，致

其不能履行夫妻扶助、子女抚养的法定义务。 

因此，作为婚姻关系当事人一方的顾某乙放弃

继承权，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其放弃行为有效。 

在另一起上诉案件中，上诉人赵某某为原审被

告，和被继承人吴某是夫妻，育有一女吴乙，吴乙

和吴甲原是夫妻，现已离婚。 

此外，许翠娣系被继承人吴某之母，吴乙的外

婆。被继承人吴某于 2011年 9月 11日去世，留下

金园一路的房屋为遗产。 

根据法院审理，该房屋系动迁安置房屋，确认

属吴甲、吴乙、赵某某、被继承人吴某的家庭共同

财产。吴某去世后，吴乙和许翠娣声明放弃继承相

应遗产并进行了登记。 

吴甲和吴乙离婚后，吴甲提出分家析产诉讼，

要求吴乙应继承吴某遗产份额的 50%归其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因继承

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

发生效力”，故被继承人死亡时即发生物权的变动

效力。鉴于此，被继承人吴某遗产份额归吴乙、赵

某某、许翠娣共有。在此之后，法定继承人放弃继

承的表示，实质上是放弃已取得的物权，其物权份

额归其他继承人所有。对于吴乙放弃继承的行为，

吴乙放弃的意思表示的实质是放弃物权。然基于婚

姻法的规定，吴乙继承的财产属于法定的夫妻共同

财产，在此基础上，吴乙无权处分属于吴甲的财产。

为此，吴甲主张吴乙继承被继承人吴某遗产部分的

50%份额归吴甲所有，法院予以支持。 

但是二审法院否定了一审法院的看法。理由如

下： 

首先，我国继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规定了继

承开始之后、遗产分割之前继承人可放弃继承，但

放弃继承不得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 

本案中吴乙并不存在违反上述法定义务的情

形。 

其次，依据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除遗嘱或赠与合

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之外，归夫妻共同

所有。但本案中，吴乙在被继承人吴某死亡之后，

遗产分割之前，已经放弃对被继承人遗产的继承，

吴乙并未因法定继承实际取得遗产的所有权，遗产

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前提也未产生。 

基于上述理论，二审法院认为吴乙放弃行为合

法有效。原审认为吴乙所放弃的系物权，进而属于

无权处分吴甲一方财产的观点，二审法院不予认同。 

本文讨论的话题虽然在理论上有较多观点，但

在实践中似乎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除前述两个

案例外，还有不少法院的判决认为，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配偶一方放弃继承的行为有效。 

很多配偶会觉得对方放弃继承就是为了避免

将遗产分给自己一半。但其实放弃继承的原因有许

多，可能是为了回报从小对自己照料有加的手足，

可能是牺牲自己利益来维护家族的和谐，切莫过于

狭隘。 

作为配偶，尊重另一半的选择，很多时候比锱

铢必较要好得多。 

而对于濒临离婚的夫妻，也希望本文可以为您

提供一种视角，让您在维护自己财产权利的同时能

够更理性、更全面地分析自己达成目的的可能性，

避免盲目涉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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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 2018 版民法典继承编草案|阮啸|律师视点 

2018-09-11 继承法苑  

https://mp.weixin.qq.com/s/-DRvQ_TCHT4tMWsLWCHZ2A 

 简评 2018 版民法典继承编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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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官方网站公布了民

法典分则草案的全文。该版的继承编基本脱胎于

2017 版的草案，与原《继承法》相比变化也不算

特别大。草案调整了少数必须应该修正的语辞（比

如将“公民”调整为了“自然人”，将“撤销”调

整为了“撤回”，将“公证机关”调整为了“公证

机构”等），但至于有些内容是否能成为立法亮点

就有可商榷之处了（比如《关于<民法典各分编（草

案）>的说明》所谓的“完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

和“完善债务清偿规则”，实际不过个别语辞的调

整或者只是将司法解释的内容升格为了基本法律

而已）。同时其也忽略了不少问题：不仅有遗漏未

调整的，也有缺乏社会治理的整体性理念的；尤其

是在“创新”过程中，不顾及社会实际情况甚至是

条文内部的逻辑架构；恐怕会给未来的社会稳定带

来一些不可预测的隐患。故笔者在下文就直接评论

有待商榷或进一步提升的内容（而不再赘赞草案的

可取之处）；虽位卑言轻，但仍希望对完善民法典

继承编作出一点微小的努力。 

一、待切实际的“创新” 

（一）新增的打印遗嘱条款 

打印遗嘱条款可以说是秉承了自由主义的思

潮，为求新而创新。其试图通过“世界第一”来体

现 21世纪的新潮民法典关注到了科技的新发展。

同时这也恰恰反映了草案制定者心中的遗嘱法定

形式正在不断虚化——只关注意思表示自由，而不

再关注形式（当然，这也将给未来的司法裁判人员

带来无尽的困扰）。打印遗嘱一旦写入，真的会变

成世界民法典中的一朵新奇葩。 

起草者与其说是回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倒不如

说忽视了司法实践。司法实践中本来就对打印遗嘱

有着种种争议。抛开其中关于法律方面的争议，单

就事实认定方面来说，打印遗嘱就十分难判断打字

以及打印者的身份。更何况自书、代书遗嘱的无效

比例就已经高达 60%，故而也完全可以预测新增加

的这种打印形式的无效比例。 

如果打印遗嘱真写入了民法典，那么究竟该如

何界定“打印”呢？是否必须是打印机打印在纸上

的呢？如果打印的器材和印刷的介质更换了，比如

变成了 3D打印的、电子篆刻的、电子喷绘的，是

否还能算“打印”呢？甚至于并没实际“打印”的

行不行呢，比如打字后以电子签名方式的存储在磁

盘或云空间中（或未来打印成书面）？如果每新增

一种技术就要修改民法，那么所谓回应科学技术发

展的说法在事实上将变得很可笑。民法典是一部基

础性的法律，不是来回应每一种新记录技术的。 

技术再先进也无法还原到底是谁打印的。客观

地说，打印遗嘱如果按照草案的条文来说，其作为

代书遗嘱的一种变体倒还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可其

也完全没必要形成一种单独的遗嘱形式。打印遗嘱

的意思真实性确认，完全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来具体

落实。 

（二）新增的遗产管理人制度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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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完善的遗嘱开示检认制度以及统一继

承证书的配套情况下，单纯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作用

能发挥到多大是存疑的。媒体上号称有了遗产管理

人制度就“为了子孙后代的遗产问题脑仁疼？不会

再有了”的说法基本上也是没有顾及到现实中的实

操情况。众所周知，我国自然人的大型财产，不论

是房产、汽车，还是存款、股票、基金，都是由一

个个单独的部门来管理的（而且一旦转移变更就会

涉税）。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确认遗嘱或者

确认遗产管理人，那么这项制度极有可能又将变成

与原继承法的遗嘱执行人一样，成为摆设的制度了。 

另外，遗产管理人的制度设计也没有考虑到以

下几个小问题：1.民政部门作为法定遗产管理人是

否合适？尽管2018版的草案中把2017版的草案中

的村委会和居委会改成了民政部门；但依笔者看来，

民政部门作为法定遗产管理人似乎更不合适。一方

面行政机关没有动力来做这个事情，另一方面行政

机关作为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或者是作为要求管

理报酬的主体都有不妥之处。2.要求遗产管理的报

酬，是否应考虑撇开本身就是受益人的继承人。否

则，作为受益人的遗产管理人再领一笔管理报酬，

在实践中有可能会引发受益人之间新的纷争。3.

遗产管理过程中，涉及继承人下落不明的情况的，

是否可减轻管理人部分责任：比如可保留继承份额

但可交由有关部门进行提存或保管。4.遗产管理人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

人损失的，法院应重新指定遗产管理人，而不能允

许由原遗产管理人反复犯错 

二、未应需进行“创新” 

此版草案对确实已经发生的新情况反而没有

应对的制度——缺乏真正亟需确定的干货。 

比如关于以房养老类的保险中，就涉及到继承

协议方面的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上升，

养老问题日益严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社会转

型的进行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养老方式已

经不能满足当前我国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国家正大

力推广此类商业保险用以补充传统养老措施的不

足。然而，这类与老人所签署的保险合同中往往会

涉及到余值继承等方面的问题。目前的操作方法是

再附加补充协议与遗嘱，但这种模式本身也存在着

难以制约各方的问题。所以，继承协议（而不仅仅

只是遗赠扶养协议）实际上是一项当前亟需确认的

制度。否则，等这些老人百年之后，就继承达成的

协议也将引来新一波社会问题。 

又比如民事类的遗嘱信托问题。在《信托法》

中，由于各信托机构及金融部门对于商事信托的过

度依赖，对民事信托的制度规定少之又少。尤其是

遗嘱信托，其面临了种种现实问题，诸如：如何实

现登记、如何死后交付财产、受托人不愿接受怎么

办……如果我国再不进一步明确民事信托的制度，

不少已经富起来的家族恐怕会更多地将资产交至

域外机构进行处理。 

三、调整内容值得商榷 

（一）代位继承新增条款 

草案新增了兄弟姐妹作为代位继承人，但这种

子女加兄弟姐妹的模式在世界各地的立法例中是

有一定的要求的：被代位人的范围要保持与法定继

承人的范围与继承顺序的匹配度，但同时也需要考

虑到财产在继承制度中的向下流转。世界各地民法

中有关被代位人的范围往往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以及继承顺序立法相关，大致有如下四种情况：其

一，仅限于被继承人的直系血亲卑亲属。如，越南

及我国。其二，包括被继承人的直系血亲卑亲属、

兄弟姐妹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如，法国和日本。

其三，包括被继承人的直系血亲卑亲属、父母及其

直系血亲卑亲属、祖父母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如，

德国和瑞士。其四，被代位人的范围包括被继承人

的直系血亲卑亲属、兄弟姐妹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

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如，美国。

所以，从草案体系上来说新增的条款会使得代位继

承体系变得更加混乱了：在子女与兄弟姐妹分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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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继承顺序的情况下，却让两者在代位继承中统

一了地位；如未加详细解释，则会造成一些不必要

的侄子外甥与孙子女争产的情况。 

另外，代位继承制度还存在其它一些值得完善

的地方，比如：1.从代位继承的发生原因上来说，

草案坚持了原继承法的单一情况，即：死亡。目前

世界上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立法例：其一，仅以继承

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为代位继承发生的唯一原因。

如法国、俄罗斯、越南、蒙古等。其二，以继承人

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或丧失继承权为代位继承的发

生原因。如意大利、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

其三，以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放弃继承或丧

失继承权为代位继承发生原因。如德国、瑞士、阿

根廷等（我国澳门地区民法更是规定，遗赠中也可

发生代位继承）。我国是根据未来社会实际情况（少

子化老龄社会方向发展）适当扩大代位继承的发生

原因，允许将丧失继承权与放弃继承权的情况适当

纳入。2.同一被代位人有多个代位继承人的，应该

如何分配？这里面又将涉及“代表权说”或“固有

权说”的争议。因为在实践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发

生有不同分支的子孙之间互相掐架的问题。到底是

按支平均还是按人平均，值得商榷。3.关于代位继

承的代数问题，实践中也屡有发生。为此，在世界

多数地方也基本规定一致：不受代数限制且以亲等

近者为序。我国民法典也值得借鉴。 

（二）转继承标的的调整 

草案起草者将转继承的标的从原最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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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继承遗

产的权利”改为了“应继承的遗产”。未延续原有

规则的这种调整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那么转继承人所继承的是物权还是继承权？

该问题系在转继承中是否还有代位继承的话题会

特别突出。按照目前的法律，如果转继承所继承的

系物权（根据《物权法》），则还可能发生代位继承；

但如果是继承权利（根据《继承法意见》），则无法

发生代位继承。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52条所表达的

观点，在发生转继承情况下，转继承的客体是被转

继承人的继承选择权利。从世界各地立法的规定来

看，转继承也都是对继承权利的规定，而不是对遗

产本身的取舍。更进一步来说，转继承的客体是继

承决定权，属于形成权，即明确接受或放弃继承的

权利，属继承既得权范畴。其客体既不是继承期待

权，也不是已经归属于转继承人的财产权利和财产

义务，这是转继承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被转继

承人的法定继承人取得的不是财产所有权。 

需要指出的是，《物权法》第 29条“因继承或

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

生效力”，该条所说的情形是已经通过继承的方式

客观上实际取得物权时的物权效力起始认定标准，

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继承开始后继承人已经实际

获得物权并可处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之间对于

遗产即刻自动享有由法律拟制的共同继承状态，即

所有继承人依法享有共同管理和共同享有遗产的

权利，但是对于每一位继承人个体而言，此时并不

因此获得独立的、确定的遗产支配（处分）权利，

在该状态下无权单独确认继承份额或处分遗产，遗

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处于整体共有

共享。继承开始后，并不能理解为每一位继承人已

经实际取得归属于其名下的物权，只有待全体继承

人明确表达继承或放弃的意思之后，物权变动的不

确定状态消除后，每一位继承人才能实际取得物权。

对于放弃继承的继承人，其放弃的意思表示追溯至

继承开始，视为继承开始时就不享有物权；对于表

示继承的继承人，其取得物权的效力追溯至继承开

始，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 

（三）新增的“公益事业” 

对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由国家所有

并“用于公益事业”。这种写法似在所有立法中都

从未出现过，又似可以成为一个亮闪闪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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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写法还是存在问题的：“公益事业”一词

如何理解，譬如公共建设、国防开支、司法裁判、

行政执法等是否能视为“公益事业”？或是必须用

于《公益事业捐赠法》所定义的“公益事业”？从

广义上说，既然是国家所有的，那又怎可能用于非

公益事业？如果是专款专用于狭义的公益事业，那

么在政府财政与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

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之间又将如何进行分配？ 

四、存在内部逻辑矛盾 

（一）国家保护谁的权利 

草案第 899条规定：“国家保护自然人的继承

权。”但实际上综观继承编，需要保护的可不止自

然人的继承权利——还包括有自然人的处分自己

遗产的权利、自然人受遗赠的权利、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受遗赠权等等。民法典是应该平等保护各类民

事主体的，而不是为了突出保护自然人的“私权”

却忽略了其他民事主体。 

（二）公证与其他形式遗嘱 

仅就公证遗嘱与其他形式的遗嘱的内部逻辑

架构分析：在废除公证遗嘱的这种特殊撤回机制后，

公证遗嘱实际已无必要存在于遗嘱法定形式之中

了。公证遗嘱完全可以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或者

打印遗嘱的一种，并由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进行

调整。故其没必要另行成为一种法定形式。同时，

规定了公证遗嘱这么严苛的程序要求，却只能达到

与其它遗嘱相同的效果；这也必然会在事实上剔除

公证遗嘱的存在必要性。草案起草者以自由主义为

基础，将废除公证遗嘱优先效力（实际为撤回中的

特殊规则）作为一项重大功绩，而视公证遗嘱为阻

碍自然人意思表达的仇雠。但实际上起草者既然不

顾各国立法例地独创民法典遗嘱新体系，不如索性

一创到底完全删除公证遗嘱的这种形式，还能显得

内在体系更为完整。 

以公证方式撤销遗嘱在大陆法系国家也同样

存在。从理论上说以公证的方式撤销公证遗嘱来自

于公证证据效力的延伸，不仅是程序正当的要求，

而且也是对遗嘱自由的必要限制。实践中公证遗嘱

受信任度高、差错率小、专业性强、严格规范、救

济完善等因素使得其足以拥有不同于一般遗嘱的

效力。关于是否应取消这种特殊撤回原则，笔者另

有撰文论述，在此即不再铺陈。 

由于遗嘱不是当即生效的民事行为，因此这种

制度的存废还涉及到新法与旧法之间的过渡问题。

假设公证遗嘱撤回的特殊性条款被废止，那么就得

以废止的时间点来考虑新法、旧法以及新遗嘱、旧

遗嘱之间的关系。新法设立后订立的新遗嘱自然没

有任何问题，可以被任何形式的其他更新的遗嘱或

者其他表达方式予以撤销。但是该条款被废止之前

所订立的遗嘱到底应该遵循何种规范来撤销就十

分值得商榷的了。按照实体法适用旧法、程序法适

用新法的规则来看，显然旧的公证遗嘱在新法设立

后仍然得按照公证的方式进行撤销——也就是说

旧的公证遗嘱仍然相对一般的遗嘱具有优先性的

效力。这样的结论恐怕不符合主张废止学者们的初

衷的。而且按照目前可以立遗嘱的最年轻的法定年

龄十八周岁计算，待其去世至少有五十年的时间。

那么也就是说，一旦该条款被废除就至少得有五十

年的时期理论上是存在着旧效力的公证遗嘱的—

—那么也就是说两种效力并存的公证遗嘱将存在

五十年以上。 

因此，笔者建议要么保留原条款，要么规定以

严格的其他程序来撤回公证遗嘱。需要了解的是，

在欧盟各国，一般经过公证的事项纠纷发生率非常

之低；而同样事项如在美国，纠纷发生率据统计就

要比欧盟各国高40至50倍。在没有纠纷的情况下，

其实不管遗嘱、遗赠或者法定都可以办理继承公证；

一旦发生了纠纷，必然会引发继承权的官司至人民

法院。如果我们真的要删除原条款且没有任何其它

程序区别于其它遗嘱形式，那么可能得多听取一些

来自法院方面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声音。 

另外，关于遗嘱公证应该采取何种程序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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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完全没有必要写入基础民法典。作为民法

典只需要与公证行业的遗嘱公证细则对接即可，而

没有必要在民法典中写入比一般其他见证规则还

要严苛的规则体系。 

（三）口头遗嘱的条款逻辑 

草案关于“口头遗嘱”新增了三个月无效的规

则。但是其表述却有一定的问题：“危急情况解除

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

所立的口头遗嘱经过三个月无效。”也就是说无效

的条件又增加了一项，这将使得适用产生逻辑问题。 

理解 1：（条件①危急情况解除后+条件②遗嘱

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订立的）=结论：

三个月内有效，三个月外无效。 

理解 2：条件①危急情况解除后+条件②遗嘱

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订立的/或者条件

②经过三个月=结论：无效。 

如果按照理解 1 这三个月的时间属于与其它

条件并列的，就相当于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延长了三

个月有效期，似不符合起草者本意；但如果按照理

解 2这三个月的时间与其它条件呈或者关系，则在

语句语法上是完全没有体现的。所以尽管口头遗嘱

在司法实践中极其罕见，但这种理解的偏差也同样

会给实践的适用造成困扰。 

另外，口头遗嘱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仍然采用两

名见证人的方式似乎并不符合保护立遗嘱人的意

思表示。口头遗嘱实际上同样也可允许当事人通过

录音录像的方式来达成。 

（四）遗嘱受欺诈胁迫的无效与宽恕 

草案第 904条新增“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

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

重的”丧失继承权；但被继承人知道继承人有该种

行为的，“对该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

明确将其列为继承人的，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

而第 922条规定：“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

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那么两者的

无效、丧失继承权以及宽恕之间究竟该如何把握呢？

该等继承人到底是否丧失继承权，遗嘱无效又如何

实现遗嘱继承的权利？此间矛盾值得调和。 

五、遗漏待调整的内容 

（一）部分语辞 

1.草案虽然将“公民”都改为了“自然人”，

但对于原继承法的概念“集体”却仍未作调整。对

此，《民法总则》已称之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如继承编不加以

调整，那么整部民法典将呈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2.草案未调整“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

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而实

际上我们应该认识到，儿媳女婿并不是民法“赡养”

的适格主体，甚至也无法成为刑法遗弃罪的犯罪主

体。所以即使儿媳女婿有帮助老人的行为，也不应

该用“赡养”一词；使用“扶养”会更为合适。 

3.草案第 912条“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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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本法”一词仍然是沿用了《继承法》的称谓。然

而关于遗嘱，在民法典的其它几编中均有出现。也

就是说，遗嘱不仅只是针对财产可写，对于非财产

的内容也可以撰写遗嘱。所以现在既然制定的是民

法典继承编，用词明显调整为“本编”更为合适。 

4.草案第 904条“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

遗嘱”的情况虽沿用了《继承法》，但笔者以为在

司法实践中，不只是对遗嘱的伪造篡改应该进行规

制；包括遗赠抚养协议、放弃继承声明书、亲属关

系等其他与继承相关文件，进而侵害其他继承人利

益达到严重情节的，同样应该受到规制。 

（二）遗嘱方面 

关于遗嘱方面有些实践中的问题还有待规制：

比如，遗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完美，那么其中出现

的瑕疵笔误该如何认定？多少比例、什么程度的可

以予以容忍，或者以何种方式可以进行确认？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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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处理。 

但对于另外一块内容，孙子女到底是属于遗赠

还是遗嘱这个问题，就无法通过司法解释进行确认

了。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尤其是税务征收中表现地

尤为突出。民法典可以通过合理的表述，对该问题

进行确认。 

（三）保留份额方面 

遗嘱应该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

继承人保留份额。但由于遗嘱的订立与实际生效有

较长的时间区间，立遗嘱人往往不可能预见未来发

生的情况。所以不宜以该条来作为事后判断原遗嘱

是否有效的依据，而是应成为司法裁判机构在实践

中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

份额的依据。关于必要的遗产份额，则应由司法机

关依据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所属地方的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计算。 

（四）放弃或接受遗产 

首先是“放弃接受遗赠”没有像“放弃继承”

概念一样覆盖到所有的法条，譬如第 940条就有放

弃继承但没有放弃接受遗赠。 

其次是表达接受遗赠的时间。实践过程中，群

众普遍反映两个月时间过短，部分受益人无法证明

自己在知道的两个月内表示了接受。如司法部门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则又有可能给法律部门带来较大

的执业风险。所以表达接受遗赠的时间建议延长一

些。 

再次是接受或放弃遗产的条件问题。尽管实践

中普遍要求放弃继承不得附条件，但在实体法上并

无明确规定。作为一项具有一定人身性的权利，继

承权不能完全等同于物权。故而为了避税起见，通

过自身的继承权来作为筹码进行交易是不合适的。

如需调解，完全可以在接受遗产后再进行交换利益。

所以，继承、接受遗赠、放弃继承或者放弃受遗赠

均不得附有条件或者期限。 

还有一个放弃继承的层次性问题。草案第 933

条第（一）项的延续存在，经常会被司法实践工作

者误认为放弃继承有可能会出现好几层：比如可以

先放弃遗嘱继承权，然后再放弃法定继承权。这种

理解方式实际上与继承权的本质是有相悖之处的。

放弃按照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的分配方式，实际

上并非是对继承权的放弃，而是一种继承后的重新

协商分配模式。该问题可以通过民法典的表述调整

来进行明确。 

（五）债务清偿方面 

债务清偿问题规则官方是将其作为一个完善

亮点来体现的，但其实几乎没有新意可言——都是

原继承法或者司法解释的内容。同时，其最大的缺

陷还在于草案条款完全没有解决税务、债务等内容

中谁优先的顺序问题。另外，关于如何衔接债务提

存问题，草案也未体现；同时，债务的清偿也没有

相应类似于破产的债权申报制度，这就意味着债权

人随时可以提出清偿的要求，那将给遗产管理人造

成不小的困扰。 

六、缺乏响应其它法律 

（一）民法典内部的呼应 

首先是已制定完毕的《民法总则》。1.民法总

则第 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

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

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因为其权利能力是视为完整的，那么对于胎儿的份

额是否还合适再继续使用“保留”一词呢？2.民法

总则第 29条规定：“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

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结合分则物权编的居

住权和人格权编的捐献器官等权利，均可通过遗嘱

来订立。也就表明了原有制度体系中遗嘱只能针对

财产的设计已经彻底被突破了，那么遗嘱本身的定

义是否需要进一步的界定呢？3.民法总则第 53条：

“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有权请求依照继承法取得

其财产的民事主体返还财产。无法返还的，应当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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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适当补偿。”其中的用词尚为“继承法”，继承编

成型后是否应对其进行调整或者在继承编中予以

呼应？ 

其次是民法典分则草案中的其它板块。一方面

是物权编中的居住权问题，第 160条说居住权不得

继承，但第 162条又说可以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

另一方面是人格权编中的身体权利问题，第 775

条说人格权不得继承，而第 787条又说可以以遗嘱

方式捐献人体细胞、器官等。那么继承与遗嘱之间

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是继承编值得思考的

话题。 

（二）其它法律的响应 

其它法律中往往也会有涉及到民事继承领域

的内容。譬如商主体法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

以及《个人独资企业法》中都有关于企业财产或投

资人资格的继承问题；又譬如说《信托法》关于遗

嘱信托的规定。这些内容在继承编中均未得到必要

的响应。另外，《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22条（“老

年人以遗嘱处分财产，应当依法为老年配偶保留必

要的份额”）在实践中已经引起了不必要的误读，

那么民法典中是否需要予以明确保留份额的定义？

（或者以司法解释方式予以确认。） 

七、结语 

2018版的继承编草案应该算是“一读”，出现

各种值得商榷或者有待完善的内容很正常。在笔者

看来，民法典尤其是继承编的编纂绝不是平地起高

楼。我国的法律制度已经基本成型，并且在民事领

域中已形成了新的传统与历史，是需要小心谨慎变

革的。不论这个理念还是那个理念，也不论是欧陆

派或者是英美派，都应有整体的社会治理概念。这

在民事制度稳定与调整中是需要予以重视的。希望

通过草案的广泛征求意见，让民法典的条款更为务

实可行。 

附：《继承编（草案）》与《继承法》对照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1985 年 4月 10日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草案） 

（2018 年 9月 5日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法定继承 

第三章    遗嘱继承和遗赠 

第四章    遗产的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二章    法定继承 

第三章    遗嘱继承和遗赠 

第四章    遗产的处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立法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为保护公

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制定本法。 
 

 
第八百九十八条【继承编适用】 

因继承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编 

 
第八百九十九条【保护继承权】 

国家保护自然人的继承权。 

第二条【继承的开始】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第九百条【继承开始的时间】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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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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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

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

的人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

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份

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

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难

以确定死亡时间的，推定没有其他继承人的人先死

亡。都有其他继承人，辈份不同的，推定长辈先死

亡；辈份相同的，推定同时死亡，相互不发生继承。 

第三条【遗产范围】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

括： 

（一）公民的收入； 

（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 

（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 

（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 

（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 

（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 

（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第九百零一条【遗产范围】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但

法律规定或者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除外。 

第四条【承包关系与继承】 

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

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

按照承包合同办理。 

 

第五条【继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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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百零二条【继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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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条【继承和遗赠的接受和放弃】 

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

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

接受继承。 

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

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

为放弃受遗赠。 

第九百零三条【继承和遗赠的接受和放弃】 

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

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

接受继承。 

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

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

为放弃受遗赠。 

第六条【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继承

权、受遗赠权的行使】 

无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受遗赠权，由他的法

定代理人代为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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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受遗赠权，由他的

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或者征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后

行使。 

第七条【继承权的丧失】 

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 

（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 

（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 

（三）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

节严重的； 

（四）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 

《继承法意见》 

11．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不论是既遂

还是未遂，均应确认其丧失继承权。 

13．继承人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或者遗

弃被继承人的，如以后确有悔改表现，而且被虐待

人、被遗弃人生前又表示宽恕，可不确认其丧失继

承权。 

第九百零四条【继承权的丧失】 

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 

（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 

（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 

（三）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

节严重的； 

（四）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

严重的； 

（五）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

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的。 

被继承人知道继承人有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行

为，对该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明确将

其列为继承人的，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 

受遗赠人有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丧失受遗

赠权。 

第八条【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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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法定继承 第二章 法定继承 

第九条【男女平等】 

继承权男女平等。 

第九百零五条【男女平等】 

继承权男女平等。 

第十条【继承人范围及继承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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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百零六条【继承人范围及继承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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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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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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代位继承】 

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

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

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

份额。 

第九百零七条【代位继承】 

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

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

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

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 

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

承的遗产份额。 

第十二条【丧偶儿媳、女婿的继承权】 

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

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第九百零八条【丧偶儿媳、女婿的继承权】 

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

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第十三条【遗产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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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百零九条【遗产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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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酌情分得遗产权】 

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

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

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

产。 

第九百一十条【酌情分得遗产权】 

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

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

适当的遗产。 

第十五条【继承解决方式】 

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

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

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

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百一十一条【继承解决方式】 

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

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

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

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章 遗嘱继承和遗赠 第三章 遗嘱继承和遗赠 

第十六条【遗嘱与遗赠的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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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百一十二条【遗嘱与遗赠的一般规定】 

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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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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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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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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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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的形式】 

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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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百一十三条【自书遗嘱】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

月、日。 

第九百一十四条【代书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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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

签名，注明年、月、日。 

第九百一十五条【打印遗嘱】 

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

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

日。 

第九百一十六条【录音录像遗嘱】 

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

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

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第九百一十七条【口头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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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形式立遗嘱

的，所立的口头遗嘱经过三个月无效。 

第九百一十八条【公证遗嘱】 

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构办理。 

公证机构办理遗嘱公证，应当由两个以上公证

员共同办理。特殊情况下只能由一个公证员办理的，

应当有一个以上见证人在场。 

第十八条【遗嘱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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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百一十九条【遗嘱见证人】 

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 

（二）继承人、受遗赠人； 

（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第十九条【保留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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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百二十条【保留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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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条【撤销变更】 

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 

第九百二十一条【撤回变更】 

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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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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行为的，

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

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第二十二条【遗嘱的无效】 

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

嘱无效。 

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

骗所立的遗嘱无效。 

伪造的遗嘱无效。 

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 

第九百二十二条【遗嘱的无效】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

立的遗嘱无效。 

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

迫所立的遗嘱无效。 

伪造的遗嘱无效。 

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 

第二十一条【附义务的遗嘱】 

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

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

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

他接受遗产的权利。 

第九百二十三条【附义务的遗嘱】 

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

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

经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

消其接受附义务部分遗产的权利。 

第四章 遗产的处理 第四章 遗产的处理 

 第九百二十四条【法定遗产管理人】 

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

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

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

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

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 

 第九百二十五条【指定遗产管理人】 

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

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 

 第九百二十六条【遗产管理人职责】 

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包括： 

（一）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 

（二）保管遗产； 

（三）处理债权债务； 

（四）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 

 第九百二十七条【遗产管理人责任】 

遗产管理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因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失的，应

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九百二十八条【遗产管理人报酬】 

遗产管理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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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报酬。 

第二十三条【继承开始的通知】 

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

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继承人中无人

知道被继承人死亡或者知道被继承人死亡而不能

通知的，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负责通知。 

第九百二十九条【继承开始的通知】 

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

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继承人中无人

知道被继承人死亡或者知道被继承人死亡而不能通

知的，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负责通知。 

第二十四条【遗产的保管】 

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

得侵吞或者争抢。 

第九百三十条【遗产的保管】 

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

得侵吞或者争抢。 

《继承法意见》 

52.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

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

他的合法继承人。 

53．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表示接受遗赠，并

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接受遗赠的权利转移给他

的继承人。 

第九百三十一条【转继承】 

继承开始后，继承人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并没

有放弃继承的，该继承人应当继承的遗产转给其继

承人，但遗嘱另有安排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遗产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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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百三十二条【遗产的认定】 

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分割

遗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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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法定继承的适用范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

定继承办理： 

（一）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或者受遗赠人放弃

受遗赠的； 

（二）遗嘱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 

（三）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先于遗嘱人死亡

的； 

（四）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遗产； 

（五）遗嘱未处分的遗产。 

第九百三十三条【法定继承的适用范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

定继承办理： 

（一）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或者受遗赠人放弃

受遗赠的； 

（二）遗嘱继承人丧失继承权或者受遗赠人丧

失受遗赠权的； 

（三）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先于遗嘱人死亡

或者终止的； 

（四）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遗产； 

（五）遗嘱未处分的遗产。 

第二十八条【胎儿预留份】 

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

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第九百三十四条【胎儿预留份】 

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

娩出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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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遗产分割的规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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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百三十五条【遗产分割的规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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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条【再婚时对所继承遗产的处分权】 

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的，有权处分所继

承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 

第九百三十六条【再婚时对所继承遗产的处分

权】 

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的，有权处分所继

承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 

第三十一条【遗赠扶养协议】 

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

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

赠的权利。 

公民可以与集体所有制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

议。按照协议，集体所有制组织承担该公民生养死

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第九百三十七条【遗赠扶养协议】 

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

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

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第九百三十八条【分割前的义务】 

遗产分割前，应当支付丧葬费、遗产管理费，

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缴纳所欠税款；但应当为缺

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适当的遗

产。 

第三十二条【无人继承的遗产】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

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

有制组织所有。 

第九百三十九条【无人继承的遗产】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

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

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与清偿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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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百四十条【继承遗产与清偿债务】 

遗产已经分割的，继承人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

缴纳所欠税款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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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继承人的债务和所欠

税款可以不负偿还责任。 

第三十四条【遗赠与债务清偿】 

执行遗赠不得妨碍清偿遗赠人依法应当缴纳

的税款和债务。 

第九百四十一条【遗赠与债务清偿】 

执行遗赠不得妨碍清偿遗赠人的债务、缴纳所

欠税款。 

《继承法意见》 

62.遗产已被分割而未清偿债务时，如有法定

继承又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首先由法定继承人用

第九百四十二条【清偿方式】 

既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遗赠的，由法定

继承人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缴纳所欠税款；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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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得遗产清偿债务；不足清偿时，剩余的债务由

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如

果只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

人按比例用所得偿还。 

法定继承遗产实际价值的，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

人按比例以所得遗产清偿。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或补充规

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

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财产继承的具体情况，制定

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自治区的规定，报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自治州、自治县的规

定，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 

 

第三十六条【涉外继承】中国公民继承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外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的外国人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

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外国人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或

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公民的遗产，

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

所在地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

照条约、协定办理。 

 

第三十七条【生效日期】本法自一九八五年十

月一日起施行。 

 

【律师视点】孙甜、王璐：跨境遗嘱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 |  

跨境遗产规划法律文件解读系列（一） 

原创：2018-09-26 德衡律师集团   孙甜 王璐 

https://mp.weixin.qq.com/s/93_0dD8C1MMO8RX_1JJnVw 

孙甜：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王璐：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遗产规划（Estate Planning）的雏形可以追

溯到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之后的英格兰

封建社会，遗嘱及作为信托前身的尤斯（the use）

相关的现代法律制度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显著的发

展。随着客户诉求及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变化，遗产

规划逐渐演变发展到两种主要模式：遗嘱型遗产规

划（Will-based Estate Planning）及信托型遗产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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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Trust-based Estate Planning）。狭义的遗

产规划，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定义，是指通过遗

嘱、信托、保单或其它安排，对一个人离世时的财

产进行分配和管理的规划，以达到降低遗产管理/

处置费用以及财产转移税的目的。广义的遗产规划，

既包括就离世后的财产和/或事务的事先处置及安

排，还包括就由年龄、健康或其他原因造成行为能

力丧失时的医疗护理及财务事项进行提前规划。 

遗嘱是遗产规划中必不可少的法律文件： 在

遗嘱型遗产规划（Will-based Estate Planning）

中，最后遗嘱（Last Will and Testament）是规

划方案的核心；在信托型遗产规划（Trust-based 

Estate Planning）中，倾注遗嘱（Pour-over Will） 

则与信托安排共同实现规划目的。随着高净值人群

的资产分布不再局限于国内，资产的形式也日趋多

样化，遗嘱的订立、遗愿的实现已经远远超出了单

一法域的国内法范畴。 

对于资产分布在不同国家及地区的高净值人

群，其遗产规划可能不可避免涉及到跨境遗嘱。例

如，在中国境外订立的遗嘱，对位于中国境内的资

产进行处置。在“跨境遗产规划法律文件解读系列

“的第一期，我们选取了两个案例，对法官判案思

路进行梳理及分析，并探究跨境遗嘱在中国法项

下的承认及执行问题。 

✦案例一、任某、宁某甲等与宁某乙、宁某丙、

宁某丁继承纠纷二审（任某、宁某甲等与宁某乙、

宁某丙继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5）西中民一

终字第 00171号） 

被继承人宁洋（加拿大永久居民、中国公民），

与现妻任某育有一女宁某甲；与前妻周某育有三子

女，分别为宁某乙、宁某丙、宁某丁。宁洋去世后，

任某、宁某甲与宁某乙、宁某丙、宁某丁因析产继

承问题发生纠纷。任某、宁某甲将宁某乙、宁某丙、

宁某丁诉至法院，要求分割宁洋的遗产（包括房产、

公司股权等各项财产在内，共计估值约 5亿元人民

币）。宁某乙、宁某丙、宁某丁提交了一份宁洋生

前在加拿大所立的遗嘱，并称该遗嘱已将宁洋生前

的全部财产遗赠给其前妻周某，现已无财产可分。 

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其主要争议点集中在宁

某乙、宁某丙、宁某丁所提交的遗嘱是否有效——

如该遗嘱被法院认定为有效，则任某与宁某甲无权

继承任何财产；如法院认定该遗嘱无效，根据我国

《继承法》，任某与宁某作为合法继承人，则有权

享有宁洋遗产的法定继承份额。 

根据宁某乙、宁某丙、宁某丁向法院所提交的

材料，宁洋在加拿大所立的遗嘱是一份全英文打印

的书面遗嘱，由宁洋本人亲笔签名（英文签名），

经加拿大本地两位见证人亲笔签名、公证员公证并

亲笔签名。另附有翻译成中文的遗嘱及誓言书（以

确认中英文翻译无误），以及安大略省政府服务部

部长的签字（以证实誓言书的真实性）、中国驻多

伦多领事馆的认证、两位见证人的书面陈述（以证

实其以见证人的身份在该遗嘱上签字）。然而，尽

管有如此“缜密”的安排，法院最终适用中国继承

法对代书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认定该遗嘱无效。 

我们无从得知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使得宁

洋在遗嘱的安排上未对现任妻子任某及其女儿宁

某甲做任何考虑。如果该遗嘱确实是被继承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法院的最终判决使得其高达 5亿的资

产要分出 40%的份额给任某与宁某甲，显然与其遗

愿相背离。 

✦案例二、王某某与周某 2、张某 2遗嘱继承

纠纷上诉案（王某某与周某 2、张某 2遗嘱继承纠

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沪 02民终 1359号） 

被继承人周彩萍（1997年加入美国籍），与其

前夫张中原育有四子女周某 1、张传玉、周某 2、

张某 2。周彩萍去世后，周某 2将周某 1、张传玉、

张某 2诉至法院，并提交一份周彩萍 1990年于中

国上海所立的遗嘱（经律师事务所见证，以下简称

“遗嘱 1”），请求判令将周彩萍在上海某处房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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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的产权份额（以下简称“系争房产”）由周某

2按遗嘱继承。周某 1和张传玉向法院提交一份周

彩萍 2002年于美国纽约所立的遗嘱《周彩萍的最

后遗嘱》（以下简称“遗嘱 2”），该遗嘱将系争房

产留给周某 1、张传玉、周某 2、张某 2共同继承，

该遗嘱经见证人见证，并经公证。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遗嘱 2的效力判定应适

用美国纽约州法律，然而对于纽约州《遗产、权力

与信托法》（Estates, Powers and Trusts Law）

下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则出现了明显的偏差。二

审法院最终认定遗嘱 2根据美国纽约州法律成立

并生效，被继承人的遗愿得以实现。 

法律选择（Choice of Law） 

判定域外所立遗嘱的效力，准据法的选择是首

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 

第三十二条：遗嘱方式，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

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

行为地法律的，遗嘱均为成立。 

第三十三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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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一中的继承发生于《法律适用法》实施之

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法释【2012】24号）（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

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

法实施以前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人民法院应当根

据该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发生时的有关法律规定确

定应当适用的法律；当时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参

照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确定。因此，

法院对案件所涉股份继承的处理，参照《法律适用

法》；对于房产继承，则直接适用中国继承法关于

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的规定。案例二中的

继承同样发生于《法律适用法》实施之前，案件标

的亦为不动产，但是一审及二审法院并没有直接适

用中国继承法，亦未就《法律适用法》的参照适用

进行释明。 

案例一中的二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生前在加

拿大多伦多所订立的遗嘱根据加拿大安大略省法

律成立，但其效力应适用中国法——即根据《法律

适用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认定此份遗嘱依据遗

嘱行为地法律成立；但是，根据《法律适用法》第

三十三条的规定，须依据遗嘱人的经常居住地或国

籍国法，判定此份遗嘱是否有效。宁洋生前为加拿

大永久居民、中国公民，法院最终适用中国法作为

判定遗嘱效力的准据法。案例一的遗嘱属于中国法

下的“代书遗嘱”。《继承法》第十七条对代书遗嘱

做了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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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因此，代

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并且由其

中一人代书。而本案中遗嘱人在加拿大所立的遗嘱

虽也有两个见证人在场见证，但两位见证人均未代

书，不符合中国法律项下代书遗嘱的法定构成要件，

因此法院判决认定该遗嘱无效。 

案例二的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由于遗嘱人

订立遗嘱 2时已为美国公民，经常居住地在美国纽

约州，因此，遗嘱 2是否成立以及是否有效均应适

用美国纽约州法律。一审及二审法院均认为，遗嘱

形式并未违反美国纽约州法律的成立，应认定为遗

嘱成立。二审法院明确指出，对遗嘱 2效力的判断

应“从立遗嘱人行为能力和遗嘱形式要件两个方面

进行”。本案中遗嘱人立遗嘱时具备行为能力，经

过了一审法院的详细论述，二审法院予以确认。遗

嘱 2 有效与否的判断，最终落在了是否符合“遗嘱

形式要件”这个问题上。二审法院委托华东政法大

学外国法查明中心，就《纽约州遗产、权力与信托

法》中关于“30天”见证期限的要求进行查明，

确认一审法院对涉案相关外国法认定存在错误，最

终撤销一审判决，认定遗嘱 2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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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遗嘱规划 

（Planning for Cross-border Wills） 

根据《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涉

外民事关系的认定，包括涉外遗嘱及继承，应围绕

当事人国籍、经常居住地、标的物、法律关系等因

素进行。随着国内高净值人群在全球范围内安排居

所及配置资产的趋势愈发显著，可以预见将会发生

与上文两个案例中的情况类似或更为复杂的跨境

遗嘱规划问题。随着国内高净值人群选择加入外国

国籍或长期于国外居住的情况愈发常见，愈发可能

出现在中国境外设立遗嘱、处置其在中国境内财产

的情况，甚至可能出现通过遗嘱处置多法域资产的

复杂情况。 

关于域外遗嘱在中国境内的承认与执行问题，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对于遗嘱是否

成立的判断，法院依据《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二条

的规定，均适用遗嘱行为地法律，认定遗嘱成立。

《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

充分尊重及认可遗嘱人订立遗嘱的意思自治，只要

存在合理的连接点，即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

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

法律，遗嘱均为成立。认定遗嘱成立后，须根据《法

律适用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进一步判断遗嘱是否

有效。遗嘱有效性认定的准据法，相对于遗嘱成立

的准据法范围来说，少了“遗嘱行为地法律”，只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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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六

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当

事人可以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当事人选

择适用法律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选择无效。因此，

中国法律与美国《统一遗嘱验证法典》（Uniform 

Probate Code）不同，并不承认遗嘱中的法律选择

条款。我国的涉外法律选择立法，在一定范围内给

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也提出了自由的边界—

—禁止当事人为了规避其在经常居所地国或国籍

国法律项下的某些强制性义务而任意选择适用法

律。 

上述案例二中，二审法院明确指出，对遗嘱有

效性的判断，应从遗嘱人的行为能力和遗嘱形式要

件两个方面进行。在案例一中，法院亦依据涉诉遗

嘱未能符合国内法有关代书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

而认定为无效。因此，跨境遗嘱若在中国法院涉诉，

法院会进行两次法律选择：首先，需要选择准据法

对遗嘱的成立与否进行判断，即涉诉遗嘱是否符合

准据法对遗嘱形式的规定，这是法院对涉诉遗嘱进

行的初步审查； 其次，在认定涉案遗嘱成立后，

法院须再次选定准据法，对涉案遗嘱的有效性进行

审查，包括形式有效性及实质有效性，这是法院对

涉案遗嘱形式要件的实质性审查。 

此外，涉案遗嘱的有效性判断，除了上述遗嘱

人行为能力及遗嘱形式要件之外，还需要考量遗嘱

内容是否违反国内法的强制性规定。比如，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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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

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

经济秩序。违法上述强制性规定的遗嘱，通常会被

认定无效或部分无效。 

如何确保跨境遗嘱的有效性以及遗愿的充分

实现，而避免出现遗嘱人离世后，因为法律技术问

题导致纷争，根据上述两个案例的法院判决思路，

我们可以进行逆向思维：首先，需要保证遗嘱符合

立遗嘱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行

为地法律；其次，要充分分析遗嘱人经常居所地或

国籍国法律对于遗嘱和继承的规定，从遗嘱人的行

为能力、遗嘱形式要件及当地法律强制性规定等方

面进行筹划，以确保该遗嘱根据当地法律可以有效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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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继承人能否主动提出“法人人格否认之诉”？ 

原创：2018-09-28 江苏金汇人律师事务所   张岚 

https://mp.weixin.qq.com/s/3NXoI-g-t85CBB-HDnf5FA 

 

现实生活远比法律规定复杂。事实的发生往往

涵盖多种法律关系。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突然离世，带给自己的继承人们除了巨额财产外，

还有继承人们之间的斗争。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

被继承人所经营公司的控制权及股权价值等都是

需要厘清的问题。那么，对于：与被继承人持有股

权的公司存在实际关联的其他公司的财产，股权继

承人能否主动提出法人人格否认之诉，而将所关联

公司的财产也纳入被继承财产的范围呢？本文进

行一定阐述。 

 一、法人否定制度  

《公司法》第 20条规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

度”：“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

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

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

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

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

立地位和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

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困难之一：非适格原告 

根据上述法条的含义，能够提出“法人人格否

认”之诉的适格原告应当是公司债权人。因此，股

东及其股权继承人不得以自己的利益而主动要求

揭开关联公司的面纱。该制度旨在保护公司外部债

权人的利益而非股东利益而设。否则，公司股东可

以随心所欲的揭开公司面纱，进而规避和转嫁自己

本应承担的风险。 

另外，对于其他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损害其

他股东利益的，公司法规定了股东直接诉讼制度，

无需通过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实现。 

2、困难之二：横向否定的认定困难 

那么，公司债权人针对这两家公司，在符合条

件的情况下，提出“人格混同”而否定关联公司人

格呢？我们说答案是肯定的/。目前，对于法人人

格否认，也根据实践中的情形具体分成了三类，分

别为公司人格的顺向否定、逆向否定和横向否定。 

（1） 顺向否定，即由股东为公司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这是《公司法》法条直接规定的否认模式。 

（2） 逆向否定：即公司为股东的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3） 横向否定：是指债权人诉请公司的关联

公司对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主要常见的有

“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但横向否定目前并没有

直接的法律规定，仅是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

出现了支持横向否认的案例。《金汇人说公司法之

二十三》 

因此，从上述法律制度的内容来看，否认关联

公司之间的人格，进而认定两个公司人格混同，在

司法实践中也是从严把握，混同条件非常严格（人

员混同、业务混同、财务混同），如果审查以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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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并没有高度混同，该请求无法得到支持，关联公

司的财产也无法纳入被继承人经营公司的财产。 

 二、救济途径  

我们说，股权继承人不因无法提出“法人人格

否认之诉”或者认定困难而彻底丧失了对关联公司

财产提出要求的权利。继承人可以在确认公司股权

份额的案件中，审计公司的账目，以明确是否存在

被继承人控股公司向关联公司借款、注资等行为。

如有，可向关联公司提出相应的损害赔偿纠纷，使

相应款项重新纳入被继承股权所在公司的的财产

范围，最终实现继承股权的价值的体现。那么对于

事实注资行为，除非存在隐名投资协议，否则也不

能直接认定是隐名投资而享受公司的股权增值部

分。 

国浩视点 | 有限公司股权继承的困惑与思考 

2018-09-29 国浩律师事务所   王晓艳 

https://mp.weixin.qq.com/s/pQy2vu2tqR_GaOxw6Ho9aw 

 

《公司法》对于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内容提要：

其股权的继承规定过于简单，无法指导现实生活中

存在的有关股权继承的复杂情形，导致法院判决五

花八门，令当事人无所适从。本文通过对股权继承

案例的分析，提出自己的困惑和思考。 

 

《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

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根据该条规定，股东权利既有财产权的一面，如资

产收益权，也有非财产权的一面，如投票权、参与

决策权等。那么，自然人股东去世后，继承人可以

继承的是什么权利呢？《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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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文

是公司法关于股权继承的唯一一处规定，但其表述

为“继承股东资格”，由于“股东资格”在公司法

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股东资格继承是否等同于股权

继承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都有所争议。 

有学者认为，“股东资格,则是指依照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对公司出资为代价而取得的一

种公司法上的身份，故股东资格又称为股东地位。

‘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实现

其投资利益，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与责任的基础。

股东资格体现的是身份法上的地位，具有强烈的人

身专属性，股东资格随着股东个体的消灭而灭失，

是不能被继承的。当股权发生继承事由时，并不是

基于其继承权的行使，而是基于股东之间达成的一

个新的合意，也即公司的其他股东同意继承人代替

被继承人成为公司股东。”[注 1]笔者对其观点不

敢苟同，《公司法》第七十五条“公司章程另有规

定的除外”的规定赋予了所有股东在制定公司章程

时就自然人股东死亡时，公司及其他股东是否接受

该股东的继承人作为股东这一事项的事前选择权。

虽然很多公司在设立时直接使用工商局提供的或

其网站上公布的《公司章程》范本，此类范本通常

未对股权继承事宜进行任何特别约定，某种程度上

股东们并没有合理行使该项选择权，但这不能成为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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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不同意自然人股东的继承人继承股东资

格的理由，因此，如果在公司章程没有排除继承人

成为股东的情况下，要求股东之间达成新的合意，

由其他股东同意继承人代替被继承人成为公司股

东，显然增加了继承人的负担，违背了立法的本意。 

尽管如此，有的法院在适用《公司法》第七十

五条时仍然发生偏差。如苏小溪等与北京大圆圣慧

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

【（2014）海民初字第 14375号】中，一审法院认

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具有人合性质的法人团体，

股东资格的取得必须得到其他股东作为一个整体

即公司的承认或认可。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

死亡后，其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是与该股东所拥

有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并不能当然成为公司的

股东。如果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议决议同意该股

东的继承人可以直接继受死亡股东的股东资格，在

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才能确认该股东的

继承人具有公司的股东身份。”该法院观点与前述

学者的意见有相似之处，都把其他股东的同意作为

确认继承人股东资格的前提，笔者认为这是对《公

司法》第七十五条的错误理解，所幸，二审法院认

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将其发回重审。针对该

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旗帜鲜明地表

态，“因继承发生的股东资格或股权变动时，其他

股东不享有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注 2]虽然理

论界和实务界对于股东资格继承是否等同于股权

继承都存在争议，但大多数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

比较务实，以直接判决股权继承的情形为多，然而

各地法院在案由的确定、判决依据、判决内容等方

面还是千差万别，导致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中无所

适从。鉴于该条文规定的，“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

除外”，涉及的情况比较复杂，本文仅针对公司章

程，没有对股权继承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况进行讨论。

另外，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说的公司股权继承仅

指有限公司股权的继承。 

笔者在检索案例过程中，发现公司股权继承类

案件存在主体不同、案由不同、判决依据不同、判

决内容不同等纷繁复杂的情况，为此，笔者进行了

整理： 

第一类案件是继承人之间的纠纷，在涉及公

司股权继承的法定继承纠纷案中（注：为避免阐

述的复杂性，本文仅选取法定继承情况进行分析，

遗嘱或遗赠继承案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原

告、被告均为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法院依据

《继承法》直接判决各继承人应继承的股权份额，

如郑剑玲诉郑剑虹等法定继承纠纷一案【（2014）

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 2024号】。也有原告在案

件中将被继承人持有股权的公司列为第三人，如李

永其诉高永伟法定继承纠纷一案【（2017）沪 01

民终 5341号】，由于原告在诉讼请求中没有针对第

三人提出任何请求，该第三人在案件中仅起到证人

的作用。 

第二类案件是继承人与被继承人持有股权的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间的纠纷，诉讼的原

因均为公司不配合继承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在

这类案件中，原告的诉讼请求基本一致，即 1. 请

求判令确认原告依法继承被继承人在被告公司的

股权；2. 请求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

记手续。大多数法院将这类案件的案由确定为股东

资格确认纠纷，也有法院将案由确定为股权继承纠

纷，如冯某等诉上海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继承

纠纷【（2009）松民二（商）初字第 1829号】，或

股东资格继承纠纷，如李某某等与哈尔滨岚音商贸

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继承纠纷【（2014）南民三商初

字第 353号】，后一判决虽然将案由确定为股东资

格继承纠纷，但判决书中并未对何为股东资格进行

任何分析和说明，而是直接判决被告将股权按比例

变更至两原告名下。这类案件虽然诉讼请求差异不

大，但判决结果还是有所差异。 

如前所述，大多数法院在此类案件判决中依据

《继承法》直接判决各继承人应继承的股权份额，

但也有法院判决被继承人持有的公司股权由所有

继承人继承，未明确股权分割的比例，如梁保祥、

万长兰、涂紫云、梁钰佳、梁钰琪诉江西东华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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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继承纠纷【（2014）临民初

字第 1547号】，判令被继承人的股权由五位继承人

继承，同时判令公司将股权登记在五位原告名下

（未确定份额），这让笔者不禁产生疑问，工商登

记部门依据该判决应如何进行登记？还有的法院

仅确认各继承人具有被告公司的股东资格，但对于

原告要求确认各继承人之间享有被告公司的具体

股权份额的主张不予支持，如唐春妮、周唐田、周

唐骏、周唐正诉青岛中运荣达货柜有限公司、杨新

民股权继承纠纷【（2014）黄商初字 2644号】，该

判决认为，“关于原告向法院主张确认各继承人之

间享有被告公司的具体股权份额的问题，法院认为，

解决的前提是要对被继承人周立法生前在该公司

享有的股权遗产涉及继承人范围及各继承人之间

的继承份额进行确认，而该事项属民事案件遗产纠

纷处理的范畴，与本案商事案件股东资格确认不属

同一法律关系，原告应另行主张”。该判决确定的

案由为股权继承纠纷，本应属于民事案件遗产纠纷，

而法官在判决中却把本案定性为股东资格确认的

商事案件，可见法官审理思维的混乱。虽然法官在

案由确认和案件定性上存在混乱，但其观点却与最

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观点相吻合。最高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公司

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一书中针对第十六

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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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在诉讼程序上，因股权份额的确认（其发生在各

继承人之间）与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其发生在继

承人与公司或其他股东之间）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

所以各继承人间股权份额的确定一般应在股东资

格确认的诉讼之外另行处理。”[注 3]该意见厘清

了公司股权继承的法律关系，也指明了解决方向。

依据该意见，如果公司股东不同意继承人继承公司

股权，不予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继承人要继承

公司股权就需要经历两个诉讼，第一个是股东资格

确认之诉，第二个是继承诉讼。这一意见解决了笔

者之前对各法院就此类案件案由确定混乱情况的

困惑，显然，笔者前面所引用的案例基本上未对上

述两个法律关系进行区分，导致案由五花八门，但

其判决结果似乎更加符合诉讼当事人的利益，一次

性确认继承人的股东身份并确定各继承人所继承

股权的份额，可以减少讼累。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意见解

决了公司股权继承的法律关系问题，但股权继承实

务仍然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代持股权的确

认和继承，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继承，外籍继

承人的股权继承问题等。另一方面，即使在法院判

决后，继承人要实际取得股东资格和行使股东权利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笔者在实务中就公司股权继

承判决的执行遇到一些障碍。笔者代理的一个继承

纠纷，法院依据《继承法》判决了各继承人继承的

股权份额，但当事人持生效判决要求工商登记部门

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工商登记部门仍然要求当事

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出具了协助执行通知书

后，工商登记部门才对执行申请人依据生效判决分

配的所继承股权份额进行了变更登记，但由于另外

两位继承人没有申请强制执行，其享有的所继承股

权份额仍然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由此产生的后果

是，公司无法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对法定代表人

（已故）进行变更，公司经营因此陷入困境。 

笔者的困惑是，对公司股权份额分割的已生效

判决是否需要通过强制执行进行变更？如果部分

继承人不申请强制执行，其所继承的股权份额一直

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如何形成合法有效的股东会

决议，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

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的，公司

应当依照前款规定申请变更登记。”因其规定过于

简单，没有操作指导意义。笔者又查阅了福建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官网的办事指南中关于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变更登记的申报材料要求，该办事指南就自

然人股东死亡股权继承导致的股权变更登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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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规定，但有这么一句“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划转

股权的，应当提交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无须提交股

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和

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文件；”。依据该办事指南，

法院出具的生效文书是可以作为股权变更登记的

依据的，并且只要其中一位继承人提交法院生效判

决即可办理所有继承人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

工商登记部门要求继承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方可

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实属行政部门推诿之举。由

于工商登记部门的官僚作风，通过强制执行办理股

权变更登记除了增加当事人的办事成本外，也拖延

了当事人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决策的时间，同时还

产生另一个问题，如果只有部分继承人申请强制执

行，法院只能向工商管理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

要求将执行申请人所继承的股权份额变更登记到

执行申请人名下，而未申请执行的继承人所继承的

股权份额仍然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公司要召开股东会，会议通知如何送达？送达

尚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继承人，是否是有效送达？

由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去世，公司需要尽快召开股东

会，并决议通过新的法定代表人人选。由于没有先

例可循，笔者经与客户商议，按照《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由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继承人

提议召开股东会，并将会议通知通过邮政快递提前

15 天送达两位尚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继承人，

并按会议通知的时间和地点召开了股东会，该两位

继承人收到股东会会议通知并参加了会议，但未在

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但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股东的股

权比例已超过《公司章程》要求的三分之二。虽然

我们在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股东会决议的同时出

示了提议召开股东会的股东向其他股东（含未办理

股权变更登记的继承人）发出会议通知的快递单及

回执，但这份股东会决议并未得到工商登记部门的

认可，不予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工商登记

部门认为对两位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继承人送

达会议通知，不能构成有效送达，理由是由于未办

理股权变更登记，该两位继承人不是合法股东。由

于公司无法形成工商登记部门认可的股东会决议，

法定代表人（已故）无法变更，导致公司无法正常

经营。 

笔者认为，工商登记部门的意见值得商榷。法

院已生效判决确认了所有法定继承人所继承的股

权份额，同时确认了所有法定继承人的股东身份，

即使部分继承人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其在法律上

已具备公司股东身份，应当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

东义务。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

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

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

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笔者认为，

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是股东之间的行为，

属于公司内部行为，因其不涉及第三人利益，提议

召开股东会的股东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程

序通知其他股东和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股东，该

召集程序是合法有效的，只要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

内容不违法，该股东会决议应当合法有效。遗憾的

是，笔者未能说服工商登记部门的经办人员，似乎

只有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笔者在办理的多起股

权继承案件中，就股权变更登记事宜与不同地域的

工商登记部门经办人员进行过沟通，深切感受到这

些部门的办事极为僵化和保守，导致当事人办事难

度提高，甚至陷入困境，体现了行政和司法脱节的

弊端。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公司股权已成为很

多家庭的资产重要组成部分，股权继承也将是很多

家庭要面临的问题，但《公司法》及相关的法规、

规章、司法解释对此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导致实践

操作中，不同法院、不同部门的做法五花八门，导

致当事人甚至律师无所适从。笔者认为，股权继承

的规范亟待建立，司法判决与行政登记也需要建立

衔接制度，以确保公司自然人股东去世后，股权的

移转能有序进行，公司经营能顺利过渡。 

王晓艳       国浩福州办公室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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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张大海《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法律问题

研究--兼评我国《公司法》第 75条》，《法律适用》

2008年第 4期，第 83页。 

[2] 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

解释（四）理解与适用》，第 355页，人民法院出

版。 

[3] 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

解释（四）理解与适用》，第 356页，人民法院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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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证专题 

男子两段婚姻牵出抵押贷款产权纠葛 

公证机构出手帮助明晰产权解难题 

2018-09-14 中国公证网 稿件来源：江南时报全媒体 

http://www.chinanotary.org/content/2018-09/14/content_7645432.htm?node=82571 

在个人金融贷款中，相关抵押财产可能会涉及

产权不明的问题，如何应对成为很多人遇到的头疼

问题。近日，南京市钟山公证处就成功处理了这样

一起个人贷款抵押产权的案例，公证机构可以帮助

先明晰财产情况，再办融资手续，这也为今后的财

产抵押产权不明案例提供了解决范本。 

近日，南京市民张先生与其配偶李女士向一家

信托公司借款，按照借款约定提供房屋一套作为抵

押，并向钟山公证处申请办理赋予相关借款合同、

房屋抵押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据张先生述称，

其本人有两段婚史，第一段婚姻始于上世纪 90年

代，但是离婚时间已经记不清，第二段婚姻于 2014

年12月10日登记结婚。公证人员查验房本时发现，

用于上述抵押的房屋来源为继承，办理产权登记时

间为 2016年 11月 7日，产权人登记为张先生一人。

经询问，该房屋由当事人从其父母处继承而来，并

办理了继承公证，公证人员要求当事人提供继承公

证文书以作辅证。而继承公证文书于 2016 年 10

月 28日出具生效，其中记载，张先生母亲于 2005

年 10 月 27 日去世，张先生父亲于 2016 年 2 月 8

日去世。公证人员向张先生提出，该房产产权清晰

情况有待核查，需要知道其第一段婚姻的具体时间

段。 

公证人员在张先生的申请下，利用办公系统现

场核查了张先生的婚姻状况，得知其在 2006 年 1

月 7 日与王女士登记离婚，因此得出：上述房屋中

从张先生母亲处继承的部分应当认定为张先生与

王女士的夫妻共有财产，从张先生父亲处继承的部

分应当认定为张先生与李女士的夫妻共有财产。张

先生十分不理解，该房由其父母购买，与前妻王女

士无任何关系，为何还需要考虑她的份额。公证人

员引用《继承法》第 2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

亡时开始”，以及《婚姻法》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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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向张先生解释，因张先生母亲去世时间

正处于张先生与王女士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该继

承部分应为张、王共有，即便张、王婚姻关系早就

终止，2016 年办理继承公证前也未实际占有该房

屋，但均不影响法律认定。 

因张先生所借款项为垫资所用，用款着急，产

权不清如何解决成为难题。公证人员建议，这种情

况下，只能尽力找到前妻王女士，重新约定该部分

财产归属才能解决。张先生听从建议，找到王女士，

说明事由，在公证处的见证下签署了财产归属约定。

最终王女士放弃该部分财产，赋予相关借款合同、

抵押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完成，公证人员在恪守

原则的前提下帮助当事人解了燃眉之急。 

江南时报全媒体记者 王琦 通讯员 徐梁栋 

（责任编辑:杨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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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释法】除了银行以外，公证处也是个“存钱”的好地方 

2018-09-21 上海市公证协会  

https://mp.weixin.qq.com/s/okL4Q2kSjHOg3j0Vsgjv6A 

 

“请问你们公证处有没有资金监管方面的业

务？”某天上午，一位律师向上海市徐汇公证处

打去了一通咨询电话。 

据这名律师介绍，他的当事人王老太正照料着

一个两岁的外孙女小佳妮，小佳妮的母亲方女士刚

刚过世，她的父亲因为一些法定原因丧失了对孩子

的监护权，且没有能力抚养她。而王老太也年事已

高，仅凭自己的退休工资根本无力负担小佳妮今后

生活、教育所需的大笔费用。 

 

所幸的是，方女士生前就职的公司及员工考虑

到了方女士家庭的困难，自发募集了一笔捐款。公

司负责人觉得捐款金额巨大，无力自行监管，又不

放心将这几十万的捐款一次性交给王老太，所以他

们希望委托律所来监管这笔资金。 

律所考虑到他们的单位性质，同样无法保证律

所在未来十几年时间里能一直以现在的组织架构

存续，所以便来咨询公证处是否有类似资金监管的

业务。 

当时，捐款公司提出的方案是：每月向王老太

支付人民币 3000元用于抚养外孙女，直到该笔捐

款给付完毕。经过公证处与律师、公司代表的数次

商议，最终决定用组合方案来办理这个案件： 

 

第一，考虑到外孙女为未成年人，因此决定

由外婆作为该笔捐款的受赠人，捐款公司与受赠

人签署一份《捐赠协议》，该协议由公证处办理协

议书公证。 

第二，公证处与捐款公司签署一份《资金监

管协议》，签署后该协议由捐款公司和公证处各留

存一份，上述《捐赠协议》的公证案卷内存档一

份。 

第三，考虑到王老太年事已高，经沟通，她

在我处订立了一份公证遗嘱，写明如自己去世，

则该笔捐款，全部遗留给自己的外孙女。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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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工作完成后，第一期款项顺利发放,自此

这项资金监管及发放工作将持续七、八年。 

当然，现实生活中像小佳妮这样不幸的孩子毕

竟只是少数，但这并不代表“资金监管公证”无用

武之地。由这个案例，可以探索的是离婚父母子女

的抚养费是否也可以通过公证的方式来得到保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 12条的规

定：公证机构可以办理下列事务：提存、保管遗嘱、

遗产或者其他与公证事项有关的财产、物品、文书。

由此可见，公证机构的业务范围内，本就有“提存”

和“财产保管”业务。 

当然，“子女抚养费监管公证”不仅仅只是对

子女抚养费简单的保管，被保管的抚养费可根据事

先的约定，当满足一定期限或条件时，抚养方就可

以提取部分或全部抚养费。这其实是将传统的财产

保管业务和提存业务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另外，当出现父母双亡，子女未成年或成年子

女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等特殊情况时，在父母的遗

产转化为他们的抚养费之后，这笔资金更需要一个

权威机构来加以监管，此时作为司法证明机构的公

证，无疑能够担起监管资金的重任。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来源：上海市徐汇公证处 

编辑：黄浩栋 

公证书点评|对一例个人独资企业继承公证的点评 

原创：2018-09-26 公证文选   陆岗松 

https://mp.weixin.qq.com/s/YXsGAGIU-lc3YRlQGI8j1Q 

浙江省宁波市明洲公证处   陆岗松 

公  证  书 

出证号 

申请人： 

李某，女，生日 1出生，现住现住址 1。 

张甲，男，生日 2出生，现住现住址 2。 

被继承人：张某，男，被继承人生日出生，生

前住 XXXXX。 

公证事项：继承 

申请人李某、张甲因继承被继承人张某的遗产，

于 XX年 XX月 X日向本处申请办理继承公证，并提

交了以下证明材料： 

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张某与李某的

结婚证。 

二、由宁波市公安局 XXX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

明，证明张某于 XX年 XX月 XX日死亡。 

三、被继承人张某的父母、子女情况证明。 

四、宁波 XX机械厂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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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 XXXX），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XX 分局综合

档案室盖章的宁波 XX机械厂的注册情况表。 

本处向申请人告知了继承公证的法律意义和

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申办公证的权利和义务。

申请人均承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真实无误，如虚假

或遗漏，对他人造成损失的，愿意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等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本处

对申请人提交的权利证明及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了

审查核实，并对申请人及有关人员进行了询问，现

确认申请人所主张的如下事实： 

一、被继承人张某于 XX年 XX月 XX日死亡。 

二、被继承人张某的配偶为李某；张某的子女

是张甲。被继承人张某的父亲为 A，于 XX年 XX月

XX 日死亡；被继承人张某的母亲为 B，于 XX年 XX

月 XX日死亡。 

三、被继承人张某生前于 XXX 年 XX月 XX日出

资设立了宁波 XX机械厂。该厂系在宁波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 XX分局注册登记成立之个人独资企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的

规定，该厂资产为投资人张某所有。该法第十七条

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

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

故张某的继承人可依法继承张某对该企业拥有的

资产及权益。 

上述宁波 XX机械厂的资产及权益为被继承人

张某与其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上述财产

为张某与其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该财产的一半为

被继承人张某的遗产。 

四、据李某、张甲称，被继承人生前无遗嘱、

亦无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处分上述合法权益、

无订立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继承人此无争议，截至

本公证书出具之日亦未有他人向本处提出异议。 

五、现李某表示要求继承被继承人张某的上述

遗产； 张甲表示放弃对被继承人张某的上述遗产

的继承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

条的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其遗产应当由其配偶、

父母、子女共同继承，因被继承人张某的父母亲均

已先于张某死亡、儿子张甲表示自愿放弃对被继承

人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因此，兹证明被继承人张某

的上述遗产应由其妻子李某一人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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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继承人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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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某应当依法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浙江省宁波市 XX公证处 

公证员 

审批日期 

首先，本公证书精确地认定了独资企业遗产

的性质。 

房产、股票、存款以及有限公司股权等自然人

遗产的继承公证是我们公证机构的常规业务，其所

指向的遗产性质一般非常明确，且有相应的登记证

书或存单作为法律上财产所有权的凭证，而个人独

资企业所涉及的遗产性质绝非简单等同于公司之

股权，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 2条的规定：个

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

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

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

第 17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

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

或继承。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本案张某

名下之独资企业的继承应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独资企业法》的规定。根据上述的规定，个人独资

企业所涉及的遗产属于财产所有权抑或资产所有

权，在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中，其股东以出资

额为限对外承担经济法律责任，在个人独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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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人需承担无限责任，出资人所拥有的财产或资

产应该理解为因出资而享有的独资企业的所有权，

借鉴法院民事裁判文书的一些提法，将遗产表述为

被继承人（投资人）对本企业拥有的资产及权益。 

其次，点明了继承人应当依法及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根据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 26条

第 l款规定：投资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无继承

人或者继承人决定放弃继承的，应当解散。根据该

条款的文义，投资人死亡包括被宣告死亡，个人独

资企业有两种可能结果，第一种情况是，无继承人

或者继承人决定放弃继承时，个人独资企业应当解

散，并进行清算。第二种情况是，有继承人而且不

放弃继承的，则个人独资企业可以不解散，并进行

继承。但是，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 36条的

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月

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

吊销营业执照”。所以，如果继承人不能在 6个月

内变更完毕，可能会导致吊销营业执照。此项 6

个月期限的规定虽未体现在公证书的证词，但在办

理公证手续过程中，公证员明确告知了申请人，并

体现在询问笔录中，提醒申请人能及时办理企业变

更登记。 

第三，关于继承企业的组织形式的变更，在

本案中，经公证员的解释与引导，被继承人的儿子

（已成年）主动表示放弃继承，由被继承人张某的

妻子李某一人继承张某对该独资企业资产及相关

权益，免去了把被继承人享有的企业资产权益先析

出一半作为健在配偶的财产、再由继承人共同来分

割继承另一半而导致的企业组织形式变更的程序，

节省了企业组织形式变更产生的税费成本。 

个人独资企业是由一个自然人投资的经营实

体。即使投资人在申请企业设立登记时明确以家庭

共有财产作为出资的，也只能以一个自然人作为投

资人。而从继承法的角度来看，继承人的人数并无

限定，继承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在继承领域就可能

发生冲突，在实务操作中，需要公证员提出完美的

解决方案，因为对个人独资企业进行继承时，合法

继承人的人数的多少将对企业日后的组织形式产

生影响。试以分下列情况予以解析： 

1、如果继承人的人数只有一人或者继承人的

人数为二人甚至以上时，但仅有一人表示继承，其

他继承人放弃继承，继承人所继承的企业的性质不

变，仍为个人独资企业。 

2、如果继承人为二人或者以上，而且有二人

或者以上的继承人不放弃继承时，所继承企业的性

质是什么?显然，因为己有二人或者以上的出资人，

这已不是个人独资企业。那么，是什么企业组织形

式呢?这有两种可能，要么变更为合伙企业，要么

变更为有限公司。 

在我国《个人独资法》中没有具体规定个人独

资企业的变更分立问题。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0年 1月 13日频布实施的《个人独资企业登记

管理办法》第 17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因转让或

者继承致使投资人变化的，个人独资企业可向原登

记机关提交转让协议书或者法定继承文件，申请变

更登记”。 个人独资企业变更为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应当符合新的企业组织法所规定的条件，并依照该

法有关设立的程序办理。 

第四，明确企业债务问题向当事人的告知。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 26条、第 27条规定的

法定清算和自愿清算情形不包括企业被转让和被

继承，即是说企业被转让或被继承后是不需要进行

清算的。那么被继承后企业债务如何承担?按照法

人企业承担债务的基本原理，企业债务是跟随企业

财产的，企业财产不灭失，企业法律人格不消亡，

企业始终要为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根据我国《继承

法》第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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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个人独资企

业法》的规定，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

担无限责任，在企业日常的经营中离不开银行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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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款往来等而引发的债权债务，因此，如将此写入

公证书则更能彰显公证法定继承文书的证据效力

以及公证员的责任。 

注：此份公证书系二〇一一年所办理出具，曾获浙江

省公证十大优秀案例。 

打通从公证遗嘱到继承公证的“最后一公里” 

2018-09-29 北京市长安公证处   韩慧 

https://mp.weixin.qq.com/s/i9xBRCd4V1OmO2A6L5hwaA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对于公证

行业而言，如何帮助继承者顺利走完从公证遗嘱到

继承公证的法律程序，打通公证遗嘱到继承公证的

“最后一公里”，让继承者不再对遗嘱“想说爱你

不容易”，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公证课题。 

一、遗嘱的法律意义 

“遗嘱不是临终遗言，而是对人生规划的延续”

“传递温情传承财富，家人和睦人生无憾”“合理

安排未雨绸缪，您的嘱托和意愿我们来守护”，这

三句标语醒目地悬挂在长安遗嘱服务中心的墙上，

简单的几句话生动诠释了遗嘱的法律意义和法律

价值。 

法律规定遗嘱是在立遗嘱人去世后生效的法

律文书，有些人认为遗嘱是没有意义的行为——

“死后之事，无我无关”，也有些人受传统思想的

影响，避讳谈死，因而也不愿考虑与死相关的任何

行为——“谈死色变”。然而作为一名职业公证人，

在看到工作中越来越多的真实案例，笔者深刻地体

会到一份遗嘱带给生者的重大意义——这不仅仅

是财产的流转，更重要的是爱的延续，家族财富的

良性传承，留给生者长久的温情，让逝者无憾。 

众所周知，在所有的遗嘱形式中，公证遗嘱因

具有法定的优先效力，对于避免纠纷、定纷止争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公

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公证遗嘱的社会认可度和接受

度日益提高，立遗嘱人普遍愿意选择成本低、效力

高的公证遗嘱。无庸讳言，公证遗嘱也有颇多被诟

病的地方，主要集中在预约等候时间长、上门服务

不及时、办理程序较繁琐这三个方面。公证机构直

面客观存在的问题，也在努力提升服务环境和办事

流程，但正如优质的医疗资源、优质的教育资源等

资源都会因为需求量大而众口难调、供不应求。因

此，笔者认为，需要改变的不仅是服务提供方，更

在于接受方，既然认识到遗嘱的重要性，认识到公

证遗嘱的优越性，立遗嘱人就应未雨绸缪，早准备、

早打算。 

遗嘱早已不是有钱人的专属，作为立遗嘱人身

边的法律顾问，公证机构也在通过不断健全的服务

机制努力打造更量身定制的私人公证法律服务，确

保其财富安全，最大化的避免纠纷出现。因此，笔

者建议立遗嘱人应早规划，目前很多迫切立遗嘱的

都是老年人，病重人士，这些人群面临两种风险：

一是因为疾病已经导致了行为能力受限，失去订立

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未能及时了却心愿；二是生

命垂危，时间紧迫，如果因为公证人员无法提供及

时的上门服务便失去了保障权益的最佳途径。人生

本该从容应对，法律的设立是保障而不应成为禁锢，

改变从现在的行动开始。 

二、继承的三种方式比较 

立遗嘱人从生到死，受益人从无到有，从遗嘱

到继承，目前根据《不动产登记条例》的规定办理

继承转移登记有三种途径：1.提交公证书；2.提交

生效法律文书；3.不提交公证书或生效的法律文书，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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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继承人（受遗赠人）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现场办

理。以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为例，上述途径中前

两种现场取号，当场办理并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第

三种途径须全部继承人（包括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

及可能成为继承人的人）到场办理。由此对比不难

看出，这三种方式中，公证对于当事人来说更具有

便捷性和操作性，也是现在普遍被选择的一种方式。 

然而，不少人认为，公证机构在办理继承公证

时需要当事人提交的种种文件和材料是不人性化，

甚至认为是奇葩证明。更有甚者，个别人认为，公

证员是站在彩票摇号器旁的“花瓶”——可有可无，

或者仅仅走个过场。正是类似种种错误的印象和定

位，导致不少人认为公证机构的要求是多此一举，

并未真正从内心深处认同公证机构的作用和价值。

事实上，公证机构的法定职能是提供法律服务，预

防纠纷。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公证员的定位首先

是法律人，法律不是社会的最高标准，而是每个公

民不能逾越的“红线”。公证机构扮演着“守门员”

的角色，每个公证员运用自己娴熟的法律知识和专

业素养尽可能预防每一个纠纷的发生，消除每一个

虚假的隐患。 

坦率地说，公证员不是“神”，无法凭借“火

眼金睛”一眼看尽当事人的家庭情况，无法凭空臆

断，只能依据客观证据，只能依据法律规定，只能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法定职责，所做的一切，都

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确保公证的有

效性。当下，公证机构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作风，

秉持公证法律服务便民、利民、惠民的服务理念，

不断解决公证处不同程度存在的当事人办理公证

过程中提供证明材料难度大、种类繁多，办理程序

繁琐等问题，不断完善和简化公证办证程序，努力

将公证服务延伸化、定制化，公证员必定会成为当

事人的贴身法律服务管家，为其民事行为保驾护航。 

三、打通从公证遗嘱到继承公证的“最后一公

里” 

生活中，很多当事人未能区分遗嘱公证和继承

权公证的区别，甚至觉得办理了遗嘱公证就可以在

立遗嘱人去世后直接办理房产过户。 

遗嘱是立遗嘱人生前所为的单方法律行为，是

立遗嘱人去世后生效的法律文件。继承权公证是公

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法律规定证明哪些

人对被继承人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并证明其继承活

动真实、合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继承是遗嘱的

执行者。 

但即便是懂得区分遗嘱公证和继承权公证，实

践中也有当事人面临着手持公证遗嘱无法办理继

承公证或者办理难的问题。办理继承时，受益人仅

凭遗嘱公证书是无法直接办理继承公证的，公证机

构一般需要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到场进行核实

确认，第一确认遗嘱的有效性，包括法定继承人是

否另有其他公证遗嘱，法定继承人对这份遗嘱的订

立有无异议等情形；第二确认受益人有无法定被剥

夺继承权的情形；第三有无剥夺无民事行为能力需

依靠被继承人生活者等法定的特留份情形出现；第

四法定继承人认为其他应认定遗嘱无效的情形。 

很多情况下，对于受益人而言办理的难度主要

集中于法定继承人不配合时的核实难问题上。比如：

丧偶儿媳，遗嘱明确财产由配偶继承，但公婆不出

面配合；兄弟姐妹中被剥夺继承权的成员不配合甚

至恐吓威胁；立遗嘱人多段婚姻，遗嘱将财产留给

配偶，立遗嘱人前妻或前夫的子女无法联络核实等

情况，这时候如果继承公证无法顺利办理，给当事

人的感觉就不仅仅是继承难，甚至会质疑公证遗嘱

的无用性。    

那么，如何打通从公证遗嘱到继承公证的“最

后一公里”？首先，要定位明确。笔者认为，公

证机构在办理此类继承案件时，应该更多主动查明

事实。有些人认为公证员与法官最大的区别是法官

是裁判者，公证员只是证明人，公证员不能进行裁

判。诚然，公证员无法依据当事人的诉争进行裁判，

出具裁判文书，但是公证员却可以依据法律对事实

进行客观评判，出具公证文书。继承权公证书就需

要公证员更具主动性，去查明，去评判，去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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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逾越法律的职权而是依法应当履行的职权。

其次，要尽职调查。一方面，公证遗嘱目前已有

遗嘱平台，应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在办理遗嘱公

证时就应尽可能多查明事实，尽可能多询问情况，

这样，事后在办理继承公证时就可以根据立遗嘱人

生前所述情况尽可能简化程序，比如在立遗嘱人父

母死亡信息的查询上等等。正如公证领域一位很有

威望的公证员所说：“像办继承权公证一样去审查

办理遗嘱公证”，把困难留给生，让死后多一份顺

利！最后，可以利用新平台进行公告，对于无法告

知或者联络甚至是不予配合的当事人可以选择报

纸公告、网络告知等多种形式和方式。再次，要

勇于担当。在实践中，遇到核实难的情况，公证

机构会让当事人选择法院裁判。的确，有些诉争确

实需要法院的裁判，但是即便面临这些情况也不应

是冷漠的“拒绝”和“推讼”，如果自己的公证书

都无法有效落地，又如何指望外界的理解和支持。

公证员在尝试多种调查仍无法查明事实的情况下，

也应尽可能利用司法协助或者积极介入调解，在程

序的衔接上让当事人感到“无缝化”和“人性化”。 

进入新时代，公证机构应坚持“以人为本，公

证为民”的理念，将便民利民、高效服务作为深化

公证服务水平、拓展公证服务领域的切入点和着力

点，积极打通从公证遗嘱到继承公证的“最后一公

里”，开创公证工作新局面。 

 

韩慧，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业务九部公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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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异域资讯 

日本人的新恐惧：老后破产 

2018-09-04 北京青年报 B02：启示录  薛静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8-09/04/content_301921.htm?div=-1 

 

初入日本，一定会对这里的出租车印象深刻：

绝大多数出租车司机都是满头银发的老年人，他们

穿着黑西装、戴着白手套，彬彬有礼地为你开车门、

提行李。让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先生为自己提行李，

总是让人觉得诚惶诚恐，但如果你说不要他们帮忙，

他们一定会恳切地表示自己能行、不收小费。坦白

讲，虽然这些银发司机的认路水平实在堪忧，有时

还需要打电话到总台询问路线，但是他们的白发形

象配上标准的日式服务，实在会给局外人一种赏心

悦目的感觉。 

但是，这本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的《老后破产：

名为“长寿”的噩梦》，却真实地展现了这一日本

景观背后残酷的社会现实：他们不是日本旅游文化

的风景线，而是日本人口老龄化、老龄贫困化的遮

羞布。国际上通常将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 7%

作为老龄社会的标志。2017 年，日本这一比重已

经达到 27.05%。更为严重的是，据内阁调查，20%

老人的存款在 100 万日元（1 日元约合 0.06 人民

币）以下，这在家庭年均收入 545 万日元的日本，

可谓处于破产线上。“积累财富”的人生预想宣告

破灭，为何辛苦一生的老人最后濒临破产？ 

正在改变的家庭结构 

2014 年 9 月，持续关注日本社会问题的 NHK

特别节目组制作播出了《老人漂流社会——“老后

破产”的现实》，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结合大

量未能剪入节目的素材与节目播出后的反馈，汇成

了这本《老后破产：名为“长寿”的噩梦》，并于

今年 7月由上海译文引进大陆。如同纪录片一样的

冷静笔调，让人在一个个案例中不断尝试寻找当事

人老年贫困的原因，却又一次次堕入更深的忧虑：

如果说开篇的田代先生是因为没结婚、没生子，那

么接下来已婚无子的山田先生说明只结婚不行；已

婚有子的菊池女士说明这样也不保险，因为孩子一

辈子没结婚；终于有已婚有子、孩子也结了婚的案

例，而远居的儿女，也并未能对老人的贫困伸出援

手……如果非将老龄贫困做出个人层面的归因，那

么只能指向伴侣缺位带来的独居——那么这个概

率，就基本是 50%了，毕竟，两口子之中，总会有

一个先走。 

由此可见，晚年独居不是可以改变的个人选择，

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东亚社会传统的大

家族聚居正在被小家庭散居所取代，小家庭也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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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即便是有兄弟姐妹、儿

女子孙的老人，很多也不免因为几方异地、亲情淡

漠而晚年独居，这是经济结构对灵活调配人力资源、

个体现代自主意识增强带来的必然现象。 

我们常常说，担心老人独居“万一”会出意外，

然而《老后破产》却用记录的视角告诉我们，老人

独居其实是“持续”处于不便的状态。身体逐步老

化带来的，是 24小时的全部精力，都用以勉力维

持基本的生活状态，这是未曾老去的年轻人们无法

想象的。另一方面，独居生活总是比结伴生活、集

体生活的成本更高，因而晚年窘迫的状态会更快降

临，也更加严重。 

从中产到破产的人生 

坦白来讲，老去不可怕，独居也不可怕，可怕

的是独自老去时，发现自己越来越穷。《老后破产》

的纪录片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莫过于 69

岁的河口先生，这位年轻时年收入一度超过 1000

万的精英中产，最后也不免成为老后破产大军的一

员。在这支大军中，年轻时开着居酒屋、宠物店，

自己当老板，遥想“财务自由”而老后破产的人们，

更是数不胜数。“我自己认为一直都是认认真真地

工作，可万没想到，会成为今天的样子啊。” 

年轻时经济向好、年年涨薪，以为生活总会越

来越好，因而购车买房、投资生意，没有多少固定

存款，结果因为经济下行而投资失败、生意破产，

到了晚年入不敷出，这是大多数中产变破产的人生

轨迹。老后破产的现象，正在从刚开始的 70岁以

上、蓝领粉领阶层，向 60 岁-70 岁、白领甚至金

领阶层转移。前者的破产往往是孤家寡人，而后者

的破产，还伴随着需要赡养八九十岁仍旧健在的父

母，资助因经济影响失业在家的子女。 

日本拥有相对健全的福利保障体系，然而晚年

独居的老人，对于福利申请政策常常不甚了解，也

无力处理繁琐的手续，成为老后破产又无人救济的

群体。普及政策、协助申请需要大量宣传工作人员，

然而随着社会老龄程度加深、劳动人口减少，国家

用于养老的资金池本身就在日渐萎缩，更无力雇佣

更多人员进行普及。人们很难不去揣度，这种“忽

视”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 

缺乏有效的救济扶助机制，导致老后一旦破产，

就再难回到正常的生活之中，甚至导致贫困的代际

传递。采取措施拯救老后破产，不但是让这一群体

的老人安度晚年，更重要的是，终止贫困如瘟疫一

样向下蔓延。满头白发仍旧应聘司机补贴家用的老

人，依然在为脱离破产努力，也呼唤着更多政府的

政策扶助与商业机构的保险保护。 

“我根本不想要什么长命百岁” 

“长寿”一直是日本引以为豪的民生标签，也

是世界卫生组织评估各国医疗卫生状况的重要指

标。然而经济状况、社会环境没能跟上的生理长寿，

带给老人的只有孤独与痛苦。“安度晚年”的安乐，

既需要物质支持，也需要精神文化，还需要心理慰

藉，三者全做到很难，但三者全失去，仅靠物质上

的经济破产就行了。“贫穷的痛苦之处在于，周围

的朋友都没了。”田代先生如是说，与朋友出门旅

游、聚会吃饭都需要钱，即便老人之间交友，儿孙

结婚、朋友奠仪也需要钱，经济状况无力支撑，就

得拒绝朋友们的邀约，就会慢慢与人疏离，最终成

为困窘中独居的一员。 

因为节省电费而不能打开最喜欢的电视，因为

无人说话而对吵闹的鸟群充满享受，盛情邀请摄制

组带盒饭来家中一起吃，攒钱买新鞋希望每月护工

带自己散步时能穿……这些令人心酸的细节，成为

破产老人在孤独生活中残余的寄望。更多的时候，

如同书中每章的小标题，他们感慨的是“长寿了存

款会见底”“我根本不想要什么长命百岁”“要说心

里话……我也不知道活着到底是为了谁……” 

如果说青壮年的广泛贫困会引发社会即刻的

不稳定，那么老年贫困则是在潜移默化中长久地销

蚀着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曾经认真工作、

努力生活的人们最终被抹去价值，成为“无用之人”，

过着苟延残喘的破产晚年，长寿有什么意义？人生

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质疑，不是靠一代破产老人的

逝去就能够完全消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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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到│朱莉的决绝，皮特的柔软：抚养权之争也有巨星范儿 

原创：2018-09-08 法律与生活杂志   一家之悟 

https://mp.weixin.qq.com/s/4bQdkJjL5ALoT1o0OTn1Kg 

图片来自网络 

 

“我可以把命交给朱莉。”说这句话的人，是

好莱坞巨星皮特。 

“皮特是唯一可以交心的人。”同样是好莱坞

巨星的朱莉也曾公开秀恩爱。 

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白，成为朱莉和皮特曾

深爱对方的“蛛丝马迹”。 

令人遗憾的是，王子和公主的爱情童话以破碎

告终。 

到 2018年 9月，朱莉和皮特宣布离婚已整整

两年时间。但是，正如战争会留下创伤和后遗症一

样，离婚这种被称为“两败俱伤的战争”，也毫不

例外地在朱莉和皮特的生命中留下创伤和后遗症。 

朱莉和皮特各自的创伤表现不一，他们之间的

后遗症是关于孩子的抚养权。 

令人欣慰的是，这两位好莱坞巨星在离婚问题

上的表现堪称典范。 

• ● ●  1  ● ● • 

私人飞机上的争吵，成离婚导火索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皮特一定不会和朱莉吵那

场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16 年 9 月的一天，朱莉和皮特带着六个孩

子乘私人飞机回洛杉矶。这六个孩子中的三个是他

们亲生子女，另外三个是抱养的孩子。 

在飞机上，皮特和朱莉发生了争吵，他们 15

岁的儿子马多克斯也卷入争吵中。按照媒体的报道，

飞机降落时，他们的激烈争吵依旧没有停止。 

几天后，朱莉提出了离婚申请。消息一出，很

多人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在众人眼中，颜值一流的朱莉和皮特曾是一道

恩爱风景。他们因拍摄《史密斯夫妇》而擦出爱的

火花并在相恋 10年后正式结婚。但在结婚仅仅两

年后，他们便分道扬镳了。 

和任何一桩破碎的姻缘一样，裂缝的形成可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来形容。那次激烈争吵，不过

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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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的悲剧再现 

朱莉的父母都是演员。在她 1岁的时候，父母

离异。和大多数女孩和父亲的关系更为亲密不同，

朱莉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朱莉，14 岁就和初恋

同居，喜欢过同性，30 岁前就已经离过两次婚。

在此期间，她曾经患上过抑郁症，两次自杀未

遂…… 

“这也许跟她不算美好的童年经历有很大的

关系”，有论者如是评价朱莉。 

作为一个生长在单亲家庭的女孩，朱莉缺少经

营夫妻关系的耐心或者经验。她 30岁前离过两次

婚的事情，都发生在与皮特结婚前。 

从花费 1980万美元买下一座“心形”小岛为

皮特庆祝 50岁生日等细节可知，朱莉与皮特曾真

心相爱。但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最终以一拍两

散收场。换言之，朱莉和皮特离婚，意味着原生家

庭破碎的剧目三次在她自己的家庭重演。 

• ● ●  2  ● ● • 

分离之痛，对彼此都深入骨髓 

 

在离婚之后，朱莉带走了全部六个孩子。 

独自把六个年龄相差并不大的孩子带好并非

易事。按照媒体的说法，在与皮特分开后，朱莉几

乎成了一名全职妈妈，在两年间几乎没有新作问世。 

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度过离婚后最初的那段

艰难时光，对朱莉来说并非易事。 

在离婚 11个月后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

朱莉坦承了一个人应付所有难题的“至暗时刻”。 

在接近崩溃时，朱莉不敢当着孩子们的面哭，

便躲在浴室里大哭。由于心情不好，她一度变得暴

瘦，还患上了贝尔麻痹症——半边脸的肌肉不受自

己控制。 

皮特过得也不好。 

在接受《GQ》杂志采访时，皮特如是描述那段

艰难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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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的第一个月，对我来说，像是历经了艰难

的十年。 

以前的屋子一直都是热闹的、疯狂的，每个地

方都有嬉笑声，打骂声和碰撞声，而现在只剩无休

止的寂静。 

我无法忍受这样的安静，觉得一个人住在这里

太伤感，就搬到朋友家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因为狗仔严重影响到了朋友的生活，皮

特选择搬回自己的家。 

幸运的是，朱莉和皮特都是强者，他们分别走

出了那段艰难时光。 

 

在时光里，唯有“直视”才能重生 

“任何因为爱情而成的婚姻，结束时都是痛苦

的，没有人会是赢家，只不过是谁伤得比较重罢了。”

有人如是评价朱莉和皮特的分道扬镳。 

在经历人生的巨痛后，朱莉成了一个光芒四射

的辣妈，从镜头外看，她带着孩子们把日子过得风

生水起。她笑容满面地遛娃、遛狗，还带着孩子们

参加慈善活动。 

皮特也走出了“至暗时刻”，开始适应一个人

的生活。 

他们能走过来，是因为他们选择了面对分离之

痛——接纳现实。他们分别接受记者访问，便是接

纳和面对的例证。 

接纳眼前的现实，就是接纳不算好的自己。而

接纳是改变的开始。因为接纳了一个人的状况，皮

特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酗酒等“成瘾”问题并为之

作出了改变。 

“有些痛苦说出来不是因为不痛了，而是唯有

去直视它，才能得到真正意义的重生。”有论者如

是评价离婚后的朱莉和皮特。 

• ● ●  3  ● ● • 

尊重彼此，面对离婚问题都很有范儿 

 

时至今日，旁观者都在探究朱莉和皮特离婚的

原因。 

有人说，朱莉对皮特的酗酒和其他药物滥用问

题本已难以忍受，他在飞机上对大儿子动手促使她

下了离婚的决心。也有人说，他们离婚，是因为对

孩子的教育理念不同而产生了分歧。 

在朱莉带着所有孩子离开自己后，皮特也在痛

苦中反思。 

在《GQ》杂志题为《布拉德·皮特谈离婚、戒

酒、改过自新》的专访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我现在的路，都是自己作的。 

大学毕业后，我每天都有瘾。酒精、大麻，或

者染上别的东西，大多数时候，是香烟。当中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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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东西都被我慢慢戒掉了，到成家时，唯一没戒掉

的只有酒精。 

过去这一年，我酗酒确实严重，这为很多事情

埋下祸根。 

离婚半年来，有苦有甜。 

甜的是，日子正在好转——开始做戒酒的心理

辅导，在试过两个心理咨询师后，终于找到合适的

一个。手指也从长期的酒精麻痹中恢复知觉。 

在熬过最艰难的那段时光后，皮特说自己的生

活开始“触底反弹”。 

经过煎熬，通过反思，皮特意识到：“家人，

真的是第一位。 

 

当初，在朱莉决绝地提出离婚时，皮特曾想在

法庭上解决。但听一个律师说“这种事情上了法庭

没有赢家，只看谁输得更惨”后，他和朱莉决定私

下协商。 

因为和朱莉曾经相爱，因为深情地爱着孩子，

离婚后的皮特变得柔软。在他看来：“放手也是爱。” 

朱莉和皮特离婚后，关于孩子们的抚养权之争，

一直没有尘埃落定。朱莉希望独自拥有所有孩子的

监护权，皮特却希望两人共同监护孩子。新近的消

息来自英国《每日邮报》2018年 8 月 23日的报道：

“随着朱莉与皮特的离婚战暂时进入缓和期，两人

对孩子的抚养权暂时达成了一致。” 

他们明白，事情是事情，人是人 

离婚并非简单的一分为二，而是把已经在感情

和生活上融为一体的双方撕裂。因为自己很痛，很

多人会发疯似地通过“证明对方是错的，自己是对

的”来减轻分离的痛苦。朱莉和皮特与很多人不同，

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己承担分离之痛。 

正如皮特在接受《GQ 》采访时，把责任归于

自身一样，朱莉在接受《名利场》采访时，对皮特

不仅没有指责，反而为他澄清了“出轨”和“虐待

孩子”等传闻。朱莉那句“我们仍然关心对方，关

心我们的家庭，我们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不

知感动了多少人。 

由于在处理问题上都是对事不对人，朱莉和皮

特都在检视自己而非推卸责任。所以，有人说“如

今的他们，反而更加理解彼此了”。 

离婚这件事发生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表现，

但朱莉和皮特对待这件事的姿态，依旧显示出好莱

坞巨星的范儿。 

房子頭期款是爸媽出的，離婚怎麼辦？（台湾地区）｜梁维珊｜律师视点 

2018-09-10 家事法苑  梁维珊 

https://mp.weixin.qq.com/s/uYKNd02Pa_vAS5HRk8-dGA 

作者：梁維珊律師、宋佳恩實習律師 

作者单位：台湾成鼎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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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链接：http://www.cdlaw.com.tw/modules/n

ews/article.php?storyid=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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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因為疼愛子女所以在子女婚後幫子女出

資購買房屋，如果子女婚姻並未長久走下去，那麼

遇到子女離婚時該怎麼辦？今天的【成鼎好好讀】

由家事專科梁維珊律師及宋佳恩實習律師幫各位

讀者提出最常見的問題，並提供幾個思考方向，結

婚不輸給成立公司，務必審慎思考並諮詢專業家事

律師喔～ 

在傳統的觀念中，結婚經常被視為是「成家立

業」的象徵，因此有許多人會在結婚時一併考慮買

房的問題，很多父母也會為即將結婚的孩子出買房

的頭期款。但如果將來雙方離婚了，那麼這筆父母

出的頭期款怎麼辦？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民法的規定，假設夫妻之

間沒有另外約定要使用民法所規定的其他夫妻財

產制[1]的話，一般來說都是適用法定財產制的規

定，而法定財產制則將夫妻的財產分為婚前夫妻各

自取得的「婚前財產」以及婚後才取得的「婚後財

產」[2]。如果房子是婚後父母出頭期款購買的，

根據民法第 1030條之 1第 1項的規定[3]，房子的

價值基本上會被認定為是「婚後財產」，離婚時會

被認定為是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的標的，原則上要將

房屋的價額做分配，除非這個被認定為是「婚後財

產」的財產，是基於「繼承或是其他無償取得之財

產」或是「慰撫金」，才例外不列入剩餘財產差額

分配。 

所以身為父母，要幫孩子買房就不可不注意了，

受父母幫忙的你，更要謹慎。一般來說父母出的房

屋頭期款有二種模式： 

1．父母「贈與」買房頭期款給子女： 

若是父母將買房頭期款，以贈與的方式給子女，

那麼這筆頭期款就符合前面所提及的民法第 1030

條之1第1項「其他無償取得的財產」的例外規定，

假設子女後來離婚，在計算剩餘財產分配時，不會

列入分配計算。例如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4

年度家訴字第 99號判決即稱：「經查，爭房地總價

500 萬元中之 466 萬 1517 元係由被告父母出資等

情......至於系爭房地經鑑價雖為 4,192,169元，

然超出 338,483元部分，因該屋購得所需款項大部

分為無償受贈，與原告在家操持家務、教養子女無

關，故此所增加之財產，不能歸功於妻子之協力，

自不得列為分配財產。」 

但是要注意的是，根據民法的規定[4]，未來

父母過世後原則上繼承人因為「結婚」、「分居」、

「營業」等原因，而收到被繼承人贈與的財產，在

計算遺產時應該將這筆贈與財產加回被繼承人（父

母）的遺產中計算總遺產，再跟其他繼承人（通常

是兄弟姊妹）平均分配遺產。如此一來，就等於最

後這筆頭期款還是要還給父母，所以如果父母本來

就不打算向子女要回這筆頭期款，那麼在贈與時就

要有反對歸扣的意思表示，才能避免發生未來子女

又為了遺產發生重大爭議。 

2．父母「借貸」買房頭期款給子女： 

除了前述以贈與的方式處理，在這裡提供給各

位讀者一個另類思考：將房屋頭期款以借貸的方式

給予子女，而且最好是簽立書面的借據以方便舉證。

這樣做的優點是，在子女離婚時，這筆頭期款將會

被視為是子女的婚後債務，而必須從子女的婚後財

產中扣除（等於子女應受分配的婚後財產變得更少

了）。例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4年度家上易

字第 10號判決稱：「父母借貸款項予子女時，未約

定利息，或未約定返還期限，或未催告子女返還，

事屬平常，並無任何違反經驗法則之處；另父母本

於疼愛子女之親情，不顧自身經濟能力、健康狀況，

出借款項予子女，以解子女之急，亦非少見，自無

何違反常理可言。……是依林 O源、林楊 O蓮之上

開證詞，再參酌前揭匯款紀錄等事證，上訴人關於

林 O 有出借系爭 250萬元借款予上訴人，並應列入

婚後債務之辯解，應已有相當之證明。」未來父母

過世後，這筆頭期款費用，就從父母所剩的遺產中

做完分配後，從分配後的遺產中扣除[5]，雖然應

繼遺產變少或歸零，但免追加回遺產總額。或者父

母在過世前，確認子女離婚及財產分配完成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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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免除對子女的債務。 

簡單來說，就是父母贈與頭期款的方式，雖然

不列入剩餘財產分配，但是在父母過世後，這筆錢

依據民法第 1173條第 1項的規定，要歸扣回應繼

遺產範圍，如果要避免未來遺產爭議，父母在贈與

時就要有證據表示不歸扣回遺產。 

若是以借貸的方式處理，未來子女因離婚而須

計算剩餘財產分配時，可將父母借貸的款項列入

「婚後消極債務」，以降低夫妻財產分配額，父母

也可以在確定子女離婚並完成財產分配後，明示免

除子女對其之債務。 

雖然在結婚的當下不免滿懷喜悅以及對未來

的憧憬，但是若能在婚前尋求專業律師的諮詢及建

議，為不確定的未來多留一份心眼，才是保障自身

權益的最佳方法。 

[1] 民法第 1005條：「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

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

其夫妻財產制。」 

[2] 民法第 1017條第 1項：「夫或妻之財產分

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不能證

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不能證

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有。」同條

第 2 項：「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

生之孳息，視為婚後財產。」 

[3] 民法第 1030條之 1第 1 項：「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

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

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

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 

[4] 民法第 1173條：「（第一項）繼承人中有

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

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

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但被繼承

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第

二項）前項贈與價額，應於遺產分割時，由該繼承

人之應繼分中扣除。（第三項）贈與價額，依贈與

時之價值計算。」 

[5] 民法第 1172條：「  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

承人負有債務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其債務數額，

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內扣還。」 

法学溯源丨因过高的离婚率而引发的英国家事审判改革 

2018-09-14 深圳市法学会  

https://mp.weixin.qq.com/s/jRo_Gb1OXD-_p-UoGPHh8A 

英国自 2011 年家事司法审查以来， 

实行了英国历史上规模 

最大的家事审判改革， 

推动了家事司法系统的发展。 

英国之所以实行改革， 

既是为解决家事司法中存在的诉讼迟延等问题， 

推动接近正义的实现， 

也是基于文化因素的转变和家庭法的发展。 

英国改革中各项措施的推行也体现了家庭法 

及家庭社会领域的发展与变化。 

家事司法文化的转变是英国推动此次改革的重要因素，并

在改革中得到彰显。 

 英国家庭法文化之转变  壹  

◆ 家庭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的组织机构、形式和思

想理念等各方面均在不断发展变化。 

自 20世纪末期以来，英国越来越多的人不愿

将自己的个人行为方式交由婚姻在内的社会机制

决定，结婚率出现了逐渐下滑的趋势，社会呈现出

“去婚姻化”的过程。 

javascript:void(0);


392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家庭的形式逐渐多样化，有权享受“家庭生活”

的人包括已婚者或某个“家庭”的成员、被法律认

可的父母或伴侣关系。 

传统的婚姻价值观念受到挑战，新型的婚恋观

和婚姻生活模式对传统的婚姻模式产生了冲击，例

如，2016 年英国上诉法院审理了关于外祖母代孕

的案件，并准许该案中的母亲为女儿代孕。 

与此同时，英国的离婚率逐渐增长，成为欧

洲离婚率最高的国家。20世纪 80 年代左右英国的

离婚率在 34%至 37%之间，进入 21 世纪以来，英国

的离婚率上升至 45%左右。 

 

离婚率的增长意味着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儿

童数量不断增加，这也导致家事纠纷的日益复杂，

一定程度上引发人们对家庭稳定性的担忧。 

离婚人群的增多，“不婚”“少子”现象的加剧，

独自生活的单身者数量增多等家庭形态的不断变

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亲属关联日趋脆弱，淡化了

原家庭成员间的亲情联系，加剧了“无缘社会”问

题的凸显。 

◆ 家庭法领域之变革 

目前，英国关于离婚改革的呼吁较为常见。 

司法机关、学术界、律师及公众普遍对英国现

行的相关制度表示担忧。英国现有的法学教科书或

家庭法课程中也很少谈及离婚这个话题。 

离婚被视为没有法律内容的行政程序，少数诉

诸法院的离婚案件未得到足够重视。推动离婚法

的改革成为英国家庭法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 

 

英国自 2018年 5月 1日起开通网上离婚服务，

申请人只需通过网络填写信息、上传材料、缴费就

能办理离婚手续。该系统是英国法庭现代化举措之

一，至该月 8日，已处理了 1000 多起离婚申请，

满意度颇高。 

英国家庭法近年来不断发展，成文法数量增加、

公权力干预增多、国际化程度逐渐加强，理念上

更加注重儿童最大利益的保护和对家庭及社会稳

定的维护，强调对儿童、女性等弱势者的保护。 

2017 年 8 月，英国司法部公布了迈克·法玛

尔爵士关于监狱改革的报告。他指出过去 40余年

来整个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家庭破裂问题，尤其

是在弱势群体中该问题更为突出。 

社会对英国家庭关系的价值重视程度不足，这

使得人们忽视长期分离导致对罪犯及其家人的不

利影响。重视积极的家庭关系在各领域中的重要

作用，是政府文化变革的重要内容。 

 家事司法的现代化与国际化  贰  

◆ 审判机构统一化 

实现审判机构的统一化，是各国家事审判机构

专业化改革的重要发展方向和路径，也是家事司法

专业化的重要表现。 

日本的家事法院是综合性的家事案件审判机

构，与地方法院设置相同；澳大利亚设立了专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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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家事纠纷的家事法院等。未设立家事法院的国家

往往通过设立专门的家事法庭的方式实现审判机

构的专业化，如德国。 

在此次改革之前，英国的家事审判机构主要

是高等法院家事法庭、郡法院及治安法院中的家

事程序法庭，主要以专门的家事法庭的形式存在。 

改革之后设立了独立的家事法院，家事审判

机构的专业化达到了更高的程度。统一的家事审

判机构的设立，无论在保障家事司法效率还是在便

利当事人诉讼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 案件管理专业化 

推动案件管理的专业化是各国推动司法系统

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在案件增多且日益复杂等新形

势下，实现对案件的全面、正当、有效管理，通过

调配统筹司法资源服务法官审判工作的开展，显然

具有重要意义。 

各国在家事审判改革中同样将案件管理工作

的专业化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大重要特点即法官员

额制改革，将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与从事案件管理

工作的辅助人员相区分，保障法官审判的专业性和

案件管理的有效性。 

推动案件管理制度的专业化，需要通过明确管

理责任、科学设定管理主体、在充分放权及行权约

束之间建立平衡等途径逐渐推进。 

在英国此次改革中，加强案件管理构成改革的

核心内容之一。英国通过提升信息技术水平、限制

专家参与、引入强制性法定审限制度等途径推动案

件管理工作的开展，并对案件管理工作中的具体细

节作出规范和要求，将实行积极的案件管理作为法

院工作的重要环节进行改革和完善，显然体现了对

案件管理工作的重视。 

案件管理工作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家事

司法效率的提升，也是现代化司法的重要内容，应

在改革中不断发展与完善。 

◆ 信息化、数字化建设 

推动家事司法系统的数字化建设，是应对互联

网迅速发展的重要改革，也是各国司法系统的必然

发展方向。 

美国早在 21世纪初就开始了建设网络法院的

探索，加拿大同样探索电子法庭建设。 

英国在此次改革中一方面试点运行诉讼程序

无纸化，通过改良的方式提升家事司法效率，另

一方面探索在线法院建设，并已开始试点运行。 

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 21世纪，尽管英国的改

革尚存诸多争议或阻力，但推动家事司法系统的信

息化、数字化建设显然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 多学科、多专业参与 

增强家事司法中多学科、多专业的参与，以保

障家事司法的公正性和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是现代

家事司法的重要方面，也是各国普遍采取的重要改

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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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家事法院通过调查委员、调查官等辅助机

构及人员针对当事人不同的心理及身体状况、家庭

环境及社会背景等作出研究以提供必要的协助和

建言，并且提供相关的心理咨询，社会福利机构亦

会提供必要援助。 

德国在家事纠纷解决领域吸纳了社区心理咨

询、少年管理、调解、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

业人员，并建立程序辅佐人制度。 

英国在此次改革中尽管为提升家事司法效率

限制专家在公法案件中的过多参与，但保障心理

学、社会学、医学等专业人士在家事司法工作中

的参与显然仍是英国家事司法系统的重要内容。 

同时，英国家事司法审查中对跨学科领域的专

家参与作出探讨，并且在改革过程中，增强社会工

作者的专业能力培训同样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家事司法文化具体转变  叁  

◆ 扩大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 

扩大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发展多元的家

事纠纷解决机制是推动家事司法系统发展的重要

途径。 

澳大利亚自 2006年相关法律改革以来将在诉

诸司法前通过调解机制解决纠纷作为当事人的义

务。挪威同样规定在涉及 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家

事案件中，家事调解具有强制性。 

各国或将调解作为起诉前的强制程序，或积极

鼓励调解等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在家事纠纷解决中

的适用，积极推动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 

英国在此次改革过程中，规定调解信息评估

会议在家事私法案件中的强制性适用，并推动和

解、协作法等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 

尽管在实践中效果有限，但英国家事司法系统

将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扩大适用，作为家事司法系

统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改革中不断推进，并给予高

度重视。这也反映了 21世纪以来非诉纠纷解决机

制的发展及其在解决家事纠纷中的重要作用。 

在英国家事司法实践中，探索公法案件中调

解机制的适用仍是家事司法系统进一步改革的内

容。 

 

◆ 重视法院及法官领导力的发挥 

重视法院及法官在家事司法系统中的领导力

的发挥，同样构成英国此次家事审判改革中的重要

内容之一。 

法院是家事司法系统中最为核心的组织机构，

在整个家事司法系统运行过程中发挥最为关键的

作用。 

然而，改革前英国家事司法系统运行存在问题

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组织机构之间缺乏协作与共

同目标，系统内部组织机构之间并未形成良好的互

动关系。故而在此次改革中，英国重视法院发挥领

导力的重要作用。 

家事司法委员会的设立，为协调家事司法系

统内各主要组织机构的协作提供了平台，在实践

中效果显著。司法学院推动对法院高级法官的领

导力培训，以增强法官及法院的领导力。 

实际上，在家事司法系统运行过程中，发挥法

院在系统运行中的领导力作用，提升各组织机构的

协作关系，推动各机构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合作，

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此次改革中对法院领导力的重视，不仅

构成本次改革的特点之一，实际上也是英国家事

司法文化转变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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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对家庭弱势者的权益保护 

关怀弱势个体及群体的利益是家庭法公认的

基本价值观。在家庭成员之中，往往存在着强势与

弱势地位的区分。注重对家庭弱势者的权益保护，

是现代家事司法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家事审判改革过程中，各国或地区在推动审

判公正和提升司法效率的同时，注重对儿童、妇女、

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保护。 

我国台湾地区的家事事件法创设了一系列新

制度，不仅考虑到对家庭成员的个人权利保护，还

有效地保护了以未成年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利

益，如实行社工陪护制度、设立程序监理人等制度，

可以有效地促进对弱势一方利益的保护。 

英国各项家事司法工作的开展，以儿童最大利

益为基本原则，在家事审判改革过程中注重对儿童

利益的维护。 

此次改革中，对家事诉讼程序中的儿童参与及

儿童作证问题作出探究，主张倾听儿童的声音，并

对儿童及弱势证人在程序参与方面的相关制度进

行改革作出一定探索，体现了对家庭弱势者的权益

保护。 

通过家事审判改革探索对家庭弱势者的权益

保护，不仅反映了家事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也

反映了保护人权和维护正义的价值追求。 

日本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 

2018-09-18 法制网 稿件来源：法制日报国际·要闻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80918/Articel04004GN.htm 

本报东京 9月 17日电  记者冀勇  9月 17日

是日本的“敬老日”。日本总务省 16日发布的人口

统计结果显示,因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自

2017年开始步入 70岁,全国 1.2649亿(截至 2018

年 8 月 1 日)总人口中,70 岁以上老人的比重达

20.7%,首次超过两成。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

严峻。 

统计结果显示,70岁以上人口较上年增加 100

万,为 2618 万人,占总人口数的 20.7%；被定义为

高龄人口的 65岁以上老人的数量比上一年度增加

44万人,为355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8.1%,再一次

刷新了最高纪录。此外,高龄人口中 80岁以上老人

的数量比上一年度增加31万人,为1104万人(占总

人口比重 8.7%)；90 岁以上人口比上一年度增加

14万人,为 21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 8.7%)。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估

算,2025 年日本老龄化率(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

比重)将达到 30%,2040年将上升至 35.3%。 

在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背景下,日本政府采取各

种措施推动老年人再就业。据统计,老年人在企业

中就职的人数连续 14 年上升,2017 年老年人就业

的人数达 807万人,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396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日本家事调解制度新动向及启示 

原创：2018-09-26 中国应用法学杂志   徐文海，陈俊 

https://mp.weixin.qq.com/s/_yZFMZqLqKDT5KIs8e-uuQ 

载《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 5期 

【摘要】 随着 2011年日本家事事件程序法的

制定及民法的修改，日本家事调解制度在全案调解

前置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了反思。同时，日本家事调

解制度对如何促进同席调解和别席调解有效分工，

如何强调家裁调查官的调查与调整机能的统一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我国不仅可以对日本家事

调解制度的新发展予以借鉴，还可以结合我国人民

调解制度的经验和人民调解员的基础构建我国独

立的家事调解体系。 

引言 

日本调解制度分为民事调解、家事调解两部分。

其中，民事调解由日本专门的《民事调解法》进行

规制，而家事调解则与家事审判一起被归入到了日

本《家事事件程序法》中。由于家事纠纷的继续性

高，相较于权利义务的明确性而言，其受感情因素

的影响更重。例如，离婚案件中不仅要处理夫妻之

间的纠纷，更要考虑子女的利益。因此，日本家事

纠纷调解制度的设置有别于民事调解，家事纠纷调

解不仅采广泛的调解前置主义，还以别席调解为原

则。此外，在家事纠纷调解中家裁调查官的参与程

度极高，特别是在保障子女利益的离婚诉讼中更注

重统一家事调查官的案件事实调查职能与人际关

系调整职能。本文对日本家事调解制度的这些特点

及新发展进行了分析，希望为我国的家事调解立法

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日本家事调解制度的特征 

旧家事审判法制定后日本家事调解制度历经

数次修法，然后经由《家事事件程序法》继受定型。

日本家事调解制度最主要的特征为确立家事裁判

所、采用调解前置主义、以别席调解为原则和设置

家裁调查官五项，而创设五项特征的目的则是为了

更有效地解决当事人纠纷。 

(一)家庭裁判所的确立 

日本家事调解及家事审判工作均由独立设置

的家庭裁判所，即家事法院来进行。然而家事法院

的设立在那时的日本却不是水到渠成的选择，而更

多的是妥协的产物。家事审判法除了需要贯彻日本

新宪法的理念之外，还需要向顽固的传统家族观念

的支持者妥协，以换取“家”制度的废止[1]。尤

其在家事调解上，其处理方法、程序、体制都与日

本战前的构想一脉相承，在家事调解委员的人选上

也更多的选择了保有所谓“淳风美俗”的传统价值

观的人员。除此之外，受日本战后财政紧迫的影响，

因设立家事法院而增补法官也面临极大困难。加之

日本家族法、继承法的修改，使得日本在家事案件

的处理理念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当时人员不

充足的情况下，强调调解而不采取主流的诉讼来解

决纠纷既是一种必然选择，又是一种明智选择[2]。

虽然家事调解是日本固有家事审判制度的继续性

发展，但日本家事法院的设置却完全是基于美国法

中家事法院(family court)的理念而进行的一种

实验性的创造[3]。然而，由于家事审判法和家事

法院是短时间内出台的产物很难做到完美无缺，所

以这一先进的理念难以完全契合当时日本的国民

生活。 

综上，日本的家事法院制度伴随着日本法律制

度的激变而产生，不仅相悖于日本传统的家族观念，

还因采用美国法的先进理念而面临压力。因此，在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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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技术上，较之严格的诉讼制度，日本采取了设

立柔软的调解和审判相结合的制度以避免疏漏。除

此之外，对于人事诉讼移管、当事者权利保护等问

题，则计划在积累了足够的实务经验和对后续理论

探讨成熟后再另行解决。 

(二)调解前置主义的采用 

通说认为日本家事调解中采调解前置主义的

原因有：一是诉讼程序不能应对所有家事案件，而

且在维持家庭和平、健全家族共同生活方面也不合

适；二是因为家事案件、身份关系案件中的非合理

性不能通过诉讼的统一法律适用来推演结论，而需

通过灵活运用家裁调查官、医务技官等人际关系学

科知识以达到案件解决后能形成一种圆满人际关

系的效果；三是以调解的方式简单快速地解决纠纷，

可以保护处于经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利益[4]。 

对于通说的立场，批判性的观点开始越发有力。

除了为实现日本家事法院的调整机能，利用家裁调

查官、医务技官的专门性知识外，其他论点在成为

调解前置主义的根据上都较薄弱[5]。日本承认协

议离婚，但当事人仍选择起诉离婚，可以反应出当

事人间的矛盾十分尖锐，或者说至少有一方期待通

过判决解决纠纷。即便存在某些可“努力调解”的

案件，同样也存在数量更为可观的不可调解或不愿

调解的案件。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理

由来支撑调解前置主义的全面适用。 

家事案件的“非合理性”和所谓的“继续性关

系”作为采调解前置主义的理由在日本财产案件中

同样存在。例如在日本借地借家纠纷中，承租人与

出租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同家事关系有很大的相似

性，关于民事调解或者附调解的适用上同样是一重

要的标准，但这并不是直接适用调解前置主义的依

据。调解是一项以当事人意愿为最主要出发点的制

度，然而此时完全不在乎当事人的意愿和期望，强

制要求其必须经过调整人际关系的关卡，不恰恰同

调整人际关系的初衷相违背了吗？[6]与家庭有关

的纷争，本身就属于民事纠纷的一种，自然也应同

民事调解一样，赋予当事人诉讼亦或调解的选择权，

这也正是当事人裁判请求权的当然要求所在。同大

力赞赏提倡调解前置主义的学者相对，日本司法实

务一线的法官们大抵都对这制度持一定的批判态

度，他们认为从妻子、子女这些弱势地位的当事人

保护以及调整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前置个案处理

(casework)机制有点期待过剩、不切实际，赋予当

事人选择权才是应然之道。 

(三)别席调解为原则 

1.别席调解日本《家事事件程序法》并未对调

解应当采取何种形式进行规定，但在司法实务中通

过别席调解已然成为了常态化的做法，这重要是因

为受到了日本五六十年代“调解裁判说”的影响。

日本家事调解中“调解委员会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

陈述事实，明确双方主张，把握纠纷实态，充分评

议，按照条理，依据实情，探讨法律的依据，同时

做出调解委员会的判断，并将之说服(斡旋)当事人”

[7]。作为日本实务上有力说的“调解裁判说”同

时也影响了调解委员，为避免双方当事人的反抗，

从而快速地“解决”纠纷，调解委员自然更倾向于

选择别席调解。 

除了强调调解的“说服”功能之外，别席调解

的运用还有着实务上的考量。例如通过别席调解当

事人可以向调解委员畅所欲言，在对方当事人不知

晓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底线和让步的空间，或不便向

对方明言的高度隐私内容告知调解委员等等[8]。

不仅如此，日本“离婚调解指南”也对别席调解的

益处有类似的阐述：(1)在对方当事人不在的情况

下可更为流畅、自由地表达内心所想；(2)在不直

接伤害对方的情况下陈述对方的缺点；(3)可以自

由表达不想让对方知道的秘密；(4)涉及有关财产

分配额度等问题时更容易进行讨价还价等等。[9]

正因这些优势的存在，日本家事法院实务中才维持

了别席调解的原则化。 

在调解前置主义的背景下，即便不愿意进行调

解的当事人也不得不首先进入到调解程序。但是，

在实际情形中尤其是妻子一方却更多地表现出对

别席调解的期待。无法进行同席调解的情形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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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质上的不能和心理上的不能两种。实质上的不

能多指一方当事人由于恐惧对方当事人导致其产

生心理障碍甚至疾病，在同席的情况下很难进行自

由有效地自我意思表达，也很难对对方当事人的主

张进行反驳，甚至偶有违背自己意思承认对方主张

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常发生在存在家庭暴力

(domestic violence)的纠纷中，处于弱势地位的

一方当事人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形成了屈服于对

方当事人的心理状况。而所谓的心理上的不能是指

当事人并非不能在对方当事人面前进行合理地表

达，而是由于厌恶、排斥进而拒绝同对方当事人进

行当面会谈。特别是在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的案件中，

一方当事人对不贞方产生反感，在精神不安定的状

态下拒绝同不贞方进行同席调解的情况并不鲜见。 

但是，别席调解的缺点同样明显。当事人都在

自己认定的“事实”基础上自我主张，一方的“事

实”在对方口中完全成了另一番光景，这种情况下

没有对话的当事人间在误解之上叠加误解，纠纷进

一步激化的可能性更高。[10]别席调解中的当事人

不再局限于事实认定，而可能更关注于对对方当事

人的人身攻击，将对方描绘成一副离奇的性格画像。

这种人身攻击性的发言不仅无助于调解委员对案

件事实的把握，也无助于其进行相应判断和提出调

解方案，更无助于迅速圆满地解决纠纷。此外，别

席调解的当事人会对调解程序产生黑箱作业的担

忧，由于只有调解机构掌握双方当事人的信息和情

况，调解委员很可能通过巧妙的语言使得当事人在

混混沌沌中接受了其建议而达成合意[11]，但这显

然很难被认为是圆满地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在别席调解中存在听取双方当事人发言的先后顺

序，一方当事人在不短的等待时间里的心理状态并

不稳定，如果为舒缓等待方的心理焦虑而缩短听取

另一方当事人发言的时间，又容易使当事人产生

“调解委员没有好好听我说话”这一典型的不满情

绪[12]。受别席调解这些缺点的影响，调解委员即

便做出了一个客观正确的调解案，仍面临当事人

“顽固”拒绝的可能性。这些热心的调解委员们也

很难寻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这种制度的惯

性也使得别席调解的原则化得以维持。 

2.同席调解伴随着对日本别席调解缺陷的反

省，尤其在“调解合意观”渐渐取代“调解判断 

观”的背景下，以及受美国调解(mediation)

观念的影响[13]，日本家事调解应采取同席调解的

理念开始得到提倡。同席调解的优点主要有：一是

当事人面对面更有助于促进彼此交流，形成对等的

讨论；二是当事人通过面对面敞开心扉地交流，能

减少彼此感情上的纠葛，提升理性对话的可能性；

三是这种方式中调解委员可以公平地展开调解，所

有工作都展现在当事人面前，更有助于获得当事人

信赖；四是调解委员可以在当事人同席的前提下确

认事实关系，消除双方误解，让客观事实更加明晰

[14]。调解的核心在于双方当事人的相谈与互让，

即双方当事人是否有共同讨论的意向，是否有基于

合意解决纠纷的心理准备，只有具备这些基础时才

有成功调解的可能。双方当事人主动参与调解是一

个必要条件，所以同席调解才是调解的应然方式。 

同时，调解当属广义的裁判范畴，家事调解并

不是一个无限制的纯粹的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

程序，而是一种遵照调解规范进行的纠纷解决程序。

[15]这也更明显地体现在了日本新的《家事事件程

序法》修改中。无论是记录阅览(第 47条)还是陈

述听取、审问的出席(第 69条)，亦或者证据调查

的申请权(第 56条)的规定，都更为重视当事人的

程序保障[16]。而作为程序公正最为基本和直接的

体现正是同席调解制度。东京家事裁判所在基于日

本家事事件程序法的本人出庭主义(第 51条 2款、

第 258条 1款)的基础上实施了“双方当事人到场

的程序说明”活动[17]。虽然同席的程序说明并不

等于同席调解，但这种由别席向同席转变的方向性

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程序保障的要求之外，日本当前的离婚理

由还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离婚纠纷不再是权利

义务本身的纠纷，而是对权利义务内容调整的纠纷，

包括财产分配、孩子抚养费，以及探视会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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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当然，还存在一方当事人的离婚理由在对方当

事人看来完全不能构成理由的情形，例如对孩子教

育方法和教育责任的认识不同、对对方消费观的排

斥、性格不合、看不到同对方共同生活的未来、家

事分担不均等。离婚理由的多样化使得当事人对于

离婚原因探究程度、离婚财产分配、监护人指定等

争点处理的让步程度大不相同。所以法院自然应当

为当事人提供一个可以互相交流、倾听离婚原因等

各要素的同席调解平台。 

3.别席调解与同席调解的协作随着日本民众

权利意识的不断高扬，律师参与的离婚案件不断增

加，这使得离婚案件中的当事人更加重视自己的权

利保护和实现，较之以往更少让步。当事人同席时

的对抗更为激烈，双发让步的困难程度愈发加重，

别席调解也就成为了一个不得不为的选项。但此时

的别席调解，尤其是涉及监护人指定、子女抚养费、

财产分配以及精神抚慰金等问题的别席调解，不再

是传统意义上强行要求当事人接受调解委员提案

的斡旋性调解，而是在排除强制性要素之后，由调

解委员通过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学识而进行的

一种建议性调解活动[18]。 

需要注意的是，某些阶段的别席调解还是同席

调解所必要的、酝酿能够相谈让步心理状态的基础

性存在。别席并不是调解的常态或主要手段，基于

当事人合意及让步而展开的调解应在同席的情况

下进行，别席调解则更多地运用在实现更高效的同

席调解之上。即别席调解的重心已从直接进行纠纷

解决倾斜到了调整双方当事人的心理这一准备性

功能上来。因此，同席调解与别席调解都有着彼此

无法替代的功能，无论如何强调同席调解的重要性，

在现阶段的日本都无法舍弃别席调解。[19]特别是

在剥离了别席调解中强制性要素后，从同席调解的

补充性定位角度来看，无论同席还是别席都不过是

基于当事人的状况境遇及调解程序不同阶段而最

优化选择的一种调解技法而已，绝不是调解的目的。

所谓的家事调解就是调解委员们在综合考虑各要

素之后，以当事人的自主性为前提，针对各争点以

及各阶段，选择最为合适的调解方式，作为协助当

事人解决纠纷的身份尽可能地促进双方达成合意，

或形成能够为双方接受的合理解决方案的一种纠

纷解决程序。 

4.家裁调查官的设置日本家裁调查官的前身

为旧少年审判所的少年保护司，其职责主要为调查

案件以及少年观察等。在家事审判所和少年审判所

统一成家事法院后，日本少年保护司也就逐步转化

成了家裁调查官。依据日本旧家事审判规则，家裁

调查官的职责为“在家事审判以及家事调解案件中

在事实调查时，依必要，对案件相关人的性格、经

历、生活状况、财产状况以及家庭等环境，努力活

用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专业知识进

行调查”。 

随着日本对待家事程序理念的变化，尤其在日

本家事程序的司法机能和人际关系调整机能并重

的背景下，家裁调查官的职责也出现了变化。日本

家裁调查官的职责从最开始定位于补强调解委员

的合理认知、防止当事人权利受侵害而需要进行科

学性的事实调查，逐渐向通过把握一系列过去案件

事实来探究隐藏在纠纷背后的真因方面转变。 

近年来，日本对尊重子女意思和对保护子女利

益愈发重视，使得家裁调查官参与案件愈发频繁。

日本防止虐待儿童相关法律于 2000年实施后，人

事诉讼案件于 2004年交由家事法院主管。2011年

日本制定了《家事事件程序法》，在民法第 766条

也明确了“父母一方同子女的会面以及其他交流、

子女监护的费用分担”成为了“子女监护的必要事

项”，这些立法发展使得“子女利益必须得到最优

先的考虑”成为了当事人达成协议时的一项规范

[20]。日本家裁调查官的子女监护状况、子女意思

以及监护权人的适格性等问题的准确把握的调查

职能[21]，同协助被虐待儿童进入儿童福利设施、

与儿童心理诊所协作、从子女角度促进合意解决纠

纷的调整职能[22]都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更灵活

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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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事调解的新动向 

(一)保障子女经济利益 

日本最初的离婚判决奉行“有责主义”，在离

婚内容上更重视财产分配这一经济权利。因此，日

本家事调解也以夫妻间的对抗为中心展开。虽然存

在着对子女福祉的考量，但这种考量更多地着眼于

维持一段圆满婚姻更有助于子女形成健全人格的

角度[23]。所以，日本当时处理离婚纠纷的方针就

落到了防止离婚上。这种理念不仅抑制和无视了当

事人的离婚意愿及权利，也没有实质性地掌握子女

的意思，仅依据所谓的常识性观念，自以为是地保

护子女的利益。 

其后，随着社会对离婚意愿的尊重，为实现保

障女性追求实质性幸福的目的，毫无理由的离婚、

友好分手的离婚比例在日本逐步上升。而非监护权

人也应当向子女倾注关爱，对子女的培养应同监护

权人有着同等的权利义务等思想不断涌现。

[24]1987 年，日本最高院正式采取了”离婚破绽

主义“，认可了有责方的离婚请求权[25]，受这趋

势的影响日本离婚纠纷的处理重心也从是否应当

离婚，渐渐向解决因离婚产生的相应问题转变。由

于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升、家庭趋于小型化，子

女的监护、探视等围绕子女利益产生的问题变得更

为重要。作为子女利益内容的构成，生活保障义务

在日本得到了明文化的规定，家事调解时也会将重

点首先放在抚养费给付等经济问题上去。 

(二)保障探视交流 

非监护权人的探视交流，在日本法上究竟是不

是一项权利、或者究竟是父母还是子女的权利并没

有定说[26]。但在一系列的司法实务经验积累下

[27]，2011 年日本民法修改时在第 766 条对探视

交流进行了明确规定。同年施行的日本家事事件程

序法为了进一步保障子女福祉，从子女主体性及意

思的尊重和生活环境整备两方面进行了扩充[28]。

前一项的内容体现在扩大了家事审判中必须听取

15 岁以上子女陈述的案件范围[29]，为了更好的

掌握未成年子女的意思，应当更重视家裁调查官的

调查工作。后一项则体现在设立了有意思能力的子

女程序行为能力、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参加、审判长

程序代理人的选任等规定[30]。 

随着日本民法第 766 条的修改和家事事件程

序法的制定，日本对子女利益的重视更进了一步。

在子女福祉的内容上有关抚养费给付等经济利益

的保护依然重要，但子女健全成长环境的维持、父

母双方的探视交流等也愈发受到重视。目前为保证

探视交流的顺利进行，急需充实如何把握子女意思、

如何促进父母间沟通以达成合意解决问题所需的

技巧。 

通过同非监护权人顺利圆满地会面交流，子女

能够获得仍被双亲所爱的安心感，这对子女的健康

成长有着重要意义。离婚作为一个给子女带来重大

影响的事件，必然会对其心理产生冲击，而同非监

护权人保持持续面会交流不仅有助于保持子女精

神健康，更能改善其心理和社会的适应能力。所以

在离婚纠纷中父母双方应当达成实质性的合意，以

保证探视交流的任意履行[31]。 

日本调解委员在进行调解之时应调整方法，在

活用前述同席调解的基础上，倾听并理解当事人的

想法，同当事人进行详细且周到的子女探视交流实

施要领的探讨。在制定及调整这一要领的具体项时，

日本家裁调查官的调查机能与调整机能的活用也

同样重要。这一过程中调解委员对子女意思的掌握

显得尤为重要，倘若无法回应子女的期待，仅关注

父母的主张和听取监护权人的要求，或是根据调解

委员自己的经验来定义“子女利益”，即便父母双

方能达成合意，也会产生子女对非监护权人拒绝的

情形(Parental Alienation)。受监护权人及其近

亲属对非监护权人负面评价和顾忌监护权人心情

等因素的影响，掌握子女的真实意思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倘若无法掌握子女的真实意思，则无法向

父母清楚传达子女感受，导致无法形成合意，最终

无法实现保障子女的实质性利益。 

在日本家事事件程序法制定的前后，日本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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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官们形成了一系列的有关把握子女意思以及

促进父母合意达成的研究成果[32]：(1)根据双亲

的暴力程度寻求合适的监护方式；(2)子女拒绝非

监护权人的成因及对策[33]；(3)根据子女年龄，

分别重点化关注子女意思的内容、子女的状况、子

女的心情、子女的意向等不同要素；(3)同调解委

员会协作，尽早进行法官、调解委员、调查官的评

议[34]等。这一系列家裁调查官的研究成果，已不

仅仅局限于为调解而进行的科学调查，更有着把握

子女意思，向矛盾尖锐的父母进行传达，在制定具

体详细且周到的探视交流实施要领的过程中加深

彼此理解子女现状，以消减父母双方的不信任感，

减轻对立从而促进探视交流的合意形成的作用

[35]。保障子女利益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于从父母中

选优劣，而在于形成并发展父母与子女间的良好关

系，以实现更好的成长养育环境，这是日本家裁调

查官共通的理念。调查官的调查机能同调整机能的

平衡，以及调查官同调解委员、法官间的协作将成

为家事调解未来重要的课题。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制定民事调解法 

同日本的诉讼与调解并行的司法纠纷解决模

式不同，我国则仅限定于诉讼这一种模式，调解更

多的是一种附随性的、非独立的纠纷解决手段，故

而我国难以借鉴日本经验根据纠纷的类型分别创

立民事调解与家事调解。但是，我国仍然存在着很

多根据不同纠纷类型而进行不同处理方式的探索

和实践，例如人民调解制度就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我国虽然没有民事调解法，但仍有着类似于

日本付调解制度以及调解前置主义的诉调对接制

度。当然，这种诉调对接制度也存在很多理论上的

不明之处。例如委托调解和先行调解制度，不仅在

立法上尚未完全厘清，在司法实务中关于各法院何

时适用相应制度，立案前或立案后，审理前或审理

中也未形成统一做法，调解的主体也存在法院与人

民调解组织并行的情况。我国的委托调解和先行调

解不仅不是一种明确的司法权的体现，还可能侵害

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为了保障当事人的裁判请求

权，也为了明确民事调解与人民调解的权限范围，

制定独立的民事调解法是我国立法上一项紧迫的

课题。由一名法官担任调解主任与两名调解委员组

成调解委员会，并依据民事调解法的规定开展民事

调解活动或许是一种理想且应然的状态。当然这不

仅限于程序上的规定，对付调解、各专门调解、家

事调解进行具体范围的划分，并进行绵密的规定也

是对我国民事调解法的重要期待。在家事调解的情

形下，笔者建议不采用调解前置主义，而是将离婚

纠纷分化为是否维持夫妻关系和如何保护子女利

益两个层次进行处理。同时，在调解的过程中也分

为事实解明与纠纷解决两个阶段。在事实解明阶段，

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虽然权利义务可

能无需像诉讼程序中的规定一般明确且严格，但也

需尽可能的明确。在纠纷解决阶段则应最大限度地

促进当事人双方互让以形成合意解决纠纷，这就是

所谓的调解的司法要素与合意要素的结合。 

(二)改革人民调解制度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组织人员数目多、调解范

围广，人民调解员的组成也渐渐从原有的社会经验

丰富人士扩充到了退休法官、律师、学者及专职人

民调解员。我国人民调解的受案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甚至包括一些医疗、交通事故等专业性极强的案件。

所以，若制定我国的民事调解法，则不再需要重新

选定调解委员，完全可以从人民调解委员中进行选

任。 

当然，制定我国的民事调解法并不意味着取消

人民调解制度。无论是委托调解还是先行调解，能

将人民调解与诉讼衔接工作做出成效的仍然是较

为发达的大中城市。因为农村地区的纠纷类型较为

传统并不存在过多的专业性案件，使得低廉且有效

率的人民调解仍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所以在民事

调解同人民调解并存的调解体系下，人民调解员可

以成为民事调解委员的基础和补充。人民调解员在

积累一定的人民调解经验、具备了一定的调解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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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律知识后，再选任成为民事调解委员应是一种

较为理想的模式。 

为了提高我国人民调解员的专业素质，贯通人

民调解与民事调解之间的路径，可以借鉴日本模式，

举办心理学法学专业讲座，或由家事调解协会定期

开展案例研究，针对事实解明和纠纷解决两阶段训

练调解委员区别不同调解方式、组合各种调解技巧、

掌握调解限度的能力。 

结语 

日本家事调解制度的新发展给我国家事调解

立法以及纠纷解决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尤其是

关于日本调解前置主义以及如何对待同席、别席调

解问题的思考，对我国相应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

借鉴意义。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中，日本

首先着力于司法权内的立体化工作，而不是诉讼外

的纠纷解决机制，这与其更尊重当事人的裁判请求

权是密不可分的。而例如日本调解法官的长期到场

制度、家裁调查官与调解委员会的协作制度、付调

解制度的活用等都需构建在民事调解法的立法的

前提之上，本文不做具体展开，相信我国家事调解

理论以及实务的发展能够积累更多的经验，为切实

解决当事人纠纷，保障当事人利益提供更为绵密周

全的制度。 

(责任编辑：廖宇羿) 

【作者单位】 同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 

【注释】 [1]野田爱子：《家庭裁判所制度抄

論》，西神田编辑室 1985年版，第 35页。 

[2]三月章：《民事訴訟法研究》(第 10卷)，

有斐阁 1981年版，第 285页。 

[3]根据 GHQ(驻日盟军司令部)的合并家事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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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裁判所の沿革》，载中川善之助等主编：《家事裁

判家族問題と家族法Ⅶ》，酒井书店 1957年版，第

79页)。虽然反对强烈，但最终还是法定化了，因

而对家庭裁判所的成立有着“这种结合既不是恋爱

结婚也不是相亲结婚，而是一种政治联姻”这样的

形象评价。(重松一义：《家事調停制度半世紀の歩

ゆみ》，载《中央学院大学人间、自然论丛》2002

年第 3期，第 127页。) 

[4]梶村太市：《離婚調停ガイドブック――当

事者のニーズに応える(第 4版)》，日本加除出版

社 2013 年版，第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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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矶野诚一：《家事調停について》，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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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三訂調停委員必携(家事)》，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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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調停論を超えて》，载《ケース研究》2013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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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前引[4]，梶村太市书，第 430页。 

[10]井垣康弘：《夫婦同席調停の活用につい

て》，载《ケース研究》1993年总第 236期，第 79-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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ラムの策定について》，载《法政研究》2012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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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前引[4]，梶村太市书，第 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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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 5期 

译者按：2014年 10月 1日，具有新加坡家事

审判改革里程碑意义的家事法院(Family Justice 

Courts)成立，它把原属国家法院的家事法庭、青

年法庭以及高等法庭的家事部门纳入羽翼下，旨在

通过不断地扩充整个家事司法架构及完善其运行

模式，确保新时势下的每一个家庭、孩子、老人都

充分、公平地享有司法正义。家事法院的首席法官

邓碧云女士在 2017年新加坡的家事审判工作会议

上的演讲突出强调了实现家事正义的重要性，介绍

了以儿童为核心和着眼于未来的一系列新的家事

审判机制建构及具体的实务运作安排。籍以此为我

国正在推进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提供

借鉴经验。 

一、实现家事正义的重要性 

欢迎大家参加 2017年度家事司法工作会议，

并感谢梅达顺首席大法官的莅临，让会议蓬荜生辉！ 

2017 年，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将面临政治和经

济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和一个密集

型城市国家，新加坡也一样面临着机会不平等、收

入分配不均的类似问题。而随着全球市场不确定性

的增加，我们的家庭将不得不经受着生活和工作的

巨大挑战和压力。当家庭功能障碍风险与日俱增，

法院能否让所有寻求司法救济的人获得正义的公

平分配，则显得尤为重要。这让我们回到了一个基

本问题上，即对于家事审判而言，正义到底意味着

什么。家事正义根植于司法正义的各种传统理念及

其运行之中，它们各不相同，甚至有时互相矛盾。

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就是公平，即权利和义务的

平等分配。当待分配对象为一个不能一分为二的孩

子时，权利和义务又如何进行公平分配呢？让人类

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乃法律的固有之义，因而法律

的确定性也被称作是法治之基石。然而，在家事法

领域，每一个案件的构成要件事实都不甚相同，需

要灵活行使司法的自由裁量权，才能作出一份公正

恰当的裁决。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我们的前任首席大法官陈

锡强曾经强调，司法的功能和运行是为了强化和保

护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家事审判也

正是如此，我们依据法律规定作出裁决、发布禁令。

与此同时，置于不同复杂的家庭背景之下的任何裁

决或禁令的实施，都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某些心理伤

害或痛苦。法院的裁决并不能消除家庭成员之间某

种必然存延的关系。而实际上，家事法院还可能成

为纷争加剧之地。原告到法院坚持“讨公道”，其

实他们心里真正想要的是能被法证明自己是正确

的，而被告是完全错误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

于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法院给出的“答案”，

除非正合当事人之意，否则很难达到解决争议之初

衷，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因此，家事审判也被要求

达到治愈性结果。这其中的悖论在于：我们需要从

过往事实中找到依据并对权利作出裁决，但家事问

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则要看未来的实际效果。 

家事审判需要以多维的方式去回应上述所提

到的各种正义要求。作为专业法院，家事法院提供

各类专业服务，致力于在尽可能减少对各家庭成员

的伤害且始终以儿童利益为主的前提下，快速有效

地解决家事纠纷。以下，我将围绕这些目标，谈谈

2017年的工作计划。 

二、以保护儿童为核心的家事审判 

孩子是我们的工作重心所在。正如尊敬的梅达

顺首席大法官所说，年轻人是社会的未来，我们保

护年轻人，就是最好地保护我们的未来。社会科学

研究表明，离婚是造成儿童和青少年一系列长期严

重行为和情感问题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我们所处

理的家事纠纷中的那群孩子，面临这种危险的可能

性特别大。 

我们的上诉法院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CX诉 CY

未成年人抚养权纠纷一案中确立了父母共同责任。

在 2016 年的 AUA诉 ATZ一案中，上诉法院对此做

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明确，指出：当事人双方在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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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了分居协议，如涉及孩子问题，法院就要以孩

子“监护人”的角色去承担保障孩子福利的职责，

这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上诉法院还传导了一

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理念，敦促父母双方履

行职责。正如我在报告一开始所说，在家事审判中

要公平公正地对权利义务进行界定和分配非常复

杂，而上诉法院的前述做法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

一种路径。孩子不可能被一分为二，而父母双方的

境况也并非一模一样，他们的技能、天赋和能力多

有不同。一方可能擅长于照顾家庭，另一方则可能

是商界高手；一方也许更会养育孩子，另一方也许

更重自我成就。父母齐心协力，孩子最为受益。法

律之所以推崇父母共同抚养，旨在促使彼此能力互

补，协同合力，充分满足孩子在成长阶段的各方面

需要。 

(一)家事法律审查工作小组 

为与 CX 诉 CY 案确定的原则保持一致，2016

年家事法律审查工作小组建议修改《未成年人的监

护人法例》，以强化共同抚养责任。除了建议修改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名称，家事法律审查工作小

组还提出了两项值得关注的改革。其一，明确界定

抚养责任、监护责任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构建清晰

且囊括所有利害关系群体的权利义务框架。其二，

在法案的初始即确立儿童利益至上原则，对法院在

适用这一原则时所应考虑的因素进行不完全罗列，

在涉及儿童的抚养问题上赋予法院特定权力，使其

有权作出儿童养育方面的具有针对性的裁决。 

(二)父母共同抚养的实践 

现实中，离婚案件中的共同抚养问题复杂且冲

突重重。举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对夫妻决定结束

13 年的婚姻生活，双方都想要儿子的监护权。孩

子平常主要由父亲照顾，因此他与父亲更为亲近，

更希望跟着父亲生活。但父亲身患隐疾，这使得孩

子母亲质疑孩子跟随父亲生活的环境是否存有危

险。在该案中，我们通过调解机制，使孩子理解了

父母离婚不是他的错，孩子也能明确表达自己的需

求，父母也明白了他们之间的冲突给孩子带来的巨

大困扰和伤害。同时，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以及相

关家庭事务服务中心的支持下，辅导员还帮助孩子

父亲解决了其长期的隐疾问题。2016 年，在所有

可适用的 62件案件中，均引入了孩子在内调解机

制，其中 80%的案件解决了涉及孩子的部分或全部

问题。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家事纠纷调解中心

的每一位司法人员、心理辅导员和行政工作人员的

辛勤付出。 

对于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高冲突仍然是一个

严峻的挑战。社会科学研究认为，父母之间的冲突

是造成儿童成长问题的根源之一。有研究表明，因

父母一方去世而成为单亲的孩子，比因父母剧烈冲

突离婚而成为单亲的孩子，表现得要更好一些。因

此，罗伯特·埃默里教授在对儿童的需要进行排序

时，将“与父母一方有亲密关系且未有父母冲突干

扰”的情因，排在了“与父母双方均有良好关系”

之前。 

育儿协调主要是为了解决父母共同扶养孩子

的问题和需要。法院指定的育儿协调员可直接联络

孩子父母双方，促进他们沟通，引导并帮助他们解

决分歧。就解决纠纷的方式和效果而言，这比让当

事人“不断出庭”要快得多，且减少了对抗性。2016

年 11月，我们开始尝试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律师担

任育儿协调员。2017 年，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协调

员队伍，尝试从社会科学领域吸收专业人士担任育

儿协调员。 

(三)儿童抚养费的确定 

从我们所做的与儿童相关的工作中可以看出，

家事法的很多实体规则都需要法官合理运用自由

裁量权，综合每个案件的多方面因素作出评判。诺

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研究认为，人类决策过

程存在认知偏差。情境、情绪的变化或神经系统的

偏差都可能会产生“噪音”。而在家事法领域，因

为律师代理的缺失，或仅仅因为没有人会带着最终

家庭关系破裂走向诉讼的意图生活，而导致法院往

往无法获取它所需要的全部证据。这促使我们进行

思考：一个能被合理预测的规则体系是否更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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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优质的司法成果的产出？ 

儿童抚养费的计算主要是基于子女的需要而

非父母的收入水平。如果建立一套儿童抚养费表系

统，将会使大家都有所禆益。目前德国和加拿大的

很多州已经这么做。我和杰勒德·余先生牵头成立

了一个多学科交叉、多部门合作的委员会，成员包

括精算师、政策制定者和家事法专业律师等专家。

委员会正尝试利用本地数据系统开发一套“儿童抚

养费表”。儿童抚养费表作为一种司法工具，其价

值不可估量。它不仅能为法官决定抚养费金额提供

定量指导，而且能够确保法官对同类情况下的父母

和孩子一视同仁。域外经验表明，“儿童抚养费表”

会使得抚养费的计算和决定更加客观，有助于解决

父母之间的争议，从而能节约宝贵的司法资源。更

重要的是，它降低了父母之间一场“唇枪舌剑”诉

讼的可能性。 

由上可知，保护孩子权益与避免离婚双方恶语

相向，这两大目标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离婚双

方越早告别过去，就能越快建立将来与孩子之间和

他们彼此之间的新关系。虽然我们的某些工作需要

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比如涉及影响孩子

长期利益的决定时，严谨细致的评估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在家事法的其他领域，诸如抚养费事项，如果

有确定的计算标准，反而能让涉案各方更为受益。

当然，例外总是存在，法律必须灵活妥善地去处理

这些问题。因此，在某些孩子有特殊需要的案件中，

法官须就特定事实予以充分关注并据此行使司法

的自由裁量权。 

(四)裁判的确定性、案件管理与法官主导模式 

为了降低对儿童的负面影响，在案件进程中减

少冲突则显得更加重要。鉴于此，上诉法院在 ARY

诉 ARX案中作出的判决值得关注。该案确定：通常

情况下，作出临时裁判的日期，即默认为当事人各

方资产总额的界定日期，这是家事诉讼进程中的一

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确定一个起始点，能让离

婚双方更好地对他们的经济事务作出安排，并能清

楚地意识到此时已经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也便

于他们的律师给出合理化建议。同时，受 ARY案的

判决指引，我们各法院优秀的案件管理团队已经在

大部分案件中，对宣誓书(书面陈述)的数量予以限

减。实际上，这些宣誓书除了给冲突“添油加醋”，

通常没有实质用处。 

自家事法院成立以来，我们一直探索依照案件

类别分案给单个法官，特别是高冲突案件和涉儿童

两类案件。2017 年我们将继续推进该项改革，到

下半年，独立分案将作为综合分案的方式适用到所

有离婚案件中。由一个法官从头到尾参与案件处理，

对法官和当事人双方均有好处。对法官而言，独任

审判更能激发责任意识，有利于其准确把握案件事

实。对当事人而言，裁判结果更有确定性，且案件

也能得到更有效的管理。 

通过上述以及早前的改革举措的实施，立案当

年结案的离婚案件(包括附属案件)比例从 2012年

的 46%上升至 2016年的 74%。同年结案的离婚案件

中，IJ 类(获临时离婚令)案件的平均结案时间降

低了 15%，从 2012年的 68.6天降到 2016年的 53.1

天；FJ 类(获正式离婚令)案件的平均结案时间也

降低了 15%，从 2012年的 155天降到 2016年的 115

天。2012年与 2014年的案件数据对比情况也表明，

进入庭审程序的案件数量明显降低。这些数据是整

个家事法院通力合作的结果，从调解员、辅导员，

到裁判员、行政管理人员，每个人都起到了促进作

用。 

(五)弱势当事人与社区法庭 

上述变化能够使涉案各方直接受益，而弱势当

事人正是我们主动采取行动的重心。除了配偶去世，

离婚是最让人痛苦的事。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

人第一次面对人生重大问题，而周边环境又极其陌

生时，会更加悲痛。他们就是我们家事法院上的当

事人。所以，如果我们在整个过程中，以当事人能

感知的方式，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司法确定性，更多

地进行指引帮助，那么他们将有更多真实的司法获

得感。 

这就像当事人第一次走进法院大门的恐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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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解释了我们正要将法院搬进当事人熟悉社区

的原因。在当地的氛围环境里，社区联络点将帮助

引导有需要的人获得适当的家庭支持服务。法院既

不可能与世隔绝，也不可能在真空中分配正义。我

们是整个家事纠纷解决系统的组成部分，不同组件

满足不同需要。同时，该系统应允许当事人在一个

熟悉的环境中获得他们所需的服务，就像进入法院

的立案窗囗。比如，遭遇家暴的一方当事人需要安

全保障和专业的心理辅导。在社区家庭暴力援助中

心，她就可以获得她所需要的所有帮助。出于这一

考虑，我们也即将与离婚援助专门机构、家庭暴力

援助中心开展紧密合作，让当事人可以直接在这些

地方向法院提起诉讼。 

(六)家庭暴力 

考虑到人身保护令申请人的心理创伤和特殊

需要，我们也对家暴案件的程序做了改善。通过新

的名为“lFAMS”的信息系统，申请人可以直接在

家事法院立案中心或家庭暴力援助中心提交电子

申请表。经过重新设计，电子申请表省去了一些法

律要求的必填项，变得更加简洁明了、便于使用。

此外，我们将整合“IFAMS”信息系统与离婚及未

成年人法庭的电子系统帮助我们从所有相关系统

的未结案中识别出涉及家暴的案件，从而更好更全

面地处理案件。 

同时，我们对反家暴申请人在家事法院的活动

空间做了重新设计。2017 年 7 月，我们将推出一

个全新的家庭保护中心。在新的家庭保护中心，当

事人可以在一个设备齐全、独立、安静的环境中获

得从咨询到裁决的“一站式”服务。让当事人感到

更加有序，缓解紧张感。 

三、面向未来的家事审判 

我们的工作目标主要着眼于未来不断发展变

化的三种趋势。前两种趋势要求我们不断地拓展工

作，即在国际层面，要把工作做得更广更大；在地

方层面，则要把工作做得更深更实。而第三种趋势

则是因为前两者的紧迫性，所以我们将更加依赖家

事纠纷解决系统，特别是其中的律师群体。 

(一)家事纠纷解决系统与律师群体 

一直以来，我们寻求家事正义的多元路径，并

与整个家事纠纷解决系统的其他组织机构积极配

合，紧密协作。我们也多次强调家庭事务涉及学科

性多这一特点，强调丰富家事纠纷解决系统的重要

性。社会科学原理已经在我们的法院上得到了应用

和证实，接下来我想着重讲一讲律师。律师是连接

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桥梁，我们很荣幸拥有一支家

事法专业律师队伍。他们支持我们的工作，为成功

推动多项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 

家事法律师的工作极具独特性。律师为客户最

佳利益着想的同时，也有许多相互冲突的需求。因

此，第一，在维持家庭关系的大背景下，律师必须

理解调解的重要性，让当事人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

第二，很多当事人患有精神问题或其他困扰，这些

难题最好交给专业咨询师或第三方帮助处理。作为

最接近当事人的律师，应当最了解他们的客户是否

正陷于危险之中，而且也知道如何提供帮助。第三，

法官主导制度腾出了律师发挥重要作用的空间。这

也是我认为的“我们传统对抗主义诉讼模式的优势

所在”。律师对案情了如指掌，且知道如何在庭上

陈述立场，如果他们以解决问题和建设性的方式去

呈现，让法官在获取全面的信息后作出裁决，那么

客户将从中获益。同时，律师也应当建议他们的客

户考虑当前诉讼之外的其他事项，比如在繁忙的诉

讼过程中，当事人常常忽略了诉讼对家庭所造成的

经济上、情感上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很多家事诉

讼的争议焦点都集中在某个病人或孩子等弱势群

体上，律师必须告知客户，不论各方的意愿如何，

法院都将以他们的最佳利益为主导。 

在另外一些案件中，律师的角色不是当事人双

方的代理人，他们可能被指定担任特定角色去协助

法院，比如作为儿童代表或者育儿协调员。在这些

工作中，律师需要谨慎处理利益冲突问题。 

基于这些原因，今天律师协会和家事法院就

《律师执业规则》的相关修改建议发布了咨询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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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在收集律师群体的建议之后，我们会将报告提

交给《律师执业规则》工作小组。借此机会，感谢

所有参与我们工作和提供志愿服务的律师们。 

(二)不断增长的地方需求 

第二种趋势是基层社区对家事正义的需求越

来越大。随着医疗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医学的不断进

步，新加坡将面临人口年龄层的变化。据估计，65

岁以上的新加坡居民人口数量将会翻一倍。其中患

有痴呆或身有残疾而无法照顾自己的老年人数量

也可能相应上升。 

但是，法院必须保护缺乏心智能力的弱势群体

的利益。而且，这类群体很多都来自低收入家庭，

他们面临的受虐待风险不高，但急需快速和有效的

帮助。举例来说，2014 年我们曾简化程序，决定

让一对父母在他们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年满 21周

岁后继续履行监护人职责。2017 年，我们将进一

步寻求更快更好方式，将有限的资金迅速配置到虐

待零风险案件中，比如住宅发展委员会强制修缮住

宅，必要的居家护理以及护理机构指定的口腔治疗

等。 

同时，老年人还面临很多其他问题，比如与社

会脱节，经济和情感上依赖看护人，容易被虐待、

被忽视、被蒙骗以及需要法律帮助等。我们正与社

会及家庭发展部合作一个立法项目——《弱势成年

人法案》。该法案旨在通过法院发布看护令和限制

令帮助成年弱势群体，使其免于被虐待、被忽视或

自我忽视。我们将继续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紧密合

作，促进该法案的制定、颁布和最终实施。 

(三)家事审判的国际前景 

我们的家事审判在服务于地方需求的同时，还

需要有国际视野。2016 年，在新加坡地方法院办

理的离婚案件中，一方当事人为外国人的案件占

40%。在 YCL诉 HWY一案中，上诉法院就在采用国

际惯例和国内公共政策之间做了平衡。 

随着涉外家事纠纷的增多，我们需要完善相应

的法律框架，以提供充分的法律支撑。在这些案件

中，父母之间的利益冲突巨大，不管法院如何判决，

总有一方不得不和孩子相隔两地，甚至跨越国境。

多亏国际旅行已经越来越便捷，否则即使一向遵纪

守法的父母恐怕也会置法律于不顾，而自行采取行

动。 

如果父母一方在没有得到另一方同意，甚至没

有得到孩子同意的情况下，就把孩子带到国外去，

那么将会造成严重后果，且无转圜余地。相关研究

表明，被父母强行带到另一个国家的孩子，很有可

能在精神方面遭受重大影响，比如创伤后压力症、

精神疾病、抑郁、缺乏自我价值感、害怕被抛弃或

无端恐惧等。这些症状常常持续多年，甚至在他们

成年后依然不能减轻。 

正因如此，1980 年 10 月 25 日新加坡正式加

入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也被称为

“1980 年版海牙公约”)。2017年，为加强对跨境

儿童的保护，我们将与相关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研

究对相应的出境禁令进行立法，防止父母违反法院

命令将孩子带出境。中国香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已经有类似立法规定。由法律对出境禁令进行规定

有两方面好处。第一，即使要把孩子诱拐到另一个

公约签署国，出境禁令也省去了在诱拐发生后将孩

子接回来的漫长过程。第二，虽然有 80个国家和

地区加入了《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但仍

有很多国家没有加入该公约，特别是我们邻近的亚

洲区域。新加坡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将需要更

多、更强有力的司法保护。 

我们在家事审判方面的工作进展和先进理念，

让所有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的人受益。国际交流帮

助我们理清了一些案件的处理方式。2016 年，我

们成功举办国际交流周。其间，第一届国际家事司

法会议顺利召开，会上海牙法官联合会与东盟的法

官就多边儿童问题进行多方探讨，让我们对《海牙

家事公约》有了更多了解。我们与东盟首席大法官

委员会下辖的涉幼多边争议工作小组也进行了会

晤，探讨为家事法官建立更大的东盟联合论坛。在

此，感谢所有人为国际交流周所做的贡献。我也很

高兴地宣布，世界家庭法和儿童权利大会委员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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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决定将新加坡作为其 2020年大会的召开地。这

是对我们工作的高度肯定和支持！ 

结语 

毋容置疑，我们的团队一直是我们背后的强大

动力。我们可能来自不同背景，所拥有的经验和技

能也各不相同。但是，当聚在一起时，我们始终是

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凝聚力的团队。予人玫瑰，手

留余香。我们的工作丰富而充实，这让我们紧紧联

结在一起，也为我们的工作旅程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让我以一个简单的日常故事结束我今天的发

言。曾有一位遭受丈夫虐待的女士，她住在一个秘

密的临时避难所。她和社工一起到家事法院申请人

身保护令。当她发现她丈夫正在附近溜达时，顿感

十分恐惧不安。登记官知道这情况后，让她就待在

立案办公室的隐蔽处。辅导员遂即到位，安保方案

也马上就绪。当值法官没有在通常所在的内庭，而

在该立案办公室对申请进行了确认。在整个团队的

协作下，这位女士成功完成申请，没有被她的丈夫

跟踪，安全离开了法院。这虽然是一件日常小事，

但类似这样的未被披露的事在我们家事法院时常

发生。通过我们每天尽心竭力的服务，希望每一个

人都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正义就在你的身边。 

作为家事法院的首席法官，我非常感谢你们所

做的一切，也被你们的工作热情所深深感染。我很

骄傲可以与你们同行，为家事正义这一共同追求的

事业而奋斗！让我们一起点燃 2017年工作的热情

吧！ 

(责任编辑：王文君) 

【作者】 [新]邓碧云，袁跃文，林超（译） 

【作者单位】 新加坡最高法院{司法委员}，

家事专门法院{首席法官}，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纪检组长}，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 

【注释】 *新加坡最高法院司法委员，家事专

门法院首席法官。本文系作者在 2017 年家事司法

工作会议上的演讲，原文来自：https://www.fam

ilyjusticecourts.gov.sg/NewsAndEvent/Publis

hingImages/Pages/FJC-Workplan-2017/   JC%20

Thean%20Keynote%20Address.pdf。 

美国家事法庭解决抚养纠纷的新机制 

原创：2018-09-26 中国应用法学杂志   杨小利 

https://mp.weixin.qq.com/s/2g-BYrUi-Xk4wKzzA7JnRA 

载《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 5期 

【摘要】 儿童最佳利益原则是家事纠纷中解

决婚姻纠纷和抚养关系争议应首要遵循的原则。在

该原则指导下，美国家事法庭适用抚养协调机制解

决因子女抚养问题再次起诉的案件。抚养协调机制

是由心理学等专业人士主导的“准司法”的预审程

序，该程序是在法庭保留对程序监督权的前提下，

通过法庭命令或当事人同意的方式授予协调员裁

决权，以便快速、及时解决抚养争议。裁决做出前，

协调员需借助其专业知识，充分发挥其评估、教育、

协调等作用，使该类纠纷的解决朝着治疗型、问题

解决型的方向发展。 

引言 

作为传统的民商事案件，婚姻家庭案件在我国

民事司法中一直占据着不小的比例。2016 年，我

国各级法院共审结婚姻家庭案件 175.2 万件[1]。

家事无小事，其不仅关涉家庭的稳定，更关涉家庭

中子女的健康成长。在我国，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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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抚养权问题一般都会存在争议，更有就抚养争议

单独提起诉讼的情形。 

为使抚养纠纷的类型更加清晰，笔者仅就单独

提起的抚养纠纷进行了相关研究。以“抚养纠纷”

为关键词：对相关案例库进行检索，结果为中国裁

判文书网收录 48411起案件，无讼案例库收录 926

65 起案件[2]。在无讼收录的 92665 起案件中，抚

养费纠纷案件占 54.3%，位列抚养纠纷案件之首；

涉及抚养关系变更的案件占 27.3%；其他类型化事

由为其他抚养[3]、抚养能力、在校就读等案件，

共占 18.4%。在 88.83%适用一审程序审理的案件中，

法院判决占 58.35%，裁定占 39.52%，调解仅为 2.

09%。[4]以上数据显示，在抚养纠纷案件中，除抚

养关系变更案件外，其他抚养费、抚养能力、在校

就读等问题均为不涉及法律关系变更的事实认定。

当父母对此类争议不能达成协议时，寻求具有心理

学等专业知识、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士予以解决，

不仅能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更能通过非对抗方法

对父母关系进行协调，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更好

的解决途径[5]。 

随着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兴起以及家

事法庭朝着治疗型、问题解决型的方向发展，美国

家事法庭适用了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机制——抚养

协调机制(parenting coordination)。其目的在于：

第一，解决因子女抚养问题在法院反复起诉而造成

的受案量激增和法院积案的问题；第二，对抗制的

诉讼程序加剧了父母之间的矛盾，无论从心理角度、

社会角度还是从孩子的学业角度而言，都使子女处

于受诉讼不良影响的风险[6]。抚养协调机制不同

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是法院借助专业人

士帮助而采取的一种专家介入式、准法律型解纷机

制。对于已适用过该程序的离婚夫妇和家事法律专

业人士而言，他们有选择抚养协调程序代替传统诉

讼的强烈需求和愿望[7]。 

与诉讼解纷途径相比，超过 50%的父母认为协

调程序更高效、更省钱，并且作为心理专家或法律

专家的协调员更能倾听他们的顾虑。38%-44%的父

母认为，协调机制为非正式机制，更加个性化和私

密化。25%的父母认为它能快速解决争议。60%的律

师认为协调机制能减少诉讼[8]。本文通过介绍美

国的抚养协调机制的基本理论和运作，以期为我国

家事审判改革中同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一、抚养协调机制概述[9] 

(一)美国的抚养协调机制 

1.抚养协调机制的设立背景目前，美国家事法

庭(离婚法庭)面临抚养纠纷案件被再次起诉的压

力。虽然法庭并非是解决复杂人际关系的最佳场所，

但却是父母们在沟通无果后所能选择的唯一纠纷

解决之地。这些父母通过法院对该类案件享有的继

续管辖权来实现对法官命令的变更和执行，借助于

国家监护人职责的行使来实现对儿童利益的保护，

通过运用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主观法律标准)和扩

张后的既判力原则来确保当事人之间的监护纠纷

得到法院的再次处理[10]。加之抚养问题类型多样、

层出不穷，更增加了这类案件的受案量。作为新诉，

此类案件的争议主要围绕监护(权)和抚养时间，由

于该类案件一般耗时较长，但又很少涉及真正的法

律问题，因此，这些问题均由法院解决不仅造成了

法院巨大的受案压力，还浪费了司法资源，更因对

抗制诉讼程序而加剧了父母之间的冲突，将孩子置

于不利境地。面对这些棘手的案件，家事法律专家

提出设置专门的抚养争端解决方法将家庭从持续

争吵和重复诉讼中解放出来，以便更好地解决监护

问题，此种特殊的方法即抚养协调程序，该程序是

为帮助冲突频发的父母执行抚养计划及解决抚养

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抚养协调程序的含义抚养协调机制是一种

以儿童为中心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该机制是为

及时解 

决父母间纠纷，在经过调解培训、具备调解经

验的心理专家或法律专家的帮助下，对父母进行与

子女需求相关的教育，以协助争议较大的父母执行

子女抚养计划。经父母双方及(或)法庭事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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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专家有权在法庭指令或任命范围内作出裁决

[11]。美国有些州或县在其地方规则中对抚养协调

机制的含义进行了界定，例如，在俄亥俄州以及俄

亥俄州凯霍加县，抚养协调机制是指以儿童为中心

的争议解决程序，是在民事法院或法庭的命令下启

动的，旨在通过评估、教育、案件管理、冲突管理、

培训或决策做出促使父母实现权利、履行相关职责

的裁决或确定陪伴子女顺序的问题。[12] 

2005年 5月 21日，美国家事与和解法庭协会

(以下简称协会)[13]通过了《抚养 

协调程序适用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

南》共 12条，对机制的含义，协调员资格、权利

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1)抚养协调机制的性质抚养协调机制是一种

以子女为中心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该机制不是

调解，而是一种及时解决争议的方法，经过当事人

同意和(或)法庭事先批准，协调员对父母进行涉及

子女需求方面的教育，并在法庭裁决或任命合同的

范围内作出裁决。从性质上分析，抚养协调机制是

一种准法律(quasi-legal)、关注子女心理健康的

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机制。机制施行的过程就是将其

所具备的评估、教育、案件管理、冲突管理功能，

以及偶尔的决策功能[14]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其目

标是协助争执不休的父母执行子女抚养计划，监督

计划实施，及时解决子女抚养计划执行中的冲突，

保持与维护安全、健康、有意义的父母子女关系。 

该程序中的关键人物是协调员，协调员是指民

事法院或法庭任命的执行抚养协调义务的人[15]。

协调员在机制运行过程中要为当事人提供建议，有

时需作出决定并向法庭报告，故而协调员须经法庭

任命，对法庭负责。法庭任命的协调员是代表司法

机构来解决该类纠纷。鉴于此事的严肃性，法庭只

任命具备相应资格的专家。无论是当事人约定的协

调员还是法庭指定的协调员，这些专家在任命的范

围内拥有相应的权力和具有一定的权威。 

(2)机制案件在不同案件中的适用 

针对不同的案件，机制的适用也是不同的。在

不存在家庭暴力的家庭，该机制的运行是将评估、

教育、决策、案件管理、冲突管理等功能结合于一

起发挥作用的过程，以期根本解决家庭中存在的此

类争议，争取将对子女的影响降至最低。 

对涉及家庭暴力案件中的子女抚养问题而言，

由于家暴的施暴者对其配偶使用了暴力、威胁、恐

吓、强制控制等手段，因此，作为抚养机制核心内

容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并不适用于家庭暴力的

施暴者。此时，该机制不再是一个双边的父母抚养

计划，转而成为具有执行法庭命令职能的一个执行

机制，其目的转变为确保法院判决得以完全、具体

的执行。该机制着眼于对有监护权一方基于儿童利

益最大化原则而享有的作出决定的自主权，以保护

子女不受有虐待行为一方父母的控制。在家庭暴力

家庭中适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解决子女抚养问

题是有风险的，体现在其易增加力量间的不平衡、

提高受害者遭受伤害的风险。为避免上述风险，《指

南》要求各辖区在家庭暴力案件中设置相应的筛选

程序或者专门的抚养协调机制条款或程序。如果协

调员不具备家庭暴力案件所需的相关专业知识，不

能有效控制权力间的不平衡，协调员应通过适用家

庭暴力案件的常规筛选程序，拒绝接受此类案件。 

2.抚养协调机制与其他机制的关系机制的运

行需要律师、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共同努力才能

完成。其适用过程是将法律专业知识、心理健康专

业知识、冲突解决技巧融合在一起的过程，机制的

特色在于其将一个人同时发挥的多重作用——教

育者、调查者、调解者和裁断者融合在一起。在父

母们不能自己解决争议时，通过法庭命令的方式引

入第三方服务来进行争议解决。第三方作为协调员

首先尝试提出解决方案，一旦父母在协调员的帮助

下未能达成协议，协调员将作出有法律效力的权威

裁决。 

抚养协调机制是一种介入式争议解决方法，是

一种改良后的案件管理方式。与传统的可替代性争

端解决方式和诸如监护评估这样的法庭服务不同，

机制解决了当事人在法庭作出判决后的诉求，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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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是另外一个纠纷的“提前审理”。其与诉讼程

序的不同之处在于，诉讼程序集中于一次性裁决，

而抚养程序是即时性的，对于出现的抚养问题随时

提供帮助。与诉讼解决纠纷的方式相比，抚养机制

以非对抗的方式提供非正式服务，相关专家的服务

不记入法庭记录。但是，在父母向法庭寻求帮助后，

协调员在法庭命令下介入协调。 

(二)加拿大的抚养协调机制[16] 

加拿大宪法不允许法官将任何司法或半司法

职能交由第三方行使，因此，任何情形下法官都不

能命令当事人参与协调或者与协调员合作。同时，

法官也不能命令当事人参加有裁决权或者决策权

的协调员的工作，否则会被认为是不适当的授权。

但是，越来越多的家庭为解决抚养问题而选择有专

门知识和经验的协调员为其提供服务。当事人选择

适用该程序的方式是与协调员签订抚养协调员协

议。协调员的调解权和决策权通过合同授权的形式

解决，同时合同包括对协调员权力的限制条款。在

不改变基本抚养协议的前提下，协调员可以尝试对

任何抚养问题进行调解，如果调解失败，协调员可

以作出裁决，并据此解决抚养争议。 

在加拿大，当事人同意将抚养争议提交裁决的

行为构成了各省仲裁法中的提交仲裁。因此，法庭

不再对抚养协调合同中所涉的抚养问题进行监督，

当事人受合同约束，将争议按照抚养协调协议的条

款提交仲裁裁决。在加拿大，协调员既是抚养协调

机制中的调解员也是同一案件的仲裁员的情形很

常见。这意味着仲裁时，协调员可以利用其在协调

机制的调解中所获取的信息。同时，该机制并未将

协调员的作用限制在只能进行仲裁或调解上，而是

拓展出了既能调解也能仲裁的协调员混合模式。 

二、美国抚养协调机制中的裁决 

美国抚养协调程序[17]与调解等纠纷替代解

决机制间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协调员在法庭命令

或父母双方事先同意的前提下，有权对某些争议事

项作出裁决。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机制类似于仲裁

程序，而与调解等程序有着明显不同。在对使用协

调程序的父母进行调查后也发现，没有父母认为协

调员拥有过大的权力；在对“如果法庭不顾一方或

双方父母反对指定协调员的话，协调程序是否是有

益的”问题的调查中，69%的律师也做出了肯定回

答[18]。 

(一)抚养协调机制的作用 

协调程序中，协调员的作用在于协助当事人减

少有害冲突、促进儿童利益最大化。其在如下方面

发挥作用： 

1.评估 

协调员应对如下信息进行审查：监护评估及其

他相关记录，法院的中间判决或最终判决，与父母、

子女和其他人的交谈信息、家庭暴力保护令，以及

任何其他涉及伤害罪、家庭暴力或者虐待儿童，教

育记录，对当事人提出的其无法解决的问题予以解

答。 

2.教育 

协调员应在如下方面对父母进行教育：儿童发

展、离婚调查、父母行为对儿童的影响、抚养技能、

沟通和冲突解决技能。协调员可就上述问题对当事

人进行培训。 

3.协调和管理案件 

协调员应与与家庭相关的专业人士或机构(如

心理健康、卫生保健、社会服务、教育、法律等)，

以及大家庭、继父母及其他重要人士合作。 

4.冲突管理 

协调员的主要作用是协助当事人发现孩子抚

养方面的分歧，减少冲突。其可以利用协商、调解

和仲裁争端解决技巧的理论和实践。为协助当事人

减少冲突，协调员可以对父母之间的传真、邮件或

者书面交流进行监督，并就更有效的限制父母冲突

的沟通形式提出建议。为在涉及权力、控制和强迫

的家庭暴力案件中保护当事人和儿童，协调员应采

取专门的避免进一步强制机会的技巧。 

5.裁决 

当父母不能自己作决定或者解决争议时，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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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有权在法庭命令的范围内作出裁决，或者向法庭

提出报告或建议。协调员应亲自或通过传真、邮件

或电话的方式及时就其决定与当事人沟通。如果裁

决是口头作出的，协调员应及时提供文字版本。 

(二)协调员作出裁决的权力来源 

协调员根据与父母的约定及(或者)法院的正

式命令提供服务，约定或命令应清楚、详细地对协

调员的权利和责任范围做出规定。 

1.法庭任命 

协调员须获得法庭任命。法庭的任命应包括：

协调员在诉讼程序外与父母合作的权力，获取信息

的权力，根据命令提出建议或作出决定的权力。在

美国的某些地区，协调员介入该类案件应有法律的

明确规定或者法院的同意令。有几个司法辖区允许

法庭依职权任命协调员。在加拿大，协调员作出决

策的权力来自仲裁法，协调员只有在父母同意时才

能发挥作用。 

2.与当事人签订书面协议 

除法庭作出的协调令外，当事人和协调员之间

的书面协议可用来对法庭命令中未指令的特别事

项作出详细约定，如费用支付，计费做法和费用保

留。 

3.服务期限 

在没有法庭命令或未予父母签订协议的前提

下，协调员不应主动提供服务。法庭应在其命令或

同意令中详细规定协调员的服务任期，包括起止日

期。由于从熟悉家庭到与父母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需一定的时间，经验丰富的协调员一般设立 18个

月到 2年的可选期限。服务到期后，父母可要求协

调员继续提供服务，也可以不再续签服务期。协调

员也可以在服务到期之前提前通知，不再继续提供

服务。 

从程序使用者的角度看，33.3%使用过该程序

的父母一个月使用一次或两次，22.2%的父母每 6

个月使用一次或两次，50%的父母受访时已停止使

用该机制。其中，25%的父母使用协调机制的时间

在 6个月之内。其他父母分别持续了 6-12个月，1

3-18个月之间，19-24个月[19]。 

(三)可裁决事项及形式 

协调员有权协助父母就子女抚养问题达成协

议，在父母不能达成协议时，经法庭命令或父母事

先授权同意的前提下，协调员有权就争议事项作出

决定。但是，《指南》对协调员裁决事项的范围有

明确规定，因法定监护权或身体监护权的变更属于

法院裁决范围内的事项，因此协调员应避免对该重

大事项作出决定。但是，如果父母中监护方的监护

能力受到损害，不能履行法庭裁决的抚养计划，那

么协调员在法庭对抚养计划作出变更前可对抚养

计划作出临时变更。 

1.协调员有权裁决事项法庭命令或当事人同

意书应书面记载协调员可裁决事项，具体包括以下

种类：抚养时间(探视时间表)或者探视条件的细微

修改或解释，后者如，假期、节假日及目前抚养计

划的临时变化；子女移交日期、时间、地点、移交

方式和移交方；医疗、牙科、正畸、视力保健等保

健管理；子女抚养问题；心理治疗或包括药物滥用

评估，为儿童提供咨询的精神保健；心理测试或其

他儿童父母评估，包括择校、辅导、暑期学校、参

与特殊教育测试或其他主要教育决策在内的教育

或日托，也包括露营和工作在内的课外活动；宗教

仪式与教育；子女旅行和护照安排；孩子的服装、

设备及个人物品；父母之间有关孩子的沟通，包括

电话、传真、邮件、书包里的笔记等；孩子不在一

方父母身边时，该方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电话、手机、

传呼机、传真、电子邮件沟通；理发、纹身、耳朵

和身体穿孔等形象的改变；其他重要人和大家庭的

作用以及与他们的沟通；实质虐待评估或者父母双

方或一方或对孩子的测试，包括测试结果的取得；

以及一方或双方父母的育儿班[20]。 

2.裁决过程及裁决形式在程序进行过程中，协

调员应收集或使用父母双方的书面或口头陈述及

其他相关信息。协调员采取的解决方法应对法庭和

当事人公开，确保对当事人双方都公平。协调程序

应保证每方当事人都获得听审的机会，协调员应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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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当事人参与该程序与不参与的后果。如果在协调

员告知后一方当事人仍拒绝合作，那么协调员可继

续进行争议的解决。在有些辖区，当事人自己未达

成协议，或者在协调员的帮助下，当事人仍未达成

协议，协调员应通知当事人其准备进入裁决阶段的

打算。 

协调员的裁决应为书面形式，对需及时解决的

事项可先作出口头裁决，其后用书面形式确认。在

协调员并非全由法庭任命的辖区，协调员应将所有

建议、报告和决定提交法庭及父母和其代理人，以

使法庭可以获得相关信息。在大多数辖区，协调员

的作用是作出具有拘束力的命令。对该命令的救济

程序为上诉和司法审查，上诉和司法审查的标准因

辖区的不同而不同。 

三、协调员的资格与所应承担的义务 

由于协调员在协调程序中承担着重要职责，甚

至可以对相关问题作出裁决，属于“准法官”，因

此，为保证裁决的质量，《指南》对协调员的教育

背景、职业经历等方面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同时《指

南》规定了协调员应承担与法官同样的公正、回避

等义务，也规定了协调员在程序中身份的单一性，

即协调员在同一案件中不能同时担任代理人、律师、

监护评估师或心理咨询师，避免身份的混同。 

(一)协调员的资格问题 

为使协调员有能力承担抚养协调工作，协调员

应经过相关的教育和培训，并进行继续教育以保持

其专业性。对协调员的资格要求如下： 

第一，协调员应经过家事调解培训并具备相关

经验。根据其执业辖区的法律规定，如果可以认证，

协调员应为经过认证(有资格)的调解员。 

第二，协调员应为家庭相关领域的心理健康专

家或法律专业人士，或根据所在辖区法律规定，具

有心理健康领域硕士学位的有资质的家事调解员。 

第三，协调员应具有针对冲突频发或频繁提起

诉讼的父母所必须的充分的执业经验。 

第四，协调员培训内容包括：抚养协调机制的

程序，家庭分离状况及离婚动态，父母抚养子女的

技巧，家庭暴力及虐待儿童，法庭专门的抚养协调

机制的程序。 

第五，协调员应具有并保持抚养协调程序要求

所必备的职业能力。应参加常规教育活动，以提升

职业素养。建议协调员向同行进行咨询或辅导以获

取反馈和案件上的支持。法院的协调命令以及(或)

私人协议应明确允许协调员进行此种咨询。 

第六，案件事实及条件超出协调员的能力或专

业范围时，协调员可拒绝任命、申请退出或请求适

当协助。 

第七，考虑到“隔代抚养”(grandfathering )

问题，协调员具备具有相关经验的专业人士。 

(二)协调员的义务 

协调员应承担公正、回避、不得担任多重角色、

告知当事人对其保密义务的限制等义务。 

1.协调员的公正义务协调员应保持公正。公正

意味着言语、行动、外表上不得有偏袒或歧视，公

正包括全力协助所有的当事人，而不是只协助任何

个人。具体包括：第一，协调员如果不能公正、客

观，则其应当退出。第二，协调过程中，协调员不

能赠送礼物、接受礼物，不能从任何有利害关系的

当事人处获得任何有价值物品的优惠或者贷款。协

调员不能担任代理人或者试图促成将来可能从中

获益的专业服务或职位。第三，协调员不能强迫或

不恰当地影响任何一方当事人作出决定。第四，协

调员不能故意或在明知的情形下仍进行恶意代理

或者忽略任何基本事实、法律或者条件。第五，在

协调职能之外，协调员不能接受任何有损于其诚信

和公正的安排、不能从事任何有损于其诚信和公正

的服务或行为。 

抚养协调程序中的协调员是法庭权力的代表，

因此父母认定其是公平的显得尤其重要。在对协调

程序公平性的调查中，53%的受访者认为程序是公

平的，54%父母对其参与的协调程序是满意的[21]。 

2.协调员的回避义务协调员不能在其具有利

益冲突的事件中提供服务。具体如下：有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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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协调员和参与人(当事人)之间有任何关系，或

者争议事项有损或者看起来有损协调员的公正。协

调员一旦发现引起潜在冲突的利益或关系时即应

公开(disclose)潜在的利益冲突。在适当开示后，

协调员应提供所有当事人的书面协议。如果利益冲

突明显有损协调员的公正时，即使当事人明确同意，

协调员也应回避。在协调过程中，协调员不能通过

向与案件协调程序没有直接关系的利益方当事人

提供服务的方式制造利益冲突。协调员可以通过转

委托的方式使家庭接受其他专业人士的服务，但其

应避免因转委托而引起的实际冲突或表面上的冲

突。协调员不能通过协调服务或者转委托的方式接

受佣金、回扣或类似报酬。 

3.在同一案件中不得担任多重角色的义务在

可能引起职业冲突的案件中，协调员不能担任多重

角色。具体如下：第一，子女的代理人或律师不能

担任同一案件的协调员。第二，因协调员与调解员

或监护评估师的功能差异和潜在的角色转换，即使

征得当事人同意，在同一个案件中，调解员或监护

评估师也应对担任协调员持谨慎态度。第三，在协

调员介入家庭纠纷期间或者结束后，协调员也不能

担任监护评估师。第四，专家在担任过治疗师、顾

问、教练或者为家庭任一成员提供额外的心理健康

服务后，该专家即应回避，不能被任命为协调员。

第五，协调员在为家庭提供服务期间或者结束后，

不能成为该家庭的治疗师、顾问、教练或者为任何

家庭成员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第六，协调员在任期

之内或者任期结束后，不能担任委托人(client)

的律师，一方当事人的律师也不能在有该当事人参

与的案件中担任协调员。 

4.告知当事人对保密要求限制性规定的义务

协调员应告知当事人对保密性的限制问题。除非有

合法目的及经允许的职业目的外，协调程序中获知

的信息不得在程序外使用。协调员对协调程序外信

息的分享应保守秘密，除非有法庭命令或当事人的

书面协议。 

抚养协调机制并非保密程序，当事人之间、当

事人与其子女、协调员之间以及其他程序参与人之

间，或者与法庭的沟通都不属于保密范围[22]。协

调员应告知当事人对保密要求的例外规定：第一，

根据州、省或者联邦法律，不论强制或自愿报告，

协调员应对可能存在的虐待儿童或者未能为儿童

提供服务的情况做出报告；第二，如果协调员有理

由相信任何家庭成员可能处于伤害他(她)自己、其

他家庭成员或者第三方的重大风险，应向执法部门

或者其他机关作出报告。 

四、协调程序所需费用及其负担问题 

(一)费用负担原则 

协调服务的所有收费都是根据协调员实际花

费的时间或者当地协调项目的指示收取的。根据法

庭指令的任何命令或者法庭的当事人与协调员签

署的书面协议，所有费用与成本在当事人之间进行

合理分配。典型的做法是当事人平均分担费用。若

当事人间的资产和收入差距较大，那么费用则作相

应分摊。在有“收入份额子女抚养费指南”的州，

有时法庭会根据子女抚养费的比例决定协调员费

用的分摊。协调程序所需费用的分担是由法庭决定

的，协调员无权决定，法庭根据已知的收入数据决

定分担的比例。法庭命令包括以下条款，如果父母

一方滥用协调程序，法庭则有权变更通常的支付比

例。一旦当事人要求对协调员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

且该申请未获通过，法庭则会命令该方当事人全额

支付相应费用。 

(二)费用负担开示 

在程序开始之前，协调员应以书面形式向当事

人及其律师说明费用和成本负担的依据，说明推迟、

取消、(当事人)不在场等相关的费用收取方法，对

其他事项以及法庭所裁决的或当事人达成费用分

担协议作出说明。在涉及到权力、控制、胁迫的家

庭暴力案件中，协调员应与主张存在该情形的一方

当事人进行单独会谈。 

(三)实践中的费用负担 

在对协调程序的调查中，对费用的调查表明，



416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实践中对使用协调程序的父母的收费为每小时 10

0美元到 300美元不等。收费为每小时 150-199美

元的占 37.5%，收费为 200-249美元和 300美元或

更多均占 18.8%，收费低于每小时 100美元为 0%[2

3]。 

五、美国协调机制运行的实践检验 

设置协调机制的初衷为减少法院受案量、有效

降低家庭冲突、充分保障儿童权益，但理论构想与

制度设计能否发挥作用还需要实践的反馈与检验。

2016年 5月俄亥俄州首席地方法官 Serpil Ergun

[24]公布的其在 2015-2016 年间进行的调研结果

[25]显示，法院在该类案件中审理工作的比例明显

下降。在使用协调程序的 2年间，法庭动议、法庭

审理数量明显下降[26]。大多数受访父母、律师认

为协调程序是有效的，对协调程序是满意的[27]。 

但是，协调程序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

题[28]：第一，费用问题。该程序采用使用者付费

原则，由选择适用该程序的父母承担相关费用，协

调员的费用收取采用计时收费制，按小时收取服务

费。调查发现，协调员收取的服务费没有低于每小

时 100美元的，67%的被调查父母也认为费用过于

昂贵。实践中已经出现对于费用分担的争议，采用

何种方式解决费用支付争议也已经成为现实问题。

第二，适用该程序案件的分类问题。目前，该类案

件在适用协调机制时尚未进行分类，调查发现，机

制在适用于高冲突父母时显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

性。适用协调程序后，法庭参与该类案件审理的工

作不降反升[29]，因此，将冲突进行分类，对高冲

突父母而言，私人服务型的协调机制可能是不合适

的，(法庭)内部的、收费低廉的同类机制则更能满

足其需求。第三，法庭对机制适用过程的监管问题。

协调机制中，协调员是“半个法官”，其可以针对

争议事项作出裁决，尽管不受针对法官的纪律或惩

戒规定的约束，但仍应遵守法官应遵守的公平、中

立等义务，在适用该程序时仍需对协调员的公平和

合法性予以监督，故而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

第四，沟通与教育问题。抚养协调机制需要法官、

当事人、协调员三方合力方能发挥其预期作用，由

于该机制运行时间有限，当事人(争议父母)，甚至

有些法官对机制的了解和熟知度还有待加强。因此，

必要的教育培训、沟通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 

结语 

由于根植的土壤不同，美国和加拿大在抚养协

调机制的制度设计上有着本质差别。对于起诉至法

院的子女抚养纠纷而言，借助司法权威，由专业人

士介入帮助父母解决抚养争议的嵌入式运行方式

无疑具有更大的制度优势。在我国探索由专业人士

介入解决抚养纠纷的过程中，专业人士的介入方式、

范围和程度问题，其资格、执业经验和职业操守问

题，其应遵守的义务问题，专业人士建议被法庭采

纳的方式和途径等问题都需进一步研究和细化。但

是，在以子女利益保护为核心的解纷机制的探索上，

家事法庭的抚养纠纷解纷机制应向着治疗型、问题

解决型的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任容庆) 

【作者单位】 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http://www.court.gov.cn/

zixun-xiangqing-37852.html, 2017 年 8 月 5 日

访问。 

[2]无讼案例中除包括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

案例外，还收录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尚未收录的一些

地方法院的案例。因此，单从数量上看，无讼收集

的案例更多一些。为使研究标本更加丰富，本文选

择了无讼案例的数据作为分析对象，下文中的相关

数据也是对无讼案例数据的分析。网址：https:/

/www.itslaw.com/bj, 2017年 8月 5日访问。 

[3]此种分类较为笼统，因时间原因未能对此

类案例进行逐一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为不涉

及抚养关系变更类的案件。 

[4]笔者又在检索结果中以“再次起诉”为关

键词：进行了检索，结果为 643篇。数量虽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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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体呈持续增长趋势。2012 年至 2016年，该

类案件分别为约 30、50、150、190、140件左右。

其中“抚养费”案件占 61.3%，抚养关系案件占 2

7.2%。法院适用判决占 90.67%。调解占 0.62%，与

抚养纠纷首次起诉相比较，再次起诉的案件中，法

院适用判决结案的比例更高。此处的再次起诉，仅

指当事人另行提起新诉。在统计案例中，有很多案

件属于对抚养权的上诉案件、申请再审案件，其不

包括在此处所指的再次起诉的范围内。 

[5]我国商丘法院针对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

的抚养问题，探索推出了“亲子协调员计划”，“努

力修补子女受伤的心灵，以柔性的司法手段解决婚

姻家庭纠纷”。杨委峰：“亲子协调员：商丘家事调

解走向精细化”，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 6月 1

8日，第 6版。 

[6] Serpil Ergun, Parenting Coordinatio

n and the Court, Trends in   State Courts 2

016, http://www.ncsc. org, 2017 年 3 月 20 日

访问。 

[7] Serpil Ergun, Parenting Coordinatio

n and the Court, Trends in   State Courts 2

016, http://www.ncsc. org, 2017 年 3 月 20 日

访问。 

[8]见 Serpil Ergun, Evaluating   Parent

ing Coordination: Does It Really Work? http:

//www.ncsc.gov, 2017年 7月 15 日访问。 

[9]本部分对美国和加拿大的抚养协调机制进

行了简要介绍。两国选取了不同的模式，美国是将

机制嵌入司法程序中，由法院进行监督；加拿大则

是法院不介入，通过父母与协调员签订合同，将监

督权交由仲裁的模式。因美国在机制的运作方面制

度较为完备，因此文章后续部分主要介绍美国的做

法。 

[10]Serpil Ergun, Parenting Coordinatio

n and the Court, Trends in   State Courts 2

016，http://www.ncsc. org, 2017 年 3 月 20 日

访问。 

[11]AFCC Task Force on Parenting Coordi

ation. Guidelines for   Parenting Coordinat

ion, p 2.   http://www.afccnet.org/Portals/

O/AFCCGuidelinesforParentingcoordinationnew.

pdf,   2017 年 3月 20日访问。 

[12]《俄亥俄州最高法院抚养协调机制监督规

则》第 90条定义(c)的规定，《凯霍加县家事关系

法庭抚养协调机制地方规则》第 38条(c)的规定。

参见 Serpil Ergun, Evaluating   Parenting C

oordi- nation: Does It Really Work？附件 1 

Supreme Court of Ohio Parenting Coordinatio

n Rules of Superin-   tendence.p121.附件 2C

uyahoga County Domestic   Relations Court P

arenting Coordination Local Rule. P129. htt

p://www.ncsc.gov,   2017年 7月 15日访问。 

[13]协会(Association of Family and   Co

nciliation Court，简称 AFCC)是美国最早的由家

事冲突解决专业人士组成的内部监督机构和国际

协会。随着《加利福尼亚调解法庭季刊》的创刊，

协会于 1963年春植根于加利福尼亚州。协会成员

包括家事领域卓有成就的律师、研究人员、教师和

决策者。具体介绍见 http://www.afccnet.org/Ab

out/About-AFCC, 2017年 8月 1日访问。 

[14]统计数据显示，对协调员的调查中发现，

与其解决过的争议比，44%协调员作出的裁决占其

解决争议的 10%，25%的协调员占 11-20%。参见 Se

rpil Ergun, Evaluating   Parenting Coordina

tion: Does It Really Work?2017年 7月 15日访

问。 

[15]参见 Serpil Ergun, Evaluating   Par

enting Coordination: Does It Really Work？

附件 1 Supreme Court of Ohio Parenting Coor

dination Rules of   Superintendence.2017 年

7月 15日访问。 

[16]加拿大抚养协调机制的介绍见 AFCC, Gu

idelines for   Parenting Coordination，附件

3，Parenting Coordinators and the Cana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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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http://www.afccnet.org/Portal

s/O/AFCCGuidelinesfor-Parentingcoordination

new.pdf,   2017 年 3月 20日访问。 

[17]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下文中的抚养协调机

制均指的是美国的抚养协调机制。 

[18]见 Serpil Ergun, Evaluating   Paren

ting Coordination: Does It Really Work? htt

p://www.ncsc.gov, 2017年 7月 15日访问。 

[19]见 Serpil Ergun, Evaluating   Paren

ting Coordination: Does It Really Work? htt

p://www.ncsc.gov, 2017年 7月 15日访问。 

[20]在对父母的调查中发现，排名前 10位的

需要协调员介入的争议为，子女旅行及护照安排；

假期、节假日及有特殊意义日子的安排；父母间的

沟通；学年中(子女的)时间分配计划；子女接送问

题；子女养育争议；其他(前配偶及其他人为子女

购买武器，子女拥有武器或其他非法物品)；父母

与子女的沟通；课外活动(露营、工作)；教育(学

校选择、指导、暑期学校、参加特殊教育的测试及

项目等)。见 Serpil Ergun, Evaluating Parenti

ng Coordination: Does It Really Work?   htt

p://www. ncsc.gov, 2017年 7月 15日访问。 

[21]另有 35%父母认为是不公平的。调查之所

以呈现两极分化的结论与父母是否满意其参与的

协调程序有关。47%的父母表示对协调程序不满意。

见 Serpil Ergun,   Evaluating Parenting Coo

rdination: Does It Really Work? http://www.

ncsc.gov,   2017年 7月 15日访问。 

[22]抚养协调程序是一种非常规的介入程序，

其不适用目前“法定权利”“证据规则”“职业道德

规范”中关于保密义务及有争议父母在案件中所做

陈述的相关保密规则。在协调员未介入的案件中，

父母陈述在争议解决过程中不能因任何原因被用

作证据。但是，协调员制度的核心在于所有保密条

款均应被解除，只有这样协调员才能基于其从争议

父母或其他处获取的信息作出快速裁决。因此，为

使协调员有权自由、高效地担任争议的快速解决者，

书面协议和(或)法庭任命命令中需包括放弃保密

权的条款。另外，还应明确说明，协调员不应向双

方当事人提供法律建议，担任代理人或提供心理治

疗。为授权协调员提供独特的服务，父母有权在协

调程序中以清晰明确的语言对其被要求放弃相关

的特权和规则作出陈述。 

[23]调查将收费分成了 6个区间，分别为：低

于 100美元，100-149美元，150-199美元，200-

249美元，250-299美元，300美元或更多。此外，

收费 100-149美元以及 250-299美元的分别占 12.

5%。见 Serpil Ergun, Evaluating   Parenting 

Coordination: Does It Really Work? http://w

ww.ncsc.gov, 2017年 7月 15日访问。 

[24]Serpil Ergun 为俄亥俄州凯霍加县民事

法庭克利夫兰家事关系庭首席地方法官，一直致力

于推动抚养协调机制的运行。 

[25]调研项目以俄亥俄州凯霍加县家事关系

法庭作为调研对象，研究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

析及其他研究方法，收集了该法院四年的档案数据，

对法官、律师、父母进行了问卷调查。文中统计数

据来自该法官的调研报告。Serpil Ergun, Evalu

ating Parenting Coordination: Does It Reall

y   Work? http://www.ncsc.gov, 2017年 7月 1

5日访问。 

[26]动议下降了 56%，法院审理下降了 32%，

每个案件中动议的平均数量从 22.87下降至 10.06。

任命协调员后，法庭指定服务的数量也明显下降，

法庭服务总体下降了 78%，其中调解下降了 100%，

评估下降了 90%，诉讼监护人(guardian ad litem)

服务下降了 55%。参见 Serpil Ergun, Evaluatin

g Parenting Coordination: Does It Really   

Work? http://www.ncsc.gov, 2017 年 7 月 15 日

访问。 

[27]53%父母认为该程序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

62%的律师认为，其委托人是满意的。参见 Serpil

 Er- gun, Evaluating Parenting Coordination:

 Does It Really   Work? http://www.ncs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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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7月 15日访问。 

[28]Serpil Ergun 法官在调研报告中对出现

的问题归纳了十大建议，具体参见 Serpil Ergun,

 Evaluating Parenting Coordination: Does It

 Really   Work? http://www.ncsc.gov, 2017

年 7月 15日访问。 

[29]在高冲突父母受访群体中，法庭动议的适

用增加了 96%，每个案件中动议数量由 9.69 个增

加至 19.03个，法庭事件(court events)增加了 7

0%，法庭审理增加了 91%。法庭指令服务也出现了

明显增长，指令服务总体增长了 74%。具体参见 S

erpil Ergun, Evaluating Parenting Coordinat

ion: Does It Really   Work? http://www.ncsc.

gov, 2017年 7月 15日访问。 

英国家事司法的发展前景 

原创：2018-09-26 中国应用法学杂志   英]西蒙·休斯 等 

https://mp.weixin.qq.com/s/7qECvZKm_d0fBEzLrs43ew 

载《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 5期 

译者按：2011年 11月，英国司法部发布了《家

事司法审查》，在五个大类上提出了 134项改进整

个英国家事司法系统的建议。2012 年 2 月，英国

司法部发布了《〈家事司法审查〉：政府的回应》，

同年 6月出版了更为详细的行动指南，接受并承诺

针对 134项建议中的绝大部分采取行动。自政府作

出回应后，家事司法系统便经历了“凤凰涅槃”般

的改革。2014 年 8 月，英国教育部和司法部联合

发布了《英国家事司法的发展前景》(即本文)列出

了英国在家事司法改革中经取得的显著成就。 

引言 

2011 年 11 月，英国《家事司法审查》[1]公

布时，所有家事司法方面的工作者都觉得它晦涩难

懂。《家事司法审查》指出，当时英国的家事司法

体制不仅无法满足本应得到法律服务的弱势群体

的需求，还会导致机构之间的互相猜疑，丧失了领

导能力。这也使得英国相关案件审理的周期十分长，

还常会被不必要地延误。戴维·诺格罗夫(David 

Norgrove)爵士在其“一个儿童的一生”的讲话中

就曾提到，英国郡法院[2]审理家庭青少年看护的

案件平均需要超过 60周的时间。 

2012年 2月，英国政府在回应时指出[3]同意

《家事司法审查》提到的绝大多数问题，大多数英

国家事司法系统的工作机构也都认为需要进行更

加彻底的改革。政府作出回应后，英国家事司法系

统便经历了一场“凤凰涅槃”般的改革。家事司法

改革以及儿童保护已经成为英国政府始终优先考

虑的奋斗目标，因此英国教育部和司法部很高兴能

向外界展示《英国家事司法的发展前景》这本出版

物，其中列举了许多英国家事司法已取得的显著成

就。 

英国家事司法改革至今发生过最明显的“颠覆”

就是引入“单一家事法院”(“single Family 

Court”)。根据英国旧家事司法制度，申请人向法

院申请案件时，必须先考虑应向哪级家事法院申请，

[4]以及哪个法院有权管辖的问题，这导致了英国

家事司法程序的低效。虽然早已萌生建立统一的家

事法院的构想，但直至 2014年 4月 22日英国才正

式成立了“单一家事法院”，使这一构想取得了实

质性进展。为此我们十分高兴，因为这将使英国所

有家事司法诉讼参与人获得更好的体验。 

为减少家事案件审理周期的延误，英国《2014

年儿童与家庭法案》引入了针对公法中家庭青少年

看护及监护案件应在 26周内审理完毕的规定。虽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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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似乎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但是随着这类案

件戏剧性的减少，可以证明我们的雄心壮志是正确

的。 

众所周知，儿童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作为

保护和照顾儿童的主要功能。我们与各地政府和社

会工作学院合作，力图改善社会工作者的指导意见，

并与公众分享最佳的实践经验。英国儿童和家事法

院咨询及资助署(“Children and Families Court 

Advisory SupportService”)对儿童服务工作给予

了极大的支持，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14年 4

月，他们在国家组织领导和治理方面获得了英国教

育、儿童服务和技能标准办公室[5]给予的“杰出”

的评价，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我们也明确表示，希望民众尽可能在法庭之外

解决纠纷，法律援助同样可以适用调解工作。目前

的法律规定所有分居夫妇在正式出庭前，就子女和

财务有关问题应积极考虑调解。虽然有些案件仍需

通过诉讼解决，但我们坚信如果没有诉诸法庭或体

验充满压力的经历就可以解决家事纠纷，那么对于

大部分人而言都是有利的。 

同时，英国这次家事司法改革也受到了私法中

法律援助制度重大变革的影响。自从英国引入法律

援助制度以来，在法庭上代表自己的人数增加了，

这是此次变革带来的挑战。然而民众在法庭上代表

自己参与庭审一直都是英国家事司法制度的组成，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监督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及其带

来的影响。我们正在努力确保那些不再有资格获得

法律援助，以及不得不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人

们也能得到支持和建议。 

最后，我们要向参与英国家事司法系统改革的

所有人表达敬意。为了实现让英国家事司法系统更

好地服务所有与之接触的儿童和家庭的目标，无论

是社会工作者、法官、律师，还是调解员，每个人

都在为之奋斗。如果没有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这场

改革就不可能实现。 

我 们 也 要 感 谢 戴 维 · 诺 格 罗 夫 (David 

Norgrove)爵士，感谢他在其领导的《家事司法审

查》中坚持不懈的出色工作。自家事司法委员会于

2012年 3月成立以来，他一直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同样也感谢高等法院家庭事务部主席詹姆斯·芒比

(James Munby)爵士为推动改革作出的卓越贡献。 

一言以蔽之，英国在家事司法系统改革方面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并不认为已经“万事大吉”

了。我们还可以为英国家事司法系统做更多的事情，

使那些在法庭之外使用我们的法院及其他服务的

人员更好地工作。我们将继续与全社会共同携手，

为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们提供更好的家事司法体

验。 

一、全新的局面 

2011 年，戴维·诺格罗夫(David Norgrove)

爵士主持了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党派的项目——《家

事司法审查》。这个项目指出英国家事司法系统其

实一点都不完整，该系统不仅没有起到保护儿童的

作用，还令英国儿童的未来堪忧。2011年 11月出

版的《家事司法审查》在五个大类上提出了 134

项改进该系统的建议，这五个大类包括：(1)以儿

童需求为其核心的新系统；(2)公法上的变更；(3)

私法上的变更；(4)发展家事司法系统中领导；(5)

司法制度及其更广泛的人才。 

从 2012年 2月出版的《〈家事司法审查〉：政

府的回应》和 2012年 6月出版的详细的行动指南

可以看出英国政府接受并承诺针对 134 项建议中

的绝大部分采取行动。 

2014年 4月 22日，一代人为之努力的最彻底

的家事司法改革开始生效，这项改革坚定地将儿童

置于系统的核心，并实施了许多由《家事司法审查》

提出的建议。设立“单一的家事法院”成为现实，

《2014 年儿童与家庭法案》中的条款也已得到实

施。英国家事司法的现有局面相比于当初《家事司

法审查》曾经指出的状况已经有了较大改观。本章

节将列出这一新局面的主要特性。 

(一)“单一家事法院”的设立 

英国新成立的家事法院设立了联合法庭，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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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处理绝大多数家事诉讼的法庭。原治安法院下

设的家庭诉讼法庭不复存在，新的单一郡法院也不

再有权限审理家庭事务。当事人再也不必考虑其应

该向哪个法院申请诉讼了，在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申

请立案的单一受理点，每个案件都被分配到最合适

的某一级别的法官手中，并同时分配到合适的开庭

地点。 

“单一家事法院”的设立为那些通过法院解决

纠纷的人们，以及在法院的工作人员自身提供了更

简便的程序。法庭可以坐落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任

何地方，相较于旧的家事司法系统更为灵活。从非

专业治安法官到高级法院的各级法官都可以出席

家事法庭，不会因为不同法院之间的案件移送而导

致审理期限的延误。这些简化的程序为建立一个以

儿童需求为核心的新系统提供了帮助。 

(二)公法上的变更 

2011年，《家事司法审查》报告问世时，英国

家庭青少年看护以及监护案件的审理期限的延误

是一个备受诟病的问题，因这样一个诉讼程序平均

要花费 55周才能完成。[6]家庭青少年看护案件程

序涉及社会中最无辜的儿童，人们也普遍认识到审

理期限的延误给相关人员造成了伤害和混乱。自此

以后，英国政府和更广泛的家事司法系统对此问题

采取了重大而广泛的改革措施，成功地减少这些延

误。2014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英国家庭青少年看

护以及监护案件审理的平均期限已缩短至 32周。 

《2014 年儿童与家庭法案》为所有的家庭青

少年看护以及监护案件设定了 26 周的审限，我们

期待这一审理期限的规定能进一步减少审理期限

的延误，给参与其中的儿童带来更大的确定性。在

特定情形下，法院可以将 26周的审理期限再延长

8周，以便公正地处理诉讼案件。 

(三)调解机制的介入 

作为英国政府鼓励解决家事纠纷的举措之一，

目前的法律规定希望将涉及儿童抚养或财务问题

提交至家事法院或高等法院进行辩论的当事人，应

在适当情况下首先参加调解信息评估会议。设立这

一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了解更多关于家庭调

解的信息，以及会议本身是否适合他们。但是，也

存在不适用的情形，例如家庭暴力或虐待儿童的案

件。为了支持这一举措，英国政府在法律援助的范

围内维持了家庭调解和调解法律救济。如果案件的

一方当事人得到了法律援助，那么双方当事人参加

最初调解信息评估会议的费用均可以由政府法律

援助承担。 

(四)私法上的变更 

《2014 年儿童与家庭法案》提供了一种新的

儿童安排法令，取代之前存在的独立居住和探视法

令。新法令旨在改变一种观念，即任意条款中如出

现“同居父母”，并不意味着父母双方中的一方比

另一方更重要。这项法令有着与之前探视法令同样

的强制执行力，体现了其重心回归到了对于儿童的

关注上。 

另一项关于父母参与的规定于 2014年秋天实

施，这项规定向父母传达了一个更为明确的信息，

即法院将对抚养权存在争议的儿童采取哪些安排

措施。其目的是为了鼓励父母更关注子女，表明每

个父母的参与才是子女生活“良好的开端”。 

(五)专家证据的引入 

2011 年的《家事司法审查》建议应提高在家

庭诉讼中适用专家证据的门槛，以避免冗长的拖延

和不必要的专家报告所造成的审理期限的拖延。

《2014 年儿童与家庭法案》条款以及 2010年《家

事诉讼规则》的变化意味着适用专家证据的情形已

“今非昔比”。现在只有当法官认为为了公正地解

决案件，以及所寻求的信息不能从另一方获得时才

能适用专家证据。 

(六)私法中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 

2013 年 4 月，绝大多数私人家庭法的事项都

被排除在以寻求咨询和代理为主的法律援助范围

之外。但当存在家庭暴力的证据或涉及儿童保护问

题时，法律援助仍旧存在，在家庭调解中也保留了

法律援助。 

2014年 4月 22日，英国公共家庭法律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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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向律师支付的法律援助费用发生了变化。法律援

助的费用在原有基础上降低了 10%，而为家庭青少

年看护案件而支付的固定费用反映了在此类案件

中所涉及的工作量，这也证明了公共法律案件在逐

步减少。 

考虑到财政上的挑战，2013 年 12月英国政府

引入了一项政策使得大多数专家参与民事、家庭和

刑事诉讼的费用降低了 20%。这些费用的减少也会

进一步降低其他服务的费用。以前英国家事法律援

助服务的报酬是根据法院的层级来确定的。随着

“单一家事法院”的施行，需要对家事法律援助报

酬的框架进行修改。这些变更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成

本，并保持和以前一样的支付水平和支付结构。 

英国政府正在修改现行的法律援助家庭倡导

计划。这是《家事诉讼规则》实践方向 27 A条款

改变所导致的结果，即减少法院文件夹的规模。多

数情况下，引入最多 350页的法院文件可以有效地

防止案件受到法院的“捆绑”支付，而 350页的数

据则是根据辩护律师的工作量和某些复杂的案件

计算得到的。这些变化旨在对法律援助客户、法律

市场整体薪酬水平或法律援助基金产生影响。 

(七)家事法院收费的变化 

2014年 4月 22日，英国家事法院的收费发生

了变化，这与民事和家事司法体系 

中发生的一系列更广泛的费用改革有关。2013

年 12月 3日至 2014年 1月 22日，这项议案被列

出，并提出了改革收费的建议，即通过成本恢复和

提高收费以使案件当事人为法院提供的服务而支

付费用。2014年 4月 22日，关于成本恢复方案咨

询意见的第一部分已经生效。 

二、英国《家事司法审查》颁布后家事司法的

数据分析 

(一)公法：自申请立案开始到第一个完整法令

颁布的审理期限 

 

 

 

 

结论：在此期间，青少年看护以及监护案件的

平均审理周期从 55.6 周下降到 32 周，减少了

42.4%。 

(二)公法：在 26周内结案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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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自 2014年 4月引入法定的 26周审限规

定后，结案百分比越来越高。 

(三)私法：自申请立案开始到第一个完整法令

颁布的审理期限[7] 

 

(四)调解 

 

三、新家事司法系统 

“通过我们提出的改革方案，我们将采取切实

可行的措施以确保儿童的声音在法庭审理之前和

审理期间都能被听到。”[8]英国政府已经认识家事

法院的审判结果对儿童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因此，

英国政府对家事司法进行改革的核心目的就是致

力于改善儿童在参与司法活动的体验。 

英国政府关于《家事司法审查》的回应中对设

立家事司法委员会(“the Family Justice Board”)

必将让绝大多数建议得以实现予以了肯定。 

完善家事司法系统和青少年法庭程序信息是

英国家事司法委员会提出的第一个建议。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英国儿童和家事法院咨询及资助署于

2006年创设的家事公正青年委员会(“the Family 

Justice Young People”)的角色功能正在向整个

英国家事司法体系扩张。家事公正青年委员会有

43 人，均是曾经经历过家事司法、或对于家事司

法系统有着浓厚兴趣的儿童和青年。这些委员帮助

确保家事司法委员会的工作以儿童为出发点，并且

与儿童的利益紧密结合。 

为完善参与家事司法系统的年轻人的信息，英

国家事公正青年委员会已经制作了一份包含儿童

友好内容的词汇表，让英国儿童和家事法院咨询及

资助署的家事法院顾问充分了解这些儿童的信息，

以便在家事诉讼开始的时候给予儿童所需的帮助。

家事公正青年委员会正在起草国家宪章中涉及儿

童的家事司法系统的内容，并与一些家事司法机构

会面寻求达成一致意见。家事公正青年委员会最近

完成了对英国儿童和家事法院咨询及资助署办公

室的第一轮视察，开始了对由全国儿童探视中心协

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ld Contact 

Centres”)认证的探视中心的视察。另外，在约克

郡一个试点法庭的审查计划也在同步进行。 

这次视察探视中心和审查法庭由经过培训的

董事会成员负责，他们在探视中心考察了为儿童和

年轻人准备的设施，确保这些设施与年龄相符，且

合适、安全。这次视察也包括如何收集儿童的反馈

信息的内容。对法庭的审查还涉及儿童与合适的法

官在法庭上进行讨论。家事公正青年委员会会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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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视察撰写报告，将评估设备情况以及提出改进的

建议提交给探视中心或者法庭。 

四、公法上的变更 

“我们将在公法中做出的改变意味着一个家

事司法系统中的延误不再是可接受的，并且系统对

儿童的关注更加清晰。”[9]《家事司法审查》的关

键问题之一便是公法中审理期限的延误。人们担心

这些延误会对脆弱儿童的发展产生长期的影响，这

促使英国政府自《家事司法审查》问世后开展了大

量工作。 

《家事司法审查》强调，对某些儿童来说最好

的照顾方式是通过国家干预来给予保护。但国家干

预并没有成为困扰家事司法系统审理期限延误的

借口。多年来，英国为减少审理期限的延误采取了

诸多尝试，而这个具有明显难度的问题或许需要采

取更激进的方法加以解决。 

(一)已经取得的成绩 

英国政府试图改善导致延误与效率低下的司

法制度和进程，并改变将延误视为不可避免的文化。

《2014 年儿童与家庭法案》为家庭青少年看护以

及监护案件设定了 26周的审理期限，规定了第四

部分其他程序。[10]在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情形下，

可以将 26周的审理期限再延长 8周，以便公正地

审结程序。该法案还明确表示，在起草、修改或延

长案件的时间表时，法院必须特别关注这一裁决对

儿童福利的影响。 

为协助地区准备初级立法的准备工作，2013

年 7月至 10月间所有地区都采纳了修订后的《公

共法律纲要》。《公共法律纲要》是由家事程序规则

委员会、司法办公室、儿童和家事法院咨询及资助

署以及儿童服务董事协会共同协商起草的，直到

2014 年 4 月都保持效力。这一纲要为英国各个地

区提供了相关的法律基础，使其能够在主要立法颁

布前尽可能地规范审限，达到一定的要求。 

2014年 4月 22日颁布的《公共法律纲要》针

对青少年看护、监护案件以及其他第四部分程序方

面的内容正式生效。新的《公共法律纲要》在试点

期间收集了反馈意见，并在 2013年 11月期间进行

了一次家事程序规则委员会有针对性的咨询。 

在前期准备阶段，修改后的《公共法律纲要》

包括一些旨在改善个案管理的措施，以及由地方当

局进行的“前期”工作。英国所有的法官、地方法

官、家事专家法律顾问和社会工作者都接受了新的

《公共法律纲要》的培训。此外，2014 年的《公

共法律纲要》还推出了一项针对青少年看护、监护

以及其他第四部分程序的申请表格。 

《2014 年儿童与家庭法案》制定了进一步确

保围绕儿童类型案件的时间表，并且做出了明确的

参考儿童福利的规定。该法案同时明确了当法庭考

虑某个看护方案时，应该关注那些对于是否要做出

看护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问题。该法案还取消了最

初的临时青少年看护令，以及临时监护令 8周和后

续法令 4周的时间限制，允许法庭在其认为合适的

时间长度作出临时命令，并且作出的临时命令仍不

能超过有关青少年或监护法令程序所处理的期限。 

通过更强的关注和更有力的案例管理，在两年

时间里英国家事案件平均审理期限减少了近 20周

时间。2014 年 1 月至 3 月的数据显示，处理一起

青少年看护和监护法令案件的平均时间为 32周，

相较于 2011年 11月的《家事司法审查》所报告的

55 周而言，保持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是一个重

大的进步，但要在公法的程序上更进一步以实现并

维持审理期限 26周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家事毒品和酒精法院(“the Family Drug and 

Alcohol Court”)已经从伦敦拓展设立至英国其他

地区，如米尔顿凯恩斯和白金汉郡。伦敦家事毒品

和酒精法院的一份独立评估指出，其成功地在早期

治疗过程中介入，从而解决父母药物滥用的问题，

进而改善了儿童的健康状况。高等法院家庭事务部

主席詹姆斯芒比(James Munby)爵士也表明其支持

家事毒品和酒精法院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要求指定

的家事法官在其管辖的地域内与当地机构合作，并

考虑设立家事毒品和酒精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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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家的角色 

《家事司法审查》还指出在公法程序中存在过

度使用专家报告的问题。过度使用专家报告也导致

了审理期限不必要的延误，令人对专家对案件所作

的贡献感到深深的忧虑。目前初步的立法已经限制

了在涉及儿童的诉讼中使用专家证据的情形，法官

只有在引入专家证据才能公正解决案件时才能考

虑使用。如果希望在这些诉讼中使用专家证据，那

么法庭必须考虑审理期限延误对儿童的影响，以及

是否有可能从已经参与的其他各方中获得相关信

息。 

2013年 11月，英国家事司法委员会以及司法

部联合出版了一份文件，在文件中同意了已经制定

的专家证人的认可标准。家事程序规则委员目前正

在考虑的是这些标准是否都要纳入到家事程序规

则或司法实践中。英国法律学会 (“the Law 

Society”)和家事司法委员会一直在努力提高律师

对于该如何使用专家证人的理解。 

五、私法上的变更 

“支持家庭达成他们自身的协议。”[11]英国

政府联合项目(2010 年 5 月)[12]包括对家事法进

行全面审查，在其他事务中增加使用调解的承诺。

此后英国政府加强了对在法院外进行争议解决的

承诺，并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父母分开的时

候，他们是安排儿童生活最合适的人选。正是这样

的信念支撑着英国对私法的改革。 

(一)已经取得的成绩 

《家事司法审查》认为最重要的是当儿童的父

母分开时，为父母提供清晰、一致的信息，让他们

知道自己的责任。英国政府已经研发了一款“解决

分离”网络应用程序，将其作为提供这类信息的主

要途径。它包含了关于父母责任、情况说明以及与

一系列合作伙伴组织联系的信息，而这也促进了一

种分离的协作方式。 

家庭破碎后，为了加强子女与父母双方关系的

重要性以维护子女的最大利益，立法做出了改变。

这些条款清楚地表明儿童福利仍是最重要的，考虑

父母参与的案件类型和程度时，法庭必须优先从儿

童福利的方面予以衡量。针对这一问题，《家事司

法审查》仍保留了祖父母提出申请离开庭法的要求。 

为了支持父母达成关于他们对于子女的看护

协议，一个新的育儿计划已被制定。制定新的育儿

计划的目的是在未来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将焦点聚

焦于儿童，帮助父母改善他们之间的沟通方式。该

计划已于 2014年 3月推出，可以在英国儿童和家

事法院咨询及资助署网站上进行浏览。 

在《2014 年儿童与家庭法案》中，新的儿童

安排法令已经取代了探视和居住法令。父母有资格

申请这一法令，无论他们是否负有父母的责任。和

以前一样，符合特定资格标准、更广泛的家庭成员

可以在法庭许可的情况下申请该项法令。为了支持

这一点，当将儿童托付给一个不是父母或监护人的

情形时，在该法令生效期间，赋予了他们父母的责

任。这很大程度上与之前的立场无异，唯一的区别

在于儿童安排法令任命与儿童在一起的某个人时，

法院必须考虑给予其父母的责任是否适当。 

这项规定是通过对《1989 年儿童法案》进行

修订而规定于《2014年儿童与家庭法案》中的。 

英国政府保留了探视和儿童抚养之间没有直

接关系的立场，规定与儿童一起生活的人，必然不

能依赖于提供经济给养的人，儿童有权获得探视和

经济给养，且父母双方都不应拒绝提供。 

(二)调解 

为了支持文化上的变革，鼓励父母和夫妻双方

尽早达成有关儿童和财务上的安排以减少冲突。目

前的法定要求是潜在的申请人在涉及儿童和有关

的经济纠纷时，必须首先参加调解信息评估会议，

以便了解他们是否适合调解，并知晓法庭之外争端

解决的选项。关于豁免参加调解信息评估会议的特

例在很大程度上与在申请前协议中规定的相同。如

果有证据表明存在家庭暴力或有家庭暴力的风险，

那么申请人就可以豁免参加调解信息评估会议，并

可能转向法院起诉。申请人、其法定代表人或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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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填写的申请表上进行了任何相关的豁免的声明。 

为了促进家庭调解，我们正与中介部门密切合

作，以支持家庭调解委员会作为家庭调解员的专业

机构促进家庭调解并帮助希望解决纠纷的人们。此

外，英国政府还要求戴维·诺格罗夫 (David 

Norgrove)爵士主持一个简短的、时间有限的调解

工作小组，提出建议以改善民众对调解的接受度。

该工作小组提出如果案件的某一方有权获得法律

援助，那么案件双方当事人参加第一次调解会议均

可以得到资助，英国政府于 2014 年 8月出版了对

各项建议的回复。此外，当双方当事人中至少有一

人符合条件时，那么双方当事人参加调解信息评估

会议均可以得到资助，而对于所有有资格获得法律

援助的人同样提供调解和法律援助的资金。第一个

单独的调解会议于 2014年秋季实施，并在 3年时

间内进行为期 6个月的审查以评估其影响。 

(三)单一的家事法院 

《家事司法审查》明确指出，对于需要使用法

院的家庭来说，受理家庭事务纠纷的法院层级过于

繁多造成了困惑。为了应对简化司法管辖权及其支

持系统和程序的需要，“单一家事法院”于 2014

年 4月 22日正式成立。该家事法院取代了由家庭

诉讼法庭、郡法院和高等法院构成的三级体系。从

地方法官到高级法院法官都可以加入家事法庭。

《家事司法审查》还建议家事法院为所有申请者提

供指定的受理点，消除他们之前所面临的程序上的

混乱。 

目前，申请将被分配到最适合的级别法官手中。

把关团队基于对若干因素的评估进行分配，如案件

的复杂性、司法的连续性、需要将延误最小化以及

合适的听证地点等。所有法官都可以参与家事法庭

审理，案件不再需要因为归不同法院管辖而进行移

送。这将减少审理期限的延误并提高参与诉讼家庭

的连续性。家事法庭可以坐落于任何地方，但是在

大多数情况下，家事诉讼仍然在治安法院和郡法院

大楼里进行审理。 

通过设立“单一家事法院”，《家事司法审查》

推荐政府借助立法来调整地区法官的权力。只要有

适当的授权，所有类型的地区法官都可以在地区一

级的家事法院中进行审判，并且应当被分配相同层

级的工作。无论他们是家庭事务部门的主要注册中

心的地区法官，还是郡法院的法官或治安法院的法

官。 

虽然家事法院拥有高等法院和郡法院的权力，

但高等法院仍将审理高等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如

果案件事实复杂，需要高等法院法官审理，但是案

件不属于高等法院专属管辖范围，则并不必须将其

移送到高等法院。这些案件可以继续留在家事法院，

也可以由高等法院的法官审理。这样的举措应该可

以减少审理期限上的延误。 

六、加强对家事司法改革的领导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连贯有效的系统，通

过我们提出的改革方案，这个系统将利用所有各方

能带来的专业知识，为用户提供有效的服务。”[13]

《家事司法审查》对于家事司法系统的评估曾是毁

灭性的。《家事司法审查》认为家事司法系统根本

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英国政府现在寻求建立一

个以儿童为中心的新体系，并将其奠基于所有参与

组织之间的密切伙伴关系上。该体系统一由 2012

年 3 月成立的家事司法委员会领导，随后地方家事

司法委员会也在全国各地设立。 

由政府资助的英国儿童和家事法院咨询及资

助署于 2014年 4月从教育部归入司法部管理。这

项举措支持了《家事司法审查》提出的建议，使法

院的社会工作职能更接近法院程序。 

戴维·诺格罗夫(David Norgrove)爵士主持的

《家事司法审查》承认家事司法系统需要提高领导

力以及家事司法的协调性。成立于 2012年的英国

家事司法委员会汇集了家事司法系统内部核心组

织的高层人物，他们有权做出行政决策并进行资源

配置。自成立以来，家事司法委员会一直致力于通

过激进的变革在家事司法体系中促成文化变革并

不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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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成立的地方家事司法委员会需要审查

当地的程序并通过绩效信息小组向全国家事司法

委员会进行报告。绩效信息小组负责推动家事司法

委员会的工作，以提高全国范围内的系统绩效。绩

效信息小组负责将家事司法委员会中地方家事司

法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传达到各地，从而推动地方一

级的绩效改善。家事司法委员会被要求每年公布一

份年度报告，该份报告追踪过去一整个财年中委员

会针对一系列协议的关键绩效指标的进展情况。 

七、司法制度与法律人才 

“通过我们提出的改革方案，我们将培养出更

有能力、更有能力的人才。”[14]正如英国政府在

回应《家事司法审查》时作出的声明，涉及家事司

法系统的一系列广泛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同心协力，

为家庭和儿童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一)已经取得的成绩 

2012年 12月以来，英国高级法官包括指定的

家事法官已经接受了领导和管理培训，这些培训的

重点是家庭关系和家庭领导，以及领先的法院中心

团队的特定司法技能。 

从 2014年 3月开始，所有新任职的司法领导

都必须参加由英国司法学院组织的领导培训。一系

列措施已经被采取以帮助改善家事诉讼的司法连

续性，《家事司法审查》发现了一个对改善家事司

法系统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英国女皇陛下的法院

和法庭服务(Her Majesty's Courts and Tribunals 

Service, HMCTS)发布指导并经案卷主事官以及高

等法院家庭事务部主席同意，要求法庭的地址安排

位于法院和司法部门之间，以确保所有相关案件均

可以做到司法连续性。《公共法律纲要》的补充文

件，包括高等法院家庭事务部主席关于司法连续性

和部署的指导意见，将司法连续性的要求扩展到了

专业法律顾问和地方法官。这次改革中涉及到的具

体培训已经交付给了所有拥有公法资格证的法官。

司法学院为法律顾问和地方法官准备好培训材料，

并已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传递。 

(二)儿童服务 

英国政府为线上参谋学院提供了 800 万英镑

资金，为当地政府儿童服务机构中主要和高级领导

职位设计和组织专业提供发展机会。英国儿童服务

的主管能够获得同行的指导和帮助以应对大规模

系统范围的挑战，推动更好的服务交付，并对结果

产生更大的影响。 

朱迪斯·马森(Judith Masson)教授于 2013

年发表的《法律规定的伙伴关系？》[15]显示若“诉

前函件”使用得当将对诉讼非常有帮助。在某些案

件中，他们可能会把所有诉讼案件转移到一起。经

过广泛的建议和咨询，英国政府建议地方当局根据

案件的紧急情况，向父母至少发出两封函件中的一

封。如果案件并不紧急，将发出一封预先审理的函

件，向当事人陈述可能的诉讼程序以及邀请讨论等

内容。如果当局认为需要立即进行诉讼，那么立即

开庭的函件也将会发出。 

为改善法院与独立审查官、监护人与独立审查

官(“the Independent Reviewing Officer”)间

关系，一个很好的实践协议已经被开发出来。英国

儿童和家事法院咨询及资助署、独立审查官管理团

队 ( “ the Independent Reviewing Officers 

Managers’Group”)、独立审查官全国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Reviewing 

Officers”)与教育部合作共同开展指导工作，确

定了英国儿童和家事法院咨询及资助署以及独立

审查官在青少年看护诉讼程序中各自的角色。儿童

服务董事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Directors of 

Children‘s Services”)认可该实践协议是一种

良好的做法，并敦促所有地方当局在他们的诉讼程

序中使用该协议。 

英国政府委托社会工作学院(“the College of 

Social Work”)制定了一份有关青少年看护诉讼程

序的知识和技能的短期课程指南，旨在针对高等教

育机构、地方当局和其他为社会工作者提供持续专

业发展(“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培训的机构。该指南于 2013年 5 月出版，并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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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学院的网站上提供。我们还在考虑如何落实

马丁·纳雷(Martin Narey)爵士[16]在 2014 年 2

月发表社会工作教育评论时所提出的建议。 

英国女皇陛下的法院和法庭服务和司法部门

已经与政府工作人员一起设计并实施了对于公法

以及私法有效的案例管理程序。支持并逐步改善公

法程序是英国女皇陛下的法院和法庭服务的主要

业务目标。该机构增加了办公资源，改进其管理信

息和案例管理的工具(对《家事司法审查》中的具

体建议进行了回应)，实施了一项有针对性的绩效

改进计划，该计划由各个地区的英国女皇陛下的法

院和法庭服务领导和服务。同时，英国女皇陛下的

法院和法庭服务主管也主持家事司法委员会的绩

效改进小组。 

《家事司法审查》建议司法工作人员应该灵活

地开展工作，以支持家事法庭的法官。英国政府已

经立法允许司法工作人员在家事法庭上履行职责，

包括处理无争议的离婚案件。英国高等法院家庭事

务部主席同意了这些新规，这将有助于法官腾出时

间来关注更复杂的案件。 

(责任编辑：廖宇羿) 

【作者】 [英]西蒙·休斯，[英]爱德华·蒂

姆普森，唐豪臻(译) 

【注释】 *西蒙·休斯(Simon Hughes)，英国

司法及公民自由国务大臣；爱德华·蒂姆普森(Ed

ward Timpson)，英国负责儿童和家庭事务的国会

副国务卿。 

**唐豪臻，北京奋迅(上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

师。本报告由英国教育部、英国司法部于 2014年

8 月 20 日联合发布，本文引言部分系对原文“联

合部长前沿”的修改，原文来自：https://www.g

ov.uk/   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

attachment_data/?le/346005/family-justice-r

eview-update.pdf。本文文本由译者自负其责。 

[1]原文来自：https://www.gov.uk/governm

ent/publications/family-justice-review-?nal

-report,   2017 年 8月 18日访问。 

[2]译者注：英国的法院大致分四级六类法院，

即“郡法院”(County Court)、“治安法院”(Mag

istrate’s Court)，“王座法院”(CrownCourt)，

“高等法院”(High Court)、“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最高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gdom)。“郡法院”(County Court)，是

设在农村、乡镇的基层法院。专门审理能进入快速

通道的、小额债务案件，以及各类诸如遗嘱、侵权

等民事案件和各类轻微的刑事案件。参考：https:

//en.wikipedia.org/wiki/County_court#Englan

d_and_Wales, 2017年 8月 18日访问。 

[3]译者注：此处特指英国司法部：《〈家事司

法审查〉：政府的回应》，载于：https://www.gov.

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

ment_data/?le/217337/fjr-eia.pdf,   2017 年

8月 18日访问。 

[4]译者注：此处的三级法院特指，英国家事

司法体系中的“家庭诉讼法庭”(family proceed

ing court)、“郡法院”(County Court)、“高等法

院”(High Court)，“家庭诉讼法庭”(family pr

oceeding court)为“治安法院”(Magistrate’s 

Court)的法官处理民事纠纷时所组成的法庭，参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mily_procee

dings_court, 2017年 8月 18日访问 

[5]译者注：原文为“Ofsted”，全称为“Of?

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 Children's S

ervices and Skills” 

[6]该平均时间基于所有在家室司法系统中的

案件计算产生。 

[7]译者注：此处特指《1989 年儿童法案》中

的第八部分，即儿童安排法令。Children Act 19

89Section 8– Child Arrangements Orders。 

[8]《〈家事司法审查〉：政府的回应》第 10

页，访问地址：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

/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le/177097/

CM-82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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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家事司法审查〉：政府的回应》，第 12

页，访问地址：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

/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le/177097/

CM-8273.pdf。 

[10]译者注：《2014年儿童与家庭法案》第四

部分包括对儿童保育机构的要求，向幼儿提供托儿

服务的要求，废除地方政府的职责以保证评估儿童

保育的充分条件，管理机构：提供社区设施，儿童

保育费用计划：预备支出，参考：http://www.le

gislation.gov.uk/ukpga/2014/6/contents/enac

ted，访问时间：2017年 8月 19 日。 

[11]《〈家事司法审查〉：政府的回应》，第 18

页，访问地址：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

/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le/177097/

CM-8273.pdf。 

[12]原文参见：www.gov.uk/government/upl

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le/789

77/coalition_programme_for_government.pdf，

访问时间：2017年 8月 19日。 

[13]《〈家事司法审查〉：政府的回应》，访问

地址：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

uploads/attachment_data/?le/177097/CM-8273.

pdf   。 

[14]《〈家事司法审查〉：政府的回应》，第 28

页，访问地址：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

/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le/177097/

CM-8273.pdf   。 

[15]原文参见：https://www.researchgate.

net/publication/272300860_Partnership_by_La

w_The_Pre-Proceedings_   Process_for_Famili

es_on_the_Edge_of_Care_Proceedings，访问时间：

2017年 8月 19日。 

[16]马丁·纳雷(Martin Narey)是英国慈善机

构巴纳多(Barnardo)的前任主席，目前担任英国国

家犯罪管理局的首席执行官。 

成年人監護擬增意定監護制 行政院通過民法修正草案 

2018-09-28 法源法律網-法律新聞-《民事》  法源編輯室 

https://www.lawbank.com.tw/news/NewsContent.aspx?NID=155021.00 

行政院昨（二十七）日通過民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增訂「成年人之意定監護」，未來法院為監

護之宣告時，如果本人事前訂有意定監護契約，以

意定監護優先為原則。 

法務部表示，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須有更

完善的成年監護制度，現行成年人監護制度依照民

法第１４條規定，是在本人喪失意思能力才啟動之

機制，無法充分符合受監護人意願，而本次研擬的

意定監護制度，是在本人之意思能力尚健全時，本

人與受任人約定，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受任人允

為擔任監護人，以替代法院依職權選定監護人，使

本人於意思能力喪失後，可依其先前之意思自行決

定未來的監護人。 

配合意定監護之增訂，草案明定除意定監護受

任人得為監護宣告之聲請人外，輔助人及利害關係

人也可以為聲請人。要是受任人為數人時，除約定

為分別執行職務外，應共同執行職務。而法院為監

護宣告時，若本人事前訂有意定監護契約，應以意

定監護優先為原則，但如果有事實認定意定監護受

任人不利於本人，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法院仍得

依職權就民法第１１１１條第１項規定所列人選

中選定監護人，不受意定監護契約之限制。 

此外，意定監護契約訂立後，當事人在法院為

監護宣告前，可以隨時撤回。而前後意定監護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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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牴觸者，視為本人撤回前意定監護契約。且意

定監護契約約定受任人執行監護職務不受民法第

１１０１條第２項、第３項有關監護人處分財產之

限制者，尊重當事人意思而從其約定。另要是法院

為監護宣告後，監護人共同執行職務時，監護人全

體或監護人數人分別執行職務時，執行同一職務之

監護人全體有民法第１１０６條第１項或第１１

０６條之１第１項情形者，法院可另行選定或改定

監護人。相 關 資 料 

● 民法第 14,1101,1106,1106-1,1111,1113 條 

● 家事事件法第 122,166,167,169,170 條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3 年度家訴字第 127 號民事判決 

● 法務部法律字第 10703507630 號 

● 法務部法律決字第 0980045571 號 

● 我國制定意定監護制度之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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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书籍推荐 

2017 年第 5 期目录及摘要 

2018-09-26 中国应用法学杂志   中国应用法学 

https://mp.weixin.qq.com/s/X_eLusee3gWJqAi4n2CwmQ 

 

 特稿  

1.大力加强杭州互联网法院建设探索互联网

司法新模式服务保障网络强国战略 

作者：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首席大法官 ） 

 高端论坛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伟大探索和

实践 

作者：沈德咏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 

3.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李少平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

院长，二级大法官） 

4.意大利最高法院的改革 

作者：[意] 乔万尼·坎齐奥 （意大利最高

法院院长） 

 专题策划；家事司法的国际视野  

5.21 世纪全球家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 

作者：刘敏(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内容摘要：家事事件具有特殊性，需要特殊的

程序规则予以规制，由此，家事诉讼立法应运而生。

21 世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家事诉讼立法内容存

在一些共同点，形成了共同趋势。这些共同趋势是：

强调家事案件的统合处理；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

化原则；适用或者部分适用非讼原理；注重当事人

和程序关系人的程序保障；注重通过调解或和解处

理家事案件；强调家事案件处理过程中的社会参与。 

关键词：家事诉讼法  家事诉讼程序  发展趋

势 

6.中国家事审判改革探析 

作者：叶向阳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

法官） 

      陈逸群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

法官）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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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自最高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改革试点

以来，各地法院在非讼化、人性化、专业化、联动

化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改革创新，取得了良好的

成效。但是，在新形势下，基于种种原因，家事审

判改革仍然面临着困境与挑战。在实践中，家事审

判改革应从事后救济走向源头预防，借力社会力量

参与诉讼，进一步转变家事审判理念和审理方式，

强化联动治理，发挥整体合力。 

关键词：家事审判改革 背景分析 改革现状 

发展方向 

7.日本家事调解制度新动向及启示 

作者：徐文海 （同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陈俊（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民三庭

庭长） 

内容摘要：随着 2011 年日本家事事件程序法

的制定及民法的修改，日本家事调解制度在全案调

解前置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了反思。同时，日本家事

调解制度对如何促进同席调解和别席调解有效分

工，如何强调家裁调查官的调查与调整机能的统一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我国不仅可以对日本家

事调解制度的新发展予以借鉴，还可以结合我国人

民调解制度的经验和人民调解员的基础构建我国

独立的家事调解体系。 

关键词：家事调解制度  调解前置主义  同席

调解  家裁调查官 

8.新加坡家事司法改革概略与规划 

作者：[新]邓碧云 （新加坡最高法院司法委

员,家事专门法院首席法官） 

内容摘要：2014 年 10 月 1 日，具有新加坡

家事审判改革里程碑意义的家事法院（Family 

Justice Courts）成立，它把原属国家法院的家事

法庭、青年法庭以及高等法庭的家事部门纳入羽翼

下，旨在通过不断地扩充整个家事司法架构及完善

其运行模式，确保新时势下的每一个家庭、孩子、

老人都充分、公平地享有司法正义。家事法院的首

席法官邓碧云女士在 2017 年新加坡的家事审判

工作会议上的演讲突出强调了实现家事正义的重

要性，介绍了以儿童为核心和着眼于未来的一系列

新的家事审判机制建构及具体的实务运作安排。籍

以此为我国正在推进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

改革提供借鉴经验。 

9.美国家事法庭解决抚养纠纷的新机制 

作者：杨小利 （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 

内容摘要：儿童最佳利益原则是家事纠纷中解

决婚姻纠纷和抚养关系争议应首要遵循的原则。在

该原则指导下，美国家事法庭适用抚养协调机制解

决因子女抚养问题再次起诉的案件。抚养协调机制

是由心理学等专业人士主导的“准司法”的预审程

序，该程序是在法庭保留对程序监督权的前提下，

通过法庭命令或当事人同意的方式授予协调员裁

决权，以便快速、及时解决抚养争议。裁决做出前，

协调员需借助其专业知识，充分发挥其评估、教育、

协调等作用，使该类纠纷的解决朝着治疗型、问题

解决型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抚养协调机制  以儿童为中心  协调

员  裁决 

10.英国家事司法的发展前景 

作者：[英]西蒙·休斯 （英国司法及公民自

由国务大臣） 

      [英]爱德华·蒂姆普森 （英国负责儿

童和家庭事务的国会副国务卿） 

内容摘要：2011 年 11 月，英国司法部发布

了《家事司法审查》，在五个大类上提出了 134 项

改进整个英国家事司法系统的建议。2012 年 2 月，

英国司法部发布了《〈家事司法审查〉：政府的回应》，

同年 6 月出版了更为详细的行动指南，接受并承

诺针对 134 项建议中的绝大部分采取行动。自政

府作出回应后，家事司法系统便经历了“凤凰涅槃”

般的改革。2014 年 8 月，英国教育部和司法部联

合发布了《英国家事司法的发展前景》（即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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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了英国在家事司法改革中已经取得的显著成

就。 

 实证研究  

11.论我国“法律学徒”式法官助理制度的构

建 

作者：陆晓燕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博

士研究生，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庭庭长，中国

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法治发展战略研究所特邀研究

员 ） 

      张琨（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庭法

官） 

内容摘要：法官助理制度是当下司法改革中推

进法官精英化的一项重要的审判辅助制度。学术界

尚未提出“司法公务员”式法官助理与“法律学徒”

式法官助理的分类，但两者在实践中又以鲜明的对

比形态呈现。我国目前推行的“司法公务员”式法

官助理受到种种限制，无法破解我国法官精英化的

困境。域外存在法官助理的另一种形态——“法律

学徒”式法官助理；反观本土，“法律学徒”式法

官助理的土壤亦已有之，“法律学徒”的雏形业已

形成，但因定位不准而发展受限，故而有必要将两

类法官助理衔接使用，以构建我国“法律学徒”式

法官助理制度，并确定具体要素。 

关键词：法官助理 法官精英化 法律学徒 

司法公务员 

12.美国司法公开面面观 

作者：[美]杰弗里·S·吕贝尔斯 （美国大

学华盛顿法学院行政法学教授） 

内容摘要：2016 年 12 月 15 日，北京大学

和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联合举办了“中国司法改革

现状”研讨会。本文系根据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院

的杰弗里·S.吕贝尔斯教授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内

容整理而成。本文从司法意见的公开及其价值、法

庭的便利性、法院的对外宣教、法院对网络和社交

媒体的应用、庭审公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庭

审直播和录音录像、诉讼档案的查阅和获取、法院

与新闻媒体关系等九个方面，对美国的司法公开现

状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随着司法公开在中国的不

断深入与持续进步，相信本文所阐述的美国经验将

对中国的司法公开工作有所裨益。 

13.我国问卷调查证据的法律适用 

作者：周琨（湘潭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博士研究生，法治湖南建设与区域社会治理协同创

新中心研究人员） 

内容摘要：问卷调查证据实现了对个体的主观

认知以数据形式的客观展现，已为美国司法实务中

广泛运用。然而，我国问卷调查证据的司法运用却

面临概念界定不明、证据规则适用混淆、证据效力

判断标准模糊等一系列法律适用困境。为妥善应对

我国司法实践中问卷调查证据的法律适用难题，我

国证据立法对此类证据在概念界定、证据属性和适

用规则等方面的规定亟待完善，为我国司法裁判水

平的提升略尽绵力。 

关键词：问卷调查证据 鉴定意见 社会科学

证据 

 学术争鸣  

14.论买卖合同中违约方的解除权及适用范围 

作者：陈耀东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

授） 

      沈明焱 （南开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

硕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对于支持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案例，

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反响不同。就制度本身而言，解

除合同相较实际履行有其独立的价值。因《合同法》

第 94 条并未对享有解除权的主体进行界分，故赋

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符合法律的正义、自由、秩序

和效率价值。就法律效果而言，违约方在解约后可

以填充守约方的利益，因此，在非蓄意违约且损害



434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赔偿能填补守约方利益的种类物交易中，赋予违约

方合同解除权可以有效地解决合同履行的僵局。 

关键词：买卖合同 违约方 解除权 适用范

围 

 判解评析  

15.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确定的举证规则与证明

标准——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诉珠海金稻电器

有限公司、北京丽康富雅商贸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

计专利权纠纷案 

作者：苏志甫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主审法官，本案二审承办法官） 

内容摘要：“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

用”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从国家战略决策

的角度对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定位。但“举证难、

赔偿低”这一普遍性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司法保护知

识产权主导作用的发挥。上述问题的普遍性、长期

性存在多方面原因，其根本解决在于制定一套符合

知识产权诉讼特点的举证规则。就专利权的司法保

护而言，举证规则设计的核心在于充分考虑专利权

无形性、侵权行为隐蔽性等特点合理确定证明责任

和证明标准。在专利侵权损害事实的认定上，应充

分考虑专利权的特点、当事人举证能力以及便于最

大化查清事实、加大专利权保护等因素，合理运用

优势证据原则，引导双方当事人积极举证。确定优

势证据原则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标准将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司法保护专利权的力度，同样也将对“举

证难、赔偿低”问题的解决产生直接影响。 

关键词：司法保护 损害赔偿 举证规则 证明

标准 

16.安全软件号码标注的合法性分析 

作者：张建肖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博士后） 

内容摘要：安全软件号码标注虽为自主业务，

但其功能有助于实现公法义务或服务社会公共利

益。安全软件号码标注具有法理正当性，能便利接

听人选择权的行使，极大地保障了个体安宁生活的

权益和知情权。对安全软件号码标注的限制自由、

侵害隐私、损害交易机会等质疑难以成立。安全软

件号码标注案件裁判应坚持利益平衡，鼓励和照顾

科技创新应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衡量因素来斟

酌。 

关键词：安全软件 号码标注 合法 技术 

 法律方法  

17.法条之逻辑结构——以台湾“民法”法条

为例 

作者：游进发 （台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德

国柏林自由大学法学博士） 

 观点集萃  

◆第三方参与化解涉诉信访机制的完善进路

（林振通） 

◆审判委员会议案方式的辩论制改造（徐振华

王星光） 

◆基层法院未入额初任法官的“限权”发展路

径探析（林挚  韩斌） 

◆关于减刑假释庭审实质化的几点建议（曾娇

艳） 

◆论矿业权抵押担保中债权人的风险防范（陈

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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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电影推荐 

《信笺故事》（The Tale）｜家庭伦理电影｜ 

来源：百度百科、腾讯视频 

2018-09-01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编辑 

https://mp.weixin.qq.com/s/62Tv0mPWzTGEd2llZiDFO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0707&idx=1&sn=5146bd5ce3c63d8a43e766a40192e31c&chksm=8b1827c3bc6faed51100a384adee6e6565069adb822f3e6724662e6ddf81b5c8dec397579a47&mpshare=1&scene=1&srcid=0415sNFqNHgCsKWCqa1A8iTN&key=e2f055305b351fc96913e1531c546ced454dfee98783d2e03cea9ff3e61834fb7e2ef9e8c277d0d06084ab7c05317dd38603e8c0e0f0fd23f84b8e1b71d2511d2d1edad0fd42283115a61a2a5b80731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2BEVkHPBqPl9q3sjzgB4fPW0i5wMpk%2Fbz%2FTytPeLXX8sPji5mFKIDjZHmL2c2eI9&winzoom=1##


436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信笺故事》是 HBO Films 出品，由詹妮弗·福克斯执导，劳拉·邓恩、伊莎贝尔·内利瑟、伊

丽莎白·德比齐、杰森·雷特、弗兰西丝·康罗伊主演的剧情电影，于 2018年 5月 26日在美国上映。 

[1]  

该片讲述了一个 13 岁女孩被其跑步教练和马术教练强迫牵扯进二人的性关系、女孩在青春期对

此事的回忆，试图理解并串联多个事件并最终直面施虐者的故事。 [2]  

 

 

中文名  信笺故事 

外文名  The Tale 

制片地区  美国 

导    演  詹妮弗·福克斯 

编    剧  詹妮弗·福克斯 

类    型  剧情 

主    演  劳拉·邓恩，伊莎贝尔·内利瑟，伊丽莎白·德比齐，杰森·雷特，弗兰西丝·康罗伊 

片    长  114分钟 

上映时间  2018年 5月 26 日（美国） 

对白语言  英语 

imdb编码  tt4015500 

主要奖项  第 70届艾美奖最佳电影电视（提名） 

 剧情简介  

Jennifer（劳拉·邓恩饰）是一位在纽约工作的纪录片制片人，她正在完成她关于世界各地妇女生活

项目的报道。她收到了她的母亲 Nettie 的一系列电话，她发现了 Jennifer 在 13 岁时（伊莎贝尔·内利

瑟饰）为学校写的短篇小说。在其中，她描述了与她的骑马教练 Mrs.G（伊丽莎白·德比齐饰）和她的跑

步教练 Bill（杰森·雷特饰）在夏令营时的各种遭遇。Nettie 对女儿写作的影响感到不安，但 Jennifer

感到很困惑。她总是喜欢与两位魅力十足的成年人一起度过的时光。 

由 Nettie（艾伦·伯斯汀饰）怂恿并受到她的未婚夫（小朗尼·拉希德·林恩饰）的鼓励，Jennifer

渴望了解更多的故事，并在 30 年后找到过去那些人开始采访。但她采访的越多，她的记忆就越多，她发

现的问题就越多。随着她的沮丧情绪越来越高，她发现自己很难收起内心去了解真相，去想象她 13 岁时

的自我心理，甚至 Mrs.G和 Bill 的谈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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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介绍  

 

Jennifer 

演员 劳拉·邓恩 

四十八岁，Nettie 的女儿，Martin 的未婚妻，是一位纪录片制片人和教授，因她母亲在储藏间的一

个盒子里，找到她 13岁时写的故事，从而让她开始回忆，13岁那年与 Bill和 Mrs.G一起有关的记忆。 

 

 

Bill 

演员 杰森·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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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的跑步教练和 G夫人的情人，他抓住 13岁的少女急于成熟的心理，用所谓的“爱情”“成熟”

让她眩晕沉迷。他挑中那些内向的、被家庭疏忽需要关爱，渴望与众不同的女孩，分享他与马术教练格拉

夫人的婚外情“秘密”，让女孩子有了被成年人信任的骄傲。 

 

Mrs. G 

演员 伊丽莎白·德比齐 

Jennifer的骑马教练，也是同为 Jennifer的跑步教练 Bill 的情人，自身有一个丈夫和孩子，她既是

Jenny的朋友，也是工作上的伙伴，他们朝夕相处，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Jenny 

演员 伊莎贝尔·内利瑟 

13 岁的 Jennifer，犹太人，生性敏感细腻，出生在一个多子女家庭中，难以得到父母过多的关注。

后因学习马术和跑步教练 Bill建立“恋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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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记录 

时间 奖项 具体奖项 获得者 备注 

2018年 7月

12 日 
第 70届艾美奖 

最佳电视电影 《信笺故事》 提名 

电影最佳女主角 劳拉·邓恩《信笺故事》 提名 

《找到你》（Lost， Found）｜家庭伦理电影｜ 

来源：百度百科、腾讯视频 

2018-09-09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编辑 

https://mp.weixin.qq.com/s/9qVOD7x91lNIigraxqIR-Q 

《找到你》（Lost， Foun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0707&idx=1&sn=5146bd5ce3c63d8a43e766a40192e31c&chksm=8b1827c3bc6faed51100a384adee6e6565069adb822f3e6724662e6ddf81b5c8dec397579a47&mpshare=1&scene=1&srcid=0415sNFqNHgCsKWCqa1A8iTN&key=e2f055305b351fc96913e1531c546ced454dfee98783d2e03cea9ff3e61834fb7e2ef9e8c277d0d06084ab7c05317dd38603e8c0e0f0fd23f84b8e1b71d2511d2d1edad0fd42283115a61a2a5b80731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2BEVkHPBqPl9q3sjzgB4fPW0i5wMpk%2Fbz%2FTytPeLXX8sPji5mFKIDjZHmL2c2eI9&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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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你》是由吕乐执导，冯小刚监制的剧情电影，由姚晨、马伊琍领衔主演，袁文康、吴

昊宸等联合主演，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改编自韩国电影《消失的女人》，

讲述了身份迥异的两位母亲因一个孩子而命运参错重出的故事。2018 年 6 月，该片入围第 21 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 

《找到你》是由吕乐执导，冯小刚监制的剧情电影，由姚晨、马伊琍领衔主演，袁文康、

吴昊宸等联合主演，于 2018 年 9月 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1-2]。 

影片改编自韩国电影《消失的女人》，讲述了身份迥异的两位母亲因一个孩子而命运参错

重出的故事 [3-4]。 

2018年 6月，该片入围第 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 [5] 

 

中文名  找到你 

外文名  Lost，Found 

其它译名  谜踪 

出品公司  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等 [4]  

导    演  吕乐 

类    型  剧情 

主    演  姚晨，马伊琍，袁文康，吴昊宸 

片    长  102分钟 

上映时间  2018年 9 月 30日 

对白语言  普通话 

色    彩  彩色 

 剧情简介  

律师李捷（姚晨饰）正在离婚进行时，与前夫争夺女儿抚养权，拼命工作为给孩子最好的生

活，幸有保姆孙芳（马伊琍饰）帮忙照顾孩子视如己出。 一日下班，李捷发现保姆孙芳和女儿

毫无预兆地消失了，她内心最大的恐惧变成了现实。在追寻孙芳和女儿的下落时，她收到来自家

人的谴责声讨，甚至遭到警方的怀疑。几乎崩溃的李捷，靠着惊人的勇气，踏上独自寻访的旅程。

在追踪过程中，李捷逐渐接近了另一个女人——保姆孙芳的人生故事，她的身份原先都是谎言，

而真相也将浮出水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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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 

演员 姚晨 

 

孙芳 

演员 马伊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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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 袁文康 

一个工作上游刃有余、情感上却极具大男子主义的医生 

 

张博 

演员 吴昊宸 

一个义气、冲动、深情却也混不吝的社会小青年，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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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记录  

时间 届次 奖项 获奖方 获奖情况 

2018 年 6 月 
第 21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

爵奖 
最佳影片 《找到你》 入围 [10] 

《人生删除事务所》（dele ディーリー）｜家庭伦理剧｜ 

来源：百度百科、腾讯视频 

2018-09-15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编辑 

《人生删除事务所》（dele ディーリー）｜家庭伦理剧 

《人生删除事务所》（dele ディーリー）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0707&idx=1&sn=5146bd5ce3c63d8a43e766a40192e31c&chksm=8b1827c3bc6faed51100a384adee6e6565069adb822f3e6724662e6ddf81b5c8dec397579a47&mpshare=1&scene=1&srcid=0415sNFqNHgCsKWCqa1A8iTN&key=e2f055305b351fc96913e1531c546ced454dfee98783d2e03cea9ff3e61834fb7e2ef9e8c277d0d06084ab7c05317dd38603e8c0e0f0fd23f84b8e1b71d2511d2d1edad0fd42283115a61a2a5b807317&ascene=1&uin=MTYyOTYzMjU0Mw%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14b&lang=zh_CN&pass_ticket=2%2BEVkHPBqPl9q3sjzgB4fPW0i5wMpk%2Fbz%2FTytPeLXX8sPji5mFKIDjZHmL2c2eI9&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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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删除事务所》（dele ディーリー）是日本朝日电视台 2018 年制作的电视剧，由泷

本智行执导，山田孝之、菅田将晖主演。本剧以电子社会独有的“电子遗物”为主题，讲述了

围绕着专业承接在委托人死后为其删除电脑、手机中的电子数据的人生删除事务所发生的故

事。 

 

中文名 人生删除事务所 

外文名 dele ディーリー 

出品时间 2018年 

出品公司 朝日电视台 

制片地区 日本 

首播时间 2018.07.27 

导    演 泷本智行、常广丈太 

编    剧 本多孝好、金城一纪、泷本智行、青岛武、渡边雄介、德永富彦 

主    演 山田孝之，菅田将晖 

类    型 剧情 

上映时间 2018年 7-9月 

 

坂上圭司 

演员 山田孝之 

33岁。由于不明疑难杂症导致下半身瘫痪，过着轮椅生活的自由程序员。他与亡父设立的坂



445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18 年第 09 期综合版

 

上法律事务所合作，成立了「dele.LIFE」，承接在委托人去世后将其不想遗留在世上的电脑、手

机中的电子数据秘密消除的业务。 

 

真柴佑太郎 

演员 菅田将晖 

25岁。自由职业者，受坂上舞所托成为了坂上圭司的协助者。 

 

坂上舞 
演员 麻生久美子 

37岁。坂上圭司的姐姐，律师，继承了亡父设立的坂上法律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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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集剧情 

第 1集 

自由职业者真柴祐太郎因帮人办事被送上法庭，律师坂上舞以为其办理保释为代价，委托

他成为自家弟弟坂上圭司的协助者。坂上圭司是一名半身瘫痪，坐在轮椅上的程序员，经营着

「dele.LIFE」（人生删除事务所），承接在委托人去世后将其不想遗留在世上的电脑、手机中

的电子数据秘密消除的业务。在为某位死去的周刊记者办理数据删除业务时，在真柴祐太郎的

坚持下，坂上圭司打开了委托人电脑上的数据文件夹，二人随即被卷入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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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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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75789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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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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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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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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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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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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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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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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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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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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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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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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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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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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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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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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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       “继承法苑”继承法实务交流微信群群规则 

（2017年 11月版） 

“继承法苑”继承法实务交流微信群，群主：杨晓林，管理员：段凤丽、邓雯芬、付鹏博、李凯文、

王志锋、徐文丽、杨竹一、陈建宏、李炜、辜其坤、谷友军、季凤建、严健、王钦、李琳、万薇。 

1、建群宗旨 

继承无小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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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法制信息动态，继承审判动态、典型继承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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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群主题为继承法及继承诉讼及非诉讼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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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承法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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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凯文助理（微信号：13240475703）个人好友，请注明：城市+单位全称+

姓名+继承，申请加入涉外家事实务微信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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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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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部门职务、业务方向及其它带有商业营销色彩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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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证员署名方式：城市+姓名+公证员，如：上海公证员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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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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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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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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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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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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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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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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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法苑”公号已做到了去商业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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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法苑”婚姻家事法律资讯简报》于 2008 年 2 月 15 日创办，尝试搭建与律师同行、学者、法

官、公证员、房管、媒体、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组织进行业务研讨、正当交往、信息共享的桥梁与平台，

共同促进中国婚姻家庭法制建设。获取方式： 

1）简报电子版下载：http://www.famlaw.cn/download.aspx。 

2）专题资料：家事诉讼程序立法及完善相关资料、继承法修改专家建议稿及争鸣专题资料、婚姻法

司法解释三实施一周年专题资料、2008 全年合集精编版、2009 年全年合集、2011 年全年合集、《婚姻法》

司法解释（三）第 7条的理解与适用争议专题、全国首例冷冻胚胎权属案专题特别版、夫妻婚内确认财产

所有权诉讼问题之探讨资料专题、家事法实务沙龙夫妻财产约定、赠与辨析专辑等，下载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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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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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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法苑”微信群管理员团队 

2017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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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四     “涉外家事法苑”涉外家事实务交流微信群群规则 

（2017年 11月版） 

“涉外家事法苑”实务交流微信群，群主：赵宁宁，副群主：李丹、陆珊菁、冉维佳； 

管理员：李凯文、杨晓林、段凤丽、邓雯芬、付鹏博、王志锋、徐文丽、杨竹一、陈建宏、李炜、辜

其坤、谷友军、季凤建、严健、王钦、李琳、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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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外家事法制信息动态，涉外家事审判动态、典型涉外家事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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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群主题为涉外家事诉讼及非诉讼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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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外家事法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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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凯文助理（微信号：13240475703）个人好友，请注明：城市+单位全称+

姓名+涉外家事，申请加入涉外家事实务微信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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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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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部门职务、业务方向及其它带有商业营销色彩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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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证员署名方式：城市+姓名+公证员，如：上海公证员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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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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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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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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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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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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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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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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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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家事法苑”公号已做到了去商业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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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法苑”婚姻家事法律资讯简报》于 2008 年 2 月 15 日创办，尝试搭建与律师同行、学者、法

官、公证员、房管、媒体、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组织进行业务研讨、正当交往、信息共享的桥梁与平台，

共同促进中国婚姻家庭法制建设。获取方式： 

1）简报电子版下载：http://www.famlaw.cn/download.aspx。 

2）专题资料：家事诉讼程序立法及完善相关资料、继承法修改专家建议稿及争鸣专题资料、婚姻法

司法解释三实施一周年专题资料、2008 全年合集精编版、2009 年全年合集、2011 年全年合集、《婚姻法》

司法解释（三）第 7条的理解与适用争议专题、全国首例冷冻胚胎权属案专题特别版、夫妻婚内确认财产

所有权诉讼问题之探讨资料专题、家事法实务沙龙夫妻财产约定、赠与辨析专辑等，下载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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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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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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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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外家事法苑”微信群管理员团队 

2017年 11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