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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审判动态 

聚焦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山东高院召开这场新闻发布会 

2022-05-31  山东高法 

https://mp.weixin.qq.com/s/AdkBiARoXHH3JNCx9ZFyAA 

 

5月 31日上午，山东高院召开“妇女和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保护”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 山

东高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一级高级法官姜树

政通报了山东法院妇女和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

工作情况，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二级高级法

官冯爱冰发布了典型案例，宣传处处长、二级巡

视员郑红军主持新闻发布会。 

山东法院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司法保护工作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一）案件数量总体稳定 

从刑事方面看，全省法院 2017 年受理严重侵

害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 1656 件，

2018年受理 1886件，2019年受理 2250件，2020

年受理 1970件，2021年受理 2666件，总体呈上

升态势。从民事方面看，2017 年受理涉妇女和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的一审民事案件 141832 件，

占当年一审民事案件收案总数的 20%；2018 年受

理 149170件，2019年受理 141571件，2020年受

理 135857件，2021年受理 143265件，占当年一

审民事案件收案总数的 14%，总体稳中有降。 

（二）案件类型多元化 

从案件类型上看，刑事案件：主要为侵害妇女

和未成年人人身权益方面的犯罪，包括强奸罪、

猥亵儿童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等。随着经济发展、网络时

代到来，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电信诈骗犯罪等新

型犯罪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民事案件：主要是

婚姻家庭纠纷，包括离婚纠纷、继承纠纷、抚养纠

纷、离婚后财产纠纷等。随着家庭结构、婚姻观念

的变化，新案由不断出现，如婚内夫妻财产分割

纠纷、夫妻财产约定纠纷、亲子关系纠纷、赠与合

同纠纷、探望权纠纷等。 

（三）当事人主动维权意识增强 

越来越多的妇女和未成年人在自身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时，选择主动报案、寻求司法保护。在涉

及当事人隐私的性侵犯罪、拐卖妇女犯罪中，受

害人主动报案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离婚案件中，

更多的女性在对共有财产提出合理分割诉求的同

时，更加注重对自身人身权利的保护，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数量也在增长。据统计，2017

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审查

案件 557 件，对符合条件的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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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令，并及时向当地政府、派出所、妇联、村居等

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多部门联动，协同保护家

暴受害方。 

（四）案件审理难度加大 

由于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案件大多

包含人身、财产、情感等多重因素，牵涉各自父母、

子女等众多家庭成员和亲属，矛盾交织复杂，部

分当事人对立情绪较重，处理不当容易引发极端

事件。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

财富数量增加，财产类型日趋多样化，在房产、车

辆、存款等传统财产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司股权、

债券、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多种类型，涉及

评估、鉴定、审计等一系列工作，导致案件审理难

度加大。 

二、主要做法 

（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严厉打击侵害妇

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 

对严重侵害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

特别是对性侵儿童、拐卖儿童、针对留守儿童的

犯罪依法从重从快打击，重刑适用率始终保持在

50%以上。2017年以来，对所有收买人员均根据案

件情况处以拘役或有期徒刑缓刑等刑罚，无免除

刑事处罚情形，震慑作用明显，全省拐卖妇女儿

童案件总数呈现断崖式下降。对性侵未成年人的

特殊职业人员，依法附加禁止令，禁止其从事相

关职业。同时，针对“亲生亲卖”型拐卖儿童案

件，坚持“刑民并进”理念，建立撤销监护权之

诉提前预判机制，积极向侦查机关了解涉拐案件

中被拐儿童生活状况，对于预判应当撤销监护权

的案件，同步开展撤销监护权资格的相关准备工

作，对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事案件做到快立

快审快结。 

（二）持续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依法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

益 

2017年以来，全省法院扎实开展家事审判方

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维护和睦、文明、稳定的家庭

关系，依法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

社会和谐与稳定。注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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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知识的法官组建涉妇女和未成年人案件的专业

审判团队。目前全省法院共设立家事审判专门机

构 122个、专业合议庭 318个，家事法官 655名、

法官助理 521 名。同时，各地结合自身特点，改

建、增设审判硬件设施，普遍配备家风文化墙、时

光大厅，建立圆桌式、客厅式的审判法庭、冷静室、

心理辅导室、儿童游乐区等设施。目前全省法院

已经配备心理咨询室 89个、调解室 342个，大力

营造“和为贵”的司法氛围，减轻当事人心理压

力。 

（三）融入社会综合治理，构建妇女和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多元保护机制 

一是普遍引入心理疏导机制，建立专业心理

咨询师队伍，对双方矛盾对抗激烈、情绪波动较

大的当事人、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以及持

续时间较长的家暴受害人等，进行心理评估和心

理疏导，以抚平创伤、缓和关系、修复感情，五年

来共对 7525起案件开展心理测评干预。二是设立

家事案件诉前调解程序，强化诉中调解，推行冷

静期制度，指导当事人制定计划书，积极引导当

事人分析矛盾产生原因，尽力挽救陷入危机的婚

姻关系。2017年以来，全省法院共聘请家事调查

员 829 名、调解员 936 名、心理咨询师 182 名，

对 257359 件涉妇女和未成年人案件适用诉前调

解程序，其中调解结案 76214 件。在各级党委领

导下，与公安、民政、司法行政、妇联、教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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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部门普遍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动员社会各

方面力量参与纠纷化解，收到了良好社会效果。 

（四）延伸审判职能，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加大职权干预力度，2017

年以来共为 552 起案件中的未成年人设置了诉讼

程序辅助人，对未成年人抚养现状、真实意愿、父

母个人品行、经济基础等进行社会调查，建立长

期回访机制，最大程度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在刑事案件审理中，对符合困境条件的未成

年人被害人、被害人父母和未成年子女、被告人

未成年子女，积极开展司法救助。2019年以来先

后参与救助未成年人 72人，救助金额达 404.5万

元。省高院办理的对被害人甲某某跨省司法救助

案，入选最高法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普法宣传工作，依托“青少年

法治教育中心”平台，联合三级法院开展“法佑

青春——山东法院法治教育进职校”“爱心共参

与，携手助成长”“法治伴同行，携手助成

长”“两法佑少年，送法进乡村”法治宣传教育

活动，截至目前累计开展法治教育宣讲近 2000场

次，覆盖人数约 8万余人。 

三、下一步举措 

（一）完善机制建设，推进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司法保护工作向纵深开展 

加快未成年被害人司法救助机制建设，除坚

持开展传统的社会帮教帮扶以外，充分借助社会

力量进行救助；以德州市平原县法院“校园欺凌

先议办公室”为试点，积极推动全省法院“先议

权”制度探索；结合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区创建活

动，落实相关配套措施，推进家事调解、家事调查、

心理辅导、感情修复、未成年人辅助人、回访帮扶

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全力

保障妇女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提升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运用

能力，促进涉妇女和未成年人矛盾纠纷实质性化

解 

加强诉调对接，充分发挥家事调解员、家事调

查员、心理咨询师等人员作用，积极推广在线调

解、心理干预等措施，促进纠纷实质性化解。针对

家事纠纷当事人情绪化因素参与较多的特点，在

案件审理中继续深化运用家庭场景、圆桌审判等

缓和矛盾纠纷的做法；提高法官做群众工作的能

力，强化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协调，做好法律释明，

做到依国法应天理顺人情，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三）多措并举，全面提升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司法保护水平 

始终坚持党委领导，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加强

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建设，形成党委挂帅、部门联

动、多主体参与、多资源利用的妇女和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司法保护工作机制。联合公安、民政、团

委等部门开展“涉拐”未成年人解救安置联合行

动，推广“希望小屋”代管、专业少年司法社工

组织全程帮扶的社会支持模式。积极运用司法建

议、诉讼案件分析报告等形式，对做好妇女和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工作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提出

建议。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明确类型化纠

纷裁判标准，引导人民群众对纠纷处理结果形成

合理预期。 

 

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案例一、原告蔡某诉被告马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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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某区妇联申请撤销王某监护人资格案 

案例三、原告胡某诉被告李某等生命权、身体权、

健康权纠纷案 

案例四、原告杨某、聂某某诉被告聂某抚养费纠

纷案 

案例五、指导涉案人员子女申请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基本生活补贴案 

案例六、原告梁某诉被告李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七、原告郑小甲诉被告郑某丙土地承包经营

权纠纷案 

案例八、高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案例九、原告刘某诉被告董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十、原告陈某诉被告公某不当得利纠纷案 

案例一 原告蔡某诉被告马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

案 

基本案情 

蔡某与马某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协议离婚，

约定婚生女马某某由父亲马某抚养。马某某跟随

父亲生活期间，经常因生活琐事发生争执，马某

多次动手殴打马某某。马某某向蔡某电话求助，

表示不愿意再跟父亲继续生活。蔡某遂接走女儿

并诉至法院，请求将女儿抚养权判归蔡某。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蔡某、马某离婚后，婚生女

马某某随父亲生活，但马某性格急躁，教育方式

简单粗暴，忽略了未成年人的心理需求，对马某

某健康成长产生不利影响。法院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结合马某某本

人的意愿，判决变更抚养关系，马某某改由原告

蔡某抚养。 

典型意义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十六条

规定，未成年人抚养关系是否变更，应当以是否

能够切实保护其身心健康为前提，尊重未成年人

的意见，从未成年人的健康权、受教育权等诸多

方面来综合判断，如存在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

利影响情形的，应依法予以变更。 

案例二 某区妇联申请撤销王某监护人资格案 

基本案情 

薛某与其丈夫离婚后，直接抚养婚生女薛某

某。后薛某与王某结婚，薛某某与二人共同生活。

2019年至 2020年，王某对薛某某实施强奸、猥亵

等侵害行为，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2021

年 4 月，某区妇联向法院起诉，申请撤销王某为

薛某某的监护人资格。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

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

护人。继父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父

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王某与薛某结婚后，二

人共同抚养薛某某，王某系薛某某的监护人。王

某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薛某某的身心健康，法

院最终判决撤销王某为薛某某的监护人资格。 

典型意义 

撤销监护人资格是国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未成年人因年龄尚幼，

分辨能力不足，其健康成长及自身权利的维护依

赖于监护人。对于不履行监护职责、实施虐待、伤

害或其他侵害行为的监护人，再让其担任监护人

将严重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三十六条规定，监护人实施严重

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及其他严重侵害被

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人民法院可根据有关个

人或者组织的申请，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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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原告胡某诉被告李某等生命权、身体

权、健康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8年，被告李某伙同其他 5人在学生宿舍

内无故殴打原告胡某，经法医鉴定胡某伤情构成

轻微伤。胡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李某等 6人

及其监护人共同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伙食补助

费、交通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5万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等人殴打胡某致其轻

微伤，李某等人均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

胡某人身损害，应由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判

决赔偿胡某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共计 16139元。 

典型意义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

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监护人应依法履

行监护职责，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

害的，承担侵权责任。李某等 6 人均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应由其监护人对造成胡某

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和学校应当根据

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对其进行社会生活指

导和心理健康辅导，加强安全教育、法治教育，防

范校园欺凌事件发生，保障未成年人人身和财产

安全。 

案例四 原告杨某、聂某某诉被告聂某抚养费纠

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杨某与被告聂某同居期间生育一女聂某

某，后二人自行解除同居关系。2018年，双方就

子女抚养问题达成调解协议，聂某某由杨某抚养，

聂某支付抚养费。2019年，因聂某某患有支气管

炎等疾病，双方又达成协议，约定由聂某支付医

疗费 1000元。2020年 11月，聂某某起诉至法院，

要求聂某支付 2019 年之后的医疗费用 27669 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对尚未独立生活的子

女负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抚养费的数额,可根

据实际生活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

实际生活水平确定,并由父母双方共同承担。本案

中，聂某某因体弱多病，杨某与聂某原协议确定

的抚养费数额已明显不足以维持聂某某医疗费用，

因此判决聂某支付给原告杨某、聂某某 17710元。 

典型意义 

由于孩子成长和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

双方协议或法院判决的抚养费数额难以与经济社

会发展及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相适应，或因子女患

病、上学等无法满足实际需要的情况下，未成年

子女有权起诉非直接抚养的一方适当增加抚养费。 

案例五 指导涉案人员子女申请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基本生活补贴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薛某某与藏某某于 2008年结婚，2010

年育有一女小兰。2019年二人因感情问题发生争

执，薛某某将藏某某杀害，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

处薛某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救助情况 

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了解到案发时

小兰仅 9 岁，在母亲被害、父亲被羁押后，只能

跟随爷爷、奶奶生活，而两位老人都是退休职工，

且患有疾病，生活比较困难。考虑到小兰的实际

生活条件，法官与老人多次沟通，指导老人为孩

子申请了民政部门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每

月领取 1706元生活补贴，享受医疗救助并参照孤

儿被纳入教育资助范围。 

典型意义 

根据《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

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可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目前全省

标准是每人每月 1706元）、医疗康复保障、教育

资助救助、落实监护责任、优化关爱服务五大保



007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障。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主动全面了解涉

案儿童、涉案人员子女情况，对于符合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条件的，指导落实救助政策，保障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案例六 原告梁某诉被告李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梁某与其丈夫李某于 2006年登记结婚，婚后

生育一女，二人自 2007 年起长期分居。李某自

2011年起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生育一子，

后因犯重婚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梁某

起诉请求判决离婚，并要求李某支付过错损害赔

偿金 20万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感情是夫妻关系存续

的基础，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判决离婚的法定条

件。梁某与李某自 2007年分居生活，双方均同意

离婚，应当准予二人离婚。婚姻存续期间，李某与

他人同居生活并生育一子，对梁某造成心理和精

神伤害，梁某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法院结合

双方分居时间、李某与他人同居及生育子女情况、

双方身体健康状况及收入情况，酌定李某支付赔

偿金 80000元。 

典型意义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

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同居

生活构成重婚罪，无过错方在提出离婚诉讼的同

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

过错程度、收入水平等作出裁判，保护无过错方

的合法权益，弘扬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案例七 原告郑小甲诉被告郑某丙土地承包经营

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徐某某系智力三级残疾人，与丈夫郑某甲育

有二子郑小甲和徐小甲，郑某甲之兄郑某乙育有

一子郑小乙，郑小甲、徐小甲、郑小乙均为未成年

人。郑某甲、郑某乙先后去世。郑某乙作为户代表

承包了 16.8亩土地，郑某甲及其已故父亲、徐某

某、郑小甲、徐小甲、郑小乙为共同承包人。后该

土地被郑某丙租赁耕种。2021年 6月租赁到期后，

郑某丙拒不返还土地，一直占用耕种。徐某某及

三名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同意推举郑小甲作为家

庭土地承包户代表，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要求郑

某丙返还土地并支付占有期间的土地使用费。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系

三名未成年人和一名智力障碍残疾人，均系弱势

群体，土地是其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为保障其

土地承包权益，郑某丙应将案涉土地交付给郑小

甲等人。法院结合当地农耕轮作模式及耕种节气，

判决郑某丙于指定日期前收取作物、清除地上附

着物，将土地返还给郑小甲等人，并支付占有使

用费 2520元。 

典型意义 

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残疾妇女及未成年

人，人民法院以保障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

原则，同时兼顾本案实际情况，结合当地农时耕

种节气，判令郑某丙返还涉案土地。法院判决后，

郑某丙及时履行了判决义务，真正做到了案结事

了，切实维护了妇女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八 高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基本案情 

高某与吕某系夫妻关系，两人因家庭琐事产

生纠纷，吕某将高某打伤。高某向法院提出申请，

请求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高某因遭受家庭暴力

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

十九条之规定，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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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这是一起典型的针对家庭暴力作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零四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不

仅侵害受害人的人格权，破坏和睦的家庭关系，

更影响社会安定祥和。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近亲属应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人民法院应及时审查，并联合公安机关、

居（村）民委员会协助执行。 

案例九 原告刘某诉被告董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与被告董某于 2020 年登记结婚，同

年生育一子，后刘某因感情不和诉至法院，请求

判令双方离婚，婚生子由刘某直接抚养，董某支

付抚养费，同时请求判令董某支付经济帮助金

20000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离婚，经

法院主持调解仍无法和好，故对刘某要求离婚的

主张予以支持。因双方婚生子未满一岁，从有利

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角度，孩子随母亲刘某生

活为宜，由董某支付抚养费。结合刘某负担义务

较多，且目前没有工作的实际情况，综合双方的

经济水平及抚养子女的正常开销，法院除判决离

婚、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事宜外，酌定董某向刘

某支付经济帮助金 10000元。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

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

补偿。补偿金额一般应考虑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

女方在家务劳动中的具体付出情况、男方的经济

水平和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 

案例十 原告陈某诉被告公某不当得利纠纷案 

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系汪某之妻。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汪某与被告公某发展为不正当男女关系。2018

年至 2020年间，汪某通过微信转账给公某及其亲

属 34 万余元。陈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公某返还。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

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维护平等、和睦、

文明的家庭关系。本案中，汪某未经其妻子陈某

同意，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公某，侵犯了陈

某的财产权益，有违夫妻忠诚义务及公序良俗，

遂判决公某返还赠与款项。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

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

理权。”夫妻一方将共同财产擅自赠给存在不正

当男女关系的第三人，违背夫妻忠诚义务，侵犯

了另一方的合法权益。该单方处分夫妻共同财产

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

当利益，依法应当返还。 

2021 年全省法院涉未成年典型案例 

2022-05-31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li6eRWy0Hc2vIWLuQtR3pQ 

吉林法院扎实开展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依法

审理各类涉未成年人案件，持续加强未成年人双

向、综合、全面司法保护，适逢“六一”儿童节来

临之际，现从 2021年全省法院已审结的刑事、民

事、行政及司法救助案件中各选编一个案例，向

社会公开发布。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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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例】王某某拐骗儿童案 

一、基本案情 

2021 年 7 月 15 日 18 时 40 分许，被告人王

某某在吉林省敦化市额穆镇广场附近，未经被害

儿童刘某某（时年五周岁）监护人的同意，私自将

刘某某带至自己家中，并将刘某某及其本人反锁

在屋内。在民警及消防队员对刘某某实施解救期

间，被告人王某某手捂刘某某嘴部，制止刘某某

发出声音。后公安机关破门进入被告人王某某家

中，将刘某某解救。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作出

（2021）吉 2403刑初 410号刑事判决，以拐骗儿

童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三年。 

二、裁判结果 

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王

某某未经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监护人同意，将

幼童私自带至家中，使其脱离家庭和监护人的监

护，并拒不配合民警解救，其行为已构成拐骗儿

童罪，应依法惩处。 

三、典型意义 

家庭监护是保护未成年人安全的最重要方式。

家长对儿童的监护权以及儿童受家长的保护权均

受法律保护，他人未经监护人同意或授权，不得

以任何形式私自将儿童带走，使之脱离家庭或监

护人。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拐骗

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

行为，构成拐骗儿童罪。本案被告人王某某不以

出卖为目的拐骗儿童，且在拐骗过程中也没有实

施其他加害行为，但在路遇被害人脱离家长监护

时，将其带回自己家中，使之长时间脱离家长的

监护，侵犯了家长对儿童的监护权及儿童受家长

保护权，也严重威胁到儿童的人身安全，已构成

犯罪。我国法律旨在维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拐骗儿童犯罪行为，使受骗儿童远离熟悉环境与

人员陪伴，丧失安全感，安全感的重塑绝非易事。

年幼时的心灵创伤将直接影响成年后的心理健康。

法院对本案被告人的依法惩处，彰显了对家庭关

系和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同时也昭告大众，

在未经家长同意和授权的情况下，不论以何种形

式私自将儿童带走，使之脱离家庭和监护人的行

为都是违法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惩处。本案的

另一意义在于告诫家长要严格履行监管义务。一

时不慎，使未成年人脱离自己的监管，可能造成

巨大的悲剧，破坏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 

【民事案例】申请人梅河口市儿童福利院与被申

请人张某某、支持起诉人梅河口市人民检察院撤

销监护人资格案 

一、基本案情 

2021 年 3 月 14 日 3 时许，张某某在吉林省

梅河口市某烧烤店内生育一女婴（非婚生，暂无

法确认生父），随后将女婴遗弃在梅河口市某村

露天垃圾箱内。当日 9时 30分许，女婴被群众发

现并报案，梅河口市公安局民警将女婴送至医院

抢救治疗。2021年 3月 21日，女婴出院并被梅河

口市儿童福利院抚养至今，取名“慧心（化名）”。

张某某因犯遗弃罪，被判刑。目前，张某某仍不履

行抚养义务，其近亲属亦无抚养“慧心”意愿。 

二、裁判结果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父母是

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有保护被监护人的身

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

护人的财产等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梅河口市儿童福利院

申请，张某某遗弃“慧心”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被

监护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故应当撤销张某

某为“慧心”的监护人的资格。梅河口市儿童福

利院作为为全市孤儿和残疾儿童提供社会服务的

机构能够解决“慧心”的教育、医疗、心理疏导

等一系列问题。从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原

则和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出发，由梅河口市儿

童福利院作为“慧心”的监护人，更有利于保护

“慧心”的生活、受教育、医疗保障等权利，故指

定梅河口市儿童福利院为“慧心”的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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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加强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是新时代的要求。民法典扩大

了监护人的范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严格

了监护责任，明确了检察机关支持、监督监护的

规定。本案系因原监护人遗弃被监护人，由社会

福利院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并由检察机关

支持起诉，是社会团体和检察机关积极履行法律

职责的体现，法院的判决彰显了司法的态度和温

度。 

【行政案例】孙某甲诉延吉市公安局姓名变更行

为违法案 

一、基本案情 

孙某甲与李某于 2009 年 8 月登记结婚，于

2011年 9月生育一子，户籍姓名登记为孙维亿（化

名）。2018年 6月 15日，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

作出（2018）吉 2401民初 623 号民事调解书，确

认孙某甲与李某自愿达成离婚协议，婚生子孙维

亿由李某抚养。2018年 7月 23日，根据李某的申

请，延吉市公安局将未成年人孙维亿的名字变更

登记为孙某乙。孙某乙于 2018 年 8月进入延吉市

某小学就读。2020年 1月 8日，孙某甲因不满孙

维亿姓名登记变更为孙某乙，向吉林省延吉市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延吉市公安局姓

名变更行为违法，孙某乙的姓名登记应恢复为孙

维亿。 

二、裁判理由和结果 

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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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

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

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

过一年。”本案中，孙某甲于 2018年 12月 29日

在其朋友姜某的帮助下找到孙某乙所在的班级，

并将孙某乙叫出教室，应当是在明确孩子在校登

记使用姓名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此时应视为孙某

甲已经知道孙某乙更名行政行为的内容，截至孙

某甲于 2020年 1月 8日向原审法院提交行政诉讼

起诉状时，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且无《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扣除

期限的情形，故裁定驳回孙某甲的起诉。 

孙某甲不服，向吉林省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 

吉林省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

裁定认定孙某甲的起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认

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期间经本院询

问，孙某乙明确表示自进入小学就读至今，一直

用现用名，不愿意把名字更改回去，因为原先的

名字与维生素 E 谐音，有的小朋友因此给其起外

号。孙某乙现近 9 周岁，就读小学二年级，已经

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

和分辨能力，因名字与其校园生活和日常生活的

关联程度较深，其本人的意愿和感情应当得到尊

重。同时，孙维亿的姓名登记变更为“孙某乙”，

姓氏未发生变更，有别于离婚双方未经协商而一

方变更子女姓氏的情况。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裁定。 

三、典型意义 

姓名包括姓和名字，其中“姓”为姓氏，指表

明家族的字；“名”为名字，指个人特定的称谓，

二者合一，构成公民的姓名。姓名权是公民本人

的人格权利。通常情况下，未成年人的姓名权由

其父母代为行使。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少年儿童，

已经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一定的认知

能力和分辨能力，在处理与其关联程度较深的人

身权利时，应当尊重其本人的意愿和情感。对行

政机关作出的未成年人姓名变更登记行政行为进

行审查时，应区分姓氏变更和名字变更的不同情

况以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定，并且在未成年人基于

学习、生活环境的影响对自身姓名的使用具备明

确且合理的观点时，应当尊重未成年人本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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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坚持有利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原则，依法

作出裁判。 

本案中，李某在法院调解离婚后、小孩入学

前，向公安机关申请将儿子孙维亿的姓名登记进

行变更，申请保留原姓氏孙姓、仅变更名字，向公

安机关如实提交了证明材料，并未隐瞒离婚的事

实，并说明了变更姓名的原因系原名字存在谐音、

儿子被取外号嘲笑的情况，公安机关予以受理并

变更姓名登记，并未违反上述规定。对此类行政

行为进行审查时，要区分是否对姓氏进行变更的

情况，不能一刀切的适用法律规定。本案中，虽然

一审裁定以超过起诉期限驳回原告的起诉，认定

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正确，但因本案涉及未成年人

利益保护以及法律争议点较多，二审法院并未简

单维持裁驳结论，而是在全面审查的基础之上，

对相关法律适用和裁量要素均做了详细说明，对

妥善处理类似纠纷具有借鉴意义。 

【司法救助案例】张某申请国家司法救助案 

一、基本案情 

吴某某因情感问题，无端猜忌张某甲，为泄

愤，持尖刀扎张某甲要害部位，致急性大失血死

亡。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

处吴某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吴某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某、张

某丧葬费人民币 36906.48 元。宣判后，王某某、

张某不服，提出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2021）吉刑终 9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经查，张某系张某甲女儿，15周

岁，身患疾病，虽经手术治疗，但仍需要长期服药。

张某暂住其姑姑张某乙家，张某乙丧偶，且有孩

子和生病的父母需要扶养，家境非常困难，故张

某申请司法救助。 

二、裁判结果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救助

申请人张某系未成年人，又身患疾病。张某的母

亲张某甲被害后，张某暂住其姑姑张某乙家，张

某乙丧偶，又有生病的父母及孩子需要扶养，家

境非常困难。因此，张某的救助申请符合《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

作的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救助情形，应

予司法救助。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

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第十

二条和《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流程的

规定（试行）》第十五条的规定，决定给予救助申

请人张某司法救助金人民币 8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吉林省出台《关于建立国家司法救助

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的实施意见》后首个司法救

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案例。本案中，吉林省高级人

民法院既针对救助申请人的困难状况，依法及时

给予张某司法救助，又主动对接社会救助职能部

门，由一次性救助延伸为持续性帮扶，实现了司

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无缝对接。民政部门将张某

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教育部门适时对张某进

行心理疏导；妇联组织为其争取帮扶资金，并进

行后续社会帮扶。此次救助及时帮助被救助人走

出急迫生活困境，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的民生关

怀，传递了人民司法的温度。 

 

这份爱，沉甸甸 

2022-05-31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DJwvrItiMEqBm6kFhXSH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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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

然而，不知慈、不知爱、不知教、不感恩、不赡养

又为何？ 

2021 年 11 月，漠河市法院受理了一件不同

寻常的起诉，年幼的小女孩（化名小然）手牵 65

岁“亲姥姥”（原告代理人杨某辉），毅然走进了

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的大门，要亲手把诉状交到法

院——状告母亲！ 

近日法官们又来到了老人家里，又是为了什

么事？ 

 

多年前，1980年，杨某辉（小然的姥姥）与

爱人孙某军结婚，婚后多年未育，一直想要孩子

的夫妻二人经人介绍，收养了一名 7 个月大的女

婴，于 1985年 4月办理收养公证、落户，取现名

孙某砚（被告）。也许是带着一直未生育的遗憾，

和对孙某砚亲生母亲病床前的嘱托，杨某辉夫妇

对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抱养“小女儿”百般疼爱，

全家都视其为掌上明珠，这也让从小就体弱多病

的孙某砚，在这个虽不富裕却充满温暖的家庭里，

慢慢长大成人。 

2006年 7月，孙某砚与李某洋结婚，于 2009

年 11月生下小然。小然出生后仅五天，就被其父

母托养给“亲姥姥”照顾，是“亲姥姥”用奶粉

一点点地喂大。 

2013年 5月，孙某砚与李某洋离婚，同年 11

月孙某砚改嫁。 

2021年 12月 30日，漠河市法院民事审判庭

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小然诉被告孙某砚抚养

费纠纷一案，被告孙某砚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

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案件缺席审理。原告小然请

求判令被告孙某砚自 2021 年 11 月起每月给付抚

养费 1500元，并给付拖欠的抚养费 78367元。漠

河市法院支持了孩子的诉请，考虑到孙某砚现已

再婚并另育有子女，酌定自 2021 年 12 月起，每

月由孙某砚支付小然抚养费 1200 元。 

判决虽然已经生效，可是小然的母亲并没有

主动履行，小然的姥姥又向漠河市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近日，法官来到小然家里，与老人详细了解案

件情况，看到小然厚厚的荣誉证书和姥姥脸上欣

慰的笑容，法官也很感动。姥姥对孩子无私的付

出，胜过亲生父母，将自己全部的精力用在孩子

的培养上。法官立即联系小然母亲，释法明理，说

明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后果：小然的姥

姥年岁已大，将孩子培养得非常优秀，作为亲生

母亲，不能不管不顾。经过多方努力，小然的母亲

终于开始履行每月的抚养义务，并承诺将分期给

付之前拖欠的抚养费。 

父母与子女，本是这人世间爱与责任，兼而

有之最亲密的关系。 

真心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快乐成长，值

此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祝孩子们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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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两级法院 2019-2021 年诉讼离婚调研报告 

原创：2022-05-30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连中院 

https://mp.weixin.qq.com/s/GEM0r0nnjaN7gJnedkpM_g 

* 版权声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教处出品内容，未经

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婚姻是家庭的基石，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

的稳定是家庭和睦的保证，家庭和睦是全社会和

谐稳定的重要根基。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婚姻家庭观念的

变化，离婚越来越普遍，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

题愈来愈多，人民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数量也居

高不下。 

为更深入的了解大连市法院受理离婚案件的

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探析离婚的原因、梳理离

婚案件审理的难点、总结妥善处理离婚案件的方

法，以便于更好的指导审判实践，市法院对近三

年来全市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情况进行调研，希

望能够对离婚案件的审理和维护全社会家庭稳定

提供参考。 

一、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离婚案件的基本数据 

大连市两级法院历年受理的一审离婚案件数

量基本在 6000件左右，个别年份数量增加到 7000

余件。 

2019年至 2021年，全市法院共受理 17259件

一审离婚案件，其中 2019 年共计 5977 件、2020

年共计 4504件、2021年共计 6778件。 

三年期间，除 2020年受疫情影响数量明显下

降之外，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数量仍然较大，但随

着调解团队和审判团队调解工作的加强，三年来

案件调撤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总调撤率达到

62.1%，尤其是 2021 年调撤率上升到了 67.34%。

另外，调撤案件数量的增多和审判质效的提高，

案件服判息诉率也非常高，上诉案件数量仅占全

部离婚案件数量的 3%左右。具体情况如下： 

1.结案方式 

判决情况。2019 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案件

2109件，2020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案件 1590件，

2021 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案件 1774 件，共计判

决 5473件。 

三年判决的离婚案件占总离婚案件比例分别

为 35.29%、35.3%、26.17%。 

调撤情况。2019年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 2380

件、2020 年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 1810 件、2021

年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 3740 件，共计调解 7930

件；三年调解案件占总离婚案件比例分别为

39.82%、40.19%、55.18%。 

2019 年撤诉方式结案的案件 1135 件、2020

年撤诉方式结案的案件 828件、2021年撤诉方式

结案的案件 824件，共计撤诉 2787件；三年撤诉

案件占总离婚案件比例分别为 18.99%、18.38%、

12.16%。 

2019 年至 2021 年调撤案件合计数量分别为

3515件、2638件、4564件，共计 10717件；调撤

案件占总结案数比例分别为 58.81%、58.57%、

67.34%。 

2.审理结果 

2019 年至 2021 年，法院受理的一审离婚案

件，经判决和调解离婚的案件共计 10153 件，占

总离婚案件数量的 58.83%；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

数量共计 3184件，占总离婚案件数量的 18.45%；

撤诉和调解和好的案件数量共计 2853件，占总离

婚案件数量的 16.53%；还有部分驳回起诉、不予

受理、按自动撤诉处理等其他方式结案的案件，

数量共计 1069件，占比 6.19%。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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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三年的离婚判决中判决准予离婚的案

件分别为 887件、685件、717 件，占每年的判决

案件比例分别为 42.06%、43.08%、40.42%；判决

不准离婚的案件分别为 1222件、905件、1057件，

占每年判决案件比例分别为 57.94%、56.92%、

59.58%；三年调解的离婚案件中，调解和好的案件

分别为 36 件、15 件、15 件，占每年调解案件比

例分别为 1.51%、0.83%、0.4%；调解自愿离婚的

案件分别为 2344件、1795件、3725件, 占每年

调解案件比例分别为 98.49%、99.17%、99.6%。 

3.上诉情况 

2019 年至 2021 年离婚案件上诉率比较低，

三年上诉案件数量分别为 217件、163件、203件，

共计 583 件；上诉案件数量占总离婚案件数量分

别为 3.63%、3.62%、2.99%。 

（二）离婚案件呈现的特征和原因分析 

1.年龄特征 

30岁以下当事人离婚案件数量不大，原因包

括现代年轻人结婚年龄晚，或者此年龄段的夫妻

双方大部分新婚不久，故离婚率较低，但数量上

仍逐年上升，说明离婚有年轻化趋势。 

30 岁至 50 岁是离婚案件当事人年龄主要分

布区，其中 30 岁至 40 岁当事人离婚的占据了三

分之一以上，属于离婚高发期，说明中年夫妻面

临赡养父母、抚养子女、事业和家庭的平衡等方

面的冲突比其他年龄段的夫妻更多，更容易引发

矛盾。 

50 岁至 60 岁的夫妻离婚较中年夫妻离婚有

所减少，说明老年夫妻的家庭基本呈现稳定状态，

夫妻双方之间相互依赖，感情浓厚和牢靠。 

2. 婚龄特征 

婚龄在三年内离婚的夫妻，相识时间较短，婚

前缺乏深入了解，在没有坚实感情基础的情况下

冲动结婚，婚后朝夕相处，彼此的缺点逐步显现，

继而产生矛盾，容易闪婚闪离。 

婚龄在七年内的离婚夫妻比例与三年内离婚

夫妻的比例相差不多，说明夫妻之间的感情还比

较薄弱，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尚未完全建立。 

婚龄在八年以上到十九年的夫妻离婚占比较

大，此阶段的夫妻工作和生活压力大，易争吵，尤

其是在子女高考结束后，夫妻双方无其他顾虑，

更愿意选择结束婚姻关系。 

婚龄在二十年以上的夫妻离婚率明显下降，

夫妻双方多年的相处，感情稳定，出现矛盾比较

容易理解和谅解。 

3.性别特征 

启动离婚诉讼的多半为女性，比例在 60%以上，

说明当前法治文明不断进步，妇女的社会地位、

经济独立性、自我维权意识均得到大幅提高，越

来越多的女性当婚姻出现严重问题时，能够勇敢

的面对问题，勇于主动离婚，并愿意为此承担后

果。 

4. 居住地特征 

大连地区离婚案件当事人居住地存在城市、

农村以及城市和农村交叉居住等情况，离婚案件

基本呈现出主要居住在城市的状态，这与近年来

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年轻居民大多外出务工有

关。 

5.起诉次数特征 

2019 年至 2021 年的离婚案件中，第一次到

法院起诉离婚的案件占比最大，第二次以及第三

次以上到法院起诉离婚的案件逐渐减少。 

原因一，包括当事人第一次起诉离婚后大部

分经调解或判决解除了婚姻关系。 

原因二，未解除离婚关系的，经过调撤工作或

者暂时判决不准离婚之后，当事人有时间冷静思

考，调整夫妻之间相处模式，改善夫妻关系，起到

一定效果，尤其 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增加了“离

婚冷静期”制度，对抑制冲动离婚的效果更为明

显。 

原因三，民法典对经过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

双方又分居满一年后再起诉的离婚案件应判决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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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进行了明确规定，对以往出现极端事件导致法

院无法下判离婚的多次离婚诉讼现象，有明显改

善，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律依据更加充分，当事人

也得到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二、离婚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分析 

离婚案件中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多种多样，

很多案件离婚的原因不只一种，根据统计数据和

审判实践，主要的离婚理由有以下六种，具体包

括： 

1.性格不合 

离婚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最多的离婚理由就是

性格不合，无论是婚前缺乏了解，还是婚后感情

被消磨殆尽，当夫妻二人的生活习惯、消费理念、

兴趣爱好、思想观念等差异逐渐显露后，双方之

间的矛盾不断出现，沟通无效，感情逐步破裂。 

2.长期两地分居 

在离婚案件中两地分居导致感情慢慢疏远的

情况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村居民因城镇化进程的

加快，一方外出务工现象比较普遍，而长期分居

导致夫妻之间缺少及时沟通和交流的机会，思想

意识难以做到同步，尤其是遇到紧急事件时对方

不在身边，难免产生失落情绪，对伴侣的期待感

和依赖感逐渐减少，夫妻感情也慢慢转淡，不可

避免地导致婚姻破裂。 

3.一方有严重恶习或家庭暴力行为 

夫妻一方有赌博、吸毒或家庭暴力也是导致

离婚的重要原因。夫妻一方沉迷于赌博，屡教不

改，导致家中负债累累，夫妻感情无法维系，近年

来还频繁出现夫妻一方深陷传销、参与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高利转贷等经济活动，在被公安机关

查处或资金链断裂后，投入的财产全部损失殆尽，

夫妻双方为此互相埋怨，引发婚姻危机。 

家庭暴力也是离婚的原因之一，大部分是男

方对女方有暴力行为，个别案件是女方对男方有

暴力行为，这些案件中的施暴方往往无视受害方

的尊严和人格，经常性、习惯性地对受害方实施

家庭暴力，导致受害方长期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

重折磨，最后忍无可忍，选择离婚。 

4.出现婚外情 

婚外情导致离婚的案件虽然数据显示比例较

少，但很多案件因为当事人证据较弱，或者基于

保留各自的颜面不愿在诉讼过程中过多强调等原

因，导致法院直接可从事实上认定存在此类问题

的案件数量少，故统计数据占比较少。 

5.父母过多干预子女生活 

部分夫妻感情不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双

方本身的问题，而是一方或者双方的父母均过多

干预了子女的婚姻生活，导致子女因此出现不满

情绪，矛盾频发。 

虽然很多判决不宜在查明事实中对父母干预

的问题进行认定，但实际在审判过程中经常发现

此种情况，很多父母作为子女的委托代理人全程

参加诉讼，主导诉讼，审理过程中情绪比子女更

加激动，使得两方的矛盾难以调和。 

6.生育子女后激发矛盾 

部分年轻夫妻生育子女后，未能充分预见到

新生命给家庭带来的变化，没有及时转变角色，

不堪子女出生后繁重的养育责任和体力付出，在

此过程中夫妻双方相互抱怨，继而发生争吵。 

（二）离婚案件增多的原因分析 

1. 工作和生活环境复杂，精神压力大 

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复杂以及社会通讯和交友

软件的花样繁多，使得人们面临的选择和诱惑也

越来越多。同时，为了在飞快变化的社会中永远

保持竞争力，以便追求更好的工作业绩和生活品

质，人们的精神压力也不可避免的增大，心情容

易浮躁，亦无暇应对夫妻生活中时刻出现的“鸡

毛蒜皮”的小事，日积月累，最终婚姻因经营不

善而破裂。 

2.主张婚姻自由，个人的独立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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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有自由，离婚亦应自由，成为越来越多人

对婚姻的态度，尤其是当“80”后、“90”后成为

缔结婚姻和组成家庭的主力人群时，人们追求自

我的意识越来越强，在婚姻中受到委屈，不再选

择隐忍，各自人格的独立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为

离婚后的生活提供保障。因此，当婚姻已使双方

感到约束，超过自我承受的极限，部分夫妻会选

择摆脱婚姻的束缚，法院为此受理的离婚案件数

量也自然随之增加。 

3.法律意识逐渐增强，维权能力显著提高 

近年来，全民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提升，法律

意识增强，相应的维权能力显著提高，出现问题

时更善于利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当夫妻双方

感情破裂，对子女的抚养和财产的分割不能达成

一致意见，尤其是夫妻共同财产中夹杂着双方两

个家庭的利益时，人们普遍选择到法院起诉，寄

希望于法律给予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故法院离

婚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离婚案件中的矛盾和冲突

愈发激烈。 

三、离婚案件的争议焦点和审理过程中出现的困

难 

离婚案件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身份关系的解除、

子女的抚养以及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的负担

问题，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和审理过程中出现的

困难也是主要围绕上述三个方面。另外，审理程

序上还存在送达难的情况。 

（一）夫妻感情是否破裂方面 

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中，经常出现原告起诉

以后，被告坚决不同意离婚的情况，故夫妻感情

是否破裂成为双方争议焦点。有的案件中被告一

方认为双方感情尚未破裂故不同意离婚，而有的

案件中被告不同意离婚的原因并不是认为还与原

告存在夫妻感情，而是出于特别的原因不同意离

婚。 

比如一方考虑子女年龄小，或者担心年迈父

母的身体，甚至害怕周围亲友、同事笑话而不愿

意离婚；一方因婚内产生的矛盾极度怨恨对方，

不希望对方顺利和快速地摆脱婚姻关系；双方在

起诉之前对财产分配或者子女抚养有较大差异，

不能形成一致意见，一方意图通过不同意离婚的

方式达到逼迫对方同意的目的等等。 

因此，对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判断成为审理

难点。有的当事人诉讼过程中的陈述，能够体现

出其不同意离婚的真正目的，但有的当事人自始

至终坚持夫妻感情没有破裂，表示自己愿意改过，

甚至采取极端行为进行威胁，要求继续维系婚姻

关系，法官在此情况下只能做更多的调解和心理

疏导工作，调解不成则需要综合各方面案情权衡

考虑，判决是否准予离婚。 

此外，部分当事人主张双方已经达到法定可

以离婚的条件，比如对方出现婚外情、有家庭暴

力行为等等，要求法院按照此种法定情形直接判

决离婚，而当事人举证能力较弱，没有直接证据

证明对方存在婚外情和家庭暴力，在对方不承认

过错又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法院对当事人存在过

错的行为无法认定，给夫妻感情破裂与否以及能

否支持受害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审理带来难度。 

（二）子女抚养方面 

1.抚养权归属 

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绝大部分涉及未成年子

女的抚养问题，包括抚养权归属、抚养费负担以

及探望权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大部分离婚案件

夫妻双方均争抢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少部分案

件双方均不同意抚养子女。 

争夺抚养权的原因，一方面是双方自身均对

子女有强烈的抚养意愿，另一方面也是为满足祖

父母和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和外孙子女的情感需求。

还有部分案件，当事人对抚养权持无所谓态度，

但仍在诉讼中提出此项诉讼请求，目的是利用争

夺抚养权让对方放弃部分财产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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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双方强烈争夺抚养权且均符合抚养

条件，判决子女归哪一方抚养更为适当，或者两

个以上的子女判决夫妻双方每人抚养一名子女还

是全部判决归一方抚养以避免子女分离成长可能

带来的不利，均是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难点问

题。 

另外，判决子女由一方抚养后，另一方拒绝将

子女交给对方抚养，或者从对方手中抢夺子女，

甚至带子女到外地生活，导致一方直接抚养的权

利难以执行。 

2.抚养费标准 

子女认定归谁抚养后，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

数额又成为双方争议的重要焦点，有的当事人为

了减少抚养费数额，拒不向法院提供其收入来源

情况或直接陈述无工作和无收入，导致法院判断

抚养费标准时没有当事人收入的参考标准。 

还有的当事人认为对方收入高，要求法院必

须按照对方的收入比例计算抚养费，拒绝参考子

女的实际需求和社会消费水平，为案件调解增加

难度。 

3.探望权问题 

法院判决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如果坚决不

配合对方探望，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执行，因子女

的人身和探望行为不能强制执行，法院难以通过

强制手段达到良好效果，而且当事人每次遇到问

题均向法院申请执行亦存在不便，无法做到有效

性和及时性。 

（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方面 

离婚案件双方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夫妻共同财

产的分割。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所

有的财产或者共同负担的债务出现争议，有的当

事人认为对方在离婚之前转移了大量的共同财产

或者隐匿了共同财产；有的当事人认为双方购买

的房屋中有婚前财产或者父母的出资款项，要求

给予多分；有的当事人认为对方在离婚之前与他

人恶意串通，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以达到实际分

得更多财产的目的。 

因此，离婚案件中夫妻一方离婚前是否存在

转移和隐匿财产、伪造债务的行为，或者夫妻共

同财产和婚前个人财产出现混同，夫妻共同财产

中包含一方父母或双方父母的财产，属借贷还是

赠与，属赠与一方还是赠与双方等问题，以及军

产房问题、公有房问题均是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

常见疑难问题。 

（四）审理程序方面 

部分案件送达困难。原告提起诉讼后，部分被

告或不接听电话，或地址查无此人，法院无法送

达。送达后，被告不到庭，导致不能通过庭审查明

其对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以及其对财产分割、子女

抚养的态度。 

其中有的被告是下落不明或者常年在国外无

回国打算，有的被告是故意不接听法院电话，不

签收法院传票，故意不出庭应诉，法院判决后也

不配合签收法律文书，给法院审理程序的推进以

及案件事实的查明制造障碍。 

四、妥善处理离婚案件的建议 

（一）纵向加深家事审判方式改革，为社会和谐

稳定提供司法保障。 

大连市两级法院自 2017 年开始陆续开展家

事审判方式改革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大连地

区基本实现家事审判改革全覆盖。为更好的处理

离婚纠纷案件，两级法院将继续深入开展家事审

判工作，推广家事审判先进工作经验，完善工作

机制，最大化发挥家事审判专业化优势，通过司

法审判促进小家庭和谐，维护大社会稳定。 

（二）加大调解力度，利用多元化解纠纷机制将

调解工作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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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案件属于家庭纠纷，关系到夫妻双方、子

女和两方家庭的共同利益。在办理离婚案件的过

程中，应将调解工作贯穿始终。立案后，调解人员

应注意收集双方的基本情况，掌握双方与诉讼有

关的信息，理清双方离婚的矛盾焦点。 

如发现双方感情尚有回转余地，尽量做双方

当事人的和好工作，劝导双方努力沟通、相互谅

解、消除误会，修复夫妻感情。如发现双方感情确

已破裂，则努力促进双方在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

上能够将心比心、坦诚相待、公平合理的处理。审

判过程中，法官继续根据双方焦点问题审理的进

展，创造调解机会，把握时机，对双方进行心理疏

导，尽可能化解矛盾，劝导双方好聚好散，尤其是

在子女抚养方面，提醒双方当事人从子女利益出

发，减少敌对情绪，尽量避免子女在父母离婚过

程中受到伤害，在离婚之后也要为了子女，互相

配合探望，努力让子女感受到父母双方的爱和关

心未因离婚而改变，通过调解将离婚的负面影响

降到最低程度。 

同时，要充分发挥多元化调解机制的作用，在

诉前调解阶段以及审理过程中均可针对不同情况

邀请人民调解委员会、妇联组织、民政部门积极

参与纠纷化解工作，形成合力，邀请双方父母和

亲属、双方互相信任的单位领导、社区以及街道

的工作人员、村委会领导共同参与调解工作，帮

助分析矛盾产生的根源，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

法，让当事人充分感受到法律的温度，愿意化干

戈为玉帛。 

（三）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确保案件审判质量。 

针对离婚案件当事人诉讼能力弱的问题，审

理过程中应注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努力查

明案件事实，确保案件的审判质量。 

受理案件后，应依照法定程序及时向当事人

送达，告知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的各项权利

以及应履行的各项义务，提醒当事人依法申请法

律援助，对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办理诉讼费减免缓

手续。 

在被告不配合送达时可要求原告提供更多的

联系方式，视情况与被告单位或者所在居委会、

村委会取得联系，请求帮助联系，还可依法进行

电子送达以解决送达难问题，送达过程中向被告

本人或者被告其他家属释明不配合送达的法律后

果，引导当事人积极应诉。诉讼过程中，依法配置

举证责任，要求双方对各自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

提供感情是否破裂、夫妻共同财产、子女抚养能

力、对方存在过错等方面的证据，根据审理情况

依法出具律师调查令，要求当事人向法院如实申

报财产并告知未如实申报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释明转移和隐匿财产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在当事人提供对方过错行为线索或财产线索

的情况下，根据审理情况依职权调查相关证据，

保障无过错方的权利。根据查明的全案事实，正

确适用法律进行判决，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可

适当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充分保护妇女

儿童在婚姻纠纷中的权益。 

判决作出后以及执行过程中，可向当事人释

明不按生效判决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避免判决

后出现争子大战，敦促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及

时履行支付抚养费义务，劝告直接抚养子女一方

尊重另一方的探望权，友好协商，配合探望。要做

好思想教育工作，如当事人仍然拒绝履行生效判

决，可依法给予罚款、拘留等处罚。 

（四）认真落实《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密切关注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颁发情况。 

大连市两级法院已严格按照反家暴法和最高

法院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工作的批复内容等规定，

对涉及家庭暴力案件，依法立案、审理、签发，裁

定作出保护令后及时送达各部门，相互协作，对

加害人采取训诫、拘留等措施，全面开展对受害

人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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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年 3月 1日反家暴法施行以来，大连

地区共计受理 13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除

其中 2件当事人申请撤诉之外，其余 11件全部签

发。在审理婚姻家庭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

人有家庭暴力行为或者有家庭暴力倾向，需及时

采取适当措施，向有施暴倾向的当事人进行警示

教育和心理疏导，同时给予弱势一方当事人提醒，

告诉其有权利用法律保护自己以及如何保护自己，

指导当事人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努力避

免家庭暴力潜在危险化为现实暴力行为。 

（五）建立健全与相关部门的对接机制，推进新

时期审判和妇女维权工作协同开展。 

离婚案件审判工作带来的社会问题不是法院

能够独立解决的问题，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

努力。 

大连市两级法院近年来已通过与妇联、公安

机关、社区、学校、民政部门等各单位的协作，在

家事调解、家事调查、心理疏导以及反家庭暴力

等方面进行了沟通、协调和配合，效果良好。 

尤其是与妇联组织在婚姻危机干预、家长亲

职教育、家暴信息共享、行为强制执行、关联课题

研究等方面开展协作，努力建立完善的沟通协调

机制、宣传教育机制、业务培训机制、人才储备机

制，为促进家庭和睦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形成合力。 

（六）加强普法宣传，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普法宣传工作应重点宣传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以及《妇女权益保障法》、

《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法规，促进人们形成正

确的婚姻家庭观念，积极倡导树立优良家风，增

强家庭责任感，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

营造安定的社会环境。 

离婚案件的审理关系到离婚夫妻双方当事人

的合法利益，关系到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和未

来的成长保障，人民法院离婚案件整体的审判质

量和处理效果关系到全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因此，法院在离婚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应充分

意识到审判工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认真负责、

公平公正、妥善合理地处理离婚案件，努力实现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和家庭家风家教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

障。 

河北法院：民事审判托起未成年人法治蓝天 

2022-05-31  河北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PFiaqBqlzLp1EUN6aw1fmw 

编者按 

值此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河北高院将《河北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篇）》第

四期部分内容，即《河北省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工

作状况》及典型案例通过公众号予以发布，在通

报河北省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工作状况的同时，旨

在增强全社会关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法治

观念，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给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家和理念、柔性司法、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

教育责任告知书……近年来，河北法院高度重视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多措并举深化未成年人

民事权益保护机制专业化和规范化建设，积极构

建法院与行政部门之间的互动协作机制，为保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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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近三年，全省法院共依法审结涉及未

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案件 4 万余件，其中抚养纠

纷案件 2 万余件、侵权纠纷案件 1 万余件、人格

权纠纷案件 3000余件，另外，还涉及监护权纠纷、

探望权纠纷、收养关系纠纷、继承纠纷等案件，为

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保障。 

河北法院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坚持“未

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审理涉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案件，深化新时代少年法庭改革，推进未成年

人保护和家事审判工作融合发展。贯彻最高法院

要求，将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关系密

切的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及行政诉讼案件

纳入少年法庭受案范围，推进未成年人保护与家

事审判融合发展。 

全省法院丰富家事审判和其他涉未成年人案

件审判工作内容，仅廊坊、邯郸两地法院就发放

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 100 余份，家庭教育指导令

20 余份，确保《家庭教育促进法》及时落地见效。

各地法院延伸审判职能，配合同级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共同做好

家庭教育工作。邯郸磁县法院与邯郸市家庭教育

协会联合成立邯郸市家庭教育协会磁县基地，整

合法院、妇联、协会的优势资源，建立集家庭教育

指导、青少年维权帮教、涉少矛盾纠纷化解、法律

咨询、心理疏导、回访帮教、法治宣传为一体的家

庭教育体系。 

河北法院延伸审判职能，健全完善“社会一

条龙”的社会协作机制，构建与有关职能部门、

社会组织和团体协调合作的多维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体系。各地法院开设涉妇女儿童立案窗口、母

婴室，将妇联的调解组织纳入冀时调调解平台，

建立常态化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绿色通道”等。

全省各地法院组织了法治进校园、法院开放日等

多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活动，形成全社会保护未成

年人权益的良好氛围。 

案例一 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说“不”  

张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基本案情 

申请人张某某与被申请人陈某曾是夫妻，于

2021 年 12 月经法院调解自愿离婚，离婚时二人

约定婚生子陈某某由其父亲陈某抚养。离婚后陈

某为威胁张某某，多次对其子陈某某实施打耳光、

脱衣服罚站等家庭暴力，并将对陈某某实施家庭

暴力的视频发送给张某某，对张某某进行威胁、

骚扰。 

法院判决 

法院收到张某某的诉讼请求后，立即启动非

诉讼程序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裁定禁止被申

请人陈某对陈某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

陈某骚扰、接触张某某。如陈某违反禁令，人民法

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三

十四条规定，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官说法 

家庭应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沃土，父母应是孩

子健康成长的守护者，不应该伤害孩子。近年来

发生的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案件，刺痛公众的神

经，引发全社会对儿童权益保护问题的持续关注。

惩罚施暴者、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立法和司

法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案中儿童作为受害者，与

妇女受害者相比，自身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

就需要依照《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由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代为申请，这样才能

更有效的维护儿童权益。坚决对家庭暴力说不，

运用好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措施，依法护航青少年

健康成长。 

案例二 拒绝校园暴力，遏制校园欺凌 

尚某某与张某某等五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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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该案原被告均系在校住宿初中女生，因个人

琐事纠纷，五被告多次在宿舍对原告进行肢体伤

害，后造成原告严重的精神疾病多次住院治疗，

因赔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引发诉讼。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本案尚某某与五被告在学校学习、

生活期间，发生矛盾，五被告进而对尚某某进行

扇耳光、逼其下跪、言语威胁等侮辱行为，导致尚

某某精神受刺激，进而引发抑郁症、精神分裂症、

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且司法精神医学鉴定

意见明确，尚某某目前的症状与其被殴打事件之

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因此，五被告的父母理应

对尚某某的损失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另外，本

案所涉及的侵权行为系五被告共同实施，五被告

的父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法官说法 

近年来，校园欺凌、校园暴力问题引发了社会

广泛关注。校园欺凌、校园暴力，对未成年人的伤

害是巨大的，对于未成年被施暴者来讲，不仅会

造成身体上的伤害，还会带来难以治愈的心理、

精神创伤，严重的还可能会对以后的人生产生负

面影响。本案中施暴者具有团伙性，且实施了一

系列侮辱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和

不良影响，侵权责任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 

守护“少年的你”，河南高院通报少审工作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 

2022-05-31  豫法阳光 

https://mp.weixin.qq.com/s/-Tjq_OHmbGj3ZShqiwAerw 

5月 31日上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了 2021年以来全省法院少年审判

工作情况，并发布了 6 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

案例。省法院少年审判庭杜燕萍庭长出席发布会。 

 

杜燕萍庭长介绍 

青少年是家庭的希冀，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全省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紧

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全面贯彻落实未成

年人保护法律法规，以及特殊、优先保护和双向、

综合保护的政策精神，依法办理涉未成年人权益

保护案件，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共同推进新时代

未成年人保护事业发展。全省少年审判取得较好

成绩，荣获多项全国性荣誉，其中，河南高院少年

审判庭被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央政法

委、司法部、共青团中央、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

青少年普法教育先进集体”。主要做法： 

一、加强少年法庭建设,逐步夯实未成年人审判专

业化组织基础 

三级法院以独立建制或者加挂牌子的方式设

立少年法庭 182个，基本实现了少年法庭全覆盖。

并通过选择交通便利的城区或城郊法庭，整合少

年法庭和家事法庭资源，积极开展少年审判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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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审判融合试点工作，推动二者相互促进，融合

发展。 

二、依法严惩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形成

强大法律震慑 

始终坚持依法严打方针不动摇，对杀害、重

伤、性侵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依法严

惩，该判处死刑的依法判处死刑。 

三、积极运用多种司法保护措施，充分保障未成

年被害人权益 

通过采取“职业禁止”刑罚辅助性措施，依

法禁止性侵等犯罪分子一定期限内从事与未成年

人密切接触的职业，筑起再侵害未成年人“隔离

墙”。坚持依法、及时、有效保护被害人原则，及

尊重被害人真实意愿原则，通过向施暴者发出人

身安全保护令，为未成年人免受家庭暴力撑起

“保护伞”。 

四、加强协作配合，积极参与“一站式”工作平台建

设，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专业保护与救助 

即在办理性侵未成年人等案件时，使用符合

未成年人认知特点的语言、方式，对未成年人取

证工作原则上一次性完成，心理疏导、综合救助

等保护工作一体进行，帮助被害人尽快走出阴影，

避免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五、坚持双向保护政策 

全省法院在注重依法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同

时，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原则，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

对于具有自首、从犯等法定从宽情节，或者认罪

悔罪、初犯、偶犯等酌定从宽情节的未成年人，依

法从宽处罚，该适用缓刑、免刑的依法适用。并注

重将法治教育、心理疏导、人文关怀贯穿到诉讼

全过程，最大限度地矫正、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六、能动司法，堵塞社会管理漏洞，密植未成年人

安全防范“篱笆墙” 

全省法院在依法审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

的同时，针对办案过程中发现的家庭、学校、社会

以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存在的管理漏洞和安全隐

患，采取发出安全提示或司法建议等方式，堵塞

漏洞。 

七、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加强配合，增强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合力 

健全完善“政法一条龙”工作机制，加强公

检法司等部门配合，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有效预防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健全完善“社

会一条龙”机制，调动社会力量，推动未成年被

害人救助、未成年罪犯安置帮教、未成年人民事

权益保护等措施；持续开展普法教育宣传，增强

未成年法治意识，营造未成年人保护的浓厚社会

氛围。 

人大代表点评 

 

全国人大代表、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许

湾乡李灵希望小学校长李灵 

听取了省法院举办的少年审判工作情况新闻

发布会，感受很深刻，法官们为保障未成年人成

长所采取的多种司法保护举措，体现了河南全省

法院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作为一名

教育工作的从业者，我多次参与到河南法院发起

的“送法进校园”等活动，并聘请法官作为学校

的法治副校长。法官们结合青少年学生成长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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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校园霸凌如何进行自我保护、如何应对和处

理不法侵害等一个个鲜活真实案例，以案说法、

以例释法，使全校师生、学生家长都对未成年人

保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些活动也让法治的种

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用法治的力量为未成

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蒋文聪） 

河南法院守护“少年的你”典型案例 

2022-05-31  豫法阳光 

https://mp.weixin.qq.com/s/eAsQfcK0hfNBnE4QpBsByA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判决。为充分发挥典型案

例的评价、指引功能和警示教育意义，我院筛选

了近年来全省法院审理的 6 起涉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的典型案例，其中，既有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等

刑事案件，也有涉及未成年人抚养权、健康权等

民事案件，还有家庭教育令、人身保护令等新类

型案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发布这些案例，是要彰显人民法院坚持依法

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不手软、坚持依法维

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松懈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

心，同时，也希望全社会更加关心未成年人事业，

共同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和

社会环境。 

一、被告人崔某某抢劫案——体现双向保护原

则，对未成年被告人依法从轻处罚 

【基本案情】 

被告人崔某某，高中学生，案发时 17 周岁。

因学习压力大，遂产生通过抢劫来寻求刺激的念

头。2021年 9月学校中秋节放假期间的一天凌晨，

崔某某携带一把美工刀和一个刀片从家中骑电动

车出来寻找作案目标。当发现被害妇女韦某独自

一人时，崔某某将被害人按倒在地，并将美工刀

架在被害人脖颈处一下随即拿开，被害人剧烈反

抗并大声呼救，崔某某惊慌逃离现场。本案，崔某

某未对被害人造成人身伤害，亦未抢得财物。案

发后，崔某某亲属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并取得

被害人谅解。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崔某某使用暴力抢劫私人财

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其犯罪时已满十六周

岁不满十八周岁，予以减轻处罚。犯罪未遂，比照

既遂犯予以从轻处罚。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自愿认罪认罚，并取得被害人谅解，且崔某某

一贯表现良好。综合法定和酌定的从轻、减轻处

罚情节，考虑到崔某某由于缺乏对法律的认知和

敬畏，导致其犯下罪行而锒铛入狱，为了帮助被

告人汲取教训，谨记法律规定，学会感恩回报，重

返课堂，发奋图强，早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

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1000元。 

【典型意义】 

体现了未成年人“双向保护原则”，即在打

击犯罪、维护未成年被害人权益的同时，还要依

法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未成年人

处于生理和心理的成长阶段，具有非常强的可塑

性，对于未成年被告人依法惩处的同时，还要注

重教育引导，促使其认罪悔罪，真心接受改造，早

日回归社会。本案审理过程中，法官从犯罪的危

害性、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和被告人双方造成伤害

等方面对崔某某进行教育，从而让其认识到自身

的错误、对法律心存敬畏。综合考虑崔某某的犯

罪动机、犯罪事实情节、对社会的危害性以及悔

罪态度等方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javascript:void(0);


024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法官还专门邀请心理咨询老师多次对崔某某

进行了专业化心理疏导，帮助崔某某尽快走出心

理阴影；多次和教育局及所在学校进行沟通，确

保崔某某后期顺利返校。经过后期几次回访，崔

某某在学校学习努力、状态良好，已回归正常学

习生活，还信心满满的给法官承诺一定要考上一

所好的大学。 

二、李某某强奸案——体现对通过网络方式实施

犯罪的打击和防范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某从浙江到河南某市出差期间，

通过网络交友软件联系不满 14 周岁幼女刘某某，

在酒店房间内与被害人刘某某发生性关系，并支

付嫖资 3000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某与不满十四周岁幼

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法院以强

奸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 

【典型意义】 

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未成年人的生活

方式，智能手机被广泛运用于学习、生活的各个

方面。据统计，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我国未

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3.7%。其中手机使用占

比达未成年人上网设备的 92%。特别是 2020年新

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以居家上网课的方式逐步

成为主流学习模式，智能手机用户低龄化，未成

年人接触网络的便利度和机会大幅度增加。网络

内容无论质量好坏，对于未成年来说都存在巨大

诱惑；微信、QQ等网上社交成为未成年人的主要

社交方式，导致家长和学校对于未成年人的社交

圈掌控减弱，甚至有失控迹象。由于家长忙于工

作没有足够的精力监督未成年人的上网行为，网

络监管存在漏洞或者平台主体责任缺失等原因，

导致有的未成年人沉溺网络，或被网络平台的违

规经营模式影响，如诱导消费、打赏等，导致家庭

财产受损；或被网络诈骗、网络色情等侵害，甚至

有的未成年女性被犯罪分子诱惑或欺骗，遭性侵

后身心健康严重受损。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了“网络保护”

专章，5月 7日，中央文明办、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网络直播加强未成年人保护

的意见》，对网络直播行业进行规范。 

本案就是一起通过网络社交软件诱骗并对未

成年人实施性侵的犯罪。法院在依法对被告人追

究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向网信部门以及学校等单

位发出司法建议，多措并举，阻断犯罪分子通过

网络侵害未成年权益的途径。我们希望通过该案

提醒青少年增强网络风险防范意识，呼吁全社会

关注网络空间治理，共同营造天朗气清、生态良

好、符合人民利益的网络精神家园。 

三、苑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基本案情】 

申请人苑某某与被申请人赵某某系夫妻关系，

赵某某多次到苑某某的工作场所吵闹，并多次殴

打苑某某及二子女，虽然苑某某多次报警，公安

机关也曾下达家庭暴力告诫书，赵某某依然没有

停止其侵害行为。赵某某的行为严重影响苑某某

及二子女的正常生活，苑某某向法院起诉离婚，

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结果】 

法院裁定：禁止赵某某对苑某某及其子女实

施家庭暴力；禁止赵某某对苑某某骚扰、跟踪苑

某某及其子女；责令赵某某在本裁定有效期内迁

出另行居住；禁止赵某某接近苑某某经营的个体

门店。如赵某某违反上述禁令，视情节轻重处以

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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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人身安全保护

令涵盖了诉前、诉中、诉后各时间段，当事人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无需依附离婚诉讼。本案中，苑

某某在离婚诉讼期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民

法院依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保护了受害

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彰显了法律的权威。

另外，苑某某注重证据收集，其向法院提交的证

据能够证明赵某某存在家庭暴力，使得办案法官

能够快速、顺利作出民事裁定，维护了自己的权

益。 

四、王某甲、王某乙诉其父亲王某某抚养费纠纷

案——体现最大限度地维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

益 

【基本案情】 

原告王某甲、王某乙的父母于 2016 年 10 月

13 日离婚，经公证的离婚协议约定，王某甲、王

某乙由母亲抚养，跟随母亲一起生活，父亲不承

担孩子的抚养费，但有探视孩子的权利。后王某

甲、王某乙由于尚未成年，正在上学，需要费用较

高，故起诉要求其父亲承担部分抚养费。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五条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

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

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

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

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

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根据此规定，虽然二原告的父母离婚时约定二原

告由母亲抚养，父亲不承担抚养费，但由于二原

告现未成年正在上学，需要父亲尽抚养义务，故

对于二原告要求其父亲支付抚养费的诉讼请求予

以支持。抚养费的数额，应以其父月收入为基础、

每人按 25%的比例进行计算，从二原告主张权利之

日支付至二原告年满 18周岁。 

【典型意义】 

离婚之后，夫妻双方也许可以形同陌路、不相

往来，但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永续、亲情永

存，权利义务关系不会发生变化。孩子遭遇父母

离婚变故，对幼小的心灵和生长的环境都会产生

不良影响，假如由于抚育费支付问题再涉及诉讼，

对孩子未来成长和人生观的形成极为不利。面对

共同承担的抚养职责，一方面，父母双方要积极

履行自己的抚养义务，不可推诿懈怠；另一方面，

父母双方也应秉持互谅互让的原则，就子女成长

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充分协商，不得擅自增加

对方的抚养负担。2021年 1月 1日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的规则使

得子女在父母离婚后的生活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和保

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五、胡某某强奸一案——办案中发出“家庭教育

令” 

【基本案情】 

被告人胡某某与被害人梁某某是初中在校同

学。2020 年 8 月底，二人开始以男女朋友交往，

后梁某某多次在胡某某家居住。其间，胡某某明

知梁某某未满 14周岁，多次与其发生性关系致梁

某某怀孕。梁某某之母发现梁某某怀孕后，向公

安机关报警。后梁某某在医院引产一孕 23周胎儿。

胡某某家人与梁某某家人达成协议，取得被害人

及其家人谅解。后胡某某在其家人陪同下到公安

局投案。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某在明知被害

人梁某某未满十四周岁的情况下，与其发生性关

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其案发时系未成年人，

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其近亲属积极赔偿

被害人损失，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出具谅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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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种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经社

区矫正评估，胡某某具备适用社区矫正条件，可

以适用缓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胡某某有期徒刑

二年，缓刑二年。 

同时，法院考虑到被告人胡某某的父亲系监

护人，对胡某某长期留宿幼女在家并造成怀孕后

果，未尽到相应监护职责，此种监护失职情形依

法应当予以纠正。依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

规定，依法向其监护人发布家庭教育令，要求其

父母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

责任，用正确思想、方式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使

其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习惯。 

【典型意义】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下列监护职责：（一）

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

（二）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

求；（三）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勤俭节

约，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四）对未

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

意识和能力；（五）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

保障适龄未成年人依法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六）

保障未成年人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引

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七）妥善

管理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八）依法代理未成

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九）预防和制止未成年

人的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并进行合理管教；

（十）其他应当履行的监护职责。 

《家庭教育促进法》于 2022 年 1月 1日正式

实施，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

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增进家

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制定的法律。该法第

十四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

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

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

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

品行和习惯。 

本案中，处于青春期的胡某某生理、心理均处

于快速发展阶段，但其并未得到家长及时有效的

指导和帮助。与梁某某以男女朋友交往，并留被

害人梁某某长期在家中居住，多次与之发生性关

系，造成不满十四岁幼女怀孕后引产的后果。法

院在对胡某某依法适用缓刑的同时，结合其家庭

教育存在的问题，亦对其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令，

督促其家长切实履行监护主体责任，加强对未成

年子女的教育和指导，帮助胡某某平稳度过缓刑

考验期，促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在依法保障未成

年人得到科学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前提下，才能够

使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发布本案，还希望对早恋少男少女及其家长

有所警示：早恋是青春期的常见现象，学校和家

长要关注孩子青春期的教育引导，培养孩子的责

任感和守法意识，将他们注意力引导到学习上来，

做到发乎情、止乎礼、束于法，避免孩子因其不当

行为甚至犯罪行为给自身以及钟情的对方造成伤

害，悔之不及。 

六、秦某某诉王某某离婚案——随案发放《告知

书》和《家庭教育指导建议书》 

【基本案情】 

原告人秦某某与被告人王某甲均系农民，经

人介绍认识结婚，婚内生育一女王某乙。2021年 

11 月份以来双方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妻子秦某

某以发现丈夫王某甲存在婚外情现象、双方分居

为由提起离婚诉讼。王某甲不同意离婚，其称双

方恋爱是一见钟情，深刻了解后结婚，婚后生育

一女，夫妻感情深厚，王某甲系为了家庭生活品

质提升去南方打工，而非是出现婚外情而分居，

近两年疫情的影响，王某甲在外打工收入不稳定，

家庭经济暂时有些困难，夫妻陪伴时间少，秦某

某感觉受了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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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处在升学的关键时期的女儿王某乙得知母

亲秦某某提起离婚诉讼后，郁郁寡欢，学习成绩

明显下降。父亲因常年外出打工，无暇顾及陪伴

女儿成长，母亲赌气故意放任不尽抚养女儿的义

务，相互推诿，致使王某乙只能由年迈的爷爷奶

奶照料。为避免因夫妻矛盾给子女造成不必要的

伤害，法官创新工作方式，一方面与王某乙见面

沟通并走访学校，一方面与王某乙的父母沟通，

通过随附判决书发放《告知书》和《家庭教育指导

建议书》，督促王某乙父母尽心尽力尽到抚养教

育责任。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婚姻关系的存续与解除，应以

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为依据。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

已破裂，应当以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

夫妻关系的现状和有无和好可能等方面综合分析。

本案，秦某某和王某某相识后经过较长时间了解

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夫妻关系较好，说明双方有

一定的婚姻基础。从双方产生的矛盾的根源看，

导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的原因是理解、信任出现

了问题，并非重大原则问题。婚姻家庭生活中的

纠纷、冲突在所难免，夫妻之间应当互相理解，加

强沟通，消除成见，保持家庭的和谐，既有利于孩

子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社会稳定。秦某某提供

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夫妻感情达到彻底破裂的法定

条件，不符合判决离婚的法定情形。遂依法判决

不准予秦某某与王某甲离婚。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婚姻家庭中

关于未成年人抚养教育的问题。因为离婚案件中

夫妻关系恶化，往往引发以下常见家庭教育问题：

监护缺失、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甚至

家庭教育缺位导致部分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的极端

事件屡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本案中，人民法院为避免因夫妻矛盾给子女

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王某乙心

理疏导以及对其父母的沟通，随案发放《告知书》

和《家庭教育指导建议书》，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及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如何尽

到抚养教育义务以书面形式告知未成年父母，用

真挚的语言感化当事人，并融入社会伦理道德思

想，劝导当事人崇尚家庭伦理，唤醒沉睡亲情，引

导父母持续关注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采取“法

言+心语”的方式，针对不同文化程度当事人因材

施教，对当事人正确认识婚姻、家庭关系起到了

正面积极的引导作用，督促未成年父母尽心尽力

履行抚养教育责任，进而减少问题少年及可能产

生的社会问题，有效保障了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 

现在发布！三明法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022-05-31  三明中院 

https://mp.weixin.qq.com/s/ahWKI-vN3yVZz6bkQhgbwg 

为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三明市两

级法院坚持未成年人审判“234”工作机制，严惩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依托审

判职能，主动向前向后延伸服务，形成未成年人

家庭教育“1+4+N”工作体系、“事实孤儿”全程

司法救助、未成人“两法”乡村行、乡村“红领

巾”法治课堂等特色做法，助力大爱三明、平安

三明。今天发布两起典型案例，让我们一起共同

努力，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法治蓝天。 

姚某某诉蒋某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变更抚

养关系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不予支持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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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蒋某某、姚某某于 2010 年 5 月 20 日登记结

婚，2010 年 11 月 2 日生育长子小明（化名），

2016年 12月 27日生育长女小芳（化名）。2020

年 6月 28日，蒋某某与姚某某办理离婚登记。离

婚时双方约定：婚生长子小明由姚某某抚养，婚

生长女小芳由蒋某某抚养，抚养费由双方各自承

担。离婚后，蒋某某至厦门工作。小芳于 2020年

8月跟随蒋某某到厦门生活，随后就读于厦门市湖

里区某幼儿园。2020年 9月 15日，姚某某以不忍

心将两个孩子分开，其经济条件较好为由，向法

院起诉，要求变更小芳由姚某某抚养。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姚某某提供的证据无

法证实蒋某某存在无力履行抚养义务、不尽抚养

义务或虐待子女等对子女身心健康有不利影响的

情形，且小芳目前已跟随蒋某某在厦门生活，并

就读于厦门某幼儿园，若改变其生活与学习环境，

则对孩子成长不利。故对姚某某要求变更子女抚

养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宣判后，姚某某不

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目前小芳的生活、教育

均有保障。姚某某与蒋某某协议离婚仅三个月，

姚某某在未提供有利证据证明蒋某某在抚养期间

存在无力履行抚养义务、不尽抚养义务或虐待子

女行为等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下，要求变

更抚养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协议或者调解离婚后，

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又向法院起诉变更

子女抚养关系的情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

注意：1.有抚养能力不必然产生变更抚养关系的

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

十六条的规定，不直接抚养的一方必须举证证明

抚养人有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并且自己

具有抚养能力，才能变更抚养关系。2.从子女角

度看，协议离婚后，年幼的婚生女随父亲共同生

活且生活环境稳定，突然变更抚养关系，改变生

活环境，对于子女来说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调整适

应，可能不利于其身心健康。3.从情理角度看，子

女的健康成长需要来自父母的共同关爱，但并非

只有变更抚养关系才能解决。姚某某和蒋某某可

以通过依法行使探望权等方式增进其与子女的亲

密关系。该案的判决有利于促进父母双方以子女

利益为重，为未成年子女共同创造良好的生活、

成长环境。 

林某甲诉张某乙抚养费纠纷案——子女可在必要

时向父母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抚养

费 

基本案情 

张某乙与林某乙原系夫妻，2005年 7月 1日

生育女儿林某甲。2007年 6月 12 日，张某乙与林

某乙登记离婚。离婚时双方约定：林某甲由张某

乙抚养。离婚后，林某甲仅在张某乙处生活了几

个月，便随林某乙生活。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变

更林某甲由林某乙抚养，张某乙每月给付林某甲

抚养费 150元。2014年 6月，林某甲起诉要求增

加抚养费，法院判决张某乙每月给付林某甲抚养

费 540 元至林某甲年满 18 周岁止。2019 年 8 月

19 日，林某乙要求张某乙配合将女儿由张姓改为

林姓，并同意自女儿改姓之日起，张某乙不再负

担任何费用，所有费用皆由林某乙负担。同日双

方为女儿办理了更名手续。 

2021年 1月，林某甲再次向法院起诉要求增

加抚养费数额。 

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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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经审理认为，虽张某乙与林某乙于 2019

年 8月 19日达成协议，林某甲改姓后的费用由林

某乙负担，但因林某甲尚未年满十八周岁，没有

劳动收入，需要父母抚养，单靠林某乙单方承担

抚养费用确有一定困难，林某甲向张某乙主张抚

养费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林某甲的实际需要、父

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酌情

确定张某乙每月给付林某甲抚养费 800 元。判决

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典型意义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

的权利和义务，虽然父母双方已经协议约定抚养

费数额和期限，但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

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

求。本案林某甲母亲林某乙在离婚后将林某甲改

为与自己同姓，并与张某乙协议张某乙不再支付

改姓后的任何费用，但因林某甲尚未成年，无法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生活来源，林某乙亦不具

备独立抚养林某甲的能力，故林某甲可依法向张

某乙主张超过林某乙与张某乙协议原定数额的抚

养费。对于抚养费的数额，应当根据子女的实际

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

平综合确定。 

重庆二中法院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例 

原创：2022-05-31  重庆二中法院 重庆二中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ybSSt5zAaZDvvRwR7DSUNQ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保护祖国的未来。为迎接

党的二十大顺利召开，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市二中法院聚焦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结合辖区两级法院一年来未成

年人民事审判工作情况，选取 10 起未成年人权益

保护典型案例予以发布，以推动形成全社会关心

与关爱、支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浓厚氛围。 

典型案例 

案例一、廖某、欧阳某诉开州某小学教育机构责

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廖某与欧阳某系夫妻，二人的女儿廖某 1 是

开州某小学五年级学生。2020年12月18日早晨，

廖某 1 上学走到学校教学楼二楼走廊时，突发疾

病倒地不起。由于学校未依法设立卫生室，未配

备专业的卫生技术人员，致使廖某乙突发疾病后，

没有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及时采取科学的施救与处

置措施。事故发生长达 10分钟后，学校才将廖某

1 送往就近的医院实施抢救。最终导致廖某 1 经

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裁判结果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相

关法规规定，寄宿制学校或 600 名学生以上的非

寄宿制学校，应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应接受学校卫生专业知识和急救技能

培训。本案中，该学校属于城区普通小学，其学生

人数达数千名，学校没有配备专业的卫生技术人

员，在教育、管理上具有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遂判决学校承担 20%的责任。 

一审宣判后，学校不服提起上诉。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学校

未依法设置卫生室并配备专业的卫生技术人员，

以致在廖某 1 突发疾病时，没有专业卫生技术人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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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及时进行施救和处置。虽然学校其他教师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处置，但并不能代替专业卫生技术

人员的专业救治，故该学校未尽到法定的教育管

理职责，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据此，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寄宿制学校或 600

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制学校应配备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接受学校卫生专业知

识和急救技能培训。本案中，该学校作为城区普

通小学，学生达数千人，但没有依法设置卫生室

并按学生人数配备专业的卫生技术人员，以致在

学生突发疾病时，没有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及时采

取科学的施救措施，学校未尽到法定的教育管理

职责，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案裁判有利于促使学校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设立卫生室并配备专业卫生技术人员，以更好保

障学生生命与健康安全，具有规范学校教育管理

行为的指引作用，以及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利益

的价值导向作用。 

案例二、唐某诉邱某、华泰财险重庆分公司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 年 10 月 8 日 14 时 25 分许，邱某无证

驾驶二轮摩托车，在梁平区某叉路口处，在转弯

时与对向直行由唐某（孕妇）驾驶的电动二轮车

发生碰撞，导致唐某受伤以及两车不同程度受损

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邱某承担本次

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唐某不承担本次交通事故

责任。事故发生后，唐某诉请主张包括胎儿的被

扶养人生活费在内的各项损失。侵权行为人与保

险公司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解决胎儿作为民事权

利能力人主张，可待胎儿出生后另行主张。后，唐

某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诞下陈某，唐某遂提起本

案诉讼，主张陈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 23817.60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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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唐某之子

陈某在该案法庭辩论终结时尚未出生，对其被扶

养人生活费未一并判决，但明确了唐某可待胎儿

出生后另行主张。因此，唐某在陈某出生后有权

要求交通事故赔偿主体赔偿陈某的被扶养人生活

费 23817.60元。 

典型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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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某在发生交通事故

后，第一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唐某儿子陈某为

腹中胎儿，并未出生。但胎儿一旦出生后，唐某就

要承担法定的抚养义务，陈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

就应当予以支持。本案裁判准确运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对胎儿利益保护的相关规定，与

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相契合，是我国对未成年人

利益最大化保护的生动体现。 

案例三、冉某诉刘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冉某与刘某婚后生育两女一子。2020年，冉

某诉请离婚，开州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

求。2021年春节，冉某与刘某在电话中发生纠纷

后离家出走，致三个未成年子女长达 50多天无人

照看。2021年 3月，二人的大女儿到法院反映情

况，欲起诉父母。考虑到案涉未成年人长期无人

监管，法庭干警提前介入纠纷解决，第一时间前

往三个孩子家里，实地查看居住环境，初步解决

三个孩子的生活问题。考虑到父母才能更好地为

孩子提供身心教育、保护义务，开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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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挥“一庭两所”纠纷化解机制，联动开州

区人民检察院及当地派出所、司法所共同对冉某

与刘某进行法治教育，告知二人作为父母、未成

年人子女的法定监护人的相关权利义务及不承担

抚养义务的法律后果。经心理疏导与法治引导，

冉某与刘某同意将双方的纠纷纳入诉讼程序解决。

2021年 4月，冉某再次起诉离婚。诉讼中，开州

区人民法院积极主持双方调解，以保障未成年人

利益最大化。 

最终，双方协商一致，自愿离婚，并明确了二

人对三个子女的监护责任。 

裁判结果 

经法院调解后确认，冉某与刘某自愿离婚，并

明确了大女儿由冉某直接抚养，二女儿及儿子由

刘某直接抚养。冉某自 2021年 5月起支付儿子抚

养费每月 800 元至其年满 18 岁时止，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支付二女儿抚养费每月 800 元至其年

满 18岁时止。 

典型意义 

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

积极发挥司法主观能动性，提前介入，主动下沉，

联动联调，服务延伸，本案就是一个缩影。受案后，

人民法院积极发挥“一庭两所”纠纷化解机制，

联动检察院与当地派出所、司法所等多个部门有

效化解纠纷，最大化地保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案例四、申请人刘某、邓某申请指定监护人案 

基本案情 

廖某现年十岁，其父亲廖某 1、母亲刘某 1均

先后去世，其姐姐廖某 2虽已成年，但其在时间、

精力和物质上无法对廖某进行监护，且其祖父母

亦已去世，廖某现处于无人监护状态。开州区人

民检察院及区妇联在征得廖某户籍所在地村民委

员会同意及廖某姨妈刘某、姨夫邓某的同意后，

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支持起诉由刘某、邓某申请

指定其为廖某的监护人。  

裁判结果 

开州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廖某系未成年人，

其父母去世后，其姐姐廖某 2不能充分保障监护，

廖某户籍所在地村委会均同意由申请人刘某、邓

某担任廖某的监护人。申请人刘某、邓某愿意担

任廖某的监护人，且申请人身体健康，在北京市

有固定居所、收入稳定，能够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申请人刘某、邓某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遂判决

指定刘某、邓某为廖某的监护人。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的父母死亡后，应由享有监护资格

的人按法定顺序担任其监护人。本案中，廖某的

姐姐廖某 2 本是第一顺位监护人，但因其确实无

力照顾未成年人，应当在征得未成年人所在居民

（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下，突破法定

监护人的资格顺位，指定其他具有监护能力且同

意监护的人员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以最大化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本案中，区妇女联合会主动参与，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支持起诉，人民法院依法裁判，为失去监

护的未成年人依法指定新的监护人，是司法机关

与妇女联合会共同行动，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典型案例。 

案例五、城口县民政局与李某申请撤销监护人资

格案 

 基本案情 

高某系张某之女，张某离婚后与李某登记结

婚，高某与李某形成继父女关系。在共同生活期

间，李某在家中多次猥亵高某。后李某因犯猥亵

儿童罪,被城口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

个月，现在监狱服刑。2021年 8月 4日，城口县

公安局民警询问张某，张某称，高某的生父及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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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均已去世，奶奶在河北居住生活，张某不愿意

申请撤销李某的监护权。2021年 10月 8日，城口

县人民检察院向城口县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书》,

建议其向法院申请撤销李某的监护人资格。城口

县民政局遂向法院申请撤销李某的监护人资格。

裁判结果 

重庆市城口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撤销李

某为高某的监护人的资格。 

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

政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

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被申

请人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

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人民法院可以

判决撤销其监护资格。李某猥亵继女高某，经法

院判决犯猥亵儿童罪，李某的犯罪行为严重危害

了高某的身心健康,不宜再作为高某的监护人。因

高某的母亲不愿撤销李某的监护资格，本案由民

政局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李某的监护资

格，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是公安、检察院、民政、法院多方联动，

共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对于推

动形成全社会力量共同行动，不断加强对未成年

人的关爱和保护的浓厚氛围，具有良好的示范作

用。案件的裁判对规范未成年人父母的监护行为，

引导相关部门依法申请撤销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监护人的监护资格，具有行为指引与程

序引领作用。 

案例六、张某、蒋某诉李某、胡某收养关系纠纷

案 

 基本案情 

蒋某与张某系李某甲的亲生父母；胡某与李

某系李某甲的养父母。李某甲于 2012 年 8 月 26

日出生，因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蒋某与

张某在女儿李某甲出生几日后，便将其送养给胡

某和李某抚养。胡某、李某于 2013 年 1 月 17 日

在原梁平县民政局办理收养登记，并将李某甲户

籍登记在李某处。李某甲被胡某、李某收养后，一

直随其居住生活至今。后蒋某、张某认为双方之

间并没有签订任何送养协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

收养关系无效，李某甲由蒋某、张某抚养并支付

胡某、李某代养费 90000 元。法院审理过程中走

访了未成年人李某甲，她表示只认养父母李某及

胡某为其父母，拒绝随蒋某和张某生活。 

裁判结果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经调解确认，蒋某、张

某在不影响李某甲学习和生活及尊重李某甲个人

意愿的情况下，有探视李某甲的权利。 

典型意义 

本案中，承办法官通过走访了解到李某甲的

养父母李某、胡某仅有她一个子女，对其细心呵

护、疼爱有加。考虑到李某甲接近 10周岁，法官

充分听取了李某甲的意见，经过多次调解，最终

达成了调解协议，维持了李某甲的生活现状。为

了降低本次风波对李某甲身心健康的不利影响，

案件办理过程中，法院请专家专门对李某甲进行

了心理疏导。本案的处置充分贯彻了未成年人利

益最大化原则，也切实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 

案例七、向某与程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案 

 基本案情 

向某系即将参加中考的某中学初三年级学生。

2021 年 1 月 11 日，程某驾驶车辆经过某小区路

口时，将向某撞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向某承担事

故次要责任，程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程某驾驶

的车辆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发后，向

某被送往医院治疗，共住院 21 天，产生医疗费

18826.36元，本次交通事故致向某全身多处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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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均不构成伤残等级。向某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

未能参加初中毕业体育考试，导致其高中招生体

育成绩为 0 分。向某诉至万州区法院，要求程某

和保险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 45064.20

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向某因

交通事故受伤住院，伤情虽未达到评残等级标准，

但向某因交通事故无法参加初升高体育考试，导

致其体考成绩为零，直接影响了向某的考试总分，

给其升学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故认定向某的诉

请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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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精神损害抚慰

金的赔偿条件，遂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向某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22530.59元。 

典型意义 

体育考试是高中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

占有分值 50分。中考系未成年人面临的第一次重

要考试，中考分值对于未成年人的第一次人生选

择有重大影响。司法实践中存在作为学生的交通

事故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伤虽不致残，但损伤后

治疗时间较长、院后护理期长或者即将面临考试

等因素不得不选择休学或者不能参加考试的情形。

此类情形下，人民法院支持作为学生的受害人所

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一方面彰显了法律

对于侵权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通过司法

个案判决突出了法律对于未成年人权益的最大化

保护。 

案例八、谢某甲诉张某监护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张某与谢某系夫妻。二人婚后于 1995年 8月

28 日生育长子谢某甲，于 2007 年 2 月 1 日生育

次子谢某乙。2015年，谢某因工伤去世，张某因

工伤赔偿款与谢某甲产生纠纷，并对谢某乙疏于

照顾，且多次对谢某乙实施家庭暴力。2021 年 5

月 14日，张某因对谢某乙再次实施家庭暴力而被

公安机关予以告诫。2021年 5月 26日，谢某甲申

请人民法院撤销张某对谢某乙的监护资格，并指

定自己为谢某乙的监护人。谢某乙在庭审中表示

不愿再受母亲殴打，愿意跟随兄长谢某甲一起生

活。 

裁判结果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作

为未成年人谢某乙的母亲和法定监护人，依法负

有对谢某乙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

督和保护的义务。但张某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并

屡次对谢某乙实施家庭暴力，致使未成年人谢某

乙陷入危困状态、身心健康遭受严重损害，其监

护资格应被撤销。谢某甲作为谢某乙的成年兄长，

具有监护资格以及监护能力，其申请撤销张某对

谢某乙的监护资格于法有据。由谢某甲担任谢某

乙的监护人，既最有利于实现谢某乙的利益，也

能最大程度地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愿。故判决撤销

了张某对谢某乙的监护资格，并依法指定谢某乙

的兄长谢某甲担任监护人。 

典型意义 

本案是对家庭暴力行为“零容忍”，切实保

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父母是未成年

人的法定监护人，监护权既是一种权利，更是法

定义务。父母对未成年人多次实施家庭暴力，是

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家庭暴力实施者

的监护资格，不仅能发挥法律的惩戒、教育作用，

使其知错改错，还能充分发挥法律的警示、预防

作用，喝阻其他针对未成年人的家暴行为。在重

新指定监护人时，人民法院遵循“最有利于未成

年人成长”的基本原则，优先指定符合条件的成

年兄姐作为监护人，有助于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

家庭氛围，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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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九、陈某甲、陈某乙诉王某抚养费纠纷案 

基本案情 

陈某与王某原系夫妻关系，两人婚后于 2007

年 6 月 12 日、2008 年 12 月 29 日生育陈某甲、

陈某乙。因王某下落不明，经陈某申请，王某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被宣告为失踪人，后陈某提起

诉讼，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判决陈某与王某离

婚，同时判决陈某甲、陈某乙随陈某生活，因王某

无下落，陈某请求王某给付抚养费的请求，待王

某出现后另案主张，该离婚判决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发生法律效力。后失踪人王某出现，重庆市

巫溪县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依法撤销了

王某为失踪人的宣告。陈某与王某离婚后，陈某

甲、陈某乙一直跟随陈某生活至今，王某已对陈

某甲、陈某乙尽了部分抚养义务。 

裁判结果 

重庆市巫溪县法院经审理认为，抚养教育保

护子女，既是父母的权利也是父母的义务。父母

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不因父母的离婚而受影响或消

除，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人或不能独

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

双方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确定。遂

判决王某按照每月 600 元的标准分别向陈某甲、

陈某乙支付在王某被宣告失踪期间及其出现后的

生活费直至陈某甲、陈某乙年满十八周岁。 

典型意义 

抚养教育保护子女，既是父母的权利也是父母的

义务，不因父母的离婚等因素而受影响或消除。

在父母一方被宣告失踪期间，未成年子女向其主

张抚养费面临实际上的履行不能，但这并不意味

着父母一方的抚养教育保护子女义务因曾被宣告

失踪而消除。在曾被宣告失踪的父母一方出现

后，未成年子女仍有权利向该父母一方主张包括

被宣告 失 踪 期 间 的 抚 养 费 。  

案例十、刘小某诉陈某抚养纠纷案 

基本案情 

陈某与刘某于 2011 年 3 月 21 日登记结婚，

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生育刘小某。2013 年 3 月 7

日，刘某被他人杀害死亡，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自 2014年 1月起，刘小某一直随爷爷刘某

甲、奶奶袁某甲生活，云阳县人和街道千峰村村

委会指定刘某甲、袁某甲为刘小某的监护人。2018

年陈某刑满释放后，一直未对刘小某进行抚养、

看望和支付抚养费。 

裁判结果 

云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刘小某为未

成年子女，尚无经济来源，且其父亲刘某已经去

世，刘小某可以要求其母亲即陈某支付抚养费，

遂判决陈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小某从

2014年1月起至2021年12月的抚养费96000元。

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父母丧失监护权后仍需支付未成年人

抚养费，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应受到法律保护，根据我国《民

法典》第三十七条“依法负担被监护人抚养费、

赡养费、扶养费的父母、子女、配偶等，被人民法

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应当继续履行负担的义务。”

之规定，本案中，陈某因刑事犯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四年，服刑期间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当地村委

会依法指定刘小某的爷爷刘某甲、奶奶袁某甲为

刘小某的监护人，但陈某对刘小某的亲属关系与

抚养义务并不因刘小某的监护权转移而消灭，陈

某仍应按时足额支付刘小某变更监护人后的相关

抚养费用，直到刘小某成年。本案裁判不仅切实

保障了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抚养费问

题，还对现行社会中尤其部分农村地区流传的父

母没有监护权就不用支付抚养费的说法进行了有

力地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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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典型案例 

2022-06-01  湖北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dZzuJv2H3qbHkzM7DzMkfw 

案例一 刘某绑架案 

基本案情 

2004 年 8 月期间，被告人刘某纠集张某某、

李某某（均已判决）欲绑架被害人马某某以勒索

钱财，并事先租赁房屋，准备刀、枪等作案工具。

同年 8月 31日 6时许，刘某、张某某、李某某租

用出租车在马某某必经路口守候，当马某某驾车

载被害人周某某（马某某外甥女，殁年 17岁）经

过时，刘某等三人指使出租车紧跟马某某车后并

将其拦停，然后强行登上马某某驾驶车辆，由刘

某持枪、张某某持砍刀抵住马某某的脖子，李某

某持匕首勒住被害人周某某，将两被害人挟持到

事先所租房内。刘某指使李某某、张某某捆住二

被害人手脚，并蒙住双眼、封堵嘴巴，然后强行将

被害人周某某的头溺入水桶中，持刀刺割其颈部

十余刀，导致周某某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接

着，刘某等三人从马某某身上搜出 2000余元现金

及银行卡，逼其说出其银行卡密码，并强迫马某

某分别打电话给其家人、朋友筹集现金赎人，后

因故均未得逞。当日 20时许，同案犯李某某担心

事情败露遂独自逃离；刘某、张某某见李某某未

归，恐事情泄露遂租车将被害人马某某转移至异

地。次日凌晨 1 时许，当车辆行至异地某收费站

时，马某某趁机跳车并高声呼救，刘某、张某某下

车追赶未果后逃离。2017年 11月 14日，潜逃外

地多年的被告人刘某，在新疆向当地公安机关投

案；但其到案后仅供述其伙同他人绑架马某某的

犯罪事实，拒不承认其参与杀害被害人周某某的

犯罪事实。 

裁判结果 

第一审法院以绑架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

判后，被告人刘某不服，提出上诉。省法院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

刑后，依法对被告人刘某执行死刑。 

典型意义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被告人刘某伙同他人绑

架被害人马某某以勒索钱财，并在作案过程中残

忍地杀害了被害人周某某，导致一名花季少女生

命陨落。作案后，刘某潜逃外地十三余年，深感罪

孽深重，迫于法律威慑力，在新疆向当地公安机

关投案。归案后，刘某虽然供认其参与绑架被害

人马某某的犯罪事实，但拒不供认其指使同伙杀

害被害人周某某的犯罪事实，依法不构成自首。

虽然被告人刘某具有自动投案情节，但鉴于其犯

罪动机极其卑劣，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

极其严重，且归案后没有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人

民法院遂以绑架罪判处其死刑，充分体现了人民

法院严惩暴力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坚定决心，依

法该判处死刑的坚决判处死刑，绝不姑息。 

案例二 邱某某强制猥亵案 

基本案情 

2020年 11月 7日 21时许，被告人邱某某邀

请被害人王某某（男，14周岁，在校学生）等人

到甲市 A酒吧喝酒。23时许，邱某某以送王某某

回家为由，驾车带王某某先行离开，前往其预定

酒店。到达酒店后，邱某某以请王某某帮忙把行

李搬至房间为由，将王某某骗至酒店房间，并强

行将王某某推倒在床上，欲对其实施猥亵行为，

遭王某某拒绝。邱某某采取威逼利诱方式，强迫

王某某就范，对其实施了猥亵行为，直至次日零

时 40 分许才让其离开。同月 8 日至 12 日，王某

某因身体损伤前往甲市医院住院治疗。同月 8日，

javascript:void(0);


036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王某某父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民警在前述酒

店房间内将邱某某抓获。案发后，邱某某亲属代

为赔偿了被害人王某某经济损失人民币 50000 元，

并取得被害方谅解。 

裁判结果 

第一审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判处被告人邱某某

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宣判后，被告人邱某某服

判，未上诉。 

典型意义 

在《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之前，猥亵类犯

罪包括猥亵儿童罪和强制猥亵罪，其中猥亵儿童

罪的犯罪对象限于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而

强制猥亵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妇女，导致被侵犯

的已满十四周岁男性无法得到法律保护。2015年

8 月 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刑法修正案

（九）》，将强制猥亵罪的犯罪对象由妇女扩大到

已满十四周岁男性，从而为此类犯罪中已满十四

周岁男性被害人提供了法律保护。近年来，社会

对妇女儿童的性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但对于男性

特别是已满十四周岁未成年男性的性保护意识有

待加强。被告人邱某某为追求性刺激，将未成年

的被害人王某某骗至酒店内，采取威逼利诱的方

式，对王某某实施了以性侵为主要内容的猥亵行

为，导致被害人身体受到伤害，严重侵害了王某

某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本案判决充分体现了

人民法院依法打击性侵男性犯罪的决心，以刑罚

手段为已满十四周岁男性被害人的人格尊严和身

心健康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护。 

案例三 张某虐待案 

基本案情 

2014年下半年，被告人张某在与王某同居期

间先后生育了被害人张某甲（女，2016年 1月出

生）、张某乙（女，2017年 9 月出生）。后王某

离家出走，二女与张某共同生活。2017年至 2019

年期间，张某多次打骂、虐待二女，并将二人关在

家中不管不顾，导致她们经常处于无人监管和照

看状态。2019年 8月 8日，张某外出游荡，被丢

在家中的两女因天气炎热、没有食物而哭喊求救，

邻居闻讯报警，民警联系消防人员救出二女。 

2019年 9月 2日，被告人张某因疏于照看导

致被害人张某甲头部受伤，且面对张某甲多次呕

吐未采取任何措施，后见张某甲伤情加重至昏迷

失去意识，才于第三天将其送至医院救治。2020

年 6月 12日，张某甲出院后被政府先后安排到某

康复医院、某儿童福利院康复治疗。经鉴定：张某

甲因外伤致闭合性颅脑损伤，损伤程度为重伤二

级，左侧第 10肋骨骨折为轻微伤。同年 9月 4日，

社区工作人员向公安机关报警，被告人张某经传

唤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裁判结果 

第一审法院以虐待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

刑五年。宣判后，被告人张某不服，提出上诉。第

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家庭是未成年人生活成长的重要场所。俗话

说得好：“生而不养，父母之罪。”父母作为未成

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

育和保护的法定义务。被害人张某甲、张某乙虽

系被告人张某非婚子女，但张某依法对她们具有

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法定义务。作为父亲，张某理

应照料她们的日常生活，保护她们的身体健康。

但张某在抚养两名年幼女期间，怠于行使作为父

亲的法定义务，尤其是因其疏于照看导致被害人

张某甲头部遭受重伤后，没有对张某甲进行及时、

有效救治，导致张某甲伤情加重。张某的行为既

违背法律规定义务，也违背了伦理道德要求，于

情于理于法不容，严重背离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

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鉴于张某长期怠于行

使父母监护权利，严重侵害了未成年子女的身心

健康，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五

年，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

为了全面维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所在社区

居委会依法提起撤销张某监护人资格之诉，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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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张某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由

民政部门担任两名被害人的监护人。目前，两被

害人已得到当地政府妥善安置。《未成年人保护

法》关于未成年人应得到家庭保护、社会保护、政

府保护和司法保护的相关规定，在本案中得到了

充分体现。 

案例四 陈某等非法拘禁、抢劫案 

基本案情 

2021年 6月，被告人陈某（时年 15周岁）听

说被害人杨某曾盗开一辆小轿车兜风，便与被告

人王某（时年 16 周岁）、张某（时年 15 周岁）

一起找到杨某，并强行将其带至王某家中。陈某

发现杨某手机微信有大量零钱，遂和王某、张某

商量将该钱款占为己有，采取殴打、威胁手段强

迫杨某说出支付密码，然后由陈某从杨某手机中

转出 3 万多元至张某等人手机。事后，三人将所

劫 3 万余元挥霍一空。杨某失踪后，其家人报警。

次日，民警在王某家中发现杨某并将其解救。案

发后，王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陈某、张某被公

安机关抓获归案。 

裁判结果 

第一审法院分别以非法拘禁罪、抢劫罪判处

被告人王某刑罚并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四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以抢劫罪判处被

告人陈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宣判后，被告人王某、陈

某、张某均未提出上诉。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针对被告人王某的父母

长期在外务工，对孩子的关心只停留在物质层面；

被告人陈某的父母离异，对其疏于教育；被告人

张某的父母缺乏正确引导，忽视与孩子沟通交流

等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等实际情况，法院依法

向三被告人的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并

协同团委、妇联、教育部门等部门对被告人的监

护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典型意义 

《家庭教育促进法》于今年 1月 1日起施行。

该法律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问题进行专门立法，

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本

案三名未成年被告人均因家长疏于日常教育和监

管而导致休学、辍学，长期与社会闲散人员密切

交往，养成抽烟、喝酒等不良习惯，导致他们对身

边熟人实施非法拘禁、抢劫犯罪。在审理案件过

程中，人民法院并没有简单地依据刑法相关规定

判处涉案被告人刑罚，为了消除涉案未成年被告

人的犯罪根源，人民法院依法向“怠于履行家庭

教育责任”的三名未成年被告人的监护人发出

《家庭教育指导令》并予以训诫，还协同团委、妇

联、教育部门等部门对他们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为犯罪的未成年人回归家庭提供法治保障。 

案例五 李某乐等与梁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梁某与李某诉讼离婚后，以李某在离婚诉讼

期间隐瞒已就原夫妻共同的两处房屋签订拆迁补

偿协议的事实，隐藏并转移拆迁补偿款为由，提

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要求分割房屋拆迁补偿

款。一审法院判决后，李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期

间，李某去世，其母亲刘某以及两未成年子女李

某乐、李某欢为其法定继承人。二审法院为此征

求三位法定继承人意见，是否继续参加本案诉讼。

刘某表示参加诉讼并坚持被继承人李某提出的上

诉请求；李某乐、李某欢的母亲即本案被上诉人

梁某作为二人的法定监护人，代为表示放弃被继

承人李某的上诉请求。 

裁判结果 

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李某乐、李某欢作为李

某的法定继承人继承李某在本案中的诉权后，与

其法定监护人、本案被上诉人梁某的诉讼地位对

立，且与其存在利益冲突。从实体利益分析，涉案

房屋拆迁补偿款中亦包含两未成年子女应享有的

拆迁补偿利益。李某去世后两未成年子女抚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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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尚未确定，家庭矛盾较大。现梁某作为两未成

年人监护人代为放弃上诉请求，不利于其未成年

子女利益保护。为全面保护李某乐、李某欢诉权

和实体权益，二审法院决定在本案中引入“未成

年人利益代表人制度”，积极联合当地妇联，委

托妇联指派未成年人利益代表人，由未成年人利

益代表人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直接参与诉讼。二

审法院经审理，在确认李某乐、李某欢享有房屋

拆迁安置利益 40余万元的前提下，判决梁某应分

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拆迁补偿款的 60%款

项。 

典型意义 

维护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是联合国《儿童权

利公约》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也明确了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原则。家

事案件审理中，通常由未成年人的父母作为监护

人，但父母有时为了各自利益所作决定并非以子

女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因此遭

受损害，我国现行诉讼制度尚未对此给出解决路

径。本案系湖北省首例未成年人利益代表人参与

诉讼的案件，法院在本案中引入“未成年人利益

代表人制度”，探索了第三人担任未成年人利益

代表人，在诉讼中维护未成年人独立地位和权利

的可能性，契合了家事审判改革的基本目标，未

成年人利益代表人代表未成年人的利益实施相关

诉讼活动，切实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实体和程序权

益，实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全面保护。 

案例六 王某某与某宾馆住宿经营场所经营者安

全保障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1年 6 月，案外人马某通过他人推送 QQ好

友的方式，与王某某互加 QQ好友。在当晚的聊天

中，王某某告知马某其系初中生，双方确定恋爱

关系后并相约当晚见面。当日晚至次日间，王某

某与马某两人先后三次共同入住某宾馆并发生性

关系。马某因明知王某某系未满 14周岁幼女仍与

其多次发生性关系，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五个月。王某某父母因王某某人身权益受到侵

害主张民事赔偿，并代表其向当地检察机关申请，

请求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检察机关据此出具支持

起诉书，支持王某某提起本案民事诉讼。王某某

遂以某宾馆未对未成年人尽到住宿经营场所经营

者安全保障法定义务为由，请求法院判决宾馆赔

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 1万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旅馆、宾馆、酒店等

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

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

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

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本案中，某宾馆在接待王某某入住时，

未尽到上述对未成年人安全保护的法定义务。王

某某所受伤害虽系犯罪行为所致，但某宾馆作为

住宿经营场所经营者亦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依

法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鉴于王某某因性侵害造

成特殊心理创伤，法院判决某宾馆赔偿王某某精

神损害抚慰金 5千元。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社会应当教育和帮助

未成年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增强自我保护的意

识和能力。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

成年人入住时，因未成年人身体和心智均未发育

成熟，需要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尽到更

加严格的登记和管理义务。本案中，人民法院秉

承对未成年人权益优先保护、全面保护、特殊保

护的基本原则，认定住宿经营者未尽到相应的安

全保障义务，对未成年人所受侵害应承担相应的

补充赔偿责任，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人格权益的特

殊保护。本案依法认定住宿经营者对未成年人所

受侵害的民事赔偿责任，必将对相关市场主体起

到一定的警示作用，督促市场主体对未成年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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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保护尽到应有的社会责任。同时本案也警示家

庭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有关主管部门

亦要强化对宾馆等经营场所的监管，形成对未成

年人全面保护的合力。 

案例七 方某与李某某校外活动中心教育机构责

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校外活动中心采取与第三方联合办班的形

式为青少年提供培训服务。李某在该校外活动中

心成立舞蹈工作室，从事舞蹈培训。方某（2009年

出生）自 2016年起在该舞蹈工作室接受培训。某

日，方某在参加舞蹈培训做下腰动作时感到身体

不适而哭泣，随后在旁休息。下课后方某的母亲

接其回家，发现方某出现双腿无法站立症状，经

医院诊断为脊髓损伤、截瘫。后经司法鉴定，方某

构成一级伤残，双下肢瘫痪伤情主要为外伤造成

相应脊髓损伤所致。事发时该舞蹈工作室以及李

某个人均没有办理相关营业证照或行业许可，事

发后李某才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因为未能就赔

偿事宜达成一致，方某父母以李某和某校外活动

中心未尽到教育、管理的法定义务为由，代表方

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依法赔偿方某因伤残所致

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个人在某校外活动中

心成立舞蹈工作室对未成年人进行有偿舞蹈培训，

方某在舞蹈培训时致使脊髓受伤、双下肢瘫痪，

李某并未采取预防和避免损害发生的相应措施，

未举证证明尽到了教育、管理的法定义务，对教

学过程中出现的损害事故存在过错，应对方某的

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某校外活动中心与李某联合

办班，未尽到应有的管理责任，应当对教学过程

中出现的事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方某的

父母作为监护人未尽谨慎义务，对方某的损害后

果应自行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判决李某对方某

承担 65%的赔偿责任，某校外活动中心承担 25%的

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

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本案两被

告系从事校外培训的经营者，应当依照上述法律

规定履行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近年来，随着

“双减”政策的施行，各类提供专业特长培训的

校外培训机构蓬勃发展，无论是提供服务的校外

培训机构还是接受服务的家庭，应当更多关注未

成年人在校外培训中的健康和安全。校外培训机

构应当具备专业培训能力，在培训中对未成年学

员给予充分关注和保护。本案也警示家庭应注重

甄别，选取合法合规的培训机构，相关监管部门

也要加强监管，不断完善未成年人成长、教育环

境。 

案例八 黄小某诉章某抚养费纠纷 

基本案情 

章某与黄某婚后生育一子黄小某，两人于

2019年登记离婚，约定儿子黄小某归母亲黄某抚

养，父亲章某给付抚养费。此后由于双方产生矛

盾，章某从 2021 年 11 月起没有再给付抚养费。

黄某作为黄小某的法定监护人代为提起诉讼，要

求章某承担黄小某已经发生和将来要发生的教育

费和医疗费的 50%款项，直至黄小某年满 18周岁

止；章某向黄小某给付 2021 年 11 月份之后的抚

养费。案件审理中，章某因听信他人言论怀疑自

己非孩子生父，因而申请亲子鉴定。经法院委托

鉴定机构鉴定，支持章某是黄小某的生物学父亲。

法院同时发现，章某与黄某离婚后，实际由章某

的父母代为给付抚养费和代为探望孩子，章某本

人对孩子探望次数少且疏于沟通交流，未尽到足

够的关心、爱护和教育责任。 

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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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法院主持调解，黄某代黄小某与章某就抚

养费问题达成调解协议，双方还就探望问题达成

一致。针对章某疏于对黄小某的日常陪伴和教育，

怠于履行作为父母的家庭教育责任，法院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向其发出《家庭

教育令》，要求其积极履行家庭教育责任，多关注

孩子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与孩子及其

母亲、学校老师多联系、多沟通，关心和了解孩子

成长的详细状况，引导孩子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同时教育帮助章某与黄某共同签订《法定合作家

长承诺书》，要求离异双方保持良好抚养关系，共

同守护孩子成长。 

典型意义 

家庭是未成年人的“第一学校”，父母应当

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

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

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

良好思想、品行和习惯。即使父母离异，也应当相

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

者怠于履行而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人民法

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不正

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根

据情况对父母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

教育指导，以司法行为督促父母积极履行正确教

育抚养子女的责任。 

案例九 黄某某未成年人治安管理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8年 9月 26日下午，黄某某等三人（均系

未成年人，其中黄某某未满十六周岁）协商抢夺

手机变卖换钱用，随后三人以买手机为名查看手

机实施抢夺，其中一人被现场抓获并报警，黄某

某逃离后由其家长送至 S市 A区公安分局甲派出

所。当日，甲派出所民警对黄某某等人分别进行

询问。对黄某某进行询问时，其父亲暨法定代理

人在场，但现场询问的民警仅有一人。民警依法

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同时告知了黄某某有

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黄某某在笔录上签名。

同日，A区公安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黄某

某行政拘留三日（不执行）。2018年 10月 31日，

黄某某向 S 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S 市人民

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 A 区公安分局行政

处罚决定书。黄某某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一审人民法院判决：一、确认 A 区公安分局

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

二、确认 S市人民政府于 2018年 12月 29日作出

的行政复议决定违法。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

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

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十四周岁的

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

监护人严加管教。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违法行为人，

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处罚。第八十

四条第三款规定，询问不满十六周岁的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人，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到

场。以上均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为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而作出的特别规定。本

案中，违法行为人黄某某未满十六周岁，公安机

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严格执行上述法律规

定，一是行政拘留期限在法定处罚幅度以下，即

减轻了处罚，二是明确了不执行行政拘留，三是

公安机关在进行询问时通知其父亲到场。通过规

范执法行为，公安机关保障了黄某某作为未成年

人的各项权利，也较好地体现了教育与处罚相结

合的办案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时，不仅对

公安机关的上述做法予以认可，还对执法程序进

行全面审查，指出了其在询问时仅有一名民警的

程序瑕疵，并据此确认行政处罚决定违法。本案

对于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在治安管理处罚中的程序

及实体权利具有较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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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 肖某某新生儿拆迁安置补偿案 

基本案情 

2012 年，因 A 都市工业园建设需要，A 街启

动征地和房屋拆迁还建安置补偿工作。2013 年，

A 街道办事处拆迁还建办公室发布了《A街甲村整

村储备房屋拆迁还建安置补偿方案实施细则》，

并经 S 市 H 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H 区政府）批

复同意。该细则规定，A街甲村户口迁移截止时间

为 2012 年 8 月 28 日，对于户籍村民有独生子女

（未结婚），凭独生子女证 1 人按 2 人计算。肖

某维系甲村村民，在该村拥有宅基地并建有房屋，

肖某维之子肖乙与肖某维登记在同一户籍上。肖

乙之子肖某某于 2012年 11月 10日出生，其户口

亦登记在肖某维户籍上，肖乙与邹某婷持有独生

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在甲村房屋拆迁还建安置补

偿过程中，肖某维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

议书》并获得相应安置补偿，但未对肖乙及肖某

某予以安置补偿。肖乙及肖某某认为 H 区政府在

对肖某维进行安置补偿时遗漏家庭成员，侵犯其

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一、责令 S 市 H 区人民政府

于六十日内向肖乙、肖某某继续履行安置补偿职

责；二、驳回肖乙、肖某某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在农村集体土地及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中，

对于具备农村集体户口的未成年人是否享有拆迁

安置补偿权利，以及应当获得什么样的安置补偿，

往往根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来确定，而拆迁安置

补偿方案往往会确定一个相对靠前的时间节点，

用以确定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数量。当农村新生

儿出生于该时间节点与实际实施安置补偿的时间

之间时，就有可能出现遗漏，容易导致新生儿的

安置补偿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本案中，虽然

拆迁当地的农村集体户口迁移截止日期在前，肖

某某出生在后，但肖某某取得该农村集体户口的

事实不因户口迁移截止而被否定。肖某某作为具

有该村集体户口的自然人，应当享有拆迁安置补

偿方案规定的补偿权益。人民法院经审理，对肖

某某的农村集体户口予以确认，并判令 H 区政府

对肖乙、肖某某履行安置补偿职责，有效保护了

肖某某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本案对于未成年人

财产权的全面保护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省法院召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新闻发布会 

2022-06-01  湖北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3cCO0p1-WA0uH4kZaofrdw 

 

5 月 30 日上午,省法院召开“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新闻发布会，通报

近三年全省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基本情况，并

发布 10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省法院审

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姚智明出席发布会并通报有关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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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 三年来，全省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依法妥善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坚持对绑架、

杀害未成年人案件“零容忍”，依法严厉惩处针

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共审理相

关案件 2032件。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判中，坚

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被判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适用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占未成年

人犯罪总人数的 91.11%。坚持优先保护，从维护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妥善审结相关民

事、行政一审案件 32830件。 

为探索符合未成年人生理特征和心理特点的

审判工作机制，湖北法院重构专业化审判机制。

省法院于 2021年 6月正式挂牌成立“少年法庭工

作办公室”，全省有 102家中、基层法院挂牌“少

年法庭”或“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由 236 名

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

点的员额法官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专司未成年

人综合审判工作。通过鄂州市鄂城区等三家法院

的试点，积极推进少年审判与家事、行政审判融

合发展。为帮助失足未成年人获得教育改造并顺

利回归社会，省法院 2021年出台《未成年人犯罪

记录封存实施办法（试行）》，明确规定未成年人

犯罪记录封存的主体、方式、管理和解封等程序

问题，解除了失足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后顾之

忧”。 

积极发挥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延伸职能，提

高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违法犯罪预防工作实效。

省法院联合省司法厅等部门出台《湖北省中小学

法治副校长选聘工作规定》，武汉、黄冈、十堰等

地法院与当地中小学对接共建“青少年法治教育

基地”，孝感、宜昌等地法院发出“家庭教育指

导令”、成立“家庭教育指导站”，宜城市法院

建立“特殊少年技能培训基地”等。通过与社会

职能部门建立联席会议、信访互动、宣传教育等

工作机制，探索建立完善以家庭、学校、社区为主

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早期干预和家事纠纷化解体

系，着力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保护大格局。 

 

下一步，湖北法院将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最

高法院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方针政策和意见

要求，进一步完善少年法庭建设，锻造专业化少

年审判队伍，探索构建具有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特

色的湖北模式，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擎起一片

“法治蓝天”。 

省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邵远红、刑事审

判第三庭副庭长王纳新、行政审判庭副庭长黄莹

发布了未成年人审判典型案例。省法院宣传处副

处长邓昭玲主持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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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蕾行动（一）| 温暖错季花蕾 呵护折翅天使 

2022-06-01  辽宁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RqoB26LuFKca8pE0Ru9ArA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年初以来，辽宁高院党组全面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以全力护航党的二十大为中心任务，以

六项重点工作为抓手，持续推动辽宁法院高质量

发展，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取得新突破提

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即日起，“辽宁高院”微信公众号推出“护

航二十大 法院新风貌”系列报道，开展全方位、

多视角、立体式主题宣传，充分展现全省三级法

院积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担当、新作为、新

风采。敬请关注。 

今日主题：六一前夕，辽宁高院召开网络新闻

发布会，通报辽宁法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情况，

发布六起典型案例。 

近年来，辽宁法院以少年审判、家事审判为依

托，加强专业化建设，健全法庭教育、心理疏导、

回访帮教等工作机制，深化普法进校园等宣传活

动，构建了一张集“挽救、维权、预防”于一体的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网，走出了一条具有辽宁特色

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之路。 

 

涉少刑审 

努力让失足少年重归正途 

嗨起来！！！ 

强劲的节拍激荡着躁动的心。17岁的小潘在

舞池里与小刚、小强发生碰撞。一言不合，小潘纠

集小一岁的小唐和小李，与小刚、小强等人约架，

造成数人轻微伤。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小潘、小唐、小李的

行为均已构成聚众斗殴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九个月，缓刑二年；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

年；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 

5 月 31 日，辽宁高院召开网络新闻发布会，

辽宁高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牛

克乾通报三年来辽宁法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情况，

该案是会上发布的 6起典型案例之一。 

 

据介绍，在未成年人犯罪中，聚众型、暴力型

犯罪比例较大。犯罪人数较多的罪名分别是聚众

斗殴罪、抢劫罪、盗窃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

罪、强奸罪和诈骗罪，以上七种罪名占比超过 80%。 

翻开涉少刑事案件卷宗，常常发现无论是未

成年被告人还是未成年被害人，他们大多生长在

经历苦难的家庭，脱离监护，四处飘零。有的不知

道生父是谁，有的出生就没有见过母亲。几乎每

一个残损的家庭背后都站着一个可怜的孩子。生

活中，缺失的家庭教育更体现在家长、家庭日常

的监护、看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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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

育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

进行专门立法，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为“国

事”，父母们开启了“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

教育促进法规定，父母应当加强亲子陪伴，即使

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也应当相互配合

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

履行。案件审理中，法院对 3 名被告人家长发出

家庭教育令，引导他们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职责，

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未成年人再次违法犯罪。 

近年来，辽宁法院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原则，确保未成年人依法得到特殊、优先保护。为

推进未成年人审判专业化建设，辽宁高院出台加

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实施意见， 成立少

年法庭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省法院未成年

人审判和司法保护、犯罪预防、法治宣传教育等

工作，通过采取独立建制、挂靠审判庭以及设立

专门合议庭等多种方式，全省共 97家法院建立少

年法庭工作机制。目前，辽宁法院少年法庭归口

管理格局基本形成。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各地法院积极规范

和完善社会调查制度，与当地团委、司法行政、妇

联、教育等相关部门组成社会调查员队伍，在开

庭审理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个性特征、家庭情况、

社会交往等背景情况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调

查，为法庭教育和准确定罪量刑打下坚实基础。

采取多种形式对未成年犯进行帮教，鞍山法院组

织已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犯“重回”法庭旁听

接受教育，抚顺法院与当地检察院共同依托技师

学院建立未成年人观护教育基地，丹东法院办理

全省首例服刑人员患艾滋病子女由民政部门代育

案件。 

2019 年至 2021 年，辽宁法院共判处未成年

罪犯 1748人，未成年罪犯在全部罪犯中占比逐年

下降，2021年降至 1.1%。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

上刑罚的未成年罪犯人数在未成年罪犯总数中占

比为 7.44%，被判处缓刑、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

禁刑的人数在未成年罪犯总数中占比为 34.9%。 

 

涉少民行 

为雨中弱苗撑起“保护伞” 

3岁，满地跑，跑来跑去也找不见爸爸。 

5岁，都夸宝宝聪明，宝宝却患上了脑瘤。 

小吕离婚后抚养宝宝，生活原本拮据的她为

孩子治病花了 34万余元，通过“轻松筹”“水滴

筹”等平台在网络筹款 40 万余元（实际使用 29

万余元），却依然没能拉住那双小手，宝宝 7 岁

病逝。小吕以宝宝名义两次起诉前夫小刘，要求

小刘承担医药费、生活费等 25万余元。 

在庭审中，孩子的父亲辩称孩子的医疗费用

已经通过社会捐助支持，不应再向自己主张。 

法院经审理认为，孩子因病产生的医疗费用

实际上已由捐款负担，再次向被告主张该部分费

用，于法无据。而在诉讼过程中小吕单方垫付的

近 8 万元新增医疗费，被告作为父亲，应当担负

该医疗费的一半。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给付孩子医疗费近 4 万元。 

“小吕与小刘虽已离婚，但均对孩子有法定

抚养义务。原告在网络平台筹集的善款系他人无

偿捐助，捐助人并不负有法定义务，社会捐赠并

不免除被告的法定义务。”辽宁高院刑一庭副庭

长宋晓枫解释。 

孩子去世后，未使用的善款不应作为原告、被

告的财产由二人所有，而应当退回社会捐助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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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他方式回报社会。孩子治疗过程中的实际花

销费用，应由负有法定义务的人共同承担。 

本案是一起同时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网

络大病筹款平台的民事案件。法院坚持未成年人

利益最大化原则，依法支持小吕所诉离婚后财产

纠纷的合理请求。案件审结后，“轻松筹”等平

台健全了善款转账支付规则，将由款项直接打给

筹款人改为打款至被救助人医疗账户，从而堵塞

平台管理运行制度漏洞。 

在审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中，各地法院与当

地妇联等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及时高效妥善处理

涉未成年人家事纠纷，切实帮助未成年当事人解

决困难，修复失衡的家庭关系，积极探索未成年

人民事案件的特色审判模式。 

2019 年至 2021 年，辽宁法院受理的未成年

人民事案件中，抚养费纠纷为 9794件。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小天使。然而，那个天使

一出生便折断了翅膀。 

6岁的妞妞患有先天性疾病，在某省儿童医院

救治。出院后，监护人小李将医疗费收据原件丢

失，后经医疗机构核实，在原住院收费票据复印

件加盖了医疗机构结算专用章。然而，在向某县

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提出申请报销时，该中心

以不能提交医疗费收据原件而未予受理、审核。

小李一纸诉状告到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妞妞的监护人小李提

交的加盖医疗机构结算专用章的收费票据所载明

的医疗费金额，能够与其提交的住院病人费用明

细清单所载明的金额相印证，被告未提供相应证

据证明原告存在重复申报或其他不符合申报资料

受理、审核情形的证明材料，法院经过释法明理，

判决被告某县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在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后 60 日内对原告提出的申报资料予以

受理、审核。 

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弘认为，本案是一件

涉及未成年人基本医疗保险金给付的典型行政案

例，法院作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对当事人的申请

予以受理、审核的判决，不仅对行政争议进行了

实质性化解，最大限度维护了涉案未成年人的合

法权益，也维护了保险制度的信誉。 

2019 年至 2021 年，辽宁法院每年受理的未

成年人行政案件波动不大，在 160 件至 170 件之

间。 

涉少普法 

让法治的种子在校园生根发芽 

开学第一课，迎来法治大礼包。 

2022年 3月 1日，沈阳中院少年及家事案件

审判庭法官来到沈阳市第一三四中学，以“线上+

线下”的方式，为全校学生家长讲解家庭教育促

进法，把法和爱带进课堂、揣进书包、装入心中。

抚顺市新抚区法院法官走进抚顺市学院附小以

“爱护国旗国歌国徽、维护祖国荣誉”为题，通

过校园广播站为广大师生普及国旗法等相关知识，

传播爱国主义情怀。铁岭、本溪、辽河等法院法官

走进小学、初中、职高向同学们讲解校园欺凌、防

拐防骗、远离毒品等方面法律知识…… 

 

近年来，各地法院紧扣未成年人身心特点，通

过法治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络等方式，开展各具

特色的法治宣传教育。大连、锦州、辽阳、葫芦岛

等地法院与学校联合开展“体验式”模拟法庭活

动，指导中小学生扮演不同角色，模拟法庭审理。

各地法院积极选派优秀法官干警担任当地中小学

法治副校长，走进学校宣讲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

预防方面的相关法律知识，并与学校沟通了解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情况，指导学校深入创建平安校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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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以来，辽宁法院开展“辽法护蕾

2022”专项行动，以学习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

法、开好“新学期第一堂法治课”、组织中小学

师生看法院、选派优秀法官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

长等为重点内容，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常态化制度化。目前，全省法院共有 270

名法官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新民市法院刑事

审判庭、抚顺市新抚区法院少年案件审判庭、开

原市法院刑事审判庭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少

年维权岗”。 

护蕾行动（二）| 辽宁高院发布未成年人案件典型案例 

2022-06-01  辽宁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FhQ1xYHWb5L0if26Y5XZnA 

5月 31日，辽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近年来全省法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情况，公

布 6 件未成年人案件典型案例，旨在全面筑牢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屏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

一片法治蓝天。 

此次发布的 6件典型案例，含 3件刑事案例、

2 件民事案例和 1件行政案例，覆盖面广、典型性

强，既有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发出辽宁首份家

庭教育令、通过走访帮教让受害婴儿重回双亲怀

抱、对积极挽回被害人损失的未成年人适用非监

禁刑等刑事案件，也有涉及未成年人抚养权、健

康权的民事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的行政给付案件。

这些案件均是近三年辽宁法院审结生效，对于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潘某某、唐某某、李某某聚众斗殴案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发出全省首份家庭教

育令，依法指导涉案未成年人的家长履行家庭教

育责任 

基本案情 

未成年人潘某某（男，17岁）在某迪厅内跳

舞时，与小刚、小强（化名，均另案处理）发生碰

撞并产生口角，潘某某纠集未成年人唐某某（男，

16 岁）、李某某（男，16岁）等人和小勇、小胜

（化名，均另案处理）纠集的小刚、小强等人在某

路口处发生群殴，造成数人轻微伤。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潘某某、唐某某、李

某某的行为均已构成聚众斗殴罪,分别判处潘某

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二年；唐某某有期

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李某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缓刑一年。在审理中，法院通过社会调查和座谈，

对三名被告人家长疏于管教、未能正确履行家庭

教育职责等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和督促；心理咨

询师通过心理测评及谈话，对三名被告人在学习

成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家长对孩子管教方式不

当、未限制孩子前往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沟通和研究。法院在作出裁判

的同时，对三名被告人的家长分别发出家庭教育

令，督促指导家长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是辽宁法院首次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

发出家庭教育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

进法》于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家庭

教育领域的第一部专门立法，将家庭教育由传统

的“家事”上升为新时代的“国事”，从而开启

了父母“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规

定，父母应当加强亲子陪伴，即使未成年人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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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分居或者离异，也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

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本案中，

法院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对三名被告人的家长发

出家庭教育令，对在家庭教育中失职的家长进行

指导，帮助他们树立家庭教育主体意识，引导他

们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职责，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

未成年人再次违法犯罪。宣判后，法院还特邀家

庭教育指导老师对三名被告人及其家长进行了家

庭教育指导，取得了良好效果。 

董某、金某某遗弃案 

——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积极做好走访

帮教等延伸性工作 

基本案情 

董某（男）与金某某（女）经加微信好友认识

后确立男女朋友关系开始同居，后金某某怀孕。

董某和金某某无抚养能力，又惧怕他人知晓。冬

季时节，金某某生下一名女婴，二人商量后，将刚

出生的女婴用棉裤包裹，董某将女婴弃至垃圾桶

内。当日女婴被好心邻居发现，后被送至医院，经

过检查，女婴身体状况正常。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董某、金某某的行为

已构成遗弃罪。二被告人的犯罪对象系婴儿，酌

情予以从重处罚。二被告人犯罪后主动到公安机

关投案，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均系自

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又系初犯、偶犯，

庭审中认罪态度较好，对二被告人可酌情予以从

轻处罚。法院判处被告人董某有期徒刑二年，缓

刑二年；被告人金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件双亲遗弃新生婴儿的典型案例。

二被告人作为亲生父母，对刚出生的孩子本应细

心呵护，但出于个人极端自私思想，推卸哺育抚

养责任，在冬季时节将孩子遗弃，严重违背社会

伦理秩序，给孩子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经

过庭审教育，二被告人真诚认罪悔罪，表示今后

一定全力抚养孩子，还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法

院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对二被告人适用

缓刑，从而使被遗弃的孩子重新回到双亲怀抱。

春节前夕，主审法官前往当事人家中进行走访帮

教，送去生活用品和疫情防护用品，并协调帮助

董某找工作以稳定收入来源，二被告人再次受到

教育和感化，真切感受到司法的威严和温暖。目

前孩子身心健康，已上幼儿园。 

原某某诈骗案 

——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区别对待，对积极挽回

被害人损失的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 

基本案情 

原某某（女，16 岁）通过微信虚拟“月

亮”“善水”等身份，利用迷信“算命”的方式，

与被害人金某、刘某某、李某某、支某某等聊天，

取得被害人信任后，在两年多时间内，多次骗取

被害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232,647.12 元，其中

125,338.12 元是在原某某未成年期间诈骗所得，

其余是在原某某成年后诈骗所得。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原某某的行为构成

诈骗罪，其在实施诈骗犯罪前期，系未成年人，案

发后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积极退赔被害

人的经济损失，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期间自愿认

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院判处原某某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件未成年人利用微信“算命”进行

诈骗的典型案例。本案被告人实施第一起诈骗行

为时刚满 16周岁，在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时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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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自己不知道实施了犯罪行为，直到被侦查机关

讯问才知道。在审理案件中，法院了解到，被告人

受教育程度较低，仅有初中文化，父母平日管教

少，每月给几千元零花钱却从不过问花销用途。

同时，被告人成年后无稳定工作，因奶奶家供奉

佛像萌生为人做佛牌、“算命”等诈骗想法。应

当注意的是，本案几名被害人同样刚刚成年，多

数人年龄在 20 岁以下，被骗缘由多为感情所困、

学业不佳等。鉴于原某某的亲属在案发后即全部

退赔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法院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对原某某的犯罪行为区分未成

年期间和成年期间予以处罚，最终对原某某判处

非监禁刑。 

吕某某诉刘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在未成年人案件审判中深入领会民法典精

神，对已接受社会捐赠却未尽到抚养义务的监护

人不免除其法定义务 

基本案情 

吕某某（女）与刘某某（男）协议离婚，离婚

协议约定婚生子刘某 1（男，3岁）由吕某某抚养。

刘某 1 在 5 岁时被确诊为脑肿瘤，先后在多家医

院就医治疗。吕某某在为刘某 1 治病过程中共花

费 342,032.74元。刘某 1在 7 岁时经医治无效后

去世，吕某某支出丧葬费合计 35,035 元。为给孩

子治病，吕某某通过“轻松筹”“水滴筹”等平

台在网络上发布筹款求助信息，合计筹款 403,350

元，平台扣除手续费 2420元，实际筹 400,930元，

实际使用了 292,484 元。刘某 1 作为原告曾对被

告刘某某提起抚养费纠纷诉讼，要求被告承担抚

养费、医疗费、生活费等。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

原告、被告均提起上诉，因刘某 1 死亡，法院终

结诉讼。吕某某再次起诉至法院，要求刘某某分

担孩子的医疗费和丧葬费。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吕某某与被告刘某某

虽已离婚，但均对孩子有法定抚养义务。吕某某

尽心竭力为孩子医治，刘某某作为父亲，理应关

心理解，并承担起不可推卸的义务。被告的抚养

义务为法定义务，原告在网络平台筹集的善款系

他人无偿捐助，捐助人并不负有法定义务，社会

捐赠并不免除被告的法定义务。孩子去世后，未

使用的善款不应作为原告、被告的财产由原告、

被告所有，而应当退回社会捐助或者以其他方式

回报社会。孩子治疗过程中的实际花销费用，应

由负有法定义务的人共同承担。法院判决刘某某

负担医疗费和丧葬费的一半。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同时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网

络大病筹款平台的民事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规定，父母离婚后对子女仍有抚养

义务，对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不仅应当按

时给付抚养费，在子女患病时亦应及时送医治疗。

本案中，刘某某以各种方式逃避履行对孩子的抚

养救治义务，吕某某虽通过网络大病筹款平台筹

得了孩子治疗所需款项，但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救

治义务并不因此免除。法院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

大化原则，依法支持吕某某所诉离婚后财产纠纷

的合理请求。同时，法院的判决也推动了网络大

病筹款平台对善款转账支付规则进行修改，从而

堵塞平台管理运行制度漏洞。 

薛某某诉王某、杨某某健康权纠纷案 

——判决校外培训机构工作人员承担赔偿责任，

依法维护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权益 

基本案情 

王某系某英语培训学校工作人员，杨某某系

该学校法定代表人。暑假某日中午，未成年人薛

某某（男，12岁）在该培训学校补课，王某因琐

事当着其他学生的面，用手打、掐薛某某面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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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并推了薛某某胸部数下。杨某某知道后，来到

教室，未对王某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和制止，而

用手打薛某某面部数下，并用手捶薛某某的后背。

王、杨二人行为造成薛某某受伤。案发后，公安局

对王某、杨某某分别给予拘留十五日并罚款 1000

元的行政处罚。薛某某受伤后在医院住院治疗 8

天，二级护理，被诊断为脑震荡、头皮挫伤、面部

挫伤，医疗费共计 3517.98 元。薛某某起诉至法

院，要求王某、杨某某赔偿医疗费等 7641.98元，

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0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自然人的健康权受法律保

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行为人

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

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杨某某、

王某作为校外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与

未成年学生发生矛盾后，应以教育教导或其他正

规方式予以解决，但杨、王二人却使用暴力殴打

原告，致使原告受伤，实属不当，应对原告的损失

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法院判决被告杨某某、

王某连带赔偿原告薛某某的医疗费、护理费、住

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合计 5647.98 元，驳回原

告薛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件校外培训机构工作人员侵害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杨某某、王某作为校

外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殴打未成年学

生致人受伤，本应积极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却

以已经接受治安处罚为由拒不赔偿。宣判后，二

被告仍不主动履行赔偿义务，经原告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二被告才履行完毕。近年来，随着家长

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小学生“补

课”现象普遍存在，校外培训机构大量出现。本

案中，某英语培训学校人员殴打学生致伤，暴露

出此类机构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希望

广大家长真正理解中央出台“双减”政策的初衷，

在切实减轻孩子们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前提下，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认真考量，最大

程度降低本案类似情况的发生概率，更好促进未

成年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李某某诉某县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不履行给付

基本医疗保险金纠纷案 

——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依法判决社会保

障机构履行给付义务 

基本案情 

未成年人李某某（女，6岁）因“左侧先天性

胫腓骨假关节术后再骨折”至南方某省儿童医院

住院治疗。出院后将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收据

原件丢失，后经医疗机构核实，在原住院收费票

据复印件加盖了医疗机构结算专用章。李某某的

监护人持相关报销审核资料向某县医疗保障事务

服务中心提出申请，该中心以李某某不能提交医

疗费收据原件而未予受理、审核。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某县医疗保障事务服

务中心作为本辖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职权

部门，具有对辖区内参保患者有关报销的申报资

料予以受理、审核的法定职权。本案中，原告的医

疗费收据原件丢失，但已经取得了医疗机构在原

医疗费收据复印件上加盖医疗机构结算专用章的

收费票据。同时，原告在庭审中承诺如将案涉医

疗费收据原件用于其他申报事项，存在与本案申

报审核相关禁止性规定的情形，自愿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鉴于原告提交的加盖医疗机构结算专用

章的收费票据所载明的医疗费金额，能够与其提

交的住院病人费用明细清单所载明的金额相印证，

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原告存在重复申报或其

他不符合申报资料受理、审核情形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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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经过释法明理，判决被告某县医疗保障事务

服务中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60 日内对原告

提出的申报资料予以受理、审核。宣判后，某县医

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主动履行职责，对李某某的

医疗费核销完毕。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件涉及未成年人基本医疗保险金给

付的典型行政案例。原告就医后对医疗费单据原

件保管不善，导致医疗费收据原件丢失。但医疗

机构在医疗费收据复印件上已加盖其结算专用章，

并且原告在庭审中承诺不存在与案件申报审核相

关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否则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在此基础上，法院作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对

当事人的申请予以受理、审核的判决，既确保国

家医疗保险制度能够切实发挥作用，又避免部分

人员利用医疗费收据重复申请核销。本案的判决

不仅对行政争议进行了实质性化解，也最大限度

维护了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良好的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全国首个涉澳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合议庭在珠海揭牌 

2022-06-01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nxIUNdXuc3YgFN7_zVvVcA 

6 月 1 日，全国首个涉澳妇女儿童权益保护

合议庭（以下简称“涉澳合议庭”）在珠海市中

级人民法院揭牌成立。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林碧艳，珠海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轼，珠海中院院长张春和，

珠海市妇联主席杨红梅等为合议庭揭牌。 

 

图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林碧艳致辞 

 

图为珠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轼致辞 

涉澳合议庭实行珠海中院涉澳妇女儿童权益

纠纷审判管理归口化、审判人员专业化、裁判尺

度统一化运作，努力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和权益

保障，贡献珠海法院智慧，打造珠海法院样本。 

 

图为珠海中院院长张春和主持揭牌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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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澳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再提速 

涉澳合议庭，实行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三

审合一”审理模式。专门配备至少一名女性法官

或者女性人民陪审员，审理涉及澳门妇女儿童婚

姻家庭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以及其他涉及

妇女儿童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 

涉澳合议庭建立了妇女儿童权益案件“四优

先”工作机制，即优先收案、优先排期、优先审理、

优先执行。 

涉澳合议庭以信息化为依托，实现人在澳门

就能在珠海中院打官司。澳门当事人可以通过网

上立案、远程缴费、网上开庭、网上调解、电子送

达等线上诉讼服务参与诉讼。  

跨境案件审判机制再优化 

珠海中院一直致力于打造涉澳民商事审判品

牌，此次，围绕珠澳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机制对接、

规则衔接开展制度创新，以“2+2+2”模式开展了

一系列制度创新。 

引入 2 个第三方力量 

联动珠海市妇女联合会、澳门妇女联合总会

等社会组织，发挥珠澳妇女组织在涉澳妇女儿童

权益保护中的软化矛盾、家事调查、心理疏导、诉

前调解等作用。 

建立 2 个库 

澳门人民陪审员库和调解员库。吸纳澳门居

民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审婚姻家庭类纠纷案件。将

澳门家事调解协会、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等纳入

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名册，创新“内地调解员+澳门

调解员”的跨境联合调解模式，促进纠纷有效化

解。  

利用 2 个平台 

在线授权见证和司法协助平台。利用涉港澳

案件在线授权见证平台，打造集授权见证、在线

调解审理、在线司法确认、电子送达等为一体的

信息融合平台，实现涉澳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案件

“云审判”。 

珠澳司法融合再探索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建设迈向深入，珠海法院受理的涉澳民商事案

件数持续增长，2021年，珠海法院受理涉澳民商

事案件 1724件，其中涉澳妇女儿童权益纠纷类案

件 240 件。为加快推进珠澳两地司法融合，珠海

中院做了大量的有效探索，为促进珠澳妇女儿童

保护事业营造了更加良好的法治环境。 

探索常态化交流机制 

珠澳法院互通两地司法情况，共享法律法规、

案例等司法资源，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共

同探讨加强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障，增进对珠澳

两地法律和诉讼制度的理解。 

探索域外法查明机制 

将涉澳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实践与域外法、国

际规则研究相结合，通过域外法的查明和适用，

提高珠海法院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审判的司法

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 

探索建立珠澳妇女儿童权益 司法保护智库 

深入研究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领域的新情况新

问题，对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改革创新提供

指导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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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法院发布涉澳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十大案例 

2022-06-01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1iRSktukgTHqNvAjAmK-ww 

6 月 1 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珠海法

院涉澳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十大案例，这些案

例涵盖婚姻家庭纠纷、合同纠纷、认可和执行澳

门法院民商事判决、未成年犯罪等诸多方面，从

不同层面反映了当前涉澳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

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类型具有新颖性、典型

性、代表性，案件办理过程和法律效果具有教育

性、指导性、示范性。 

这些案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珠海法院在审理

涉澳案件中，开通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绿色通道、

创新“内地调解员+港澳调解员”的跨境联合调

解模式、选任澳籍人民陪审员参与涉澳案件审理、

依托社会力量开展延伸司法服务、为境外当事人

提供在线授权委托见证等司法服务等创新做法，

体现了珠海法院保障涉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坚

定决心和使命担当。 

珠海法院涉澳妇女儿童权益 

司法保护十大案例 

案例一：涉澳离婚纠纷适用内地民法典 

——周某与赵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二：涉澳离婚后财产纠纷适用共同经常居所

地法律 

——林某与倪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案例三：澳门籍调解员参与调解温情化解抚养纠

纷 

——李某诉梁某抚养权纠纷案 

案例四：非婚生子女抚养费受法律同等保护 

——赵某红与刘某峰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 

案例五：婚内赠与“第三者”财产行为无效 

——毛某诉麦某赠与合同纠纷案 

案例六：认可和执行澳门法院民商事判决 

——欧某申请认可澳门法院强制性财产清册民事

判决案 

案例七：《出生医学证明》可作为认定非婚生子

女抚养权依据 

——陈某与邹某变更抚养权纠纷案 

案例八：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涉澳诉讼中的运

用 

——李某璟与李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九：父母无法履行监护责任时可依法变更监

护人 

——曹某某与钟某、严某某申请变更监护人纠纷

案 

案例十：对涉澳未成年人犯罪贯彻教育为主、惩

罚为辅原则 

——谭某熙、谢某贤寻衅滋事罪案 

案例一：涉澳离婚纠纷适用内地民法典 

——周某与赵某离婚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周某（女，澳门居民）与赵某（男，内地居民）

相识不久后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

育子女。周某目前在澳门某娱乐城做庄荷（赌场

发牌员），赵某婚后没有正式工作。周某以双方性

格不合、经常发生争吵为由要求离婚，赵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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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离婚。一审法院以争吵并不代表夫妻感情严重

到确已破裂程度为由，判决不准许离婚。 

周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双方感情基

础薄弱，婚后经常因琐事发生争吵，赵某有嗜酒

恶习且对家庭不负责任，一审判决不准许离婚没

有结合双方的现实情况，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

判准许双方离婚。 

（二）裁判结果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周某为

澳门居民，本案为涉澳离婚纠纷。根据我国涉外

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诉讼离婚，适用法院

地法律。本案可以适用内地法作为审理争议的准

据法。 

因周某和赵某相识于娱乐场所，双方婚后没

有生育小孩，婚姻基础不牢固。赵某婚后没有工

作收入，无法为家庭共同生活提供经济来源，双

方婚后经常争吵，没有建立起真正感情基础。目

前双方已处于事实上分居状态，感情确已破裂，

经法院调解无效，判决准予离婚。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珠澳融合加深，两地交流日益频

繁，涉澳婚姻渐趋增多，涉澳离婚诉讼屡见不鲜。

涉澳离婚诉讼在内地法院审理，是否判决离婚适

用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民法典为离婚诉讼法

定理由“夫妻感情破裂”判定提供了指引性法律

原则与制度框架。 

本案中周某与赵某事实上处于分居状态，虽

不满法定两年时间，但并不代表不能判决双方离

婚。 

对于初次起诉的离婚案件，法院本着维护婚

姻家庭稳定的原则，一般判决不准离婚，但对于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双方，则是一种时间与精力

的无谓消耗。 

调解程序不再“阻碍”婚姻关系的合理解除，

司法关注点放在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弱势女性

的倾向性保护上，对于夫妻感情的把握应当交予

夫妻双方本身去判断。 

案例二：涉澳离婚后财产纠纷适用共同经常居所

地法律 

——林某与倪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林某（女）与倪某（男）原为内地居民，现均

已取得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并在澳门定居生活。

双方在澳门登记结婚时曾订立《婚前协定笔录》，

约定夫妻财产制度采用“一般共同财产制”。 

2018年 6月，双方经澳门初级法院确定判决

宣告解除婚姻关系。此后，林某就分割倪某名下

位于珠海市某套房产提起诉讼。 

涉案房产产权登记为倪某所有，系倪某与其

母于 2008年 4月购买，购房款 106 万元由倪某母

亲一次性支付。 

10年后，倪某母亲出具经过公证的《声明书》，

将案涉房产无偿赠与倪某。涉案房产诉讼时由林

某占有使用，林某要求取得房屋产权并愿意补偿

支付倪某相应对价。 

（二）裁判结果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均为澳门

居民，在澳门民事登记局登记结婚并书面约定夫

妻财产关系采用“一般共同财产制”，双方经常居

住地均为澳门，应适用澳门法作为处理本案争议

的准据法。 

涉案房产在双方登记结婚时即已登记在倪某

名下，属澳门民法典一般共同财产制中的夫妻现

有财产，倪某母亲在产生纠纷后作出的《声明书》

效力不能追溯至购买房屋时，口头赠与亦不符合

澳门民法典不动产赠与形式，倪某无证据证明其

母亲在赠与行为发生时对赠与物附有“不可由夫

妻共同拥有之条款”或“附归还条款”，涉案房产

为夫妻共同财产，应予以平均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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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涉案房屋全部产权归林某所有，林

某补偿倪某房屋一半价值。二审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三）典型意义 

澳门民法典规定了四种夫妻财产制，而在内

地，并不要求男女双方在登记结婚时约定夫妻财

产制，如无书面约定或约定不明的，除法律明确

规定为个人财产外，均视为婚后所得共同所有。 

由于两地法律规定不同，适用不同法律会产

生不同的裁判结果。本案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

适用的规定，选择适用双方共同经常居所地澳门

地区的法律，规制澳门居民在内地投资房产，充

分考虑到司法争议应当满足个体对法的可预期性,

有利于吸引更多澳门居民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工作生活。 

案例三：澳门籍调解员参与调解温情化解抚养纠

纷 

——李某诉梁某抚养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李某（女，澳门居民）与梁某（男，内地居民）

已于多年前离婚，婚生儿子梁某峰一直由梁某抚

养，现因梁某罹患肝癌晚期，李某欲变更抚养权

照顾儿子，因此诉至法院请求取得儿子抚养权，

并自愿独自承担全部抚养费用。 

（二）裁判结果 

该案进入审理程序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人民法院法官委托澳门籍律师调解员参与调解。

就澳门民法典对子女抚养年限、抚养费用参考标

准、探视权等问题，澳门籍律师调解员与法官、当

事人直接沟通，释明法律规定，通过线上线下联

合调解方式，促成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由李某

抚养梁某峰，并承担梁某峰从某技工学校毕业为

止全部抚养费，梁某可以随时探望梁某峰。 

（三）典型意义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后，珠澳区际司法

交流协作进一步加强。 

本案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法院法官和澳门籍

调解员联合主持调解，通过律师调解员协助查明

澳门法律化解纠纷的首次成功尝试。 

传统法律查明存在费用昂贵、时限较长的缺

陷，本案充分发挥澳门籍律师作用，创新跨境联

合调解机制，由澳门籍律师调解员与法官和当事

人直接沟通，释明澳门法律相关规定，无须另行

出具法律查明意见书，提高了域外法查明效率，

增加了裁判结果的可预期性。 

案例四：非婚生子女抚养费受法律同等保护 

——赵某红与刘某峰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 

（一） 基本案情 

赵某红（女，内地居民）与刘某峰（男，澳门

居民）非婚生育女儿刘某，刘某峰为女儿刘某办

理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信息登记。 

刘某峰极少与赵某红母女一起生活，赵某红

独自抚养女儿。因涉嫌刑事犯罪，刘某峰于 2020

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赵某红以刘某峰未履行抚养、教育、保护等法

定义务为由，诉请撤销刘某峰监护人资格，并确

认指定自己为唯一监护人。 

内地法院于 2021 年判决撤销刘某峰监护人

资格，指定赵某红为唯一监护人。赵某红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单独抚养女儿刘某并由刘某峰支付

抚养费。 

（二）裁判结果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 

刘某自出生起即与赵某红共同生活，已形成

稳定的生活习惯，对目前生活环境比较熟悉，从

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出发，综合考虑刘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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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正在监狱服刑的情况，由赵某红抚养刘某为宜，

刘某峰应当承担未成年女儿的抚养费，根据负担

能力和当地生活水平，法院确定每月抚养费为

3000元。 

（三）典型意义 

随着珠澳一体化逐渐发展，人员跨境流动频

繁，沟通日益便捷，涉澳非婚同居现象时有发生，

非婚同居所引发的亲子关系问题不容忽视。 

我国婚姻立法一直坚持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

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在处理非婚生子女抚养费纠

纷时，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能得到的照顾、本

身的健康情况、种族和国籍情况、生活环境、教育

环境、父母的收入情况、权利保障情况等多种因

素，综合判断确定抚养费数额，在司法判决中遵

循“有利于保护弱者利益原则”，彰显法律人文关

怀。 

案例五：婚内赠与“第三者”财产行为无效 

——毛某诉麦某赠与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毛某（男，澳门居民）与邓某（女，澳门居民）

于 2005年在澳门登记结婚，婚前双方约定夫妻财

产采用候补适用的“取得分享制”。 

毛某与麦某（女，内地居民）于 1998年在澳

门非婚生育儿子毛某俊。2006 年 1月，毛某出资

在珠海为麦某购买一套房产并已办理预购登记。 

毛某与麦某约定，在麦某身故后，涉案房产权

益转归儿子毛某俊，对该房产出租、转让或售卖

必须双方一致同意，所得利益由双方平均分配。 

毛某在内地法院起诉称，毛某对麦某的赠与

行为损害了妻子邓某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确

认涉案房产赠与无效或撤销赠与，房产归毛某和

邓某所有，第三人某公司协助办理房屋登记过户

手续，银行注销抵押登记。 

（二）裁判结果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

在麦某对涉案房产没有任何出资情况下，毛某将

该房预购登记在麦某名下，将其个人出资购买房

产产权及部分使用权无偿让渡给麦某，最终权益

归双方非婚生儿子享有，毛某与麦某所签合同属

于赠与合同。 

毛某与邓某在澳门登记结婚，双方约定的夫

妻财产关系应适用澳门法律规定的“取得财产分

享制”，一旦双方婚姻或财产制度发生变更，财产

增加数额较少一方有权从他方财产所增加数额与

本人财产所增加数额之差额中取得一半。 

毛某对涉案房产处分行为直接影响了邓某财

产权益，非婚同居也有违夫妻忠诚义务，与社会

公序良俗相悖，故法院判决麦某所签合同无效，

房产归毛某和邓某所有，某公司和银行协助办理

产权登记手续。 

（三）典型意义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婚姻

中的夫妻双方应当相互忠诚，对夫妻共同财产双

方有平等处置权。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若一方向配偶隐瞒实

情，将出资购买房产赠与有不正当关系第三者，

其行为本身既违背夫妻忠诚义务，违反社会公序

良俗，实际上又剥夺了另一方知情权和对重大财

产的处置权，理当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 

案例六：认可和执行澳门法院民商事判决 

——欧某申请认可澳门法院强制性财产清册民事

判决案 

（一）基本案情 

被继承人梁某于 2017 年 7 月 15 日在澳门死

亡，待分割财产管理人欧某（女，澳门居民）向澳

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申请财产清册。 

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于 2021年 9月 3日

做出强制性财产清册案编号 CV2-17-0072-CIV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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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判决，确认被继承人梁某在珠海某银行账户结

余 84161 元。欧某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

可上述判决。 

（二）裁判结果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澳门法院

对该非强制性财产清册案举行利害关系人会议，

相关人员均参与，根据会议内容，澳门法院做出

确定的民事判决。 

欧某申请符合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

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相关规定，裁定对澳

门法院强制性财产清册案民事判决予以认可。 

（三）典型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人口跨境流动融合，

个人财富配置与代际传承日趋国际化，澳门居民

在内地的财产处置活动越来越多，涉及内地财产

跨境继承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此颁布了《内地与澳

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

安排》。 

由于内地和澳门司法制度不同，安排的实施

能够避免跨境继承纠纷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诉累，

节省当事人时间、精力和费用成本，有效保护涉

案当事人及其家庭利益，为两地不断拓展和深化

司法交流和合作奠定更坚实基础。 

本案即是珠澳两地区际司法交流协助的范例。 

案例七：《出生医学证明》可作为认定非婚生子

女抚养权依据 

——陈某与邹某变更抚养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邹某烨于 2005 年 12 月 7 日出生，根据户口

本记载，最迟在 2012 年 5 月 15 日已经登记为邹

某女儿。 

2015年 2月，鉴定机构出具的意见显示，依

据 DNA 分析结果，陈某（男，澳门居民）、邹某

（女，内地居民）与邹某烨之间存在亲生血缘关

系。 

当月，内地医院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载明，

邹某烨母亲为邹某，父亲为陈某。 

经征求邹某烨意见，其本人表示愿意前往澳

门定居生活，陈某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非婚生

女邹某烨由陈某直接抚养。 

（二）裁判结果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委托调解组织

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邹某烨由

陈某抚养，邹某无需支付抚养费，在不影响邹某

烨正常学习生活情况下，邹某可随时探望邹某烨。 

（三）典型意义 

珠澳两地人员来往频繁，亲子关系诉讼成为

两地婚姻家庭、继承诉讼中的重要部分。 

虽然内地和澳门都赋予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

女同等地位，但对于亲子关系的确定规则却相差

甚远。 

《出生医学证明》是内地证明新生儿出生状

态、血亲关系以及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

的法定医学证明，非婚生子女的父母没有结婚证

也可以办理。 

而在澳门，非婚姻关系所产生的亲子关系，父

亲身份只能透过认领或在调查之诉中由法院裁判

取得，确认程序更为细密繁杂。 

在父亲与子女并未有共同经常居住地的情况

下，可以适用内地法律作为确认非婚姻关系所产

生亲子关系准据法，更有利于高效便捷的保护作

为弱者的未成年子女利益。 

案例八：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涉澳诉讼中的运

用 

——李某璟与李某离婚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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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李某璟（女，澳门居民）与李某（男，内地居

民）自由恋爱，于 2013年 9月登记结婚，次年生

育儿子李某镇。 

2015年 10月，李某璟诉讼离婚，法院判决不

准离婚。此后，双方未共同生活，也无经济往来。 

李某璟在澳门赌场工作，月收入 19000 元，

李某镇出生之后一直随母亲李某璟在澳门居住生

活。李某原也在澳门务工，后因患有结肠炎回内

地休养，靠做散工维持生活，收入仅维持在珠海

市基本工资水平。 

李某璟再次诉讼，请求判决离婚，并要求取得

儿子李某镇的抚养权。 

（二）裁判结果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李某璟第一次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未共

同生活，婚姻关系也没有实质性改善，感情确已

破裂，准予双方离婚。 

判断抚养权归属的决定性因素是父母的抚养

条件。 

李某镇自出生后在澳门居住生活，已经熟悉

当地生活环境，且澳门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社

会福利等优于李某所在的珠海市金湾区平沙镇，

李某患病回内地休养，工作尚不稳定，由女方李

某璟抚养子女更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成长。 

故判决婚生子李某镇由李某璟抚养。  

（三）典型意义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婚姻家庭立法都遵循

“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内地民法典及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了保护妇女、

儿童合法权益的原则，要求尽可能减少由于父母

离婚给未成年子女带来生活环境上的不利影响，

预防产生对未成年子女性格养成、思想变化、学

习成长等不利因素。 

本案着眼于未成年人的合理需求，遵循未成

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结合子女生活习惯、父母双

方抚养条件等综合分析哪一方抚养更有利于未成

年子女健康成长，据此确立涉澳离婚纠纷中子女

抚养权的归属。 

案例九：父母无法履行监护责任时可依法变更监

护人 

——曹某某与钟某、严某某申请变更监护人纠纷

案 

（一）基本案情 

曹某某系被监护人钟某怡、钟某龙（澳门居

民，未成年人）祖母。 

钟某（男，内地居民）与严某某（女，澳门居

民）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在澳门上学的婚生儿

女由钟某抚养，严某某负担抚养费。 

后钟某被他人打伤，致一级伤残，被法院确认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曹某某诉称，严某某拒绝照顾两孙子女，从

2007年起，俩孩子一直随曹某某在珠海共同生活，

严某某自离婚后处于失联状态，曹某某申请变更

自己作为钟某怡、钟某龙的监护人。 

（二）裁判结果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

按照钟某与严某某离婚协议约定，婚生子女应由

钟某抚养并承担监护责任，但钟某因重伤已被法

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承担子女的抚

养义务，严某某在离婚后怠于履行抚养义务。 

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

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担任监

护人。 

因本案中钟某已无监护能力，严某某又处于

失联状态，基于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与教育考

虑，判决钟某怡、钟某龙的监护人变更为曹某某。 

（三）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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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权既是一种权利，更是法定的义务。现实

生活中，不少父母因工作、离婚等原因怠于履行

或不履行监护职责，导致监护人的角色长期处于

缺位状态，不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本案曹某某向法院提起变更监护权诉讼是为

了解决学龄儿童入户珠海及上学问题。法律规定

祖父母、外祖父母等申请变更监护人的前提条件

是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 

本案考虑到监护人角色一直缺位，曹某某一

直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变更其为监护人显然能

更好地抚养和照顾未成年子女。保护未成年人的

成长教育，除了是父母的责任，还需要全社会共

同努力。 

案例十：对涉澳未成年人犯罪贯彻教育为主、惩

罚为辅原则 

——谭某熙、谢某贤寻衅滋事罪案 

（一） 基本案情 

被告人谭某熙、谢某贤均为澳门居民（犯罪时

均未满 18周岁）。 

2018年 8月 4日凌晨，谭某熙、谢某贤酒后

误认为被害人陈某瑚偷拍同行女性朋友，双方在

珠海某酒吧街争夺手机过程中发生冲突，俩人对

被害人拳打脚踢离开后，谭某熙又返回现场，趁

被害人醉酒昏睡之际扒窃其裤袋内现金 86元。 

经鉴定，被害人伤情构成轻伤二级。 

（二） 裁判结果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谭

某熙、谢某贤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构成寻衅

滋事罪；谭某熙扒窃他人财物，构成盗窃罪。谭某

熙一人犯数罪，依法应予并罚。 

鉴于二人犯罪时均未满 18周岁，在被羁押后

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从轻处罚。 

最终判决谭某熙犯寻衅滋事罪、盗窃罪，数罪

并罚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 1000元；谢某贤

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拘役五个月。 

（三） 典型意义 

由于珠海毗邻澳门，近年来涉及澳门未成年

犯罪案件时有发生。 

珠海法院积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积极探索珠澳两

地在未成年人犯罪帮教与预防方面的司法交流，

帮助涉澳未成年罪犯悔过自新、重返社会。 

本案是一起因琐事争执引发的未成年人寻衅

滋事犯罪。 

两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刑法规定，理应承担

相应的刑事责任。 

法院考虑被告人未成年，主观恶性不大，归案

后又能如实供述自身罪行，秉持挽救、保护未成

年人的司法理念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既符合罪刑

相适应原则，也有利于对涉澳未成年人帮教改正。 

专家点评 

张亮教授（中国法学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

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 

珠海中院发布涉澳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十

大案例恰逢其时。这是珠海法院自觉担当使命，

主动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的一项创新举措，是打造涉澳专业化审判品牌，

促进珠澳两地法治深度融合的有益探索。此类典

型案例的发布，有利于推动涉澳妇女儿童权益保

障事业，加大司法保护力度，进一步筑牢妇女儿

童权益保护法治屏障，走出一条具有珠海特色和

珠海智慧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之路。 

唐晓晴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区基本

法委员会委员、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进一步深入，珠澳

两地居民在生活层面的融合非常普遍，加快司法

融合才能更好保护两地居民的权益。珠海两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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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此

次珠海中院推出涉澳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十大

案例，既是创新涉澳居民民生服务，深化民生权

益保障的重要举措，又有利于促进社会治理深度

融合发展。相信在珠澳两地法律界的共同努力下，

将形成更多具有示范效应的裁判规则，推动大湾

区法律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向着更高水平、更深

层次迈进。 

成都法院发布 2021 年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2-06-01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成小法 

https://mp.weixin.qq.com/s/7Kx3juNQrJyFxHflfQhDmQ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系到家庭幸福安宁、社

会和谐稳定、国家发展进步和民族伟大复兴。依

法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切实保护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少年儿童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加

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意见》，提升未成

年权益司法保护水平，进一步发挥司法裁判示范

引领作用，值此“六一”国际儿童节及《未成年人

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一周年之

际，成都法院发布 6 件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

例，旨在提升法治宣传效果，呼吁形成家庭保护、

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

保护“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为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护航。 

 

案例 1：支持变更扶养关系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

权案 

【基本案情】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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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某、吕某某原系夫妻关系，2007年生育

一女张某妮。2014年，二人协议离婚约定婚生女

张某妮由吕某某抚养，张某某每月承担生活费、

教育费、医疗费，直至张某妮年满 21周岁。离婚

后，张某某每月按时足额支付了张某妮的生活费。

2018 年 9 月，张某妮辍学在家（小学五年级），

吕某某一直对张某某隐瞒其辍学在家的事实。

2021年，得知实情的张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变更

婚生女的抚养关系至自己名下。 

【裁判结果】 

四川省邛崃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妮

自小学五年级就辍学在家，吕某某的隐瞒导致其

至今未完成义务教育，其抚养条件已发生不利于

被抚养人张某妮的重大变化；加之张某妮现已年

满十岁，自愿选择跟随父亲生活。从有利于子女

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权益出发，判决张某妮

随张某某生活，吕某某每月给付张某某子女抚养

费，教育费、医疗费凭票据支付一半。该判决已生

效。 

判决作出后，案件承办人积极联系张某某，现

张某妮已得到妥善照料并继续完成学业。 

【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通过支持变更抚养关系

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权。教育对未成年儿童一生

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而受教育权作为我国宪

法确认和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因家庭离异、

抚养人法律意识淡薄等原因导致该权利遭受侵害

的情形并不罕见。在本案中，法院判决变更抚养

关系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被告让婚生女辍学在家

的行为使其受教育权严重受损。相较于被告而言，

原告有意愿、有条件保障婚生女的受教育权，且

婚生女已满十周岁，自愿跟随原告生活，故其诉

请依法应当得到支持。法院通过判决保障未成年

儿童的受教育权，既保障了我国义务教育政策的

正确实施，又充分体现了裁判者对未成年个体未

来发展的重视。 

案例 2：多部门联动协同保障未成年受害人得到

有效监护案 

【基本案情】 

2020 年某日，S 女因心情不好虐待两周岁的

儿子 H，致其轻伤一级。2021 年 8 月，成都市郫

都区人民法院判决 S 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个月。S在被刑事羁押期间，H在成都市某医

院接受治疗，由于 H 受监护问题亟待解决，2021

年 7 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动召集成都市人

民检察院、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市医保局、市妇

联、市残联 7 家单位召开妥善安置受害人 H 联席

会，研究 H 监护权、医疗费保障等相关问题并达

成会议纪要。2021年 9月，成都市某居民委员会

向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 S 为 H 监护人

的资格，申请指定该居委会为 H 监护人，成都市

成华区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 

【裁判结果】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S作为 H

母亲、法定监护人，因无故殴打 H 致轻伤而被判

刑，其行为严重侵害被监护人 H 的合法权益，对

其监护人资格予以撤销。在审查 H 其他近亲属监

护能力后，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判决指定申请

人成都市某居民委员会为 H 监护人。该判决已生

效。 

【典型意义】 

本案是法院联动多部门保障未成年受害人得

到有效监护，共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

案件。未成年人保护是社会的共同责任，各部门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都应发挥相应职责。在 S 故

意伤害案审理期间，受害人 H 一直住院治疗，为

了在宣判前解决好 H 的监护权问题，成都中院依

托与全市 14部门建立的联席会议制度，召集市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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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市卫健委、市妇联等相关部门，共同协商解

决被害人 H 的医疗费、监护权等问题。同时，本

案也是适用《民法典》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典型案

例。S作为 H母亲，实施了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

的恶劣行为，应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法院调

查走访了 H 其他近亲属的情况，均无监护能力。

在此情况下，监护人依法可由民政部门担任，也

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

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在认定公职监

护人的监护资格时，重点审查公职监护人的经济

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在生活上的联系状况等。

最终，法院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指定 H

所在地居民委员会为其监护人。 

案例 3：学校未尽监管职责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案 

【基本案情】 

张某某系某小学男学生，于 2021年某周六感

到下腹疼痛，其家长带去医院未检测出腹部异常，

医院建议继续观察。周一张某某正常到校上课，

早上突感下体疼痛，向班主任老师反映情况后，

班主任老师让其休息一下。随后在上午的体育课，

张某某再次向体育课老师反映其下体疼痛，体育

老师仍然让其休息一下。至下午放学，张某某家

长接其回家时，发现其下体已严重红肿，遂立即

送至医院治疗。经诊断，张某某患突发外科急症，

重要器官已无挽救希望，立即做了切除器官手术，

经鉴定为七级伤残。张某某监护人将学校诉至法

院，认为学校未尽到监管职责，应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某

多次向老师反映其身体不适，但学校未尽到相应

管理职责，酌定该学校承担 30%的责任，原被告双

方均不服，提起上诉。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学校在

张某某患急症当日早上就掌握了张某某身体不适、

明显异常的信息，而后张某某再次向任课老师反

映其身体不适状况，学校既未向家长反映情况，

也未带张某某去校医务室就诊，而且在其后数小

时都未对该生有特别关注以及询问身体状况。因

此，该学校持续数小时不作为，对造成张某某急

症病情持续发展、恶化具有明显过错，该学校未

尽到监管责任，改判学校承担 60%的主要责任。该

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提示教育机构和老师在

日常教育、监管过程中，要注意关注学生的身体

不适和情绪变化，保护学生在校期间的身心健康

安全。学生在校期间处于学校的监管之下，在学

生面临身体不适等问题时，学校应当给予及时有

效的帮助。无论学生向班主任老师还是其他任课

老师反映，老师都应代表学校履行监管职责，学

校的监管职责要义在于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对

有身体不适的学生应有更多的谨慎注意义务，并

加以持续关注、询问身体状况。同时，学生家长在

将学生送至学校就读前，对学生的特殊体质、身

体异常变化及注意事项等应提前告知学校，以便

学校对该生的身体不适变化有预判并采取更合理

的措施。 

案例 4：未成年人饮酒造成损害后果，酒局组织

者、餐饮经营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案 

【基本案情】 

李某 1就读于成都某学校，事故发生时 16周

岁。2021年某周六傍晚，李某 1和 14名同学在成

都某餐馆聚餐。本次聚餐由吴某和陈某组织。聚

餐中，李某 1先点了 24瓶啤酒，吴某组织大家一

起喝，而后大家自由喝酒。中途李某 2 提议喝白

酒，叫服务员送来 8 瓶白酒。李某 1 在敬酒过程

中，多次一口喝下二两白酒，还去前台又拿了 4瓶

白酒，同学劝李某 1 不要喝了，但李某 1 未听劝

说。随后，李某 1 口唇发白，吴某、何某某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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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伸进李某 1 喉咙对其催吐，部分同学和餐饮公

司都拨打了 120。李某 1经急救车送往医院抢救，

经治疗 18天未见好转，后抢救无效死亡。该学校

《学生安全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严禁学生喝酒等；

留校学生可在周六 8：00-20：30等时间段外出购

物、休息。该学校曾多次对饮酒人员进行批评教

育。李某 1 父母将成都某学校、成都某餐饮公司

和其他共同聚餐学生诉至法院，要求承担赔偿责

任。 

【裁判结果】 

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各方责任

如下：尽管李某 1 是在校学生，但父母仍应履行

监护职责，李某 1年满 16周岁明知饮酒危险仍然

大量饮酒，承担 60%主要责任；事故发生系在校生

外出时间，但学校仍应询问外出事由并予以监管，

学校承担 30%责任；该餐饮公司向未成年人售酒违

反法律规定，承担 10%责任；饮酒组织者和参与人

无须承担责任。李某父母和学校均不服，提起上

诉。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各方责任如

下：一审法院认定李某 1 及其法定代理人承担主

要责任即 60%并无不当；该事故发生时是学生自由

外出时间，学校责任应限定于学生在校学习、生

活期间，且学校对学生进行了安全教育，也对喝

酒学生进行过批评教育，学校无法预见本次事故

的发生，学校已经尽到监管职责，无须承担责任；

餐饮公司在学校附近经营多年，应当知晓聚餐者

大多为未成年人，却多次向聚餐者提供酒品，在

李某 1 醉酒后，未能采取及时有效的安全保障措

施，具有明显过错，承担 30%责任；李某 2 点酒、

吴某组织大家一起喝酒，其行为存在过错，各承

担 5%责任；其他参与人未劝李某喝酒，还劝阻李

某 1 大量饮酒，吴某、何某某将手指伸进李某 1

喉咙进行催吐的行为，属于在其能力和认知范围

内对李某 1 采取了救助措施，对李某 1 的死亡不

存在过错，无须承担责任。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提示未成年人饮酒的各

方法律风险。同学之间正常聚餐，增进友谊、交流

感情无可厚非，但未成年人饮酒严重损害身体健

康和智力发育，易发生酒精中毒等危险，为国家

所严格禁止。未成年人应当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

对危险的预见能力，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切莫主

动饮酒、放纵饮酒，将自身置于醉酒的危险境地，

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作为其

第一责任人应当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学校或者

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尽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职

责，建立并严格执行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均不得

放任未成年人饮酒，日常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

全教育，互相配合，保障未成年人在校期间的人

身安全。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提高法律意识，禁

止向未成年人供酒，不得抱有侥幸心理，对难以

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

件。共同聚餐者在明知聚餐人员大部分为未成年

人的情况下，应当避免饮酒，不仅应当提醒未成

年人不得饮酒，更不得强迫饮酒、恶意劝酒，对醉

酒人员负有劝阻义务和照顾看护义务，根据具体

情形及时采取安全措施、将其送至医院或家中。 

案例 5：支持遭受性侵害未成年人后续心理治疗

费案 

【基本案情】 

2019年至 2020年期间，Z（男，被告人）趁

W（女，未成年人）、Y（女，未成年人）在其家中

玩耍期间，对二人实施猥亵、奸淫。二被害人回家

后告知家人，随之家人报警，民警立即前往 Z 住

处将其抓获归案。诉讼过程中，W、Y的监护人向

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依法判令 Z 赔偿营

养费、后续心理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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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Z的行为

构成强奸罪、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

刑十四年。关于附带民事赔偿部分，附带民事诉

讼原告人虽未提供心理治疗费用的证据，但法院

综合考虑其心理创伤严重程度及需要长期进行心

理治疗的实际情况，兼顾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分

别酌定支持了 W、Y的后续心理治疗费用。该判决

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院支持未成年被害人

因遭受性侵害导致的后续心理治疗费，在现行法

律框架下做到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根据相关

司法解释，因遭受人身损害所产生的医疗费由医

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

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而确定；根据医疗证

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也可以一并

纳入医疗费赔偿范围。而未成年人被性侵害案件

具有特殊性，被害人除了身体受到伤害，心理还

受到更为严重的创伤。本案被害人因遭受性侵害

导致严重心理问题，为了修复心理创伤，需要长

期接受专业的心理干预，由此产生高昂的治疗费

用，对被害人家庭无疑是双重打击。因此，虽然法

律未明确将心理治疗费用纳入医疗费，但本案坚

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结合未成年被害人

的实际损害并从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出发，将

两名被害人后续接受心理咨询、心理干预的费用

认定为医疗费用，并依法予以支持，帮助她们回

归正常生活。 

案例 6：对“问题家长”随案发放家庭教育指导令

案 

【基本案情】 

2021年某日 21时许，成都某学校在校学生 W

（女，被害人）与同学 T（女，未成年人）因琐事

发生纠纷。当日 23 时许，被告人 L（女，16 岁）

随同 T 等 7 名女同学来到学生宿舍，将被害人 W

叫到宿舍。之后，被告人 L等人辱骂 W，并采取威

胁、逼迫的方式让 W自虐，整个过程有同学拍照、

录像且部分音视频被上传到 QQ 群并被转发到部

分同学手机上，致使 W遭受精神刺激而住院治疗。

经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鉴定，W患有应激相关

障碍，且该病与该起纠纷事件有关。 

【裁判结果】 

四川省蒲江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L

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其

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 L自愿认罪认罚，

犯罪时系未成年人，且具有监护条件，没有再犯

罪的危险，对其宣告缓刑。判决被告人 L 犯寻衅

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该

判决已生效。 

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四川省蒲江县人民法院

联合蒲江县人民检察院、蒲江县公安局向本案被

告人的父母及其他参与校园欺凌的未成年人的父

母发送《责令接受家庭教育令》，要求家长关注孩

子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切实履行监护

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引导其子女

遵纪守法，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典型意义】 

本案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的典型案例。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

者实施犯罪行为，反映出家长在家庭教育主体责

任方面的严重缺位或失职。近年来，校园欺凌案

件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生，实施校园欺凌的未成年

人，大多处于思想品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如家长

不履行好监护职责，对未成年人缺乏引导、陪伴、

沟通，不及时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则容易导致

他们最终铸成大错。本案中，虽然除了被告人之

外的其他校园欺凌参与人，多数因未达到刑事责

任年龄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属于本案被告人，

但为防止其走向犯罪道路，法院从教育、矫治、关

爱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切实落实《家庭教育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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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法》，不仅向被告人的监护人，还向其他各参与

人的家长发放《责令接受家庭教育令》，告诫他们

不要继续当“问题家长”，督促他们切实履行好监

护职责、实施好家庭教育。 

广东高院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2-06-01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PllDbcQFaAVaVki9soc2cA 

今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典型案例。案例涵盖刑事、民事、行政三个

领域，涉及严惩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督促父母履行监护管教

责任、帮助未成年人复学、修复未成年人心理、强

化平台监管遏制未成年人沉迷游戏、过度消费等

内容，集中体现了广东法院坚持给予未成年人特

殊、优先保护和双向保护、综合保护的理念，以及

依法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不手软、

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松懈的鲜明立场和

坚定决心。 

一、柯某猥亵儿童、强制猥亵案——教师猥亵学生

被判从业禁止 

二、张某某交通肇事案——有效化解矛盾，帮助失

足未成年人复学 

三、廖某某被猥亵案——以《家庭教育令》督促履

行法定职责 

四、李某某诉范某离婚纠纷案——判断子女抚养

权的归属应坚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五、沈某某诉某游戏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发送司法建议引导游戏公司规范实名认证 

六、闫某与珠海某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

纷案——“自甘风险”规则与活动组织者安全保障

义务的责任界定 

七、欧阳某某诉赵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对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介入疏导 

八、桂溪第三合作社诉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行

政复议案——未成年子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认定 

一、柯某猥亵儿童、强制猥亵案 

——教师猥亵学生被判从业禁止 

【基本案情】 

2019 年至 2020 年，被告人柯某在广东省某

中学担任班主任期间，利用教师身份，先后在学

校公共场所猥亵多名女学生，其中一名女学生已

满 14周岁后，柯某仍对其实施猥亵。 

【裁判结果】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柯某多次在

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多名儿童，又以其他方法在公

共场所当众强制猥亵他人，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

童罪、强制猥亵罪，依法应予惩处，两罪并罚判处

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其利用教师职业便利实施违

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禁止其自刑罚执

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内从事与未成年

人教育有关的职业。 

【典型意义】 

对性侵学生犯罪除了加大法律惩处力度外，

还应最大限度遏制和减少犯罪发生。为降低被告

人再次利用其职业便利实施犯罪的危险，人民法

院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对其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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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禁止，充分体现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严

厉惩治的鲜明态度。 

二、张某某交通肇事案 

——有效化解矛盾，帮助失足未成年人复学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某（在校学生，未满 18周岁）在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且未佩戴头盔的情况下，驾

驶无号牌摩托车在禁摩区行驶，与步行横过道路

的被害人发生碰撞，致被害人受伤倒地，张某某

逃离现场后在家人陪同下自首。被害人被送往医

院抢救，一个月后救治无效死亡。公安交警部门

认定张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害人在医院

抢救期间及死亡后，张某某及其家属主动支付了

治疗费和丧葬费。 

【裁判结果】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张某某认罪

悔罪且通过其父母与被害人家属达成了刑事和解，

具有新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二审法院认为，对

张某某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以交通肇事罪

改判张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判决生效后，原学校拒不接纳张某某就读，结

合张某某的实际情况和就学需要，法官与司法所、

教育部门等进行了多方协商，帮助张某某入读其

他学校，顺利复学。 

【典型意义】 

本案针对未成年人心理特点，经过大量刑事

和解工作使被害人家属对张某某予以谅解，二审

法院依法改判非监禁刑，并联合学校、社区矫正

部门进行缓刑帮教，未成年被告人也得以继续完

成学业，社会效果较好。 

三、廖某某被猥亵案 

——以《家庭教育令》督促履行法定职责 

【基本案情】 

被害人廖某某系一名未满 14 周岁的初中生，

于 2021 年 7 月遭遇他人入室猥亵。经调查发现，

廖某某成长于父亲的再婚家庭，三年前出现情绪

问题，后因抑郁症休学。2021年 4月起，因廖某

某与继母产生矛盾，廖某某父亲为其另行租赁居

所单独居住。自此，廖某某便独自一人生活，直至

案发。 

【裁判结果】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除了对实施猥亵的被

告人处以刑事处罚外，对于被害人廖某某父亲存

在的监护主体意识不强、教育方式不当、怠于履

行抚养义务、消极承担监护职责等问题，向其发

出了《家庭教育令》，并提出严正告诫。廖某某父

亲表示悔悟并签署了《家庭教育家长责任承诺书》，

承诺将认真严格履行监护、管教的责任，帮助孩

子回归生活和学习的正轨。 

【典型意义】 

本案是《家庭教育促进法》生效后，人民法院

介入调查未成年被害人的家庭、生活情况，并向

被害人家长发出《家庭教育令》的一起典型案例。

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充分考虑受

害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积极延伸督促家庭教育

的职能，结合具体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救济措施，

彰显司法温度和人性关怀。  

四、李某某诉范某离婚纠纷案 

——判断子女抚养权的归属应坚持儿童利益最大

化原则 

【基本案情】 

李某某与范某于 2004年 6月 28日登记结婚，

先后于 2005、2009年生育大女儿范某甲和小女儿

范某乙。李某某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起诉离婚，

主张两个女儿由其直接抚养；范某则主张两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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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由其抚养，或大女儿由李某某抚养，小女儿由

其抚养。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前，大女儿年满十四

周岁，小女儿年满十周岁，小女儿曾患癫痫、神经

纤维瘤、蛛网膜囊肿、眼睛斜视等先天性疾病，长

期由李某某照顾。一、二审诉讼期间，两名女儿均

强烈要求一起随母亲生活。一、二审法院均判决

大女儿由李某某直接抚养，小女儿由范某直接抚

养。小女儿范某乙表示无法接受判决结果。李某

某遂申请再审，请求再审改判由其直接抚养两名

女儿，由范某支付相应抚养费。 

【裁判结果】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儿童利益最

大化原则是解决抚养权归属问题的基本价值取向。

关于范某乙的抚养权归属问题：第一，范某乙已

经年满 11 周岁，具备一定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

其要求随母亲、姐姐一起生活的意愿明确且坚定，

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第二，范某乙患有先天性

疾病，从小由母亲李某某照顾较多，随李某某生

活更有利于其成长。第三，范某乙与范某甲姐妹

手足情深，姐妹俩均表示不愿分离。综上，由母亲

李某某直接抚养范某乙更有利于范某乙的身心健

康成长。本案再审改判案涉两名婚生女儿范某甲、

范某乙均由李某某直接抚养。 

【典型意义】 

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是婚姻离异案件的难

点。离婚时子女是随父或随母，不能简单机械地

一分为二，各养一孩，而应充分考虑子女情感及

意愿，把充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放在首位。 

五、沈某某诉某游戏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发送司法建议引导游戏公司规范实名认证 

【基本案情】 

沈某某是一名未满 11周岁的小学生，在父母

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其父亲的手机号在某游戏公

司运营的网络游戏注册账号，并使用其父亲的支

付宝频繁充值，累计充值 3 万元，单次充值金额

有高达 648 元的记录。沈某某的监护人认为，沈

某某作为小学生，充值的金额和消费的行为已经

超过其民事行为能力的范畴，应不产生效力，遂

诉至法院，请求该游戏平台返还充值钱款。 

【裁判结果】 

沈某某作为未成年人做出的高额充值行为与

身份、年龄和经济状况不相适应。法院在审理中

发现，游戏平台账号实名认证形同虚设，违反了

国家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要求。经

广州互联网法院主持调解，游戏公司一次性向沈

某某返还充值款项 3 万元。同时广州互联网法院

还向游戏公司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游戏公司严

格执行实名认证注册制度，规范网络游戏服务，

有效遏制未成年人沉迷游戏、过度消费等不良行

为。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网络直播，超出其年

龄、智力进行的非理性高额充值、打赏等问题需

要高度重视。本案就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向游戏公

司发出司法建议书，促进游戏平台履行法定义务，

强化社会责任，为公众提供健康有益的网络环境。 

六、闫某与珠海某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

纷案 

——“自甘风险”规则与活动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

的责任界定 

【基本案情】 

2019年 8月，闫某（时年 12 周岁）在母亲陪

同下，前往珠海某公司经营的蹦床公园游玩。入

场游玩前，闫某母亲填写的《客户信息登记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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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黑加粗字体提示了入园安全责任须知，载明

“请勿做可能导致身体失衡的动作”“非专业人

士禁止做高难度动作……如不按此规范使用造成

意外事故，后果自负”等内容。蹦床活动区域内

墙面明显位置亦有入园安全责任须知，提示上述

信息。玩耍期间，闫某试图在蹦床上做前空翻动

作，因动作失败，左眼撞到自身膝部受伤。现场监

控显示，在闫某作前空翻动作前后，同一区域有

其他二人先后作前空翻动作，但现场没有工作人

员制止。闫某遂诉至法院要求珠海某公司赔偿全

部损失。 

【裁判结果】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闫某在民

法典施行前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受

到损害引起民事纠纷，依法应当适用民法典的相

关规定审查蹦床公园的经营者是否已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本案中闫某并非因遭到他人推搡、碰撞

等外力，亦非因蹦床本身有质量缺陷受伤，而是

因其违反“禁止前空翻”的安全注意事项擅自进

行前空翻导致受伤，是导致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珠海某公司作为蹦床公园经营者，虽然制定、公

示了安全守则，但在游玩人员反复做出危险动作

时却无工作人员上前制止，容易使在场其他游玩

人员特别是未成年人忽视危险性，引起效仿。因

此，珠海某公司在场馆现场管理上存在一定管理

失当，是事件发生的次要原因。综合双方各自过

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酌定由珠海某公司承担 20%

的赔偿责任，其余 80%责任由闫某监护人自行承

担。 

【典型意义】 

本案的处理明确了相关文体娱乐活动场所的

经营者或管理者在合理范围内应履行安全保障义

务，以减少相关活动风险，对未成年人的权益给

予全面保护。考虑到该类文娱活动缺乏行业监管，

法院还向相关场所行政管理部门发出司法建议，

防范相关体育竞技风险，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七、欧阳某某诉赵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介入疏导 

【基本案情】 

原告欧阳某某与被告赵某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根据双方协议

赵某应从 2018 年 1 月起每月 10 日前向欧阳某某

偿还欠款 5万元，直至还清 90万元止。因赵某在

偿还 40万元后逾期还款，欧阳某某诉请判令赵某

承担违约责任，并提前清偿未到期债务。赵某认

为欧阳某某未履行对女儿赵某某的监管义务，主

张上述款项应与代行监护权产生的费用冲抵，且

认为赵某某受到精神刺激，患有强迫症，要求变

更抚养权等。 

【裁判结果】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

创新家事审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式，探索“司

法引领+社会参与”的新型家事纠纷综合协调解

决机制，对赵某某的心理情况进行了及时介入疏

导。通过引入心理咨询师对赵某某进行心理干预

和跟踪帮扶 9个月。经过一段时期的干预、引导，

赵某某强迫症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在此基础上，

法院判令赵某偿还到期债务 5 万元及相应违约金，

并需提前清偿未到期债务 45 万元。法院判决后，

双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表面看是离婚后财产纠纷，但未成年人

赵某某的身心健康问题才是双方矛盾根源。人民

法院注重与专业机构合作，建立家事纠纷综合协

调解决机制，对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开展情绪疏

导、心理干预、行为矫正、跟踪回访、诉后帮扶等

工作，抚平父母离异对未成年人造成的心灵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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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司法关怀护航少年成长，对未成年人权益进行

全方位的保护。 

八、桂溪第三合作社诉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行

政复议案 

——未成年子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 

【基本案情】 

李某（申请行政处理时 9 周岁）出生后随母

亲陆某入户至桂溪第三合作社。2005年起，桂溪

第三合作社以陆某一直在深圳外出务工，生活来

源并非依赖于集体土地，属于“空挂户”为由未

再向其母女发放集体收益分配款。后经政府处理

及复议，鼎湖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

陆某、李某具有桂溪第三合作社成员资格，享有

与其他社员平等的集体收益分配权，责令发放相

关集体收益。桂溪第三合作社不服，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外出务工农

民仍需要以农村土地等集体资产为其提供最基本

生存保障，桂溪第三合作社的主张不成立。陆某、

李某的户口在桂溪第三合作社，在该村领取社会

保障卡、参加村民选举等，应认定具有成员资格，

判决支持了行政复议决定。 

【典型意义】 

虽然我国近年来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外

出务工农民仍需要依赖农村集体资产为其提供基

本生存保障。如果仅因未成年人随外出务工父母

在外就学生活即认为属于“空挂户”不给予成员

资格，势必会加重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本案

裁判依法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解决了外出

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 

重庆法院第四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2-06-0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efQyGvywLvHWKsDglMdO5g 

 

贺某诈骗案 

——依法严厉打击利用未成年人“追星” 骗取未成

年人财物的行为 

【基本案情】 

2021年 3月至 5月期间，被告人贺某利用 QQ

等聊天工具自行建群，经他人推广拉人入群后，

以明星、网红充值返福利的名义将二维码发至群

内，多次诈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84219.06 元。

其中，贺某虚构“时代少年团”充值返福利骗取

未成年人王某某人民币 2521.33 元，虚构网红

“猫妹妹”粉丝充值返福利骗取未成年人李某人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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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17099.23 元。同年 5 月 10 日，贺某被抓获

到案并供述了尚未被掌握的诈骗犯罪事实。 

【裁判理由及结果】 

长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贺某利

用信息网络技术手段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

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贺某到案后供述了尚未被掌

握的诈骗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贺某

主动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并获得部分被害人谅解，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贺某所诈骗的对象为未成年

人，可以酌情从重处罚。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

被告人贺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80000元。贺某不服，提起上诉。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近年来，“网红文化”盛行，未成年人社会经

验少、防范意识差、盲目追星等弱点容易被犯罪

分子利用，成为网络诈骗的受害者。本案是人民

法院依法打击针对未成年人“追星”领域网络诈

骗犯罪的典型案例，彰显了人民法院严惩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不手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松

懈的立场和决心。同时，提醒家长、学校和有关职

能部门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防诈教育，培养其网

络风险意识，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及审美观，教育其自觉抵制不良文化影响，提高

识骗防诈的能力。 

唐某、廖某某电信诈骗案 

——依法强化未成年人网络空间司法保护 

【基本案情】 

2020年 4月，被告人唐某、廖某某（均为未

成年人）共谋通过手机下载语音软件开设语音房

间，诱导未成年人提供其父母的微信账号、密码

后，通过操作对方微信骗取钱财。二人吸引被害

人刘某某（未成年人）进入该游戏房间后，以送游

戏装备为幌子，套取刘某某之母吴某某的微信账

号、密码。随后，廖某某用自己的手机登陆吴某某

微信，从吴某某微信绑定的农业银行卡上分 4 次

共计充值人民币 18000 元到吴某某的微信零钱上。

唐某谎称该款项系她和廖某某转账至吴某某微信

零钱的，让刘某某转还，若刘某某通过信任测试，

便会赠送游戏装备。刘某某遂添加廖某某为微信

好友，并分 7 次给廖某某微信转账人民币 14000

元。之后，唐某、廖某某分别取得赃款 9000 元、

4000元，剩余钱款用于共同开支。 

【裁判理由及结果】 

梁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唐某、

廖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

较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唐某、廖某某犯罪时均

已满 16 周岁不满 18 周岁，应当从轻处罚。被告

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且认罪

认罚，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

决被告人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

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

被告人廖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元。宣判后，

被告人未提起上诉，检察机关未提出抗诉。 

【典型意义】 

随着网络及电脑、手机使用的低龄化发展趋

势，未成年人容易因为辨识能力差而受到网络诈

骗的侵害，亦容易因不良网络信息影响而诱发利

用网络实施电信诈骗的行为。本案系发生在未成

年人之间的电信诈骗案件，对于加强未成年人网

络空间保护、引导未成年人正确认识网络空间、

切实增强网络防范意识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同

时，也提醒家长要做好电子支付的安全保护措施，

保管好支付密码，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切实履行

监护、管理责任，避免未成年人从事犯罪活动或

者陷入诈骗陷阱。 

金小某诉金某抚养费纠纷案 

——未成年人提高抚养费的合理请求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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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金某与张某于 2016 年经人民法院判决离婚，

婚生子金小某（2011年出生）由张某抚养，金某

每月支付抚养费人民币 1258.90元至金小某 18周

岁。后原告金小某起诉，要求被告金某将每月抚

养费提高至人民币 7500元。金某任某公司副总工

程师，月收入人民币 8000元。 

【裁判理由及结果】 

南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之前判定的抚养费己不能

满足金小某的成长需求和教育需求。为给金小某

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依法应予支持其

提高抚养费诉求。根据金小某生活、学习的实际

需要和金某的工资收入，结合金小某居住生活地

的生活水平，判决金某每月支付金小某抚养费人

民币 1800 元至其年满 18 周岁。宣判后，双方均

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着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即使父

母双方在离婚时己对子女抚养费达成协议或经判

决确定抚养费数额，也不妨碍未成年子女出于自

身成长需求在必要时提出超出协议或判决原定金

额的合理要求。人民法院一方面着眼于子女健康

成长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考量给付抚养费一方

的经济承受能力，根据社会生活水平综合确定增

加抚养费金额，保障了未成年人基本生活学习的

物质条件，使增加后的抚养费更易落实。 

冉某与杨某等人格权纠纷案 

——拒绝校园“冷暴力”，依法保护未成年人人格

权 

【基本案情】 

冉某与杨某均系在某校高三就读的未成年人。

杨某认为冉某性格怪异、虚荣心强，长期带头与

其他同学使用带有侮辱性、歧视性的语言嘲笑、

讥讽冉某，并带头孤立冉某，导致冉某出现轻微

抑郁症症状。学校曾通知双方家长到校处理，也

多次对杨某进行批评教育。杨某应校方要求数次

出具书面检讨，但缺乏诚意，给冉某造成进一步

伤害。冉某遂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杨某公开

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 100000元。 

【裁判理由及结果】 

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在校期

间对冉某实施起歧视性外号、语言讥讽嘲笑及孤

立等行为，经学校批评教育后仍未反思与改正，

致使冉某出现心理问题，客观上可以认定杨某的

行为对冉某的人格及身心造成伤害，构成侵权。

人民法院考虑到双方系同学关系，均处于青春敏

感期，且在备战高考的关键时期，遂多次沟通调

解，由杨某当面向冉某诚恳道歉，双方握手言和，

冉某自愿放弃诉求。之后法庭及时对双方进行心

理疏导，帮助二人调整心态，放下包袱。 

【典型意义】 

本案系预防校园冷暴力，保护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及人格权利的典型案例。针对校园中以言语

嘲讽、辱骂等形式侵犯学生人格权的行为，人民

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对前述行为予以否定性

评价，同时秉承“化解矛盾、修复关系”的理念，

积极促成矛盾化解，尽量降低诉讼对当事人带来

的心理压力及不利影响，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有机统一。 

廖某、欧阳某诉某小学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案 

——教育机构应依法配齐配强 必要的安全卫生

保障人员及设施 

【基本案情】 

廖小某系某小学五年级学生。某日 7 时许，

廖小某上学行至学校教学楼二楼走廊时，因身体

突发疾病倒地不起。由于学校未设立卫生室，未

配备专业的卫生技术人员，致使廖小某未及时得

到科学的施救与处置。10余分钟后，学校将廖小

某送往医院，但其经抢救无效死亡。廖小某的父

母廖某与欧阳某遂将该小学诉至人民法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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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赔偿廖小某死亡的相关费用人民币 683708.28

元。 

【裁判理由及结果】 

开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寄宿制学校或 600 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制

学校应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涉案小学是城区

普通小学，学生达数千名，学校未配备专业的卫

生技术人员，在教育、管理上存在过错，应当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该小

学给付廖某、欧阳某赔偿款人民币 160511.9 元。

该小学不服，提起上诉。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部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等均明确规定作为教育机构，学校应当为学生提

供卫生保健条件，并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以

保证在校学生的身体健康，这是学校应尽的法定

管理职责。本案有利于督促教育机构严格依法依

规设立必要的安全和卫生设施设备，配备专业技

术人员以保障学生生命健康安全，亦具有明确的

规范学校教育管理行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价值导向。 

陈某诉某小学、朱小某等健康权纠纷案 

——教育机构有义务保障“课后延时服务”期间学

生的人身安全 

【基本案情】 

陈某与朱小某均系某小学学生，二人在学校

组织的课后跆拳道训练中发生冲突，导致陈某左

侧肱骨远端骨骺粉碎性骨折，经鉴定为九级伤残。

因事发当时，该小学现场工作人员较少，未及时

发现并制止二人的冲突，陈某遂起诉该小学、跆

拳道培训机构及朱小某的父母，请求人民法院判

决其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裁判理由及结果】 

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的跆

拳道培训属延时服务课时间，并由某小学提供场

地，学校的体育老师也参与培训和管理工作，故

学生参加延时服务课的时间应视为在校学习期间。

因学校未合理配置每个场地中教职人员与接受培

训的学生数量，导致事件发生时工作人员未及时

发现并制止，该小学存在一定过失，应承担 10%的

赔偿责任。陈某受伤并非跆拳道训练课程所致，

故跆拳道培训机构不承担责任。朱小某承担 80%的

赔偿责任，陈某承担 10%的赔偿责任。因朱小某名

下无个人财产，其承担责任部分由其监护人承担。

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中小学生课后延时服务的初衷是配合“双减”

制度，减轻学生和家长的压力，但学校在课后延

时服务中保障学生安全的义务不能降低。本案中，

人民法院以各方当事人在事故中的过错大小确定

责任划分，通过认定学生课后延时服务期间仍属

于在校学习时间，明确了学校在课后延时服务中

应尽的教育、管理职责，对提升学校课后延时服

务安全管理意识、完善课后延时服务举措，保障

中小学生课后学习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合川民政局申请撤销邹某监护人资格案 

——“国家亲权”守护“少年的你” 

【基本案情】 

邹某携女儿邹小某（5周岁）长期在重庆市内

租房居住。期间，邹某两次因盗窃被人民法院判

处刑罚。2021年 2月至 3月，邹某多次实施盗窃

行为，还两次教唆邹小某盗窃。同年 6 月 29 日，

申请人合川区民政局以邹某的犯罪行为严重损害

邹小某的身心健康为由起诉至人民法院，申请撤

销邹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申请人为邹小某的监

护人，并要求邹某自当月起，于每月月底前向申

请人支付邹小某抚养费人民币 1000 元。另查明，

邹小某的母亲、外祖母现无法查找，祖母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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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外祖父现均在外务工且明确表示不愿意担

任邹小某的监护人。 

【裁判理由及结果】 

合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申请人邹某

不但自己屡次实施犯罪行为，还两次教唆年仅 5

周岁的邹小某实施不法行为，对其身心健康造成

严重伤害，故依法应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因邹小

某母亲及其他监护人存在无法查找或明确表示不

愿监护的情形，申请人作为履行社会保障职责的

国家机构，不仅能为邹小某今后的生活提供经济

保障，还能协调处理其教育、医疗、心理等问题。

同时，邹某的监护人资格虽被撤销，但并不能因

此免除其对邹小某的抚养义务，结合邹某的负担

能力和本地区生活水平，对申请人主张邹某每月

支付抚养费人民币 10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 

【典型意义】 

本案是生动诠释“国家亲权”的典型案例。

父母本应靠诚实劳动承担起对子女的抚养义务，

身体力行地培养孩子良好的品行。父母教唆未成

年子女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不仅触犯法律，亦对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极大伤害，应当依法判决

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同时不能因此免除其履

行给付抚养费等义务。人民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

其他相关组织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既体现国

家代为行使亲权，免使其处于无人监护抚养的危

困状态，充分保障其身心健康发展，也体现了人

民法院在司法个案中对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保

护。 

刁某某盗窃案 

——延伸审判职能，确保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基本案情】 

2018年 1月至 2021年 1月，被告人刁某某 6

次盗窃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红旗河沟等地商铺

内的现金、手机等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 8000余

元。刁某某现独自抚养 2 名年龄分别为 6 周岁及

未满周岁的小孩，但其有吸毒恶习，且未给小孩

申报户口及登记入学，并持续实施盗窃犯罪，甚

至将小孩带至作案地点。2017年以来，刁某某因

犯盗窃罪已被 5 次判刑，但因其怀孕、哺乳或系

未成年人的唯一抚养人等原因，未能对其收监执

行刑罚。 

【裁判理由及结果】 

江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刁某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盗窃他人财物共计价值

人民币 8000余元，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刁某某

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罪行，且部分被盗财物已追回，

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刁某某在前罪判决宣告

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发现有漏罪及再犯

新罪的情况，依法应对其予以数罪并罚。依照相

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人刁某某犯盗窃罪，判处

有期徒刑六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60000元。

宣判后，被告人未提起上诉，检察机关未提出抗

诉。 

江北区人民法院在刁某符合收监条件后及时

将其收监执行，并积极与公安、民政等部门协调，

由民政部门监护其未成年人子女，申报户口、送

医就学等工作亦在有条不紊的展开。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保障未成

年人权益的典型案例。保障未成年人在良好环境

中成长，避免其受到不良家庭氛围的负面影响，

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人民法院充分考量罪犯人

权与社会公共利益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机衔

接，延伸审判职能，既打击了罪犯以怀孕、哺乳等

为幌子规避劳动改造的行为，又给罪犯的未成年

子女营造了正常的成长环境，充分保障其健康权、

受教育权等。 

陈某某盗窃案 

——柔性司法，以亲情弥合引导涉罪未成年人重

返正途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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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被告人陈某某（17周岁）、李

某等人在重庆市渝北区多个小区车库及设有停车

位的道路，采取拉拽车门的方式盗窃他人财物共

计价值人民币 6000余元。另查明，陈某某曾因成

绩优秀，从乡镇小学考入市属重点中学，但因无

法适应学习节奏而辍学。后陈某某不顾父母反对，

离家与李某同居生子且不与父母联络。后陈某某

因无力抚养婴儿，在李某的鼓动下走上犯罪道路。 

【裁判理由及结果】 

渝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鉴

于其犯罪时系未成年人，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认

罪认罚、家属代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

解，依法对其从轻处罚。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

被告人陈某某犯盗窃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

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元。宣判后，被告

人未提起上诉，检察机关未提出抗诉。 

【典型意义】 

对于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人民法院秉承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促使其吸取教

训，改过自新。本案中，人民法院积极参与调处家

庭纠纷，鼓励引导未成年被告人与父母主动联系，

消弭家庭隔阂，修复亲子感情，最终教育、感化所

有家庭成员，帮助叛逆期未成年人重回生活正轨。

人民法院主动参与社会矛盾化解，展示了温情呵

护的司法关怀，体现了司法为民的法治温情。 

重庆法院实施《家庭教育促进法》典型案例 

2022-06-0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Ow60E59Pr27OSvy1axVtzA 

 

江某与周某某等人健康权纠纷案 

——坚持“双向保护”理念 最大限度维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被告周某某等 5 人与原告江某均系未成年人。

2021 年 10 月 6 日晚，周某某等人将路过的江某

拦住强行带至偏僻处，以扇耳光、拳击脚踢等方

式轮流对其实施殴打侮辱，并用手机拍摄过程。

经鉴定，江某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公安机关对

周某某等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因双方对民事赔偿

部分协商未果，江某提起诉讼，要求周某某等 5人

及各自监护人共同赔偿其医疗费及精神损害抚慰

金。 

长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某等 5 人

的行为侵害了江某的健康权，应共同承担赔偿责

任；江某身心受创，故对其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

予以支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由周某某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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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自的监护人共同赔偿江某医疗费及精神损害

抚慰金共计人民币 40000 余元。宣判后，判决书

确定的给付义务已全部履行。 

家庭教育指导实施过程及典型意义 

本案是发生在未成年人之间的欺凌案件，人

民法院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同时考虑到受害者和施

暴者双方的健康成长。一方面注重对受害者的保

护，另一方面加强对施暴者的教育、感化和挽救。

支持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求，充分体现了人

民法院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鲜明立场和

坚定决心。 

法庭对 5 名未成年被告的成长生活轨迹进行

了详细调查，发现均存在父母监护缺位的问题，

遂向各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并联合区

妇联、区关工委、区教委等部门共同对监护人开

展了家庭教育指导。对欺凌事件的双方，委托心

理咨询师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治。从后续

的跟踪回访中了解到，6名未成年人均已回归正常

生活，监护人也在生活和心理方面给予了孩子更

多的关爱，本案成功运用“双向保护”原则进行

案件处理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张小某诉张某抚养费纠纷案 

——《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义务人履行抚养和

家庭教育义务 

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与被告张某于 2011 年生育张小某，

但未办理结婚登记。2015年二人分手，张小某随

刘某生活并由其抚养。张某未支付抚养费，亦未

履行家庭教育等责任。后刘某起诉张某，要求其

支付 2016年以来张小某的抚养费，并按每月人民

币 2000元的标准给付张小某抚养费，教育费、医

疗费平摊至张小某成年时止。 

丰都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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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张某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经调解，

双方达成协议：张某每月支付抚养费人民币 1000

元至张小某独立生活时止；医疗费、教育费凭有

效发票由张某承担 50%；刘某应为张某探视张小某

提供方便。 

家庭教育指导实施过程及典型意义 

丰都县人民法院针对张某未给付抚养费且未

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向其发出《家庭教育指

导令》，督促其积极履行给付抚养费义务，并关注

张小某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加强亲子陪伴和交流。

人民法院督促张某认真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和《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掌握家庭教育

知识，提高家庭教育能力，切实履行家庭教育责

任。 

《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后，家庭教育从

“家事”上升到“国事”，父母不仅要抚养子女，

也要履行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人民法院注重

当事人的亲情修复、心理抚慰，家庭和谐，《家庭

教育指导令》是发挥职能作用，配合相关部门建

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

作的创新实践，对引导父母理解“依法带娃”，

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刁某交通肇事案 

——多部门联动 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 

基本案情 

2021年 1月，被告人刁某（未成年人）酒后

无证驾驶无号牌摩托车载人疾驰，将一名老人撞

倒身亡。同年 11月，刁某被江津区人民法院以交

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家庭教育指导实施过程及典型意义 

江津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刁某父母离

异多年，均疏于对其教育管理，亦缺乏正确的教

育方法。人民法院向刁某父母发出《家庭教育指

导令》，要求双方正视刁某教育问题，加强对刁某

的关心关爱。  

本案是《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后，重庆

法院发出的首份《家庭教育指导令》。同时也是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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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该法关于“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共同

做好家庭教育工作”规定的典型案例。江津区人

民法院与当地教委、妇联共同成立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联络办公室，制定了适用家庭教育指导令

“三环十步法”，形成家庭教育指导令发布的标

准化流程，开展回访、学业指导、心理疏导、困难

帮扶等系列工作。目前，刁某父母经专业指导已

制定了严管与厚爱相结合的教育计划，全方位履

行监护职责。刁某也改过自新，积极面对今后的

学习和工作。 

周某聚众斗殴案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父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基本案情 

2021 年 8 月 8 日，被告人周某（未成年人）

受陈某某邀约，一行数人驾车前往重庆市南岸区

某支路，与对方人员潘某某等斗殴。周某等人持

砍刀围攻对方车辆，并持刀追击对方人员。后周

某先行驾车离开现场，并获得 200 元出场费。南

岸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周某犯聚众斗殴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周某向市五中法院提起上

诉，后撤诉。 

家庭教育指导实施过程及典型意义 

南岸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周某父母忙

于工作，疏于管理教育；周某职高辍学，与社会闲

杂人员交往较多，法治观念淡薄，自控能力很差。

市五中法院对周某父母依法予以训诫并发出《家

庭教育指导令》。 

本案是因未成年人犯罪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

典型案例。《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人民法院发

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

可以责令其监护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监护人在

对周某的家庭教育方面完全缺位，应深刻自省并

接受人民法院家庭教育指导。鉴于周某处于服刑

阶段，人民法院责令周某父母配合监管部门做好

周某的教育改造工作，引导其遵纪守法，学习生

活技能，戒除不良习气，力争早日回归社会，回归

家庭。 

马某诉谢某健康权纠纷案 

——监护人应对未成年人进行全方位的家庭教育 

确保其身心健康 

基本案情 

原告马某与被告谢某系某中学同班同学，二

人因琐事产生矛盾在网络上相互谩骂，后在线下

交涉过程中发生肢体冲突，导致马某鼻梁骨骨折。

马某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谢某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经法院主持调解，由谢某监护人赔偿马某经济损

失人民币 800元。 

家庭教育指导实施过程及典型意义 

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马某对待

人生的态度十分消极，调解过程中多次表示“生

命其实并不重要”，同时出现抑郁自残倾向。马

某在父母离异后随母亲生活，之后其母重组家庭，

生父常年在外务工，均缺乏对马某的陪伴和关心，

导致马某的性格向孤僻和极端发展。法庭向马某

母亲普及了有关法律知识，分析了马某心理障碍

产生的原因，同时向其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六条规定，“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针对不同年龄段未

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以下列内容为指引，开

展家庭教育：...（五）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教导其珍爱生命，...”该条文明确要求未成年人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要予以

重视和关注。马某父母未能正确履行监护人职责，

严重失职，导致经历家庭变故的马某长期缺乏父

母关心关爱出现心理问题。人民法院确有必要对

原生家庭解体后对未成年人出现教育空白、关爱

缺位的监护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督促其正确履

行监护人职责。 

蔡某诉邓某抚养费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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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方应积极配合 未直接

抚养方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基本案情 

蔡某与邓某于 2013年 7月经人民法院调解离

婚，婚生子蔡小某（2008年 5 月出生）由蔡某直

接抚养，邓某每月支付抚养费人民币 200 元至蔡

小某年满 18周岁为止。后蔡某以邓某学历低、未

按时支付抚养费且个人私生活对孩子造成不良影

响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邓某探望孩子必须征

得其同意，不得离开其视线，且不得将孩子带到

邓某新组建的家庭。庭审中，邓某举示了转账记

录、照片等证据，拟证明其按时给付了抚养费，且

母子关系较好。 

綦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不直接抚养子

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

务。蔡某设置苛刻条件限制邓某探望孩子，既妨

碍了邓某的探望权，也影响了孩子对母爱的需求，

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宣判后，双方均未上

诉，判决已生效。 

家庭教育指导实施过程及典型意义 

探望权是父母基于对子女的亲权而享有的法

定权利。探望权既是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关怀子

女，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方式，也是最大化保护

未成年人利益，促进子女健康成长的手段。《家庭

教育促进法》第二十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

分居或者离异的，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

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除法律另

有规定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直

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孩

子与另一方的交流，助力孩子形成健全的人格和

健康心理。文化水平高低不是衡量父母人品和教

育子女水平的唯一标准，更不能以学历去量化亲

情。本案依法判决驳回蔡某的诉讼请求，有利于

指引父母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互谅互让，

履行好教育责任，增进亲子情感交流，确保未成

年子女享受父爱或母爱的权利，促进未成年人子

女身心健康发展。 

重庆法院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典型案例 

2022-06-0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THZBIv_BoDKU9dwXO_dI5A 

编者按 

拐卖犯罪严重侵犯妇女儿童的生存权、发展

权、人格权，严重冲击社会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

严重破坏社会和谐稳定。重庆法院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好妇

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

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严厉打击拐卖犯罪，为

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有力的刑事司法保障，彰

显了人民法院的责任担当。为总结审判工作经验，

统一裁判尺度，推动打拐专项行动效果落地落实，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评选出重庆法院打击拐卖妇

女儿童典型案例，现予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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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某某、冯某拐卖儿童案 

关键词 

利用网络   “收养”名义   

典型意义 

近年来，部分犯罪分子通过互联网平台实施

拐卖儿童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其往往通过“收

养”儿童名义与相关人员进行联系，犯罪手段具

有较强的隐蔽性，给案件侦办工作造成一定难度。

针对利用网络实施拐卖儿童犯罪的特殊性，司法

机关强化证据材料收集，有效甄别违法犯罪，确

保依法精准打击。本案中，被告人卓某某通过互

联网平台联系打算出卖亲生婴儿的夫妇，谎称自

己领养并将婴儿接走，同时以出卖为目的通过互

联网平台联络有领养需求的“收养方”，通过非

法方法将婴儿交给买主“收养”以牟取非法利益。

被告人卓某某采用此种方式先后贩卖 4 名婴儿。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儿童权益保障工

作，对本案准确定罪处刑，充分发挥刑法震慑作

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基本案情 

2020年 3月至 7月，被告人卓某某通过互联

网先后与李某、黄某甲、范某某、黄某乙联系，谎

称本人领养或介绍他人领养婴儿，取得婴儿父母

的信任。同时，通过互联网和打算领养婴儿的缪

某某、张某甲、张某乙、鲁某商定领养事宜，之后

从“送养方”处接走婴儿交给“领养方”以牟取

非法利益。经查，卓某某以出卖为目的，单独或伙

同被告人冯某贩卖 4 名婴儿，其中卓某某邀约冯

某帮其接送 1名婴儿。卓某某非法获利 141000元，

冯某非法获利 5000元。卓某某、冯某先后被公安

机关抓获，涉案被拐卖儿童均被公安机关解救。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卓某某犯拐

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被告人冯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对被告人卓某某违

法所得 141000 元、被告人冯某违法所得 5000 元

予以追缴。宣判后，被告人卓某某提出上诉，重庆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依法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杨某、范某某拐卖儿童案 

关键词 

“亲生亲卖”   “送养”名义 

典型意义 

父母抚养未成年子女不仅是道德义务，更是

法律责任，经济困难不是出卖子女的借口，有偿

“送养”更不是逃避法律追究的“免罪金牌”。

部分犯罪分子因无力抚养而将自己亲生子女当做

商品出卖，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伪装，以“送养”

之名行拐卖儿童之实。这种行为不仅是缺乏责任

感的体现，更已触犯刑法构成犯罪。本案两名被

告人作为身体健康且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理

应通过自己的合法劳动自食其力养育子女，却以

经济困难、无力抚养为由，签订所谓的“送养收

养协议”将亲生儿子出卖，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重庆市巫山

县人民法院通过本案审理，依法严厉打击“亲生

亲卖”型拐卖儿童犯罪，有效遏制拐卖犯罪滋长

蔓延，切实保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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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底，被告人杨某、范某某因未达到结

婚年龄无法办理结婚登记而按农村风俗举行结婚

仪式后开始同居生活。2017年 8月 7日，范某某

生育长子后到巫山县城租房居住，二被告人均无

正式职业。2019年 5月 18日，范某某生育次子。

杨某随后在互联网平台上就“十天健康婴儿不想

要了有什么处理方式”“无力抚养孩子，想给孩

子找个安稳的家庭”“因无力抚养十天健康婴儿，

想给孩子找个安稳、能善待他的父母”等问题进

行咨询。廖某某（另案处理）看见前述信息后与杨

某取得联系，杨某、范某某决定将次子卖给廖某

某夫妇，廖某某夫妇支付 8.8万元。同月 28日下

午，双方签订了“送养收养”协议，廖某某夫妇

将孩子抱走。2019年 5月 31日，公安机关先后将

廖某某夫妇及杨某、范某某抓获。 

裁判结果 

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人杨某犯拐卖

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被

告人范某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三千元；对二被告人违法所

得 88000 元予以追缴。宣判后，杨某不服提出上

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依法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某某拐卖妇女案 

关键词 

跨国拐卖  未成年人 

典型意义 

当前我国部分地区跨国拐卖妇女、收买被拐

卖的妇女案件逐渐增多，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

结形成拐卖犯罪团伙，通过分工合作共同实施拐

卖犯罪活动。针对跨国拐卖犯罪，重庆法院认真

贯彻落实《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

2030年）》要求，通过开展国际司法协助，凝聚

打击合力，加大打击力度，形成强有力的司法震

慑。本案被告人张某某于 2018 年 6月因犯拐卖妇

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在刑罚执行期间又发

现其曾拐卖三名越南籍妇女，且其中两名被害人

未满十六周岁。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通过本案

的依法审理，充分彰显了人民法院从严打击跨国

拐卖妇女以及拐卖未成年人犯罪的坚定决心，有

效震慑了犯罪分子。 

基本案情 

2016年底，李某甲（已判刑）请李某乙（已

判刑）帮其儿子李某丙（已判刑）找媳妇，李某乙

也想为其丈夫的弟弟唐某某（已判刑）找媳妇。李

某乙遂通过越南籍人 S 某联系到被告人张某某。

后李某丙、唐某某根据张某某发来的照片选中越

南籍被害人 G某某（2001年 12月 15日出生）和

T 某某（2001 年 10 月 7 日出生）。2017 年 2 月

初，李某乙带着李某甲、李某丙、唐某某一起乘车

前往云南省张某某家，见到被锁在张某某家中的

G某某和 T某某，李某丙选中 T某某，唐某某选中

G某某，李某甲、唐某某遂与张某某讲好购买价格。

2017年 2月 8日，张某某分别以 4万元的价格将

G某某、T某某卖给唐某某和李某丙并由其带回丰

都县家中。另，张某某曾于 2016 年将越南籍被害

人 S 某以 3 万元的价格贩卖给杜某某（已判刑）

为妻。 

裁判结果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以拐卖妇女罪判处被

告人张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与

原犯拐卖妇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八万元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

金十万元。 

冉某甲拐卖妇女案 

关键词 

拐卖多人多次 

典型意义 

中央部署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

动以来，重庆法院充分认识拐卖犯罪的严重社会

危害性，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不动摇，对具有

拐卖多人多次等严重情节的拐卖犯罪坚决依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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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本

案被告人冉某甲先后四次拐卖妇女四人，情节严

重，性质恶劣，属于打拐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对象。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有力推进打拐专项行动，

依法严惩拐卖妇女犯罪，对被告人冉某甲判处有

期徒刑十五年，充分发挥了刑罚惩戒震慑作用，

切实维护了妇女合法权益及社会正义。 

基本案情 

1997年 10月，冉某甲与冉某乙（已判刑）、

陈某某（已判刑）、何某某共谋后，以打工为名将

被害人龚某某从石柱县拐骗至垫江县，由冉某甲

议价后以 4000 元的价格贩卖给村民汤某某同居，

冉某甲从中获利 2000元。1997年 10月，冉某甲

与陈某某、任某某（已判刑）共谋后，以介绍婚姻

为名将智力障碍的被害人邹某某从石柱县拐骗至

垫江县，由冉某甲议价后以 1600 元的价格贩卖给

村民钟某某同居，冉某甲从中获利 800 元。1999

年 10 月，冉某甲与冉某乙、冉某丙（已判刑）、

刘某甲（已判刑）共谋后，以打工为名将被害人刘

某乙从湖北省利川市拐骗至垫江县，并以 2000元

贩卖给董某某同居，冉某甲从中分得 200元。1999

年 11月，冉某甲与冉某乙、冉某丙、黄某某（已

判刑）共谋后，以介绍婚姻为名将被害人刘某丙

从彭水县拐骗至垫江县，冉某甲对刘某丙控制人

身自由欲将其贩卖，但被刘某丙发现并逃脱。冉

某甲犯罪后潜逃，于 2000 年 4 月 21 日被批准逮

捕，于 2021年 11月 3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裁判结果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以拐卖妇女罪判处被

告人冉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并处罚金八千元，对其违法所得 3000元予以追缴。 

邱某某拐卖妇女案 

关键词 

“介绍工作”名义 

典型意义 

犯罪分子利用部分女性求职者急于找到工作

的心理，以介绍工作等名义诱骗被害人，从而实

施拐卖妇女犯罪，不仅严重损害了妇女合法权益，

还对当地用工环境、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造成严

重影响。本案被告人邱某某以推荐介绍到上海打

工为名义，将被害人拐骗到开州卖给他人为妻。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在推进打击拐卖妇女儿童

犯罪专项行动过程中，采取有力措施，通过本案

依法审理，对犯罪分子从严惩处，充分表明了人

民法院坚决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基本案情 

2001年 3月底，被告人邱某某在广东省东莞

市与覃某某（已判刑）商量后，决定将急于寻找工

作的被害人钟某某拐卖。邱某某通过其师傅李某

联系后，确定将钟某某卖给重庆市开州区的熊某

某为妻。邱某某、覃某某以到上海进厂工作为名

将钟某某骗至开州，又以无钱作路费为由欺骗钟

某某嫁给熊某某，并向钟某某提供了虚假的地址、

电话号码及 100元假钞，进一步骗取钟某某信任。

后邱某某、覃某某将钟某某带至熊某某家中，以

4000元的价格将钟某某卖给熊某某，熊某某当场

支付了 1000 元并约定余款次日付清。次日下午，

钟某某趁机逃出熊某某家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后

覃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邱某某潜逃至广东，公

安机关于 2002 年 4 月 1 日对邱某某启动上网追

逃。2021年 9月 19日，邱某某在广东省广州市被

公安机关抓获。 

裁判结果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以拐卖妇女罪判处被

告人邱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二千元，对

其违法所得 1000元予以追缴。宣判后，邱某某不

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

理，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某某拐卖妇女、龙某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案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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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青年  介绍婚恋 

典型意义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成年男

性群体因家庭贫困、身患残疾等问题难以娶妻，

是诱发拐卖妇女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部分行为

人法治意识淡薄，以介绍婚恋的名义拐卖妇女或

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不顾被害人意愿强行安排

婚嫁，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案被告人何某

某为牟取“感谢费”“介绍费”，极力撮合两名

身患精神残疾的男女青年进行婚恋，在遭到被害

人亲属拒绝之后实施了拐卖妇女犯罪。重庆市江

津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何某某、龙某某定罪

处刑，有力打击了拐卖妇女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

的犯罪行为，充分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妇女

人身权利、保护残障人群权益、保护婚姻合法性

的鲜明态度。 

基本案情 

2018 年 6 月 30 日，被告人何某某介绍被告

人龙某某的儿子和精神发育中度迟滞的被害人廖

某处对象，廖某之父得知龙某某的儿子同样是精

神发育中度迟滞的情况后并不同意两人交往。同

年 7月 12日，何某某在江津当地一小区门前遇见

廖某，在未告知廖某家人的情况下，私自将廖某

拐走并电话联系龙某某，告知其准备将廖某带至

龙某某家中当儿媳，龙某某表示同意。何某某随

即乘车将廖某带至綦江城区与龙某某会合，后将

廖某带至龙某某家中。龙某某支付给何某某 300

元，并承诺事成后还要酬谢。廖某之父发现女儿

不见后报警，民警打电话询问何某某，何某某表

示不知廖某去向。民警之后在龙某某家中找到廖

某并将其带回家。被告人何某某、龙某某先后被

公安机关抓获。龙某某对被害人廖某进行赔偿并

取得其谅解。 

裁判结果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何某某犯拐

卖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被告人龙某某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对被告人何某某

的违法所得 300元予以追缴。 

省高院召开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新闻发布会 

2022-06-01  山西高院 白婕 

https://mp.weixin.qq.com/s/4bDekYpDU_UzErXMw2LjGw 

 

6 月 1 日，省高院召开“充分发挥司法审判

职能作用 撑起未成年人保护法治蓝天”新闻发

布会。省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杨宏通报山西法

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情况，书面发布典型案

例，省高院新闻发言人、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杨

霄主持发布会。 

 

杨宏结合典型案例，介绍了全省法院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少年儿童保护工作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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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工作情况。 

一是健全完善审判机制模式，提升未成年人

司法审判效能。加强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建设，全

省三级法院均建立未成年人案件专门审判庭室或

审判团队，17家法院挂牌成立少年法庭，有效提

升未成年人审判综合效能。创新寓教于审的审判

模式，通过圆桌审判、专家心理疏导、陪审员陪审、

搭建线上司法保护平台等审判模式和举措，最大

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始终坚持特殊、优

先保护和双向、综合保护立场理念，近三年共审

理未成年犯罪案件 1553件 2502人，审理抚养权、

收养权等家事案件和涉未成年人行政案件 8093

件，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司法

保障。 

二是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加强未成

年人全方位司法保护。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近三年，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伤害、虐待、

性侵和强迫卖淫的案件占比达 87%，全省法院始终

坚持依法严厉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不手软，特

别是对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严重侵害未成年人

的犯罪行为坚决从严惩处。加大未成年被害人保

护力度，聘请心理辅导人员进行精神治疗、心理

重建，有效帮助未成年被害人修复心理创伤，树

立健康向上的良好心态。省高院指导全省法院在

审理涉未成年人家事和行政案件中，坚持以未成

年人为中心，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加强

未成年人犯罪矫治预防，对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

注重在庭前进行全面社会调查，庭中贯穿法治教

育和亲情感化，庭后开展心理疏导和回访帮教，

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矫治和再犯预防的目的。

未成年人犯罪跟踪感化、心理疏导、帮教矫治等

经验做法取得良好成效，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少年

权益保护年度报告《成长启示录》对此进行了宣

传报道。 

三是拓展综合治理司法职能，提高法治宣传、

司法建议水平。强化社会联动帮教机制，与检察、

公安、教育、民政、团委、妇联和社区等建立联动

帮教、联动保护机制，完善涉未成年人纠纷诉调

联动、多元解纷、犯罪记录封存、社会观护和司法

救助机制，推动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合力。提

高司法建议工作水平，近三年全省法院发出司法

建议和家庭教育指导令 263 件，有力促进健全制

度机制，堵塞管理漏洞，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社会

治理体系。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开展“送法

进校园”“送法进网络”等普法活动 300 余场，

举办法院开放日活动 189 场，印发普法宣传图册

2 万余册，举办专题讲座 1600 余场，294 名法官

担任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法治微电影《你依然

是天使》等原创作品受到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

法院表彰，在中国长安网等平台展播，有效营造

保护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环境。 

 

杨霄介绍，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的重要

职责。全省法院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关

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决策部署，严格贯彻民法

典、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两法”以及家庭教育促

进法等法律法规，依法审理涉未成年人权益各类

案件，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全面、综合司法保护，积

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推动新时代未成年人权益

司法保护迈向更高水平。 

杨霄表示，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希望社会各界更加关心、重

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积极推动形成家庭保护、

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

保护合力，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为未成年人安

全、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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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次发布的十起典型案例，既有故意伤害、强

奸、强制猥亵未成年人等刑事案件，也有涉及变

更未成年人抚养关系、治安处罚案等民事、行政

案件，还有家庭教育令等新型案件，充分发挥典

型案例的评价、指引功能和警示、教育意义，让人

民群众感受到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的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 

人民日报客户端、法治日报、人民法院报、山

西日报、山西综合广播、山西广播电视台、山西法

制报等 20余家中央驻晋主要媒体和新闻网站、省

内主要媒体和新闻网站以及媒体记者等参加新闻

发布会。 

10 起典型案例！司法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022-06-01  山西高院 白婕 

https://mp.weixin.qq.com/s/gxTs9QVo30ZpcpudQHB6oQ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为充分发挥典型案

例的评价、指引功能和警示教育意义，6月 1日，

省高院召开“充分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作用 撑起

未成年人保护法治蓝天”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山

西法院保护未成年人十大典型案例。 

发布这些案例，旨在彰显人民法院坚持依法

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依法维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同时，也

希望全社会更加关心未成年人事业，共同为未成

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 

目 录 

案例 1.周某某故意伤害案——不当教育伤害未成

年子女被依法惩处 

案例 2.白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教师强奸、猥

亵未成年女生被依法严惩 

案例 3.任某某等人强制猥亵、寻衅滋事案——校

园欺凌构成犯罪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案例 4.石某某强奸、敲诈勒索案——利用网络侵

害未成年人被判刑 

案例 5.尹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未成

年人明知他人犯罪而提供帮助也要承担责任 

案例 6.李某某故意杀人案——未成年人犯罪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感化、挽救失足少年 

案例 7.熊某某猥亵儿童案——精准干预，保护未

成年被害人权益 

案例 8.任某与王某离婚纠纷案——加强对未成年

人监护教育的司法保护 

案例 9.王某甲诉王某乙变更抚养关系案——坚持

未成年人利益优先保护原则 

案例10.刘某治安处罚案——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正当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 

周某某故意伤害案——不当教育伤害未成年子女

被依法惩处 

【基本案情】 

被告人周某某系被害人王某某（殁年 9 岁）

亲生父亲，日常生活中，周某某常因琐事殴打王

某某。2020年 10月的一天，周某某因老师向其反

映王某某在学校偷拿他人东西，遂质问王某某，

王某某予以否认。周某某便用木棍持续抽打王某

某的臀部、下肢及背部，直到王某某保证不再偷

东西才停止。后周某某发现王某某身体状况异常，

将其送往医院救治，当晚，王某某经抢救无效死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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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经鉴定，王某某系因臀部、双下肢及背部遭受

棍棒打击导致大面积皮下组织及肌肉出血、坏死

引起创伤性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周某某持木棍持续

殴打其子被害人王某某身体多处部位，造成被害

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周某某犯罪

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依法应予严惩。鉴于其出于

教育孩子的目的，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依法以

故意伤害罪判处周某某有期徒刑十三年。 

【典型意义】 

本案属于一起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生命健康权

的故意伤害刑事案件。周某某虽出于教育子女的

目的，但未从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采

用正确的教育方式方法，而是奉行“棍棒之下出

孝子”的错误理念，简单粗暴，动辄对未成年子

女施以暴力，为法律所禁止。其教育的结果不但

使其痛失爱子，更使自己因其犯罪行为身陷囹圄，

其子可怜、其人可悲。本案的重要启示在于：一是

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开展家庭教育，一切从有利

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角度出发，以正确的方式方

法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须知管教子女要得体，

棍棒教育悔莫及；二是全社会都要积极参与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

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

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携手撑起保护未成年

人的一片蓝天。 

白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教师强奸、猥亵未

成年女生被依法严惩 

【基本案情】 

2018年 8月，某中学聘任被告人白某某担任

该校初中历史教师兼某班班主任。2019年 3月至

12 月，白某某利用其身份便利，以照顾该班生病

女生为由，多次在其办公室（兼宿舍）强奸一名、

猥亵多名不满 14周岁的女学生。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白某某利用其担任

教师和班主任的身份便利，明知被害人是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仍多次与其发生性关系，情节恶劣，

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其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

对多名不满 14周岁的女学生多次实施猥亵，严重

侵害儿童的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其行为已构成

猥亵儿童罪。白某某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

并罚。白某某身为教师，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的

教育、保护和管理职责，却利用其特殊身份对被

害女学生形成心理控制实施犯罪，动机卑劣、行

为恶劣，应予严惩。依法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数

罪并罚，判处白某某有期徒刑二十年；禁止白某

某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内从

事教育相关职业。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利用担任班主任的身份和教师的

职业便利性侵未成年人的典型案例。本案发生及

审理均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前，人民法

院审理时充分考虑被告人强奸、猥亵的手段、性

质、情节和后果，依法适用了原法条，体现了罪责

刑相适应，而且与《刑法修正案（十一）》列举的

强奸、猥亵“情节恶劣”情形相符，与依法从严

惩处的立法精神契合。特别是对被告人职业禁止

的处罚，人民法院做到了严格用足用好法律，最

大限度预防了被告人在一定期限的再犯可能性。

同时，该案件也暴露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

在对直接从事未成年人教学、管理的工作人员的

监督管理上存在漏洞，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缺乏一

定的防范意识。本案被害人均系住校学生，涉世

未深，面对被告人的侵害行为，往往出于恐惧、羞

涩等心理，不愿、不敢告知家长，最终酿成悲剧，

给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被告人正是利

用孩子恐惧、羞涩的心理、家长疏于防范的信任、

教育部门管理的缺陷，达到其犯罪的目的。在日

常工作中，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应严格落实

教师管理法规和制度，完善预防性侵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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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学生保护的正面宣传，引导学生遇到侵害

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家长与学校、孩

子之间也要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家访、家长会等

方式及时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动态，切实履行好对

孩子的监护责任。 

任某某等人强制猥亵、寻衅滋事案——校园欺凌

构成犯罪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被告人任某某与被告人李某等人均为某校住

校生，2019年 5月至 10月，任某某与李某等人多

次在该校宿舍、教室对同为该校学生的小明（化

名）实施猥亵并多次随意殴打、欺辱。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任某某与李某等人

聚众并在公共场所以暴力、胁迫方法强制猥亵他

人，情节恶劣，其行为均构成强制猥亵罪；任某某、

李某等人多次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

均构成寻衅滋事罪。依法判处任某某等人有期徒

刑一年七个月至九个月不等刑罚。 

【典型意义】 

校园本应是充满朝气与友爱的乐园，本案各

被告人身为学生，却是非观念不清，屡屡实施校

园欺凌行为，使被害人长期遭受无故殴打、侮辱

以及性侵害，对被害人身心造成巨大的伤害，对

校园风气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虽然本案被告人

都是在校学生，且大多是未成年人，但每一个人

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参与其中的

被告人害人害己，自食恶果。 

在学校学习生活中，未成年人在面对自己无

法独立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时，应积极寻求老师或

家长的帮助；在发现其他同学需要帮助时，应该

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给予他人帮助。学校应加强

对学生的教育引导，通过讲座或观看警示教育片

的形式培养学生自我保护和预防侵害的意识，提

高学生学法知法懂法守法意识，明确违法犯罪行

为的法律后果，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受到侵

害。 

石某某强奸、敲诈勒索案——利用网络侵害未成

年人被判刑 

【基本案情】 

2018年 1月底，被告人石某某通过手机“探

探”软件认识未成年被害人张某某。二人第一次

见面后，石某某提出要与张某某发生性关系并在

某酒店内对张某某实施强奸，其间，石某某偷拍

了张某某裸照。之后，石某某以裸照相威胁，多次

约张某某见面并实施强奸。在此期间，石某某还

以将裸照发到张某某所在学校 QQ 群相威胁，多次

向张某某索要钱财，张某某害怕裸照曝光被迫多

次向石某某支付钱财。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石某某违背妇女意

志，多次以暴力、胁迫手段强奸妇女，其行为构成

强奸罪；石某某以胁迫的方法多次敲诈张某某财

物，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以强奸罪、敲诈

勒索罪数罪并罚，判处石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并

处罚金 2000元。 

【典型意义】 

在目前复杂的网络环境下，充斥着各种网络

交友软件，未成年人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其心

智尚不成熟，鉴别力较弱，面对网络的诱惑，防范

意识差，一旦陷入，很容易受到伤害。本案告诉我

们，第一，未成年人自身首先要树立安全防范意

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警惕，远离危险、拒绝侵

害。第二，未成年人还要学法、知法、守法，不做

侵害别人的事情，同时又要善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未成年人要学会求救和

自救，采取灵活机智的自卫策略，树立强烈的自

我保护意识，当发现有人意图或正在侵害自己的

权益时，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寻求父母、学

校和警察帮助。同时，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关

心、爱护自己的孩子，经常与子女沟通交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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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动态，根据子女身心发展的特点，进行社

会生活指导、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让子

女对家长“敞开心扉”。网络时代，要特别提醒

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交友观，禁用网络社交平台

与陌生人交友，不亲信“网友”、不轻易和“网

友”见面，洁身自好，须知网络交友要谨慎，鱼龙

混杂陷阱多。 

尹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未成年人明

知他人犯罪而提供帮助也要承担责任 

【基本案情】 

被告人尹某某系某职业学校未成年在校生，

2020年 7月，尹某某明知向某（另案处理）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诈骗，仍将其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

卡和绑定的手机卡出卖给向某，向某通过微信转

给尹某某 500 元。该银行帐户被用于电信网络诈

骗，涉案金额人民币 1370万余元。其间，尹某某

还介绍该校三名同学非法出售银行卡。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尹某某明知他人利

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他人提供支付结算帮

助，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罪，依法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尹某

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及退

赔非法所得。 

【典型意义】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系《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设的罪名。《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明知他

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

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

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该类型案件中，被告人大多存在侥幸

心理，认为自己没有直接参与诈骗犯罪，只是出

出“小力”，就能简单获利，何乐而不为。殊不知

正是其“助纣为虐”的行为，为诈骗犯罪的实施

提供了便利条件。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健全，对外

界事物的鉴别和判断力较弱，极易成为犯罪分子

利用的对象。该案例启示我们，面对诱惑，擦亮眼

睛，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断前程。 

李某某故意杀人案——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感化、挽救失足少年 

【基本案情】 

本案被害人李某、赵某系被告人李某某的亲

生父母，平日溺爱李某某。李某某初中辍学后，开

始在社会上游荡，夜不归宿，且因索要钱物，多次

殴打父母。2018年 6月的一天，李某某又与父母

发生争执，当夜持水果刀先后捅刺正在熟睡的父

母亲，致其父当场死亡、致其母受轻伤。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某持刀捅刺亲

生父母，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其行为构成故意

杀人罪。李某某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

岁，系未成年人，且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自愿认

罪，并取得亲属的谅解，可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 

【典型意义】本案属于典型的未成年人暴力

犯罪。当前，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主要集中于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等典型暴力犯罪中。

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其心智、心理发育受到

家庭、校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家庭环境尤其重

要，是未成年人成长及完成社会化过程的主要场

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更要给子女上好

人生第一课。在司法实践中，溺爱型、放任型的家

庭教育最容易让未成年人走上暴力犯罪的道路。

本案中，李某某的父母在其成长道路上，过于溺

爱，放任其自由成长，在其辍学后，没有采取有效

措施和方式让李某某接受正常教育，而是任由其

在社会上游荡，沾染了诸多社会恶习，且在李某

某多次盗窃家庭财物、殴打父母后，仍未严加管

教，父母只想通过努力挣钱，用给予物质的方式

溺爱孩子，殊不知这样的方式，最终纵容李某某



086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走上了杀父伤母的犯罪之路。案件审判过程中，

审理法官通过心理咨询师对李某某进行了心理疏

导，亦对其母亲做了心理辅导。李某某在悔过书

中写到“已经反省到了自己的错误，家人的过分

宠爱让我认为父母的关心是理所当然，感谢法律

给予重生的机会，爸爸不在了，出去后一定要给

妈妈一个家。” 

熊某某猥亵儿童案——精准干预，保护未成年被

害人权益 

【基本案情】 

2019年 4月至 9月期间，被告人熊某某两次

将在其经营的小饭桌内就餐的被害人席某某（未

满十四周岁）哄骗至其驾驶的车内实施猥亵。案

发后，熊某某亲属已代为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

解。 

【裁判结果】 

被告人熊某某为满足其性欲，对幼童实施猥

亵行为，其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鉴于熊某某到

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且其家属代为赔偿被

害人并取得谅解，可从轻处罚。法院以猥亵儿童

罪判处熊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禁止熊某某

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三年内从事

与托管未成年人有关的相关工作。 

【典型意义】 

本案属于一起典型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

在本案审理中，人民法院获知被害人存在恐惧、

焦虑的情绪反应，若不能及时进行疏导，可能难

以走出心理阴影，将长期影响健康成长及正常生

活。虽然本案已结案，但人民法院认为案结事未

了，为最大限度保护和救助未成年被害人，法院

在征得被害人父母同意后，法官与心理辅导老师

针对被害人的心理情况、年龄特点和家庭环境，

制定了心理干预服务计划，对被害人进行了针对

性的心理援助。经过长期的心理重建，被害人从

最初恐惧、胆小怕事恢复到正常心理状态，可以

勇敢地表达自己意愿，懂得再遇到危险如何应对，

最终走出了阴霾。法院既通过惩处犯罪分子慰藉

被害人，又对未成年被害人主动进行心理治疗，

使被害人早日抚平创伤、走出阴影，回归正常生

活，体现了人民法院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积极保护。 

任某与王某离婚纠纷案——加强对未成年人监护

教育的司法保护 

【基本案情】 

任某（女）与王某（男）婚后育有一女，后二

人产生矛盾，在女儿六岁时，任某提起离婚诉讼。

一审法院对任某的离婚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任某

上诉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在审理中发现，任某

远在外地打工，婚生女却由其姐姐进行照顾，而

王某抚养、探视孩子存在障碍，二人争夺孩子的

抚养权是案件争议的焦点。 

【裁判结果】 

为了全面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法院依照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规定，

向原、被告双方下达了《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令》，指导王某可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探视

权利，劝导任某不得阻碍王某探望女儿。经过家

庭教育指导，任某自愿撤诉，愿意给孩子一个完

整幸福的家庭。 

【典型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土

壤。本案的意义在于：一是找准了着眼点，法院抓

住原、被告双方均在意孩子、争取孩子抚养权的

关键，找到了让双方重归于好的机会，挽救了一

个家庭，也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了条件；二是

采取了好方法，以下达《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令》的方式明之以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教育、

劝诫年轻的父母认识到家庭对孩子的重要性；三

是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家事案件，法院不是简单一

判了之，而是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最

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出发，取得了最佳的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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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甲诉王某乙变更抚养关系案——坚持未成年

人利益优先保护原则 

【基本案情】 

原告王某甲与被告王某乙原系夫妻关系，

2019年经法院调解离婚，约定子女均随被告生活。

期间，被告强迫刚满 11岁的女儿王某丙超出体力

和能力做家务，致使其生理出现严重异常，医院

诊断系营养不良、过度劳累所致，急需调理。原告

王某甲认为前夫不具备妥善照顾女儿的能力，请

求变更女儿王某丙的抚养关系。 

【裁判结果】 

本案中，王某丙已满 11周岁，经主审法官征

询其意见，王某丙表示愿意和母亲一起生活。该

意愿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尊重孩子意愿，注

重从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考量抚养权问题，

依法判决变更王某丙归母亲抚养。 

【典型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尤其当家事纠

纷涉及子女的成长问题时，其解决纠纷的效果关

乎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现在和未来。本案

中，涉及未成年人的抚养权问题，法官通过走访

调查、电话沟通、当面询问等多种方式，了解王某

丙的真实生活环境和其真实意愿，判决变更由母

亲直接抚养孩子，既尊重了孩子的选择，有利于

亲情维系，更有利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障。本

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变更抚养权案件中涉及未成年

人利益优先保护原则。人民法院坚持从有利于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出发，

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充分尊重未成年子女

的意愿，作出对未成年人最有利的裁判。 

刘某治安处罚案——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行

为不承担法律责任 

【基本案情】 

刘某和闫某均系某职业中学住校生。2021年

5月，刘某让人叫闫某到自己宿舍，被拒后其前往

闫某宿舍要求闫某过去，再次遭拒后，双方发生

冲突，致使双方不同程度受伤。公安机关经调查，

决定对刘某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二百元。刘

某对该处罚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决

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公安机关重新调查并

依法对闫某进行行政处罚。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对发生在闫某宿舍内

的纠纷应当承担过错责任。闫某在自己宿舍制止

刘某对其人身侵犯行为而造成刘某受伤，且在必

要限度内，闫某对刘某的伤害行为属于“正当防

卫”，不应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判决驳回刘某的

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系发生在校园内的未成年人治安案件，

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是包括学校、家长、司法机关在内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规定：为了免受

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

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该

规定应视为正当防卫制度在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运

用。本案中，刘某事先挑拨闫某，进而对闫某实施

殴打，闫某为了自身的合法利益，制止正在进行

的不法侵害，虽造成不法侵害人刘某的损害，但

该损害在必要限度内，闫某的行为合法合理，不

应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公安机关经调查后认为刘

某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及罚款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同时，公安机关认定闫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不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符合上述规定。该案的审理

和裁判对于树立良好校园风气、增强学生法治观

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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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有我，与法“童”行 | 厦门中院发布抚养费纠纷案件司法报告 

2022-06-01  厦门中院 

https://mp.weixin.qq.com/s/Y48RW_4KhOLMzRPE6j42Sg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需要

家庭、学校、社会共同筑牢，权益保护“安全网”。 

值此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厦门中院通

过统计、分析厦门法院 2019年 1 月-2022年 4月

期间审结的抚养费纠纷案件，深入挖掘其中特点，

总结整体发展态势，以期为读者带来一些启示，

携手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浓厚氛围。 

案件审理情况 

2019年 1月-2022年 4月，厦门法院审结一、

二审抚养费纠纷案件共计 424 件，其中一审 386

件，二审 38件。 

 

按起诉主体划分 

一是未成年子女向未直接抚养的父母一方起

诉主张抚养费，共 342件，占 88.60%； 

二是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以自己名义向

对方起诉主张抚养费，共 32件，占 8.29%； 

三是成年子女起诉父母一方支付在其未成年

期间拖欠的抚养费或父母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至大

学毕业的抚养费、出国教育费，或因大学就读未

就业要求支付抚养费，共 7件，占 1.81%； 

四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向未直接抚养的

父母一方起诉主张抚养费，共 1件，占 0.26%； 

五是负有支付抚养费义务的未直接抚养子女

的父母一方起诉要求降低抚养费，共 4 件，占

1.03%。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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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起诉年龄划分 

未成年原告共 380 位（原告共 424 名，个别

案件有 2-4位原告），占全部原告数量的 89.62%；

原告年龄集中在 2周岁至 13周岁，各年龄段的原

告数量分布如上图。 

 

按被诉对象划分 

父母作为被告的案件有 381 件，其中父亲作

为被告的案件 340件，占 89.24%，母亲作为被告

的案件 41件，占 10.76%。 

 

按起诉事由划分 

仅主张支付拖欠的抚养费的有 76 件，占

50.67%； 

仅主张增加抚养费的有 22件，占 16.67%； 

同时主张支付拖欠的抚养费和要求增加抚养

费的有 17件，占 13.33%； 

原未约定抚养费或原约定无需支付抚养费、

现主张需支付的有 32件，占 21.33%； 

主张降低抚养费的有 3件，占 2%。 

 

按父母婚姻关系状况划分 

父母经协议离婚的 109件，占 72.67%； 

父母经诉讼离婚的 24件，占 16%； 

父母无婚姻关系（未婚或婚外生子）的 12件，

占 8%； 

父母婚姻关系尚存续（分居、一方离家出走）

的 5件，占 3.33%。 

 

按抚养费最终确定的标准划分 

抚养费标准主要集中在 501-3000 元/月，共

122 件，占比 81.33%，其中 501-1000元/月为 27

件，占 18%；1001-2000元/月 73件，占 48.67%；

2001-3000元/月为 22件，占 14.67%。 

案件特点分析 

涉诉未成年人低龄化 

涉诉未成年人年龄集中于 2-13周岁，共 307

人，占全部原告的 80.79%。该年龄段的未成年人

主要处于幼儿园、小学阶段，自我照顾能力较差，

需直接抚养人投入更多的人力、精力照顾生活，

因课业负担少，非学科类课外培训所需的费用也

显著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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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13 周岁之后，未成年人主要处于初中、

高中阶段，有一定的自我照顾能力，主要精力集

中于应对逐渐加重的课业压力，校外非学科类培

训需求降低，所需的生活、学习费用也较为稳定。 

拖欠抚养费现象较为突出 

主张支付拖欠抚养费的案件占所有抚养费案

件的 64%。被告抗辩理由主要有四点： 

一是辩称抚养费标准过高，个人经济状况恶

化、负债累累、疾病缠身等，无支付能力； 

二是辩称直接抚养一方故意阻扰探视，故不

予支付抚养费； 

三是辩称原告主张的课外培训费超出了必要

限度，不应承担； 

四是辩称抚养费已通过其他形式支付，如夫

妻共同财产折价抵偿、他人代付等。 

父亲是被告的案件占比高 

涉诉案件中父亲、母亲作为被告的比例约为

9:1，反映了父母离异后未成年人由母亲直接抚养

随母亲共同生活的情形更多。 

一方面，法律规定了 2 周岁以下的子女原则

上由母亲直接抚养； 

另一方面，女性较男性普遍更为细心、周到，

在抚育照料子女上具有天然的优势； 

此外，我国社会和家庭传统也更习惯于由女

性对子女承担更多的照顾责任。 

协议离婚后发生抚养费纠纷占比高 

涉诉案件中父母经诉讼离婚的情形占 16%，而

父母婚姻关系为协议离婚的比例高达 72.67%。 

主要原因在于父母通过诉讼离婚的通常已通

过生效裁判方式确定未直接抚养一方应付的抚养

费标准以及具体履行方式，在义务人未依照生效

裁判履行支付义务时，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而无需另行提起诉讼； 

而父母协议离婚的，双方之间签订的离婚协

议虽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并不具有直接

的强制执行力，故需付诸诉讼以获得强制执行力。 

约定抚养费标准跨度较大 

涉诉案件中当事人约定的抚养费标准主要集

中在 501-3000 元/月，共 122 件，占比 81.33%；

最集中的标准是 1001-2000 元/月，共 73 件，约

占案件总量的五成，亦不乏约定抚养费高于 10000

元与低于 500元的情形。 

此外，抚养费标准的城乡差异也较为明显，岛

内思明、湖里两区审结的案件，抚养费普遍在 1500

元/月以上，岛外集美、海沧、同安、翔安四区审

结的案件普遍在 1500 元/月以下，其中不乏在

1000元/月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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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牌！全省首家家庭教育法律指导工作站 

2022-06-01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3h48tsOzzTAm40ddL_dyA 

2022年 6月 1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家

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半年之际，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家庭教育促进法》，拓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

广度和深度，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全

省首家家庭教育法律指导工作站在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揭牌。  

 
深圳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汪洪，市妇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彭迎九，市中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江茂贤，市中级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罗剑青，市

检察院、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委党

校、市妇女社会组织促进会、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市福田区启航公益服务中心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出

席揭牌仪式。 

 

在活动中，汪洪提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

来、中华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未

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

修订制定，把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工作推向前所未

有的高度。 

深圳市委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在今

年 3月颁布的《深圳市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

年）》，提出要健全完善最有利于儿童发展的制度

机制。工作站的成立充分展现了深圳法院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的主动性开创性和各职能单位的通力

协作、积极参与。各相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工作合力，把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打造成为深圳先行示范的又一张亮丽名

片，为深圳打造民生幸福标杆城市注入新活力，

用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彭迎九谈到，深圳法院成立家庭教育法律指

导工作站，是向全市的少年儿童送上一份既有温

度、又有力度的节日礼物，对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是

社会文明、民生幸福的重要标尺，《家庭教育促进

法》的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的家庭教

育已纳入法治轨道。 

深圳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体现了深圳市委市政

府在新形势下大力推进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

决心，市妇联与市中级法院将以这次家庭教育法

律指导工作站揭牌为契机，提高政治站位，增强

责任意识，加强协调配合，切实发挥司法机关的

职能和妇联联系群众的优势，共同为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江茂贤指出，成立家庭教育法律指导工作站，

是深圳法院在《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背景下，

进一步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作用，进一步推进各职

能部门协作联动的积极探索。深圳法院将以此为

契机，切实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为未成年人

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揭牌之后，深圳法院召开家庭教育指导联动

协作座谈会，各与会单位、专家学者、专业人士从

各自的角度，对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开展、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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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会

议由市中级法院民事庭庭长许绿叶主持。 

 

罗湖区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许云兴：罗湖

区法院秉持家事审判柔性司法的原则和专业优势，

将家庭教育指导与判后回访相结合，制定家庭教

育指引细则，并联合妇联、学校等单位开展家庭

教育指导宣传，在个案中实施“一家庭一方案”，

进行针对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确保家庭教育指

导取得实效，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深入

开展。 

 

深圳法院始终贯彻未成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摆在首位，通过家庭教

育指导工作，拓展涉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广度和

深度。通过加强沟通协作，打通职能模块，促进家

庭教育指导工作稳步前进，不断提升。法院积极

落实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各项保障，组织到位、

人员到位、制度到位，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应积极推进，形成有担当、

有指引、有规范、有专业力量、有专门支持的家庭

教育指导综合机制。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社会关

注度大、社会需求多元、公众期望高，家庭教育更

是一项久久为功的长期系统性工程。各单位要化

压力为动力，主动作为，加强系统化统筹机制，打

通沟通联络渠道，拓宽协作平台，确保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提质见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广大儿童工作者，做

儿童成长的引路人、儿童权益的守护人、儿童未

来的筑梦人，用心用情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

成长。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为新时代的“国

事”，需要国家支持、社会协同，这是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开辟的又一条“新跑道”。 

各职能单位、专业人士、专家学者要同心同

向，跑出深圳“加速度”。切实增强工作主动性自

觉性，将这项工作打造成为民服务的民心工程。

切实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机制，完善家庭教育指导

机制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机构公共服务体系。切实

加大宣传凝聚社会共识，营造人人尊重、人人关

爱未成年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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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院研究制定家庭教育令统一文本 

2022-06-01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GUzZqgtC-Rs6Qq35pVtaUQ 

2022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

育促进法》的施行，将家庭教育由传统的“家事”

上升为新时代的“国事”，开启了“依法带娃”

时代。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迅速贯彻落实，联合市

妇联探索前端深入家庭教育指导各项工作，指导

基层法院针对不正确履行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的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发出多

份家庭教育令及家庭教育指导信，同时积极引入

未成年人教育社会支持体系，通过组建专业化的

家庭教育指导队伍，探索建立规范化的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机制，丰富家庭教育指导形式，确保家

庭教育指导取得实效。 

针对家庭教育令在名称、形式、内容和适用情

形等方面在全国尚未统一，执行的方式以及不履

行的法律后果缺乏明确规范的情况，市中级法院

积极探索，研究制定了全市法院《家庭教育令》统

一文本，确保法律准确、统一、有效实施。 

“双跑道”合力保护 

深圳法院发出的《家庭教育令》以裁定形式作

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

正确履行家庭教育义务的，发出《家庭教育令》，

这是第一种适用情形。 

此外，还规范了诉前由申请人请求法院发出

《家庭教育令》的情形，即相关职能部门或《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规定的未

成年人的近亲属在接触未成年人或其家庭中，发

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职责的，

可以申请人身份申请法院发出《家庭教育令》，督

促义务履行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由此，深圳法院打造以《家庭教育令》形式开

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双跑道”，将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推向诉讼前端，未雨绸缪督促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为未成年人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促进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裁定内容不设有效期限 

为充分发挥教育令的作用，《家庭教育令》自

作出之日起生效，不设置复议申请程序，也不设

有效期限，全周期、全流程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即使义务履行人已经依法履行《家庭教育令》，

《家庭教育令》也无须撤销。以《家庭教育令》管

家长、帮家长，形成家庭教育指导与规范的长效

机制。 

统筹协作畅通联动渠道 

《家庭教育促进法》从家庭责任、国家支持、

社会协同三方面规定了不同主体职责，并要求建

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要求各职能部门及相

关单位统筹协作，构建联动渠道，落实好各自责

任，发挥好各自作用。 

据此，统一文本规定《家庭教育令》应送达义

务履行人、被监护人居住地或学校所在地的公安

机关、居民委员会以及被监护人学校等有关单位，

并由以上职能部门及单位协助执行。义务履行人

违反《家庭教育令》的，将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

以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及单位共同参与、加强协作，

形成家庭教育指导一盘棋的网状联动，为综合解

决家庭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便利有效的

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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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高明区法院】发出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护“未”成长  

2022-06-06  人民法院报 刘江欣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6/06/content_217642.htm?div=-1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

成功调解一起离婚纠纷案件，并向双方当事人发

出全市首份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督促双方正确

履行家庭教育义务。 

原、被告婚后因感情破裂在高明区法院调解

离婚并对抚养权与探视权、共同财产和债务等问

题达成一致协议。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了解到

双方因工作及负债等原因将未满三岁的婚生子留

在女方家乡交由女方父母代为照顾，对婚生子未

尽到家庭教育义务。于是，法官联合区妇联发出

并引导双方签订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随后与家

庭教育指导师一起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 2 个小时

的家庭教育指导及心理疏导，为未成年人的健康

成长撑起法律“保护伞”。 

八年离婚三次，男子将前妻告上法院 

2022-06-06  江苏高院 邺小法 

https://mp.weixin.qq.com/s/vq9aG_PKhVM8sY1IaJ41ZA 

为规避相关限购政策，夫妻之间“假离婚、真

购房”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对背后法律风险认

知不足，各种纠纷也接踵而至。婚姻不是投资房

产的工具，“假离婚”背后感情和财产风险，你

真的能承受得起吗？ 

案情回顾 

刘某（丈夫）与陈某（妻子）于 2013年 7月

25 日第一次离婚，签订离婚协议。7月 26日，刘

某购买南京市鼓楼区一套房产 A。11月 21日，刘

某与陈某复婚。 

2014年 6月 17日，刘某与陈某第二次离婚，

签订离婚协议约定房产 A 归陈某所有。2015 年 1

月 9日，刘某与陈某复婚。 

2016年 5月 11日，刘某与陈某第三次离婚，

签订离婚协议约定双方婚后无共同房产。7 月 21

日，陈某将房产 A以 523万售出。 

2021 年 5 月 31 日，陈某以出售房产 A 获得

的 523万元购买坐落于南京市建邺区一套房产 B，

刘某购买同小区的一套房产 C。 

2021 年 11 月 3 日刘某诉至法院，称两人多

次办理离婚手续又复婚的行为，是为了避开购房

政策限制。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

分割部分也并非双方之间真实意思表示，故应当

认定无效。 

刘某要求：1.分割房产 A的售房款 2.分割房

产 B、C。 

陈某辩称，房产 A 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属于陈

某所有，房产 B、C均是在双方第三次离婚后购买，

并非夫妻共同财产，不同意分割。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

签订的离婚协议，对房产归属进行了处理，双方

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时，该协议随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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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离婚之日起，房产 A 就成了陈某的个人财

产，其有权自由处分，陈某将房屋出售后所得价

款亦属于陈某。 

房产 B、C 系双方离婚后自行购买，虽然房产

B 的首付款是由陈某将房产 A 出售后所得价款购

买，但该首付款属陈某个人所有，与刘某并无关

联。 

刘某认为双方系“假离婚”，财产分割方案

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

以证实，刘某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假离婚的法律风险 

夫妻双方只要对婚姻协商一致，经过必要的

法定离婚程序，两人的婚姻关系就真实解除，任

何一方都有权要求依照签订的离婚协议对共同财

产进行分割，并单方面处分依据离婚协议取得的

财产。婚姻不是投资房产的工具，“假离婚”于

社会有害，于己也有巨大的感情和财产风险。 

法官提醒 

法律作为调整人们行为之规范的总和，重要

的价值便在于保护合法权益。那么，不遵法守法

甚至违法的行为，就应当承担不受法律保护或者

受到法律追究的风险。 

“假离婚”的理由形形色色，但其目的均是

为了追求法外利益。法律是庄严而神圣的，企图

将神圣的誓约兑换成钻法律空子的筹码，这种悖

德行为最终必将“假作真时真亦假，聪明反被聪

明误”。 

“智慧法院”助力司法为民 “云上法庭”调解家事纠纷 

2022-06-07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sT-TV4GRoCFsFIVZdH6XDg 

“真没想到我人在国外，还能参加庭审，这个

开庭方式太便民了。”“原以为被告在国外，我的

案子审理时间会很长，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

感谢法官。” 

近日，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法

官通过庭前沟通与“云上法庭”，成功调解了一

起离婚案件。 

原、被告于 1996年登记结婚，婚后共同生育

一子，现已成年。2012年起被告去韩国工作一直

没有回国，自此原、被告二人开始分居，今年，原

告以感情已经完全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诉请与被

告离婚，并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承办法官在

了解到原、被告已经分居 10年未曾见面，遂通过

被告的亲属了解到被告的联系方式，并通过微信

与被告取得联系。承办法官通过电话、微信多次

与原、被告沟通，了解案件事实及双方的意见。在

得知原、被告双方均有离婚意向，仅对夫妻共同

财产分割有不同意见后，承办法官决定通过“云

上法庭”对该案进行开庭调解。 

调试互联网开庭设备、指导双方当事人下载

开庭软件……庭审顺利开始。承办法官与原、被告

线上“面对面”，耐心释法明理，积极组织双方

调解。最终，原、被告就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达成

一致意见，并通过“云上法庭”对调解笔录在线

核实、签字确认。调解结束后，承办法官及时制作

民事调解书，并将调解书送达至原、被告本人指

定的收件地址。至此，一起家事纠纷案件得以“云”

化解。 

下一步，吉林市丰满区法院将持续深度应用

“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全力推动“云上法庭”

常态化运行，通过“网上办、云端走、指尖点”，

最大程度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努力促进家事

纠纷高质、高效化解，全面打赢审判执行攻坚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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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纠纷·为民解忧 | 南山法院调解深圳首例单独设立“居住权”案

件 

2022-06-07  南山区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vvO2wRd3APkAHPr0iCH6qQ 

 引言 

近日，南山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成功

调解一起离婚纠纷，依法确认当事人在调解协议

中约定居住权的法律效力，并据此出具民事调解

书，“一揽子”妥善解决了双方之间关于子女抚

养、财产分割等各项纠纷。 

这是民法典实施后南山法院首次以民事调解

书形式确认当事人关于居住权的约定，为其赋予

强制执行力，也为居住权相关规定的实践提供了

新样本、新案例。 

基本案情 

甲女士与乙先生于 2007年结婚，婚后生育一

子，共同居住使用乙先生婚前购买的房产。甲女

士自述双方性格不合，时常发生口角，近几年因

教育孩子理念差异及其他生活琐事，屡屡产生冲

突，关系紧张。甲女士多次提出协议离婚，双方未

能达成一致。甲女士无奈之下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双方离婚，婚生子由其抚养，并分割包

括房产在内的财产。 

调解经过 

家事纠纷，调解先行。南山法院迅速着手实

施诉前调解，指派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调解员

熊敏积极为双方协调纠纷，力求以调解方式柔性

解纷。经初步沟通，调解员梳理出双方争议点主

要在于婚生子抚养和房产分割问题。经多轮电话

沟通，双方僵持不下，而且陈述不相一致，诉求反

复变更，调解工作一时难以破局，陷入困境。 

调解员果断转换调解方式，不再进行“背对

背”分别沟通，而是邀请双方“面对面”直接交

流。沟通现场，调解员根据“先解决情绪，再解决

问题”的心理学技巧，利用自身丰富经验缓和当

事双方对立气氛，引导双方坦诚沟通，在此基础

上进行耐心释法并调解。经反复协调，双方初步

达成一致：婚生子由乙先生抚养，甲女士协助照

顾；房产归乙先生所有，同时给予甲女士一定金

额的金钱补偿。 

在距离达成和解仅一步之遥时，甲女士提出

婚生子即将中考，希望能够在案涉房产中如常居

住并照顾孩子，乙先生表示同样希望最大限度减

少对孩子的影响。甲女士的代理律师提出民法典

规定了居住权，或可提供解决路径，但此前经咨

询相关部门，暂未发现可行方案和先例。调解员

立即向调解法官反馈了调解进展和当事人提出的

居住权问题。调解法官仔细研判案情，结合民法

典相关规定，建议在调解协议中加入居住权约定

条款，即案涉房产归乙先生所有，甲女士享有居

住权；同时，为充分保障甲女士的居住权益，还进

一步明确乙先生配合办理居住权登记手续的义务

与时限，给甲女士吃下“定心丸”。 

在调解协议上郑重签下名字后，双方都如释

重负，乙先生取得房产所有权，甲女士的居住权

得到最大限度保障，而孩子依旧能够像往常一样

在父母双重关爱照料下健康成长。本案通过在调

解协议中约定居住权，打破了离婚析产僵局，使

双方权益得以平衡。 

典型意义 

民法典实施以来，居住权一直受到热议，但司

法实践中涉及居住权设立和实现的案件却较为少

见。居住权属于用益物权，按照民法典规定，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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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式主要有两种，即合同设立和遗嘱设立。本

案关于居住权的设立，主要基于双方合意，广义

上仍属于合同设立范畴。 

本案当事双方在法院委派调解中达成协议，

并明确居住权登记办理时限，法院通过出具民事

调解书的方式对此赋予强制执行力“背书”，系

人民法院充分运用民法典进行的该领域的司法实

践探索。据悉，这在目前深圳法院的相关司法实

践中尚属首例。 

设立居住权作为离婚纠纷中一种创新的财产

分割方式，既发挥了房产使用价值，实现物尽其

用，也确保婚姻双方各自获得房产的一部分价值，

一人所有，一人居住，实现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

同时，本案从最有利于婚生子的角度出发，通过

设立居住权的方式，解决女方在协助照顾孩子中

面临的困难，不仅有助于将父母离婚对子女造成

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更体现了对妇女儿童权益

的充分保护。 

相关法条  

1、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 

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

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

需要。 

2、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条 

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

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3、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 

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

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

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西吉法院作出首份“家风条款”判决书 

2022-06-10  西吉法院家事审判 

https://mp.weixin.qq.com/s/oiM-p4N_hBrG-4gs1ShbTQ 

近日，西吉法院作出首份“家风条款”判决书，

将民法典第 1043条写进判决，从法律层面弘扬家

庭美德，维护平等、和睦、和谐、文明的夫妻关系

和婚姻家庭关系，引导人民群众重视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 

 

李某与杨某于 2011年 8月登记结婚，2013年

10 月生儿子杨某某。2015年 5月李某在怀有双胎

女儿 5 个月身孕的情况下，因与杨某发生争执遂

离家外出。2015年 9月李某生下双胎女儿，未告

知杨某便将一名女婴送给亲戚王某某抚养，另一

名女婴送给身份信息不明的他人领养，致该女婴

至今下落不明。2022 年 5 月李某起诉要求离婚，

但因李某单方擅自送养孩子致孩子下落不明，其

行为直接侵害了被送养孩子和杨某的合法权益，

有违家庭伦理，造成法院无法对孩子的抚养权属

进行裁判。为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增

进社会和谐，助力优良家教家风的教育与传承，

法院依法驳回李某离婚的诉讼请求。为充分发挥

司法裁判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规则引领和

价值导向作用，今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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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意见，强调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

要指引。对于裁判结果有价值引领导向、行为规

范意义的案件，法官应当切实发挥司法裁判的规

范、评价、教育、引领等功能，以公正裁判树立行

为规则，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吉

法院作出的该份判决，是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

法院指导意见的具体实践。 

供稿/编辑/审核：马阿宁 

光明日报|涉未成年人案件家庭教育指导  为孩子撑起一片法治晴空 

2022-06-11 京法网事 

https://mp.weixin.qq.com/s/4vF9c-TpIG78N4cw8coNAA 

眼前的一幕，让唐丽珺法官心里不由得一紧。

16 岁的小强（化名）坐在被告席上，做最后陈述

时已经泣不成声。被告席的一旁坐着小强的父母，

两人也不断擦拭着眼角的泪水，为孩子走到这一

步而痛心和自责。 

这是 2022年 2月 9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一起案件的庭审现场。当天，身为主审法官的唐

丽珺开庭审理了一起未成年被告人盗窃案件，被

告人小强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 

“小强的父母工作很忙，晚上经常加班不回

家。小强多次到网吧、娱乐场所过夜，结交社会不

良人员，但他的父母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后来小

强多次半夜入户盗窃，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唐丽珺认为，家庭教育严重缺位是小强一步步滑

入深渊的重要原因。为此，案件宣判后，法庭向小

强的父母发出家庭教育令，责令其承担起家庭教

育的主体责任、切实履行监护职责。这是 2022年

1 月《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后，北京法院发

出的首份家庭教育令。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实施，让家

庭教育由“家事”上升为“国事”。该法明确赋

予人民法院督促监护人正确履行家庭教育的职责。

为此，北京市各级法院少年法庭积极推进家庭教

育指导工作规范化、专业化、社会化发展，截至今

年 5月，先后在 71件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开展家庭

教育指导工作，对 137 名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予以

训诫或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累计发出家庭教

育责任告知书、提示书及家庭教育指导令 116份。 

“从回访效果看，涉案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在

家庭教育理念、责任意识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提

升，家庭监护、亲子关系等普遍有所改善。”北京

高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陈伟红说。 

给监护人一个修缮家庭教育的机会 

案例：王某与李某婚后育有一女，后因感情

破裂起诉离婚。双方均称与女儿感情融洽，能为

其成长教育提供良好条件，要求女儿由自己抚养。

考虑到孩子年龄、学习生活、居住现状及双方工

作等情况，法院判决由王某直接抚养，李某支付

抚养费并享有探望权。法院同时向当事人发送了

家庭教育指导提示书，就离婚后父母应承担的法

律责任、探望权行使注意事项等作出指导提示。 

调研发现，在北京法院审理的上述 71件涉未

成年人案件中，民事案件 49 件，主要涉及抚养、

探望，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等案由；刑事

案件 22件，主要涉及盗窃、故意伤害、强奸、猥

亵儿童等案由。 

“这些案件背后主要隐藏了 4 类家庭教育问

题。”陈伟红说，一是部分家长对未成年子女的

教育成长不上心、不尽心；二是部分家长教养未

成年子女方式失当，存在“不会管”“管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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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舍不得管”等问题；三是少数婚姻破裂的

家庭情况，影响了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四是部

分家长缺乏对未成年子女网络活动的监管，间接

助长其沉迷网络不能自拔，甚至遭到不法分子网

络侵害。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 34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

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双

方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但对于如何细化落实上述

规范，现阶段并无具体规定。从各地司法实践看，

大多以“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形式出现。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

基地副主任苑宁宁指出，家庭教育指导令主要针

对的是家庭教育中不当、缺失或者是严重失职，

但又没有达到撤销监护资格的情形，其实质是给

父母一个纠正自我问题、修缮家庭教育的机会。

唐丽珺认为，家庭教育指导令是通过法律的强制

手段，唤起家长对家庭教育问题的重视，进而引

导、规范家长的教育方式，督促其正确履行家庭

监护职责。 

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负责人赵

昭看来，上述 34条的立法精神及表述内容并未将

家庭教育指导对象限定为“失职”父母，也未将

指导情形限于“事后追责”。基于此，北京法院

探索在离婚纠纷案件中以“家庭教育指导提示书”

的形式，给予离婚家庭抚养、教育、保护未成年人

子女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着力培育未成年人网络素养 

案例：未成年人张某 2021年放假期间，其父

母将个人手机交予张某使用，使得张某以其母名

义注册某直播平台账号，在无须输入支付密码的

情况下即得以在网络平台对游戏直播进行充值打

赏。其父母发现后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

还已充值的款项，后与被告公司达成和解协议，

申请撤回起诉。 

本案中，法院发现张某的父母存在对未成年

子女关注不足、自身网络安全意识不强等问题，

于是向张某的父母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要求其

教育引导子女健康上网，加强亲子陪伴，预防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并在法院线上家庭教育平台接

受家庭教育指导。 

近年来，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等平

台大额充值打赏纠纷不断引发关注。北京高院未

审庭副庭长宋莹指出，涉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纠纷

中，许多未成年人的家长存在自身网络素养不足，

对个人电子设备或支付密码保管不当，对未成年

人用网行为教育、示范、引导和监督不到位等问

题。 

日前，北京互联网法院上线全国法院首个线

上家庭教育指导平台“首互未来”，包含健康上

网、网络法治、家庭教育 3 个版块。“数字化时

代，对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未成年人进行保护面

临多重全新挑战，需要以新的理念为指导，构建

新时代未成年人友好型的网络保护机制。”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

任林维认为，“首互未来”平台的上线，将在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和网络素养培育中起到重要的引

领作用。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手段

不断翻新。宋莹介绍，在北京法院审理的一起案

例中，发现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隔空”猥亵的

新动向。在这起案件审理中，法院及时聘请家庭

教育指导师，结合 8至 10岁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

点，重点围绕如何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网络、

预防性侵害等内容，对被害人家长开展有针对性

的家庭教育指导。 

推动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社会化发展 

案例：李某与张某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孩

子由张某抚养。后李某发现孩子身上有外伤，向

公安机关报警。经查明，张某教育孩子时存在过

度责罚行为，李某请求法院变更孩子的抚养权。

法院对张某的错误行为予以训诫，并责令其接受

家庭教育指导。依托与当地社区党委共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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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邀请社区工作室人员及心理咨询师对张某的

教育方式进行改进。 

“本案中，孩子身在离异家庭，正值青春期比

较叛逆。父亲工作较忙，对孩子抱着恨铁不成钢

的心理，教育方法比较简单粗暴，正需要家庭教

育指导改变其教育理念。”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望京法庭法官魏慧彪告诉记者。 

“法院的司法指导更有威慑力。但是，家庭教

育指导涉及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同专

业人士相比，法官很难做到庖丁解牛式的细致分

析。”鉴于此，魏慧彪决定在该案中引入专业社

工和心理咨询师，对张某的家庭教育理念予以规

范引导。在不久前的回访中，魏慧彪发现张某的

教育方式“确实发生了很大改观”。 

今年 4 月份，朝阳法院与区妇联、区家庭教

育指导中心联合设立涉诉“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室”，共同帮助家长树立依法教子的意识，提高

科学教子的能力。魏慧彪认为，这种常态化机制

让其在今后的少年家事审判中多了一个“有力帮

手”。 

“家庭教育指导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是家

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组成部分，离不开

社会各方力量的广泛参与。”陈伟红介绍，为不

断夯实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基础，截至目前，全市

已有 8 家法院与多方力量共同建立健全联动机制，

打造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推进的立体化工

作格局。 

为了让一纸家庭教育令更充分发挥作用，魏

慧彪认为应对法官进行针对性培训，毕竟“有的

法官脱下法袍也是父母，有的年轻法官甚至还没

有教育孩子的经验”。同时，健全后续配套机制，

强化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督促和惩戒效果。陈伟

红则建议，完善相关规范性意见，对家庭教育指

导令的执行保护措施等予以明确规定，同时进一

步关注留守未成年人、服刑人员等特殊家庭，积

极为他们创造家庭教育条件、提供更为精准的保

护。 

 
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 6月 11日 05版 

记者：靳昊 

本文编辑：姚日辉 

“黑户”男孩有了合法“身份”  浙江常山法院判决亲生父母为非婚生儿

子办理户口登记 

2022-06-13 人民法院报 周凌云 范建平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6/13/content_217878.htm?div=-1 

导读 自出生以来，男孩阳阳（化名）一直没有户口，

随之而来的影响一直伴随着他：没有医保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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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小升初成为了问题，不能代表学校参加比

赛，还时不时遭受到邻居、同学的嘲讽。 

 “我终于能够代表学校参加比赛了，也不用

担心不能上初中了。谢谢法官，给了我一个‘身

份’！”近日，一起人格权纠纷案件经浙江省常

山县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法院通过开展案外跨

部门协作，让 12岁的阳阳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

“身份”。 

出生后一直没有户籍的男孩 

2010 年 10 月，未婚生下阳阳后，母亲徐君

（化名）并没有给他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和户籍。

2011年，徐君把 8个月大的阳阳寄养在老郑家代

为照顾，约定由徐君负担照顾费用。之后，徐君没

有如期支付抚养费，阳阳一直在老郑家生活。 

阳阳在老郑夫妇的悉心照顾下逐渐长大。与

老郑夫妇不同，生母徐君鲜少探望阳阳。2019年，

徐君申请做亲子鉴定，司法鉴定结果显示，阳阳

与何明（化名）之间存在亲生血缘关系，这也是阳

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生父。2020年，阳阳向法院

起诉，要求何明支付其出生以来的抚养费并履行

18 岁之前的抚养义务，获法院支持。此后，何明

虽然每个月支付 1000元抚养费，却再也没有来看

过儿子。 

随着阳阳慢慢长大，没有户口的烦恼也越来

越多。根据《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婴

儿（包括超计划生育、非婚生育的婴儿）出生后一

个月以内，由婴儿的监护人或者户主，持《出生医

学证明》向婴儿父亲或者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的

公安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

申报户口登记。这就意味着，只能由阳阳的亲生

父母为其启动补办《出生医学证明》和申报户口

程序。 

为此，阳阳多次打电话给亲生父母，希望他们

能为自己办理户籍，但每次都遭到了他们的推脱。

徐君认为自己生活条件较差、居无定所，不适合

让阳阳落户；何明则表示自己现在已有家庭且已

有三个孩子，不想影响现在的家庭。 

老郑及阳阳就读的小学反映情况后，在浙江

省常山县妇联的牵头组织下，法院、检察、公安、

民政等当地相关部门也多次召开协调会，介入调

解案件，但一直未果。 

 “黑户”男孩提起姓名权之诉 

民法典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依法所固有

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

权、名称权、肖像权等权利。因何明、徐君一直不

配合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和户籍，阳阳以人格权

中的姓名权受到侵害为由向常山县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二被告何明、徐君履行为其办理《出生

医学证明》及户籍的义务。 

2022年 1月，常山法院正式立案。承办法官

郑颖第一时间前往临时监护人老郑家中及学校了

解原告阳阳的生活、学习情况，并与其耐心交谈。 

面对法官，阳阳表示，在二被告中更想落户在

生父何明处，但希望在落户后能将户口迁移到老

郑名下：“我希望一直跟着现在的‘爸爸妈妈’

生活，他们对我很好。” 

 “第一次见到阳阳时，他还是一个 8个月大

的小婴儿。正因为他不是我的儿子，所以我更要

对他好一点。”谈及这个乖巧懂事的“儿子”，

老郑很是欣慰，并表示全家都愿意让他和自己一

家人一起生活。 

深入了解案情后，为了更好地帮阳阳解决户

籍办理问题，承办法官积极联系公安、妇联、民政

等部门，了解户籍办理的相应事宜，希望能通过

多部门会商协作和案件判决，给原告一个“身

份”。 

2022年 3月 11日、4月 7日，在常山法院的

两次庭审中，二被告仍然对阳阳的户口应该落在

哪里存在较大分歧，他们均不愿意让阳阳落户。 

非婚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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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法官郑颖表示，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

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父母对未成

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该义务涉

及子女身心成长、发展的全过程，既包括提供子

女所必须的一切生活、教育费用即物质保障，还

包括为让子女顺利参与社会活动而办理《出生医

学证明》等各项法律文书。为未成年子女办理户

籍更是其中最基础的义务。 

本案中，原告阳阳作为二被告的非婚生子，享

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二被告应当积极履行

义务，充分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二被告自原告

阳阳出生至今已逾十一年仍未为原告办理《出生

医学证明》，亦未给原告办理落户手续，导致原告

阳阳的入学、参赛、就医等遇到极大的困难，已经

严重侵犯了原告阳阳的合法权利。 

关于原告的户口落户在何处，因二被告未能

达成一致意见，法院认为应该尊重原告本人的真

实意愿，其明确表示希望落户在被告何明处，法

院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对原告

的该诉请予以支持。 

4月 7日，法院判决被告何明、徐君在判决生

效十五日内为原告阳阳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及

户籍，并将阳阳户口落户在被告何明处。 

跨省多部门协作解决落户难题 

案件判决后，经过法官再次做思想工作，被告

何明的态度也有所松动，表示愿意配合阳阳办理

《出生医学证明》及落户。 

 “《出生医学证明》是新生儿出生时健康和

自然状况、血缘关系的一种证明书，是新生儿获

得保健服务的凭证和获得国籍的医学依据，同时

也是登记户籍、入学、升学、参军和就业等必不可

少的证明依据。”郑颖表示。4 月 28日，判决正

式生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阳阳的《出生医学

证明》。 

受疫情影响，身处外地的何明、徐君均无法及

时赶回常山，遂委托承办法官郑颖帮助阳阳办理

《出生医学证明》。 

 “拿到来之不易的委托书后，我也非常激动，

希望快一点帮孩子把户口办好。”5月 7日，收到

来自二被告的委托书后，郑颖立刻联系江西省玉

山县人民法院，委托玉山法院为阳阳在其出生的

玉山县某医院启动《出生医学证明》办理程序。5

月 12日，在玉山法院的协助下，阳阳的《出生医

学证明》顺利办理完成。 

5 月 17 日，带着阳阳的《出生医学证明》，

郑颖一行来到了常山县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按照之前跨部门的协商意见，为阳阳办理了落户

手续。在大家的见证之下，12岁的男孩阳阳终于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 

裁判解析 

法治呵护“少年的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规

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

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隐私权等权利。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

还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

权益。 

户口作为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基本信息的法

律文书，是每个公民的身份证明。其主要内容包

括公民的姓名、出生年月、民族、居住地址等身份

信息。公民没有户口就意味着其与姓名权有关的

相关人格权利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民事主体的

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

本案关于阳阳的户口登记，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法

律问题。 

其一，公民应当依法履行户口登记义务。户口

是指国家主管户政的行政机关所制作的，用以记

载和留存住户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也是我

们每个公民的身份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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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登记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户口登记。公

民依法进行户口登记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其二，谁是未成年人户口登记的义务人？根

据户口登记条例第七条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

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

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 

本案中，阳阳出生后应当由其亲属、抚养人即

其母亲徐君向阳阳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

登记。但其母亲徐君并未依法履行为阳阳申报出

生登记的义务，后其生父何明也有为阳阳申报出

生登记的义务。被告徐君、何明相互推诿拒不履

行为阳阳申报出生登记的义务，损害了阳阳的合

法权益，也违反了国家户口登记制度。 

其三，阳阳作为无户口人员，其登记户口是否

存在法律和程序障碍？为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

口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了《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

阳阳虽然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但根据该意见，

即使阳阳在其出生医院无法找到在助产机构内出

生的证明，也可以凭借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

的亲子鉴定证明，向拟落户地县级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委托机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然后由其监

护人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监护人一方的居民户

口簿、非婚生育说明（民事判决书），申请办理常

住户口登记。因此，为阳阳办理户口登记不存在

任何法律和程序上的障碍。阳阳向法院起诉要求

二被告履行办理户口登记的义务，于法有据，应

当予以支持。 

专家点评 

彰显司法为民的宗旨和理念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李海龙 

落户，对绝大多数自然人而言是再普通不过

的一件事情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现实中未落

户或无法落户的情形屡见不鲜，形成了无户口人

员这一特殊群体。无户口虽不至于导致自然人寸

步难行，然而却严重影响着其日常生活，并妨碍

其应有权利的行使。在本案中，法官借助司法力

量为当事人阳阳争取其应享有的权利扫清了障碍，

凸显了司法为民的宗旨和理念。依法为阳阳争取

“身份”的这一典型案例具有如下两点基本启示。 

第一，户口簿等证明材料是确定民事主体权

利与义务的核心证据。 

户口登记是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户口登记条例》等相关规定，对自然人的身份信

息进行记载的制度。同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的规定

可知，办理户口登记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据

此，本案中的当事人阳阳要获得户口登记，则须

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自然人依法申领身

份证亦需交验居民户口簿。简言之，根据民法典

第十五条的规定，这些相互关联的证明材料又是

确定自然人出生——民事权利能力产生的关键证

据，只有确定了民事权利能力的产生，才谈得上

民事权利保护的问题。 

另一方面，依据民法典第二十五 条之规定，

在通常情况下，自然人的住所是以户籍登记或其

他有效身份登记（主要指身份证）记载的居所，它

是自然人参与各种法律关系集中发生的中心地域。

毫无疑问，只有确定了自然人的住所，才能确定

在此地域内发生的与自然人密切关联的相关事项

的状态或具体空间。例如，确定自然人是否应被

宣告失踪、宣告死亡；决定债务的清偿地；决定婚

姻登记的管辖地；决定诉讼管辖法院和司法文书

送达地以及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确定法律适用的

准据法等等。 

第二， 监护人未履行其法定职责时，权利人

可主张相应权利。 

我国民法典对监护制度作了详尽规定，但并

未规定委托监护制度。然而，实践中监护人委托

他人承担一定的监护职责是比较常见的。尽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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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并不意味着监护资格与职责就会发生转移。

根据民法典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可知，监护

人与受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委托合同关系，

在被监护人权益遭受损害时，监护人仍须依法承

担法定监护职责。在本案中，尽管老郑夫妇抚养

了阳阳，但这并不意味着阳阳生父母的监护职责

已转移或消灭。事实上，何明、徐君一直不配合办

理《出生医学证明》和户籍系违反监护职责的行

为，与民法典“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

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的要求相悖。 

揭晓！2021 年度上海法院十大涉民生典型案例 

原创：2022-06-15 浦江天平 上海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LAphvMNRGzVFanoCepR4lA 

为进一步落实人民法院司法保障人民群众高

品质生活的要求，充分发挥民事审判在社会治理

中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今年 2 月，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展 2021 年度上海法院涉民生

典型案例展评活动。经全市法院推荐，从全市法

院报送的 105起案例中精选出 20起典型案例，通

过专业评选和网络展评投票，最终评选出“2021

年度上海法院十大涉民生典型案例”和“2021年

度上海法院十大涉民生典型案例”提名奖，现将

评选结果通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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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案例排名不分先后 

 

 

注：上述案例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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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信码|行政登记中收养登记的审查范围？ 

2022-06-15 法信 

https://mp.weixin.qq.com/s/pH0GaS_c1DxLUc2klNJ44g 

在公安部开展的“团圆行动”中，公安机关成

功侦破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之子被拐骗案，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

组对孩子的收养、户籍等问题展开调查。《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

（2021—2030年）的通知》中指出要完善收养有

关法规，规范收养程序，严格审查标准，强化收养

登记审查与监督，防止被拐（买）卖儿童通过收养

渠道“合法化”。本期干货小哥就行政登记中收养

登记的审查范围整理了相关裁判规则和司法观点。 

法信码|A3.D3102 

收养登记 

 

法信 · 裁判规则 

1.收养登记职责的履行不只是对申请材料的

书面审查，应当谨慎履行审查职责，收养登记行

为程序违法，所确认的收养条件与事实不符的，

依法应予撤销——周某某、王某某诉海安市民政

局收养行政登记案 

案例要旨：1.公告是办理“查找不到生父母

的弃婴和儿童”收养登记的法定程序，该法定程

序是依法行政的根本保障，行政机关必须严格遵

守。需要强调的是，公告是在通过其他方式查找

不到生父母时的最终程序，但并不是查找生父母

的唯一方式，不能以公告代替查找职责的履行。 

2.收养登记关系到相关当事人特定身份关系

的解除和建立，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登

记机关更应当谨慎履行审查职责，而不只是满足

于申请材料是否齐全。行政机关对提供的材料审

查流于形式，未能对申请材料存在的疑点进行核

实，也未能对有效线索进行调查的行为，属于怠

于履行审查职责。 

3.法律规则的适用需要考虑对今后的所有社

会成员发挥普遍的引领作用，其所追求的是整体

的、全局的公平与合理，所以，法律适用不能绝对

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即使法律适用的

过程和结果对某个特定成员有所不利，也不能因

此而改变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在保护亲情关系

的原则下，没有理由让原生家庭的感情作出牺牲。

至于抚养子女的态度、生活条件的优劣、家庭的

状况，都不是影响案件结果的决定性因素。 

审理法院：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0）苏 06行终 171号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20年 7月 8日第 3版 

2.民政部门应严格审查收养登记申请材料，

收养关系申请人隐瞒被收养对象事实存在亲生父

母的情况骗取收养登记的，应由收养登记机关撤

销登记——陈善、王日贵诉遂溪县民政局民政行

政登记纠纷案 

案例要旨：申请人在申请发放收养登记证时，

隐瞒了被收养对象事实存在亲生父母的情况，属

于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行为。申请人主张其为收

养对象已付出千辛万苦的代价的问题，其行可悯，

但无法改变申请人骗取登记的事实。收养关系申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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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弄虚作假骗取收养登记的，收养关系无效，

应由收养登记机关撤销登记，收缴收养登记证。 

审理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7）粤行申 907 号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发布日期 2018-05-

18 

3.以夫妻双方的名义提供相关材料申请办理

收养登记，但未如实告知其配偶已死亡的事实，

民政部门未严格审查的，收养登记应予撤销——

潘虹诉鲁甸县民政局、昭通市民政局撤销行政行

为案 

案例要旨：收养人应当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

的能力。收养关系申请人在配偶已死亡后，以夫

妻双方的名义提供相关材料申请办理收养登记，

未如实告知其配偶已死亡的事实，不再具有抚养

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不符合收养人的条件。民

政部门在办理中未严格进行审查，颁发了收养登

记证书。该行为属于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收养登

记，收养关系无效，应当予以撤销。 

审理法院：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1）云 06行终 20号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发布日期 2021-04-

02 

法信 ·司法观点 

1.收养登记制度的概念和意义  

所谓收养登记，是国家通过主管部门对申请

建立收养关系的当事人，依照收养法规定的收养

条件进行审查，对符合法定收养条件的准予登记，

收养关系随之成立的一项制度。它是中国公民收

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以及儿童福利机构

抚养的孤儿和外国人收养中国儿童取得合法收养

关系的必经程序。从这一规定看，收养登记属于

一种行政确认行为，行政机关只负责对当事人遵

循平等自愿原则所建立收养关系的合法性及其结

果进行审查确认。国家建立收养登记制度意义重

大，通过这一制度，国家能够对收养关系的建立

进行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收养制度的行为，

依法保护收养关系当事人尤其是被收养人的合法

权益，促进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国家要求对收

养关系进行登记，还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收养子女

的关心，通过收养登记，亦可对公民进行有关收

养的法治宣传，防止违反收养法律规定的行为发

生。 

（摘自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

义及适用指南（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0

年 6月出版，第 1671-1672页） 

2.收养登记的具体步骤 

收养登记可以分为申请、审查和登记三个步

骤。 

（1）申请。 

（a）当事人必须亲自当场申请。 

收养关系当事人应当亲自到收养登记机关办

理成立收养关系的登记手续。夫妻共同收养子女

的，应当共同到收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一

方因故不能亲自前往的，应当书面委托另一方办

理登记手续，委托书应当经过村民委员会或者居

民委员会证明或者经过公证。 

（b）收养人应提交收养申请书和相应的证明

材料。 

我国大陆居民收养人应当向收养登记机关提

交收养申请书和下列证件、证明材料：（1）收养

人的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2）由收养人所

在单位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本人

婚姻状况和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等情况的证

明，以及收养人出具的子女情况声明；（3）县级

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

收养子女的疾病的身体健康检查证明。收养查找

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的，并应当提交收养人

经常居住地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收养人生育情况

证明；其中收养非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

生父母的弃婴、儿童的，收养人还应当提交下列

证明材料：（1）收养人经常居住地计划生育部门

出具的收养人无子女的证明；（2）公安机关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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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捡拾弃婴、儿童报案的证明。收养继子女时，可

以只提交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和收养人与被

收养人生父或者生母结婚的证明。对收养人出具

的子女情况声明，登记机关可以进行调查核实。 

华侨申请办理成立收养关系的登记时，应当

提交收养申请书和下列证件、证明材料：（1）护

照；（2）收养人居住国有权机构出具的收养人的

年龄、婚姻、有无子女、职业、财产、健康、有无

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该证明材料应

当经其居住国外交机关或者外交机关授权的机构

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华侨居住在

已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国家时）或者已与中国建

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华侨居住

在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国家时）。 

我国香港或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申请办理

成立收养关系的登记时，应当提交收养申请书和

下列证件、证明材料：（1）居民身份证、来往内

地通行证或者同胞回乡证；（2）经国家主管机关

委托的香港委托公证人证明的或者澳门地区有权

机构出具的收养人的年龄、婚姻、有无子女、职业、

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

料。 

我国台湾居民申请办理成立收养关系的登记

时，应当提交收养申请书和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1）在台湾地区居住的有效证明；（2）中国大陆

主管机关签发或签注的在有效期内的旅行证件；

（3）经台湾地区公证机构公证的收养人的年龄、

婚姻、有无子女、职业、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

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 

（c）送养人应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送养人应当向收养登记机关提交下列证件和

证明材料：（1）送养人的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

证（组织作监护人的，提交其负责人的身份证件）；

（2）收养法规定送养时应当征得其他有抚养义务

的人同意的，并提交其他有抚养义务的人同意送

养的书面意见。这是对于送养人的总体要求。另

外，针对不同的送养人，还有如下不同要求。 

儿童福利机构为送养人的，并应当提交弃婴、

儿童进入儿童福利机构的原始记录，公安机关出

具的捡拾弃婴、儿童报案的证明，或者孤儿的生

父母死亡或者宣告死亡的证明。 

监护人为送养人的，并应当提交实际承担监

护责任的证明，孤儿的父母死亡或者宣告死亡的

证明，或者被收养人生父母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并对被收养人有严重危害的证明。 

生父母为送养人的，并应当提交与当地计划

生育部门签订的不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协议；有

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还应当提交送养人有

特殊困难的声明。其中，因丧偶或者一方下落不

明由单方送养的，还应当提交配偶死亡或者下落

不明的证明。对送养人有特殊困难的声明，登记

机关可以进行调查核实；子女由三代以内旁系同

辈血亲收养的，还应当提交公安机关出具的或者

经过公证的与收养人有亲属关系的证明。被收养

人是残疾儿童的，并应当提交县级以上医疗机构

出具的该儿童的残疾证明。 

（2）审查、登记 

收养登记机关收到收养登记申请书及有关材

料后，应当自次日起 30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收

养法规定条件的，为当事人办理收养登记，发给

收养登记证，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对不

符合收养法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并对当事人

说明理由。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的，

收养登记机关应当在登记前公告查找其生父母；

自公告之日起满 60日，弃婴、儿童的生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

婴、儿童。公告期间不计算在登记办理期限内。 

（摘自杨立新、郭明瑞主编，王丽萍、李燕、

翟甜甜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人民出版社 2020年 6月出版，第 148-150

页。） 

3.行政登记审查的基本标准 

通过对各类行政登记法定要件的理解，可以

确定，登记审查应以法定登记申请材料、证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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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齐备为原则，对其真实性与合法性的审查通常

以登记机关判断、识别能力为限，根据登记机关

职务注意义务的履行，采取明显、重大违法排除

的标准较为适当。而对作为登记原因的证明材料，

则以登记机关的职权范围为限，一般无权进行效

力审查。具体而言，对于登记申请人行为能力、共

同到场、登记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审查，登记机关

应履行必要的观察、询问义务并制作相应的询问

笔录以资证明；对于法定证明文件的审查，应以

类别区分，登记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

公文、行政决定、法院裁判、公证文书等材料的审

查应围绕其形式、签章真伪、是否发生法律效力

履行较高的注意义务，而对内容无权审查；对证

明当事人身份情况的证明材料，如身份证、户口

簿等的审查，作为签发机关的登记机关，如公安

机关，应履行较高的注意义务；对当事人签名的

真伪，登记机关应履行比照和初步识别之责，尽

到谨慎义务；对于民事协议等材料的审查，应围

绕是否存在明显、重大违法情形进行审查，比如，

合同书中只有一方签字，离婚协议未载明对子女

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等，

均属登记材料明显、重大违法之列，而对其内容

涉及的实体法律问题则无权审查。对于登记机关

已获悉登记原因构成法律争议的，暂缓登记。通

过上述对具体问题的考察，我们发现，合法性审

查标准下，登记机关实际上采取的应是一种“尽

可能少，有必要则多”的审查方式，这种审查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是介于实质与形式、严格与一般之

间的，受到其辨识能力、职权范围等诸多的限制。 

（摘自霍振宇：《行政登记与司法审查》，人

民法院出版社 2010 年 3 月出版，第 81-82 页。） 

法信 ·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八条 【收养人的条件】收养

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 

（二）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 

（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

的疾病； 

（四）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

罪记录； 

（五）年满三十周岁。 

第一千一百零五条 【收养登记、收养公告、

收养协议、收养公证、收养评估】收养应当向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

日起成立。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的，办理登

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 

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签订收养协议的，可以

签订收养协议。 

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求办理收养

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

养评估。 

第一千一百零六条 【被收养人户口登记】

收养关系成立后，公安机关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 

2.《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2019年

修订） 

第二条 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收养子女或者

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办

理登记。 

办理收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 

第七条 收养登记机关收到收养登记申请书

及有关材料后，应当自次日起 30 日内进行审查。

对符合收养法规定条件的，为当事人办理收养登

记，发给收养登记证，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

立；对不符合收养法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并对

当事人说明理由。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的，收养登

记机关应当在登记前公告查找其生父母；自公告

之日起满 60日，弃婴、儿童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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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

童。公告期间不计算在登记办理期限内。 

第十二条 收养关系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收

养登记的，收养关系无效，由收养登记机关撤销

登记，收缴收养登记证。 

3.《民政部关于印发<收养登记工作规范>的

通知》 

第一条 收养登记机关是依法履行收养登记

行政职能的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收养登记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及本规范，

认真履行职责，做好收养登记工作。 

第十三条 受理收养登记申请的条件是： 

（一）收养登记机关具有管辖权； 

（二）收养登记当事人提出申请； 

（三）当事人持有的证件、证明材料符合规

定。 

收养人和被收养人应当提交 2张 2 寸近期半

身免冠合影照片。送养人应当提交 2张 2 寸近期

半身免冠合影或者单人照片，社会福利机构送养

的除外。 

第十七条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弃

儿的，收养登记机关应当根据《中国公民收养子

女登记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在登记前公告查找

其生父母（附件 2）。 

公告应当刊登在收养登记机关所在地设区的

市（地区）级以上地方报纸上。公告要有查找不到

生父母的弃婴、弃儿的照片。办理公告时收养登

记员要保存捡拾证明和捡拾地派出所出具的报案

证明。派出所出具的报案证明应当有出具该证明

的警员签名和警号。 

第四十六条 各级民政部门应当建立监督检

查制度，定期对本级民政部门设立的收养登记处

（科）和下级收养登记机关进行监督检查，发现

问题，及时纠正。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反对拐卖人

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的通知》 

完善儿童收养制度，严厉打击非法收留抚养

行为，整治网络非法送养，严禁任何形式非法收

留抚养，严厉打击以收养为名买卖儿童的行为。

推进部门间信息共享，加强被非法收留抚养未成

年人身份信息核实。规范儿童收养程序，强化收

养登记审查。将收养领域不诚信行为纳入公民个

人社会信用体系，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挤压

非法收留抚养行为生存空间。（公安部、民政部负

责，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市场监管总局配合） 

完善收养有关法规，规范收养程序，严格审查

标准，强化收养登记审查与监督，防止被拐（买）

卖儿童通过收养渠道“合法化”。（民政部负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配合） 

《中国法院 2022 年度案例》之精选案例分析 

原创：2022-06-16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案例君  

https://mp.weixin.qq.com/s/627yco7CivHttBgjJXPFyQ 

【婚姻家庭】 

民法典施行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法律适用及认

定标准 

——林某诉陈某离婚案 

【基本案情】 

陈某与林某于 1993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

子陈某睿。陈某晴系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儿童，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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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4年由陈某之姊陈某丽收养，并办理收养登

记，实际由陈某、林某进行抚养。 

陈某年工资收入 342600 元。林某现无工作，

每月收取房屋租金 6000元，陈某公积金收入每月

4000元，由林某保管。林某称其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对家庭付出较多，未来生活困难，要求陈某

向其支付经济补偿 200万元及其未来 20年的生活

费 861660元。 

【裁判要旨】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林某和

陈某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审判决准许双方离婚，

予以认可。陈某睿患病长期就医，家庭负担沉重，

且结合双方在承担家庭义务方面所付出的时间、

精力成本以及获得的效益等因素进行综合衡量，

林某照顾孩子起居就医等时间较长，付出较多，

可以认定已达到法律规定主张经济补偿的标准。

原审法院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原审法

院认为根据离婚时给予生活困难一方适当帮助的

原则，应对林某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符合案件实

际，本院予以维持。 

【法官后语】 

离婚经济补偿，是指在婚姻关系解除时一方

因对家事劳动付出较多而有权向另一方要求补偿

的法律制度。主要功能在于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的基础上，对家庭义务承担较多的一方的权利给

予救济和平衡。在民法典施行后，如何在审判中

准确把握离婚经济补偿的相关认定标准，是值得

研究探讨的重点问题。我国 2001 年修正的婚姻法

确立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但是将适用前提限定

为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即夫妻双方约定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现实生

活中，夫妻一般不对财产的归属进行约定，故普

遍采取法定共同财产制，导致离婚经济补偿制度

适用率偏低。民法典第 1088条关于离婚经济补偿

的规定取消了夫妻财产制方面的适用前提，使该

制度得以适用于所有的夫妻关系，还增加了确定

补偿具体办法的路径指引。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

理论依据在于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减少和预防

夫妻双方因对婚姻投入不一而导致的收益无法衡

平的不公平现象的发生。该制度不区分夫妻财产

制类型一律适用，但是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是

以一方负担了较多家庭义务为前提；二是当事人

提出经济补偿的请求，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适用；

三是仅限于在离婚时提出相应请求，离婚后一方

提出经济补偿请求的，法院不予受理。此外，离婚

经济补偿的执行以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确定为基

础，不能采取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前先行扣除经

济补偿，再进行财产分割的做法，以确保补偿金

应从承担支付义务一方的个人财产或分得的共同

财产中支取。 

【物权】 

非营利性学校出资人对学校财产享有特殊财产权 

——周某媛诉某中学等所有权案 

【基本案情】 

陈某秋为某民办高级中学（以下简称某中学）

首任校长。该校由某医疗设备公司、某手套厂共

同举办，是非营利性学历教育机构，属于社会公

益性事业。陈某秋与周某媛系夫妻关系，二人生

育了女儿陈某怡、儿子陈某苗。陈某秋去世后，陈

某怡、陈某苗作出书面表示：其父亲陈某秋享有

的本案权利，由周某媛全部行使并予以主张。周

某媛持陈某秋的《聘书》《关于某中学举办者的变

更申请书》和《关于陈某秋同志享有某中学资产

份额和收益的承诺》请求法院确认其对某中学享

有的资产份额。 

【裁判要旨】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首先，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对投入学校的资产和积累享有

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出资人对学校财产不享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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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共有权或收益权，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终止

时，剩余财产也是继续用于其他非营利性学校办

学，出资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不享有类似于公

司股东的财产权利。无论是某中学董事会抑或是

某中学出资人（举办者）某手套厂、某医疗设备公

司均无权确认由陈某秋享有某中学三分之一的资

产份额和收益。其次，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

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

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本案中，对

某中学举办者的变更，某市教育局并未核准。最

后，民办学校举办者是与身份紧密相关的权利，

体现为身份上的权利，亦不能被继承。故判决驳

回周某媛的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出资人举办非营利性民办

学校享有哪些权利？具体来说，出资人是否享有

出资财产所有权？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出资人对学

校的财产享有特别财产权，这种财产权集中在财

产性权益方面，不能把出资行为和捐资行为相混

淆。因此，出资非营利民办学校不会导致财产权

灭失。按照民办教育财产权制度的安排，出资人

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视为经济投资行为，具

有股东财产权，但该股东财产权受公益目的和教

育特殊性限制。因此，非营利民办学校出资人的

财产性权益主要表现在出资人拥有参与出资财产

管理权、出资资金转让权和学校剩余财产奖励权。 

【土地】 

村民会议决议不得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

益 

——吴甲诉某经济合作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权益案 

【基本案情】 

梅某、吴小乙、冯某三人为某经济合作社的村

民。1999年，经济合作社的社员对该村的责任田

进行承包，吴甲承包的土地总面积为 4.06 亩。

2017年 7月 5日，恩平市人民政府向吴甲发放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定吴甲、冯某、吴乙、梅

某、吴小乙等 9 人为责任田承包者，承包地实测

总面积为 7.01 亩。某经济合作社决定于 2018 年

9 月 5 日召开村民大会给予征地补偿款，村民大

会中通过按户籍人口占六成，1998 年以前分田人

口占四成的方案进行补偿。吴甲确认梅某等三人

已收到按人口名单公示的征地补偿款，但在经济

合作社公示的按责任田补偿分配的名单中没有梅

某等三人的名字。吴甲遂以梅某、吴小乙、冯某三

人是经济合作社的土地承包者为由请求经济合作

社支付其按责任田比例分配的征地补偿费。 

【裁判要旨】 

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判决吴某的承包方家

庭成员梅某等三人享有分配经济合作社征地补偿

费的权利，经济合作社应支付三人征收补偿费用

21420元。经济合作社不服，提起上诉。 

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梅

某、吴小乙、冯某三人是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组

织的成员，且已于 2017年 7月 5日取得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期限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经济合作社于 2018 年 9 月

通过的民主决议将责任田分配人口限定为 1999

年以前的责任田人口，剥夺了梅某、吴小乙、冯某

三人与经济合作社其他成员享有同等经济权益的

资格，侵害了三人的合法财产权利。按照经济合

作社的分配方案，梅某、吴小乙、冯某三人按责任

田比例分配的征地补偿费用合计为 21420 元，故

一审判令经济合作社向吴甲支付其家庭成员梅某、

吴小乙、冯某三人的征收补偿费用 21420 元，并

无不当，予以维持。 

【法官后语】 

村民委员会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

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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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人身

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本案中，

吴甲家庭承包户成员梅某、吴小乙、冯某能否取

得征收补偿费用的关键在于该三人是否具有某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三

十三条规定，梅某、吴小乙、冯某三人已于 2017

年 7 月 5 日确定为经济合作社的责任田承包者，

该三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但经济合作社的民

主决议将责任田分配人口限定为 1998 年以前的

责任田人口，剥夺了该三人的合法财产权利。因

而，该三人享有公平、平等分配经济合作社征地

补偿费的权利。 

【生态环境侵权】 

环境侵权产生的精神损害应依法赔偿 

——杨某柳诉投资公司环境污染责任案 

【基本案情】 

杨某柳于 2016 年购买投资公司开发的商品

房屋一套，交付使用后，发现房屋屋顶平台装有

油烟设备 3套，油烟设备开启后震动、噪声较大，

并伴有油烟飘入室内，致其无法入睡，另行租房

居住。投资公司出售房屋时未告知该情况，楼盘

沙盘和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也未标注。杨某柳诉至

法院，请求投资公司限期拆除油烟设备，并赔偿

其房屋租金损失费 20000元及精神损失费 5000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投资公司进行了整改。 

【裁判要旨】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本案属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投资公司

安装的油烟设备所产生的震动、噪声和油烟对杨

某柳构成侵权。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六十六条（现《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

十条）规定，投资公司未能就整改后是否达标进

行举证，视为举证不能。投资公司的整改行为有

改善效果，据此可以证明通过整改的方式可以降

低环境污染，故无须拆除已安装的油烟设备。油

烟设备产生的震动、噪声和油烟，致使杨某柳无

法入睡，侵害其人身权益，造成相应精神损害，故

支持杨某柳的赔偿精神损失费诉求。 

投资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广西壮族

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法官后语】 

我国法律未明确“精神损害”的含义，实践

中常限缩解释为肉体痛苦引发的精神痛苦。环境

侵权的损害后果具有隐蔽性，正确认定环境精神

损害应把握以下两方面：第一，环境精神损害必

须基于对人身权益的损害，从而排除财产损害导

致的精神损害。第二，环境精神损害中的精神痛

苦不以肉体痛苦为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只有造成“严

重精神损害”，被侵权人才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

偿，正确认定严重精神损害，可以通过以下三步

进行考量：第一，精神损害的产生超出日常生活

经验法则；第二，精神损害超出一般人的容忍限

度；第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

明显不足以救济被侵权人。 

环境侵权案件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可以根据

损害程度，在不同的限额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

分级限额并非绝对限额，环境精神损害的主观性

和个体差异性决定了赔偿数额的认定仍应以法官

自由裁量为主，但应充分参考分级限额，以保证

类案的相对类判。由于精神损害无法真正被填平，

因此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客观考虑赔偿数额是否

足以抚慰被侵权人。 

【房屋买卖合同】 

涉“学区房”纠纷的法律问题 

——傅某田、傅某仙诉房地产公司商品房买卖合

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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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19年 5月，房地产公司在售楼活动中宣传

某公馆“6月前买房，9月可入学”。5月 20日，

傅某田、傅某仙的女儿傅某珍向房地产公司预订

了其开发的一套房屋。5月 28日，傅某珍、傅某

玲找到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人员确认孩子入学问题，

销售员承诺购买该房屋，业主的孩子能入读其意

向小学。6月 21日，傅某田、傅某仙与建设公司

签订装修协议，并支付工程费8500元。6月22日，

傅某田、傅某仙与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

同；6月 25日，双方办妥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傅

某田、傅某仙支付了房屋买卖契税等费用，随后

被告知无法落实孩子入读意向小学。傅某田、傅

某仙认为其购房的主要目的即孩子入学问题无法

满足，故起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

由房地产公司返还购房款、承担利息损失并赔偿

损失。 

【裁判要旨】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经审理认为：

房地产公司不能兑现业主孩子入学承诺，构成违

约。傅某田、傅某仙购买房屋的主要目的系考虑

外孙入学问题，房地产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

主要目的不能实现，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合同

解除后，房地产公司应退还购房款，并承担对方

因购买房屋所支付的工程费、税费及赔偿上述款

项的利息损失。关于傅某田、傅某仙主张的损失

赔偿问题，酌情认定为 2 万元。经法院向房地产

公司释明双务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房地产公司

主张傅某田、傅某仙返还房屋及协助将房屋产权

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法院对此予以支持，登记

产生的税费由房地产公司自行承担。 

【法官后语】 

涉“学区房”纠纷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有以

下三点： 

1.区分开发商宣传的“学区房”属于要约邀

请还是要约。开发商宣传的“学区房”在商品房

开发规划范围内，且作出的说明和允诺具体明确，

对合同订立及房屋价格存在重大影响的，该广告

和宣传应视为要约。反之，则为要约邀请。要约附

属于合同内容，对开发商具有约束力，购房者基

于此订立房屋买卖合同，视为对广告内容产生了

信赖利益，该信赖利益应得到保护。 

2.责任承担。在广告和宣传属于要约的情形

下，开发商如未能履行约定义务，应承担违约责

任，实践中一般表现为赔偿损失。而如果广告和

宣传仅属于要约邀请的，开发商在合同被解除或

确认无效情形下，可能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3.购房者在一定条件下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如购房者

有证据证明其购房的主要目的是让孩子进入开发

商承诺的学校学习，一旦开发商的违约行为导致

该目的不能实现，购房者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医疗服务合同】 

“径行支付”类判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代位权制度的融合 

——某医院诉冷某林、律师事务所医疗服务合同

案 

【基本案情】 

2016 年 5 月 11 日，冷某林乘坐案外人曹某

山驾驶的一辆二轮摩托车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受

伤后，于当日进入某医院住院治疗。出院时，冷某

林欠付医疗费 425389元。2017年，冷某林就该交

通事故赔偿向 A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曹某山、某

花木场等赔偿各项损失，但对于医疗费部分，冷

某林仅主张了其自行支付的 20134 元，对于欠付

的 425389元，冷某林主张由曹某山向某医院支付。

2018年 4月 20日，A法院判决确定冷某林欠付的

医疗费应由事故各方按照责任比例径付给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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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院。该判决生效后，花木场履行了判决，曹某

山经执行程序无财产可供执行。 

【裁判要旨】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

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

六十二条（现《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五百一十

一条），（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

条（现《民法典》第六百八十八条），冷某林因交

通事故受伤而至某医院救治，双方形成医疗服务

关系，对于未付医疗费，冷某林负有支付义务。龙

岗法院判决对案外人曹某山及花木场应向冷某林

所负的损害赔偿责任与冷某林应向某医院支付医

疗费的责任作出“直接清偿”的代位处理。某医

院与冷某林之间形成合同之债，冷某林与曹某山、

花木场之间形成侵权之债。 

以本案医疗服务关系为基础来分析，某医院

为债权人，冷某林为债务人，曹某山、花木场为次

债务人，次债务人依相关判决径行向债权人给付，

但在次债务人实际清偿之前，债权人对债务人的

债权并不消灭，次债务人仅在其债务范围内，加

入对债权人之清偿。A法院的判决并不免除冷某林

作为患者直接支付医疗费的义务。但是冷某林支

付后，有权向曹某山追偿，在曹某山已支付的范

围内，冷某林免除支付的义务。 

【法官后语】 

“径行支付”类判决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

尤其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法官为避免

当事人诉累，往往会选择判令肇事者或保险公司

直接向医院支付伤者的医药费。虽然“径行支付”

类判决在“三角债”的处理上具有简便、效率的

优势，但此类判决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

在同一个案件中直接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会造

成法律关系混乱，对判决的理解容易产生分歧。 

对此问题，在“径行支付”类判决中可以引

入代位权制度为理论基础，《民法典》第五百三十

七条以“债权人接受履行”作为“债权人与债务

人、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相应的权利义务终止”

的前提，即只有当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实际履行清

偿义务后，才发生相应两组债权、债务消灭的法

律后果。代位权成立后，债权人即取得债务人对

次债务人的债权，但在次债务人实际清偿之前，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并不消灭；次债务人仅在

其债务范围内，加入对债权人之清偿。债权人对

债务人之债权，与债权人对次债务人之债权形成

连带债务关系，任一债务获实际履行，则另一债

务实为消灭。同时，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之债权，发

生诉讼法上“债权保全”的法律效果，一旦债务

人自己清偿了债权人之债权，则可以解除“保

全”，继续向债务人主张其债权；而一旦次债务

人向债权人清偿，则发生实体法上消灭“冻结债

权”的效果。 

【买卖合同】 

以“封建迷信”为交易目的的合同的效力认定 

——赵某萍诉王某萍、珠宝文化公司买卖合同案 

【基本案情】 

王某萍系珠宝文化公司之法定代表人。赵某

萍参加了王某萍于 2015 年 11 月 1 日在其家中组

织的“易经风水高端私人聚会”，主要宣讲水晶

洞具有转运招财等特殊功能的风水内容。2015年

11 月 3日，赵某萍在珠宝文化公司购买了 5个水

晶洞，支付了一半价款 97218 元，另向王某萍出

具了余款 97218 元的欠条。赵某萍称其按照王某

萍和“风水大师”所说天天给水晶洞浇水、沟通

许愿，但生意比原来还差。后赵某萍醒悟，找王某

萍要求退款，王某萍拒绝。故赵某萍诉至人民法

院，要求判令珠宝文化公司、王某萍向赵某萍退

还货款 97218 元，取回货物 5 个水晶洞，赔偿损

失 291654元。王某萍反诉要求判令赵某萍支付水

晶洞欠款 97218元，支付利息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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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萍

与珠宝文化公司、王某萍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买卖

合同，案涉合同无效，珠宝文化公司、王某萍应将

收取的货款返还赵某萍，赵某萍应将案涉水晶洞

返还珠宝文化公司、王某萍。王某萍、珠宝文化公

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任何

民事活动均须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坚信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

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严禁宣扬封建迷信思想，案

涉合同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

要求。本案合同传递的系不劳而获、不务实际、崇

拜虚无的封建迷信思想，明显与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背道而驰。本案中，珠宝文化公司通过组织风

水聚会活动宣讲风水、招财、转运等封建迷信思

想，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违背公序良俗，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故

本案买卖水晶洞的合同应属无效。无效的合同，

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

当予以返还。据此，赵某萍有权要求王某萍及珠

宝文化公司退货退款；王某萍及珠宝文化公司无

权要求赵某萍继续支付剩余货款。故北京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审理中需要处理的核心法律问题是涉案

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案涉买卖合同因违背公序

良俗原则，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无效。 

公序良俗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民事

活动应遵循公序良俗原则，公序良俗包括公共秩

序与善良风俗，其中，公共秩序为社会公共秩序

和生活秩序，善良风俗即由全体社会成员所普遍

认可、遵循的道德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总则编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公序良俗原则司法适用的过程反映了国家的

社会价值取向，在审判实践中，对于有违公共秩

序与善良风俗的行为，如果没有相关禁止性规定、

缺乏裁判依据的，可以援引公序良俗原则来保护

民事主体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司法裁判在

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具有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

作用，但由于公序良俗的内涵较为丰富，给司法

裁判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尺度，易出现价值取

向判断的分歧。本案中，赵某萍通过购买水晶洞

并向其浇水许愿等方式来达到发财的目的，将自

身命运寄托于虚无缥缈、宣扬不劳而获的迷信思

想显属荒谬。法律不保护以封建迷信为目的的交

易行为，案涉水晶洞买卖合同违反了公序良俗，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应为无效合同。 

【借款担保】 

分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的效力和责任承担 

——周某诉莫某等借款合同案 

【基本案情】 

2014年 6月，莫某共向周某借款 52万元，双

方约定借款期限为 3个月，月息 3%，某公司为该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期限届满后，莫某

未能按约还款。截至 2015 年 8 月 23 日，莫某尚

欠周某本金 470600元、利息 70500 元，该款应于

2015年 8月 31日前清偿。2015年 8月 25日，某

集团南宁分公司出具《担保承诺书》，并承诺具备

合法的担保资格，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至莫

某完全清偿债务为止，莫某签字确认。2016 年 2

月 24日，周某诉至法院，请求莫某偿还尚欠本息，

某公司、某集团南宁分公司、某集团承担担保责

任。 

【裁判要旨】 



119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本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第一，某集团南

宁分公司作为分支机构能否对外担保。根据（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

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

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因

此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担保法第五条

第二款的规定处理。”本案中，某集团南宁分公

司未经某集团的书面授权而出具《担保承诺书》

为莫某的案涉债务提供担保，上述《担保承诺书》

应为无效。 

第二，某集团南宁分公司作为分支机构违规

对外担保是否需承担责任，需承担何种责任。根

据《担保法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

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

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

部分的二分之一。”某集团南宁分公司明知自己

无权进行担保却为莫某向周某的借款提供担保。

周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未尽到应尽的审

慎和注意义务。故某集团南宁分公司对莫某不能

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民事清偿责任。 

某集团、某集团南宁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

起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首先，公司的分支机构对外担保是否有效的

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

制度解释》）第十一条不再禁止公司的分支机构

对外担保，但必须经过公司相关决议程序。对于

相对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分支机构未经相关决

议程序的，出于保护相对人利益考虑，相对人只

需证明其对公司董事会决议或股东（大）会决议

进行了合理审查义务，即可判断相对人为善意，

进而认定担保合同有效。 

其次，公司的分支机构对外担保无效情况下，

公司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担保法解释》第七条

关于主合同有效而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的

责任承担规则，意味着担保人无论有无过错均应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担保制度解释》第十七条

对此进行了修改，区分担保人是否有过错的情形

进行责任分配，规定担保人有过错的才承担赔偿

责任。本条强调责任与过错之间的关系，是公司

的分支机构违规担保的效力及赔偿认定的规则，

其立法意旨是寻求对股东利益与善意相对方信赖

利益的平衡保护。本案属于债权人与担保人均有

过错的情形，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七条规定，担

保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

分的二分之一，与《担保制度解释》第十七条规定

的原则一致。 

【民间借贷】 

如何判断是否存在借贷合意 

——初某诉李某民间借贷案 

【基本案情】 

2011 年 6 月 12 日，初某将现金 1 万元交付

给李某，李某为初某出具收款条。6月 15日，李

某将 1 万元存入农业公司，并取得农业公司出具

的借据一份。借据中载明收到初某现金 1 万元，

借入经办人为李某。初某持收款条诉至法院，要

求李某偿还借款 1万元及利息。 

【裁判要旨】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初某据以起诉的收款条只能证实李某收到初某交

付的 1 万元。李某提交的借据为农业公司对外出

具的制式借据，其时间与初某提交的收款条时间

相距不远，可以证明初某交付给李某的 1 万元存

入了农业公司。同时，初某认可自身手中掌握时

间在先的由农业公司出具的借据，该借据与本案

借据高度类似，可见初某与李某之间存在不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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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钱款往来。综合分析来看，本案中初某与李某

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具有高度可能性。因此，初

某与李某之间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故驳回初某

的诉讼请求。初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山东

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民间借贷关系包含以下构成要件：一是借贷

合意，即款项交付的原因必须是双方认可的借贷

行为，这也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首要前提；

二是款项交付，即双方应实际交付了合意中确定

的金额，这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

司法实践中，对借款是否实际交付及交付数额的

审查，已经有可遵循的一般规则，但对借贷合意

的审查，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没有统一标准。在审

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应当综合审查借贷合意

和款项交付，从严把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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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

零八条第一款确定的高度可能性标准。 

【侵权赔偿】 

民事自助行为是否超过必要范围的认定 

——刘某锋诉采石场等侵权责任案 

【基本案情】 

刘某锋与采石场签订的《承包生产经营合同》

因关涉秦岭生态环境治理，双方为提前解除合同

发生纠纷。终审判决解除双方合同关系；刘某锋

投资的采石场设备归其所有；刘某锋应向采石场

支付 30万元承包费。判决生效后，采石场向法院

申请执行。2019年 7月 24日，刘某锋履行付款义

务后，派人到采石场协商拉设备时，庞某山、庞甲

以其未履行给付义务为由阻拦，双方发生争执并

报警。后刘某锋以采石场、庞某山、庞甲、庞乙侵

权为由，要求赔偿损失共计 59万元。 

【裁判要旨】 

陕西省洛南县法院一审认为刘某锋所诉侵权

基本事实不成立，亦不支持其主张的损失赔偿数

额，判决驳回刘某锋的诉讼请求。刘某锋不服，提

起上诉。 

陕西省商洛市中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

有二：（一）刘某锋主张的侵权事由有无事实依据。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了受害人可

以通过民事自助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结合

本案，采石场方的阻拦行为为民事自助行为，关

键在于该自助行为是否存在不当。采石场方仅是

阻拦，在争执发生后立即报警，因此该自助行为

合理且未超过必要限度，不构成侵权。（二）刘某

锋诉请赔偿损失有无事实依据。根据《民法典》第

九条规定，从保护秦岭生态环境考量，刘某锋提

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损失 59万元的主张，一审

判决认定该节事实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判决。 

【法官后语】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条赋予受害人

实施自助行为的权利，但受害人应采取合理措施，

且应立即请求有关机关处理；采取措施不当造成

他人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 

1.自助行为的认定。民事自助行为是私力救

济的重要手段，需满足以下要求：一是自身合法

权益正在受到现实紧迫的侵害；二是来不及请求

公力救济；三是若不采取及时措施，权益可能难

以实现；四是措施未超过必要限度；五是紧急情

况解除后应及时求助有关机关处理。结合本案，

采石场为了取得承包费，仅是实施了阻拦行为；

在与刘某锋发生争执后立即报警，属于民事自助

行为，且未超过必要限度，不属于侵权行为。 

2.自助行为在诉讼执行环节的认定。采石场

在生效判决执行阶段是否还能采取自助行为？自

助行为是对公力救济的有益补充，是受害人在紧

急情况下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实施的合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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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采石场虽已通过法院申请执行，但在紧急

情况下，阻止设备被拉走的自助行为应得到认可。 

【侵权】 

委托监护的认定及赔偿责任 

——曹某某诉姜某某、何某平生命权、健康权、

身体权案 

【基本案情】 

死者系原告曹某某的独生子，被告姜某某、何

某平系夫妻关系，与曹某某两家系同村邻居。经

两家商议，姜某某从 2020年 5月 6日开始照管曹

某某儿子日常生活，照管费用为 1100元/月。2020

年 8 月 4 日下午，曹某某儿子趁无人看管时外出

玩耍，当天天气为台风雨天，曹某某儿子不慎落

水溺亡。曹某某认为，因姜某某、何某平作为委托

监护人严重不负责任，导致曹某某儿子不幸溺水

身亡，故请求判令曹某某、何某平赔偿死亡赔偿

金等各项损失 1081195元。 

【裁判要旨】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曹某某

将儿子委托给姜某某照管的行为构成委托监护关

系，因姜某某未正确履行监护义务致使曹某某儿

子意外溺水身亡,曹某某有权提起侵权赔偿诉讼。

姜某某收取了曹某某方支付的两个月托管费，但

其照管行为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仍属于邻居间

互帮互助的范畴，据此酌情确定减轻姜某某 20%的

赔偿责任。何某平并未参与接受照管曹某某儿子

沟通商议过程，亦未收取曹某某方支付的照管费

用，对曹某某儿子本次溺水身亡事故没有过错，

法院驳回曹某某要求何某平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的

诉讼请求。 

曹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因曹某某未

按时交纳上诉费，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本案按撤诉处理。 

【法官后语】 

委托监护的实质是以监护人和受托监护人为

主体，以监护职责的代为行使为主要内容的委托

合同。我国的司法实践承认委托监护的效力。 

委托监护的成立以监护人与受托人之间达成

明示或默示的代为履行监护职责的合意为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对

监护人的责任明确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

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

责任。”因此,监护人可以将部分或全部监护职责

委托给他人，监护人对其他履职监护人致被监护

人伤害或死亡的,可以主张侵权赔偿责任。 

在委托监护关系中，受托人的侵权赔偿责任

认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必须要看受托人是否

有过错，有过错有责任，无过错无责任。受托人应

当认真履行监护职责，如确因其疏于履行监护职

责的消极行为而导致被监护人人身、财产损害的，

受托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在认定受托人的赔

偿责任时，亦应考量委托合同的有偿、无偿等因

素，决定受托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 

【道路交通】 

驾驶人无证驾驶情形下好意同乘中交通事故损害

的责任认定 

——占某诉财险某支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案 

【基本案情】 

2018 年 4 月 9 日凌晨，应某 1（时年 15 周

岁）驾驶二轮摩托车搭乘林某、袁某、占某，与驾

驶货车的赵某发生碰撞，造成应某 1、林某、袁某、

占某受伤及两车受损。交警部门认定，该事故中

应某 1 负主要责任，赵某负次要责任，林某、袁

某、占某无责任。案涉货车的车辆行驶证登记的

所有人系运输公司，赵某系案涉车辆实际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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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险某支公司系案涉车辆交强险、商业险的承保

单位。 

【裁判要旨】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搭乘人员因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对自身损害的发

生和扩大均存在过错，依法应减轻侵权人的赔偿

责任。本案中，搭乘人员虽为未成年人，但是其应

有相应的识别能力。在明知应某 1 未成年、不可

能持有摩托车驾驶证且共同搭乘超过普通二轮摩

托车的荷载人数的情形下，仍自甘风险搭乘该摩

托车并且未佩戴头盔，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其

次，聚众斗殴虽系交通事故之肇因，但两者之间

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无证驾驶明显属于重大

过失，不满足好意同乘减责之构成要件，故应某 1

等人的抗辩理由均不能成立。 

【法官后语】 

好意同乘即通常所说的“搭顺风车”，在好

意同乘致害中，好意人过错和搭乘人员自身过失

等因素的介入，导致双方责任承担不同于一般道

路交通事故的认定和处理，如何认定双方的责任

承担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对此，《民法典》第

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

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此类案件中，一方面要考

虑好意人过错，也应当考虑搭乘人员是否存在过

错。若同乘人明知驾驶人酒驾、无证驾驶、疲劳驾

驶、对驾驶人危险行为未加阻止等，搭乘人员知

悉车辆之危险性仍然同乘，且危险性是搭乘人员

作为“理性人”应当预见的，则构成“自甘冒险

行为”，但并不因此排除好意人责任，而是适用

过失相抵规则予以减轻，可减轻好意人之赔偿责

任。 

好意同乘法定减轻与过失相抵规则是彼此独

立的责任减轻事由，一方面，好意人可基于双重

理由而获责任减轻；另一方面，即使好意同乘减

责事由不成立也不妨碍过失相抵规则的适用。 

【雇员受害赔偿】 

“从事雇佣活动”的综合判断 

——寇某诉建筑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案 

【基本案情】 

2019年，建筑公司承包某项目，含建筑主体

工程、绿化景观工程和装修工程。2019 年 8 月 9

日，寇某经他人介绍到项目工地做杂工，在绿化

景观工程班组中主要从事平整土地、打扫卫生等

劳务，工资由建筑公司直接从公司账号向工人转

账发放。2019年 12月 4日，寇某下班后前往工地

食堂就餐，因食堂门口道路湿滑结冰不慎摔倒，

导致其右手受伤。 

【裁判要旨】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雇

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

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

“从事雇佣活动”。具体到本案，第一，从地点上

看，寇某所就餐的食堂，位于建筑公司项目工地

内，属于一个较为封闭的范围。第二，从时间上看，

寇某的务工、就餐、休息等行为时间上存在混同

和接续情况。第三，从形式上看，事故发生时寇某

与建筑公司存在劳务关系，寇某下班后去食堂就

餐的行为与履行劳务活动存在内在联系。第四，

寇某就餐排队时不慎摔倒受伤，作为建筑公司对

其食堂活动范围内，亦应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

保障义务。 

寇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尽到合理

的注意义务，不慎摔倒受伤，自身应当承担一定

过错。 

法院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

和导致损害后果的原因力等因素，对于寇某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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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的人身损害，依法酌定由建筑公司承担 50%的

责任，寇某自行承担 50%的责任。 

【法官后语】 

认定雇员是否在从事雇佣活动时受到损害，

是确定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的关键。一般应综合以

下三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是范围，雇员所从事的

行为是否与履行职务行为相关；二是时间，雇员

是否在受雇时间内遭受损害；三是地点，损害发

生时，雇员所在位置是否为其应该出现的地方。

其中，对雇员从事雇佣活动的范围，可从以下方

面来判断：第一，在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执行

职务的，应属于雇佣活动的范围。如雇主的指示

虽不够具体明确，但雇员的工作是为雇主的利益

而为之，仍应属于雇佣活动范围。第二，从雇员执

行职务的外观来看，如果行为在客观上表现为与

雇主指示办理的事件要求相一致，就应认为属于

雇佣活动范围。第三，对雇员超出授权范围的行

为认定，只要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

务有内在联系的，应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劳动】 

劳动者是否适用竞业限制条款及违约金是否过高

的认定 

——王某诉文化传媒公司劳动争议案 

【基本案情】 

王某（乙方）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入职文化

传媒公司（甲方），负责“××吃播”及“大胃王

××”网络节目的运营。双方签订了《保密、竞业

禁止及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其中约定，乙方在受

雇于公司期间及劳动关系结束后的两年内，不得

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他与公司相类似的活动，如

果乙方违反本协议竞业禁止规定的，应当向甲方

支付违约金，数额为 100万元。 

王某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从文化传媒公司离

职后，参加影视发展公司推出的“××大胃王”

项目。文化传媒公司认为王某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仲裁委员会裁决，王某支付

文化传媒公司违约金 100 万元。王某认为双方约

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故诉至法院。 

【裁判要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参

与的影视发展公司推出的新媒体业务“××大胃

王”项目与文化传媒公司的活动内容相近，违反

了与文化传媒公司签订的协议的相关约定，应按

照该份协议约定支付文化传媒公司违约金。 

王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考虑到互联网直播类节

目的新颖性是该类节目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关系

到文化传媒公司的收益，而王某作为行政人员能

接触到涉案项目的相关商业秘密，且双方自愿签

订了协议，故该协议应属合法有效。此外，王某并

未就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其违约行为

给文化传媒公司造成的损失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

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王

某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酌减不予采信。 

【法官后语】 

本案涉及网络直播中的商业秘密的认定以及

竞业限制协议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认定。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九条第四款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

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

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创意、管理、销售、财务、计

划、样本、招投标材料、客户信息、数据等信息，

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

四款所称的经营信息。”前述条款规定了经营活

动的商业秘密范围。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创意属于

经营信息，属于商业秘密，且新颖性是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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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有鉴于此，与网络直播

有关的创意应属于商业秘密。 

其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签订竞业限制协

议时可能存在地位不对等的情况。因此，法院有

必要在劳动者提出抗辩的情况下，对竞业限制违

约金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司法实践中，考虑用人

单位的损失时，应客观考虑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

协议的行为给用人单位生产经营造成的全面影响，

综合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害、劳动者的主

观过错程度、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劳动者的

职务、劳动者的在职时间、违约期间、用人单位应

支付的经济补偿数额以及当地经济水平等具体情

况，判断违约金标准是否过高。 

【公司】 

股权让与担保中名义股东权利边界的司法认定 

——吴某诉北京某房地产公司公司决议案 

【基本案情】 

吴某系北京某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担

保某集团公司对北京某房地产公司享有的债权，

北京某房地产公司、某集团公司、吴某于 2010年

1 月 8 日签订《框架协议》，约定吴某将持有的

70%股权转让给某集团公司指定的实业公司，待某

集团公司债权获得清偿后，该股权无偿返还吴某，

随后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并完成股东及出资

变更登记。2019年 7月 22日，在北京某房地产公

司股东会决议选举新一届董事会及监事后，董事

会决议取消吴某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身份。吴某

认为实业公司是基于股权转让担保受让的股权，

并不享有股东表决权，故股东会决议应当因未达

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比例而不成立。 

【裁判要旨】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框架协议》

约定的股权转让条款在性质上属于股权让与担保。

作为一种非典型担保方式，股权让与担保行为本

身应认定合法有效。股权让与担保的债权人以受

让或增资的方式取得股权，是期待以股权价值担

保其债权未来可以实现，并非以成为公司股东参

与管理、获取分红为直接目的。因此，债权人形式

上为公司名义股东，仅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

偿的权利，不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所享有的参

与决策、获得股东红利等实质性权利，实业公司

就该让与担保部分的股权不享有表决权。 

【法官后语】 

股权让与担保，即债务人将股权转移至债权

人名下，待债务清偿后股权返还于债务人；当债

务人履行不能时，债权人可就股权变价并经过债

务清算后受偿。在股权让与担保情形下，股权受

让人（名义股东）的权利边界涉及以下三方面： 

（1）股权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其性质是

股权让与担保还是股权转让抑或股权质押。对于

商事主体之间在股权让与担保协议中约定了受让

人具体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充分尊重。 

（2）名义股东在目标公司内部的权利边界。

若转让人与受让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告知

目标公司和其他股东系“股权转让”，目标公司

亦按照股权转让为受让人办理了股东名册变更，

则认定受让人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可以行使股东

权利。反之，受让人不能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只

能是债权人。 

（3）名义股东与外部第三人的法律关系。当

名义股东的债权人请求人民法院查封、执行标的

股权时，实际股东既可以请求确权，也可以通过

执行异议之诉保障自身权利。当股东因出资瑕疵

需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时，名义股东无需与实

际股东就出资瑕疵承担连带责任。 

【保险】 

责任保险理赔应否一律以损失实际发生为前提 

——体育公司诉某保险延庆支公司保险合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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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17 年 7 月 25 日，体育公司与某保险延庆

支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为其经营的一处高尔夫俱

乐部投保公众责任保险。2018年 7月 27日，该高

尔夫俱乐部内发生高尔夫球伤人的事故，造成第

三人（郑某，时年 2周岁）受伤。2020年 1月 11

日，体育公司（甲方）与郑某之监护人郑甲（乙方）

签订赔付协议，因小孩年龄尚小，暂不适合做全

麻手术，经双方协商，甲方已经一次性赔付乙方

所有损失及手术费用合计 3 万元，甲方就此事故

赔偿责任终止，乙方不得再向甲方提出任何赔偿

请求，双方签字生效。 

某保险延庆支公司以体育公司所支付的 3 万

元并非受害人实际发生的费用为由拒绝赔付除实

际医疗费用外的其他费用，故体育公司诉至法院。 

【裁判要旨】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基于保

护儿童以及快速解决纠纷的考虑，体育公司与郑

某的监护人郑甲私下协商并达成赔偿协议，并未

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基于体育公司已实

际向第三人足额支付 3 万元赔偿金的事实，体育

公司作为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就实际

承担的损失有权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某保险延

庆支公司主张支付保险金。故判决某保险延庆支

公司给付体育公司保险赔偿金 3万元。 

【法官后语】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公司是否应就

未实际发生的手术治疗费用予以赔偿。责任保险

属于财产保险的一种，基于财产保险的损失补偿

原则，一般情况下，被保险人的损失实际发生后，

方能向保险人主张赔偿。但实践中有两种特殊情

况：一是第三者损失已经实际发生，但被保险人

无力赔偿或怠于赔偿；二是第三者目前并未产生

实际损失，但未来必然会发生损失，基于及时定

分止争的意向，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协商提前履行

赔付义务。对于第一种特殊情况，《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赋予了解决路径，即只要

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应被

保险人申请，保险人应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

保险人怠于履行的，第三者可以直接向保险人主

张赔偿。对于第二种特殊情况，实践中处理思路

不一致，支持者多以双方和解数额并无不合理且

被保险人已经实际支付为由判令保险人予以赔偿，

即认为第三者的损失并未实际发生，但只要其损

失确定，赔偿数额并未超出合理限额，被保险人

也已实际支付，保险人就应当履行赔付义务；反

对者则以第三者损失尚未实际发生、待发生后可

再行主张为由不予赔偿，例如对“二次手术”费

用等能够明确期限的损失，在没有有效鉴定意见

支持的前提下，为避免道德风险，待损失实际发

生后再行赔付则更为合理。就本案而言，第三者

年龄尚小，直接进行全麻手术可能会对孩子的健

康产生不利影响，即时执行矫正手术风险过大，

如坚持以第三者“实际损失发生”后再行赔付的

观点，被保险人和第三者的权利都将长期处于不

确定状态，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亦

不利于定纷止争。 

【金融】 

可疑交易下发卡行违反保障账户内资金安全义务

的认定 

——周某萍诉甲银行中南路支行借记卡案 

【基本案情】 

2011 年 12 月，被告甲银行中南路支行为原

告周某萍开通银行借记卡账户并向其发放借记卡。

2017年 8月 10日 16时 47分至 18时 14分之间，

涉案银行卡账户发生 283笔交易，金额均为 1000

元，交易均通过境外第三方快捷支付发生且对方

账号一致。原告于同月 16日将涉案银行卡永久挂

失并于次月 4 日报警。同年 11 月 27 日，原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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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银行卡剩余款项取出并销户。此后，原告称前

述交易均为他人盗刷，并认为被告由于未能妥善

保管原告交付的资金而应承担赔偿责任，故向法

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前述交易对应的存款本息。 

【裁判要旨】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是

原告涉案账户的开户行，负有保障原告账户内资

金安全、不被盗用的义务。在储户使用第三方支

付机构进行交易，尤其在进行大额、可疑交易时，

商业银行的相应通知、审慎义务等属于其保障储

户账户内资金安全义务的重要内容。本案中的交

易与日常消费模式不符，明显为异常、可疑交易。

同时，在原告已开通短信提醒服务的情况下，被

告无法就原告未收到涉案交易短信通知的主张向

法院提交相反证据。结合前述两项，应认定被告

未适当履行其通知、审慎义务。进一步地，被告应

对原告的资金损失承担违约责任。被告不服一审

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为商业银行是否已适当

地履行保障储户资金安全的义务。保障储户资金

安全、不被盗用是银行卡开户行作为储蓄合同当

事人的义务。随着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

台的普及，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业务合

作越发紧密，通过支付宝等网上第三方支付平台

进行的银行账户交易均为无卡交易。无卡交易背

景下不存在伪卡盗刷的情形，故此时认定商业银

行是否适当履行义务主要在于审查银行是否履行

相应的审慎、通知义务，相关依据可参考《中国银

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

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涉案交易为异

常、可疑交易，在原告已开通短信提醒服务的情

况下，被告作为商业银行未提供相应证据反向证

明，参照相关规定可认定被告未适当履行其通知、

审慎义务。这一裁判思路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主

旨与理念一致。 

【知识产权】 

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构成电影类作品的认定 

——甲公司诉乙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基本案情】 

某超联赛公司（甲方）与甲公司（乙方）签订

协议，约定甲方授权乙方在合同期内享有在门户

网站领域独家播放某超联赛视频，包括但不限于

比赛直播、录播、点播、延播；除合同内所约定的

门户网站外，甲方不得再与其他网站进行任何形

式合作，包括但不限于乙公司所有的×凰网等。

乙公司为×凰网所有者，负责该网站的运营。在

×凰网“某超”栏目下，可进入“体育视频直播

室”。在其预告页面上注明“×凰体育将为您视

频直播本场比赛，敬请收看！”字样。甲公司对该

直播室涉案两场比赛的实时直播视频进行了公证。

上述两场比赛，均有回看、特写，场内、场外，全

场、局部的画面以及全场解说。甲公司认为乙公

司侵害其体育赛事节目的作品著作权并构成不正

当竞争，起诉请求判令乙公司停止侵权、赔偿经

济损失 1000万元、消除影响等。 

【裁判要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体育赛事直播

节目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应当认定为作品。丙、乙

两公司以合作方式转播的行为，侵犯了甲公司对

涉案赛事画面作品享有的著作权中的“其他权

利”。判决乙公司停止播放某超联赛 2012年 3月

1日至 2014年 3月 1日期间的比赛，为甲公司消

除影响，赔偿甲公司经济损失 50 万元。乙公司不

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涉案两场赛事公用

信号所承载连续画面既不符合电影类作品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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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亦未达到电影类作品的独创性高度，故涉

案赛事公用信号所承载的连续画面未构成电影类

作品。改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甲公司的诉讼请

求。甲公司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 

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电影类作品

与录像制品的划分标准应为独创性的有无，非独

创性程度的高低。电影类作品定义中“摄制在一

定介质上”的理解，应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

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从整体、体系上予以解释。二

审法院将“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的解释过度限缩

了该类作品的内涵和外延。某超联赛赛事公用信

号所承载的连续画面的制作存在较大的创作空间，

并不属于因缺乏个性化选择空间进而导致表达有

限的情形。涉案赛事节目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保护的电影类作品，而不属于录像制

品，被诉直播行为侵犯了甲公司对涉案赛事节目

享有的“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判决撤销

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法官后语】 

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著作权认定的争议有两

方面，一是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画面是否满足作品

的独创性；二是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是否满足电影

类作品“摄制在一定介质”上。实践中，绝大多

数否定体育赛事节目构成电影类作品的案例，主

要理由是涉案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无法达到电

影类作品所要求的高度。网络实时转播的体育赛

事节目是否满足“固定性”的要求，也有不同的

观点。 

作品的独创性源自作者的创作，是否存在创

作这一事实行为，只能定性，而无法定量。对于作

品的独创性判断，只能定性其独创性之有无，而

无法定量其独创性之高低。我国著作权法严格区

分著作权与邻接权，著作权基于作者的创作自动

产生，邻接权基于传播者的加工、传播行为而产

生。著作权法对邻接权单独设置是为了拓展保护，

而非限制保护，电影类作品和录像制品分别作为

著作权和邻接权的保护客体，其实质性区别在于

连续画面的制作者是否进行了创作，所形成的连

续画面是否具有独创性。此外，对于电影类作品

定义中“摄制在一定的介质上”并不能等同于

“固定”或“稳定地固定”，其规范意义在于摄

制者能够证明作品的存在，并据以对作品进行复

制传播。第三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第三条保留独创性要件，具体规定为“具有

独创性”，而非具有较高独创性。同时，对形式要

件限制则更为宽松，仅需要“以一定形式表现”

即可。再审判决与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契

合。 

【行政】 

旅游经营者在旅游活动中擅自变更行程安排严重

损害旅游者权益的，应当承担行政责任 

——甲旅行社诉某市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8年 11月 14日，多人向某市文化和旅游

局（以下简称市文旅局）提交举报材料反映甲旅

行社、乙旅行社、丙旅行社在共同组织的旅游活

动中擅自变更旅游行程，严重损害旅游者权益。

次日，某市文旅局决定立案查处，并在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14 日对涉案旅游行程带团领队张某、

乙旅行社同业部经理王某某、丙旅行社法定代表

人杜某、甲旅行社法定代表人曹某分别进行询问

并制作《询问笔录》，于 12 月 28 日作出《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随后，甲旅行社提交申诉状。

2019 年 1 月 25 日，市文旅局应甲旅行社申请对

处罚案举行听证会。3月 18日，市文旅局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甲旅行社在旅游行程中擅

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严重损害旅游者权益的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六十九条

第一款的规定，依据该法第一百条第一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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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甲旅行社罚款十万元并责令停业整顿二个月

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遂成讼。 

【裁判要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一，甲

旅行社是否在旅游行程中擅自变更了旅游行程安

排的问题。甲旅行社应当按照旅游合同的约定履

行义务，无权代替旅游者进行权益判断，其擅自

变更旅游行程安排属于超越权限自作主张的行为。

第二，甲旅行社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的行为是

否严重损害了旅游者权益的问题。首先，作为旅

游产品的核心内容，如果未经旅游者同意而进行

变更则严重损害了旅游者权益。其次，涉案旅游

活动中旅游行程是否变更了核心内容具有专业性

及复杂性，对此，法院应尊重旅游主管部门在专

业领域的首次行政判断权。市文旅局作为旅游主

管部门，结合案情，认定甲旅行社的行为严重损

害了旅游者权益，并无不妥。故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驳回甲旅

行社的诉讼请求。甲旅行社不服一审判决，提起

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

国旅游法》第一百条第一项——在旅游行程中擅

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严重损害旅游者权益。对

此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在旅游行程中擅

自变更旅游产品的核心内容，造成了对旅游者权

益的严重损害，除应承担民事责任外，还应承担

对破坏市场秩序的行政责任。二是，本案虽存在

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的情形，但并未构成严重

损害旅游者权益。本案判决采用了观点一。两种

观点分歧在于如何判断在旅游行程中擅自变更旅

游行程安排、是否造成旅游者权益的严重损害。

对于该条法律规定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是从旅游法制定的背景及立法目的来看。立法

目的在于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等。二是对于是否应当考虑旅

游经营者的主观过错程度。旅游经营者对旅游行

程安排擅自变更，使用不可抗力进行主观无过错

的抗辩无法成立。三是是否造成旅游者权益严重

损害的判断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司法机关应

当在尊重旅游监管部门初步判断的基础上，审查

旅游监管部门作出的认定是否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刑事一】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应负刑事责任 

——蔡某娥故意杀人案 

【基本案情】 

2019 年 9 月 24 日凌晨，被告人蔡某娥精神

分裂症发作，厌恶其女儿小熙（化名，殁年 3岁）

的哭闹行为，用剪刀捅向其腹部，在发现尚有生

命特征后，用双手掐住小熙的脖子直至确认其已

无呼吸后松手。经鉴定，被害人因口鼻部及颈部

受外力作用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腹部被单刃尖

刀刺伤为其辅助死因。当日 8 时许，蔡某娥主动

报案并在家中等候公安机关处理。 

经司法精神病鉴定：（1）蔡某娥医学诊断为

精神分裂症；（2）蔡某娥对本案具有限定刑事责

任能力；（3）蔡某娥目前有受审能力；（4）蔡某

娥案发时具有部分性防卫能力。 

【裁判要旨】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蔡某娥患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发病，因无

法忍受女儿的重复话语进而持剪刀插其女儿肚子，

后又实施掐脖子等行为，甚至将作案工具剪刀丢

到厕所，洗澡并主动报警等，均表明其尚未完全

失去自我控制能力，故依法应采信司法鉴定意见，

在此情形下，其持剪刀杀害被害人的行为，构成

故意杀人罪。考虑到蔡某娥系自首且系限定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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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能力人，决定对其适用减轻处罚，判处其有

期徒刑四年，目前判决已生效。 

【法官后语】 

对于精神病患者，其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标准

是行为人作案时有无辨认、控制自己的能力，而

如何评定要以证据为依据，不能主观臆断。具体

到本案，蔡某娥对做了什么、为什么要做、捅了被

害人什么部位都说得清楚，说明其思路清晰。因

此，经过司法鉴定与法院审查，蔡某娥在本案中

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

神病人，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其应当承

担刑事责任。 

本案的量刑考虑有三，一是案发后蔡某娥在

现场等待，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法定

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自首情节。二是蔡某娥属

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亦是法定的可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的情节。三是本案被害人系蔡某娥的

未成年女儿，从情感道德角度来说，事件的发生

本来就对蔡某娥精神上造成了足够大的打击和摧

残，其本身犯罪性质不同于其他故意杀人案件，

对其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上，对蔡某娥量刑有

期徒刑四年，既能维护法律权威，又能体现宽严

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二】 

醉酒后点燃停放在居民区附近电动车的行为定性 

——陈某放火案 

【基本案情】 

2019年 11月 21日凌晨，被告人陈某为寻求

刺激，酒后试图用打火机点燃丁某明停放在一楼

门外的电动车未果，遂点燃电动车上的手套，后

又将打火机投入着火的手套中离开。本次着火导

致丁某明的电动车烧毁、邱某敏的小型客车多处

受损，所处街面房房门和墙壁被熏黑、街面房墙

边（重力墙）堆放的木板过火。经鉴定，共计损失

价值人民币 3370元。被告人陈某被抓获后，其亲

属积极赔偿丁某明、邱某敏，均取得了谅解。 

【裁判要旨】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陈

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宣判后，

公诉机关以陈某行为符合放火罪的主客观要件，

构成放火罪，原判定罪错误，量刑明显不当为由

提出抗诉。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陈

某故意放火焚烧他人财物，危害公共安全，虽尚

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其行为已构成放火罪。根据

案发现场的客观环境，即电动车的燃烧已引燃旁

边的木板及下水管，而点火时间又发生在火灾不

易被发现的凌晨，如果不及时扑救，存在火势进

一步扩大而危及周边众多居民人身、财产安全的

危险。陈某熟悉案发现场及附近情况，其在点燃

电动车手套后即离开，对其点火行为可能引发火

灾造成周边居民人身、财产损失的后果持放任态

度，符合放火罪的构成要件。原判认定构成寻衅

滋事罪定罪错误，致量刑畸轻，依法应予纠正。陈

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已赔偿被害人经济

损失并获谅解，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二审改判陈

某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法官后语】 

司法实践中，用点火方法实施的犯罪行为是

否构成放火罪，关键要看点火行为客观上是否足

以危害公共安全及主观上是否具有放火的故意。 

1.在客观层面上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首

先要根据客观事实进行判断，是否存在具体危险，

应当采取一般人的标准，立足行为当时的具体情

况，判断行为所造成的危险在客观上是否已经处

于逼近实现的阶段或者状态，还要结合点火的对

象、时间、地点、气候、环境等方面进行考察。本

案中，消防人员到达现场时，案发现场还有物品

在燃烧，而点火时间又发生在火灾不易被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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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如果不及时扑救，存在火势进一步扩大而

危及周边众多居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其次

要根据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就放火罪而言，因果

关系判断主要表现为直接性、可控性与高度盖然

性。本案中，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火势在一定程

度达到了失去控制的燃烧状态，结合当时的现场

情况，可以判断相关危险的现实化具有较大可能。 

2.主观上是否具有放火的故意。不能以行为

人的供述作为认定的唯一或者最重要的证据，关

键还是要结合案件的客观情况。一是点火行为在

客观上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程度；二是行为人

主观上是否认识到结果会发生及对此的认识程度。

本案中，为使火烧得更旺，陈某又将打火机扔进

着火的手套中，未考虑后果，就直接离开现场。同

时陈某熟悉案发现场及附近情况，明知周围房屋

密集居住人员众多，仍点火后离开，可以认定其

对点火可能引发火灾造成周边居民区人身、财产

损失的后果持放任态度。 

【刑事三】 

对主观心态的辩解是否影响成立自首 

——李某新故意杀人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新与被害人吕某系同村村民，案

发前双方并无矛盾。2019 年 6 月 1 日 19 时许，

被告人李某新酒后因经济纠纷与他人发生口角，

驾驶机动车行至村牌楼时，将由此经过的被害人

吕某撞倒后，驾车再次对吕某进行碾压。被害人

吕某被送到医院后，因颅脑损伤合并创伤失血性

休克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被告人李某新血

液中酒精含量为 178.2mg/100ml。2019 年 6 月 2

日 7时许，被告人李某新向公安机关投案。 

【裁判要旨】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李某新犯故意

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某

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新酒

后驾车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

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李某

新犯罪后自动投案，能够认罪，积极赔偿被害人

亲属的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等情节，依法对其从

轻处罚。但成立自首需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两个法定要件，李某新在案发后第二

天即向公安机关自动投案，却未能在司法机关掌

握主要犯罪事实之前予以如实供述，其行为不符

合成立自首的条件。李某新驾车两次撞击并碾压

吕某某，造成吕某某死亡的严重后果；其犯罪后

自动投案，能够认罪，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的经

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等情节，在一审量刑时已予以

充分考虑，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自动投案后对主

观心态提出辩解是否影响如实供述，进而影响成

立自首。 

一般自首的成立包括两个要件：一是自动投

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是指如实交代主要或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

犯罪的主观心态属于犯罪主观方面的事实，理应

属于主要犯罪事实。本案中，自动投案不存在争

议。关于如实供述，李某新到案后虽然始终承认

人是其撞的客观事实，但对于主观方面却归责于

大量饮酒，否认其存在杀人的主观故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

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规定，犯

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

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此

处“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指的是被告人在如实供

述主要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对于自己行为的罪与

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等问题的辩解，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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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法律层面的评价；而对主观心态的辩解，仍属

于犯罪构成事实层面的要件，是判断其是否成立

如实供述的重要标准之一。 

【刑事四】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直接经济损失的法理认

定与路径 

——罗某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基本案情】 

罗某某曾在某公司负责平台数据编写和维护

工作，并于 2019年 4月离职。因对离职待遇不满，

罗某某于 2019年 4月 5日编写脚本，利用工作时

得到的某公司阿里云账号密码，将该公司存放于

阿里云服务器的后台数据进行删除，造成合作方

某俱乐部的选手图片无法显示，无法进行有效点

击。案发后，某公司向某俱乐部赔付经济损失人

民币 3 万元。罗某某家属代为向某公司赔偿人民

币 3万元，并取得谅解。 

【裁判要旨】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罗某某违法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储存的数据进行

删除，后果特别严重，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关于本案造成的经济损失问题，被害单位

在恢复、收集被删除的图片上并未支出必要费用，

且除赔偿涉案 3 万元款项外，未因本案再向合作

方实际进行过赔偿。因此对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约

40 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金额不予认定，判决被

告人罗某某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四个月，所扣押的苹果笔记本电脑一部

依法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的重点主要在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案件中对直接经济损失的范围应如何认定。在

刑事诉讼中，第一个层次的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与

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而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

实际价值，如本金损失。第二个层次的直接经济

损失除“直接减损”的价值外，还包括必然的其

他减损，如利息损失。特别是当“直接减损”无

法核算的时候，修复所产生的直接费用以及其他

必然产生的减损就成为“直接经济损失”的代位

选择。 

本案中，认定被害公司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

应按照以下顺序考量判断：第一，为及时恢复删

除的图片而支出的必要费用。被害人受到损害之

后，首要解决的问题一般是在避免产生其他直接

关联损失之前提下“及时”恢复功能、数据。第

二，若是图片无法恢复，则“及时”重新收集相

关图片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成为替代性费用。若

被破坏的是系统功能或应用程序，在无法恢复的

情况下，重新更换系统功能或者程序所需支出的

费用为替代性费用。第三，穷尽所有合理合法手

段后，系统数据、功能、应用程序均无法恢复或者

替换，被害人确已无法履行合同，因承担违约责

任而实际应向合同相对方支付的赔偿金额。该违

约责任应仍以直接损失为限，而不包括可得利益

的损失。 

【执行】 

债务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房屋赠与子女并未办

理不动产转移登记不影响债权人申请执行 

——蒋某某诉白某甲、白某乙执行异议之诉案 

【基本案情】 

因白某乙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蒋某某向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桃江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查封了白某乙所有的 A

房屋一套，查封期限为三年。 

白某甲系白某乙之女，白某乙与白某乙前妻

离婚时约定 A房屋待白某甲成年后，转为其所有。

蒋某某依据生效裁判文书申请执行 A 房屋时，白

某甲已满 18周岁，故白某甲针对桃江法院（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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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 0922执 589号执行裁定书提出执行异议，请求

依法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桃江法院裁定中止

对登记在白某乙名下房屋的执行。蒋某某对裁定

不服，向桃江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裁判要旨】 

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白某乙

及其前妻仅是在《离婚协议》中对赠与房产作出

了意思表示，但是并未将房产办理至白某甲名下，

对于本案中的房产赠与而言，在白某乙将房产过

户至白某甲之前，赠与关系并未成立，白某甲对

于房产不享有所有权。因此白某甲不能基于案涉

房屋受赠人身份排除强制执行。故判决准许继续

执行白某乙所有的房屋。 

【法官后语】 

执行异议之诉，是指当事人和案外人对执行

标的实体权利存有争议，请求执行法院解决争议

而引起的诉讼。申请执行人和案外人向法院提起

的执行异议之诉，在形式上均表现为是否排除法

院的强制执行行为，即法院强制执行行为的继续

或停止，在实质上则是申请执行人与案外人就执

行标的享有民事权益的矛盾和冲突，即需确认案

外人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权益与申请执行人依据

生效裁判文书等确定的请求权何者效力优先。 

本案明确了不动产所有权经登记才具有对抗

执行的效力。不动产物权变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

进行登记，只有经过登记，才能够产生物权变动

的效果。房屋赠与中，即使已将房屋产权证书交

与受赠人，在办理房屋权属转移变更登记之前，

受赠人也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因此，本案中白

某甲并非案涉房屋的权利人，不享有足以排除人

民法院依据蒋某某的申请对案涉房产强制执行的

民事权益。 

子女抚养权纠纷案应尊重子女真实意愿 

原创：2022-06-21 人民法院报 郝红吉 高  倩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6/21/content_218148.htm?div=-1 

法院在办理多个子女抚养权纠纷案时，要时

刻把握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立法宗旨在于未成

年子女的利益最大化，首先考虑的是未成年子女

的身心健康成长，而非考虑离婚纠纷中父或母的

利益。 

随着“二孩时代”的到来，婚姻家庭纠纷案

件中多个子女抚养权纠纷越来越多。据统计，2021

年，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法院受理婚姻家庭纠纷案

件 584 件，其中涉多个子女抚养权纠纷案件 135

件。多个子女抚养权纠纷如何处理，子女抚养权

如何确认，关系到社会、家庭的安定团结，关系到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笔者以为，此类纠纷处理，法

院应当充分尊重未成年子女的真实意愿。 

针对子女抚养权纠纷处理，法院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的相关规定，对子女抚养问题及关于父母与子女

关系规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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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条件等具体情况确定。一般考虑以下因素：两

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亲生活，八周岁以上的，

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随其生活的一方应有必要

的经济能力；无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行为等因

素，如有赌博习惯、身体有疾病、长期在外等；与

子女生活时间较长，形成稳定的生活、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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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改变环境，不利于子女成长。但针对多个子

女抚养权纠纷，法律没有详细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针对多个子女抚养权纠纷，有

法官认为，夫妻双方就子女抚养权应当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如果夫妻双方均要求抚养子女的，

应当考虑到夫妻二人均系子女的父母，对子女都

有着深厚的感情，不能随意剥夺任何一方直接抚

养子女的权利，故由夫妻二人各抚养一个子女或

均衡抚养比较妥当，也比较公平。上述纠纷处理，

更多的是从婚姻家庭纠纷中父或母的角度，来确

定抚养权的，而不是站在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

尊重子女真实意愿的角度来考虑。 

为此，笔者建议，法院在办理该类案件过程

中，要时刻把握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立法宗旨

在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最大化，首先考虑的是未

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成长，而非考虑离婚纠纷中

父或母的利益。另外，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因为婚

姻形成亲属关系，同时子女也因为父母的婚姻形

成了浓厚的同胞兄弟姐妹关系，这种感情同样值

得保护。如果仅仅考虑到由父母均衡抚养子女可

以减轻双方的负担，不考虑子女不仅面临父母的

离异，还要面临兄弟姐妹的分离，这种分离是被

迫性的，反而不利于未成年子女健康人格的养成。

因此，在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确认上，法院应当考

虑到父母对于孩子的疼爱，更要考虑到子女的利

益，他们不仅需要父母的陪伴，有时候更需要和

自己朝夕相处的同胞兄弟姐妹的陪伴。年龄相近

的同胞兄弟姐妹的陪伴，不仅可以弥补父爱或者

母爱的缺失，更有助于帮助未未成年人学会彼此

理解、相互协商、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社会经验，

也会更有利于帮助未成年人形成健康的人格。 

《民商法争鸣》|陈朝婷：农民工进城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化和继承 

2022-06-23 民商法学 LexM 

https://mp.weixin.qq.com/s/TAjdLA2KsDz4XXDs4w4iew 

陈朝婷* 

陈朝婷：《农民工进城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化和继承》，

《民商法争鸣》2020 年第 2 辑（总第 16 辑），第 92-104

页。 

摘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在我国学

界一直存在争议。而农民工这个群体，其子女或

者近亲属显现出的生活、职业甚至户籍非农化特

征，加之法律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上的缺

位，引起了学界对于户籍非农化或分门立户的农

民工近亲属是否可以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更大的

争议。为了回应实践的需要和解决纠纷，应从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主体以及同一家庭成员之

间的准共有关系等方面探讨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

的可行性。我国正值民法典编纂之际，物权编的

规定以及继承编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遗产分割

规则也应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 

关键词：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按

份共有 

在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农民工

大量向城市流动，为城镇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艰辛的群体。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在为社会经济发展制造财富，

但与农民基本生存相联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却并

没有得到妥当的保护。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被附

加了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在原始取得土地

承包经营权时受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一身份限

制。但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条件，法

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的标准也不统一，

导致进城农民的成员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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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权取得的权利的存续也存在争议，职业的非

农化以及户籍的非农化使得这一情况更加复杂。

由于农村土地所具有的保障性和福利性，法律对

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否继承以及继承主体是否有

一定的限制这些问题上没有直接规定，学界也存

在很多争论，而进城农民工子女或者近亲属户籍

非农化以及职业非农化使得这一问题的争议更加

凸显。法律的缺失以及司法实践的做法与人们的

期待相冲突致使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妥当的处

理。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具有可继承性和

职业以及户籍的非农化是否导致农民工后代不享

有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仍存在很大的讨论

空间，也急需更多的学者贡献出自己的智识力量。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立身之本，关乎到农民

的生存利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设计是否随

社会发展不断变化适应社会发展以及是否真正发

挥其作用，对于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实现城乡

一体化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当前正在编纂《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作

为一部 21世纪的的法典，民法典的编纂除了延续

本来规定得好的制度以外也应该随着社会关系的

变化而变化，并对于在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进

行规制，使民法典体系更加完善。为了回应实践

的需要和解决相关的纠纷，在编纂民法典之际，

本文将在对现行法、司法实践以及理论进行分析

的基础上，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主体、期限和

方式等角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

（以下简称《物权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继承编》（以下简称《继承编》）中关于土地

承包经营权继承相关制度的重构提出自己的意见，

以期对于农村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进城农民土地

权利的保护提供参考。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现状以及学界争论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现状 

农村土地作为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在我国

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完全释放出其所蕴含的价

值。因此，2014年《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

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简称《2014年中

央一号文件》）中提出了“三权分置”的概念，其

目的就在于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稳定土地承包

关系，放活经营权。2018年 12月 29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的决定》（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修正案》），此

次修改主要就是将政策上的“三权分置”转化为

法律制度，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发

挥农村土地的价值。《土地承包法修正案》将农地

权利沿着“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

经营权”的路径进行制度设计，从“两权分离

“发展到“三权分置”。土地经营权作为新设权

利，根据《土地承包法修正案》的规定，是通过两

种途径产生的：一是按照《土地承包法修正案》第

36 条的规定通过承包方可以采取出租（转包）、

入股或者其他方式通过与他人订立土地经营权流

转合同由此产生的土地经营权；第二种途径则是

通过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即

原来法律规定的以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因此，现在所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仅指以家

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

则是脱离了农村土地身份性的限制，可以采取出

租、入股以及抵押方式进行流转，因此对于土地

经营权的可继承性没有太大争议。由此可见，从

权利发生逻辑来看，土地经营权是派生于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权利，并不是后者分解出的权利。正

如从土地所有权派生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后，土

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名称并不发生改变，法律上无

须为土地所有权的剩余权利做出专门规定，从土

地承包经营权派生出土地经营权之后，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性质和名称也不发生改变，法律上也无

须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剩余权利做出专门规定。

[1]总之，土地经营权的设立没有改变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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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只是在由土地承包

经营权派生出土地经营权这一途径的情形下，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使受到土地经营权的限制，但

是其本身性质并没有改变，仍属于用益物权。综

上，本文讨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仅指以家

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而不

包含在原始取得权利时已经脱离了身份性要求的

土地经营权的继承。 

1.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法律法规现状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法律依据主要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

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

下简称《土地承包法》）以及《土地承包法修正案》

等法律法规中去寻找，从这些法律中可以看到我

国相关法律中并没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作

出直接、明确的规定。我国现行的《继承法》第 3

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公民可继承的财产类型，

没有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以公民的其他合法

财产作为最后一项规定，为保护经济发展过程中

公民财产的增长预留下了空间。而《继承法》第 4

条认可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个人收益的可继承性，

但是没有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可否继承。这

是因为《继承法》颁布实施时我国农地承包还未

写入法律当中，还未明确其性质，承包被认为是

合同关系，因此被认为不具有可继承性。“关于

承包权能否继承的问题，考虑到承包是合同关系，

家庭承包的，户主死亡，并不发生承包权转移问

题。”[2]1993 年制定的《农业法》第 13条规定

了：“承包人在承包期内死亡的，该承包人的继

承人可以继续承包”，肯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可继承性，但在 2002年修改后的《农业法》中则

将该规定删除了。这也表明了立法者对于土地承

包经营权继承的否定态度。2002年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还是沿袭了《继承

法》的规定，在 31 条规定了承包收益可以继承，

林地承包的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对

于林地的承包人继续承包的规则安排则是由于林

地的生产周期较长，因此需要需要保证林地的延

续，促进承包人对于林地的生产投入，但对于继

续承包是否是继承的含义在学界也颇有争议。

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在用益物权编中规定

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

质。但是，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也没

有进行直接、明确的规定，采取的还是比较模糊

的态度。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草

案二次审议稿）》中对于该问题的规定仍然停滞

不前，没有任何突破，也没有新的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草案二次审议稿）》中没

有对该问题作出直接回应，但在 901 条概括性的

规定了遗产是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法律规定不

得继承或者按照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除外，这样的

规定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满足财产日益增多的

财产的现实需要。由于我国法律对农地继承一直

没有正面直接的规定，且法律凸显出了其在解决

现实问题上的滞后性，同时这也是这一问题一直

存在多种观点的原因之一。 

2.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司法实践 

在司法实务中基本上都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

是不可继承的，刊载于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上的李维祥诉李格梅继承权纠纷案中的判决理由

是司法实践中的代表性观点，该案的审判人员认

为：“本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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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是《继承法》中

所规定的财产，不能继承，当家庭成员全部死亡

时，该家庭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于消灭，故

不发生继承。”[3]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

求。各地司法实践的做法也是普遍认为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户，农户中一个成员的死亡并

不会导致继承的发生，其结果是其他家庭成员权

利的扩张。而当家庭成员全部死亡时，由于权利

主体的消灭，导致权利的丧失。根据“李维祥诉

李格梅继承权纠纷案”发生之前的相似案例的整

理总结可知，不管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产生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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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何，各地法官均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可继

承。[4]虽然司法实践当中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

继承性予以否认，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类

纠纷，原因就在于判决结果与人们的习惯做法差

异较大。调查结果惊人的一致，文山三村被调查

的 90户人家中，100%地选择了“能继承”、“希

望继承”。[5]导致纠纷并没有平息，而关于土地

承包经营权是否具有可继承性的争论仍在继续。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学界争论 

虽然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在法律中被明确规

定下来已经经过数年的实践，并且在 2007年的物

权法中就确定了其用益物权的性质。但是，政策

以及法律在农地上所附加的保障性和福利性功能，

导致其价值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权利也没有得

到完整的赋权。农民的任何合法财产权都应以继

承权的最终落实为实际标志。[6]由于法律在农地

是否可继承的问题上的缺失，多年以来许多学者

在此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两种完全截

然相反的意见，大致整理如下： 

1.否定说 

否定说主要是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主

体、所具有的保障功能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

之后可能带来的影响等方面来论证土地承包经营

权不能继承。首先，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出

发，有学者由此得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继承的

结论。在《物权法》颁布实施以前，学界对于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有所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土地

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合同关系，当事人一方死亡导

致合同终止。承包合同关系是不能继承的。在农

村土地承包关系中，发包方与承包人之间是一种

承包合同关系，此种合同关系因当事人的一方（如

承包方）死亡而终止，根本就不发生继承。[7]由

于《物权法》的出台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

一种用益物权而存在，因此该种观点在否定说当

中不再被多数学者作为论证依据。另有学者认为

农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或者集体由此来得出否定

性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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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可以继承。[8]在否定论中较多的学者

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角度来叙述自己的观点。

根据法律和相关政策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

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依据“增人不增

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当农户中的某一个或

部分成员死亡时，不发生继承问题，而只会产生

生存的户内成员权利份额的自然扩张。[9]与司法

实践中的大部分判决理由一致。也有学者从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继承可能导致土地的细碎化，不利

于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等继承的影响方面说明其

否定的根据。人的生死属自然现象，如果土 地长

时间不调整，再允许继承，不可避免将导致土地

细碎化，不能形成规模效益；而且会导致许多新

增农村人口得不到这份农村集体成员的基本社会

保障，引起社会混乱。[10]另，很多学者关注到了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身份属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身份属性以及保障功能，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应该

被继承。[11] 

2.肯定说 

肯定说在对现行法和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对现行法律规定的解释以求对否定土地承包

经营权继承的观点的理论根据进行深入思考以回

应现实的需要，肯定农地可继承性的学者也从多

个角度进行观点的论述，主要是从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财产性、物权属性以及符合继承的特征等方

面寻找根据。有观点认为《物权法》将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明确为用益物权的一种，使之与合同债

权相区分，为其成为继承权的客体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12]另有学者考虑到也就是说，土地承包经

营权像 《物权法》上其他物权那样，属于自然人

享有的一项私有财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继

承人可依《继承法》第 3 条第 7 项（公民的其他

合法财产）继承该种用益物权。[13]而从符合继承

法的角度去论述的学者则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当

然属于承包人的个人财产。……土地承包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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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立法及理论上对遗产的特征要求，土地承包

经营权具备作为遗产的条件，应当作为遗产。[14] 

二、进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主要争议 

（一）进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状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中岗

位的扩大和就业机会的增长以及待遇的优厚，加

上农村经济发展相较于城市的大幅度落后，导致

农村的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寻求更好的发展

机会。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 2019年 2月 28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 年乡村人口总数为

56401 万人，2018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8836 万

人，占全国乡村人口总数的 51％。[15]在劳动力

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实现了生活、就业甚

至户籍实现了城市化。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主体不是农村户籍且其子女或者是

近亲属也同样为非农村户籍的情形。同时，还有

很多农民工陷入了在城市未与城镇居民享有相同

的社会保障而未被视为城镇居民，在农村则因为

在城市工作的长期化不被看作农村人口的困境。

而在《土地承包法》未修改以前，其 26条规定“承

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

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

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

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

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

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

这一规定使得农民合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

于其户口的非农化而不能继续享有。这与实践当

中人们的习惯做法并不相同也不符合土地承包经

营权作为一项物权物权人直接支配标的物并排除

他人干涉的权利。另外，也不利于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长期稳定。因此，为了维护进城农民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和促进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

《土地承包法修正案》删除了这一规定，按照 27

条的规定，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进城

落户的条件，也不再区分小城镇以及设区市户口，

进城农民也不再因为获得了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社

会保障就必须丧失自己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进城农民可以自己选择流转其农地或者交回其承

包地，不得强行收回进城农民的承包地，以实现

充分尊重农户的用益物权以及促进城乡之间的自

由流动。虽然法律的修改确认了进城农民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不因其职业或者户籍的非农化而受到

侵害，但是法律仍没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

作出明确、直接的规定。进城农民的子女或者近

亲属也具有职业、户籍城镇化的特征，如果在法

律上迟迟不作出规定，在该问题上仍没有实质性

的进展，那么现实中产生的纠纷将得不到合理的

处置，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人享有的权利也

没能得到完整的赋权以及保护。 

（二）进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限制性 

对于进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限制的观

点主要就是从主体限定在农户家庭范围内展开的。

对于承包农户中部分家庭成员死亡时，否定论中

的学者认为不存在继承的问题，引起的法律效果

应是承包户内其他家庭成员的土地权利的自然扩

张。其理论根据在于《土地承包法》第 15条的规

定，该条规定了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

组织的农户，否定论者据此主张虽然部分成员死

亡，但是农户主体仍然存在，因此不产生继承的

问题，只产生权利的变动。由此，由于进城农民中

其子女或者亲属普遍单独立户或者是户籍的非农

化，导致权利人的继承人在这种解释论下不享有

继承权。但正如有些学者所主张的，以家庭承包

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仅限于集体成

员，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是以农户为单位进行承

包的，但这并不影响集体成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权利主体。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以农户为单位承包，但承包取得的权利最终

还是要落到集体成员身上。[16]虽然法律规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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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承包经营权是以家庭方式承包，但这仅是表示

农村土地是采用家庭经营这个方式，而不是说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就是农户，家庭所承包的农

地的面积大小是按照每一农户家的人口数量来进

行平等分配的，最终也应由自然人享有自身的份

额。并且农户这一概念具有模糊性，主体在享有

和行使用益物权时，在参与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

时，需要具有法律资格或者在参与某些民事活动

时需要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的主体也就是具有民

事权利能力以及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来进行，

农户不是法律上具备资格的主体。而最终在进行

民事行为时，也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个体也即自然

人身上。从法律逻辑上来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享有主体应为农户中的个人，由行为人自己或者

由其授权的人来参与民事法律关系。另外，在家

庭成员全部死亡时，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

观点认为，由于农地所具有的保障性和福利性，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是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取

得的，必须具有这一身份。由于进城农民子女以

及亲属所普遍具有的比较凸显的特征也就是户籍

或者是社会保障的非农化，否定论中的学者认为

户籍非农化的继承人不享有继承农地的权利，其

主张继承人必须有一定的身份限制，以保证土地

承包经营权不落入非农户的手中，避免城镇居民

既享有城市中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福利又享有

农村土地所具有的保障功能，认为这样会导致社

会的不公的现象。基于我国农村土地具有的保障

性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要求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必须具有集体身份。但是取得权利的身份限制和

权利本身的身份性是不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原始取得要求必须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

成员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后，这一物权就具有

独立性，不因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的丧失

而消灭。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权利人取得之后是独

立于成员权的用益物权，在其死亡之后，其享有

的合法财产权利自然应由其继承人继承，而不管

其继承人是否在同一农户中。而继承也并不是农

地权利的原始取得，是继承人依法享有的取得被

继承人遗产的权利。因此，上述对户籍非农化以

及单独立户的继承人的继承权的否定的论据并不

充分。 

（三）进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可行性分

析 

进城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主体依法取得

之后不得随意剥夺，并且充分考虑权利人的意愿

自行选择流转或者交回承包地。这对于促进城乡

之间的自由流动和保护促进农民手中权利的价值

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在编纂民法典

时，应认识到实践的需要，充分赋予土地承包经

营权人的继承人以继承权并且不限制继承人的范

围，不排除同一农户以外的其他继承人的权利。

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以及不应对继承人的范

围予以限制有其深刻的法理、习惯以及政策基础： 

首先，从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和继承的基本特

征来看，继承权是继承人依法享有的、能够无偿

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继承权作为一种财产

权利，具有以下特征：1.继承权以一定的身份关

系为基础；2.继承权的取得以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为基础；3.继承权的实现必须以被继承人的死亡

和留有遗产等法律事实为前提。[17]其中有疑问

的就是第二点，根据本文前述观点，享有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是集体成员，但其与农户这个概念中

的其他人在农地没有分割之前，对于农地各个成

员的关系应构建为准共有。我国《物权法》第 105

条规定“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同享有用益物权、

担保物权的，参照本章规定。”因此，各成员之间

是准共有。《物权法》第 103 条规定，共有人对

于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除具有家庭关系的以

外，视为按份共有。因家庭关系根据法律的规定

没有特别约定时就应是共同共有的关系。但是在

在发包时，承包地是根据成员的数量平等分配的，

家庭成员应对承包地平等的享有属于自己的份额，

因此在份额上应设计为家庭成员之间的按份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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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于自己份额的权利，也

更有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人可以按照自己

的意志对农地进行流转或者交回发包方，以更好

的发挥土地的价值。而按份共有人对于其享有的

份额享有独立的权利，除另有特别约定外，可以

随时请求分割。另《继承编》关于继承财产范围的

规定更向前了一步，《继承编》第 901 条采取了

概括式的立法，开放性更强，规定个人的合法财

产都可以继承，而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农地的份

额享有独立的权利，自然其继承人可以继承该份

额。 

其次，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独立的用益

物权，在权利人取得之后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就

不再具有身份性，虽然与其取得与人身联系比较

密切，但是不应以此作为否定一项完全的财产权

可以继承的理由。既然该权利是可以继承的，那

么继承人的范围也不应有所限制，不应限制在同

一农户范围内，否则会造成继承权人继承权的不

平等。 

再次，许多学者的问卷调查的结果反映出来

的结果是大多数农民的习惯做法都是认为农地是

可以继承的，并且是理所应当的。90.7%的农民相

信自己有把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继承留给自己子

女的权利。[18]但实际调查中，81%的受访者认为

实际上承包的土地是可以继承的……部分农户反

映了有人去世的实际情况是，即使该农民去世时

该承包户绝户，存集体也不会收回其承包地，一

般是默认由其子女继续使用。[19]从以上调查结

果来看，不论是否在同一农户内，农村普遍认同

的心理都是觉得土地是可以继承的，那么进城农

民的子女即使户籍非农化或者分门立户也可以继

承权利人的权利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第 10条将习惯作为民法的直接渊源，在没有

法律规定时，被上升为习惯法的习惯可以作为判

案的依据，也可以作为解释规则的参考。从这一

个规定来看，民法的制度构建不应当只是法律语

言的堆砌，更应反映共同的需要以及普遍认同的

公平正义。对农民的这种习惯做法给与法律上的

认可以满足人们对于法律的预期，也有利于促进

农民对于土地的长期稳定投入。 

最后，从政策上来看，2017 年 10 月 18 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长久

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2019

年 2月 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

（简称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意见提出要保持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土地承包关

系长久不变，承包地不随意调整，其关键就在于

农地是否具有可继承性。土地承包经营权可继承

则能继续延续不发生调整，既不影响土地承包关

系，也不影响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使得土地承

包关系更加稳定，使得农民以及农业经营主体更

放心地投入农地的生产。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制度重构 

《土地承包法修正案》仍然对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继承采取回避态度，立法上对该问题对于实

践的指导仍然没有进展。在编纂民法典之际，应

在物权编中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可以继承的。

在继承编中，由于继承编对于遗产的范围采取了

概括式的立法，并且删除了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

收益可继承的规定，就不用再单独规定土地承包

经营权可以继承，直接在物权编中予以确认。但

由于农民种许多进城农民的职业以及户籍的非农

化，出于对于农业规模经营和耕地红线不突破的

考虑，应在继承编中对于继承方式以及遗产分割

的规则作出特别规定。 

（一）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性 

《土地承包法修正案》在 24 条第 2款规定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这可以解读

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为家庭成员而不是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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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修订并没有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

继承性，依然没有回应司法实务的需要以及学界

的争议，学界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

可以对法律有不同的解读，没有明确、统一的规

定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判决理由不一致，损害司

法的权威。因此，应在编纂物权编时进行制度设

计，明确具体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继

承，以符合我国农民的实际需要以及土地承包经

营权作为一项物权应具有的属性。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设计 

由于法律规定农地的承包方为集体经济组织

的农户，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成员在分配的土地

上进行共同的耕种和共同的生产经营。因此有学

者认为成员享有的农地份额是不可分割的，有成

员死亡产生的法律后果应是其他成员权利的自然

延伸或者在家庭农户成员全部死亡后权利消灭。

根据这种观点继承就不会发生。但如前文所述，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权利人的一项财产，权利人

的继承人继承其合法遗产是理所应当的。在农地

发包时，是按照个体的数量平等进行分配的，在

形成家庭对于农地准共有的情形下，每个家庭成

员对农地享有同等份额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对

自己享有份额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遵循法律规定

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流转的权利。这是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人的应具有的权利。

为了尊重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意思自治应将共有

设计为按份共有，权利人的继承人在继承份额之

后，有分门立户以及户籍非农化的情形也可以选

择将权利流转或者将承包地选择交回发包方。 

（三）继承编中的特殊规则设计 

进城农民这一群体的继承人很多存在生活、

职业、教育、社会保障的非农化的情况，对其合法

享有的继承权在法律上应予以承认。但是出于对

农村土地集约化以及规模化经营和维护农村土地

稳定的考虑。在继承编对农地的分割规则进行制

度设计时应作出特殊规定。在制定农地的分割规

则时可借鉴法国农用地继承中的优先继承和单独

继承制度。单独继承即仅把农场继承给一个最具

有农业经营能力的继承人；优先继承即从事农业

耕作的继承人享有农场的优先分配权。[20]参考

该制度设计，在继承编中可规定，从事农业耕作

或者具有农业经营能力的人可以优先分得土地承

包经营权，对于享有继承权未分得应有份额的继

承人由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人给予经济补

偿。 

（四）农地用途限制以及配套规则设计 

进城农民的继承人存在户籍以及职业非农化

的情形，这部分继承人继承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之

后长期未从事农业生产，可能导致农地的用途被

破坏。因此，应强调农地的用途限制，不得将农地

用作其他用途。除此之外，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

本身具有一定的期限，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

的继承人所继承的权利也应在该期限内。至于在

期限届满后是否还能继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原始取得必须满足在期限届满后继承人是否满

足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的标准。但我国对于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标准存在地区之间的差异，

没有统一的标准。成员标准认定规则作为民事基

本制度的重要问题，应在法律上规定一个统一的

标准。以此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并确

定在此之上所能取得的权利，回应现实中产生的

问题。另，当进城农民子女或者近亲属继承土地

承包经营权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之后，如果不

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就不应享有对该

群体的保障带来的福利。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

承人不是本集体成员时，其可以继承土地承包经

营权，但是必须承担向集体经济组织交纳承包费

的义务；并且在发生继承时，要按照市场规则重

新评估与确定土地承包费数额。这是土地承包经

营权继承机制的合理变革，既符合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法律本性，又符合农村改革的政策取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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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继承是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长久稳定的保证，而农地的长期化和稳定化是

实现农业现代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前提。盘活

农村的经济需要以农村土地为突破口，农地的规

模化经营与户籍制度改革还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等配套制度的完善同步进行，使农民职业化。

待城乡社会保障力度统一化，逐步取消对土地承

包经营权原始取得的主体限制，以用途限制予以

替代主体限制，构建市场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以此改变城乡二元格局，改变城镇居民与农

民在享有的就业、保障体系以及教育等方面的不

平等，实现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 

*陈朝婷，四川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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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典型案例发布会在穗举行 

2022-06-24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80L6BeKl1cnWzYDpgOtAsw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典型案例发布

会在广州举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出席

并讲话，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胡云腾

对案例进行了介绍和点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龚稼立出席会议。 

 

陶凯元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发布三年多来，最高法院先后发布了服务保障

“双区”和两个合作区建设的意见，与港澳签署

了 5 项司法协助安排和 1 项司法协助文件，授权

广东南沙、前海、横琴三家法院与澳门直接相互

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支持广东在简化

区际司法协助程序、依法行使跨境商事案件管辖

权、吸收借鉴港澳诉讼程序规则、聘请港澳调解

员陪审员、拓展区际法律查明渠道等方面先行先

试，具有中国特色的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体系初

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为推进粤港澳司法规则衔接、

促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

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陶凯元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涉外涉港澳审

判是开展对外司法合作交流和宣传展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要坚守“一

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不断提升运用法

治手段防范风险、化解纠纷的能力和水平。要坚

持公正司法，继续贯彻各类市场主体诉讼地位平

等、法律适用平等和法律责任平等的原则，积极

倡导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的理念，切实维护好湾

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不断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法治软实力和全球影响

力。要坚持改革创新，在充分尊重三地司法理念

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推进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一

体化协调发展，继续探索规则对接衔接新路径，

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领域的整

体竞争力和吸引力。 

胡云腾表示，这次广东高院携手中国法学会

案例法学研究会，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案例研究基

地这个平台，共同发布 20个典型案例，这些案例

体现了湾区内地法院坚持平等保护，依法保障境

内外主体合法权益；准确适用民法典，有力护航

大湾区人民安居乐业；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持续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化三地司法协助，积极

推动司法规则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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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典型案例以中、英、葡三语发布，涵盖跨

境投资、跨境贸易、跨境婚姻、仲裁司法审查和执

行以及区际司法协助等多个领域，既有传统的民

商事案件，也有涉及民法典实施后的新类型案件，

既有适用内地法律的案件，也有适用港澳法律的

案件。截至目前，广东高院已发布了 80个跨境纠

纷典型案例。2019年以来，共审结涉外涉港澳案

件 5.8 万件，海事海商案件 5406 件，区际司法协

助案件 8694 件。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教授安然，全国人大代表、宝武集团中南钢铁有

限公司总裁、广东省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李世

平，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广东律

师协会会长肖胜方，新闻媒体记者出席了发布会。 

广东高院常务副院长钟健平通报了有关情况，

副院长万国营主持发布会，副院长洪适权、林碧

艳出席会议。 

 

一、人防公司诉粤和兴公司、太平洋保险深圳分

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认定国际帆船比赛中无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参赛者对碰撞事故不承担责

任，完善赛事侵权规则 

二、蓝某诉马高公司与公司有关的民事纠纷案—

—适用香港法律保护香港公司董事知情权，规范

公司治理 

三、广发信德公司诉富领公司等与公司有关的民

事纠纷案——适当履行跨境“对赌协议”，保护投融

资双方合法权益 

四、周某仪等诉罗某胜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

—精准识别正确援引冲突规范，妥善化解跨境商

事纠纷 

五、彭某明诉绿缘公司解散公司纠纷案——审慎

认定港资公司僵局，保护股东合法权益 

六、关某诉介某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案

——依约认定员工辞职后股权激励份额归属，保

护跨境投资者权益 

七、陈某慈、青上公司诉陈某贵等侵权责任纠纷

案——适用香港法律认定香港公司股东会决议效

力， 维护公司治理秩序 

八、澳门华人银行诉周某华、尹某艳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案——依约适用澳门法律解决跨境金融纠

纷 

九、迦德公司诉诚禧贸易部、麦某转等买卖合同

纠纷案——在香港法院起诉构成在内地诉讼时效

的中断 

十、徐某道诉梁某威居住权纠纷案——适用民法

典新规定保护当事人居住权 

十一、梁某培诉协城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依法判决履行“无理由退房”承诺，维护诚实信

用 

十二、赵某婷诉周某娣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准

确认定涉港婚姻关系变化对夫妻财产关系的影

响， 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十三、霍尼韦尔公司诉林某鹏、林某权、林某畅 

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依法惩治侵犯跨国企业商

标权的行为，维护竞争秩序 

十四、星辉公司诉正凯公司、李某不正当竞争纠

纷案——混淆知名电影作品名称构成不正当竞争 

十五、何某豪等诉天一公司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

纷案——港澳居民在内地遭受人身损害按受诉法

院所在地城镇居民标准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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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樊某仪、郭某妹诉黄某弟等海上人身损害

责任纠纷案——利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多方联

动化解涉港澳纠纷 

十七、WS 公司诉宏柏公司等合同纠纷案——人民

法院委托香港调解员适用香港调解规则 化解跨

境纠纷，探索两地调解规则衔接 

十八、越秀物业公司诉曼思顿公司、曾某文等物

业合同纠纷系列案——人民法院委托香港调解员

就地高效化解跨境纠纷， 探索两地调解机制对接 

十九、显崇公司申请认可香港判决案——依法认

定香港法院管辖条款的排他性，认可香港法院判

决 

二十、德美公司诉光启公司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

全——履行内地与香港仲裁保全安排，探索司法

协助新机制 

案例一 

人防公司诉粤和兴公司、太平洋保险深圳分公司

侵权责任纠纷案——认定国际帆船比赛中无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参赛者对碰撞事故不承担责任，

完善赛事侵权规则 

基本案情 

中国杯帆船赛组委会发布第十届中国杯帆船

赛赛事公告载明：赛事在深圳及香港水域举行，

执行《国际帆联帆船竞赛规则 2013-2016》（RRS）。

人防公司 “白鲨号”游艇、粤和兴公司“中国杯

24 号”游艇自愿报名参赛。“中国杯 24 号”在

太平洋保险深圳分公司处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

竞赛期间，上述游艇发生碰撞并不同程度受损。

粤和兴公司确认“中国杯 24 号”违反竞赛规则

第 11条，但主张当时处于激烈竞赛环境中，对案

涉事故的发生没有主观上的过错，并主张“白鲨

号”违反竞赛规则第 14条，应承担案涉事故的主

要责任。因双方对事故责任和赔偿金额未能达成

一致，人防公司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粤和兴公

司向其赔偿船舶修理费用等损失共计 514,459 元，

太保深圳分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向人防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粤和兴公司反诉请求人防公司向其

赔偿船舶维修费用等损失共计 429,352 元。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本案属于船舶碰撞

损害责任纠纷，综合两船违规程度等情况，酌定

“中国杯 24号”和“白鲨号”对事故各承担 90%

和 10%的责任，判令双方按照相应比例赔偿对方船

舶维修费等损失，太保深圳分公司在保险 责任范

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

为，本案为帆船竞赛中发生碰撞事故引发的侵权

损害赔偿责任纠纷，双方帆船系自愿参加具有一

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关于自甘风险的规定

认定双方责任，不宜以违规即认定构成侵权。本

案双方游艇对案涉事故的发生均不存在故意或重

大过失，均不得请求对方承担侵权责任。故撤销

原判，改判驳回人防公司、粤和兴公司的本诉和

反诉请求。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自甘风险规则认定帆船

竞赛碰撞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明确致害人如无故

意或重大过失，仅违反竞技规则并不构成民事侵

权，为国际帆船运动提供法律保障。 

案例二 

蓝某诉马高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适用香

港法律保护香港公司董事知情权，规范公司治理 

基本案情 

马高发展有限公司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

1992年 12月 31日、2016年 1月 7日马高公司的

周年申报表复印件记载，该公司共发行普通股 8

股，由股东陈某辉、蓝某、蓝某强、蓝某文每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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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 股，该公司的董事也即上述 4 位股东。2017

年 12月 12日马高公司的股东决议记载：2007年

3 月 8 日公司出具的股权证明书已失效，公司股

权以股东登记册上的记录为准。蓝某文、蓝某强、

蓝某芬在该决议中签字。蓝某提起诉讼，请求确

认马高公司 2017年 12月 12日股东决议无效，判

令马高公司提供会计记录，交还公司房产的不动

产产权证书并支付出租该不动产的租金收益。 

裁判结果 

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蓝某的诉

讼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2017年

12 月 12 日马高公司的股东决议经由合计持有马

高公司 75%股份的 3位股东及该公司 75%的董事签

字确认，已达到香港法律关于公司特别决议应获

最少 75%的多票通过的表决比例要求，且不存在违

反公司章程细则或相关法律规定而应当认定为无

效的情形。依照香港法律的规定，如董事提出要

求，则该公司须免费向该董事提供会计记录；蓝

某作为马高公司的董事，有权查阅马高公司的会

计记录。故改判马高公司向蓝某提供公司会计记

录复印件，驳回蓝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注册登记地法律即香港法

律认定股东决议效力，并根据香港法律规定，支

持董事查阅公司会计记录，保护香港公司董事的

知情权。 

案例三 

广发信德公司诉富领公司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

——适当履行跨境“对赌协议”，保护投融资双方

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10年，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香港

企业富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外国企业普罗菲莫

开发有限公司等签订协议，约定：广发信德公司

出资 1250 万元对目标公司增资；目标公司 2012

年的实际净利润低于预测净利润 3500万元时，富

领公司、普罗菲莫公司按照预测净利润与实际净

利润的差值和广发信德公司的持股比例支付业绩

补偿金；实际净利润低于预测净利润 3500万元的

80%时，广发信德公司有权主张富领公司、普罗菲

莫公司回购股份；未经广发信德公司同意，富领

公司、普罗菲莫公司不得向他人出质其持有的目

标公司股权，否则应支付广发信德公司投资额 10%

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广发信德公司出资成为

目标公司的股东。目标公司 2012年度净亏损 2414

万元。广发信德公司于 2014年主张富领公司、普

罗菲莫公司回购股权。2017年，普罗菲莫公司将

其所持目标公司股权出质给案外人。广发信德公

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富领公司、普罗菲莫公司

回购股权，按照 2012年实际净利润为-2414万元

计付该年度业绩补偿金 296 万元，并支付擅自出

质目标公司股权的违约金 125万元。 

裁判结果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富领公司、普

罗菲莫公司向广发信德公司回购股权，按照 2012

年实际净利润为 0 元支付该年度业绩补偿金 146

万元，并支付违约金 125 万元。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二审认为，广发信德公司关于回购股权及支

付业绩补偿金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广发信德公

司主张将目标公司 2012 年的实际净利润取为负

值计算业绩补偿金，系请求其他股东对该年度以

后目标公司以其利润弥补亏损的部分作出补偿；

广发信德公司售出其所持目标公司股权以后，即

不再具有该公司股东身份；此后目标公司其他股

东出质该公司股权的行为和该公司以其利润弥补

此前年度亏损的行为，对已退出目标公司的广发

信德公司已无实际影响；在广发信德公司关于回

购股权的诉讼请求已获支持的情况下，其关于富

领公司、普罗菲莫公司就擅自出质目标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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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故改判

驳回广发信德公司该部分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认定“对赌协议”中当事人依据保

障目标公司正常经营的违约金条款和业绩补偿条

款主张权利的，须以其具有目标公司投资者身份

作为前提。依法支持当事人根据“对赌协议”主

张权利，平等保护投融资双方的合法权益。 

案例四 

周某仪等诉罗某胜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精

准识别正确援引冲突规范，妥善化解跨境商事纠

纷 

基本案情 

曙天—富利（香港）有限公司 2008年 8月 15

日的《周年申报表》显示，公司股东为冯某亮、罗

某胜、冯某红，董事为罗某胜、冯某红。2008年

12 月 19日，曙天公司召开股东会，罗某胜、冯某

红出席会议，决议同意将曙天公司持有的广东华

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2.87%股权以 221.4万美元

转让给佛山市顺德区智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后

曙天公司与智富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周某

仪与冯某亮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三名子女，冯

某亮于 2001年 11月 17日死亡，未立遗嘱，其生

前经常居住地为内地。周某仪以罗某胜、冯某红

未通知周某仪等继承人参加曙天公司股东会议，

擅自通过公司决议程序违法为由，起诉请求确认

曙天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华声公司股权的股东会议

决议无效，曙天公司与智富公司签订的《股权转

让协议》无效，罗某胜、冯某红赔偿周某仪损失及

相应利息。 

裁判结果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周

某仪作为冯某亮的配偶能否继承冯某亮的股东权

益，应适用内地法律；冯某亮对曙天公司享有何

种权利，以及罗某胜、冯某红是否侵害曙天公司

权利从而侵害冯某亮的股东权益，应适用香港法

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的规定，对冯某亮享有的曙天公司

股权，周某仪有权主张法定继承。根据香港《公司

条例》的规定，罗某胜、冯某红决议转让曙天公司

持有的股权，该会议召集程序及决议内容均不违

反香港有关法律规定，亦未损害周某仪的继承权

益。另外，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

律适用法》第七条的规定，周某仪主张赔偿损失

的诉讼请求时效问题应适用香港法律。案涉股权

转让已于 2008 年完成，周某仪于 2016 年提起本

案诉讼，已超过香港《时效条例》规定的 6 年诉

讼时效期间。故判决驳回周某仪等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法律关系分别确定法律适

用的原则，对同一案件中所涉的法定继承、公司

股权转让行为效力及诉讼时效问题，分别适用内

地法律和香港法律，有效化解跨境商事纠纷。 

案例五 

彭某明诉绿缘公司解散公司纠纷案——审慎认定

港资公司僵局，保护股东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香港居民彭某明系佛山市绿缘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股东、董事，其持股比例为 33.5%。在公司经

营过程中，彭某明认为绿缘公司因各董事之间对

立，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彭某明遂提

起诉讼，请求解散绿缘公司。 

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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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支持彭某明

解散绿缘公司的诉讼请求。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认为，公司僵局的判断标准是公司内部决策

机制失灵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应当

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彭某

明等提交的证据仅表明各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方

面存在矛盾，但该矛盾可以通过公司的内部治理

方式解决，不足以证明导致公司经营出现严重恶

化，从而导致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绿缘公司

客观上仍存在召开股东会解决公司内部问题的机

会，且该公司从事的林木种植行业，需长期经营

方能产生经济效益，若中途解散公司，将有损股

东权益。故改判驳回彭某明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不存在公司内部决策机制

失灵的情况下，不以股东内部矛盾轻易解散公司，

有效维护公司正常经营秩序。 

案例六 

关某诉介某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案——

依约认定员工辞职后股权激励份额归属，保护跨

境投资者权益 

基本案情 

香港居民关某是广州埃信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的合伙人之一，介某等 6 人是埃信合伙

企业的员工。为激励员工积极性，关某与介某等 6

名员工分别签订《股权激励协议》，约定将埃信合

伙企业 1.18%至 2.36%不等的份额赠与介某等 6人，

介某等 6 人成为埃信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签订协

议半年后，介某等 6 人陆续离职。关某要求 6 被

告办理退股和转股手续，将所占的埃信合伙企业

的份额返还给关某，被介某等 6 人拒绝，关某遂

起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埃信合伙

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发生在内地，根据最密切联系

原则，内地法律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关某

与介某等六人签订的《股权激励协议》合法有效，

合伙财产份额已经转让。根据《股权激励协议》的

约定，若介某等人非正常离职，则自动丧失其享

受合伙企业股权激励的资格，其持有的全部合伙

财产份额由关某无条件无偿收回。现介某等 6 人

非正常离职，应当将其所持有的合伙财产份额返

还给关某。故判决介某等 6 人返还合伙企业财产

份额，并协助关某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当事人未

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依照《股权激励协议》的约定，认定

员工受赠股份后非正常离职，有悖企业股权激励

的合同目的，构成违约，依法保护香港合伙人的

投资权益。 

案例七 

陈某慈、青上公司诉陈某贵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适用香港法律认定香港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

维护公司治理秩序 

基本案情 

富利香港有限公司是广东佛山青上肥料制造

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富利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

罢免陈某慈富利公司董事及青上公司董事长职位、

任命陈某贵为青上公司董事。陈某贵依据上述决

议，取走了青上公司公章。陈某慈、青上公司认为，

陈某贵取走并滥用青上公司公章的行为已构成侵

权，遂提起诉讼，要求陈某贵停止进行青上公司

工商变更登记的侵权行为，并返还青上公司公章。 

裁判结果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富利公司

系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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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

规定，应适用香港法律对富利公司股东会决议的

效力进行审查。根据香港《公司条例》以及香港律

师出具的法律意见，富利公司股东会的召开未达

到有效的法定人数，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因此，

该决议作出的任命陈某贵为青上公司董事的事项

亦不具备法律效力，陈某贵无权代表富利公司对

青上公司行使权利，其取走青上公司公章且拒不

返还的行为已侵犯青上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但因

青上公司已对公章作遗失处理，公章无返还必要。

陈某贵虽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递交了变更青上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申请，但该申请已被青上公司

撤回，陈某贵的行为并没有产生相应法律后果。

故判决驳回陈某慈、青上公司的诉讼请求。佛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依据公司注册登记地法律即香港法

律，准确认定香港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有效

化解公司因自治机制失灵而产生的内部矛盾，维

护公司经营稳定。 

案例八 

澳门华人银行诉周某华、尹某艳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案——依约适用澳门法律解决跨境金融纠纷 

基本案情 

周某华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向澳门华人银行

出具《借款契据》，约定周某华向华人银行办理投

资贷款，未订明事项一概依照澳门现行法例办理。

《借款契据》及相关资料签订之后，华人银行依

约向周某华发放贷款港币 94 万元。2018 年 9 月

24 日之后，周某华的账户未有足够的款项扣款还

贷。华人银行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支付剩余借款

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裁判结果 

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借款

契据》约定，案涉合同条款争议应适用澳门法律。

澳门执业律师麦某业出具《法律意见书》，查明案

涉澳门《民法典》、澳门《商法典》、澳门《民事

诉讼法典》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9/2006 号行政

命令相关内容。法院经审理采信《法律意见书》的

法律查明内容，判令周某华依约向华人银行偿还

剩余贷款本金港币 731905.89 元及相应利息和律

师费。当事人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约定适用澳门法律审

理跨境商事合同纠纷，认定违约方应承担的民事

责任，保障跨境金融交易秩序。 

案例九 

迦德公司诉诚禧贸易部、麦某转等买卖合同纠纷

案——在香港法院起诉构成在内地诉讼时效的中

断 

基本案情 

佛山市顺德区尚桦塑料贸易部（以下简称尚

桦公司）以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诚禧塑料贸易部

（以下简称诚禧贸易部）的名义向迦德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迦德公司，香港公司）购买塑胶，

随后其再将塑胶转售给诚禧贸易部。双方交易时，

《签收单》和提单上加盖了“诚禧贸易部”的印

章，载明逾期欠款加收每月 2%的利息。迦德公司

交付货物后，诚禧贸易部（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

人麦某转向其签发了支票，但支票均未被兑现。

迦德公司以其未收到货款为由在香港法院对麦某

转提起诉讼，但因香港法院委托内地法院送达司

法文书未成功，迦德公司遂向内地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诚禧贸易部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并请

求麦某转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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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香港

法院委托内地法院送达的法律文书并未实际送达

诚禧贸易部和麦某转，该起诉不构成法律规定的

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迦德公

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迦德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

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迦德公司

就本案所涉债权已在香港法院提起诉讼。虽然香

港法院的司法文书送达结果为“不成功”，但迦

德公司并未怠于行使权利，其在香港法院提起诉

讼，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且直至 2015 年 12 月 9

日，该诉讼程序仍在持续，故本案诉讼时效可自

2015年 12月 10日开始重新起算。至《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日即 2017年 10月 1日，

本案诉讼时效尚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

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本案诉讼时效

至少应计算至 2018年 12月 10日届满，迦德公司

在 2018 年 9 月 18 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

超过诉讼时效。故撤销原判，判决诚禧贸易部、麦

某转支付货款。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当事人向香港法院起诉构

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促进内地与香港诉讼程

序的衔接，保护香港债权人合法权益。 

案例十 

徐某道诉梁某威居住权纠纷案——适用民法典新

规定保护当事人的居住权 

基本案情 

台湾居民徐某道与澳门居民梁某威系继母子

关系。梁某威的父亲于 2007年购入中山市一处商

品房。2011年，梁某威父亲与徐某道在香港登记

结婚。2014年，梁某威父亲去世。同年，徐某道

与梁某威签订协议约定：在未取得徐某道同意的

情况下，梁某威不得出售涉案房屋，徐某道可在

该房屋内居住至百年归老。后徐某道一直居住在

该房屋内。2019年，该房屋变更登记至梁某威名

下，但梁某威不配合办理居住权登记。2021 年 2

月，徐某道以居住权没有保障为由提起诉讼，请

求判决确认徐某道享有该房屋的居住权。 

裁判结果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认为，徐某道与梁某威

系继母子关系，日常交往较少。在梁某威父亲离

世后，双方虽然就该房屋的居住权签订了协议，

但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多次产生争执。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四章关于居住权的规

定，为了满足当事人稳定生活居住的需求，法院

进行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梁某威同意继续履行居住权协议，双方对日后梁

某威察看房屋的时间、方式等具体问题进行细化，

梁某威同意协助徐某道到登记机关办理居住权登

记。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充分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居住权制度的功能，促成澳门居民与其亲属就内

地房屋居住权达成调解，并办理居住权登记，确

保当事人“住有所居”。 

案例十一 

梁某培诉协城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依

法判决履行“无理由退房”承诺，维护诚实信用 

基本案情 

香港居民梁某培与台山协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梁某

培以分期付款方式向协城公司购买某商品房。

2019 年 5 月 22 日，双方签订《无理由退房协议

书》，约定如梁某培按之前所签合同履行义务，且

无违约行为，并支付总房款 30%及以上，便可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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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理由退房的权利。合同签订后，梁某培依时支

付前三期房款。2020年 2月 3 日，梁某培向协城

公司销售员申请退房，销售员称若退房则第四期

房款无需再交，但协城公司后又要求支付第四期

房款才可以退房。梁某培于 2020 年 3 月 5 日支付

第四期房款。协城公司以梁某培前三期购房款占

比为 29.99%（不足 30%）且逾期支付第四期购房

款为由，认为梁某培不符合退房条件。梁某培提

起诉讼，请求解除购房合同，并由协城公司向其

返还购房款。 

裁判结果 

台山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梁某培未在合同

约定的 2020年 2月 4日前交纳第四期购房款，系

因协城公司销售员所作的“若退房则无需继续支

付”的意思表示，梁某培有理由相信销售员有权

代表公司，且梁某培前三期交付的房款已达

29.99%，故梁某培的行为不构成违约。梁某培主张

按《无理由退房协议书》的约定解除购房合同并

返还购房款的理由成立，故判决支持梁某培的诉

讼请求。当事人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根据双方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结

合诚实信用原则，判决开发商履行“无理由退房”

承诺，维护湾区房地产交易秩序。 

案例十二 

赵某婷诉周某娣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准确认定

涉港婚姻关系变化对夫妻财产关系的影响，保障

当事人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赵某婷与林某良于 1992年 10月 24日在广东

省四会市登记结婚。1995年 2月 29日，林某良向

四会市粮食局出借 27万元。1995年 6月，四会市

粮食局与林某良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五年内还

清林某良的借款本息，否则将涉案房屋抵偿林某

良。1998年四会市粮食局将案涉房屋交付林某良

抵偿债务。林某良于 2000年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2000年 8月，林某良出具《协议书》，将

涉案房屋出售给周某娣。2002年 9月 5日，赵某

婷与林某良在四会市民政局协议离婚，双方没有

对涉案不动产进行分割。2003年 3月 27日，赵某

婷与林某良在香港登记复婚。2007 年赵某婷取得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2010年 1月 11日，涉案房

屋过户登记在林某良名下，并于 6 月 2 日过户登

记在周某娣名下。林某良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去

世。赵某婷提起本案诉讼，诉请确认周某娣与林

某良之间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裁判结果 

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周某娣与

林某良之间关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林某良以物抵债取

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事实发生于林某良与赵某婷

第一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双方当时的共同经

常居住地为内地，故涉案房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问题应适用内地法律。根据内地法律，该房

屋为夫妻共同财产。林某良与赵某婷离婚时没有

对涉案财产进行分割，涉案房屋仍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林某良在未经赵某婷同意的情况下，将房

屋转让给周某娣。周某娣对林某良与赵某婷的夫

妻关系及涉案房屋真实权属知情，未支付合理对

价，可认定其与林某良恶意串通，协助林某良恶

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故涉案房产买卖合同应认

定无效。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依据婚姻关系成立时双方共同经常

居所地法律确定夫妻财产关系应当适用的法律，

依法认定夫妻离婚时未分割的财产仍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维护当事人合法财产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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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三 

霍尼韦尔公司诉林某鹏、林某权、林某畅侵害商

标权纠纷案——依法惩治侵犯跨国企业商标权的

行为，维护竞争秩序 

基本案情 

霍 尼 韦 尔 国 际 公 司 （ 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nc.）是依照美国法律成立的公

司，该公司为 “Honeywell”注册商标权利人。

林某鹏未经“Honeywell”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先后雇请林某权、林某畅生产假冒上述注册商标

的条码扫描仪。后林某鹏等三人被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霍尼韦尔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林某鹏等三

人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认为，林某鹏等三人

的行为侵犯了霍尼韦尔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法

院综合考虑林某鹏在其淘宝店铺销售侵权产品盈

利所得、三人生产侵犯商标权产品市场价值、霍

尼韦尔公司注册商标知名度以及制止侵权行为的

合理费用等因素，判决林某鹏赔偿霍尼韦尔公司

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12万元，并酌定判令林某权、

林某畅分别在 2 万元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当事

人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侵权人为其假冒注册商标

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保护跨国企业知识产权。 

案例十四 

星辉公司诉正凯公司、李某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混淆知名电影作品名称构成不正当竞争 

基本案情 

1999年电影《喜剧之王》在香港上映后获得

了较高的票房收入，在香港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并于 1999 年至 2015 年期间被内地媒体持续报道

和推介，视频网站至今仍提供该电影的在线播放

服务。该电影导演之一李某和正凯公司于 2018年

发布被诉侵权电视剧《喜剧之王 2018》及演员海

选试镜会的微博，准备筹拍该剧，同时宣传“连

续剧版#喜剧之王#”、“《喜剧之王 2018》电视

连续剧改编自 1999年喜剧电影《喜剧之王》”等。

电影《喜剧之王》的著作权人星辉公司提起本案

诉讼，主张李某和正凯公司存在仿冒混淆有一定

影响的电影作品名称以及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

竞争行为，请求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喜剧

之王 2018》电视剧，与电影之间属于类似商品，

被诉行为易使相关公众误以为该剧是电影《喜剧

之王》的电视剧版或者续集，相关行为构成仿冒

混淆有一定影响的电影作品名称及虚假宣传不正

当竞争行为，判令李某和正凯公司刊登声明消除

不良影响，并赔偿星辉公司经济损失 1 元及合理

支出 12 万元。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在内地具有较高知名度的

香港电影名称，属于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依

法维护粤港澳大湾区影视市场的竞争秩序。 

案例十五 

何某豪等诉天一公司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

—港澳居民在内地遭受人身损害按受诉法院所在

地城镇居民标准赔偿 

基本案情 

2019年 3月 12日，香港居民何某豪、何某慧

的父母驾驶的渔船“珠桂6234”轮与浙江天一海

运有限公司所属的“天一 5”轮在珠江口担杆水

道第二通航分道发生碰撞，造成“珠桂 6234”轮

全损，何某豪、何某慧的父母不幸身故。广州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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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处调查事故后，认定“珠桂 6234”轮负事故

主要责任，“天一5”轮负事故次要责任。何某豪、

何某慧提起诉讼，主张其父母为香港居民，应按

照香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

等各项损失。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

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人均纯收入

标准计算。本案“珠桂 6234”轮为粤港澳流动渔

船，入会港为广东省珠海市桂山，碰撞事故发生

在珠海海域，故判决按照珠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当事人未提起上

诉。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根据港澳流动渔船碰撞事故发生地，

依法确定香港居民在内地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标

准，平等保护境内外诉讼主体合法权益。 

案例十六 

樊某仪、郭某妹诉黄某弟等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

纷案——利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多方联动化解

涉港澳纠纷 

基本案情 

“珠香 1746”渔船的船籍港为香港，船舶所

有人为澳门居民周某贵。2019年 4月 18日，“珠

香 1746”渔船在广东省珠海大万山岛南面作业时

失去联系。后经搜救确认该渔船沉没，船上包括

周某贵在内的 8 人无一生还。樊某仪、郭某妹作

为遇难内地渔工的近亲属提起诉讼，请求周某贵

的继承人即澳门居民黄某弟、周某昇、周某渟支

付人身损害赔偿款。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在诉前联合珠海市港澳流动渔

民协会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顺利解决了澳门当

事人的送达问题，并查清了周某贵的继承人情况。

立案后，安排熟悉澳门当地社会背景、法律环境

的澳门陪审员作为合议庭成员，并联合珠海市港

澳流动渔民协会继续开展调解工作。在案件审理

过程中，借助授权见证平台连线澳门、珠海两地，

完成了澳门当事人的跨境授权见证。经调解，各

方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广州海事法院出具

调解书予以确认。黄某弟等人已主动履行全部义

务。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利用智慧法院网络平台，集中行业

协会、澳门陪审员等多方参与，妥善化解涉港澳

渔民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案例十七 

WS 公司诉宏柏公司等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

委托香港调解员适用香港调解规则化解跨境纠

纷，探索两地调解规则衔接 

基本案情 

2014年 11月， 香港企业 Water Solutions

（HK）Limited即 WS公司与宏柏家电（深圳）有

限公司、深圳市宏宇大成投资有限公司、龙某川、

吴某伟等发生纠纷，WS公司向美国仲裁协会国际

争议解决中心国际仲裁庭申请仲裁，该仲裁庭作

出仲裁裁决，裁决宏柏公司等向 WS公司支付各类

损失 370余万美元。2018年 5月，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承认并执行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书。

2018年 4月至 7月，宏柏公司与龙某川等配合将

公司的全部财产转移。WS公司提起诉讼，请求确

认宏柏公司与龙某川等之间的土地、房产、股权、

应收账款等转让行为无效。 

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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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导入先行调解程

序，委派香港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调解员在沟

通过程中采用香港的“促进式调解规则”，着重

引导当事人如何确认“无争议事实”，了解其真

正需求。同时，调解员注重做好当事人的“情绪

管理”，通过在线沟通等多种方式，舒缓当事人

不满情绪，再寻找适当时机将当事人带回谈判思

路中。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WS公

司申请撤回了起诉。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聘请香港特邀调解员，通过在线调

解方式适用香港调解规则化解跨境纠纷，体现了

粤港两地的规则衔接。 

案例十八 

越秀物业公司诉曼思顿公司、曾某文等物业合同

纠纷系列案——人民法院委托香港调解员就地高

效化解跨境纠纷，探索两地调解机制对接 

基本案情 

香港居民曾某文等 20 人在广东省佛山市禅

城区购置房产，并与广州越秀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禅城区分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协议》，由越秀物业

公司向曾某文等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此后，曾

某文等又与佛山市曼思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代管协议，约定将上述房产交由曼思顿公司代租

代管，并由曼思顿公司缴纳物业管理费。后因曼

思顿公司及各业主均未缴纳物业管理费，越秀物

业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曼思顿公司、曾某文等人

支付拖欠的物业管理费。 

裁判结果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发现受

疫情影响，香港当事人有的无法联系，有的不能

参加庭审，有的认为无需承担责任。为保障当事

人合法权益，法院委托香港特邀调解员对案件进

行调解。调解员在接受委托后，按照业主的香港

电话号码和香港地址，逐一与 18 名业主取得联系

并送达法律文书，耐心解释内地关于物业管理方

面的法律规定以及作为业主与酒店管理公司之间

关于物业托管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后，18名业主

缴纳了物业管理费，越秀物业公司申请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探索委托香港特邀调解员在香港协

助送达并成功调解纠纷，降低了当事人的跨境维

权成本。 

案例十九 

显崇公司申请认可香港法院判决案——依法认定

香港法院管辖条款的排他性，认可香港法院判决 

基本案情 

2018 年 4 月 24 日，显崇公司与许某阳签订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显崇公司将目标公司股

份转让给许某阳。协议争议解决条款约定，任何

一方均可就争议向香港法院起诉。2019 年 11 月

15 日，显崇公司以未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由向

香港法院起诉许某阳。香港法院于 2020年 3月 9

日作出案件编号为 HCA2117/2019 号终局判决书，

判令许某阳向显崇公司支付相关款项。显崇公司

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认可上述判决。 

裁判结果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涉案管辖

条款表明在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时可以向香港法

院起诉，且没有表明当事人有权选择香港法院以

外的其他法院起诉，故该管辖条款为《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

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

第三条所规定的香港法院“具有唯一管辖权的协

议”。许某阳已经合法传唤，本案不存在安排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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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条规定的应当裁定不予认可和执行的情形，显

崇公司的申请符合安排的规定，故裁定认可香港

法院判决。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依法认定管辖条款的排他性，从而

认可香港法院判决效力，促进香港法院判决在内

地流通，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更紧密的司法合作。 

案例二十 

德美公司诉光启公司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

履行内地与香港仲裁保全安排，探索司法协助新

机制 

基本案情 

德美企业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向香

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请求深圳光启合众科

技有限公司等支付股权转让款折合人民币

78,672,248.2元。因仲裁受疫情影响延期，为防

止光启公司转移财产，德美公司请求采取财产保

全措施，查封光启公司持有的其他公司股权。2020

年 5月 11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将德美公司的保

全申请书等材料提交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德美公司请

求查封的光启公司持有的股权已被质押，且光启

公司已涉其他诉讼，属于《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

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第

五条第三项“情况紧急，不立即保全将会使申请

人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使仲裁裁决

难以执行”的情形。故裁定冻结光启公司持有的

其他公司股权，价值以人民币 78,672,248.20 元

为限。征得德美公司同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委托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向德美公司转交了民事裁

定书。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适用《仲裁保全安排》，准许香港仲

裁程序中当事人的财产保全申请，并尝试在当事

人同意的情况下，由香港仲裁机构在香港向当事

人转交内地法律文书，拓宽司法协助新路径。 

“未”爱发“令”！金山法院首次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原创：2022-06-27 上海金山法院 民庭 

https://mp.weixin.qq.com/s/ucyNvgByfX2VmLUoinOEAg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七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百一十

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十

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责令如下： 

你应当依法积极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做好对

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在不影响儿子 XXX 正常

学习生活的情况下，征得其本人同意，多与儿子

XXX 相处，主动增进情感联系和沟通交流，关心、

关注、关爱儿子 XXX 的生活学习和身心成长。努

力引导、培养 XXX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6月 27日上午，在一起否认亲子关系纠纷案

件宣判后，法官唐若愚并没有如往常让当事人直

接离开法庭，而是向案件所涉未成年人的父母双

方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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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宣读家庭教育指导令 

这是 2022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

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后，金山法院首次发出家

庭教育指导令。 

此次，金山法院共向两起家事纠纷中的双方

当事人，发出了 4 份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 2 对

父母接受人民法院安排的家庭教育指导。 

案件一 父亲无证据怀疑儿子并非亲生 

李先生与妻子周女士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

直到结婚 10年后，妻子周女士终于怀孕成功并顺

利生下儿子。两年后两人离婚，约定儿子随妻子

周女士共同生活。儿子今年已经 10周岁，但李先

生作为父亲却听到了周围邻居的“风言风语”，

说儿子和自己长得不太像，于是起了“疑心病”，

要求儿子与自己做亲子鉴定。母亲周女士非常气

愤，觉得前夫李先生是无中生有，对自己和儿子

人格进行侮辱，说到底就是不想付抚养费，拒绝

配合做亲子鉴定。 

李先生就将儿子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决

自己和儿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李先生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最终法院驳回

了李先生的诉讼请求。 

本案开庭审理后，法官心情沉重，简单的一纸

判决无法解决李先生和周女士的心病，而李先生

和周女士作为儿子的法定监护人，两人的矛盾将

影响一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 

儿子目前已经 10 岁，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

根据母亲周女士陈述，儿子在知道父亲李先生起

诉后，心情不佳闷闷不乐，和继父的关系也不太

融洽。 

 

 
△社工与当事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为帮助李先生和周女士改善不正确的家庭教

育，金山法院向李先生和周女士发出了家庭教育

指导令，并邀请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金山工作站的王文梅社工和张园社工参与对李先

生和周女士的家庭教育指导，开展面对面、一对

一辅导，解答他们对子女教育的困惑，围绕构建

良好亲子关系等方面进行指导，并且今后半年时

间内，将每月对李先生、周女士对儿子的家庭教

育情况进行回访跟踪。 

案件二 夫妻离婚却都不要亲生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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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与张女士都是来沪打工人员，两人于

2014 年因工作相识，2015 年生育了长子小跃，

2017年登记结婚，同年 12月生育了次子小嘉。结

婚初期，王先生与张女士感情尚可，但 2020年开

始，两人因为生活琐事产生了矛盾，并开始分居。 

此后，王先生将两个儿子带走交给自己母亲

照看。现王先生起诉离婚，张女士表示同意离婚，

但双方都要求次子小嘉随对方共同生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父母均有抚养照顾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虽然

王先生和张女士就解除婚姻关系达成了一致意见，

但双方均以各种理由不主张次子小嘉的抚养权。

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考虑，法院难以

支持王先生的离婚诉请，最终驳回了王先生的诉

讼请求。 

本案审理后，王先生和张女士对次子小嘉抚

养问题的态度让法官倍感担忧。父母闹离婚，孩

子原本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更何况现在两人还都

不愿意抚养小嘉。孩子的权益该如何保障，孩子

以后的教育和生活又该如何安排？ 

 

 

 

△社工与当事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为了帮助王先生和张女士正视子女抚养问题，

改善不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金山法院向王先生

和张女士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并邀请了上海

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金山工作站的张雪婷

社工和彭燕社工对两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通过

面对面，一对一的辅导，分析他们在家庭教育中

存在的问题，解答他们的疑惑，并且在今后半年

内，将定期就王先生、张女士对两个儿子的抚养

和教育情况进行回访，监督他们切实增强家庭责

任感，履行好为人父母的责任。 

法官说法 

2022年 1月 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

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从此家庭教育从“家事”

上升为“国事”，中国父母也进入了“依法带娃”

的新时代。 

父母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第一任老师，不

仅仅只是满足孩子的吃穿住行，更多的应当是用

正确的方法和自己的言传身教去影响孩子，使未

成年人形成良好的品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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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父母分居或离异的，也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

庭教育责任，双方应当管控分歧，不能因为父母

的矛盾而影响未成年人的正常身心健康发展。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十条、第三十四

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父母双方任何一方不得

拒绝或怠于履行家庭教育；除法律另有规定，任

何一方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人民法院

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对有未成年人的夫妻双

方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

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

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

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 

预告丨家事审判贯彻落实民法典大放送！6 月 28 日聚焦北京一中院官

方微博！ 

2022-06-27 法暖家事 一中院家事审判 

https://mp.weixin.qq.com/s/a0LOKxtept92o-rdoCR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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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妇女权益保障法》大修进行时 

原创：2022-06-27 法治科学计量与评价中心 SECRL 

https://mp.weixin.qq.com/s/dXCm6z2_fKSiK5VttG1Q-g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为了

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充分发挥

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根据宪法

和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法律。该法于 1992年

制定，并在 2005年、2018年经两次修订。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妇女权益保障也迎来

了新的局面。2021年 12月 20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2022年 4月

1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在

北京开幕。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等提请会议

审议。 

近期，公众号将围绕《妇女权益保障法》开展

一系列法律专题调研和数据分析，旨在为大家更

好地梳理《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法律内容变迁

和法学研究主题的变更。 

案例分析 

裁判文书是司法文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代表国

家行使审判权，就案件实体和程序问题依法制作

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诉讼文件[1]。裁判文书记载了

人民法院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是审判活动的综

合体现，是对案件全部审判过程的客观反映和理

性总结，是诉讼活动结果和人民法院对审理案件

处理最终态度的唯一载体。裁判文书既体现了司

法权威与审判独立，也体现了法官的办案质量、

执法水平与判案能力。 

本期将围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侵害妇女权

益犯罪相关裁判文书开展案例分析，包括引用《妇

女权益保障法》法条的相关裁判文书、侵害妇女

权益犯罪判决书统计分析。从文书量、审理程序、

审理结果、地域分布、法条引用等维度统计分析

妇女权益相关案例情况，为相关法律工作者开展

工作和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 

年份统计 

本文基于“北大法宝”法律信息数据库对

《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进行分析。检

索到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裁判文书共计

30962篇，其中引用 1992年首次颁布的《妇女权

益保障法》有 279篇，引用 2005 年《妇女权益保

障法》有 18398篇，引用 2018年《妇女权益保障

法》有 12285篇。 

对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按年

份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

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最早年份

为 1992年，这与《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颁布时

间一致，随后直至 2009年，相关裁判文书数量较

少，均未满 100 篇，可能原因为当时裁判文书数

字化程度较低，裁判文书公开程度不高。2010年

之后，相关裁判文书数量呈快速增加态势，2019

年数量最多，为 4615篇。2019年之后数量有所减

少，可能原因为裁判文书公开的时滞性。 

 

图 1 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裁判文书数量年份统计 

文书类型统计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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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的文

书类型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图 2 所示。可以看

出，1992年以来，《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

文书绝大多数为判决书，占比 92.90%；其次为裁

定书，占比 1.42%；调解书占比 0.04%；决定书占

比 0.01%；其他文书占比 5.64%。 

 

图 2 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裁判文书类型统计 

审理程序统计 

对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的审

理程序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图 3 所示。可以看

出，审理程序为简易程序的相关裁判文书数量最

多，共有 10901篇，占比 35%；其次为二审裁判文

书，有 9003篇，占比 29%；一审裁判文书数量位

居第三，有 8791篇，占比 28%。 

 
图 3 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裁判文书审理程序统计 

终审结果统计 

对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的终

审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图 4 所示。可以看

出，二审维持原判的相关裁判文书数量最多，占

比 59%；其次为二审改判，占比 37%；再审维持原

判和再审改判的占比均为 2%。 

 

图 4 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裁判文书终审结果统计 

地域分布 

对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按审

理法院所在省份地区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广东《妇女权益保障法》案件最

多，相关裁判文书共计 6650篇；其次为湖南，相

关裁判文书共计 4906篇；海南《妇女权益保障法》

案件量位居第三，相关裁判文书共计 3044篇。从

地图上来看，《妇女权益保障法》案件量呈现明显

的地域差异，案件量较多的省份集中在南部、中

部以及东南部沿海地区。 

 

图 5 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裁判文书地域分布 

根据“七分法”划分地理区域来考察不同空

间维度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裁判文书数量

差异，得到结果如图 6所示[2]。可以看出，华南

地区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数量最

多，共计 11626篇，占比 39%[3]；其次为华东地

区，相关裁判文书共计 7556篇，占比 22%；华中

地区《妇女权益保障法》裁判文书数量位居第三，

共计 6494篇，占比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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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地理区域《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占比 

对不同地理区域的各省份地区的《妇女权益

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数量进行具体比较分析，

得到结果如图 7 所示。可以看出，所属东北、华

北、西南的省份地区裁判文书数量差异性较小，

所属西北、华中的省份地区裁判文书数量差异性

较大。例如同为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相比，

《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数量差异较小，

数量分别为 105篇、63篇、32 篇；同为西北的陕

西和青海、新疆、宁夏相比，《妇女权益保障法》

相关裁判文书数量差异较大，分别为 1851篇和 27

篇、27 篇、26 篇；同为华中的湖南和湖北相比，

《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数量差异极大，

分别为 4906篇和 138篇。 

 

图 7 不同地理区域下各省份地区《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

裁判文书数量 

不同省份地区《妇女权益保障法》裁判文书数

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侵害妇女权益的

情况，但可能受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文化风俗

差异、人口基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受教育程度

等因素影响。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省份

地区经济数据[4]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5]，将

各省份地区《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数

量和人口、地区生产总值、文盲人口占 15岁及以

上人口比重、离婚人口占 15岁以上人口比重一同

进行可视化展示，得到结果如图 8所示。 

可以看出，影响《妇女权益保障法》案件量多

少的因素众多，《妇女权益保障法》案件量的多少

很难与单一因素完全相关。例如广东《妇女权益

保障法》案件量多可能与其人口基数大、地区经

济发达、居民受教育程度高等因素相关，但是案

件量排名第二位的海南其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排

名却较低，文盲人口比重也不低。除上述因素外，

也与各地裁判文书公开程度、运用法律维护正当

权益的意识程度等原因有一定关系。 

 

图 8 不同地理区域下各省份地区《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

裁判文书数量同人口、地区生产总值、文盲和离婚人口比

重的对比 

法条引用统计 

对《妇女权益保障法》(2018、2005修正)不

同章节的裁判文书引用次数情况进行分析，得到

结果如图 9 所示。可以看出，裁判文书引用第五

章财产权益的次数最多，共计引用 38446 次；其

次为第七章婚姻家庭权益，共计 2402次；裁判文

书引用第一章总则相关法条的次数位居第三，共

计 171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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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具体章节裁判文书次数统计

[6] 

对《妇女权益保障法》(2018、2005修正)不

同章节的具体法条的裁判文书引用次数情况进行

分析，得到每一章节被引最高的前三条法条如图

10 所示。 

 

图 10 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具体法条裁判文书次数统

计 

第一章  总则 

第二条 757篇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

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

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 

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 

禁止歧视、虐待、遗弃、残害妇女。 

第四条 590篇 

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

保障妇女的权益。 

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为妇女依法行使权利提

供必要的条件。 

第六条 299篇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妇女权益的保

障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

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

益的保障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

围内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 

第二章  政治权利 

第十二条 15篇 

国家积极培养和选拔女干部。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培养、选

拔和任用干部，必须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并有

适当数量的妇女担任领导成员。 

国家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女干部。 

第十三条 14篇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

代表妇女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会员，可以向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推荐女干部。 

第十四条 5篇 

对于有关保障妇女权益的批评或者合理建议，

有关部门应当听取和采纳；对于有关侵害妇女权

益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有关部门必须查清事实，

负责处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压制或者打击

报复。 

第三章  文化教育权益 

第十六条 13篇 

学校和有关部门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保

障妇女在入学、升学、毕业分配、授予学位、派出

留学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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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录取学生时，除特殊专业外，不得以性

别为由拒绝录取女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 

第二十一条 13篇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执

行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妇女从事科学、技术、文学、

艺术和其他文化活动，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十五条 5篇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权

利。 

第四章  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第二十七条 405篇 

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

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

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但是，女职工要求

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除外。 

各单位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不得以性别

为由歧视妇女。 

第二十四条 238篇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在享受福利待遇方

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217篇 

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

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

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各单位在录用女职工时，应当依法与其签订

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劳动（聘用）合

同或者服务协议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

育的内容。 

禁止录用未满十六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国

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章  财产权益 

第三十三条 19052篇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

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中的各项权益。 

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

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 

第三十二条 15962篇 

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

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

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三十条 3062篇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 

第六章  人身权利 

第四十条 67篇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

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第四十一条 56篇 

禁止卖淫、嫖娼。 

禁止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

或者对妇女进行猥亵活动。 

禁止组织、强迫、引诱妇女进行淫秽表演活

动。 

第四十二条 24篇 

妇女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人

格权受法律保护。 

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妇女的人格尊

严。禁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

害妇女人格。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通过广告、商标、展览橱窗、报纸、期刊、图书、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等形式使用妇女肖

像。 

第七章  婚姻家庭权益 

第四十三条 1170篇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婚姻家庭权

利。 

第四十四条 647篇 

国家保护妇女的婚姻自主权。禁止干涉妇女

的结婚、离婚自由。 

第四十八条 290篇 

夫妻共有的房屋，离婚时，分割住房由双方协

议解决；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

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夫妻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163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夫妻共同租用的房屋，离婚时，女方的住房应

当按照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解决。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890篇 

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

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有经济困难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

妇女，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当给予

帮助，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 

第五十五条 657篇 

违反本法规定，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

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

项权益的，或者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侵

害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平等权益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法调解；受害

人也可以依法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五十六条 79篇 

违反本法规定，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其他法

律、法规规定行政处罚的，从其规定；造成财产损

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侵害妇女权益犯罪相关裁判文书 

2018 年 11 月 2 日，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

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指出，“妇女的歧

视依然存在，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国家层面治

理，对严重侵犯妇女权益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

打击，对错误言论要及时予以批驳”。《妇女权益

保障法》（2018年修正）第五十六条规定：违反

本法规定，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行政处罚的，从其规定；造成财产损失或者

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一部社

会法，主要目的是规范行为，并不具备惩戒性，对

于侵害妇女权益的犯罪，仍需结合刑法适用。 

按现行刑法规定，与侵害妇女权益有关的罪

名共计 15个，具体为强奸罪，拐卖妇女、儿童罪，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

买的妇女、儿童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不解

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阻碍解救被拐卖、

绑架妇女、儿童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

遗弃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

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

基于“北大法宝”法律信息数据库对涉及上述 15

个罪名的判决裁判文书进行分析，得到侵害妇女

权益的犯罪情况如图 11所示。 

 

图 11 15 个侵害妇女权益犯罪的判决书数量 

可以看出，不同案由的侵害妇女权益的案件

量有很大的差异性。其中，涉及强奸罪的案件量

最多，共计 49211 件；其次为引诱、容留、介绍

卖淫罪的案件量，有 38992 件；组织卖淫罪案件

量位居第三，有 8722件；涉及聚众阻碍解救被收

买的妇女、儿童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

童罪以及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

裁判文书在数据库中未检索到。 

对判决书数量较多的罪名进行分类，可将侵

害妇女权益犯罪大致分为侵犯妇女身心健康的强

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侵犯妇女人身自由

的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以及破坏社会秩序的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

协助组织卖淫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本文

将对三类侵害妇女权益犯罪分别进行年份和地域

分布的具体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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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猥亵、侮辱类犯罪 

年份统计 

案由为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判决

书数量共计 51300 篇，按年份进行统计分析，得

到结果如图 12所示。可以看出，2010年前强奸、

猥亵、侮辱妇女类案件量较少，均不超过 300篇；

2010年后开始出现快速增长，2017年案件量达到

小高峰，为 5892 篇；2018 年有所回落，为 4797

篇；2019年案件量达到顶峰，达 7299篇；之后有

所回落，可能与裁判文书公开时滞性相关。 

 

图 12 强奸、猥亵、侮辱类犯罪判决书数量年份统计 

地域分布 

对强奸、猥亵、侮辱类犯罪判决书按审理法院

所在省份地区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图 13 所示。

可以看出，浙江强奸、猥亵、侮辱类犯罪案件最多，

判决书共计 4432 篇；其次为云南，判决书共计

3701篇；四川强奸、猥亵、侮辱类犯罪案件量位

居第三，判决书共计 3244篇。对强奸、猥亵、侮

辱类犯罪所包含的具体罪名进行分别统计，可以

看出强奸罪判决书地域分布与总体一致，而强制

猥亵、侮辱妇女罪判决书地域分布有所不同，案

件量排名最多的前三个省份地区分别为北京、河

南、上海。 

 

图 13 强奸、猥亵、侮辱类犯罪判决书数量地域分布和类

别及类别下判决书数量最多的前 5 个省份地区 

拐卖类犯罪 

年份统计 

案由为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儿童罪的判决书数量共计 5396篇，按年份进

行统计分析，得到结果如图 14 所示。可以看出，

2008年前拐卖类案件量较少，判决书均不超过 10

篇；2009年后开始出现快速增长。与强奸、猥亵、

侮辱类犯罪有所不同，拐卖类犯罪判决书数量于

2014年达到峰值，为 643篇；2015 年后呈现波动

下降趋势，案件量逐渐减少，可能与国家打击力

度加大有关。 

 

图 14 拐卖类犯罪判决书数量年份统计 

地域分布 

对拐卖类犯罪判决书按审理法院所在省份地

区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图 15 所示。可以看出，

河南拐卖类犯罪案件最多，判决书共计 1285 篇；

其次为山东，判决书共计 501 篇；福建拐卖类犯

罪案件量位居第三，判决书共计 441 篇。对拐卖

类犯罪所包含的具体罪名进行分别统计，可以看

出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罪判决书地域分布与总体基本一致，案件量最多

的前两个省份同为河南和山东。云南拐卖妇女、

儿童罪判决书数量位居第三，为 391 篇；安徽收

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判决书数量位居第三，

为 1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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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拐卖类犯罪判决书数量地域分布和类别及类别下判

决书数量最多的前 5 个省份地区 

卖淫相关犯罪 

年份统计 

案由为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

淫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判决书数量共计

53012篇，按年份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结果如图 16

所示。可以看出，与强奸、猥亵、侮辱类犯罪相同，

2010 年前卖淫相关犯罪案件量较少，均不超过

400 篇；2010年后开始出现快速增长；2019年案

件量数量达到顶峰，达 9145 篇；之后有所回落，

可能与裁判文书公开时滞性相关。 

 

图 16 卖淫相关犯罪判决书数量年份统计 

地域分布 

对卖淫相关犯罪判决书按审理法院所在省份

地区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图 17所示。可以看出，

广东卖淫相关犯罪案件最多，判决书共计 7807篇；

其次为浙江，判决书共计 7213 篇；上海卖淫相关

犯罪案件量位居第三，判决书共计 4460篇。对卖

淫相关犯罪所包含的具体罪名进行分别统计，可

以看出类别下各个卖淫相关犯罪判决书地域分布

与总体基本一致，案件量最多的前两个省份同为

广东和浙江。上海在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

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三个罪名的判决书数

量排名中位居第三；而湖南强迫卖淫罪判决书数

量位居第三。 

 

图 卖淫相关犯罪判决书数量地域分布和类别及类别下判

决书数量最多的前 5 个省份地区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刘昂等. 优秀裁判文书标准及实现[M]. 中国法制出

版社, 2015. 

[2]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全国（除港澳台）分为

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华北（北京、天津、河北、

山西、内蒙古）、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华东（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福建、江西）、

华中（河南、湖南、湖北）、华南（广东、广西、海南）、

西南（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七个经济地理区

域。 

[3] 注：由于部分裁判文书审理法院所在地数据有所缺失，

因此出现按省份裁判文书数量之和小于总和的情况。 

[4] 国 家 统 计 局  国 家 数 据 .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 

[5] 中 国 人 口 普 查 年 鉴 2020.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7rp/zk/ind

exch.htm 

[6] 注：由于一篇裁判文书可能引用多次《妇女权益保障

法》的不同法条，因此在按章统计时为《妇女权益保障法》

引用次数，会出现总和大于检索的裁判文书总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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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颁布两周年，家事审判有何变化？这场发布会带你一探究

竟！ 

2022-06-28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WoSfRcHZThoLFPMnsab93Q 

 

法院如何辨别婚姻危机或是婚姻死亡？如何

认定打印遗嘱效力？《民法典》颁布两周年以来，

家事审判有什么变化？6月 28日上午，北京一中

院召开“家事审判贯彻实施民法典”线上新闻发

布会，介绍该院家事审判贯彻落实《民法典》的案

件审理和工作情况，发布适用《民法典》及司法解

释的八件家事典型案例。 

 
北京一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马来客主持发

布会 

自《民法典》实施以来，北京一中院家事案件

数量稳中有升，该院共审结家事案件 1022件，新

收案件数量同比上升 10%。案件类型丰富多元，离

婚纠纷占比 31%，离婚后财产纠纷占比 15%，继承

纠纷占比 29%，分家析产、赡养、被继承人债务清

偿、执行异议之诉等其他类纠纷占比 25%。案件审

理周期缩短，审理效果持续向好，调撤率在 30%以

上高位运行。案件审理主要呈现身份性、财产性、

伦理性和社会性突出，家庭财产关系渐趋复杂化，

身份行为具有明显特殊性等特点。 

 

北京一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单国钧就相关

情况进行通报 

借助《民法典》实施契机，北京一中院相继对

夫妻间协议效力问题、夫妻共债的司法实践判断

等问题进行持续性探索，形成了《涉夫妻共同债

务法律适用问题解答》《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法律

适用若干问题研究》等一系列调研成果，从裁判

技术视角落实《民法典》精神，促进裁判规则及标

准统一。 

注重一体化保护家庭成员身份、财产和情感

利益，正确区分婚姻危机和婚姻死亡，运用情理

法共融的保护途径，全面保护家庭成员利益，衡

平婚姻家庭关系。 

强化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维护妇女合法权

益，保护老年人情感和人身财产利益，加强弱势

民事主体权益保障，在审判实践中加强对《民法

典》与社会法的衔接适用。 

维护财产交易安全和家庭财富传承，明确了

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范围，妥善处理夫妻共债认

定、遗嘱效力等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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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深化推进家事审判改革，

加强《民法典》宣传解读，建立“离婚证明

书”“云探望”等为民工作机制，推动《民法典》

深入贯彻实施。 

 

发布会上，聚焦《民法典》新规，北京一中院

团河法庭庭长张琳发布八件家事典型案例，通过

鲜活真实的案例介绍，进一步引导家庭成员正确

理解法律，自觉遵守法律，维护婚姻家庭和谐。 

 

长按扫描二维码详读典型案例 

《民法典》时代，家事审判聚焦的是家庭建

设，强调的是人文关怀，运用的是司法对家庭的

修复功能，通过妥善化解家事矛盾，实现对家庭

及家庭成员人身、财产、情感利益的一体化保护，

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北京一中院将以《民法

典》立法原则和法条精神为依托，在法律适用中

突出《民法典》的价值引领，将法律倡导的价值注

入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切

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北京一中院副院长

单国钧表示。 

媒体关切 

 

中国妇女报 王春霞 

实施好《民法典》，做好家事审判工作，解决

家庭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应当注意哪些问

题？ 

 

一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单国钧  

在家事审判中，要注意处理好贯彻一体平等

保护原则与突出弱势群体保护的关系，努力实现

实质平等保护；处理好遵循家庭伦理和顾及经济

理性的关系，既维持家庭的伦理性，也考虑兼顾

家庭成员的合法经济利益；处理好尊重个人意思

与维系家庭功能的关系，保持家庭关系的稳定；

处理好关注个体婚姻满意度和保持婚姻制度稳定

性的关系，注重追求尊重个人意愿与维护婚姻秩

序和家庭完整性的平衡；处理好追求实质正义与

兼顾程序正义的关系，做好释明与调解工作，让

当事人在家事审判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处理好强

化裁判说理与恪守裁判边界的关系，加强裁判说

理论证，实现家事裁判情理法的多维交融，让家

事审判更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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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杂志 陈晨 

目前双薪家庭是现代城市家庭的主要形态，

若夫妻感情破裂进入离婚诉讼，女方能否提出家

务劳动补偿？补偿的数额如何确定？ 

 

一中院团河法庭庭长 张琳  

离婚经济补偿（家务劳动补偿）、离婚经济帮

助和离婚损害赔偿共同构成了离婚救济制度。《民

法典》对于这三大离婚救济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

是为关照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法官

会格外注意各项制度的甄别和选择，在特定的案

件情形下适用与之相对应的救济制度和《民法典》

条文。关于家务劳动补偿数额的确定，可以参考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

和强度、请求权人的损失利益以及离婚时双方的

财产状况和离婚后可预见的经济能力差异等因素

综合考虑。 

 

北京政法网 高煦冬 

在家事领域，居住权制度能够发挥哪些作用，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一中院团河法庭副庭长 高春乾 

在离婚经济帮助中，若离婚后一方没有住处，

另一方帮助的形式可包括在属于个人所有的房屋

上为对方设立居住权；在离婚时唯一住房分割中，

可通过离婚协议或单独约定设立居住权的方式，

平衡好居住与财产分割的关系；在父母子女关系

中，如果父母在资助购房或转让房产时与子女合

同约定或争议后由法院裁决，在该房产上设立居

住权，可解决实践中此类争议；在继承中，通过遗

嘱、遗赠扶养协议也可以设立居住权。设立居住

权，应当通过书面合同或遗嘱方式设立，且只能

在住宅（包括附属设施）上设立，设立居住权要办

理登记，且不能转让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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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 王浩雄 

在立打印遗嘱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中院团河法庭副庭长 钟贝 

打印遗嘱作为法定遗嘱方式，应当首先符合

有效遗嘱所要求的实质要件，如，遗嘱人在设立

遗嘱时必须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遗嘱必须是遗

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只能处分遗嘱人的个人财

产等等。从形式要件来看，订立打印遗嘱还需要

注意应当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

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需

要注明年月日。此外，还要注意的是，不要在遗嘱

主文部分同时出现打印和书写的“混合形式”，

以避免产生遗嘱的效力争议。 

代表关注 

 

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院长 焦洪昌 

此次新闻发布会，我感受到家事审判越来越

专业化，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契合统一，《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和社会法的融合，这也对法官的法律

适用方面提出了挑战，希望法院在家事审判中有

更多的创新举措，维护法律程序公正和公民合法

权利。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监察和司法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办

公室副主任（兼） 王红 

发布会非常全面，有观点有数据有分析。通过

介绍一中院家事审判总体情况，让我们了解家事

审判的广泛性，对促进社会和谐有着积极作用。

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确实应引起高度重视，保护好

未成年人权益也是极为重要的，感谢法院在离婚

案件中对未成年人的关注，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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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李大中 

一中院及时总结《民法典》施行后家事审判经

验并发布典型案例，对社会有非常好的指导意义。

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我认为家事审判对

维系家庭稳定、社会治理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一

中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准确适用法律，对案件典型

意义归纳正确，判后寄语、离婚证明书等工作充

分体现了司法为民理念，应当充分肯定。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家事审判贯彻落实民法典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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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 

2022-06-29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https://hrqf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2/06/id/6767742.shtml 

案例一：禁止家庭暴力——女子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案 

【核心价值】家风家德 

【基本案情】 

杨女士称其与丈夫在闲聊时发生口角，丈夫

用拳头猛击其头部，还言语恐吓杨女士若叫出声

就变本加厉，其报警并就医后被诊断为脑外伤。

结婚两年间，丈夫多次对其殴打，还持刀恐吓，其

为了孩子选择原谅，这反而让丈夫更加肆无忌惮。

为此，其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结合杨女士所述及其提交的

诊断证明书、监控视频录像等证据，其存在遭受

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依

照《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在 48 小时内作出人身

安全保护令，禁止杨女士的丈夫对其实施家庭暴

力，禁止骚扰、跟踪、接触杨女士。 

【典型意义】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宁，家庭幸福则社会祥

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依法打击各种形式的

家庭暴力行为，是司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该

案及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设立一道“隔离墙”，

禁止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旗帜鲜明地向家庭

暴力说“不”，引导公众树立良好家风家德，促使

崇尚文明、反对暴力成为社会成员的良好风尚。 

案例二：外嫁女可平等继承遗产——女儿起诉分

割离世父亲自留地补偿款案 

【核心价值】男女平等 

【基本案情】 

彭大爷以个人名义从村委会长期承包 600 亩

自留地，并雇用村民和自己一起植树造林。彭大

爷去世后，其子将 43 万余元地上物补偿款领走，

两个已出嫁女儿起诉要求分割。彭大爷儿子辩称，

彭大爷以家庭方式承包，外嫁女不应再享有娘家

自留山的承包经营权，涉案补偿款在彭大爷离世

后取得，不属于遗产。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彭大爷系个人承包涉案自留

山，长期取得土地经营权，地上物补偿款应作为

彭大爷生前对承包所投入的资金和所付出的劳动

及其增值和孳息因征用取得的价额，该价额作为

遗产，由继承人依法继承。两个女儿作为继承人，

可依法平等继承相应份额。 

【典型意义】 

权益的享有不以性别为区分，女性并不因外

嫁而丧失继承资格。通过公开协商方式取得土地

经营权的，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在其死亡后依

照继承的规定继承。该案在认定个人承包地的地

上物补偿款为遗产的基础上，判决两个女儿可依

法继承相应份额，彰显了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念，对移风易俗有重要意义。 

案例三：代为照料亲属子女可索要抚养费——姐

姐诉弟弟索要无因管理费案 

【核心价值】友善帮扶 

【基本案情】 

任先生夫妇生育儿子小任后，因无力抚养，将

小任交由任先生的姐姐任女士照料，任先生支付

一定抚养费。小任 10岁时，任先生夫妇将其接走，

因小任不愿意，后又回到任女士家中生活。任女

士夫妇起诉要求任先生夫妇支付小任出生后及 10

岁之后代为抚养小任的费用 20万元。任先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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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小任接走前，他每月都把自己的部分收入给姐

姐，也帮着姐姐打工，用于抵扣抚养费。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任女士夫妇对于弟弟的儿子

小任并无法定的抚养义务，虽然小任出生之初，

双方存在代为抚养的合意，但在任先生将小任接

走后，小任因不愿意与其一同生活，又回到任女

士夫妇家庭，任先生未再支付抚养费，双方已不

存在代为抚养的合意，任女士夫妇的行为应属无

因管理。双方均认可任女士夫妇抚养小任的事实，

故其要求支付抚养费的请求应予支持。但任女士

夫妇主张的金额明显高于当地平均水平，法院根

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小任生活支出需要、已支付

抚养费情况等，酌情确定任先生夫妇支付 5 万元

抚养费。 

【典型意义】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

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姐姐一家对

于弟弟的子女并无法定的抚养义务，因照料弟弟

子女所代为支出的生活费、医疗费等抚养费用，

应由受益的弟弟一家给付。该案一方面肯定了姐

姐基于亲情的无私付出，另一方面也综合考量案

件情况酌情认定弟弟应给付的数额，弘扬了互帮

互助、和谐友善的价值观念，让判决更具温情。 

案例四：事实上的被抚养人有赡养义务——老人

要求抚养教育的同居人子女赡养案 

【核心价值】尊老孝亲 

【基本案情】 

李大爷与张大妈经人介绍相识，举行了结婚

仪式，但未领取结婚证。张大妈带着自己 14岁的

女儿小柳与李大爷共同居住。18年后，李大爷与

张大妈发生纠纷，解除了同居关系。年老体弱、无

劳动能力的李大爷起诉小柳索要赡养费。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李大爷在与张大妈、小柳共同

居住后，照料小柳至 18岁，与小柳之间形成了事

实的抚养关系。现李大爷年事已高，缺乏劳动能

力，小柳应对其履行赡养义务。根据李大爷的经

济状况、实际需要以及小柳的负担能力等因素，

酌情确定了小柳应给付的赡养费。 

【典型意义】 

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年子女

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

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李

大爷虽非小柳生父，却抚养教育小柳成年，这个

事实并不因李大爷与小柳生母分居而改变。该案

判决小柳应履行赡养义务，弘扬了我们一直以来

推崇的孝道，体现了和谐、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案例五：养育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离异夫

妻推脱抚养女儿案 

【核心价值】幼有所养 

【基本案情】 

王先生（化名）与刘女士经人介绍相识结婚，

八年后生育女儿小王。结婚十五年后，王先生以

未建立真正的夫妻感情等为理由起诉离婚，请求

判令女儿小王随刘女士一同生活、王先生每月给

付 500元抚养费直至小王 18周岁。刘女士同意离

婚，但辩称自己无经济来源，无法抚养、也无法负

担抚养费。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双方同意离婚，故对离婚请求

予以支持。综合双方抚养能力现实情况，为保障

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由王先生抚养小王为宜。

刘女士虽辩称因自身没有经济来源，不同意支付

抚养费，但抚养未成年子女系父母的法定义务，

考虑到各方情况及子女需要，酌定刘女士每月支

付 500元抚养费。 

【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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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教育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生而不

养”为法律和道德所不容。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

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更应尽全力

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另一方照料更合适、

自身无能力给付抚养费等，都不能称为推脱养育

责任的正当理由。该案结合当事人抚养能力，判

决一方抚养女儿、另一方支付抚养费，公平分担

了离异夫妻的抚养责任，努力减轻对未成年人的

伤害，让未成年人有“家”。 

案例六：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女子委托他人调查、引诱“第三者”案 

【核心价值】公序良俗 

【基本案情】 

郑女士委托梁先生查找其男友在其之外，与

其他女性交往的照片、开房记录等个人信息，并

要求梁先生与该女性发生情侣关系，以达到让该

女性离开其男友的目的。为此，郑女士向梁先生

转账 15万余元。郑女士称，其后来认识到委托事

项违背公序良俗，准备报警处理时，梁先生愿意

将转账款项转为借贷，并出具了借条，因此双方

达成了借贷合意，故诉请梁先生返还 15万余元并

支付利息。梁先生则辩称，双方为雇佣关系，且雇

佣事项已经完成，借条是在郑女士逼迫下出具。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双方之间委托与受托事项违

背公序良俗，自始无效，提出严肃批评教育。基于

该关系产生的纠纷不受法律保护，亦无法通过合

意将所涉款项转化为借款，故双方之间借贷关系

不成立。任何人不应因其从事的违背道德的行为

而获利，即便梁先生确实从事了私下调查他人的

行为，亦无法因该行为而获得报酬，梁先生应退

还郑女士向其转账的款项，郑女士请求的利息不

予支持。考虑纠纷由郑女士主动委托而产生，酌

定诉讼费由郑女士承担。 

【典型意义】 

公序良俗指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包含社会

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

可遵循的道德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

体现。《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

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该案坚决认定

以委托调查、引诱“第三者”为内容的合同无效，

且无效行为不能通过“包装”合法化，作出合法合

理的判决，弘扬了社会公共道德，稳定了社会秩

序。 

案例七：狗惹祸主人担责——骑行时被不拴绳的

狗冲撞摔伤案 

【核心价值】文明饲养 

【基本案情】 

薛先生遛狗时未栓狗绳，狗由东向西奔跑，与

刘先生驾驶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时发生接触，

造成车辆损坏，刘先生受伤，住院 22天。经鉴定，

刘先生肋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刘先

生因被薛先生饲养的狗冲撞导致受伤，薛先生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刘先生各项损失 16万余元。 

【典型意义】 

饲养动物尤其是遛狗不栓狗绳致人伤害的情

况并不少见。谁引发风险谁担责，谁受益谁担责。

该案判决不栓狗绳遛狗的薛先生承担刘先生的损

失，通过司法裁判对不文明养犬行为予以负面评

价，对维护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秩序具有积极意

义。 

案例八：无过错不担责——追车争执导致自己受

伤案 

【核心价值】自由法治 

【基本案情】 

雷先生驾驶机动车行至一处加油站路口，严

先生步行至车前，雷先生按响喇叭后，严先生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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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过去，两人因按喇叭事宜当场发生言语冲突。

在雷先生驾车离开时，严先生追上并接触到雷某

的汽车尾部，试图继续争执，却摔倒受伤。雷先生

下车后，两人又发生了言语冲突，严先生对雷先

生进行了肢体推搡。严先生当日被诊断为指骨骨

折，花费医药费七千余元，后起诉索赔。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严先生起诉要求雷先生承担

侵权责任，但在案证据不能证明严先生的损害结

果与雷先生起步加油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亦不能

证明雷先生起步加油行驶存在过错，故严先生的

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司法并不是“谁受伤谁有理”“谁闹谁有理”。

构成侵权责任，应同时具备侵权行为、损害后果、

损害后果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

存在过错四个要件。当事人仅因马路上的喇叭声

发生冲突，在一方选择离开后，另一方继续追逐

争吵以致自己受伤，在对方明显没有过错的情况

下，损害后果应自担。该案虽小，但公平公正，没

有“和稀泥”，对教育引导社会大众莫因小事动怒

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九：未尽敬业义务造成损害应赔偿——银行

追索 POS 机持有人为盗刷者套现损失案 

【核心价值】敬业尽责 

【基本案情】 

高女士在银行申领的借记卡被他人通过 POS

机消费交易，盗刷 23万余元。警方侦察发现，陈

某通过在某公司办理的 POS 机终端，为一名持卡

和密码的男子套现涉案数额，在收取该男子 5700

余元手续费后，将余款交给该男子。高女士起诉

涉案银行所属支行，要求赔偿存款损失等，法院

认定银行未采取适当措施保障储户资金安全，判

决银行承担 18 万余元的赔偿责任。银行赔偿后，

向陈某追索。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陈某作为 POS 机的持有人，

经常为他人提供刷卡服务，应当对银行卡具备一

定的识别能力。盗刷人持伪造的借记卡找到陈某

套现，而不是按照常理到网点提现，陈某应当对

这种违反常理的行为提高警惕，仔细审查盗刷人

的身份信息及银行卡信息。陈某未尽到审查义务，

为盗刷人提供了刷卡服务，致使高女士银行卡被

盗刷，财产遭受侵害，陈某对高女士的损失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银行对高女士的损失进行了赔付，

有权向陈某行使追偿权，故对银行要求陈某赔偿

其盗刷赔付款 18万余元的请求予以支持。 

【典型意义】 

热爱与敬业，已经成为职业道德的灵魂，是公

民应当遵循的基本价值规范之一，日常工作开展

中谨慎注意。这起案件中，盗刷人违背常理套现，

陈某为中间费忽视行为的不合理性，未谨慎对待

他人财产安全，法院判决陈某承担最终责任，对

警示公众敬业尽责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十：“天价”追索不予支持——经纪公司诉

请艺人支付酬劳案 

【核心价值】公平秩序 

【基本案情】 

甲公司与王女士签约，全权代理王女士短视

频账号内容的策划、宣传及相关商业活动。但甲

公司安排宣某为王女士拍摄部分视频后，宣某作

出希望王女士另行与其他公司签约的表示遭拒，

未再为王女士提供服务。合约期间，甲公司与王

女士沟通处理方案未果，王女士与乙公司签订协

议，委托乙公司作为其短视频、直播平台及商务

合作业务的独家经纪人及运营方，并在其后向甲

公司邮寄解约通知书。甲公司起诉王女士继续履

行合同，支付税后酬劳 500 万元。王女士反诉请

求确认合同已解除。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合约期内，无证据表明甲公司

安排的工作人员持续为王女士提供服务，但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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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并未及时沟通，也未认可任何一个处理方案，

而是另行与乙公司签订经纪合约，其作为违约方

邮寄的解约通知书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

但涉案合同的履行具有人身依赖性，需当事人主

观自愿进行配合，王女士已经以自身行为表明不

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涉案合同已经不具有继续

履行的现实基础，故双方合同于判决生效之日解

除。综合考虑甲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王女

士的账号粉丝数量变化情况及其获取商业报酬的

情况等因素，甲公司要求的赔偿数额极高，法院

酌情认定为 80万元。 

【典型意义】 

契约精神应该得到维护，但不合理加诸对方

义务、限制从业自由的“天价追索”“继续履行”

非应有之义。该案立足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认定艺人违约，但根据对艺人的投入情况、影

响力、违约轻重程度、收益情况等调整赔偿数额，

引导短视频行业健康发展，符合社会公平正义，

有利于规范新兴行业秩序。 

委托他人调查、引诱“第三者”，可行？ 

2022-06-29 京法网事 韩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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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电动车正常在马路上行驶，却突然被未栓

绳的狗从侧面飞奔冲撞，摔成肋骨骨折。这样的

“飞来横祸”并不少见，如何有效规制引导呢？ 

6月 29日上午，怀柔法院召开通报会，发布

了十起涉及婚姻家庭和社会秩序的典型民事案例，

展现法理情融合的是非曲直和“鲜活的教训”，

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价值观念的示范引领作用。 

“狗撞人” 案件即为其中之一，心存侥幸的

狗主人被判赔偿各项损失 16万余元，司法裁判对

不文明养犬行为予以负面评价！ 

 

“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 案例是法治

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是人民群众更好学法懂法

守法用法最生动的法治教材。怀柔法院副院长孙

吉旭表示，十起典型案例从公序良俗、友善帮扶、

男女平等、家风家德、尊老孝亲、文明饲养、敬业

尽责、公平秩序等多个方面、不同角度，弘扬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通报中，有这样一则“电视剧中的故事”。郑

女士委托梁先生查找其男友在其之外，与其他女

性的交往照片、开房记录等个人信息，并要求梁

先生与该女性发展成情侣关系，以达到让该女性

离开其男友的目的，为此向梁先生支付 15万余元。

郑女士称自己后来认识到了委托事项违背公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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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准备报警处理时，梁先生愿意将转账变为借

款。于是，郑女士拿着梁先生出具的借条起诉追

索转账款及利息。 

怀柔法院以有违公序良俗为由，认定双方合

同自始无效，皆不应从中获利，判决梁先生返还

15 万元，未支持郑女士的利息请求，还让郑女士

承担了案件诉讼费。 

 

怀柔法院审管办（研究室）法官助理胡鹏说，

公序良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体现，该案

坚决认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且

无效的行为不能通过“包装”合法化，弘扬了社

会公共道德，稳定了社会秩序。 

另一起案例中，姐姐代无力抚养儿子的弟弟

抚养孩子，弟弟依约支付一定抚养费。抚养到 10

岁时，弟弟将孩子接走，因孩子不愿意，又回到姐

姐家中生活。姐姐夫妇起诉弟弟夫妇索要抚养费。

怀柔法院依照孩子的生活支出、弟弟已支付抚养

费等情况，酌情判决弟弟夫妇给付抚养费 5万元。 

 

怀柔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石凤忠认为，

姐姐一家对于弟弟子女并无法定的抚养义务，因

照料弟弟子女所代为支出的生活费、医疗费等抚

养费用，应由受益的弟弟一家给付。该案一方面

肯定了姐姐基于亲情的无私付出，另一方面也综

合考量案件情况酌情认定弟弟应给付的数额，弘

扬了互帮互助、和谐友善的价值观，让判决更具

温情。 

除此之外，怀柔法院还通报了女子遭家暴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外嫁女起诉分割离世父亲

自留地补偿款案、抚养教育的同居人子女应赡养

老人案、追车争执导致自己受伤起诉被驳案、银

行追索 POS 机持有人为盗刷者套现损失案、经纪

公司索要“天价”酬劳案等案例。孙吉旭副院长

倡议，要尊老爱幼、互帮互让，营造和谐的情感家

庭关系，要诚信友善、平等公正，遵守社会公共秩

序，要保留证据、依法维权，维护法律尊严。 

 

扫描二维码查看完整案例 

“怀柔法院发布的十起典型民事案例关系家

庭伦理和社会公德，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指引性。

司法裁判在法治轨道上明规则、破难题、扬正气、

树新风，彰显了公正、法治、平等、和谐等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对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有很大帮

助。我从中切身感受到了案件中的法理情交融、

感受到了法院对‘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践行，

希望法院继续发挥案例的‘教材作用’，积极引

领社会风气向上向善。”北京市人大代表杜赛男

说道。 

 



179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二、媒体典型案例 

（一）抚养权案例 

信阳一男子因犯罪获刑，女方申请变更孩子抚养权，法院是否支持？ 

2022-06-01  信阳法院 信中法宣 

https://mp.weixin.qq.com/s/mesbhmtlCmSE9ycpEmpiiQ 

强能力 锻作风 “六防六促”保民安 

为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力度，

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法治观念和提高自护防范

能力，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罗山法院发布

了 3 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向全社会彰

显人民法院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

人权益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凝聚社会各方力

量，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安全、和谐

的环境。 

男方因犯罪获刑,女方申请变更孩子抚养权,法院

是否支持？ 

基本案情： 

刘某和孙某婚后生育一女刘某月，2014年 12

月二人协议离婚，明确刘某月由被告刘某抚养，

原告孙某不承担抚养费。 

后被告刘某因涉嫌绑架罪于 2016年 1月被刑

事拘留，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

利三年，现在河南省某监狱服刑。 

婚生刘某月现已八周岁，上小学二年级，由被

告母亲抚养。2019年 7月，原告孙某将被告刘某

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婚生女刘某月由原告孙

某抚养。 

法院裁判： 

原告孙某与被告刘某的婚生女刘某月变更由

原告孙某抚养。一审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均未上

诉，该案判决书已经生效。 

典型意义 

该案属于较为典型的维护婚姻家庭权益的案

例，被告因触犯刑法被判处有期徒刑，所犯罪名

性质恶劣，负面社会影响、社会评价较大，在此情

况下其子女如若继续跟随父亲生活，精神层面、

物质层面都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故在处

理此类案件时需根据未成年子女成长生活实际需

要，结合父母的抚养条件与能力进行判定抚养权

的归属。 

未成年人在交通事故中受伤未构成伤残，能否主

张精神抚慰金？ 

基本案情： 

被告蒋某某驾驶轿车将行人陈某某、董某某

撞伤，造成交通事故。 

经县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

被告蒋某某驾驶机动车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且夜间行

驶在危险路段未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此次事故

的原因，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二原告受伤后被

送至医院治疗，后二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蒋

某某及保险公司赔偿其损失。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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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判： 

罗山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蒋某某驾驶

机动车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未按照

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且夜间行驶在危险路

段未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承

担此事故全部责任，二原告不承担此事故责任。 

本案中，原告董某某主张精神抚慰金 10000

元，但保险公司以其伤情不构成伤残为由主张不

应当支持精神抚慰金。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支持了

董某某的精神抚慰金诉求，依法保障未成人的合

法权益。遂依法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原告陈某某各

项损失 405300元，赔偿董某某各项损失 14700

元。 

典型意义 

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原告董某某在事故中受

伤虽未构成伤残，但是结合其因交通事故致面部

额骨、眶骨骨折，并形成外伤性疤痕等本案实际

情况，同时考虑到董某某系未成年人，交通事故

及事故造成的面部外伤性疤痕对其身心存在一定

的影响，故法院最终酌定精神抚慰金为 3000 元。 

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可以要求变更抚养费

吗？ 

基本案情： 

蒋某与被告陈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育原告

蒋某辰、蒋某旭。蒋某、陈某于 2012年 6 月在罗

山县民政局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协议约定原告

蒋某辰由父亲抚养，被告陈某每月支付抚养费 800

元（离婚时蒋某旭仅六个月，由父亲蒋某抚养，未

约定抚养费）。离婚后，被告陈某再婚，又生育一

子一女。被告陈某无固定工作，无收入来源。陈某

对二原告未尽抚养义务，亦未按协议约定支付抚

养费用，现二原告正处于生长发育及教育阶段，

遂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陈某自 2012年 6月支

付蒋某辰、蒋某旭抚养费每人每月 800 元，直至

两原告独立生活时止。 

法院裁判： 

被告陈某按每人每月 400 元给付二原告蒋某

辰、蒋某旭抚养费，从 2021年 12 月始开始支付，

直至二原告满十八周岁时止。2021 年 12 月的抚

养费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以后从

2022年始按年度支付，二原告每人的抚养费均于

当年的 12月 31日前一次性支付完毕。 

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均未上诉，判决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属于一起较为典型的抚养费纠纷案件，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关于子女生活费

和教育费的协议，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

何一方提出超出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本案中，原告蒋某辰、蒋某旭在被告陈某与蒋

某离婚后，有要求被告陈某抚养的权利，被告陈

某有抚养教育二原告的法定义务。作为不直接抚

养原告的被告陈某，应承担原告相应的抚养费用。

由于被告陈某在离婚后又与他人再婚，仍有未成

年子女需要抚养，且无固定收入来源，但其仍应

承担对二原告的抚养义务。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应

当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子女的合法

权益出发,考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子女的意见并

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综合予以

确定，该案社会化解效果较好，对于处理抚养费

纠纷类案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教育意义。（来源：

罗山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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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婚姻效力案例 

离婚登记的办理及其法律效力  

——梁某某不服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行政诉讼案  

2022-06-02 中国民政杂志 

https://mp.weixin.qq.com/s/WNT20kmv3govlpclsRW7tQ 

案情简要 

梁某某与黄某某于 1985年登记结婚。2007年

3月，黄某某取得新加坡国籍。2015年 8月 10日，

梁某某与黄某某以感情破裂为由持中国居民身份

证、户口簿等至某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二人

就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签订离婚协议书，

同时签署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其中国籍部分打

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人填写的常住户口

所在地为某区同一地址。某区民政局经审查，当

日为二人办理离婚登记，并颁发离婚证。  2018

年 2月 27日，某区民政局工作人员与梁某某电话

联系，口头告知因黄某某办理离婚登记时已取得

新加坡国籍，二人 2015 年 8 月 10 日办理的离婚

登记无效，并要求梁某某将离婚证交回。后梁某

某与他人曾至某区民政局了解情况，工作人员为

其复印了相关婚姻登记规范文件。2018 年 3 月 5

日，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作出《关于黄某某隐

瞒国籍与梁某某办理离婚登记的情况说明》（以

下简称《情况说明》），记载：梁某某，国籍中国，

黄某某，国籍新加坡。2015年 8月 10日，黄某某

隐瞒新加坡国籍，持有未注销的中国内地户口簿、

身份证，与梁某某在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

了离婚登记。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婚

姻登记工作规范》（民发〔2015〕230号）第五条

第二款规定，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无权办理涉

外婚姻登记，双方当事人于上述时间办理的离婚

登记应为无效登记，双方如未在指定的涉外婚姻

登记机关或法院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仍系夫妻关

系，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应由当事人承担。  

梁某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某区民政

局于 2018年 3月 5日作出的《情况说明》中记载

的确认其与黄某某在 2015 年 8 月 10 日办理的离

婚登记无效的行为无效。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

某区民政局作出的《情况说明》证据确凿，适用法

律、法规正确，不违反法定程序，不存在超越职权、

滥用职权、明显不当情形，判决驳回梁某某的诉

讼请求。梁某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对于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

进行的离婚登记，一旦以颁发离婚证的形式完成

后，婚姻登记机关即无确认该离婚登记无效或撤

销该离婚登记的职权。即使某区民政局嗣后发现

其没有办理涉外离婚登记的职权，也无职权确认

该离婚登记无效或撤销该离婚登记。同时认为某

区民政局作出《情况说明》，未听取当事人陈述、

申辩，也未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向当事

人送达《情况说明》，不符合该省行政程序规定，

应予纠正。二审法院据此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

认《情况说明》无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最高法公报案例，主要涉及涉外离婚

登记管辖、离婚登记效力、行政程序等问题，对离

婚登记办理等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

关于涉外婚姻登记管辖。《婚姻登记条例》第二第

二款规定：“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内地居民同香

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以下简称香港居民）、澳门特

别行政区居民（以下简称澳门居民）、台湾地区居

民（以下简称台湾居民）、华侨办理婚姻登记的机

关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1-04/29/content_204038.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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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确定的机

关。”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中国公民同外国人

在中国内地自愿离婚的，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

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在中国内地自愿离婚

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内地居民常住户口所在

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婚姻登记

工作规范》（民发〔2015〕230 号）第五条第一款

第（二）项规定：“婚姻登记管辖按照行政区域划

分。（二）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其确定的民

政部门，办理一方常住户口在辖区内的涉外和涉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以及华侨的婚姻登记。”根

据上述规定，涉外婚姻的婚姻登记机关为内地居

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省级民政部门或省级民政部

门确定的机关。实践中，北京、江苏、浙江等省级

民政部门先后下放了涉外婚姻登记管辖权，婚姻

登记员应当一并关注省级民政部门的规定。  

二、关于离婚登记的法律效力。民法典第一千零

七十八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

自愿离婚，并已经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

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

第一千零八十条规定：“完成离婚登记，或者离

婚判决书、调解书生效，即解除婚姻关系。”根据

上述规定，离婚登记是婚姻登记机关依当事人的

申请，对当事人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及对子女抚养、

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所达成的协议予以认可，

并以颁发离婚证的形式确认婚姻关系解除的行政

行为。离婚登记完成后，即产生当事人之间婚姻

关系解除的对世效力和社会公信力。若婚姻登记

机关或其他部门嗣后可以对离婚登记所确认的婚

姻关系解除另行确认无效或撤销，将会使相关人

身法律关系处于可被变更的不稳定状态，为婚姻

秩序乃至社会秩序带来不稳定因素。而且，我国

现行法律规范没有规定无效离婚或可撤销离婚，

也没有授权婚姻登记机关对已完成的离婚登记中

被解除的婚姻关系能够确认无效或予以撤销。由

此可见，当事人之间的婚姻关系一经离婚登记予

以解除便具有不可逆性。  三、关于行政程序

问题。就某一行政行为的作出，若相关领域的法

律规范对行政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则行政机关

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作出行政行为。尤其需要

注意，当地已经出台统一的行政程序规定的，在

不违反上位法的情形下，行政机关也应当严格遵

循。反之，若相关领域的法律规范没有作出明确

规定，则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符合正当

程序。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

发〔2004〕10号）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对行政管

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的行政决定之前，应

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并给予其

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作出行政决定后，应当告知

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的权利。对重大事项，行政管理相对人、

利害关系人依法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

听证。涉及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行政

征收征用、行政许可等行政执法行为的，还应当

关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

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18号）等文

件的要求。 

办案体会 

本案最主要的体会在于超越职权行为的自我

纠正问题。职权法定、依法行政是行政活动的基

本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授予的职权

范围内行使职权，不得超越部门职权、层级管辖

权、地域管辖权、法定事务职权。原则上，对于超

越职权行为，可以通过行政机关自纠、层级监督、

法院裁判等途径以撤销或确认无效的方式予以纠

正。但是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时应当审慎，一方面

需要遵循程序合法或程序正当原则。另一方面需

要衡量自我纠正可能带来的影响，对于越权办理

离婚登记等事项，若以确认无效或撤销的形式予

以纠正，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相关法

律秩序带来重大损害的，则不应确认无效或予以

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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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撤销监护权案例 

妹妹出售智力残疾哥哥的房屋被撤销监护人资格 

2022-05-27 民主与法制时报 汤瑜 
http://e.mzyfz.com/paper/1844/paper_49250_10329.html 

法官：成年人法定监护人顺序具有强制性 

智力残疾人的原监护人私自出售被监护人的

拆迁安置房，该房屋买卖合同能否生效？成年人

法定监护人顺序的规定是否具有强制性？房屋该

如何追回？日前，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妹妹私自出售两位智力残

疾哥哥的 6 套房屋，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原监

护人资格，并指定新的监护人，后通过判决和调

解的形式追回其中 4套房屋。 

私自出售哥哥的安置房 

家住杭州市的李甲、李乙是双胞胎兄弟，二人

自幼智力低下，个人生活依靠家人料理，2009年

经诊断为智力三级残疾。 

2011年 5月，经其母亲申请，杭州市拱墅区

人民法院判决宣告李甲、李乙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并指定两人的妹妹李丙为监护人。 

2021年，李甲、李乙的堂哥李某及二人父母

的养子王某分别向拱墅区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

销李丙的监护人资格。 

原来，2017年 1月，因李甲、李乙名下旧房

被拆迁，二人各获得安置房屋 3 套，李丙当时为

两人的监护人，由于其不识字，遂授权其子许某

作为李甲、李乙的代理人，分别与当地拆迁指挥

部签订《回迁安置协议书》。而该 6套安置房屋，

先后被李丙及其儿子许某出售，用于偿还许某的

债务。因房屋被卖，李甲、李乙被送入养老院，且

李丙不支付李甲、李乙的日常生活开支及基本医

疗费用。李甲、李乙兄弟俩生活无着，日常生活开

支及医疗保障均靠当地相关部门补助。 

两位申请人认为，李丙的行为严重侵害李甲、

李乙的合法权益，因而向法院申请撤销李丙的监

护人资格，同时李甲、李乙所在社区也出具证明

表示同意变更监护人。 

拱墅区法院查明，安置给李甲、李乙的 6 套

房屋，均由李丙经手与他人订立房屋买卖合同，

现 6 套房屋均被他人占有，其中一套房屋被转移

至他人名下后被其他法院查封。 

监护人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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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的审理法官、拱墅区人民法院半山法庭

庭长陈颖浚表示，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应当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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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

其他行为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

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

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

监护人。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1-04/29/content_204038.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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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丙在庭审中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系为维护

被监护人的利益而处分财产，应认为李丙的行为

严重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陈颖浚说。 

拱墅区法院最终作出判决，撤销李丙为李甲、

李乙监护人的资格，指定王某为李甲的监护人，

指定李某为李乙的监护人。 

行为人超越代理权合同不生效 

在变更监护人后，新的监护人作为李甲、李乙

的法定代理人向拱墅区法院提起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诉讼 4件，请求确认 4套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

并要求房屋占有人（买受人）及李丙返还房屋，赔

偿损失。 

拱墅区法院对其中一案审理后认为，李丙作

为李甲、李乙当时的监护人，本应按照最有利于

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却将安置给李甲、

李乙的房屋予以处置，严重侵害李甲、李乙的利

益，李丙与他人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对李甲、李

乙不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查明，房屋占有人（买受人）在购买房屋

前，已经充分知晓购买案涉房屋在合同效力、合

同履行上均存在重大风险，因此在合同条款、附

加合同条款上，对可能存在的效力风险、履行风

险均作了诸多安排，还要求合同当事人之外的人

员作为担保人，以分散风险。在付款对象上，也有

违普通合同的履行方式，向合同外人员进行付款。

因此，应认定其并非善意买受人，其不能因此取

得房屋利益。 

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占有人（买受人）从案涉

房屋内迁出，并将该房屋交付给李甲、李乙；房屋

占有人（买受人）按每年 2 万元支付李甲、李乙

占有使用费，从 2017年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

李丙对房屋占有人（买受人）应承担的占有使用

费承担连带责任。 

该案上诉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

原判。 

除上述案件中提及的房屋，拱墅区法院还以

判决和调解的方式帮助李甲、李乙取回了被李丙

擅自处理的另外 3套房屋。 

成年人法定监护人顺序具有强制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八条规

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

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

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关于成年人法定监护人顺序的规定具有强

制性，一般情况下，在不存在前一顺序监护人或

者前一顺序监护人没有监护能力时，后一顺序监

护人才有资格成为法定监护人。”陈颖浚说。 

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李丙作为李甲、李

乙的监护人，与他人订立买卖合同，将安置给二

人的 6 套房屋进行处置，严重侵害被监护人的利

益。法院依法撤销李丙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愿意

担任监护人的其他亲属作为两人的监护人，以保

障其合法权益。 

陈颖浚表示，本案是拱墅区法院第一起撤销

前一顺序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第四顺序监护人即其

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为监护人的案件。该案

当事人涉及智力残疾人特殊群体，诉讼能力弱，

不能独立提起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法院为其

指定新的监护人并追回房屋，体现了法律对于残

疾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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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抚养费案例 

狠心父为己买巨额保险却拒付抚养费  法院强制退保！ 

2022-06-08 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30MDtIMcgsK2vFo0VgaPsg 

“没想到竟然那么顺利拿到了抚养费，真是

太感谢你们了!”申请执行人在电话里连声道谢。

近日，灌南县人民法院执行完毕一起子女抚养纠

纷，执行到位抚养费 16万元，充分保障了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13年，被告耿某与徐某登记结婚，2014年

原告出生，2016年耿某与徐某离婚，双方约定了

相应给付义务。但原告于 2017 年提出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一次性给付原告抚养费 200 余万元，法

院审理后判决被告每月给付原告生活费、教育费、

医疗费等至 18岁。然而判决生效后，耿某未按判

决书履行义务，原告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 

该案进入执行后，执行指挥中心第一时间向

耿某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相关法律文

书，同时通过网络查控查询其名下房产、车辆、存

款等情况，发现其房产早已卖给他人，无车辆，银

行卡账户余额不足以支付案款。 

正当案件承办人一筹莫展时，执行查控系统

反馈的一则被执行人耿某购买巨额保险的信息引

起了承办人的注意。该条执行线索给陷入困境的

执行工作带来了转机，执行干警立即与耿某取得

联系，告知其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

后果及已查询到的保险情况，耿某仍表示不能按

判决履行付款义务。执行干警遂向该保险公司发

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等相关

法律文书，要求保险公司强制解除保险合同并扣

划、提取其名下保险现金价值。在保险公司的协

助下，灌南县人民法院成功对耿某的保险办理了

退保手续，并提取了保险的现金价值 16万元。 

法官说法 

当事人购买的传统型、分红型、投资连接型、

万能型人身保险产品，依保单约定可获得的生存

保险金，或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保单红利，或退保

后保单的现金价值，均属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

受益人的财产权。当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

作为被执行人时，该财产属于责任财产，人民法

院可以执行，以保障胜诉当事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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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离婚财产分割案例 

90 后夫妻离婚，两人婚内共同运营的抖音号如何分割？ 

2022-06-13 湖南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Mt0jsxDbZtIAKZbTg6d5fQ 

随着快手、抖音等自媒体的发展及带来的经

济效益，虚拟财产的分割也成了离婚案件中夫妻

双方关注的焦点。 

近日，临湘市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离婚纠纷

就涉及到了夫妻双方经营的直播卖货抖音号的归

属及价值分割。 

案情简介 

2014 年 10 月，90 后女子阿娟（化名）与阿

涛（化名）结婚，婚后育有一子。 

因夫妻感情破裂，2022年 3月，阿娟向临湘

法院起诉离婚，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在夫妻共同财产中，除了一套正在按揭付款

的商品房，另夫妻共同经营一个抖音号，用于直

播售卖渔具，现有粉丝高达十万余人。 

 

两人共同经营的抖音账号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夫妻双方主要就抖音号

及运营带来的收益分割上存在分歧。 

承办法官认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运营抖

音号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间共同财产，离婚时可

以进行分割。同时认为用于商业经营的抖音号当

拥有一定的粉丝数量时具有商业价值，有财产属

性；但抖音号的运营与注册人存在较为密切的联

系，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不好简单的当作普通

财产来进行分割。 

经过法官释法说理，阿娟、阿涛就财产分割部

分达成了调解协议： 

按揭付款的商品房共同赠与小孩，房屋剩余

按揭贷款由阿涛偿还；抖音号由阿涛使用和经营，

该抖音号经营的应收货款和现有货款归阿涛所有，

婚内因共同经营对外所欠货款的债务也由阿涛负

责偿还；阿涛分期向阿娟支付共同财产补偿款 30

万元，付款期间该抖音号因不可抗力被封号冻结、

或不再经营，阿娟对剩余未支付的部分放弃主张。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

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规

定宣示了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合法经营的抖

音账号等属于网络虚拟财产，受到法律保护。对

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注册并经营的抖音

账号，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用于商业经营的抖音

号当拥有一定的粉丝数量时具有一定商业价值，

有准物权的属性，具有一定的价值性，故可以作

为财产进行分割。 

但因抖音号的运营与注册人存在较为密切的

联系，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同时这类网络虚拟

财产价值稳定性差，如何进行认定其经济价值暂

无相关规定，所以对于抖音账号等这类网络虚拟

财产不能简单的当作普通财产来进行分割，应考

虑各方面的因素。该案夫妻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

达成调解，保障了各方的合法权益。 

来源：临湘市人民法院    作者：贺伦明、孙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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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赡养案例 

母亲向女儿索要赡养费被法院驳回 

2022-06-17  民主与法制时报 

http://e.mzyfz.com/paper/1855/paper_49596_10385.html 

未尽抚养义务且未丧失劳动能力  

张女士生下女儿小米（化名）后才 5 个月便

离开北京回到四川娘家生活，未对女儿尽过抚养

义务。时隔 23年，47岁的张女士再次回到北京，

要求女儿小米给付赡养费。近日，北京市昌平区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张女士的诉讼请求。 

1996年，24岁的张女士在北京昌平遇到周先

生，二人于当年结婚。婚后张女士将户口迁至昌

平区某村，并生育女儿小米。没想到，小米出生刚

5 个月，张女士便回到四川的娘家生活，且与丈夫

周先生断绝了联系，缺席了小米的成长。 

2015年，张女士与周先生离婚。2019年，张

女士再次回到北京，此时 23岁的小米已经步入社

会参加工作。张女士认为自己年龄大了且身患疾

病，只能住在养老院，小米应该履行赡养义务，遂

将女儿小米诉至法院，要求其每月支付赡养费

2000元。 

小米辩称，张女士作为她法律上的母亲，从未

尽过应尽的抚养义务，从未参与过她的成长。而

且她的现实情况也很困难，从小相依为命的奶奶

和父亲身体都不好，父亲有智力障碍，没有工作，

且患有高血压、静脉曲张等疾病，一直在住院治

疗。年近 80岁的奶奶也患有心脏病、高血糖、腿

部疾病等，两人每年看病支出很多，而小米每个

月的收入不到 6000元，支撑家庭已经是入不敷出。

小米还表示，母亲张女士回京后住在养老院里，

自己曾前去探望，母亲能够正常交流，且有劳动

能力。因而，从法定义务、自己的收入和支出状况、

张女士的身体状况等因素考虑，她没有义务也没

有能力赡养张女士。 

昌平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赡养父母、孝敬老人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

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

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但在本案中，原告

张女士尚未步入老年期，张女士虽然住在养老机

构，但未有证据证明其丧失了劳动能力或有精神

疾病，因而其要求女儿小米承担赡养义务的事实

依据不足。此外，原被告虽然名为母女，但却长期

分离，无情感交流，张女士也未尽过抚养义务。综

上，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张女士的诉讼请求。 

本案主审法官表示，父母慈爱、子女孝顺是一

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可是，有些父母在自己应该

履行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时缺席，却在年迈时要求

子女照顾，子女是否应该赡养老人成为很多人关

心的话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

七条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

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

抚养费的权利。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

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

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法官表示，子女不能将父母是否尽了抚养教

育义务作为自己履行赡养父母义务的基础和前提，

如果父母确因经济能力或者其他客观原因未能履

行抚养义务，且自身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

时，子女成年后主张免除赡养义务的，法院不予

支持。如果父母具有抚养能力而拒不履行抚养义

务或者对子女实施虐待、遗弃等行为，情节严重

的，可以酌情免除子女的赡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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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恋爱同居纠纷案例 

因受胁迫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认定 

2022-06-17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nNHRtBbeMMIXRQJib16HNw 

裁判要旨 

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

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

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人民法院在审理

后认为确实存在胁迫行为而导致违背当事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应予以撤销。 

基本案情 

囤某向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起诉称：囤

某与邓某原系恋爱关系，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长

期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共同生活。2017年 6月，囤

某购买位于东平县某小区房屋一套，邓某认可该

房屋系囤某个人所有。2021年 7月 8日，邓某通

过微信联系囤某，约囤某到聊城办理退保险定金

事宜，但在囤某到了约定地点坐上邓某的车后，

案外人吕某随后也上车，邓某与吕某抢过囤某的

手机和包，将其带至荒凉少人处，并逼迫囤某签

订已由吕某提前写好的《协议书》，囤某为了确保

自身安全不得已在《协议书》上签名。因该《协议

书》的签订违反囤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诉请依

法撤销该《协议书》。 

邓某辩称：《协议书》的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行为。案涉房屋全款支付

的 42万元是由邓某出资，囤某是在邓某不知情的

情况下将房屋办理到囤某名下，两人不是恋爱关

系，该房屋邓某并没有赠与囤某，双方签订的《协

议书》合法有效。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邓某

与囤某曾系男女朋友关系。2021年 7月 8日，二

人通过微信相约见面，囤某问邓某：“你自己吗？

去退押金吗？拿着身份呢吗？”邓某回复:“嗯。”

下午 15 点 54 分，囤某将所在位置发送给邓某，

二人见面后，邓某、囤某与案外人吕某三人开车

至聊滑路许营东边五公里，于车上签订一份《协

议书》，协议书内容为囤某自愿同意将案涉房屋

过户给邓某，认可该房屋是由邓某出资购买，购

买时说好要登记在邓某名下，因邓某去泰国出差

囤某暂时将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 

2021 年 11 月 2 日，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区

分局香江派出所出具出警证明一份，证明囤某于

2021年 7月 11日拨打报警电话，报警称 2021年

7 月 8 日邓某将她从高唐骗至聊城汽车总站北交

警队门口站牌附近，并在一辆车上让她签合同。

香江派出所登记警情后，建议囤某到法院进行诉

讼。 

裁判结果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撤销囤

某与邓某于 2021 年 7 月 8 日签订的《协议书》。

邓某不服一审判决，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案例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规

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

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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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通过威胁、恐吓等不法手

段对他人思想上施加强制，由此使他人产生恐惧

心理并基于恐惧心理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当事

人因受胁迫而作出意思表示并非基于受胁迫人的

自由意志。胁迫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一）胁迫

人主观上有胁迫的故意，即故意实施胁迫行为使

他人陷入恐慌以及基于此恐惧心理作出意思表示。

（二）胁迫人客观上实施了胁迫行为，即以将要

实施某种加害行为威胁受胁迫人，以此使受胁迫

人产生恐惧心理。（三）胁迫须具有不法性，包括

手段或者目的的不法性。（四）受胁迫人基于胁迫

产生的恐惧心理作出意思表示，即意思表示的作

出与胁迫存在因果关系。出处因果关系的判断，

应以受胁迫人自身而非他人为标准。考虑到民事

活动的复杂性以及意思自治的民事基本原则，受

胁迫人在其权益受损时，有权基于自身的利益衡

量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作出选择，因此《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将因胁迫实施

的民事法律行为规定为可撤销，并赋予受胁迫人

以撤销权。 

本案中，焦点在于囤某与邓某签订的《协议

书》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邓某对囤某是否存

在胁迫行为。胁迫行为因其发生的方式、时间、地

点具有特殊性，往往受胁迫人没有机会留存直接

的证据予以证明，这就需要法院结合各项证据来

综合认定。本案中结合各项证据及当事人陈述，

双方签订协议的行为共存在以下几处疑点：第一、

囤某与邓某曾系恋爱关系，在双方恋爱存续期间

购买房屋并登记在囤某名下，以常理推断邓某的

出资行为视为对囤某的赠与，囤某事后会同意签

订放弃房屋所有权的协议于常理有悖；第二、邓

某 2021年 7月 8日约囤某见面时，囤某事先并不

清楚要签订《协议书》和案外人吕某在场的情况，

邓某对此有所隐瞒；第三、《协议书》是在邓某、

吕某车上签订的，地点为于相对人烟稀少的地方，

足以令囤某心生恐惧；第四、囤某于协议签订的

第二天即 2022年 7月 9日便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

《协议书》以及 2021 年 7 月 11 日向香江派出所

报警，其有积极的主张权利、维护自己权益的事

实。综合以上各项分析，囤某系被邓某胁迫签订

该份协议具有更高盖然性，囤某签订该份协议违

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其申请法院撤销与邓某

签订的《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

条 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

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

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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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撤销权案例 

欠钱不还，为逃避债务将房产过户给女儿！济南槐荫法院：判决撤

销！ 

2022-06-24 济南中院  

https://mp.weixin.qq.com/s/nNHRtBbeMMIXRQJib16HNw 

生活中，熟人之间借款，借钱时感激涕零、还

钱时东躲西藏的情形，并不少见。有的借款人，甚

至为了逃避到期债务，将名下财产悄悄转移。但

这样真的就能“高枕无忧”了吗？债权人又该如

何保护自己的权益？让我们通过济南槐荫法院民

二庭审理的一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件，共同了

解相关法律规定。 

案情经过 

楚某与秦某系朋友关系。秦某因生意周转不

开，向楚某借款 200 万元，秦某父亲为该笔借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三方签订了《借款及担保协

议》，约定了借款金额、期限、利息及其他事项。

借款到期后，秦某及秦父均未偿还借款本息，楚

某多次追讨未果，便将秦某父子诉至法院。法院

判决秦某承担还款责任，秦父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偿还责任。判决生效后，秦某及秦父仍拒绝履

行还款义务。后楚某得知，秦父将其名下一套房

产转移至其女儿名下。楚某将秦父、秦女诉至槐

荫法院，请求撤销秦父将房产转让秦女的行为。 

秦父辩称，其向秦女转让房产，是为了偿还对

秦女的借款，并非无偿转让。 

裁判结果 

经审理查明，秦父从房地产开发商处购买一

套房产，并已付清了购房款 190 万元。楚某与秦

某、秦父的债权关系成立后，秦父向房地产开发

商说明，其想退房，其女儿想要购买此房。经三方

协商决定，秦父的购房款不退，直接转为秦女的

购房款，抵扣其之前向秦女的借款 80万元，不足

部分再由秦女另付给秦父。房地产开发商与秦父

签订了《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另与秦女签

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审理过程中，秦女提交

了 5份其向案外人的转账记录，共计 80万元，欲

证明该 80万元均为支付秦父对其的借款。 

槐荫法院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的规定，本案转让房产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

典》施行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

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

十四条规定，秦父在其对楚某所负保证债务，经

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后，虽将已支付全款的房产作

退房处理，由秦女重新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

并同意将已交纳的购房款作为秦女的购房款，但

未提交充分、合理的证据证明其与秦女之间存在

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实质是无偿转让涉案房产，

对债权人楚某造成损害，且有悖诚信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依法应予撤销。槐荫法院依法判决：

撤销秦父向秦女转让房产的行为。宣判后，秦父、

秦女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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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 张善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已失效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均对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做出

了规定。该制度突破传统民法“合同相对性”原

则，全面衡量债权人、债务人、债务人的相对人之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兼顾交易秩序与公平诚信之

理念，实现合同的保全。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需满足四个条件：一是债

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到期合法债权；二是债务人在

债权成立后实施损害债权实现的行为；三是对于

有偿处分行为，债务人的相对人主观为恶意；四

是债权人需在除斥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制

度同样适用于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因此无论

是债务人还是担保人，都应当诚实守信，依法履

约；面对债权遭受损害，债权人也要及时拿起法

律武器，积极维护自身权益。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 

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

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

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

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第五百三十九条：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

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

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

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

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第五百四十二条： 

债务人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行为被撤销

的，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失效）第七

十四条第一款： 

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

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

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

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

人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

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来源：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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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赔偿损害案例 

出轨者要离婚？ 法院判精神损害赔偿 5 万元！ 

2022-06-25 江西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w-55GGaDAF6S0PwgdAgTtQ 

忠诚是婚姻关系的底线，婚内禁不住诱惑，做

出不道德之事后，还想全身而退？ 

除了离婚外，无过错方还可以要求精神损害

赔偿。 

案件详情 

王某（男）与刘某（女）经人介绍相识后恋爱

结婚，婚后感情尚好，并育有两个女儿，后因家庭

琐事发生矛盾。王某认为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已

无和好可能，于是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请求法

院判决解除婚姻关系并主张两个女儿的抚养权。 

刘某同意离婚，但要求抚养两个女儿并主张

精神损害赔偿 5 万元，理由是王某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违反夫妻忠诚义务，多次出轨，严重伤害

了夫妻感情。刘某向法庭提交了王某与第三者大

量过于亲密的照片、视频等证据，庭审过程中，王

某最终承认了其婚内多次出轨的事实。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在婚姻关系期间，多次

出轨，违背夫妻忠诚义务，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

给刘某造成了精神损害，在判决王某与刘某离婚

的同时，赔偿刘某精神损失 5万元。 

法官说法 

夫妻互相忠实，不仅是传统美德，也是法定义

务。对婚姻不忠诚，不仅破坏夫妻关系，拆散家庭，

也伤及无辜子女，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是法律

所禁止的行为。一方发现配偶在婚姻存续期间有

出轨行为的，首先要保存好对方出轨的证据，让

过错方因其损害行为得到惩罚。无过错方可以在

提起离婚诉讼的同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当作为

被告时可以在同意离婚的同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

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

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

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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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与他人同居； 

（三）实施家庭暴力；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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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频频打赏主播，丈夫可以要回吗？ 

2022-06-25 最高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G7BtVP1zKoJDP2nO2PxjSQ 

近年来，随着直播的兴起，看直播，如今已成

为很多人的娱乐休闲行为。有些用户为了讨主播

欢心，不惜频频打赏，长久下来，不仅给自己带来

经济损失，也影响了家庭和谐。 

案情介绍 

韩某在配偶李某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网络

电子消费平台购买甲公司运营的短视频平台虚拟

货币“A币”，并通过在某短视频平台观看直播、

购买虚拟礼物、打赏主播的方式消费“A币”。“A

币”购买价格为每个 0.1 元。其中，韩某用于打

赏 游 戏 主 播 管 某 的 虚 拟 礼 物 共 消 耗 “A

币”1415125 个，花费 141512.5元。事后，李某

发现韩某利用婚内财产打赏主播大额款项一事，

将配偶韩某、主播管某和平台运营商甲公司一并

诉至法院，主张韩某与管某之间系赠与合同关系，

韩某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且非日常共同生活必

要，该赠与行为无效。同时，管某与韩某存在不正

当关系，违反公序良俗。 

另因甲公司在该赠与过程中获益，故诉至法

院：1.要求确认韩某与管某的赠与行为无效；2.

要求甲公司与管某连带返还 141512.5 元。 

主播管某辩称，韩某向其的“打赏”行为属于韩

某基于短视频平台提供的网络技术服务形成的消

费行为，在韩某“打赏”行为产生的同时，管某

亦提供了直播表演服务，因此，整个“打赏”行

为体现了即时、双务、对价性，并非韩某与被告管

某之间的个人赠与行为，而是韩某在短视频平台

的正常消费行为。故不同意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平台运营甲公司则辩称，不同意李某的全部诉讼

请求，原因是：一是韩某在短视频平台充值、购买、

打赏的行为系属文化娱乐、网络消费行为范畴，

甲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相应的网络服务

内容，李某主张返还消费款项无任何事实和法律

依据，同时也违反了合同的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

原则。且韩某在与甲公司签订服务协议时，甲公

司已做了充分的提示说明。韩某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在签订上述协议时对于甲公司平台向包

括其自身在内的用户提供视频直播服务、虚拟币

服务，这一服务事项是明知的。二是双方应为网

络服务合同纠纷，并非赠与合同纠纷。用户、主播

和平台之间均是基于各自的网络服务合同而产生

相对应的权利义务，系属于双务、有偿的法律关

系。三是本案没有证据证明韩某与主播管某之间

存在暧昧、违背公序良俗关系。 

法院审理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

议焦点为： 

1.韩某与管某之间的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 

根据查明的事实，管某系游戏主播，韩某观看

管某提供的游戏直播服务。韩某花费“A币”购买

虚拟礼物，打赏管某的同时也享受到了精神利益，

该打赏行为属于一种非强制性对价支付，因此韩

某花费“A 币”打赏管某的行为不属于赠与合同

关系，而是网络服务合同关系。 

2.韩某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打赏，是否无效； 

李某主张韩某超出日常生活必要擅自处分夫

妻共同财产，但韩某的打赏行为具有长期、小额、

高频的特点，是否超出日常生活必要不能累积评

价，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除物质需求外，正当

途径的娱乐活动追求的精神愉悦也属于日常生活

的部分，在合理限度内精神需求消费产生的支出

并未超出家事代理的范畴。故韩某以夫妻共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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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进行打赏，虽累积数额较大，但单次打赏行为

并未超出正常日常生活消费范畴。 

3.是否存在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 

原告李某主张韩某和管某存在不正当关系，

但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且该项意

见亦不是导致合同无效的当然事由。故本案亦不

存在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 

裁判结果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千

零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

七条之规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全部诉讼

请求。 

该判决作出后，各方均服判息诉。 

法官提示 

 

北京通州法院台湖法庭 薛兵 

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快速发展。根据有关统

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

规模达 7.03亿，占网民整体的 68.2%，直播的商

业价值持续释放。其中，网红直播收入主要来源

于两方面：一是主播通过“带货”获得相应的佣

金报酬；二是主播通过自身的表演而获得观众的

打赏作为自己的收入。但随着用户数量的不断增

长和主播群体的不断扩大，直播打赏中的法律问

题也逐渐凸显。本案中涉及的就是网络直播打赏

这样一种特殊用户增值服务的法律性质的界定。 

关于网络直播打赏的法律定性，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是赠与合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

服务合同，二者最为主要的区别在于，该法律关

系是否存在对价。从网络打赏的模式上看，“打

赏”行为通常发生在主播表演服务时，是用户向

主播提供的表演和互动服务的接受和酬谢，是双

务和有偿的，即用户购买的虚拟礼物进行打赏，

平台主播则通过直播表演等方式获取虚拟礼物，

也是主播正当获取报酬方式之一，此种合同的性

质是区别于法律规定的无偿、单务的赠与合同性

质。 

另，作为网络平台为用户和主播在互动过程

中提供了相应的网络服务。用户在使用虚拟币购

买虚拟礼物进行打赏后，不仅观看了表演，还可

获得平台所提供的个性化的体验，包括使用虚拟

礼物时产生的特效体验、提升账户等级并享受等

级特权等等。用户实质上是通过消费而获得精神

文化产品，系属文化娱乐消费范畴。故用户打赏

行为背后是其用财产购买了精神类的服务产品，

属于典型服务合同的要件。在双方都已经履行完

毕服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后，要求退还赏金在

实践中通常难以得到支持。当然，在审理该类案

件过程中，法官还会综合考虑打赏人的年龄和行

为能力，打赏的金额、频次、打赏是否附条件、是

否存在重大误解以及是否违反公序良俗等情况进

行综合判断。 

直播很精彩，打赏需理性。在此，法官提醒消费

者，一定要树立理性的消费观，量力而行，切莫

激情打赏，盲目消费，避免给家人和家庭造成不

必要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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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解除婚姻关系案例 

夫妻起诉离婚，均不愿抚养子女，法院这样判！ 

2022-06-28 湖南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FyeLwHQ8COAMxwQvfMGfww 

近日，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离婚案件，与其他离婚案件不同的是，原被

告双方没有争夺孩子抚养权，反而都拒绝抚养孩

子，最终法院依据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最大化的基

本原则，且原告无证据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不准予原告的离婚诉求。 

案情简介 

原告小花与被告小伟因打工相识后发展成恋

人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双方便登记结婚，

小花远嫁青海。婚初，两人感情较为稳定，生育了

男孩小小伟，但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

开始为生活习惯、家庭琐事等发生争吵，二人在

产生矛盾后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解决，而是选择

用分居加剧矛盾，小花离开青海回住娘家，两人

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分居生活。 

今年 3 月，小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小

伟离婚，并诉请因家庭条件困难无能力抚养孩子，

请求法院判决小小伟由被告抚养。被告辩称，自

己亦无抚养能力，若小小伟由原告抚养，则同意

离婚。 

承办法官认为，原告要求与被告离婚，被告在

附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同意离婚，双方未能就未成

年子女的抚养问题达成一致且均不愿意抚养，依

据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最大化的基本原则，且原告

小花无证据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故不准予原

告小花的离婚诉求。 

理由如下： 

离婚诉讼是复合之诉。在离婚案件中，不仅仅

是对夫妻双方婚姻关系的处理，而应该对子女抚

养、财产分割等问题一并进行处理。特别是对于

子女抚养问题的处理，能够成为决定法院是否判

决准许离婚的直接因素。 

父母拒绝或怠于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行为违反

法律规定。我国民法典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

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

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

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未成

年人保护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

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抚养教育未

成年人。父母子女关系是基于出生事实而形成的

自然血亲关系，义务必须履行。 

而本案原、被告双方均一味地强调自己的客

观困难，推卸自己的责任，拒绝抚养未成年子女，

其行为违反了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

定，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父母拒绝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行为违背了民法

上的公序良俗原则。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

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尊

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未成年人是国家

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抚养未成年子女不仅仅是

一种家庭责任，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不能因为个

人私利而拒绝承担抚养子女的责任。 

本案原告小花仅考虑自己离婚的需求，而无

视未成年男孩小小伟已明确表示愿意跟随其生活

的意愿，以无抚养能力为由拒绝抚养，被告小伟

以拒绝抚养附条件同意离婚，是不负家庭责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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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的表现，双方的行为均违反了公序良俗

的原则，也与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相悖。 

法官说法 

司法实践中，夫妻双方在离婚诉讼时争夺未

成年子女抚养权的案例较多，像本案中双方均拒

绝抚养子女的情况少之又少。 

在此类离婚诉讼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

应从离婚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伤害中汲取教训，

而不应该只为自己的私利和一味地强调自己的客

观困难，利用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推脱家庭

责任和社会责任。双方应该转变思想观念，反思

自己的行为，着重致力于夫妻感情的修复或者在

夫妻关系确实无法维系时，为未成年子女提供优

于现状的生活学习环境，真正为未成年子女的健

康成长着想，最终妥善解决目前存在的纠纷和矛

盾。 

因此，本案中，虽然原告起诉要求与被告离

婚，但基于未成年利益最大化保护原则和家事审

判理念，对原、被告的此种行为不应提倡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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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居住权案例 

济南一法院调解书巧设居住权！八旬老人房子给了儿子，但可以永久

居住！ 

2022-06-28 济南中院 

https://mp.weixin.qq.com/s/w0nnQSJJi7731UUw9JxbiA 

“房子虽然赠与儿子了，但我可以永久居住。”

近日，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团

队适用《民法典》作出一份设立终身居住权的民

事调解书，让八旬老人“安居”。 

王老太太已经 88岁高龄了，有两个儿子一个

女儿，王老太太的老伴早已去世，夫妻俩有一套

共同房产，登记在二人名下，王老太太现在与大

儿子张某在该房屋居住。大儿子及儿媳多年的悉

心照料让王老太太非常感动，想在生前就将房屋

过户给张某，但这一决定却引来了其他子女的不

满。小儿子和女儿都担忧房子过户之后，老人的

居住失去保障，不同意房产过户给张某。因对房

屋的处理协商不成，张某一纸诉状将弟弟、妹妹

及母亲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 

其他子女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王老太太虽

然可以通过继承析产和赠与的形式在生前将房屋

过户给张某，但在过户之后，王老太太就失去了

房屋所有权，张某如将房屋出租或者出售，王老

太太就必须搬离房屋。如此既不利于家庭和睦，

也会导致老人居无定所。 

主审法官林清梅在了解案情后，组织王老太

太及子女们进行了调解。在调解过程中，王老太

太表示，这么多年大儿子张某和儿媳一直很孝顺，

对她照顾的无微不至，她才可以身康体健，愿意

将涉案房屋中属于她所有的 50%产权份额以及她

应该继承老伴的产权份额全部赠与张某，张某亦

表示接受赠与。王老太太的其他子女也表达了对

房屋过户以后老人丧失住房保障的担忧。为了消

除王老太太其他子女的顾虑，维护家庭和睦，林

法官向当事人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关于居住权的相关规定，引导当事人通过在房屋

上为王老太太设立居住权的方式保障其居住权益。

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涉

案房屋归张某个人所有，王老太太对房屋享有居

住权。法院依据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出具调解

书，确认该房屋中张某父亲所占份额归张某个人

继承所有；张某向弟弟、妹妹支付他们应继承父

亲所占份额的价值补偿；王老太太自愿将其所有

的 50%产权份额以及其应该继承老伴的产权份额

全部赠与张某，张某接受赠与；张某自愿在该房

产中为王老太太设立终身居住权。 

本案通过设立居住权的方式保障了王老太太

的居住权益，让其住有所居，安享晚年，既尊重了

她在生前将房屋过户给子女的意愿，又避免了她

在失去房屋所有权之后居无定所的局面，真正实

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法官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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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典》首次规定了居住权制度，将居

住权作为用益物权的一种类型规定在物权编中。

这是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回应，是适应时

代和社会发展的立法典范。通过设立居住权的方

式，能够妥善解决继承纠纷等民事案件中较难处

理的房产分割问题，更加有效保障老年人的合法

权益。居住权可以通过订立居住权合同或者通过

订立遗嘱的方式设立，但要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

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本案中通过法律

文书设立的居住权，自文书生效时设立，但居住

权人仍然可以依据该文书申请办理居住权登记，

采取公示方式更好的维护自身权益。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百六十六条【居住权的定义】居住权人有

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

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第三百六十七条 【居住权合同】设立居住

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 

第三百六十八条 【居住权的登记要件主义】

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

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第三百六十九条 【居住权流转的禁止性规

定及例外】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设立居住权的

住宅不得出租，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七十条【居住权消灭的情形及注销登

记】 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的，居

住权消灭。居住权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

记。 

第三百七十一条 【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

的参照适用】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

用本章的有关规定。 

第二百二十九条 【法律文书或征收决定导

致的物权变动】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法律文

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

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征收决

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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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它案例 

为逃避旧债，将房产抵押给子女借“新债”，法院这么判 

2022-06-12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秦淮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T9k00oelt1rsj7kokKptvg 

案情简介 

赵某与赵小某系父女关系。2008年，赵某申

请位于本市某区的一处经济适用房，申请表中家

庭成员为赵某与赵小某。2017 年，赵小某向 A公

司转账，A公司出具了抬头为赵某的购买前述不动

产的收款收据。后赵某收房。2020 年 4月，赵某

取得该房屋的不动产权证。同年，赵某协议离婚，

约定该经济适用房归赵某所有。 

汤某与赵某曾系合伙关系。2018年，经结算，

赵某应向汤某支付结算款 50万元。因赵某未付款，

汤某于 2021年 5月将赵某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

双方达成协议，由赵某于同年 8 月偿还款项。后，

赵某未履行还款义务，法院亦未执行到赵某其他

财产。 

2021年 1月，即在汤某提起前述诉讼前，赵

某与赵小某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约定：

赵某向赵小某借款 160 万元，并将上述赵某名下

的经济适用房用于抵押担保。双方至房产部门办

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经查实，赵小某未实际向赵

某支付出借款项。 

汤某认为赵某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情形，故

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赵某与赵小某签订的《借

款合同》《抵押合同》，并涤除抵押登记。 

赵小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称其对赵某与

汤某间的债务纠纷不知情，不存在帮助赵某逃避

债务的情形。案涉经济适用房是由祖父母、外祖

父母为其出资购得，仅是登记在其父赵某名下，

收房后房屋也一直由其支配。因赵某外债较多，

经济适用房五年内无法过户，房屋市值 120万元，

加之赵某对其所负其他债务，为保障债权，故双

方才签订了《借款合同》并设定抵押。 

裁判要旨 

赵某与赵小某签订《借款合同》后，赵小某并

未实际出借款项给赵某，故严格按《借款合同》内

容，赵某与赵小某的借贷并未实际发生。 

赵小某既主张其对案涉经济适用房享有所有

权，又主张其对赵某享有债权，存在明显矛盾。结

合赵小某在明知赵某存在多笔外债的情形下将案

涉经济适用房设立抵押借款，故法院对《借款合

同》所载借款的真实存在持否定态度。 

赵某、赵小某设定抵押借款的行为虽并非直

接针对汤某，但赵某并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两者的行为客观上有害于汤某债权的实现。据此，

秦淮法院对汤某要求撤销案涉《借款合同》《抵押

合同》，涂销抵押权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予以支

持。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法官说法 

 

（秦淮法院 高宏伟） 

javascript:void(0);


200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债权人撤销权指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

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

担不当加重，对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

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所实施行为的一项

民事权利。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规定，“债务人以放弃

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

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

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

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

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

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

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

行为。” 

本案中汤某对赵某享有既存、合法的债权。在

此情形下，赵某与赵小某签订《借款合同》并将仅

有财产设抵押担保，赵小某亦未实际向赵某给付

出借款，其情形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债务人无偿

处分财产权益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情形。据此，

秦淮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债权人撤销权是法律赋予债权人的一项民事

实体权利，民事活动中的各方当事人均应当遵循

诚实信用原则，不得以非法手段逃避债务，损害

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否则，相应行为将不受法

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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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继承 

全国法院优案评析｜立遗嘱后个人财产状态发生变化的处理路径 

原创：2022-06-02  中国应用法学 案例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QJWhbvl-dfTco89LAOViGg 

全国法院优案评析 · 编者按 

应用法学从真实案例中来,并以襄助裁判、服

务司法作为最终目标。《人民法院案例选》和《最

高人民法院案例选》是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负责

研发的主要案例研究成果和载体。其中，《人民法

院案例选》创刊于 1992年，是最高人民法院最早

创办的案例研究品牌性刊物。近年来作为中国应

用法学研究所承办的“全国法院系统年度优秀案

例分析评选活动”成果之平台，《人民法院案例选》

收录了全国法院年度优秀案例分析，在全国法院、

社会各界产生广泛影响、取得良好声誉。为切实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宣传，践行“谁执法

谁普法”的要求，及时展现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动

态，《中国应用法学》微信公众号自 2022年 4月

起增设“案例研究”专栏，每周推送“全国法院优

案评析”，从新近编辑出版的《人民法院案例选》

中挑选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典型案例，梳理裁判要

旨、解读裁判规则、分享司法智慧，为法律从业人

员和社会公众提供实务参考。 

立遗嘱后个人财产状态发生变化的处理路径 

——罗某甲诉罗某乙、吴某某继承纠纷案 

编写｜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金牛区人民法院 刘

康宁、李雪 

（刊载于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主编:《人民法院案例选》

2022 年第 3 辑，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2 年版） 

01 裁判要旨 

年迈老人订立遗嘱后，因逐渐丧失民事行为

能力而无法修改遗嘱时，若遗嘱处分的标的物在

继承开始前已灭失，就该灭失标的物部分的遗嘱，

在继承开始后已无任何法律上的意义。法院在处

理因该标的物灭失而产生的遗产纠纷时，应充分

考虑遗嘱人最后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考虑该标

的物灭失的原因及后果，依法平衡遗嘱指定的已

灭失标的物的继承人与其他继承人之间的权利，

妥善处理作为灭失标的物替代物的遗产。 

02 案件索引 

一审：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8)

川 0106民初 12193号(2019年 9月 16日) 

03 基本案情 

原告罗某甲诉称：原告父亲罗某丙和母亲彭

某某婚后共有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一段 8 号 1

栋 3 单元 41 号房屋，婚内育有罗某丁、罗某甲、

罗某乙三子。罗某丁 2000年 10月 12日去世，吴

某某系罗某丁婚生女，2005年罗某丙去世后各方

均未对其遗产进行分配。2015年原告母亲彭某某

去世。2012年上述房屋被征用拆迁，实行产权调

换进行安置，被安置的房屋位于成都市金牛区万

担仓路 2号 1栋 1单元 12楼 6号，以及留有各种

安置费。被安置的房屋属于罗某丙和彭某某生前

共同所有，二人各占 50%。罗某丙未留下遗嘱，由

彭某某、罗某丁、罗某甲、罗某乙共同继承，各

12.5%的份额。罗某丁先于父亲罗某丙去世，则由

其女儿吴某某代位继承。2005年 9月 28日，彭某

某对其去世后的遗产留下书面遗嘱：表示愿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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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由二儿子罗某甲单独赡养直至去世，则其享有

的房产份额由原告单独继承。且原告在彭某某生

前对其尽心尽力赡养，故依法享有上述房屋 75%的

份额。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出

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分割位于金牛区万担

仓路 2号 1栋 1单元 12楼 6号房屋遗产，原告享

有 75%份额，二被告各享有 12.5%的份额，并要求

在此基础上多分 15%的份额；(2)全部住房征收安

置费用 341001元归原告所有。 

被告吴某某、罗某乙均辩称：(1)原告声称的

涉案所谓遗嘱和本案鉴定报告不具有客观真实性，

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2)本案应当按法定继承处

理。(3)即便原告提交的遗嘱真实，但是该遗嘱指

向的标的物在被继承人彭某某去世前已经消灭，

该遗嘱应当视为被撤销，故本案诉争标的物应当

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处理。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父母罗某丙、彭某某婚

后共有三个子女，分别是罗某丁、罗某乙、罗某甲。

婚后，罗某丙取得了位于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

一段 8号 1栋 3单元 41号的一套房屋，并通过参

与房改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该房屋登记在罗

某丙名下。罗某丁于 2000年去世，其婚生女为吴

某某。2005年，罗某丙去世。罗某丙去世后直至

2012年，彭某某与罗某甲及其家人共同居住在成

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一段 8号 1栋 3单元 41号房

屋。五冶集团家委会出具证明，彭某某的生活均

由原告罗某甲一人照料。2012 年 6月，因金牛区

旧城改造，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一段 8 号 1 栋

3 单元 41号房屋被纳入搬迁范围，该房屋经调换

为位于成都市金牛区万担仓路 2号 1栋 1单元 12

号楼 6 号面积为 89.88 平方米的房屋，同时，根

据《人民北路一段 6、8号院附条件协议搬迁补偿

安置方案》的规定，因该房屋经调换后还产生各

种政策性补偿、补贴、补助及各种奖励 170601元，

安置补助费(从2015年3月至2018年7月)140400

元，爱心救助费 3万元(该爱心救助费系对彭某某

个人的补助)。上述费用已由罗某甲领走 10万元。

而位于成都市金牛区万担仓路 2号 1栋 1单元 12

号楼 6 号房屋现因继承人间未达成一致而未能交

付。 

2012年成都精卫司法鉴定所出具法医精神病

鉴定意见书：证明彭某某有严重的智力残疾，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同年，五冶家委会指定罗某

甲为其母彭某某的监护人。2015年 8月彭某某去

世。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罗某甲还向法院提交了

一份《遗嘱》，该《遗嘱》的内容为：彭某某选择

罗某甲赡养自己，并由罗某甲继承位于成都市金

牛区人民北路一段 8号 1栋 3单元 41号房屋。该

《遗嘱》的落款日期为 2005 年 9 月 28 日。罗某

乙、吴某某对该《遗嘱》是否是彭某某本人书写提

出异议，并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后法院委托成都

联合司法鉴定就该《遗嘱》是否为彭某某本人书

写进行鉴定。后鉴定机构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作

出鉴定意见，认为该《遗嘱》中所有的“彭某某”

签名与样本材料中所有的“彭某某”签名均是同

一人书写。据此，法院认定该《遗嘱》系彭某某本

人作出。 

04 裁判结果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于 2019年 9月

16日作出(2018)川0106民初12193号民事判决：

一、基于拆除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一段 8 号 1

栋 3 单元 41 号房屋产生的剩余补偿金额 341001

元(含罗某甲已领取的 10万元)由罗某甲享有；基

于拆除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一段 8 号 1 栋 3 单

元 41 号房屋产生的取得位于成都市金牛区万担

仓路 2号 1栋 1单元 12号楼 6号房屋的权利，由

罗某甲享有 60%，由罗某乙、吴某某各享有 20%；

三、驳回罗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 

05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本

案中对罗某丙享有法定继承权的是彭某某、罗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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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罗某乙、吴某某四人，对彭某某遗产享有法定

继承权的是罗某甲、罗某乙、吴某某三人。在罗某

丙未订立遗嘱的情况下，原位于成都市金牛区人

民北路一段 8号 1栋 3单元 41号房屋，彭某某享

有被拆迁房屋 62.5%的权利，罗某甲、罗某乙、吴

某某各享有被拆迁房屋 12.5%的权利。法院认定罗

某甲所提交的《遗嘱》系彭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

但在彭某某去世之前，其遗嘱所处分的被拆迁房

屋已经灭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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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条规定，彭某某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根

据查明的事实，在 2012年拆迁之时，彭某某已经

存在意识不清的情况，而罗某甲则被社区指定为

彭某某的监护人，同时，罗某甲作为持有《遗嘱》

之人代彭某某同意将《遗嘱》处分的被拆迁房屋

处分的行为，系处分了他人财产权利，现罗某乙、

吴某某未提出异议，仅能视为其对罗某甲处分其

权利的追认，不能代表其认可诉争被拆迁房屋取

得的各项权利应当由罗某甲全部继承。 

但不能否认的是，从 2005年罗某丙去世之后，

罗某甲尽到了对彭某某的赡养义务，因此罗某甲

对于彭某某的遗产有权多分。综上所述，法院酌

情确认，拆迁补偿款剩余的部分由罗某甲享有，

而诉争房屋由罗某甲享有 60%的权利，由罗某乙、

吴某某各享有 20%的权利。 

06 案例注解 

本案是一起继承纠纷，系遗嘱发生效力之时，

遗嘱所指向的房屋因拆迁行为而导致标的灭失所

引起的案件。本案案件事实清楚，遗嘱人在生前

作出遗嘱，指定某个继承人继承遗嘱所指向的房

屋，但在遗嘱人作出遗嘱后，发生了三个足以改

变相关法律后果的法律事实：一是因年迈遗嘱人

逐渐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二是在丧失民事行为

能力后，遗嘱所指向的房屋被拆迁了；三是根据

相关政策遗嘱人获得了拆迁安置房屋的所有权。

在遗嘱人去世后，各继承人就遗嘱所指向原房屋

的替代性房屋的继承方式产生了争议，而相关法

律所规定的上述事实发生所导致的法律后果与人

民群众的朴素认识所期待的法律后果之间可能会

存在一定的偏差。 

故本案的焦点在于遗嘱人立遗嘱后丧失民事

行为能力，在遗嘱处分的标的物灭失的情况下，

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遗产中替代该标的物的部分。 

一、立遗嘱后个人财产状态发生变化时的一般处

理路径 

(一)遗嘱人自行处分遗嘱指向个人财产的情形 

遗嘱是指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

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

为。遗嘱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遗嘱人在遗嘱中

对财产的处分，本质上是对自有财产在法律允许

范围内自由处分的一种表现形式，遗嘱中对财产

的处分体现了遗嘱人立遗嘱时的真实意思表示，

但并不代表其不能对遗嘱内容作出更改或予以撤

销。遗嘱在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法律效力，在继承

开始之前，遗嘱人可以随时变更或撤销其所立的

遗嘱。 

因此，在继承开始之前，遗嘱人当然可以自行

处分其个人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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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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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

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

相关内容的撤回。”上述规定都明确了遗嘱人立

遗嘱后，另行处分遗嘱中载明的个人财产会产生

的法律后果，即遗嘱人的上述行为应视为其对遗

嘱中关于被处分财产内容的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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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在此种情况下，如果遗嘱人需要对原遗

嘱所涉财产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

转移后产生的对价作出新的安排和计划，那么遗

嘱人就需要订立新的遗嘱，而该遗嘱所载明的财

产，也应当是全新状态下的个人财产。 

(二)遗嘱指向的个人财产因非遗嘱人意志发生变

化时的情形 

现实生活中不乏遗嘱所指向的财产被动灭失

或所有权转移等情况，比如车辆、器物，乃至房屋

的毁损，但非出于被继承人本人意思造成财产灭

失对遗嘱会产生何种影响，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

明确规定。而这些物品损毁后，在有保险或因第

三人侵权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相应的赔偿款，对

于获得的赔偿款是否能够根据原来的遗嘱直接视

为已指定被继承人，法律及司法解释也未明确规

定。 

从遗嘱继承相关规范的理念来看，遗嘱能够

处理的应当是遗嘱人个人的合法财产，由于对物

的处分行为的基础是物必须真实存在，当遗嘱所

指向的标的物系特定物且已经灭失的情况下，遗

嘱中处分已灭失的标的物的部分已无任何事实基

础。而订立遗嘱行为是一种处分行为，其目的在

于使某种财产性权利发生转移的后果。作为单方

民事行为的遗嘱，该行为的内容也必须可能和确

定。在遗嘱的内容已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该遗

嘱不可能产生任何法律效果，即当遗嘱所指向的

标的物非因遗嘱人本人的意思灭失后，遗嘱中关

于该标的物的部分应属无效。前述，遗嘱人可能

会基于标的物灭失或所有权转移取得相应的补偿、

赔偿，也即一种新的财产(状态)，如果遗嘱人打

算另行安排和计划新的财产，那么遗嘱人需要通

过订立新的遗嘱这一行为来实现这一目的，而该

遗嘱所载明的财产，也应当是新的财产(状态)。 

综上，在继承开始前，无论是遗嘱人自主行为

导致遗嘱所指向的标的物灭失，还是非因遗嘱人

的原因造成了遗嘱所指向的标的物灭失，因标的

物已经灭失，故原遗嘱中关于已灭失的标的物部

分将不可能再产生任何法律效果。如果遗嘱人打

算对替代已灭失的标的物的财产作另外的安排和

计划，则应当按照《民法典》中的相关规范，另立

遗嘱，否则新的财产应当属于遗嘱未处分的遗产，

应在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二、在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灭失标的物产生的替代

财产时，应当有条件地考虑遗嘱人最后的真实意

思，妥善进行遗产分割 

在继承开始前，一旦遗嘱指向的标的物灭失，

则遗嘱中关于已灭失的标的物的部分将不再产生

任何法律效力，而对于遗产中替代该标的物的部

分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根据《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在适用法定继承规则时，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不难想象，均等分割替代灭失标的物产财产，未

必就是遗嘱人生前的真实意思，也不符合原遗嘱

指定继承人的期待，甚至在继承人已经履行遗嘱

所附义务的情况下，会导致各继承人之间权利义

务的失衡。因此，在处理类似案件的过程中，法院

应当对遗嘱指向的标的物被替代后遗嘱人的民事

行为能力进行考察，有条件地考虑遗嘱人最后的

真实意思，按照公平原则，遵循公序良俗，合理确

定继承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妥善进行遗产分割。 

(一)遗嘱所指向的标的物因遗嘱人处分而灭失 

在此种情况下，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遗嘱人另

行处分遗嘱所指向标的物是完全合法且不应受到

任何人干涉的。但同时，遗嘱人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也应当清楚另行处分遗嘱标的物的行

为将会带来的法律后果，即遗嘱所指向该标的物

的部分视为被撤回，并且遗嘱人也应当承担其行

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特别是在其有民事行为能

力另立遗嘱的情况下，其不再对处分该标的物后

所获得的替代性财物另作安排，就应当视为其放

弃了自身的权利。在继承开始之后，遗嘱人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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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遗嘱中处分的遗产应当完全按照法定继承的处

理原则来进行分割。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遗嘱人自行处分该标

的物的情况下，其应当预见到不另立遗嘱可能产

生的法律后果，因此，即便遗嘱人在处分该标的

物后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而未立新的遗嘱，在通

过司法程序处理其遗产时，遗嘱中关于该标的物

的处理意见原则上不应当对法官的裁判产生影响。 

(二)遗嘱所指向的标的物非因遗嘱人意志而灭失 

1．遗嘱标的物灭失时，遗嘱人具有民事行为

能力。在此种情况下，遗嘱标的物的灭失并非出

于遗嘱人之本意，导致遗嘱标的物灭失的原因可

能是不可抗力，也可能是他人的侵权行为，抑或

政府征收等行为。如前所述，只要遗嘱标的物灭

失可能获得赔偿、补偿等具有替代性的财产性权

利，且在遗嘱人有能力再立遗嘱的情况下，仍然

应当遵循遗嘱未处理的遗产要按照法定继承来处

理的原则，这也是《民法典》中关于遗嘱继承方面

要求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循的相关要求。 

2．遗嘱标的物灭失时，遗嘱人已丧失民事行

为能力。由于遗嘱人在遗嘱标的物灭失前已不具

有民事行为能力，因此，导致遗嘱标的物灭失的

原因不可能是遗嘱人的处分行为。而在遗嘱人已

无能力对遗嘱标的物的替代性财产另作安排的情

况下，确有探究如何分配该遗嘱未处分部分遗产

处理原则的必要性。 

首先，该部分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处

理。《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条规定：同一顺序

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一般应

当均等”这一表述，赋予了法官充分的解释空间。

而《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条则进一步指出，

“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

处理遗产问题。在继承人之间就遗产分割产生争

议后，如何能够让当事人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

结”的精神，延续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依照民间

善良的风俗习惯，笔者认为，在处理类似继承纠

纷时，尽量遵循被继承人的意志，无疑是一种更

为稳妥的办法。 

其次，继承法的私法属性决定其非为公共利

益，国家应尽可能减少对继承纠纷的“主动性干

预”，而着重以“提供被动性救济途径为己任”。

这种“被动性”意味着，在被继承人有真实意思表

示之时，公权力应当尽量保障被继承人的真实意

思在继承发生后得以贯彻，在存在解释可能的情

况下，即便是适用法定继承的规则来处理遗产，

也应当充分考虑被继承人自己生前的意图。 

最后，由于遗嘱人在订立遗嘱后，已丧失了民

事行为能力，其不再具备对遗嘱进行调整的可能

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视该遗嘱的意思表

示是一种“最终的”且“不可变更”的意思表示。

正常情况下，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对于遗嘱标的

物的合理期待自然是遗嘱标的物不会发生变化，

但在遗嘱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遗嘱人

也不可能自主处分遗嘱标的物。一旦遗嘱标的物

发生灭失，最有可能让一切都回溯至初始状态的

情况便是灭失的财物出现完全等同的可替代物。

但当遗嘱标的物为特定物时，此物与彼物完全等

同根本不可能发生。而在遗嘱标的物灭失后，无

论是征收补偿、保险赔偿还是侵权人赔偿，其核

心仍然是对已灭失之财物的补偿，其根本目的是

使财物所有人(遗嘱人)的财产状况恢复至该财物

灭失之前。因此，参考遗嘱人的意愿来处理已灭

失的遗嘱标的物的替代物，完全符合一般大众的

思考逻辑和行为逻辑。 

综上所述，在遗嘱人订立遗嘱后丧失民事行

为能力的情况下，由于遗嘱标的物灭失，遗嘱人

取得灭失标的物的替代性新财产，在继承发生后，

在明确遗嘱人取得的新财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

理的前提下，法官应当通过对财产性质以及遗嘱

内容的合理解释，充分尊重遗嘱人最后的真实意

思表示，依法合理分割该部分遗产，以保证遗产

处理的公正性，适当地回应继承人对被继承人遗

嘱行为应产生效果的合理期待。 



206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本案的处理结合了具体案情，秉持上述理念，

本着探寻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的精神，酌情对

遗产进行了公平公正的分配，均衡了原告作为对

被继承人尽了生养死葬义务的继承权利，并对其

他人的继承权作出合理裁判，十分恰当地处理了

继承纠纷中的矛盾，最终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指导

意义。 

李雅男|民法典视野下社交网络账号的继承 

原创：2022-04-28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李雅男 

https://mp.weixin.qq.com/s/T01nWiGszrDjIAB-rZzlwA 

作者简介 

李雅男(1989),女,河北唐山人,华中科技大

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摘要:社交网络账号为用户与网络服务平台

之间的服务协议,社交账号的继承问题本质上为

用户对自己网络信息的支配权限界定,属于个人

对其数据及信息的利用范畴。社交网络账户具有

财产性、身份性与人格性多重法律属性。社交网

络账户具有可继承性,其性质、用户协议及个人信

息保护义务均不排除账号继承的可能性。社交账

号继承规则的构建首先需要区分社交网络账号本

身与账号中存储的信息,其次根据社交性网络账

户的类型构建不同维度的继承规则。账号内存储

信息的继承应当优先保障用户的自主权,可以通

过构建数字化信托的模式实现,保障用户决定是

否允许继承的自主利益,并消除社交账号继承中

的负外部性。同时《民法典》第 1122条规定的“遗

产”的内涵应当做扩大解释。 

关键词:网络虚拟财产;数字资产;继承;隐私;

自主权 

本文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 1期 

一、问题的提出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 2021年 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11亿,互联网

普及率达 71.6%。其中社交通讯类 APP数量达 27.1

万款,占比 9.0%。可见,社会已经从纸质时代过渡

到电子时代。在此背景下,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部

分工作都通过社交媒体、电子账户和网上银行进

行。然而,每个用户终有一天会死亡,其遗留在网

络中的数字遗产该如何保护成为了摆在人们面前

的难题。社交网络运营商往往在服务协议中约定

社交性网络账号的所有权归运营商所有,用户不

得买卖、出租、转让,有的甚至直接明确约定不得

继承。因此,账户持有人去世时,继承人无法控制

该账户;如果服务提供者允许继承人访问该账户,

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网络账号能否继承存在较大

的分歧,法院认定标准不一。有法院认可网络账号

的继承,主张“被继承人高雪峰名下中国移动手

机号码 139××××4999,估价 1 万元,现由继承

人唐某 2 使用”。还有法院认为“网络社交账号

因用户的注册而设定并排他性地直接支配使用,

因其使用而产生网络影响力,具有一定的价值,是

一种网络虚拟财产,可以成为权利的客体”。另有

法院否定了网络账号的支配权,认为“腾讯计算

机公司以使用外挂为由封停李登攀的游戏账号并

予以通报,具有合同依据,亦未超出网络游戏秩序

管理的合理范围,其行为不存在违法性”。由此观

之,关于网络账号能否继承的问题,司法实践争议

较大,且司法判决中也没有区分社交账号与账号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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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信息,这使得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得不到真正

的解决。 

从我国的立法来看,《民法典》第 1122 条规

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

不得继承”。社交网络账号是否为可以继承的财

产仍然有待解释,在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关于

涉及隐私的网络虚拟财产是否可以继承一直存在

争议。而且,社交网络账号的性质存在争议,与一

般的网络虚拟财产性质也有所区别。《网络安全

法》第 42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个人信息安

全保障义务,但是并未明确此种义务是否可以在

继承中例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9条明确了

死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即其近亲属为了自己的

利益可以行使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但

是需要思考的是,此种权利是否等同于继承?近亲

属的利益与第三人隐私利益如何平衡? 

二、社交网络账号的多重法律属性 

(一)社交网络账号的财产性 

网络账号是一种允许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创建、

发送、接收、存储和显示信息的电子工具。《民法

典》第 111条规定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位于人

格权保护之后。第 127 条规定了对数据、网络虚

拟财产的保护,置于财产权保护之后。从体系解释

来看,个人信息似乎采取人格权的保护方式,而网

络虚拟财产等适用的是财产权的保护模式,但是

具体适用仍待解释。当前我国学者对于网络虚拟

财产的概念大多局限于游戏装备、游戏币等。但

是这远远小于实际范围,虚拟财产除包括游戏装

备、游戏币外,还包括电子邮件、网络寻呼等。《民

法典》并没有说明网络虚拟财产的含义,也回避了

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问题。网络虚拟财产的

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网络虚拟财产特

指通过离线交易可以获取现实利益的虚拟物,例

如游戏装备等,而广义上的网络虚拟财产则泛指

网络中的所有数字存在,包括邮箱、ID等。网络虚

拟财产包括两类:第一类包括在有形电子设备上

存储的、个人拥有的数字资产。具体而言包括个

人计算机、平板计算机、智能手机和电子阅读器

以及存储在这些设备上的数据或文档,包括照片、

音乐、视频和医疗、财务、商业等记录。第二类存

储在服务商与个人协议约定的账户中,这也被称

为“云”资产,因为信息是由账户持有人的物理

设备存储的,通常是在服务器上。其中包括电子邮

件(包括收到的消息和可访问账户)。如果电子邮

件存储在个人计算机上,则将其称为“本地”存

储,如果存储在互联网服务器上则被称为“云”

存储。在线账户通常需要用户名和密码,主要存储

照片、视频等内容。我国有学者认为现实中的网

络虚拟财产主要包括:账号密码型;信息资料型;

信誉型;虚拟货币型;游戏装备型。 

从定义上看,社交网络账号属于广义的网络

虚拟财产,具有极大的财产价值。一方面,社交账

号中存在多种网络虚拟道具,例如 Q 币,这本身就

属于狭义虚拟财产的范畴,社交账号中的虚拟币

或装备等可以进行交易。另外,社交账号中蕴藏的

用户的数据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数据被称为

“新时代的石油”,网络平台或者数据交易中心

收集用户数据,脱敏后可以进行交易,尽管数据权

属尚未确定,但不可否认社交账号中的数据属于

财产资源的来源之一。社交网络账号中包含大量

的个人信息与数据,网络服务平台通过收集用户

的个人信息对用户进行画像,从而进行精准营销。

个人信息蕴含财产价值基本上已经成为共识,正

是个人信息的财产利益属性催生个人信息受法律

保护的必要。尽管网络服务从外观上看用户并未

支付费用,但实际上用户是以自己的数据作为对

价的,数据价值被内化于网络服务过程之中,规模

化的个人信息是一种具有稀缺性的社会资源。另

一方面,当前“流量经济”“网红经济”大行其

道,直播带货市场潜力巨大,其前提就在于社交账

号的维护,粉丝量巨大的社交账号往往可以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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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利益。当用户在社交网络平台积累了大量

社交资产之后,就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变现,包括:

自营电商、广告推广、直播打赏、知识付费及其他

增值服务等。当社交资产累积到一定程度,粉丝量

巨大的用户就可以通过社交资产衍生出自己的品

牌,进行 IP 化管理。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专门的

产业链,存在专门的 MCN(Muti-Channel Network)

机构,孵化粉丝量巨大的网红,并帮助变现。其中

MCN 机构分为两类,纯商务型与内容型。MCN 机构

签约 KOL(Key Opinion Leader),双方共同打造一

个具有知名度与商业价值的内容输出端。实践中

也出现了 MCN 机构与 KOL 关于社交账号所有权的

争议,其实质在于对拥有巨大流量和变现能力的

账号的争议,是财产价值方面的争议,社交资产已

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无形财产。 

(二)社交网络账号的身份性 

电子邮件的实质为“邮件的电子版本”,因

此可以投射到线下邮件的使用及保护规则,即一

般默认邮件是私密的,电子邮件账号应当为隐私

信息。社交网络与此并不完全相同,尽管其服务协

议一般规定用户不得分享其账号、密码,用户一般

也不愿意他人能够登录自己的社交账号,但从现

实来看,社交账号更具有公开性,用户一般通过在

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视频等与其他用户互动。

社交网络一般采用开放模式,由用户选择对谁开

放。个人的社会联系和社交网络并不被认为是可

以作为遗产管理的一部分。社交媒体账户不同于

金融账户和商业账户,因为它们的价值来自与其

他账户的连接,有时跨越多个账户平台,没有有形

的等价物。在社交媒体上的连接意味着可以访问

他人的数字资产,包括别人的个人信息、照片、视

频、帖子等。个人的社交媒体使用可以被描述为

一种“存在”,这既证明了社交媒体账户的身份

性,也证明了社交媒体很难融入传统财产类型。社

交网络账户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因为其通常被理

解为社交联系和自我投射的数字表示。社交网站

被定义为基于网络的服务,允许个人在一个有界

的系统中构建一个公开或半公开的个人账户;记

录与其联系的其他用户列表;查看他们的联系人

列表以及系统中他人所发布的状态。 

虚拟入口是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链接,在

线账户为用户在虚拟世界被发现、被承认提供了

一条路径,其往往由用户排他性的占有,是一种身

份识别的凭证。社交网络账号包含虚拟资产的入

口,也包含存在于其背后的信息实体。社交网络账

户涵盖头像、昵称等,表示用户的身份,社交网络

账号的昵称在某种程度上是用户个人的“化名”,

是用户在网络世界的身份。从内容上看,社交网络

中发布的内容大部分与用户紧密关联,具有较强

的人身依附性,比如说“papi酱”“李子柒”等,

名称是社交账号的一部分,可以直接指向个人形

象。所以账号本身可以直接推导出具体用户的身

份。社交网络账号是用户在数字世界中构建的身

份,承载了特殊的社群关系。人们往往通过建构特

殊的身份抑或形象来表征自己的个性,社交网络

账号通常是自我表达的媒介,有助于用户预期自

我身份并维持某些社会纽带。人们往往在建筑、

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表达永生的愿望,“千古留

名”“永垂不朽”是人们追求自我身份存续的表

现。个人通过遗嘱等方式来实现超越死亡的目的。

在互联网中这些相应的需求被打包到财产法的讨

论中,并认为社交媒体账号具有财产的特征,因此

可以将其作为死者的财产进行管理。然而,社交网

络账户能否被当作财产、允许继承需要考量用户

与社交网络账户的关系,特别是其身份构建的本

质。社交账号的身份关联在技术领域也得到了实

现,即确定了身份数据采集标准和社交网络数据

集范围。社交网络账户具有身份权的属性,其是基

于特定身份而享有的,社交网络账号往往实名注

册或者账号中的个人信息可以指向特定的个人。

社交网络账号的身份权属性意味着并非每个民事

主体均享有此权利,只有当民事主体从事某种行

为时才能享有。依据鲍曼(Zygmunt Bauman)的共



209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同体理论,社交网络账号可以被看作自我身份建

构(identity building)的内容。社交媒体可以通

过促进潜在关系的形成以及维护现有的关系(创

建离线和在线关系的混合体),构建社交资本。社

交网络账号的身份属性还体现在用户对账号的持

有和维护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社交账号

不可随意转让的目的就在于此,否则会产生身份

混淆,造成管理失序。 

(三)社交网络账号的人格性 

社交网站使社交环境变得扁平化。这种用于

交流的统一平台不仅使用户与他人的交流扁平化,

而且从本质上将互动简化为预先构建的、人为制

造的模式。社交网络上的“朋友”或“粉丝”数

量是非常庞大的,但这是社交网站作为私主体平

台在公共或半公共空间中运作的产物。其含义是

明确的:当社会关系只有一个层次时,多样性和复

杂性就会被掩盖。为了管理这种扁平化的社会环

境,用户进行自我审查,仅对自己进行部分描绘。

在社交网站中,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变得统一,对差

异的敏感性较低。对反馈的过度敏感和社会语境

的扁平化扭曲了用户对自我和社会关系的表征,

损害了用户的自主权。社交网络创造和维持了缺

乏深度和诚意的关系,平台鼓励快速反应和信息

生成的活动。由于社交网络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活

动领域,已成为数字生活的中心,互动的特点对于

关系形成是极其重要的。自治的实质是从众多复

杂影响中作出选择,构成需要一个具有各种社会

背景和互动的丰富领域。社交网络实际上限制了

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而不是让我们建立关系。 

社交网络账户是个人表达和社交互动的重要

途径,但是选择退出是受到极大限制的。网络服务

提供者拥有平台,控制用户协议条款,用户无法更

改协议条款。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应将社交网络平

台视为中立者,相反,它旨在最大限度地为拥有它

的公司创造利润。网络平台鼓励用户参与网络社

交活动,并宣扬中立的地位从而驱使用户使用特

定类型的表达方式和特定的沟通与联系方式。用

户和社交网络之间失衡的权利结构扭曲了自我表

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过度参与(hyper-

Engagement),即过度推动用户参与提供更多信息

的活动,信息越多则互联网服务平台可能获得的

利 润 越 多 。 第 二 , 过 度 记 录 (hyper-

Documentation),网络活动实时记录一切痕迹,没

有任何筛选过程。社交网络成为人们活动的存储

库,无论是琐碎和重要的,还是无意义和深思熟虑

的。因为存档是默认的,所以几乎每时每刻网络都

在存储个人数据。社交网络的结构性特征鼓励通

过分享、点赞和评论进行持续不断的交流。过度

记录会造成混乱,并使得任何潜在层次结构的信

息和沟通主体模糊化。第三,操控性的社交环境,

指平台通过网站的构建和信息流动结构来影响和

塑造社交网络关系。这种特征构成了一个对社会

反馈非常敏感的环境,即对人群认可具有依赖的

环境。这种依赖有利于平台的利益,因为它鼓励生

产信息和在信息片段之间形成联系,这就是所谓

的“流量经济”,流量即信息流通,在互联网中是

巨大的资源。用户显然在社交网络的活动中既不

独立也不自治:选择是被推动的,甚至是被决定的;

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操纵的。 

由于社交网络平台具有此种属性,用户的人

格权往往受到干扰。网络平台诱导用户过度参与

并对用户信息过度记录,用户的隐私权与个人信

息利益受到威胁。社交网络平台具有逐利性,其关

注的利益核心在于收集用户信息、进行用户画像

而牟利,某些时候这与用户的人格权保护是相悖

的,会造成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等侵害用户自主

权的不良后果。个人信息被用于各种场景的分类、

打分,个人在自然人格之外又形成了以原始信息

和算法所决定的数字人格。由于数据监视无所不

在,这使得个人会不自觉地从他人视角审视自己,

个人选择自由也会因此受到干扰。对个人信息收

集、利用的“知情同意原则”,由于平台对用户的

权利优势及大数据挖掘技术的运用,基本上仅具



210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有形式上的作用而无法实质性地保护个体的自决

权。使用社交网络平台时,个体的人格尊严可能受

到 损 害 , 这 决 定 了 应 当 从 脆 弱 性 理 论

(vulnerability theory)进行分析。虽然用户对

服务条款的同意似乎符合合同自由要求,但掩盖

了平台与用户之间的权利失衡状态,因此,用户应

该拥有可异性(alienability)的力量。社交网络

账号受到主体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双重控制,对

社交性网络账户的本质应当进行区分,基于个人

社交账户的复杂性,需要仔细分析人格利益在社

交网络平台中的不同体现。 

三、民法典下社交网络账号的可继承性分析 

(一)社交网络账号的性质不排除社交网络账号的

可继承性 

社交性网络账号具有财产的属性,但从本质

上讲社交网络账号既不是财产也不是物,而是用

户的账户操作权限,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合同

约定向用户履行义务的依据。这也使得网络虚拟

财产在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这两类民

事主体时,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价值形态,社交网

络账号形成的利益诉求存在着维度上的差异,社

交性网络账号的财产价值具有单边性。网络账户

本质上应当为用户对自己网络信息的支配权限,

属于个人对其数据及信息的利用范畴。网络虚拟

财产属性具有多元性,社交网络账号具有财产属

性,这决定了其具有被纳入遗产客体的可能性。法

律属性到底是债权还是物权,抑或知识产权等,并

不影响社交网络账号的继承,仅影响继承规则的

适用。关于网络账户能否继承也应当以数据和信

息的视角来考量。个人信息之上可能同时存在人

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甚至还涉及公共利益。因此在

保护个人网络账户时应当根据不同的利益、不同

的维度构建不同的权利体系和平衡机制,以不同

利益为导向对个人网络账户进行妥当划分,社交

性网络账号的性质不排除其被继承的可能性。在

德国理论界,依据“数据附着论”,数据资产的保

护与继承一般需要附着于现存的权利,包括知识

产权、物权等。根据此理论,数字遗产一般分为可

以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与不能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的

数字遗产。前者可以通过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处

理;对于后者,一般分为离线数据和在线数据。离

线数据根据物权的添附理论,其归属于数据附着

物的物权所有权人。而在线数据允许适用《德国

民法典》第 1922 条的规定,这也是德国联邦最高

法院的司法判决结果。但是如果涉及他人的通信

自由和秘密,则阻断此数据遗产的继承可能性。 

因此,从本质上看:第一,网络账户并非物权

的客体,也不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其仅是区分用户

的技术方式,不具有独创性。第二,网络账号是网

络服务提供者与用户之间的合同,具体为何种合

同,则需根据具体内容判断。用户登录账号实际上

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了履行合同的请求,所

以判断社交账号能否被继承的基础应着眼于合同

关系。第三,社交账号是值得法律保护的,社交性

网络账号蕴含着财产利益、人格利益、身份利益,

且无法被权利化,虽不符合权利公示的要求,但是

符合利益的本质。因此,讨论社交网络账户继承的

前提就是确定其是否符合《民法典》所规定的“遗

产”的内涵。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交账号的所有权

不能被继承,但是其蕴含的使用利益及财产利益

是可以被继承的。在司法实践中亦有法院明确承

认“社交网络账号具有一定的价值,是一种虚拟

财产”,社交账号中蕴含的财产利益可以被认定

为“合法财产”并可以被继承。有法院明确认定

手机号码可以被继承,“手机机主对手机号码享

有使用权,在机主死亡后,机主对号码享有的使用

权依法可以继承”。 

(二)用户协议不排除社交性网络账号的可继承性 

合同的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突破,并

不具有绝对性,这是近代合同法发展的产物。法律

基于特定情形考量,需要对合同相对性作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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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基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维护,固守合同相

对性原则可能与当事人意愿相悖,且也不符合公

平正义的要求。随着商业实践的发展,债权的财产

属性已经得到承认,由此超越了相对性的给付关

系。因此,在一定条件下,物权化的债权可以成为

合同相对性的例外。根据债权的性质不得转让的

债权是那些基于当事人特定身份产生的债权债务

关系,如果此法律关系下的权利义务发生转让,则

会动摇合同的基础,违反订立合同的目的,损害当

事人的利益,具体而言包括高度人身性的债权、因

债权人变化导致债权行使发生重大差异的债权、

编入交互计算的债权、从权利、不作为请求权等。

从性质上考虑,社交性网络账号并非属于具有人

身专属性质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仅为网络服务提

供者制定的面向不特定公众的标准化格式合同,

网络服务提供商仅无差别地提供数据,合同履行

基础并不在于对主体的特殊信任,合同的存在并

不是以特定人的身份为前提的。 

从合同的性质来看,社交性网络服务账户与

主体之间签订的为格式合同,其与普通合同的产

生基础是不同的,这也决定了法律对二者的保护

模式存在区别。普通合同来源于合同双方平等的

协商,意思自治是其拘束力的正当性来源,因此法

律一般不会在普通合同中对某一方当事人进行倾

斜性保护,这有利于保障合同自由和当事人的意

思自治。然而,格式条款并非是合同主体在平等协

商基础之上达成的,而往往是由强势一方事先拟

定的,对方意志在缔结合同过程中不能自由表达。

为了平衡双方的利益,防止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利用其优势地位,损害另一方的利益,法律往往对

被动接受格式合同或格式条款的一方进行倾斜性

保护,以矫正结构性差异失衡,实现合同的实质正

义。社交网络服务商提供的合同正是无差别化的

格式合同,因此即便在用户协议中规定了“虚拟

财产禁止继承”,此条款的效力也需要进一步考

量,用户协议的禁止性规定并不能排除社交账户

的可继承性。 

网络服务协议应进行有利于用户的解释。网

络用户协议往往是网络服务商单方拟定的合同,

由于缺乏对网络服务中各种法律关系的规范,用

户协议往往成为确定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最为

重要的依据。但是用户协议为格式合同、电子合

同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在节省交易成本、提高交

易效率的同时,也限制了网络用户的缔约自由;更

为重要的是,作为提供合同的一方,网络服务商往

往在协议中缩小或免除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赋予

自己一些特殊的权利(如服务商可以任意修改和

解除合同,对此仅负有通知义务),同时限制用户

的权利内容或行使方式(如限制用户寻求法律救

济的途径)等,形成了缔约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

等的局面,影响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在认定网络

资产及网络账号能否继承时,应当对网络服务平

台与用户签订的条款做有利于用户的解释。如何

处理数字资产应该是立法机构有意识地衡量并反

思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价值的结果,而不仅仅

取决于私人合同约定的内容。合同规则是私人谈

判的结果而不是社会政策的导向,合同考虑的公

共利益或重视家庭的价值倾向的内容较少。社交

网络及大多数在线服务的合同都是如此,这些合

同通常是标准的格式合同,其往往是社交网络平

台所提供的标准合同,具有明显的权利失衡的特

性,缺乏谈判的机会。换句话说,用户很少阅读其

与网络服务商“签订”的合同,即使他这样做也

没有权利修改合同。因此格式合同可能并不是用

户的真实意思,其主要体现的是服务提供商最有

利的商业选择。网络服务商提供的规则的具体内

容缺乏一致性,而且不同的服务商之间利益和规

范也缺乏一致性。确定数字资产中存在哪些财产

利益的依据在于价值、观点和偏好,对于网络账号

的性质认定及继承性判断均应以此为标准。《民

法典》第 497 条规定了格式合同条款无效的情

形,“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格式条款无效。数字资产具有人格属性与身份属

性,限制或禁止数字资产转让或继承的格式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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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不合理地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行为,排

除了用户的自我决定权,因此用户协议此条款应

当为无效条款。 

(三)“隐私保护”不排除社交性网络账号的可继承

性 

2017 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Facebook 账号

继承纠纷案中判决一对夫妇有权继承其已逝女儿

的账号。在这场诉讼中,继承权最终“战胜”了隐

私保护,同时其透露出的问题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首先,隐私权作为民事权利只能由适格的民

事主体享有。死者已逝,其民事主体资格随之丧失,

自然也无法作为权利主体享有隐私权,因此以保

护死者隐私权的名义禁止社交网络账号继承是站

不住脚的。那么死者人格利益维护是否可以阻却

社交网络账号的继承呢?就此而言,一般存在直接

保护和间接保护两种模式,在司法实践及学理上

一直存有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死者客观上已经

没有了任何感受,无论是精神痛苦还是财产损失,

因此对死者利益保护更多地转化为对近亲属精神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民法典》第 994条

也采纳了此种理论。基于此,应当认识到死者隐私

利益的保护规则与生者隐私权的保护规则是完全

不一样的,二者的价值基础存在重大差异。生者隐

私权的保护在于保护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内心自

由等,防止其私人活动受到不正当干扰,核心在于

主体的主观感受。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都是

典型的侵害隐私权的方式。现代意义上的隐私概

念是由美国 Samuel Warren和 Louis Brandeis 在

《论隐私权》中提出来的,强调“独处的权利”,

而死者显然已经无此需求。由于隐私指向的主体

已经死亡,因此只有行为人对死者隐私的侵害足

以造成其近亲属的精神痛苦或财产损害,或者有

损社会公共利益时,此种行为才被认为是侵权行

为,近亲属或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诉讼。因此,继承

死者隐私载体本身并不构成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侵

犯,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以此作为借口拒绝其近

亲属访问死者账号中信息的请求。 

其次,公法上的信息安全维护义务不得对抗

私主体的请求权。账户持有人与互联网服务提供

商之间的隐私协议狭隘地限制了他人对网络账户

的访问,给试图访问数字账户的家庭成员造成了

障碍。如果当事人已经死亡,关于隐私的合理预期

标准是什么,其信息与隐私是否仍然享有受保护

的义务?解决此问题需要思考的是网络账号的所

有权人到底是谁,是网络平台还是自然人。首先要

理解的是,获取被继承人的数字资产的最主要障

碍是服务提供商的合同义务。未经账户持有人授

权或同意而进入他人网络账户的,其可能承担民

事或刑事责任。美国《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

(Computer Fraudand Abuse Act)禁止未经授权访

问计算机硬件和设备及其存储的数据的行为。根

据 1986 年《电子通信隐私法》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第三编所载的《存

储通信法》(The Stored Communications Act),

网络服务者面临着赔偿责任,除非某人得到“此

通信的发端人或收件人或预定收件人”的“合法

同意”,提供者才可以自愿披露与第三方的信息

交流内容。这是公法对网络服务平台规定的“信

息安全保障义务”。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

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3 条明确规定禁止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

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

害死者隐私。作为隐私权在网络空间的延续,网络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在网上享有的与公共利益无关

的个人活动领域与个人私密信息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

种人格权;同时也对第三人转载、传播、下载他人

的隐私、恶意诽谤他人等不当行为作出限制。违

背权利人本意进入其网络私人“空间”的行为被

视为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违法行为,如通过盗取手

段获得虚拟财产账号及密码进入他人网络上构建

的私人领域的行为。网络运营商作为经营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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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隐私是其法定职责。《网络安全法》第 42

条规定了网络运营者应当确保个人信息安全的义

务,并没有规定此义务在遗产继承中的例外,网络

服务提供者也往往以此为由拒绝死者近亲属的账

号继承请求权。然而,企业具有趋利性,网络服务

平台作为商事主体其可能以维护隐私为名而行维

护自己垄断利益之实。为了降低可能存在的风险

及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网络服务平台基本上毫

无动力向近亲属披露死者的隐私信息。这使得平

台与私主体之间的利益失衡,无法充分保护死者

及其近亲属的利益。仅纯粹地依赖网络服务提供

者的职业道德和自律根本无法实现保护用户隐私

的目的,反而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风险和道德

风险。因此,平台不能以“隐私保护”为由拒绝社

交网络账号的继承。此外,《网络安全法》第 42条

属于行政法规,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网络秩序和

安全,从对象上看其主要规制的是不合理利用个

人信息的行为,从责任上看其主要是行政法律责

任,从模式上看,其是纵向的行政管理方式,主要

是义务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网络安全法》并未

涉及私主体之间的社交网络账号继承问题,也无

法解决个人信息权益继承的问题。因此,网络服务

提供者不能以《网络安全法》中规定的“个人信

息安全保障义务”为由拒绝社交网络账号的继承。 

最后,允许继承人访问死者网络账号信息并

不构成对第三方隐私权的侵害。是否构成对第三

方隐私的侵犯应当考虑第三方的合理期待。继承

死者网络账号并非意味着可以对他人隐私信息进

行大肆张扬,我国《民法典》第 1032 条规定的自

然人的隐私包括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

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近

亲属对死者信息的访问是否侵犯第三方的隐私权,

需要考量第三方发送的信息是否属于私密信息,

而私密信息的判断是一种主观上的判断,对隐私

的判断并非是先验的,不能脱离具体的案件事实。

关于私密信息的判断标准有“绝对公开”与“相

对公开”标准,前者意味着隐私信息一旦公开就

超出了主体的控制范围,这与现实生活不符,后者

破除了“秘密—公开”的绝对对立的二元僵化模

式,主张即使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也并不意味

着主体丧失了对此信息的隐私期待。对隐私信息

的判断应当结合具体场景,结合主体的主观合理

预期与社会客观认知,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信息

可以被认同为隐私信息。对信息隐私的判断应关

注对信息收集和披露的规则要求,肯定“看破不

说破”的隐私要求,获得他人秘密信息应当积极

投入成本进行控制,使获得的信息符合隐私的合

理期待,此种情况下对隐私信息的占有和使用并

不会被认为是对隐私的违反。如果近亲属访问死

者账号遵循隐私信息披露规则,不进一步将通信

内容进行公开,可以被认为是满足他人的隐私合

理期待的行为,不能认为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

为。另一方面,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看,出现权利

冲突时,主体需要承受必要的权利克减。侵犯他人

权利的前提是存在过错,对于继承人而言,其访问

死者生前遗留信息的目的在于更为完整的了解死

者的生平经历,对其追悼、缅怀。我国文化自古崇

尚慎终追远,访问死者信息是符合人伦的合理诉

求,并不存在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过错,获得他人发

送给死者的信息只是一种衍射的副产品,此种行

为可以被容纳在社会正常交往范围之内,不能被

认为是具有过错的侵权行为。因此,第三人隐私也

不能成为网络服务平台拒绝继承人访问死者隐私

信息的合理理由。 

四、民法典下社交网络账户的继承模式构建 

(一)前提:区分社交账号本身与账号内存储的信息 

数字资产蕴含了固有的财产利益,重要的是

要认识到财产利益不是静态的,其变化和形态反

映了社会本质的变化,因此,应当区分社交网络账

号及其内容。场景不同,特征也不同,能否继承应

当依据具体场景而确定。讨论账号的转让、继承

等问题时,重要的是考虑账号背后凝聚的各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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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形态。从实际案例来看,社交网络账号纠纷中近

亲属的利益诉求更多地体现在获得死者在使用网

络服务过程中形成和存储的各类信息,而非仅获

得死者社交账号的操作权限。社交账号的本质为

网络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标准化、格式化的网络

服务合同,账号本身对继承人来说并无多少实际

价值,即使有些账号可能涉及付费服务,但此种服

务性合同为继续性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主体变

更或者权利义务转移时需经过合同当事人双方的

同意。虽然合同当事人一方死亡并不绝对导致合

同解除,合同是否有效应区别对待。但是服务性合

同中当事人一方死亡,合同标的并非单纯财物,不

能直接由被继承人继承。未履行完毕的服务可以

折算为财产利益作为遗产由继承人继承。死者近

亲属之所以诉求账号的继承更多的在于通过继承

账号访问和取回存储信息,账号仅仅是近亲属实

现自身利益诉求的途径而非终点。账号与账号内

容之间出现混淆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人

们将在前互联网时代对信息载体和信息内容之间

关系的传统认识平移到互联网时代就产生了此种

错误认识。具体而言,在前互联网时代,信息往往

被固定在自己享有所有权的信息载体上,例如纸

张、光盘、磁带等,对信息载体享有的支配权扩张

到了其所记载的内容上,二者并不存在分开的可

能,形成了“合二为一”的权利构造。这在互联网、

大数据时代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也使得个人数据、

信息的权利归属问题成为法律面对的新问题。用

户对于前互联网时代对信息的直接支配权,降级

为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访问、修改、删除等请求

权。对于存储在网络服务平台中的信息,当服务关

系解除时,应当予以返还。在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时代,用户对于信息与信息载体二者享有

的权利内容发生分离,此二者应当为独立的、不同

的权利,继承人应当对这两种权利享有不同的请

求权,在构建相关规则时,也应当对社交账号与账

号内存储的信息进行区分。 

在社交网络账号的继承中,账号自身和账号

中包含的信息应当被区分对待。社交网络账号具

有身份性,社交媒体用户大多以现实中真实的身

份出现,社交网络账号往往是现实身份在虚拟世

界的投射,这决定了社交网络账号具有身份权的

属性,因此是不可以随意转让或继承的,例如法人

的名称权转让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社交网络账

号作为通道本身就是对事实状态的消极保护,如

果允许账号本身可以继承,则无疑允许继承人以

被继承人的身份进行社会交往,这显然违背了基

本的社会关系法则。这是由社交网络账号的身份

性、人格性所决定的,而淘宝店铺账号则可以类推

适用法人名称的转让规则,因为淘宝店铺账号作

为专门的经营账号,基本上不涉及身份属性与人

格属性。如同法人的名称一样,淘宝店铺的经营凝

聚了巨大的商誉价值,商誉作为一种无形财产当

然可以被继承。因此,应当明确社交网络账号一般

是不能继承的,但其中的虚拟商品、虚拟货币及其

他不具有人身属性的数字资产可以被继承,允许

其流转或继承不会给社交网络带来混乱,同时服

务商须对社交账号中存储的信息流转提供一定的

便利。 

(二)方向:账号内存储信息的继承应尊重用户的自

主权 

社交网络账号的身份权、人格权属性决定了

应当优先保护用户的自主权,在这种独特的背景

下,社交网络账户的继承需满足以下条件:第一,

必须澄清死者是否想将他的数字资产移转给他人;

第二,必须确定允许数字资产的转让是否真实;第

三,必须区分死者意图的合法真实表达和虚假表

达;第四,在可能的范围内,应该设法限制负外部

性。社交网络平台中监视的范围是广泛的,考虑到

社交网络的中心地位,完全回避是非常困难的,用

户较难找到替代品。这导致用户过度依赖平台而

面临被操纵和权利不平衡及算法歧视的风险。因

此,考虑到平台的力量,应当支持用户选择性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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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自我,维护其在社交网站中的人格尊严利益,社

交网络平台不能成为保护用户隐私的主体。在探

讨社交账户的继承性问题时,社交网络平台与用

户之间处于权利不对等的状态,应当赋予用户更

多的自主权决定其账号的归属,在个人与社交网

络平台权利结构失衡的背景下,个人的表达自主

权与人格尊严尤其应当得到重视。 

以社交账号的性质为依据,即纯私人社交账

户、混合账户、商业账户以及办公账户等,结合账

号内存储的信息,对存储信息的继承划分不同标

准,构建特殊规则。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关于

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定在人格权之后,而关于虚拟

财产、数据的保护规定在财产权之后。立法虽然

并没有明确规定个人信息与数据的属性,《民法典》

第 1122条也没有明确数据、个人信息是否属于遗

产的范围。但是从体系解释来看,个人信息应当被

解释为以人格权的方式进行保护,而数据应当以

财产权的方式进行保护。那么作为存储在社交账

号中的个人信息,也应当如此适用。但是需要注意

的是,数字资产的继承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类似

于物权的继承。账户中具有财产性质的数据可以

直接由继承人所继承,但是涉及到人身权益的个

人信息则应当首先构建能够充分尊重主体意志的

制度,这也是互联网背景下“代码就是法律”的

体现。从前互联网时代“合二为一”的权利构造

到当前“一分为二”的重构,消除用户的认知误

区,明确不同的救济途径。对于网络账号中的数字

资产,特别是涉及人格利益的部分,最好的策略是

假定数字资产是不可继承的,除非被继承人明确

表示可以继承。这一制度可以更容易确定哪些人

实际上想把他们的数字资产传递给他们的亲人,

为法院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判断死者的意愿提供依

据。另外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数字资产的定义和类

型无疑会不断扩大,数字资产规划可以使数字资

产所有人的受托人能够在其死后访问他们的数字

资产。受托人也可以正确地识别具有情感价值的

资产,尊重死者指定谁可以访问其数字资产的要

求。虽然它不能解决第三方侵犯隐私的问题,但至

少可以通过限制数字遗产的数量来遏制这种危害。

如果用户对其数字资产的继承有隐私顾虑,理想

的解决方案是执行遗嘱,宣布他的数字资产在其

死亡时应该如何处理。这样,死者可以指示管理员

删除他希望保密的任何内容。 

(三)路径:数字化信托模式 

就具体路径而言,从域外实践来看主要存在

两种形式:其一,数字资产规划(Digital Estate 

Planning,DEP),类似于其他遗产规划服务,即允

许个人在整个遗产中直接传递某些资产。谷歌推

出了非活跃账号管理服务(Inactive Account 

Manager),允许用户自行设置在用户去世或长时

间不使用账号时如何处理账号中所包含的信息。

美国还存在专门管理用户死亡后账户的公司

Entrustet,也具有借鉴意义。数字资产规划(DEP)

协议允许账户持有人在死亡时将账户密码传递给

预先指定的执行人来分配其数字资产,被指定者

是“数字执行者”(digital executor),其会被

赋予保护重要的数据密码的权利。此权限可以关

闭死者的账户,但不允许控制该账户。从表面上看,

将一个人的数字资产计划纳入遗嘱似乎是一个可

行的解决方案,但也存在一定缺陷。服务提供者往

往为商业公司,这不能保证政策的一致性或稳定

性。而且,DEP服务也需要账号和密码,其存储着用

户所有重要的数字资产,一旦数据被泄露或身份

被盗窃,对用户的损失则更加难以弥补。我国也出

现了类似的服务,例如中国数字遗产网就包含了

遗产托管、网络公墓、数字归宿与遗嘱公证等多

个版块。但可惜的是,由于我国理论并未达成一致

意见,此网站仅为概念性框架,并无实质内容。 

其二为信托,信托提供了一种比较安全的数

字资产转移模式。允许个人为数字资产设立信托,

并对其进行控制和使用。与遗嘱相比,信托要求的

形式更加宽松,更容易创建和修改,更容易适应数

字资产不断变化的本质。从域外立法来看,美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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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委员会在 2015年通过了《修订统一数字资

产信托法案》(the Revised Uniform Fiduciary 

Access to Digital Assets Act,RUFADAA),该法

对有关数字资产继承的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

美国特拉华州《受托人访问数字资产和数字账户

法》(Fiduciary Access to Digital Assets and 

Digital Accounts)对数字资产和数字账户均采

取了开放的态度。以数字资产为例,其不仅包括现

有互联网技术条件下的电子邮件、用户名和密码

等,还包括随着技术发展而可能出现的新型资产

或类似权利。这种开放的态度正好契合了互联网

本身变幻万千、技术发展一日千里的特性,可以有

效避免法律的滞后性。法案允许他人基于遗嘱、

命令、委托等方式继承、管理账户持有人的数字

资产。该法强调,数字账户的受托人享有与该账户

持有人相同的访问权限,其被视为拥有了账户持

有人的合法同意。该法改变了默认规则,规定除非

用户同意,受托人将无法访问用户的电子通信内

容。用户(user)与管理人(custodian)共同维护一

个账户,管理人(custodian)主要负责携带、维护、

处理、检索或存储电子数据。服务协议条款规制

用户和管理人之间的关系。“在线工具”(online 

tool)是管理人(custodian)提供的电子服务,允

许用户向第三者发布是否披露数字资产的指令。

阻止受托人获得数字资产的格式服务条款被视为

无效。 

就我国而言,采取数字化信托的方式更为适

合,这不仅符合数字资产持续发展的要求,更避免

了商业公司中可能存在的系统冲突与风险。我国

立法可以借鉴 RUFADAA 的三级优先体系(three-

tier system)构建适合的数字资产信托模式。第

一,由于数字资产的继承问题是互联网时代出现

的新问题,那么在解决时也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

工具,通过代码进行规制,将信托协议纳入在线工

具中使用,托管人使用在线工具进行披露的指示

将取代遗嘱、信托或委托书、服务协议中的指示。

第二,用户在遗嘱、信托、授权委托书或其他记录

中的书面指示凌驾于样板服务协议之上。第三,如

果用户没有任何指示,则服务协议具有效力;如果

服务协议在受托准入方面保持沉默,则适用其他

相关法律。这种三级优先体系与技术进步是一致

的,因为它优先考虑新的在线工具。网络服务提供

商不能躲在通信秘密及通信自由的面纱后面,而

是可以与用户合作,允许用户在他们去世前表达

他们对账户的愿望。负责管理有形财产的受托人

承受的法律责任同样适用于数字资产管理的受托

人,其需要承担:注意义务(the duty of care);忠

诚义务(the duty of loyalty);保密义务(the 

duty of confidentiality)。披露数字资产的程

序包括:允许请求者部分访问用户账户,即足以执

行必要的任务;向请求者提供账户中持有的所有

数字资产的“数据转储”。对于社交网站账户而

言,最重要的是确定用户的真实意思,保障用户的

自主权。 

(四)保障:社交账号继承的负外部性消除 

社交账号不仅存储着死者的数据,还涉及与

其交往的第三人的信息。社交媒体账户经常显示

来自他人账户的实时消息,溢出成本是数字继承

特有的问题。社交媒体中的用户相互联系,在社交

网站中一般都包含着许多其他用户的评论、留言

等。维护那些仍然活跃在网络上的用户的隐私利

益与向家庭成员提供具有情感价值的记录同样重

要。因此互联网服务平台虽然不能以保护他人隐

私为由拒绝继承,但也并非意味着继承人对死者

信息的访问、存储、利用毫无限制,更不可以披露

死者及第三人的隐私信息超出其合理期待范围。 

为了更好地区别涉及隐私和不涉及隐私的网

络虚拟财产,应当强化网络服务平台的义务及责

任,网络服务平台可以在系统中设置“隐私标记”

的功能并提醒用户进行分类。与实体信息载体不

同,网络账户可以存储无限的消息,在此背景下由

于账号密码的存在,用户已经有了隐私感。而且由

于网络平台与用户权利结构不对等,社交媒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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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身份悖论、隐私悖论。随着时间的推移,隐

私观念及内涵可能发生改变,但公开和私密的标

准仍然存在区分的必要。社交网站应明确区分私

人领域和公共区域。就账户而言,用户可以对整个

页面、状态及联系人信息设置为公开或隐私状态。

根据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关于针对社交媒体用

户的 8/2020指南》(2.0版)(Guidelines 8/2020 

on the targeting of social media users 

Version 2.0)的规定,数据控制者判断数据主体

是否公开数据需要结合多种因素来判断数据主体

的意向,保持社交媒体平台的默认设置、社交媒体

平台的性质、公开信息的可访问性、数据主体是

否自行公开敏感数据或该数据是否由第三方公布

或推断。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大体采纳平台性质、

访问权限等多种要素进行综合判断。另外,还应当

明 确 例 外 情 况 , 包 括 : 未 经 许 可 的 儿 童

(unauthorized children) 信 息 和 执 法 (law 

enforcement)信息。对于儿童而言,由于其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与网络

服务商签订的服务协议的效力处于待定的状态。

儿童死亡应当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父母应当不

受任何约束地继承其未成年子女在社交网络账号

中储存的信息。执法行为的排除应包括以下条件:

存在有效的搜查令;刑事调查的要求;紧急情况等。 

关于死者的隐私利益,有学者认为近亲属是

死者隐私的真正权利人。《民法典》第 994 条采

取的也是此种模式,即死者人格利益的间接保护

模式。此种间接保护模式认为近亲属作为死者隐

私保护的最佳人选,在死者的隐私等人格利益遭

受到他人侵害时,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利益同时受

到侵害,允许近亲属提起诉讼予以救济,实际上是

通过保护近亲属的利益而间接达到保护死者人格

利益的目的。但间接模式存在固有缺陷,其无法直

接体现对死者隐私利益的保护,这与隐私利益能

否继承更是两回事,应看到死者与其近亲属之间

存在利益冲突的可能,并不能当然地肯定死者隐

私利益可以直接被其近亲属继承。《个人信息保

护法》第 49条也规定“死者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

法、正当利益,可以行使查阅、复制、更正、删除

等权利”。这就意味着此利益是属于死者近亲属

的,而非死者或他人,这也就意味着存在利益冲突

的可能性。因此近亲属的利益应当受到限制,不仅

局限于权利行使的正当性,而且限于查阅、复制、

更正、删除的内容。近亲属对死者数字身份的控

制权不得超出维系和保护死者生前身份建构的边

界。对于社交账号的继承性而言,行使上述四项权

利并不等同于账号及其存储内容的直接继承。近

亲属对死者个人信息的处理不得对死者人格利益

造成妨碍,如果近亲属自身利益与死者利益相冲

突,应当优先保障死者利益。死者近亲属行使查阅、

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不得与死者利益冲突、不

得违背死者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不得超出死

者的合理预期范围,同时近亲属访问、存储死者信

息不得违背第三人的隐私合理期待,不得非法披

露他人信息。最后,还应当建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

响应机制,及时核实死者近亲属身份、采取必要措

施等。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章规定了个

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包括知情权、决

定权、查阅权、复制权、可携带权、更正权、补充

权、删除权、解释说明权等。第 49条中虽然规定

了“等权利”作为兜底,但是应认识到可携带权、

知情权、决定权等权利是专属于权利所有人的。

一方面近亲属不应当享有,另一方面也无必要享

有,因为查阅、复制、更正、删除已经足够近亲属

维护自身权益了。因此,此法条应当为完全列举而

非不完全列举。 

网络服务平台应具有删除过期账号的功能,

从而修正用户在网络中的隐私悖论,使其在网络

中的隐私预期与线下隐私预期具有一致性,在无

死者明确表示的情况下,死者的社交账号应当默

认在一定时间后彻底删除。但是,《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 49条并未规定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期限问

题,默认为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另有学者提出

死者非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为 50 年。美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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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携 带 与 责 任 法 》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和《经济

与临床健康信息技术法》(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Economic and Clinical Health 

Act)对死者健康信息的管理都做了规定,即自然

人死亡后的 50 年内,死者的代理人或遗嘱执行人

有权查询、授权使用或披露姓名、地址、生物信息、

医疗记录、保险信息等在内的死者健康信息。在

自然人死亡超过 50 年后,医疗机构有权决定死者

健康信息的处理方式。但这可能导致死者个人信

息保护的期限过长。由于个人信息具有明显的时

效性,不同于名誉等人格权,对死者个人信息的存

储时间应当短于一般人格利益。《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 19条规定“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应当为实

现处理目的所必要的最短时间”,因此,死者近亲

属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向信息控制者请求访问死者

信息。期限届满信息控制者应当立即删除死者信

息。此合理期限应当短于对自己信息的处理期限。 

五、结语 

数字时代已经到来,互联网已经融入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社交网络更是我们日常生活、工作无

法离开的工具。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影响,人们的

情感理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都发生了巨大

而深刻的变化。为了因应这一变化,立法也进行了

相应的调整。《民法典》第 127 条专门规定了对

数据、虚拟财产的保护。然而,此条款仅为宣示性

条款,数据、网络虚拟财产能否作为《民法典》第

1122条的“遗产”还需要系统性的解释。《民法

典》第 1122条采取“概括+排除”的立法模式,改

变了以往“列举+兜底”的立法模式,这似乎为

“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提供了可能。然而,社交

网络账号凝聚了多面复杂的利益,其不能被简单

地理解为“遗产”,还需要结合《网络安全法》与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充分保障近亲属利益

的同时,保障第三者的隐私信赖与死者的自主利

益,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对于公证遗嘱是否为最后一份的审核问题探讨 

原创：2022-06-13  中国不动产官微 黄孟男 

https://mp.weixin.qq.com/s/CmuGVatqVn4k0ZI03aG7Ig 

有这样一个案例，张三持其父亲生前立下的

公证遗嘱、死亡医学证明等材料向登记机构申请

继承商品房的转移登记，登记人员审查登记申请

材料后，书面告知张三，要由全体继承人到登记

窗口签字确认该公证遗嘱是被继承人立下的最后

一份遗嘱。 

此类情况曾引发讨论。争议的来源在于，根据

《民法典》的规定，被继承人生前立两份以上内

容相抵触的遗嘱的，应当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

而对于本案类似情况，遗嘱虽然是公证遗嘱，但

难以证明其为最后一份。那么，登记机构是否要

对此进行审核？要求全体继承人到登记窗口签字

确认该公证遗嘱是被继承人立下的最后一份遗嘱

的告知书是否正确呢？ 

有观点认为，虽然《民法典》删除了公证遗嘱

优先效力的条款，但张三申请继承转移登记时提

交的公证遗嘱与被继承人的死亡医学证明组合构

成了张三享有不动产继承权的真实、合法、有效

的证明。且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文规定要求登

记机构对作为继承转移登记证据材料的公证遗嘱

是否为最后一份遗嘱进行审查，从登记规则上看，

登记机构不必对其进行审查。故遗嘱可以作为申

请人申请继承转移登记的申请材料，但该遗嘱是

否为最后一份遗嘱并不在登记机构审查范围内。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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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据《民法典》等规定，在实际工作中，登

记机构应当履行的职责为：（一）查验申请人提供

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二）就有关登记事

项询问申请人；（三）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申请登记

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登记机

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必要时可以实地查

看。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则规定，登记机构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的，应当

按照下列要求进行查验：（一）不动产界址、空间

界限、面积等材料与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状况是否

一致；（二）有关证明材料、文件与申请登记的内

容是否一致；（三）登记申请是否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 

可见，登记机构工作人员要对该案例的证明

材料和文件是否与申请登记内容一致进行查验。

一般而言，对于公证遗嘱的查验涉及三方面内容。

第一，是否合法。即，公证遗嘱是否是合法的经公

证处正常办理的公证文书，不必进行实质性核查，

但至少要从卷面上查看其合法性。第二，是否真

实。笔者认为，要从形式上核查该公证书是否为

假，如果一眼即可看出文书为假，就应该和有关

部门进行进一步核实。第三，是否有效。这个有效

就是看其是否是最后一份遗嘱，如果不是最后一

份遗嘱，即使是真实的，笔者认为也是无效的。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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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讲的经公证的材料比较多，不单是指公

证遗嘱。《民法典》中的遗嘱种类有自书遗嘱、代

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

证遗嘱六种，公证遗嘱只是其中的一种。《民法典》

明确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

的遗嘱为准。《民法典》修改了遗嘱效力规则，删

除了原《继承法》中关于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

定，切实尊重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表达。笔者认为，

在办理继承登记时，还是应要求工作人员核实一

下是否有多份遗嘱以及提交的公证遗嘱是否是最

后一份遗嘱。 

我们知道，经公证的材料很多。其中，有对继

承人的相关公证文书，有对被继承人的相关公证

文书，有对遗产的公证文书，有涉及遗产继承分

配协议的公证文书及遗嘱公证的相关文书，有针

对委托的公证文书，还有继承权公证书等多方面

的公证材料。所以说，登记机构要求全体继承人

到登记窗口签字确认，可以对全体人员进行询问，

有助于判断该公证遗嘱是否是被继承人立下的最

后一份遗嘱。笔者认为，全体继承人到场后，一致

确认该遗嘱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可以更好

地降低继承登记风险。 

编后 

本文为作者观点，仅供参考和探讨。就当前情

况来看，遗嘱审核问题具有一定争议性和实务难

度，值得多方研究思考。从依法登记、提高登记效

率和便民利民计，或可结合告知承诺制、遗产管

理人以及信息共享等制度措施，统筹考虑这一问

题的解决之策。 

作者单位：湖南省衡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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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继承人”如何通过诉讼破局“继承难” 

原创：2022-06-16  家族律评  蓝艳 

https://mp.weixin.qq.com/s/fAczyyCc6JNAENNhxlcXtw 

基于中国早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如今

我国存在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虽然现在已经放

开了二胎、三胎政策，但基于各种原因，独生子女

家庭的规模也逐渐扩大。如果独生子女未来成为

了“唯一继承人”，则其继承父母遗产的难度将

远远超过非独生子女群体。如果父母提早规划、

订立遗嘱当然能极大地降低继承的难度。但实际

上，中国人的骨髓中对于“死后安排”还是具有

一定的忌讳，面对生前订立遗嘱的安排或多或少

都会有抵触。如果父母去世但没有订立遗嘱，鉴

于独生子女可能是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如果无法

通过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则将面临“无人可

告”的局面，那这样的局面应当如何破解呢？本

文就以最常见的银行存款和房产为例，带大家一

起破局独生子女作为“唯一继承人”所面临的继

承难题。 

独生子女如何“破局”银行存款的继承 

1.五万元以内的银行存款/金融资产可以直

接向银行申请提取 

2021 年 1 月 28 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发

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

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银保监办发

〔2021〕18号），同一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于

存款人账户内，最高不超过 5 万元人民币的资金，

可以通过由已故存款人的配偶、子女、父母，或者

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受遗赠人提供相关的材

料后，一次性进行提取。也就是说，如果独生子女

需要继承的遗产是某个银行账户内的存款，且存

款的数额在人民币 5 万元以内的，可以向该银行

提交如死亡证明、居民户口簿、结婚证、出生证

明、有效身份证件、申请人亲笔签名的承诺书等

材料，申请一次性提取该部分存款。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非存款类金融产品的本

金和收益也是一并计入“五万元”的限额内的。

如果该金融产品未到期且无法提前终止，或者无

法办理非交易过户的，则只能在该产品到期或满

足赎回条件后才能一次性提取。 

2.超过五万元的银行存款/金融资产可以选

择起诉银行要求支付 

如果独生子女需要继承的银行存款/金融资

产超过了五万元，则需要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

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银发〔1993〕

7号）以及《中国人民银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查询、停止支付和

没收个人在银行的存款以及存款人死亡后的存款

过户或支付手续的联合通知》（〔80〕银储字第 18

号）的规定，通过办理继承权公证书或通过人民

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办理过户或支付

手续。 

对于独生子女来说，如果无法办理继承权公

证书，就意味着必须通过人民法院进行诉讼，但

当自己是“唯一继承人”时，究竟要告谁呢？ 

结合各地法院近三年的公开案例可知，“唯

一继承人”可以银行为被告，以储蓄存款合同纠

纷或合同纠纷为案由，要求银行向继承人支付该

银行存款。 

如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2）湘

1227 民初 52 号原告张某某与被告中国某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新晃支行合同纠纷一案中，该法院认

为：“张某春生前将钱款存入中国某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晃支行，建设银行开具存单给张某春，

双方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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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负有依照合同的约定支付存款本息的义

务。因张某春已经死亡，无第一顺序继承人，第二

顺序继承人张某楷、张某某享有当然的继承权，

现张某楷以明示的方式放弃继承权，故张某某有

权继承张某春的银行存款本金及利息”。最终该

法院判决“限被告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晃

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张某春个人活

期账户 3020××××5835 里的存款及利息共计

人民币 55148.85元支付原告张某某”。 

又如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20）渝 0119

民初 6113 号原告周某某与被告中国某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川区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

一案中，该法院认为：“周某友于 2020年 5月 29

日去世，周某某作为其唯一继承人，有权继承其

遗产。周某友在中国某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南川区支行有存款，该笔存款为其遗产，周某

某可以继承。”最终该法院判决“被告中国某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川区支行在本判决生

效后立即将周某友在被告中国某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南川区支行账号 XXX********中的存

款及利息（具体金额以银行查询为准）支付给原

告周某某”。 

独生子女如何通过起诉“破局”房产继承 

1.需要办理产权变更的房产可以直接起诉房

产交易中心 

在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18）辽

0404行初 114号案例中，原告岳某的父亲岳某斗

于 2018 年 2 月 5 日去世，其死后名下有一套房

产，坐落于抚顺市，而原告岳某作为“唯一继承

人”向抚顺市不动产登记与房屋交易中心，申请

继承该房产。但该交易中心却以原告提交的死亡

材料不符合法律形式为由拒绝办理产权登记。故

原告以该交易中心为被告提起了房屋行政登记一

案。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第七条的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

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故被告

具有办理涉案房屋不动产登记的法定职权。该条

例第十四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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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原告向被告提

供的自愿生育一个孩子申请审批表可以证明原告

系被继承人岳某斗的独生子，原告提供的岳某斗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户政字（2018）415

号证明、葛布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和（2017）抚政民

字第 12004 号公证书以及郭某某注销户口证明可

以证明原告的爷爷岳某令于 1979 年 3 月 7 日去

世，原告的奶奶靳某兰于 1994 年 11 月 20 日去

世，原告的母亲郭某某于 1995 年 6 月 8 日去世。

现原告作为被继承人岳某斗的唯一继承人，有权

继承涉案房屋，故被告应为原告办理涉案房屋的

不动产登记。”最终，该法院判决该房屋交易中

心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原告

办理房屋的不动产登记。 

由此可见，独生子女作为遗产的“唯一继承

人”，在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提交了相关材料之后，

若相关部门拒绝办理不动产登记，则可能会被视

为行政不作为行为，“唯一继承人”可以提起行

政诉讼进行“破局”。 

2.需要开发商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的房产可以

直接起诉开发商 

在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豫

0204 民初 2260 号案件中，原告作为“唯一继承

人”需要开发商将已办好的房地产权证（分割证）

交付给原告所有并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但遭

到了该开发商的拒绝。于是原告以该开发商为被

告提起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韩某作为李某某

的唯一继承人，依法继承李某某购买的涉案房

产。......原告要求被告交付房屋房地产权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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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证）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最终，该法院判

决开发商向原告交付房地产权证书。 

综上，从继承遗产的角度来看，独生子女确实

会存在较多不便处理的法律困境，但通过一定的

诉讼手段确实也可以进行“破局”。当然，作为

独生子女的父母更应当提前就自己名下的财产做

好规划，至少能留下一份遗嘱，待自己百年归老

以后，也能让自己的孩子更顺利地继承遗产，早

日步入更加美好的生活！ 

作者简介 

 

蓝艳 

中伦律师事务所非权益合伙人，专注于向超

高净值个人提供与私人财富规划相关的法律服务，

擅长处理综合性家事案件的争议解决。 

继承登记联合征文启事 

2022-06-16  中国不动产官微   

https://mp.weixin.qq.com/s/YSqY95SCTa5o1zck8WMVPQ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家庭建设重要讲话精神，促进

《民法典》遗产管理人领域相关研究与实践，中

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中华遗嘱库、民主

与法制社、中国自然资源报社《中国不动产》编辑

部、桂客学院决定面向社会开展联合征文活动。 

征文主题：遗产管理人制度和实务中的问题

和对策建议 

征文时间：2022年 6月 11 日起至 8月 31日

止 

征文对象：全社会有志于推动遗产管理人制

度研究和实务发展的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 

活动方案 

1.活动将紧扣理论发展前沿和民生实际需要，

采取命题与自选相结合的方式，既列出征文选题

参考清单，又允许自由选题投稿，既集中研讨当

前遗产管理人制度和实务领域的突出问题，又给

予参与者足够的空间。 

2.围绕“遗产管理人制度”核心主题，设置

遗产管理人制度探讨、遗产管理人涉不动产登记

实务研究、遗产管理实务探究、遗产管理经典案

例分析与启示、遗产管理人工作难点及对策等专

门版块，进行有针对性的选题、征稿和评选。 

3.组成专家组，于 2022年 9 月对投稿进行评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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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优秀作品刊发于《中国不动产》杂志和中国

不动产官微、《民主与法制》杂志、中华遗嘱库官

微等媒体。 

5.入选作者将聘任为中华遗嘱库学术委员会

委员。 

6.通过各种渠道持续向社会公布本通知，并

择机在 2022 年下半年召开“第三届遗嘱与遗产

继承论坛”。 

7.择机结集出版优秀作品。 

8.投稿即视为同意本活动主办方发表该作品，

并同意主办方对作品进行必要的文字调整、编辑、

复印和出版。 

投稿方式 

投稿请将论文以 Word 格式发送至邮箱：

law@will.org.cn ，请附个人简历（包括出生年

月、照片、教育经历、工作单位、职务职称、主要

科研成果、手机号码、通信地址、邮编、电子邮箱

等），以单位、部门名义提交论文的，请注明联系

人及联系电话。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投稿”字

样。论文字数不限。 

联系方式 

联系人：谭钰翔 

电话：18200663508（微信同号） 

附：《征文选题建议目录》 

遗产管理人制度和实务中的问题和对策建议 

征文选题建议目录 

第一部分 遗产管理人制度探讨 

1.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历史沿革 

2.我国现行遗产管理人制度点评 

3.中国港澳台遗产管理人制度探究 

4.各国遗产管理人制度探究 

5.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地方选择性探究 

第二部分 遗产管理实务探究 

1.不动产遗产管理实务 

2.资金存款遗产管理实务 

3.企业股权遗产管理实务 

4.遗产管理中的财务税务问题 

5.公证处对遗产管理人身份的认定与对接 

6.不动产登记中心对遗产管理人身份的认定

与对接 

7.银行等商业服务企业对遗产管理人身份的

认定与对接 

8.商事登记机关对遗产管理人身份的认定与

对接 

9.公证对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参与 

10.律师对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参与 

11.遗产管理人的选任、变更与终止 

12.遗产管理人任职资格探究 

13.遗产管理人的产生程序 

14.遗产管理人的工作流程 

15.遗产管理人的工作内容 

第三部分 遗产管理人涉不动产登记实务研究 

1.不动产登记与遗产管理人制度的衔接 

2.不动产登记中遗产管理人的地位 

3.不动产登记涉遗产管理的焦点与难点 

4.不动产登记涉遗产管理人的困惑与解决思

路 

5.不动产登记如何执行法院关于遗产管理人

的判决 

6.遗嘱指定遗产管理人与不动产登记的难题

与探索 

7.遗产管理人在不动产继承登记中的作用和

应用场景分析 

8.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中，遗产管理人与

继承人、代理人等的关系问题研究，尤其是其与

告知承诺制以及全体继承人到场确认继承权等制

度措施的衔接研究 

第四部分 遗产管理经典案例分析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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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遗产管理人的地位与功能 

2.缺乏遗产管理安排引发问题的经典案例研

究 

3.遗产管理错误设置引发问题的经典案例研

究 

4.遗产管理得当的经典案例研究 

5.遗产管理监督人机制 

6.公民个人担任遗嘱管理人的实务探讨 

7.商业机构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实务探讨 

8.社会组织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实务探讨 

9.基层组织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实务探讨 

10.其它组织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实务探讨 

11.公证机构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实务探讨 

12.律师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实务探讨 

13.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实务探讨 

14.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实务探讨 

第五部分 遗产管理人工作难点及对策 

1.遗产管理人民事责任问题研究 

2.遗产管理人面临的道德与法律风险研究 

3.遗产管理人的法定诉讼担当资格研究 

4.继承人对遗产管理人工作的挑战 

5.遗产管理人与公证处协作困境研究 

6.遗产管理人与不动产登记中心协作困境研

究 

7.遗产管理人与继承人协作困境研究 

8.持续性遗产管理中的工作难点研究 

注：以上选题方向供参考，具体论文题目可自

选。 

遗嘱存在瑕疵，房子应该归谁？法院这样判了 

2022-06-23  广西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7vd80AHmrm2OrqFQaqp6nA 

基本案情 

庞莉（妻子）与苏强（丈夫）结婚四十余年，

未生育子女，从小收养苏大军、苏小梅二人，抚养

该二人直至成家立业。2000年，庞莉夫妇购买一

套集资福利房，并一直居住至今，该房未取得房

屋所有权证。 

2007年 8月，苏强立下遗嘱表示因子女在其

退休患病后对其关心不够，决定将案涉集资福利

房归妻子庞莉继承、处置及支配。2007年 10月，

苏强去世。2016年 8月，庞莉与苏大军、苏小梅

经法院组织调解解除了收养关系。2019 年 9 月，

庞莉与苏大军、苏小梅就这套案涉集资福利房的

归属诉至法院。 

争议焦点 

存在瑕疵的代书遗嘱效力应如何认定？ 

审理情况 

在苏大军、苏小梅与庞莉历经多次诉讼解除

收养关系的情况下，各方再次对案涉集资福利房

的归属产生争议。苏大军、苏小梅主张案涉集资

福利房虽登记在苏强名下，但购买房屋及装修的

费用均由苏大军支出，该房产的实际产权人应为

苏大军。且苏强患有痴呆症、脑梗塞等病状导致

神志不清，该遗嘱的订立不符合法律规定，不是

苏强的真实意思表示。 

经查，该遗嘱由苏强胞弟根据苏强口述打印，

苏强本人在立遗嘱人处签名，庞莉侄子、外甥作

为在场证明人在该遗嘱上签字、加捺手印，苏强

侄子亦作为在场证明人在该遗嘱上签字。其中，

庞莉侄子、外甥关于案涉遗嘱订立过程的叙述内

容一致，逻辑符合常理。虽该二人为庞莉一方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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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但该二人与庞莉并非直系亲属关系，且案涉

财产的归属与该二人无直接关联。根据该二人的

陈述，签订案涉遗嘱除了前述人员在场外，还有

苏强侄子、胞弟等多位苏家亲属在场。苏强侄子

作为苏家代表在案涉遗嘱上签字。 

家事处理由家庭关系亲近的成员参加并作出

决策符合我国家庭传统文化模式，综合庞莉及其

家庭情况、案涉遗嘱参加以及签署人员的文化水

平、家庭背景，苏大军、苏小梅未能提供证据否定

案涉遗嘱内容不是苏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苏强

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签署，因此，案涉代书遗嘱存

在的瑕疵不足以否定其真实性。 

裁判结果 

广西高院再审判决：维持原判。即确认案涉

集资福利房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由庞莉享有及承担，

并归庞莉居住使用。 

法官提醒 

 
广西高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四级高级法官 李延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

时，我国人口结构进入重大转折期，人口老龄化

问题突显，在老年人口逐渐增多，财富积累亦相

应增加，人民群众法治意识逐步增强等多种因素

叠加之下，订立遗嘱日渐成为人民群众自由处分

财产、传承家庭财富的重要手段，法院受理遗嘱

继承纠纷也呈现高发态势。继承涉及家庭财产的

传承，事关千家万户，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

息相关。所以，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遗嘱继承纠纷是典型的家事纠纷，当事人

多为近亲属、姻亲、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亲情关系。

审判实践中，涉及遗嘱继承纠纷主要难点问题在

于被继承人订立遗嘱能力难以确定、形式瑕疵导

致遗嘱效力存疑、内容瑕疵导致遗嘱效力认定困

难等。遗嘱能力是民事主体能够实施订立遗嘱行

为而处分其个人财产的资格，与其思维能力、识

别能力、表达能力有密切关联。有些年老、身患重

伤重病的人在未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其是否具备作出

遗嘱的能力往往成为争议的焦点。 

本案例中，苏大军、苏小梅主张苏强身患疾

病，所订立的遗嘱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广西高

院经审查遗嘱人苏强的在卷病历，查明其于 2001

年所患疾病为糖尿病、高血压，直至 2007年订立

遗嘱期间，没有证据显示苏强患有痴呆症、脑梗

塞等病状，且此前所患疾病亦经治疗已出院，而

案涉遗嘱订立的时间是 2007年，在苏强本人在案

涉遗嘱上亲笔签字的情况下，理应根据苏强在订

立遗嘱时的精神情况、思维状况、表达能力等去

评判遗嘱人订立遗嘱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 

本案审理过程中，苏大军、苏小梅坚持对案涉

遗嘱上遗嘱人“苏强”的签名是否为苏强本人生

前所签订，以及对遗嘱证明人处签字、增添内容

的形成时间申请鉴定，但苏大军、苏小梅不仅曾

在原二审中陈述苏大军咨询过鉴定机构，因其无

法提供被继承人的签字进行对比，以及鉴定机构

答复其对于形成时间半年以上的内容无法鉴定，

因此该二人在一审未提出申请鉴定，而二人于本

案再审阶段提交苏强入团志愿书及入会申请书作

为笔迹对比材料，因该两份材料上苏强签字是否

为其本人签字的事实无法判断，且即使为苏强亲

笔书写，因该签名为其早年时期的书写字体，距

离其订立遗嘱时间久远，案涉遗嘱产生时间亦是

在苏强临终前两个月的时间形成，书写习惯和字

体通常会随着年纪增长、身体状况而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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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苏大军、苏小梅试图通过申请鉴定以推翻

案涉遗嘱的理由不成立。 

2、常见的遗嘱形式瑕疵有：代书人通过打印

代书；代书人未在遗嘱上签字；见证人与继承人

存在利害关系等等。对于存在形式瑕疵遗嘱的效

力，不仅要审查遗嘱本身形式是否完备，还要审

查是否有其他证据可以证实或补正，以此体现立

遗嘱人的真实意思。 

本案例中，案涉遗嘱系打印件，该遗嘱的订立

时间及案件诉讼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实施之前，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

式实施前，打印遗嘱并非遗嘱法定类型之一，再

审法院从案涉遗嘱订立的过程和形式认定该遗嘱

符合法定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 

在见证瑕疵方面，当事人多因对法律规范的

陌生、对见证程序的不在意而忽视见证程序的要

求和规范。一审、二审及再审均查明案涉遗嘱中

的见证人确与庞莉存在亲属关系，但并非直系亲

属，且案涉集资福利房的归属与该二人并无直接

关联。在订立案涉遗嘱时，除了代书人、见证人还

有庞家、苏家的其他人员在场，苏家亦有代表在

案涉遗嘱上签字，考虑家事处理由家庭关系亲近

的成员参加并作出决策符合我国家庭传统文化模

式，再审法院最终确定苏大军、苏小梅提出的案

涉遗嘱存在的瑕疵不足以否定案涉遗嘱的真实性。 

3、善良风俗是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的重

要内容，也是衡量社会主义法治与德治建设水准

的重要标志。孝道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了数千年的

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倡

导、培育和维护公序良俗，谴责、制裁和摒弃丑恶

现象，更是人民法院肩负的重要职责。 

本案例充分考虑个案情况，庞莉作为苏大军、

苏小梅的养母，与去世的丈夫苏强将该二人从小

抚养直至长大成人、工作成家，苏大军、苏小梅作

为子女、晚辈，在家庭成员产生矛盾时，应当本着

团结和睦、孝老爱亲的精神，积极修复亲情关系，

共促良好家风，却与步入耄耋之年的养母庞莉多

次诉讼，造成老人居无定所、无家可归，矛盾越演

越烈，甚至需要通过诉讼解除收养关系，就案涉

集资福利房再次与养母庞莉对簿公堂。再审法院

在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逐项分析

遗嘱所涉瑕疵，最大程度还原遗嘱人的真实意思

表示，让当事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本案例通过司法裁判实现“法理情”相统一，

实现“逻辑推理与价值判断”相统一，大力倡导

“以和为贵”“宽容互让”“尊老爱幼”等高尚

行为，指导和引领公众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家风及家训建设。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侄子女有权继承车祸保险理赔金吗？ 

2022-06-28  人民法院报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6/28/content_218367.htm?div=-1 

河南内乡法院：对无继承人的叔父尽了赡养义务

的侄子女可成为赔偿权利人 

本报讯  叔父因交通事故死亡，非近亲属

的侄子女可以获得赔偿吗？日前，河南省内乡县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保险合同纠纷案，判决被告

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赵某保险金 23万元。 

2019年 6月 5日，原告赵某驾驶其妻子郑某

名下的小型普通客车，行至内乡大桥乡某路段时，

与骑自行车的周某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周某抢救

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经交警部门认定，双方负

javascript:void(0);


227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此事故同等责任。赵某为了及时安抚死者家属，

通过交警队与死者家属达成协议，赔偿死者周某

4 个侄子女各项损失共计 23万元。 

原告驾驶的车辆在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

险、商业三者险、车损险且不计免赔，本事故发生

在保险责任期间。因原、被告双方未达成一致赔

偿意见，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某保险公司辩称：原告赵某将赔偿款 23

万元支付死者周某 4 个侄子女，但该 4 人不是法

律所规定的死者近亲属范畴，不属于法定的赔偿

权利人。根据交通事故司法解释有关规定，本案

只能赔偿原告支付的医疗费和丧葬费等损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周某生前只有兄弟两人，其

父母和长兄在事故发生前已经亡故。周某生前未

结婚，也没有子女。因年事已高，除国家按照特困

人员发放补助外，均由其 4 个侄子女赡养，平时

与侄子周某某共同生活，提供日常生活保障和疾

病治疗护理。 

法院审理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

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

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

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

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除外。虽事发时的法律没有明确将

侄子女列为近亲属，但周某生前未婚且无子女，4

个侄子女承担了周某的赡养义务，周某生前跟随

侄子周某某共同生活，死后由 4 个侄子女操持了

埋葬事宜。周某的死亡必然造成侄子女 4 人家庭

费用的直接支出和经济的丧失，精神上亦因周某

死亡产生痛苦。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

第二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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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案的死亡赔偿金等费用作为物质损失具

有遗产的性质，死者周某的 4 个侄子女可以成为

赔偿权利人，被告某保险公司应当支付原告 23万

元保险金。 

被告某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

理后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聂传青  冯剑晓） 

法定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生前所为赠与还能够行使任意撤销权吗？ 

2022-06-28  法门囚徒 

https://mp.weixin.qq.com/s/_rlwHye7C5QJhI8U4MIthw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法定继承人对于被继承

人生前所为赠与还能够行使任意撤销权？ 

编者提示 

《民法典》第 658 条第 1 款规定：“赠与人

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根

据该条的规定，任意撤销权人的权利人为赠与人

本人，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并非任意撤

销权的主体。之所以将任意解除权的权利人限定

为赠与人本人，也是为了使得赠与合同的履行与

否交由本人决定，让赠与更加符合赠与人的意愿。

因为赠与合同极有可能与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

代理人存在利害关系，如赋予赠与人的继承人或

法定代理人任意撤销权，赠与人生前作出的意思

表示将难以得到遵行。例如，在孙某诉李某山、陈

阿婆、孙某红赠与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死者

生前多次表示将拆迁安置房赠与受赠人，应尊重

死者生前的意愿履行赠与合同，虽然赠与财产权

利尚未转移，但任意撤销权的主体仅限于赠与人

本人，不包括赠与人的继承人和法定代理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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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继承人无权行使任意撤销权，应当履行赠与

合同，协助受赠人办理财产转移手续。 

当然，在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如果受赠人存

在本条规定的情形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

理人可以通过行使法定撤销权的方式就行救济。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

用（二）  第 1208页】 

裁判要旨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

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人在赠

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

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

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

用前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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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在赠与财产

的权利转移之前有权撤销该赠与合同。 

案例索引 

《王某等与贾某赠与合同纠纷案》【（2021）

京 02民终 13287号】 

争议焦点 

法定继承人能否对于被继承人生前所为赠与

行使任意撤销权？ 

裁判意见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认为：本案上诉主要争

议焦点为贾某是否对冯某、王某与冯某 1 之间的

赠与合同享有任意撤销权。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

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人在赠

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

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

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

用前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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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在赠与财产

的权利转移之前有权撤销该赠与合同。 

具体到本案而言，2016年 12 月 4日，冯某、

王某与冯某 1 签订的《房产赠与声明》，后经生

效判决确认该《房产赠与声明》有效，但该《房产

赠与声明》所涉北京市西城区×××1004 号房屋

未过户至冯某 1名下。2018年 6月 9日冯某死亡，

其法定继承人为其母贾某、其妻王某、其女冯某 1。

现冯某 1、王某上诉主张按照《房产赠与声明》将

北京市西城区×××1004号房屋过户至冯某 1名

下，对此贾某辩称该房屋未办理过户手续要求撤

销赠与。本院认为，贾某作为冯某的法定继承人，

在《房产赠与声明》所涉北京市西城区×××1004

号房屋未过户至冯某 1 名下，即赠与财产的权利

转移之前，有权要求撤销《房产赠与声明》并拒绝

将该房屋过户至冯某 1 名下。冯某 1 上诉主张在

其结婚时冯某、王某已向其交付房产证并由其在

该房屋实际居住多年，故赠与财产已完成转移。

虽冯某 1 就其该项主张提交了相应证据，但根据

我国法律规定，不动产的权属变更以登记为准。

因此，在交付房屋后、权利登记变更之前，仍属于

赠与财产转移之前，故本院对冯某 1 的该项主张

不予采信。此外，冯某 1、王某上诉主张冯某 1要

对冯某、王某承担生养死葬的义务，故《房产赠与

声明》具备道德义务性质，属于不可撤销的赠与。

本院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扶养义务虽属于道

德要求，但现无证据证明本案中的《房产赠与声

明》与冯某、王某及冯某 1 之间履行扶养义务存

在实质关联，故本院对其二人该项上诉主张亦不

予采信。综上，本院对冯某 1、王某要求将北京市

西城区×××1004 号房屋过户至冯某 1名下的上

诉请求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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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母手持遗嘱要分走富豪爸爸大部分遗产，子女不干了……法院这样

判 

2022-06-29  法治日报 

https://mp.weixin.qq.com/s/UoOTIAyYzl6LYne7IURGhw 

富豪离世，现任妻子拿着遗嘱分配遗产，前妻

子女却称继母的打印遗嘱形式不对，诉至法院要

求确认遗嘱无效，事实究竟如何呢？ 

继母手持遗嘱分配遗产 子女不服 

2003年，张万三和妻子李美丽登记结婚，并

育有张强、张倩一对子女。2012年，两人因感情

破裂协议离婚，约定子女均由李美丽抚养。 

2017年，张万三与现任妻子赵温柔结婚，双

方未生育子女。2020年 2月，张万三患癌症晚期

经医治无效死亡。经商多年，张万三积累了可观

的财富：名下千万级豪宅两幢，其他房产数幢，豪

车两辆，另有银行存款八百余万元等。 

张万三离世后，前妻李美丽找到赵温柔，要求

由张倩、张强和赵温柔共同继承张万三的遗产。

此时，赵温柔却拿出了一份落款日期为 2020年 1

月底的打印遗嘱。根据遗嘱记载，除了和前妻李

美丽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房产、现金由张倩、张强

继承，其余所有财产均由赵温柔继承。 

虽然打印遗嘱载明“本人在订立本遗嘱期间，

神智清醒且订立该遗嘱时未受到任何胁迫、欺诈，

上述遗嘱系本人自愿作出，本人其他亲属或任何

第三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对继承人继承的财产及

权益作出任何干涉”等内容，但李美丽方认为，

遗嘱落款时间为张万三死亡前几天，当时张万三

已神志不清，无法出具遗嘱，且多次要求赵温柔

出示立遗嘱时的录音录像，赵温柔均未出示。双

方久争不决，张倩、张强便将赵温柔诉至法院。 

打印遗嘱是否有效？ 

从形式上看，该遗嘱第一页至第三页无遗嘱

人张万三签名，也无其他任何人员签名。根据民

法典的规定，打印遗嘱的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

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因此，该打印

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 

此外，民法典还要求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

害关系的人不得作为见证人。而见证人之一的王

五曾向张万三与赵温柔借款，属于夫妻二人的

“债务人”，事实上与赵温柔有利害关系。 

最终，因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富

阳法院一审判决该打印遗嘱无效。 

宣判后，赵温柔不服提出上诉，浙江省杭州中

院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作为民法典中新增加的遗嘱形式，民法典对

打印遗嘱的效力有严格规定。本案中，该份打印

遗嘱的签名方式及见证人选择均违反民法典有关

打印遗嘱效力的规定，故而无效。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三十三条至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条对“遗嘱继

承和遗赠”作了明文规定，当代人的法律意识、

法治理念日益增强，现实生活中为避免争产纠纷，

立遗嘱不失为一项妥善的办法。遗嘱继承体现了

意思自治的原则，但立遗嘱前请务必认真学习民

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只有满足以下条件的遗嘱

才是合法有效的遗嘱： 

1、遗嘱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遗嘱人所立的遗嘱必须是其真实的意思表

示； 

3、遗嘱人对遗嘱所处分的财产有处分权； 

4、遗嘱的内容必须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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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民

法典施行前，遗嘱人以打印方式立的遗嘱，当事

人对该遗嘱效力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但是遗产已经在民法典施

行前处理完毕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

六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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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

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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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内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 

来源｜法治日报 

编辑｜渠洋 张博 岳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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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家暴 

责令家暴丈夫限期内迁出居所，法院还为他们请了心理医生 

2022-06-01  江苏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kUfnaeAQ4x0DSbuqBRLLKg 

5月 24日，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发出全国

首份强制心理干预人身安全保护令。 

小丽（化名）与小伟（化名）系夫妻关系，双

方均系再婚，居住在小丽婚前房屋内。小丽因遭

受小伟家暴多次报警，决定起诉与小伟离婚。小

丽担心起诉离婚后双方矛盾会进一步激化，小伟

会再次施暴，故向天宁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天宁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申请人小丽有遭受家庭

暴力的现实危险，符合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

件。为保障妇女权益，天宁法院依申请禁止被申

请人小伟殴打、威胁、跟踪、骚扰小丽，责令小伟

限期迁出小丽的居所。同时，考虑到双方均已经

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第二次婚姻仍然出现问题，

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婚姻关系中，夫

妻双方的性格、脾气以及与配偶相处时的心理状

态、行为模式，都会对他们的婚姻状况和家庭关

系产生影响。为有效化解家庭矛盾，承办法官决

定根据 2022年 3月 1日施行的《江苏省反家庭暴

力条例》，在人身安全保护令中裁定责令小伟在

人身安全保护令六个月的有效期内定期接受心理

辅导矫治，要求小伟按照“心理辅导时间表”，

在四周内每周按时至天宁法院少年家事审判中心

妇女儿童公益心理咨询服务站接受心理辅导矫治，

后期心理辅导安排将根据第一期心理疏导的情况

和效果再行确定。同时安排心理咨询师对小丽进

行心理疏导。 

这样的安排并非认为小伟和小丽有心理疾病，

而是要通过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干预，帮助小伟积

极调整心态和行为模式，遇到矛盾时能正确、冷

静处理；对小丽则要通过心理疏导，帮助其调整

情绪、减少心理伤害。并通过心理咨询师的深入

沟通，了解双方处理婚姻关系的诉求，为从根本

上解决纠纷做好准备。 

第一次心理疏导中，心理咨询师主要了解本

案中家庭暴力的起因、经过，分析小伟实施家庭

暴力的原因，并对小伟在控制行为和情绪的方法

上进行辅导，小伟也表达了想与小丽积极协商离

婚的意愿。经过法官的法治教育和心理咨询师的

心理疏导，小伟遵守人身安全保护令，三天即已

迁出小丽的房屋。小丽在与心理咨询师的沟通中，

也表达了其对于处理离婚纠纷的想法和诉求。5月

30 日下午，经过人民调解员与少年及家事审判庭

法官助理的联合调解，小伟与小丽就离婚和财产

处理达成调解协议，本案已调解结案。小伟和小

丽均表示，心理疏导对其很有帮助，尽管案件已

经了结，仍愿意继续完成心理辅导，以改善情绪、

调整行为，以后积极乐观地面对婚姻和家庭生活。 

江苏常州发出全国首份强制心理干预人身安全保护令 

2022-06-02  民主与法制周刊  潘巧  

http://e.mzyfz.com/paper/1847/paper_49328_10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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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暴力施暴者进行强制心理干预纳入地方立

法 

201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中设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规定因遭受

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当事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明确了

具体措施，其中包括禁止实施家庭暴力、责令迁

出住所等。 

5月 24日，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发

出一份特殊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仅对家庭暴力

施暴者作出行为禁止，还增加了对施暴者的强制

心理干预内容，要求施暴者在人身安全保护令有

效期内接受心理辅导矫治。 

据悉，对于施暴者的强制心理干预是江苏省

常州市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常州市妇联）近两

年反家庭暴力的创新举措之一，最终被《江苏省

反家庭暴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采纳。天

宁区人民法院发出的首份强制心理干预人身安全

保护令是《条例》实施后，该院首次在人身安全保

护令中责令被申请人进行心理辅导矫治，在全国

也尚属首次。 

强制心理干预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 

在天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受理的

这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申请人小丽（化

名）和被申请人小伟（化名）是夫妻关系，二人婚

后共同居住在小丽的婚前房屋内。小丽婚内因遭

受小伟家庭暴力多次报警，决定起诉离婚。因担

心起诉离婚后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小伟会再次

施暴，小丽向天宁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 

天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庭长王东

莉介绍，小丽和小伟均系再婚，婚后不到 1 年矛

盾频发，双方争执中小伟有数次动手行为。法院

在审查后认为，小丽在离婚诉讼以及要求小伟搬

离房屋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现实危险，于是依法

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小伟实施家庭暴力、

迁出小丽的居所。同时，考虑到双方均已有过一

次失败的婚姻，第二次婚姻仍然出现问题，其中

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所以在本案中对小

伟适用心理辅导矫治措施。 

“这并不是说明小伟有心理疾病，而是要通

过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干预，帮助他积极调整心态

和行为模式，遇到矛盾时能正确、冷静处理。另一

边，对小丽则要通过心理疏导，帮助其调整情绪、

减少心理伤害，并通过心理咨询师的深入沟通，

了解双方处理婚姻关系的诉求，为从根本上解决

纠纷做好准备。”王东莉说。 

这份强制心理干预人身安全保护令主要是依

据今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条例》作出的。《条

例》在实践基础上，增加和细化了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具体措施，“责令加害人接受法治教育和心

理辅导矫治”就是其中一项。 

今年 3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

教育部、公安部等七部门共同发布《关于加强人

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中也要求，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期内，

对加害人进行法治教育，必要时对加害人、受害

人进行心理辅导等。 

王东莉介绍，该院发出的首份强制心理干预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对《条例》和《意见》的贯彻

落实，对进一步推进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发挥积

极作用，做好、做实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具有重

要意义。 

常州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董彩凤介绍，在人

身安全保护令中增加强制心理干预内容是一种全

新的尝试，丰富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内容，通过

帮助施暴人的方式尝试从根源上解决家庭暴力问

题，也是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联动、探索反家庭

暴力共治的有益举措。 

对施暴者有必要进行强制心理干预 

一般来说，以往的家庭暴力案件中，社会关注

的焦点和救助手段主要集中于受害者，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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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也主要针对受害者，施暴者除被依法处置外，

很少进行专业心理辅导矫治。 

董彩凤认为，对于家庭暴力的源头治理，除关

注受害人以外，对施暴人的心理干预也十分必要，

施暴者也需要帮助，他们也会存在内心脆弱、情

绪不稳定等心理特征。 

王东莉认为，家庭暴力行为发生在家庭成员

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情绪互相影响，如在婚姻

关系中，夫妻双方的性格、脾气以及与配偶相处

时的心理状态、行为模式，都会对他们的婚姻状

况和家庭关系产生影响。在人身安全保护令中适

用心理辅导矫治措施，并将该措施落到实处，对

于从根源上杜绝家庭暴力，化解家庭纠纷，有重

要作用。 

常州市武进区天问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顾

小清长期从事反家暴心理干预工作。在她接触的

家庭暴力施暴者中，存在认知行为偏差的施暴者

占较大比重，主要是受原生家庭、亲密关系的影

响，或者本人情绪管理能力差、很难控制情绪等

原因造成。 

今年 5 月，天宁区人民法院在一起刑事案件

中对加害人适用心理辅导矫治机制，此案中的加

害人经过心理辅导后的变化，可以从侧面反映出

强制心理干预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的适用效果。 

王东莉介绍，上述案件中，被告人因对自己的

母亲实施非法拘禁而被起诉，经过四期心理辅导

矫治，被告人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对待母女关系

从消极、冷漠、对抗向积极、阳光、期待转变，并

对家庭生活有了较好的设计和规划。经过庭前听

证，被害人对被告人的心理咨询评估结果表示认

可，并对被告人的行为表示谅解。天宁区人民法

院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刑事司法理念和

宽严相济的刑事法律政策，对被告人适用缓刑。

判决后，被告人表示认罪认罚，服判息诉。 

虽然对于施暴者的强制心理干预有其必要性，

但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开展。常州市妇联权益部副

部长汤丽娜介绍，《条例》出台之前，对于施暴者

一般采取发放家暴告诫书、人身安全保护令等禁

止性或惩戒性措施，只能对施暴者进行行为上的

限制。源头性的强制心理干预需要征得当事人的

同意，但实践中施暴者往往不愿意接受强制心理

干预。 

这一点顾小清也深有体会。在以往的家庭暴

力案件中，她一直希望通过接触施暴者，多方了

解家庭暴力的根源并对其进行心理干预，但施暴

者一般对心理干预很抵触。“由于法律意识薄弱

或对心理辅导认知有误，施暴者觉得家暴的原因

能不讲就不讲，他们可能也知道自己是不对的，

但不愿意承认或者意识不到是自己的心理有问题。

加上没有强制性，也不愿意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

反思。”顾小清说。 

《条例》的出台，使得对施暴者的强制心理干

预措施上升至地方立法，具有法律强制性。董彩

凤介绍，有了地方立法支撑，常州将进一步探索

对所有发放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施暴者进行强制心

理干预。 

记者注意到，除江苏外，湖南省、海南省也将

强制心理干预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措施范围或要

求对施暴者进行心理辅导，安徽、宁波则拟将相

应条款纳入地方立法。 

常州已有近两年实践经验 

首份强制心理干预人身安全保护令中附有为

小伟制定的首期“心理辅导时间表”，要求小伟在

四周内每周按时到法院接受心理辅导矫治，后期

心理辅导安排将根据首期心理疏导的情况和效果

再行确定。 

顾小清受常州市妇女儿童公益心理咨询服务

中心指派，为小伟进行了首次心理辅导矫治服务。

当天 1 个半小时的心理辅导矫治中，顾小清主要

了解本案中家庭暴力的起因、经过，分析小伟实

施家庭暴力的原因，并对小伟在控制行为和情绪

的方法上进行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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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首份强制心理干预人身安全保护令

发出之前，常州市妇联针对家庭暴力施暴者的强

制心理干预已经积赞了近两年的实践经验。《条

例》相关条款正是在借鉴常州市妇联相关经验的

基础上作出的。 

2020年 11月 24日，针对反家暴工作中施暴

人专业心理矫治介入工作空白的现状，常州市妇

联、常州市看守所成立了江苏省首家“家暴施暴

者强制心理干预中心”，将强制心理干预纳入在

押施暴人帮教内容，定期开展心理服务的同时进

行干预成效评估，力争从源头上消除家庭暴力隐

患。 

汤丽娜介绍，该中心还专门成立一支由 20名

专业心理医生、高校老师及专业心理服务社会组

织成员组成的施暴者心理干预志愿者队伍，近两

年来已经为数十名施暴者提供 60 余次心理干预

服务。 

据了解，为了将对施暴者的心理辅导和行为

矫治措施落到实处，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

市妇联在天宁区人民法院设立“阳光心灵”驿站，

并将在常州全市法院全面推开，通过整合法院系

统和妇联系统的公益心理服务资源，开展涉妇女

儿童权益案件中的心理咨询工作，具体执行人身

安全保护令中责令加害人心理辅导矫治工作，强

化对加害人的心理干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再

次发生。 

 

 

 

 

 

 

 

 



235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五、财富管理 

上市家族企业“离婚经济学”（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得不防

的离婚四大风险 

原创：2022-06-22  董事会杂志 高皓、安静 

https://mp.weixin.qq.com/s/mm8ffBDJ76A5UFIQNXZNdg 

高皓、安静 

作者分别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专员 

包括金科集团、沃尔核材、葵花药业、莱绅通

灵、牧高笛在内的 5 家企业在股东离婚前后，由

股权纠纷等问题引发重大家族冲突。莱绅通灵和

牧高迪早在股东离婚前既有诉讼、举报等冲突，

沃尔核材、金科集团、葵花药业则是在股东离婚

之后发生的冲突，少则三年，多则十年，因外部条

件生变而再起冲突。 

莱绅通灵和牧高迪离婚前便开始将姻亲卷入

其中，爆发了股权之争。莱绅通灵最终以夫妻平

分股权，舅哥夺得实控权而告终；牧高迪虽平分

股权，但因男方的兄弟持股，控制权未受实际影

响。 

这 5 个案例已经升级至第三级冲突的“家族

战争”。作为上市公司，一旦涉及股权纠纷诉讼，

轻则股权冻结，重则引发危机，潜在的蝴蝶效应

更是不可控。我们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离婚的风

险主要分为四种：法律风险、控制权风险、债务风

险和治理风险。 

法律风险 

代表案例：葵花药业、金科地产、莱绅通灵、牧高

迪 

创业夫妻最终反目，轻则对簿公堂，重则拔刀

相向。在 23 家案例样本中，莱绅通灵、牧高笛、

金科地产、葵花药业等 4家企业在上市公司层面，

均有涉及法律诉讼及股权冻结等法律风险。 

葵花药业关彦斌失去理智发生了伤妻事件，

一人重伤，一人入狱，11岁的儿子目睹了父母相

残的血淋淋现场。当离婚撕下曾经的温情脉脉时，

恩爱夫妻开始进入赤裸裸的利益争斗，难免给企

业和家族留下重创。 

莱绅通灵在离婚诉讼中面临多重法律风险，

从离婚诉讼到职务侵占，再到公司高管监管警示

等。2020年初，莱绅通灵公告称，沈东军前妻马

峭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提起离婚诉讼，进行离

婚财产分割。后续公告称，2020年 7月南京市税

务局在例行检查中，发现 2005 年至 2015 年期间

（上市前）有税务违法嫌疑，嫌疑人主要为董事

马峻（沈东军舅哥）和蔄毅泽。公司 2020年 11月

20 日向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报案，要求协助

税务机关调查。2021年 1月 20日，沈东军通过微

博实名举报马峻等涉嫌虚开巨额增值税发票，侵

占公司大量资产。但 2020年年报披露，南京市公

安局雨花台分局经审查认为该案无犯罪事实，决

定不予立案。 

舅哥马峻开始回击，2021 年 4 月 29 日莱绅

通灵发布公告称，沈东军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自 2016年上市以来累计发生 1367.46万元，截至

2021 年 3 月 24 日前已经全部归还。但因存在实

际控制人资金占用，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五

位高管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给予监管警示，后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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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东军进行通报批评和纪律处分，并通报证监会，

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离婚二审判决裁定，沈东军和马峭股权平分。

沈东军在微博上表示如为了维护上市公司控制权

的稳定，可以向马峭方进行股权折价归并，但并

未如愿。马峭则在获得股权后立即转让给第三方，

沈东军最终辞职。 

离婚引发的法律风险渗透到多个层面。最亲

近的姻亲一旦反目，之前不足为外人道的商业秘

密或违法行为等便可能成为彼此伤害的利剑，造

成双双退出的结局。 

控制权风险 

代表案例：金溢科技、麦迪科技、纳川股份、昆仑

万维、银禧科技、华昌达、梦洁家纺、金科地产、

沃尔核材 

上市公司最敏感的问题莫过于控制权。股权

分割中的关系冲突可能极具破坏性，削弱企业的

战略决策能力，导致组织瘫痪失调。在 23家案例

样本中，7家（约三成）夫妻双方都失去了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例如，莱绅通灵由于夫妻股权平分，

舅哥成为第一大股东，最终控制权转移给姻亲。 

股权分割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离婚的最大难

题，如倾斜一方则利益不均，如平均分割则股权

分散，两者都可能带来控制权不稳等问题。梦洁

家纺姜天武与伍静平分股权之后，伍静与姐姐伍

伟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合计持有 19.76%股份，

一度超过姜天武。姜天武只能与李建伟等通过《表

决权委托协议》保持控制权。但 2019年 7月半路

杀出个程咬金，陌生股东杨志溢从泰达基金和金

鹰基金受让 9.78%梦洁股份，成为第三大股东，时

隔两年后使控制权不稳的隐患再次外显。 

债务风险 

代表案例：葵花药业、华昌达、金科地产 

2017 年—2019 年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离婚

高发期（总计 15家）。这几年也正是上市公司的

多事之秋，经济增速放缓，监管日趋收紧，去杠杆、

去库存、去产能带来经营挑战，股权质押爆仓此

起彼伏。有媒体指出：“500 富人榜上榜者的财富

总和从上年 9.6 万亿元降至 8.1 万亿元，基本回

到了去杠杆政策启动时的 2016年。人均财富从上

年 191.3亿元下降至 162亿元，降幅达到 15%。上

榜门槛从上年64亿元降至45亿元，降幅高达30%。” 

以葵花药业为例，关彦斌因离婚之殇而股权

质押爆雷，关键原因便是其对于资本市场和政策

风险的严重评估不足，采取股票质押和减持等方

式进行离婚补偿，但是受到减持新规和股票质押

新规的重大影响。 

如果离婚一方通过银行贷款、股权质押等方

式来承担离婚等补偿，产生了高额的资本费用，

而这些成本依然是由家族企业通过额外的工资或

股息支付的（Drake和 Lawrence， 2001）。这些

负面财务后果不仅影响公司的投资能力，还会影

响其风险承担意愿。 

恒星科技股票分割后，男方持股 21.16%，仍

为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女方持股从 0%上升

至 7.96%，跃升至第二大股东。男方离婚前后进行

高频股权质押操作，2017年 9月起到离婚时已质

押持有股份的 59.80%，2018年 12 月 17日累计质

押股份 92.62%，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19.6%。次子

任职总经理后第二个月内，女方已减持至 5.9594%。

此案例可能因为男方资金压力较大，而选择进行

股权分割，减少现金赔付的压力，而女方则进一

步减持变现。 

治理风险 

代表案例：莱绅通灵、金科股份 

如果离婚后原本未拥有股权的另一方成为新

股东，涉入董事会或高管层，可能会因为之前的

个人恩怨引发公司治理风险；或者前配偶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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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减持，从而改变公司控制权结构，如莱绅通

灵马峭获得股权后立即减持，而兄嫂则通过增持

进一步加强控制权。沈东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

报道》（2021）采访时则表示：“这是一场阴谋，

离婚成为了工具。本质上是我太太被利用了，而

利用她的人也被利用了。” 

2021年金科股份夫妻冲突再次爆发，据《界

面》（2021）报道，陶虹遐在公开信中指责黄红云

自 2017年 3月离婚以来，故意拖延股权办理，直

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黄红云被立案。因离婚涉及

的部分财产分割未完成而成为被执行人，执行标

的金额约 3.71亿元。2021年 6月 20日，金科股

份公告经法院调解达成一致，并由金科控股与虹

淘公司签订《协议书》，同意将金科控股所持有的

约 6.96%股权，转让给二人所设立的重庆虹淘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并于 6月 28日完成，当日金科集团

免除女方兄弟的所有职务。 

由此可见，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离婚案例，对家

族和企业可能都会带来重大风险和冲击。即使事

已经年，各种隐患和风险仍有可能随时爆发，因

此更应在离婚前、中、后期做好风险管理，进行科

学的财产分割与治理安排，方能令家族和企业行

稳致远。 

参考文献： 

[1] 王海平 . “珠宝第一股”董事长天价离婚后首发

声 ：一场阴谋，我太太也被利用了 [N]. 21 世纪经济报

道，2021-12-24. 

[2] 鄢银婵 . 与安尊贸易签 " 一致行动人 " 黄红云 ：

金科是我的生命 [N]. 每日经济新闻， 2017-04-14. 

上市家族企业“离婚经济学”（三）｜离婚后如何保持家族控制？ 

原创：2022-06-23  董事会杂志 高皓、安静 

https://mp.weixin.qq.com/s/vA4a99hiRLDccUWWCEtC3g 

高皓、安静 

作者分别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专员 

何为家族企业？其定义为“由家族控制，并

希望在代际传承中延续家族控制权的企业”，即

家族的主导控制权和代际视角。从创始人视角来

看，合理的股权分割模式及治理安排将在离婚等

重大事件冲击下，避免影响自身控制权。我们从

股权治理、公司治理及家族治理等三个层面，考

虑实际控制和潜在控制等双重规划，就保持家族

控制的 16家企业进行具体分析。 

保持控制权稳定的三个层面 

虽然从财务角度看，离婚事件仅对公司股价

有短期冲击，但实质上对所有权、表决权、治理权

以及代际传承等方面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较为重视现金流量权、单

一表决权和集合表决权。现金流量权指通过各条

纵向控股链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比例乘积的加

总；单一表决权即纵向控股链上的最薄弱环节；

集合表决权则是指通过一致行动人协议或表决权

委托等方式来加强表决权。保持所有权、表决权

及治理权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至关重要。 

离婚后保持控制权的三种方式 

保持家族控制的 16家上市公司，主要是通过

加强表决权（所有权层面）、董事会席位（治理权

层面）以及二代接班（管理权层面）等三种方式得

以实现（见表 5）。 

表 5 保持家族控制的控制权分布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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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公司公告等整理 

所有权层面：集合表决权安排 

家族企业在进行股权分割时，主要从表决权

设计、股权转让、僵局处置、股东协议等方面入手，

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股东协议文件来实现表决

权的行使。 

继续保持家族控制的 16 家企业中，10 家股

东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或表决权委托协议。就

集合表决权的主体而言：1.离婚夫妻双方分股不

分权，股权分割后一方仍把自身表决权授予另一

方；2.与儿子、父亲、兄弟姐妹等其他亲属集合表

决权；3.与其他股东集合表决权。 

具体而言，第一种是夫妻离婚后仍附有协议。

例如华测检测和金科股份，其中华测检测于翠萍

将表决权委托给万峰，万峰与第一大个人股东的

父亲形成一致行动人，仍然保持家族控制。 

第二种是联手其他家族成员，例如海兴电力

采取了分割控股公司股权的模式，但仍保持金字

塔持股架构，再结合二代股权和管理权交接。海

兴控股原由父亲周良璋与儿子周君鹤分别持股 90%

和 10%，离婚分割时周良璋将其持有的 27.3%海兴

控股股权转让给前妻李小青，将 27.4%转给儿子

（见图 4）。儿子出任海兴电力董事，并将表决权

委托给父亲。以上股权安排使父亲保持对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同时又缓解了夫妻二人的争产冲突，

还为儿子未来接班铺平道路，可谓一举三得。 

 
图 4 海兴电力离婚后持股架构 

数据来源：海兴电力公告 

第三种是与非家族外部股东结盟，梦洁家纺

姜天武与其他五位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金

溢科技罗瑞发亦是与其他五人形成一致行动人。 

在集合表决权的企业中，5家仅达成一致行动

人协议，3家仅采取表决权委托，而金科股份则是

双管齐下，同时采用一致行动人协议和表决权委

托。 

另有 5 家企业并未签署委托协议，均是大股

东持股比例较高或控制力较强等情形。其中，4家

是男方分割后股权超过 30%；恒星科技谢保军虽然

仅持有 21.16%左右，但其家族控制较强，儿子谢

文博早已经接班，而两个弟弟均担任副董事长等

职。 

根据表决权区间图示（见图 5），离婚股权分

割后，一心堂、沃尔核材、葵花药业、东尼电子等

四家仍获得超过 50%表决权。葵花药业通过金字塔

持股结构，以 37.65%现金流权获得 60.91%表决权。 

 

图 5 保持家族控制的表决权区间 

恒星科技、梦洁家枋、金科地产、华测检测、

景峰医药等五家表决权则介于 20%到 30%之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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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企业的最大问题是股权分散，表决权成为未来

不确定性的隐忧。尤其是梦洁股份、金科股份和

华测检测的现金流权不足 20%，表决权不足 30%，

呈现控制权不稳的状态。 

双方可考虑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未来股份转让

条款，即一方想要出售股份时，另一方具有优先

购买权；亦可约定发生争议时如何处置，例如可

约定控股公司层面股权转让的估值方法，以降低

可能发生的冲突。有 4 家公司附有优先受让权条

款，包括一心堂、索通发展、金溢科技和梦洁家纺，

在股权分割条款中约定对方在此后一定期限中有

减持意图时，另一方有优先购买权，以防止股权

流入第三方手中。索通发展郎光辉与王萍签署《离

婚及上市公司股份分割协议》，郎光辉将其直接

持有的索通发展 16.47%股份转至王萍名下，并约

定《一致行动及表决权委托协议》权益变动行为。

“如王萍拟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其所持有的

股份，同等条件下，郎光辉享有优先购买权”，但

“双方的共同子女作为受让人不受本款限

制”。  

治理权层面：仅五位女方保留董事席位 

上市公司“社会资本控制链”是指通过所拥

有的组织和个人之社会资本，以影响公司其他股

东、董事和高管，获取和强化其对上市公司的实

际控制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链状控制体系（赵晶、

关鑫、高闯，2010）。控股股东除所有权层面外，

往往还会利用社会资本涉入治理权及管理权层面。

控股股东依据“差序格局”，委任亲属及熟人担

任高管等重要职位，通过构建与其关联的强连带

社会网络，可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以习俗、惯例等

软性方式构建社会资本控制，与正式股权控制链

形成互补性效应。 

涉入治理权的最重要方式是任免董事人选。

在保持家族控制的 16家企业中，男方均保持董事

长席位，而女方大多让出表决权，同时退出董事

会。仅海兴股份、一心堂、梦洁股份、东易日盛、

富安娜 5 家企业仍保留女方董事席位。梦洁股份

伍静未曾进入董事会，但其姐姐伍伟作为股东及

董事，二人形成一致行动人关系，直至 2021年 11

月伍伟辞职。海兴股份李小青和一心堂刘琼仍担

任董事职位，皆是原本属于创业夫妻组合。海兴

电力 9个董事席位中，李小青仍任副董事长。 

拥有相当比例股权的女方中，有 11家缺席董

事会，也并未提名代表自身的董事。其中，益生股

份女方姜小鸿的弟弟姜泰邦出任监事会主席和总

经理助理，但 2018年 5月离职，女方席位事实上

已退出董事会。 

这 16 家企业中有 5 家是男方强势控制董事

会，包括恒星科技、葵花药业、海兴电力、东尼电

子、索通发展，较多家族成员担任董事。此类公司

董事会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男方控制特征，亦是这

些企业在早期创业及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治理格局。 

由此可见，男女双方在离婚时有着较大的控

制权偏好差异，男方倾向于保留企业控制权，而

女方大都志不在此，往往在控制权上进行妥协，

而换取其他类型的补偿。即使进行股权分割，女

方也是更多关注财产性权利，或是用心良苦为子

女争取更高企业职位，抑或更好的经济权益。 

管理权层面：约六成已进行二代传承或规划 

研究表明，离婚事件会加速下一代的接班进

程，这也往往是夫妻离婚协议的重要内容。首先，

在股权传承层面，父母股权分割过程中下一代的

股权安排具有现实紧迫性，尤其是对于那些持续

涉入企业的一方再婚而形成“双核心家庭”，例

如葵花药业、沃尔核材、金科地产、景峰医药等都

是典型的“双核心家庭”。 

在 16 家保持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中，10 家

已完成或正在进行二代在所有权、治理权与管理

权等层面的传承安排，其中 8家二代已持有股权，

5家二代已在企业中任职（见表 6）。 

表 6 10 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离婚与二代接班情况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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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公司公告整理 

例如，东尼电子沈新宇持有的近 24%股份平均

分为四份，除了张英分得一份外，两个未成年子

女将各自分得一份，并约定在其成年前由沈新宇

代持。再如，华测检测设计了“爷-父-孙”三代

持股安排（见图 6）。2017年 6月 29日父亲万峰

将 4.66%股权转让给母亲于翠萍，同时接受表决权

委托。三个月后，作为第一大个人股东的爷爷万

里鹏将其持股 13.81%中的 11.704%转让给孙子万

云翔，再通过爷孙三人的一致行动人协议集中表

决权。此过程完成了离婚分割及股权向三代转让

的股权重组，可圈可点。 

 

图 6 华测检测离婚前后的持股变化 

数据来源：华测检测公司公告 

由此可见，虽然婚姻关系在离婚中破裂，但二

代仍是双方关系的缓冲带，成为家族分裂重组危

机的共同利益点。但其关键在于，二代是否真正

具备接班能力，以及日后面对重组家庭的兄弟姐

妹时，如何解决后续持股的再平衡问题。 

母亲通常在子女养育过程中倾注了更多时间、

精力和心血。对爱子心切的母亲而言，子女接手

所有权和管理权本就是她们长久以来的心愿。许

多家庭关系比较复杂，存在多段婚姻，甚至非婚

生子女。作为母亲为子女争取到最大股权，往往

是自身最重要的核心诉求之一。对最终仍掌控企

业的男方而言，最大风险则是重组家庭带来的家

庭结构复杂性，可能加剧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之

争。母亲苦心筹谋的股权分割，也可能成为后续

另一场接班博弈中的筹码，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

格局，引发新的传承冲突。 

参考文献： 

[1] 托马斯•泽尔韦格，高皓. 家族企业管理：理论与实

践[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 

[2] 赵晶，关鑫，高闯. 社会资本控制链替代了股权控制

链吗? ———上市公司终极股东双重隐形控制链的构建

与动用［J］. 管理世界，2010，(3):127－139. 

上市家族企业“离婚经济学”（四）｜离婚模式各有利弊，财富治理

平衡之道 

原创：2022-06-24  董事会杂志 高皓、安静 

https://mp.weixin.qq.com/s/yxAXzPoIScz9LZOBo_2WEQ 

高皓、安静 

作者分别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专员 

在离婚分割财产的方案中，应当如何分割不

同类型的共有财产？上市公司股权，金融资产，

还是不动产？由于上市公司股权是企业家庭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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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资产类别，因此对股权的分割是其中最为

关键的因素。 

分割股权意味着一方或双方可能会失去上市

公司控制权；而不分股权则可能难以平衡双方的

重大利益。因此，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离婚需要一

套财产分割的整体解决方案，综合考虑财富结构、

财务结构、股权结构和融资结构等进行合理设计。 

股权分割是家族和企业的双重挑战，决定着

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家庭财富归属。股权

分割不仅对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具有深层影响，

也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融资结构。有学术研究认为，

家族企业更倾向于内源性融资，向外筹集资金时

多采取债务融资方式，因此具有较高的负债率。

家族企业对减弱控制权具有高度敏感性，因此离

婚股权分割进一步制约了公司未来进行融资的意

愿和能力。 

分割股权意味着提高了股份的流动性，因为

通常获得股份但不在企业任职的一方未来会择机

出售股份，但无疑会带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重

大变化。例如一心堂阮鸿献和刘琼公告离婚时，

同时公告非公开发行引进白云山入股，成为上市

公司前三大股东。 

如果一方（通常为男方）在离婚财产分割中希

望更多保持股权，有哪些选择呢？在葵花药业关

彦斌和张晓兰的离婚财产分割中，张晓兰完全放

弃股权，而关彦斌对其进行高达 10亿元现金补偿。

由于关彦斌自身并无如此巨额现金，只能通过

“股权质押融资+出售持股变现”方式筹集资金，

由此形成男方个人的高额债务，最终引发股权质

押回购风险和资金压力。华昌达控制权从颜华转

移到债权人和第二大股东手中，夫妻二人在股权

减持到临界点后开始进行高比例股权质押，之后

不惜以个人巨额负债方式谋求保持上市公司控制

权。 

现金、房产及金融资产等财产的管理复杂度

不高，但作为财产分割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应当

针对各自家族结构性特征、企业控制权分布、企

业融资成本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在股权分散风

险和融资风险承担之间保持平衡。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面临离婚危机时，股权分

割问题的背后实则是现金流权、表决权、二代传

承及财富治理等核心问题。我们对案例样本划分

了四种财产分割模式（见表 7），希望有所启发。

但必须指明，每一种模式都有自身的优劣势，亦

可能引发潜在风险和冲突。 

表 7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离婚的四种模式 

 

模式一：平分股权型 

【典型案例】海兴电力：三分股权，离婚传承同

进行 

•股权分割： 

控股公司 35.3%+直接持股 1.34%→控股公司

27.3%+直接持股 3.29%。 

•离婚条款： 

1.周良璋将 27.3%的海兴控股股权转让给李

小青，27.4%股份转让给儿子周君鹤； 

2.周君鹤将表决权委托给周良璋。 

•家族控制： 

家族董事席位 2 人，儿子周君鹤、周良璋姐

姐的女婿担任董事及经理。 

•二代传承： 

海兴电力在平分股权同时进行二代传承。夫

妻将二代股权安排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缓和离婚

矛盾，对于女方而言亦更易接受。 

海兴电力始创于 1992 年，2016 年在上交所

上市，主要聚焦于电力行业。周良璋与李小青两

人职业交集时间很长，属于夫妻式联合创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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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璋创立海兴电力，李小青 2003 年加入，担任

海兴电力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财务负责人等职。

儿子周君鹤 1989 年出生，2010 年起担任杭州海

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2年出任浙江

海兴控股总经理。 

海兴控股作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周良璋

与儿子周君鹤分别持股 90%和 10%。李小青和海兴

控股分别持有海聚投资 20.61%和 50.35%股权。此

次离婚分割主要是周良璋将海兴控股的部分持股

转让给李小青及儿子，而海聚投资及直接持股部

分并未进行分割。 

2019年 6月 4日，周良璋和李小青办理离婚

手续，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周良璋将海兴控股

27.3%股权转让给前妻，将 27.4%股权转让给儿子。

转让完成后，周良璋持有海兴控股 35.3%股权，李

小青持有 27.3%，周君鹤持有 37.4%。儿子将其持

有的 27.40%股份表决权授予父亲，使父亲拥有

62.70%海兴控股表决权，进而成为海兴电力的实

际控制人（见图 7）。李小青此后并未退出上市公

司，仍担任副董事长、党委书记和财务负责人等

重要职位。 

 

图 7 海兴电力离婚前后的股权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海兴电力公告整理 

模式二：一方倾斜型 

【典型案例】一心堂：一别两宽，各自打拼 

•股权分割： 

33.7%：18.37%保持不变。 

•离婚条款： 

1.优先受让权安排； 

2.创始人夫妻控股企业股权转让给女儿。 

一心堂阮鸿献和刘琼作为创始夫妻，早在

2005年便各自独立发展。刘琼退出一心堂的日常

经营，创建了圣爱系，结束了共同创业的夫妻档

时代。离婚财产分割按照二人原本在上市公司的

持股比例，并未进行进一步的股权分割。非上市

公司股权平稳转让给女儿，避免了夫妻矛盾。近

年来一心堂快速扩张，刘琼仍可享受上市公司的

发展红利，同时进行股权质押等资本运作，以支

持自主创业企业的发展，可谓一别两宽。 

1986年，刘琼认识了当时还是中药材收购员

的阮鸿献。1989年，阮鸿献与朋友合伙在昆明开

了一家药材收购站，阮负责外部经营，刘负责内

部财务。1990年，二人结婚，1997 年成立云南鸿

翔中草药有限公司，由个体经营转入公司发展。

1998年第一家鸿翔中西大药房开业，刘琼任店长。 

自 2005年起，刘琼退出一心堂日常管理，独

立创办圣爱中医馆，如今已经形成集团化布局。

刘琼的离开也有夫妻式家族企业的共性挑战。《圣

爱中医——刘琼和圣爱中医馆十年成长传奇》一

书中写道，夫妻二人时常为一些琐事争执：“就

是那种相互看对方都不顺眼的感觉，那种谁也不

愿意和对方多讲一句的感觉。” 

一心堂随后迅速发展，到 2009 年时已经扩张

到 1000家连锁药店，成立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

团，上缴税收突破了亿元大关；2010年引进三家

投资机构——君联资本、宏毅投资、百利宏创投。

2014年 7月一心堂登陆深交所，成为中国首家在

A股上市的直营连锁药店。 

2017年 1月 4日，一心堂发布公告，阮鸿献

与刘琼 2016年 12月 27日办理了离婚手续，此前

二人分别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 33.75%和

18.37%，离婚后保持持股数量不变，阮鸿献仍担任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变为阮鸿献。阮

鸿献表示：“刘琼过去十几年专注做中药，担任

创始人和董事长的圣爱中医主要发展中医药业务，

而一心堂和广药集团合作之后可能也会开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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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刘琼再作为一心堂实控人就会产生同业竞

争抹不开的局面，还不如各做各的自由。” 

除一心堂外，阮鸿献还持有云鸿房地产、红云

健康管理、云南通红温泉等 17家公司，涉及房地

产、医院、投资管理。刘琼如今持有华龙圣爱中医

集团等 11家企业，包括成都、昆明等地的圣爱中

医馆，以及一家从事文学、礼俗学培训的学校。 

阮鸿献对媒体说：“我们有两个女儿，我们所

做的一切都是为女儿打算。如果刘琼打算减持，

我享有优先购买权，可以抵御一定风险。作为 20

多年的夫妻，今后一定会在事业上相互帮助。”

离婚后二人各自在上市公司体系内进行资本运作，

以股权质押、股票减持等方式，实现各自的事业

发展需要，各得其所。 

模式三：传承接班型 

【典型案例】恒星科技：二子接班提速 

•股权分割： 

29.12%：0→21.16%：7.96%。 

•离婚条款：无。 

•家族控制： 

谢保军的长子谢晓博任董事长，次子谢晓龙

任副董事长和总经理，大弟谢保万任副董事长，

二弟谢进宝任副总经理。 

2018 年 1 月 19 日恒星科技发公告称，谢保

军与焦会芬解除婚姻关系，分割财产后持股为

21.16%，仍为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焦会芬的

持股比例从 0%上升至 7.96%，成为第二大股东。

二人并未进行表决权委托和优先受让权等约定，

谢氏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副董事长及总经理等

职务，继续对恒星科技进行实际控制。 

恒星科技成立于 1995年 7月，总部位于河南

省，主要从事高等级子午轮胎用钢帘线、镀锌钢

丝、钢绞线的生产和销售，2007 年登陆深交所。 

恒星科技由创始人谢保军实际控制，九位董

事有三位是谢氏家族成员。长子谢晓博 2016年接

任董事长。谢保军两个弟弟均在恒星任职多年。

大弟谢保万任副董事长，二弟谢进宝担任副总经

理。谢保万之子也参与巩义市锐驰运输有限公司

经营。 

但其他谢氏家族成员持股比例并不高，截至

2016 年 11 月 9 日，大弟和二弟持有股份分别只

有 0.05%和 0.03%。2018年，长子和大弟通过以集

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股份也仅有 1.25%。加上谢保

军的 21.16%总计也不过 22.31%左右。但谢氏家族

的治理权及管理权涉入则达四位家族成员以上，

仍然能够保有控制权。 

谢保军和焦会芬两个儿子的接班安排也已明

确。长子谢晓博先后在生产部、采购部、销售部任

职，2016年 11月 9日接任董事长。次子谢晓龙毕

业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2019 年 11 月出任

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等职。至此，两个儿子已

完成接班。 

模式四：一方独有型 

【典型案例】益生股份：离婚前后持股不变，姻

亲关系终结 

•离婚条款： 

1.男方曹积生持有近 42%股份，保持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不变； 

2.女方姜小鸿仅获得原来名下的 0.034%股份。 

•家族控制： 

原有姻亲关系结束，无其他家族关系。 

2019年 3月 23日，益生股份发布公告称，曹

积生和姜小鸿经友好协商，已办理协议离婚手续，

“基于双方友好协商，其财产分割不涉及公司股

权变动，曹积生名下所持有的益生股份股票全部

归曹积生所有，姜小鸿名下所持有的益生股份股

票全部归姜小鸿个人所有。”此公告用了“友好

协商”四字，姜小鸿仅获得原来名下的 0.034%股

份，而曹积生则保持了原有的近 42%股份，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地位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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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小鸿为人低调，公开信息只有两类：一是与

资本运作和股份减持相关，与曹积生形成一致行

动人，但在离婚前一年已大幅减持股份；二是担

任山东省宗教界第一家非公募公益基金会——山

东省普觉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据《烟台

日报》报道此家基金会由曹积生出资成立。有着

佛教信仰的姜小鸿最终退出，放弃了 2019年正在

高速成长的益生股份。 

2010年 7月益生股份的招股说明书上，曹积

生持股比例高达 51.46%。姜小鸿直到 2015 年才

开始持股 4.94%。2018 年，曹积生与姜小鸿作为

一致行动人曾发布两次减持计划。第一次曹积生

减持 1.884%，姜小鸿减持 1.116%；第二次曹积生

减持 2.62%。十天后，二人公告离婚。两次减持共

套现超过 4亿元。虽然无法追踪这些现金的去向，

但从减持操作推测，很可能是离婚补偿约定，姜

小鸿获得现金，而曹积生保有股权。 

离婚前益生股份存在姻亲涉入，姜小鸿的弟

弟姜泰邦 1996 年起担任山东益生种畜禽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部部长，2007年起先后任监事会主席、

董事会秘书兼总裁助理等职。2018 年 5 月辞职，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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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家族企业“离婚经济学” 

原创：2022-06-21  董事会杂志 高皓、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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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专员 

编前语：2022年 5月 4日，山东蓝翔技校校

长荣兰祥再遭前妻孔素英举报，揭发其涉私藏枪

支、强奸和贿赂等多项罪名。此前 4月 27日，女

儿容婷通过视频实名举报母亲非法处置教育资产

等。这场始于 2010 年的离婚纠纷，历经 12 年仍

然未能终了。孔素英两次入狱、十多人被判刑、近

百人跨省打架、274名天伦花园业主被牵连、蓝翔

系涉多宗诉讼案等，已达到家族企业冲突强度光

谱的最高冲突级别。作为夫妻离婚引爆家族战争

的典型案例，其揭开了民企夫妻相争的真实与残

酷，也反映出近来频发的企业家离婚案所带来的

负面影响。 

相比而言，虽然大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离婚

案未如蓝翔般激烈，但背后大多存在不足为外人

道的难言之隐。以我们研究的 2009-2021 年 A 股

主板上市公司的 23家控股股东离婚案为例，其中

金科股份、沃尔核材、葵花药业、莱绅通灵、牧高

笛等五家在离婚前后，因股权纠纷、财产分割等

引发重大冲突，个人受重伤者有之，失去控制权

者有之。仍有正在进行的离婚纠纷外溢至上市公

司层面，如丽人丽妆、赛腾股份等，导致出现股权

冻结等问题。尽管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但

复盘这些企业家离婚案例却有诸多共性。中国民

营企业家身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婚姻形态和婚恋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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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骤变的大时代；他们大多曾是患难夫妻，

将婚姻和事业深深绑定，患难同当；他们作为中

国创富时代中的弄潮儿，短短数年间公司便成功

上市，家庭财富和企业资产早已水乳交融。但是，

当这些企业家夫妻一再上演令人大跌眼镜的离婚

大戏之时，又不啻于一篇篇鲜活的“婚姻经济学”

案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夫妻相争在家族企业治

理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上市放大了资

源杠杆，但当资本市场与夫妻相争在上市公司中

叠加时，风险危害性也以乘数级放大，人性的弱

点更使家庭与企业难以两全。其中令人唏嘘的真

实案例包括，家庭和企业双双失去、负债外逃的

华昌达创始人颜华；企业还在但人在牢狱的葵花

药业前董事长关彦斌；离婚十年又旧账重提，再

度平分股权最终丧失控制权的沃尔核材创始人周

和平。控股股东离婚给企业和家族带来的影响是

长期性的。即使某些离婚案看似已经尘埃落定，

但随着时间的演进，当初的离婚方案可能会继续

发酵，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产生进一步隐患，给

企业经营和治理带来持续影响，也会影响二代的

接班格局。我们希望从家族和企业两个维度，以

企业控制权设计和离婚机制设计为视角，复盘解

析如何实现平衡企业控制权和财产分割这两大冲

突性目标，既做到夫妻好聚好散、避免升级为战

争，又保有企业控制权。这不但对上市公司及其

利益攸关者意义深远，也是企业家应当肩负的事

业与家庭之双重责任。 

被撕裂的股权与治理权 

2022 年 2 月 14 日，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代码：603900，简称莱绅通灵）发布公

告，创始人之一沈东军辞任董事，不再担任任何

职务，而其刚在一个月前的 1 月 10 日辞任董事

长。据《国际金融报》（2022），沈东军表示，“当

有一天我不能再养这个孩子，要让别人去养他的

时候，我更多是祝福这个孩子和帮助这个孩子成

长。” 

但这一切本非其所愿。沈东军与马峭离婚案

后，其与舅哥马峻（马峭的兄长）的冲突已白热化。

2020年 12月 30日莱绅通灵公告称，董事马峻及

其妻蔄毅泽涉嫌职务侵占，公司已于 11 月 20 日

报案。沈东军曾在微博上发言十余条，实名举报

二人虚开巨额增值税发票，侵占公司资产。2021

年 11月 26日离婚案二审判决，判定沈东军所持

股份一分为二，其中仅直接持有的 31.16%平均分

配后，马峭便可获得 15.58% ，上市公司实控人由

此变为第二大股东——舅哥马峻。12月 29日，前

妻马峭将股权悉数转让，舅哥马峻夫妇则增持至

超过 30%，此时沈东军已丧失上市公司控制权。 

据《新京报》（2021），另一家上市公司金科

股份（000656.SZ）股东陶虹遐 2021 年 7 月 8 日

发布致全体员工公开信，指责前夫、金科股份董

事长黄红云操纵公司，栽赃陷害姻亲并将其免职，

损公肥私、掏空公司，表示将要独立行使大股东

权益。金科股份 7 月 8 日晚发布声明表示免除姻

亲职务乃因其多次旷工、长期在外兼职等原因所

致。该公开信还透露，黄红云长期以来未兑现离

婚协议中的股权转让承诺。2021年 5月，黄红云

因财产分割未完成而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直至

6月 28日完成股权过户。 

离婚需谨慎，尤其是上市公司大股东或创始

人，因其作为上市公司的灵魂人物，婚姻已超越

了单纯的个人或家庭行为，而具有更强的外部性，

无疑将会对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治理权及未

来发展带来重大影响。改革开放 40多年间，一代

企业家的婚姻大都与创业同步进行，早年白手起

家、发迹于草莽，而今应当如何兼顾情义与财富、

平衡家庭与企业？上市公司控股股权作为夫妻共

有财产的主体也将成为必争之地，如何通过分割

股权平衡各自的利益和情义，也体现出抉择事业

与情义的格局。 

我们以万得数据库为基础，结合媒体报道、公

告/年报、公司网站和研究报告等数据，手动筛选

识别 23家 2009-2021年期间 A股主板上市公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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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离婚案例（见表 1），研究分析离婚前后的

股权分割、表决权结构、实际控制人、家族涉入、

董事会治理等专题内容。 

鉴于每家企业都有其独特的异质性来源，我

们根据家族结构、家族涉入、发展历程、风险敞口

等不同特征，研究离婚对于所有权、治理权和传

承规划这三个层面的影响。离婚对这 23家企业产

生了重要影响，3 家实际控制权已改变，14 家发

生股权分散、债务爆雷和重大诉讼等危机。 

尤其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离婚财产分割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旷日持

久的夫妻战争，因此股权分割是其离婚的核心问

题。与通常想象平均分割不同，2009-2021年期间

23 家 A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离婚案中，平分股权

（男方:女方=1:1）仅占 26%，而分割比例介于 2:1

与 1:1之间的占比最高（39%）。按照夫妻共有财

产平分原则，平分股权在家事法律实务中看似最

为公平合理，但却极易对上市公司控制权埋下隐

患。 

至于离婚对公司股价的影响，我们发现离婚

对短期股价产生负面影响，离婚公告日当天呈下

跌趋势，公告后十个交易日内平均累计超跌 5.5%，

表明对短期股价有较大负面冲击。但从长期来看，

大部分公司股价走势后续受离婚事件影响不大，

仍延续行业发展趋势和自身经营情况。因此，就

短期而言，在离婚事件的时间窗口中进行适度干

预仍有积极效应，而就长期而言，最重要则是确

保企业自身的经营业绩。 

表 1 23 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离婚案例概览 

 

数据来源：万得、公司公告、年报等整理，持股比例按现

金流权计算 

关键发现 I 

三分之二以 1:1 至 2:1 比例进行股权分割 

从股权分割比例来看，23家企业样本中仅有

3 家采取了一方独大的股权分割模式（见表 2）。

例如，葵花药业是全部股权归关彦斌所有，张晓

兰以 10亿元现金补偿身退；益生股份曹积生和姜

小鸿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41.893%与 0.034%；华昌

达颜华和罗慧在离婚协议上的分割比例约为 1:17，

但因股权质押和债务纠纷并未实现分割，此处仍

以离婚公告为准。 

表 2  23 家案例企业的股权分割比例（男方：女方） 

 

6 家采取平分模式（1:1），占比 26%，包括

海兴电力、梦洁家纺、昆仑万维、纳川股份、莱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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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灵、牧高笛。9家股权分割比例在 2:1至 1:1之

间，占比 39%，包括索通发展、金科地产、一心堂、

银禧科技、麦迪科技、华测检测、东易日盛、富安

娜、信捷电气。恒星科技、东尼电子在 4:1至 3:1

之间，金溢科技、景峰医药和沃尔核材则在 5:1至

4:1之间（沃尔核材离婚案 10年后又重新进行 1:1

股权分割）。 

肖金利等（2018）研究发现，从法律角度，夫

妻共同持股和夫妻一方单独持股有所不同，不排

除夫妻共同持股可能是夫妻双方一种可能的婚姻

财产约定。上述研究有一定的解释力，23家企业

样本中有 7 家按照离婚前夫妻的既有持股比例进

行分割，即离婚前后夫妻个人名下股份比例保持

不变，包括富安娜、一心堂、景峰医药、益生股份、

金科地产、银禧科技、沃尔核材，占比约为 35%。 

由于无法获取上市公司股权之外的家庭财产

分割信息，例如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房地产、贵

金属、艺术品等），因此难以对夫妻全部财产分割

作准确判断，只能依据其他信息进行推定和讨论。

夫妻婚内财产分割模式，无论是经由自行谈判还

是法律判决，通常 1:1分割后续冲突可能性最小。

当然在实际创业过程中，男方主导模式较为常见，

因此倾斜于男方的股权分割方案也可能被接受，

女方以一定程度的妥协成就为事业付出更多的男

方。如果按离婚前夫妻各自原有股份比例分割，

由于无须进行股权转让，避免了程序上的复杂操

作，也往往呈现出好聚好散的和平局面。 

 

图 1 23 家案例企业的股权分割比例分布 

关键发现 II 

约三成上市公司离婚分割股权后家族控制减弱 

关于家族控制这一上市公司家族企业的显著

特征（按国际惯例将家族控股 20%作为阈值），23

家企业样本中有 7 家企业（占比约三成）已丧失

家族控制，而 16家仍能保持家族控制。我们进一

步细分为三类（见表 3）。 

表 3 案例企业的家族属性 

 

类型一：失去家族控制（3家）。离婚前一方

持股，离婚后失去家族控制。典型特点是离婚前

一方为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而另一方并未持有

股份，但在离婚股权分割后，既无其他家族成员

涉入，下一代也没有明确的传承安排，包括金溢

科技、麦迪科技、纳川股份。企业家持股已经低于

20%，低于家族控制的股权阈值。 

类型二：家族控制减弱（4家）。离婚前双方

持股，离婚后家族控制减弱。典型特点是原本夫

妻共同持股或有姻亲涉入，但随着股权分割和婚

姻关系结束，夫妻各自成为独立股东，包括昆仑

万维、银禧科技、华昌达、信捷电气。其他家族成

员亦未继续涉入，也无明确的传承意愿。 

类型三：保持家族控制（16 家）。在离婚前

后均属于家族企业。典型特点是离婚后涉入家族

成员较多，或二代已开始传承或具有传承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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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案例企业的家族属性变化 

关键发现 III 

离婚事件对市值仅有短期负面影响 

以事件研究法计算控股股东婚变前后的公司

累积超额收益率（CAR），可观察到离婚事件对公

司市值的影响。结果表明，离婚事件在短期内对

股票价格有负面影响，离婚公告日当天股价呈下

跌趋势，公告第十个交易日内平均累计超跌 5.5%

（见图 3）。因此，离婚事件对于公司市值有较大

的短期负面冲击。 

 

图 3 案例企业离婚事件对股价的影响 

注：累积超额收益率（CAR）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调整后数据。市场收益率采用沪深及创业板指数，个股收

益率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考察事件窗口期长度为 16

天，区间为公告发布的前 5 天到后 10 天。图中阴影部分

为 90%置信区间。 

虽然离婚时间会导致平均股价的短期下跌，

但就个案而言仍要具体分析。例如，梦洁股份公

告离婚后，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均换手率与

前五个交易日的比值超过 30倍，且连续两个交易

日累计换手率超过 20%，达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标

准。由于该股连续三日无理由涨停，被市场冠以

“离婚概念股”。但如果把时间轴拉长观测近期

市值（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和离婚公告日的

市值，可发现离婚事件与企业市值并无明显相关

性。 

上市公司长期价值最终取决于公司治理、经

营业绩、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与公司资信水平、

股息分红、发展前景等紧密相连。尽管控股股东

离婚时间对公司股价有短期冲击，但大多数公司

市值最终取决于行业趋势和经营情况（见表 4）。 

表 4 离婚前后案例公司的市值变化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等整理。 

注：如公告前一天或当天时点存在停牌，则公告前一天市

值数据取值于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数据，公告当天市值

数据取值于复牌后第一个交易日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公告策略能在一定程度上减

弱离婚事件对市值的短期冲击。例如，景峰、益生、

恒星、银禧等选择在停牌期间发布公告，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了离婚事件的负面影响。一心堂在离

婚公告当天同时发布定向增发及引进战略股东等

公告，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市场注意力，而离婚

一年后市值增加 19亿元。 

对市场而言，企业家离婚事件毕竟属于“家

事”，应该更加关注基本面和长期发展。对于企

业家来说，如果能妥善处理好夫妻关系中的“钱

—权—名”和“情—理—法”等问题，处理好事

件的舆论影响，那么从长远看市值就不会受到离

婚单一事件的过度影响。 

[1] 高皓，安静. 家族企业的夫妻相争之殇（四）夫妻之

战的破坏性离婚障碍[N]. 家族企业，2021-04.  

[2] 创始人离场，莱绅通灵内斗剧终. 国际金融报[N]，

2022-02-21. 

[3] 袁秀丽.金科回应 VS 陶虹遐发布公开信 “一致行动

人”哗变？[N].新京报，2021-07-08. 

[4] 肖金利，潘越，戴亦一. “保守”的婚姻：夫妻共同

持股与企业风险承担[J]. 经济研究. 2018, 53(5): 190-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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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房产、股权 

（一）房产 

七旬夫妇借儿子儿媳名义在南宁买房，结果被赶出家门！法院这样判 

2022-06-14  广西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fviSbLY5Vr3qqyoc-Mkalg 

74岁的老黄夫妇“借用”儿子儿媳名义，在

南宁贷款买房。不料，儿子不仅想“霸占”房产，

还把老两口赶出家门，要求断绝父子关系。6月 9

日，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通报，法院最终判决

该房产归老黄夫妇所有。 

老黄夫妇想在南宁买房养老，又担心年纪太

大银行不会放贷，遂听从售楼人员建议，用儿子

小黄夫妇的名义贷款买房。 

2016年初，老两口与小黄夫妇签订了《房屋

权属确认书》，确认由老两口支付首付 27 万元，

以小黄夫妇的名义签订购房合同、办理按揭贷款

合同，房贷由老两口按月转账至儿媳的银行账户，

房屋权属归两老，不是小黄夫妇的共同财产。 

新房交付后，老两口和儿子儿媳还有孙子一

同入住。一开始一家五口其乐融融。不想 2021年，

小黄与妻子因为生活琐事发生矛盾，几番争吵后

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家。小黄也因为其他房产分

割问题与老两口翻脸，数次以新房登记在他名下

为由，驱赶老两口。 

老黄夫妇一气之下，一纸诉状将小黄夫妇告

到江南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房屋归老两口所有，

儿子儿媳将房屋过户至他们名下。为此，老两口

还四处凑钱，将房屋按揭贷款提前还清。 

法庭上，小黄承认是父母借名买房，但要求父

母必须将另一套自建房部分分割给他，才肯协助

过户，同时要求断绝与老黄的父子关系。 

法院认为 

从《房屋权属确认书》及当庭陈述来看，双方

当事人对房屋系老黄夫妇出资购买并无异议。老

黄夫妇为获取银行贷款借名买房之举，虽违反了

银行的信贷监管政策，但并未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或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法院对双方《房

屋权属确认书》的效力予以认定。 

现该房屋已偿还全部按揭贷款、解除抵押登

记，老黄夫妇要求两被告将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客

观条件达成，法院予以支持。 

小黄要求与老黄断绝亲子关系，违反公序良

俗，不属于法院受理的范围。 

主办法官提醒 

借名买房虽然可以使本不具有购房资格或贷

款资格的人达成买房目的，但也存在诸多法律风

险。 

在“出名人”否认借名买房，而主张是借款

用于买房的情况下，如果“借名人”不能提供充

足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名买房合意的，法院

往往不会支持房屋归“借名人”所有。 

此外还可能面临“出名人”擅自处分房屋，

或因“出名人”的债务导致房屋被强制执行等风

险。 

因此，借名买房请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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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把母亲房卖了，法院：买卖合同对母亲不生效 

2022-06-21  北京海淀法院 倪虹 

https://mp.weixin.qq.com/s/gZro3xyC9hjSBadtL926yw 

男子以其母名义与买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出卖母亲名下房屋，后母亲以其不知情为由要求

确认儿子与买家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海淀

法院经审理，判决确认房屋买卖合同对赵女士不

发生法律效力。 

案 情 简 介 

原告赵女士诉称，林先生与其系母子关系。王

女士在明知林先生超越代理权的情况下，依然与

林先生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转让了赵女士名下

房屋。在收取了房屋买卖定金 20 万元后，林先生

与王女士发生了分歧，继而又发生林先生退还王

女士 20万元等若干行为，这些行为侵犯了她的根

本利益，故赵女士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林先生与

王女士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被告王女士辩称，从事实来看，赵女士出售房

屋的行为系真实意思表示，中介公司也参与了此

房屋买卖全过程，赵女士起诉没有法律依据，不

适用合同无效的法律事由，故不同意赵女士的诉

讼请求。 

被告林先生辩称，其是善意替其母亲与王女

士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但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确

实存在委托手续不明确等情况，对此王女士都是

知晓的。尽管是善意，其认为赵女士的权益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了损害，且赵女士拒绝追认合同，

请求法院依法进行裁决。 

第三人中介公司述称，林先生当时是拿着赵

女士的委托书、房产证、授权委托书及赵女士的

身份证原件来到店里的，三方在店里的会议室签

订了合同。经与公司经纪人石先生核实，石先生

在建委北门见到了赵女士本人，当时赵女士拿着

办理过户所需的材料原件，但由于当时已经下午

4点多了，已经来不及办理过户手续，因此当天未

完成对过户。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赵女士提交售房委托书，

表示委托书上赵女士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对此

王女士及中介公司表示在签约时对该事项不知情，

但均认可赵女士的签名为林先生代签的事实。林

先生提交了与中介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

聊天记录的时间为签约之后，内容为中介公司工

作人员向林先生索要房产证照片、赵女士电话及

身份证照片、售房委托书原件。 

林先生以此证明中介公司在促成双方交易时

并未审核过上述材料原件，对此中介公司称交易

当时已经审核过上述材料，但后期梳理时没有找

到上述材料复印件，故要求林先生再次提交上述

材料照片。林先生还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证明

王女士将房屋定金 20万元汇到林先生账户后，该

款项一直在林先生账户，后又转汇给王女士。 

同时，林先生与王女士签订的《房屋买卖合

同》中载明：“如无委托收款公证书，代理人所指

定的收款账户必须为出卖人本人账户，否则指定

账户无效”。 

法 院 审 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女士拒绝追认林先生

的无权代理行为，则林先生的行为在本案中是否

构成表见代理决定了涉案合同是否对赵女士发生

效力。中介公司虽主张签约当时审核了林先生携

带的房产证原件、房主身份证原件等必要材料，

但并未于现场拍照留存证据，同时根据林先生提

交的微信记录显示，中介公司也未留存上述材料

的复印件，则法院有理由相信中介公司在签约当

时并未审核过上述材料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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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先生代赵女士签订涉案合同时，王女士

及中介公司明知房屋产权登记在赵女士名下，但

在签订合同时却未对必要材料原件进行审核。王

女士并未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见过赵女士，亦未与

赵女士进行联系确认授权的真实性，中介公司证

人证言虽证明于办理过户时见过赵女士，但未能

对此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该证人证言仅为孤

证。 

涉案合同中明确约定无委托收款公证书的情

况下，代理人所指定的收款账户必须为出卖人本

人账户。但在林先生未出具委托收款公证书的情

况下，王女士及中介公司认可的及王女士实际支

付房屋定金的账户却为林先生个人账户，且该笔

定金从未转入赵女士名下。结合以上三点分析，

法院认为王女士及中介公司在订立合同时未进到

审慎的注意义务，林先生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涉案合同对赵女士不发生效力。最终法院判决林

先生以赵女士名义与王女士签订的《北京市存量

房屋买卖合同》对赵女士不发生效力。 

宣判后，王女士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该

判决现已生效。 

法 官 说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

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

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

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法律对于无

权代理的法律后果作出了相应规定，若行为人无

权代理，那么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不再约束被代

理人。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

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

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

代理行为有效”。此为法律对于表见代理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若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

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

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

客观表象形式要件，还应当证明相对人为善意且

无过失，也即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无代

理权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

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

有代理权。 

本案中，结合上述事实认定，王女士在主观上

存在一定过失，不构成善意且无过失这一表见代

理的构成要件，故林先生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依然适用法律对于无权代理的一般规定，签订的

合同对被代理人赵女士不发生效力。 

需要注意的是，无权代理可能产生的法律后

果有两种。若相对人追认，则代理行为直接约束

被代理人与相对人；若相对人拒绝追认，代理行

为虽然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但行为人与相对

人订立的合同仍然有效，只是在原基础法律关系

中变更了合同相对方为行为人与相对人，最终由

行为人承担合同不能履行或迟延履行等违约行为

产生的法律后果。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不动产登记与未成年人保护 

原创：2022-06-27  中国不动产官微 张亚楠 

https://mp.weixin.qq.com/s/qJMSVeIKuzlFj5SIz25Yhg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为未

成年人购买房屋的做法日益普遍。不动产登记实

践中，涉及未成年人的不动产登记，须其监护人

代为申请办理。但如果出现未成年人父母离婚而

监护人一方不同意处置或拒绝配合等情况，那么

即使另一方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申请，登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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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在履行合理审慎义务时，也可能会以“未经数

个监护人一致同意”为由不予受理。 

本文将从未成年人不动产登记相关规定出发，

结合不动产登记实践，本着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

益的目的，梳理未成年人不动产登记中的法律关

系，分析登记机构的审查职责。同时，笔者认为，

在受理监护人代为处置未成年人不动产登记申请

时，登记机构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而应

该以法定代理人制度为基本原则，结合监护制度

的立法目的，允许作为法定代理人的一方监护人

处置未成年人不动产。 

权利主体和财产归属 

《民法典》第 3条、第 13条分别规定，“民

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自

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自然人从出生起依法

享有民事权利，这里的民事权利既有人身权利又

有财产权利。财产权利包括不动产物权和动产物

权，因此，未成年人是不动产物权即房屋所有权

的权利主体。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依法取得

不动产物权后，对该不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

收益、处分的权利。 

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不动产，究竟是属于

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还是家庭共有财产，理论界

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包括个人财产说和家庭财

产说。 

个人财产说认为，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不

动产系未成年人个人的合法财产。根据《民法典》

第 13 条、第 14 条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

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因此，不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

人，都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财产权是自然人权利

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未成年人有获得财产

的权利，其虽不能自行获得劳动报酬，但可以通

继承、他人赠与等其他合法方式获得财产。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为未成年子女购买房屋等不动产，

经依法申请并登记在未成年人个人名下，系未成

年人的个人合法财产。 

家庭财产说认为，未成年子女系家庭成员，一

般无独立经济来源，日常生活尚需父母供给，且

未成年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购房款一般源于父母支付，实际支付购

房款来自未成年人家庭的共同财产。因此，即使

不动产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也是家庭共有财产

的组成部分。此外，我国家庭成员的基础关系决

定了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的家庭共有属性。除未

成年人因继承、奖励、他人赠与、报酬、收益等合

法来源获得的财产外，来源于父母支付购房款购

买的房屋，应确定为家庭共同财产。 

对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随着《民法典》的

颁布施行，婚姻家庭法一并回归《民法典》体系，

仅以“家庭成员”身份关系为由认定财产为家庭

共有，与“物权法定”及物权登记的“公示公信

原则”不相符合。《民法典》第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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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其第 216 条、第 217 条规定，不动

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因此，结合

《民法典》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经依法登记的

不动产，所有权属于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主体。

父母出资购买或他人赠与未成年人的房屋，以未

成年人名义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应认定为未成年

人合法财产，未成年人依法享有不动产完全物权。 

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与监护人 

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我国《民法典》对未

成年人根据年龄划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两种。《民法典》第 19 条规定，

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

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其第 20条规定，不满 8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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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

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民法上民事行为能

力制度的直接目的在于确定各类行为能力人的行

为法律效力如何。一旦行为人的行为能力不完全，

那么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效力评价上即可能

出现瑕疵。因此，未成年人无法独立实施申请办

理不动产登记的民事法律行为。 

法定代理人与监护人。民事生活无法将无民

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完全

排除在市场交易的大门之外。因此，民法创设法

定代理人制度。法定代理人能够对行为能力欠缺

者实施行为的效力进行有效管控，使其避免承受

自身无法履行的法律后果，又不会阻断其参与交

易的法律通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则能够借助法定代理人的力量，弥补自

身行为能力之不足。根据此项制度，法定代理人

代理行为能力欠缺者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或者允许

其实施特定的行为，一方面可以使其参与交易、

融入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确保其不因能力

欠缺而遭受损害或导致他人因此受损。 

《民法典》在“自然人”一章中，将监护制度

规定在民事主体制度中，其目的是保障未成年人

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的权益，弥补其民事

行为能力的不足。同时，监护制度还要求父母对

未成年子女尽到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以适当

方式、方法管理和教育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

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害等。 

《民法典》第 23条、第 27 条和第 34条分别

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父母是未成年子

女的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

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通过上述规定可

以看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应履行监

护人职责，包括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等。

同时，因监护人履行职责，还会产生相应权利，如

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益而享有医疗方案的同

意权，为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权益而享有财产的

管理和支配权等。当被监护人不能对外独立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监护人应依法代理被监护人实施

相应行为。 

不动产登记实务界和理论界有观点认为未成

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与监护人是同一法律概念，并

常将两者混用，导致登记实践中因概念不清存在

认识和应用上的偏差。 

笔者认为，法定代理人制度是调整代理人与

第三人民事法律行为的制度，约束其在“外部”

产生的法律效果。当监护人代理被监护人对外与

第三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此时的法定代理已将

监护人与被监护人视作一个整体。法定代理人制

度规范该整体与外部进行民事法律行为而产生的

“整体”概念。而监护制度是规范监护人与被监

护人“内部”关系的规则，主要是调整监护人与

被监护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制度，是一个“内部”

法律关系的概念。虽然《民法典》规定未成年人的

法定代理人与监护人在“范围”上重合，但两者

在法律含义及法律效果上存在不同。 

未成年人不动产登记应由法定代理人代为申

请。不动产登记机构在受理未成年人不动产登记

业务时，可从法定代理人的角度去判断代为申请

登记行为。当监护关系证明材料证明未成年人与

监护人之间存在“法定代理关系”，即证明监护

人享有法定代理权，可依法代理未成年人从事申

请登记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般情况下，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

父母具有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义

务，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最为密切，对未成年人

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因此，父母无条件地成为

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当父母代未成年人申请

办理不动产登记时，是合法的申请主体。而法定

代理人资格的审查，主要涉及监护关系证明材料。

在父母为监护人时，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独生

子女证明等是监护关系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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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没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一般会设置

其他个人或者组织担任监护人作为补充，以保护

未成年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民法典》第 27条

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

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

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

民政部门同意。 

因此，在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

监护能力的情况下，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或

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

者民政部门同意的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

者组织以及人民法院指定的监护人，均可以成为

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此时，公证监护关系材

料、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是监护关系证明材料。

此种情况下的法定监护人代理未成年人申请不动

产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应依法受理。 

至于人数，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原《关于贯彻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曾规定，“监护人可以

是一人，也可以是同一顺序中的数人”。《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

编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规定，“人民法院依法

指定的监护人一般应当是一人，由数人共同担任

监护人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利益的，也可以是

数人”。可见，监护人可为一人或数人。在法定代

理人的确定上，两者范围完全重合，因此法定代

理人也可以是一人或数人。故笔者认为，按此精

神由监护人代为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可以是一个

监护人代为申请，也可以是多个同一顺序的监护

人代为申请。 

处置未成年人不动产的权限 

《民法典》第 34条明确了监护人的职责，是

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

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第

35 条还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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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可以理解为，在保

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

益的过程中，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进行权衡，选

择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方案，采取最有利于被监

护人的措施，使被监护人的利益最大化。 

对于如何认定监护人“为被监护人利益”处

置财产，《民法典》条款中并无准确定义，实践中

判断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房屋是否系为其利益也

较为困难。一旦出现争议，当事人陈述的意见大

多源于主观，或因涉及利益对象不同而发生变化，

较难确认其真实性。对此，笔者认为，与处理被监

护人财产的方式相比，将是否以合理价格转化未

成年人的财产价值作为保护被监护人利益的判断

标准，更为适当。当然，还要充分考虑其效益是否

全部由被监护的未成年人享有。 

处分不动产的登记申请主体 

立法规定。《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细则》）第 11条规定，因处分不动

产而申请登记的，还应当提供为被监护人利益的

书面保证。父母之外的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不动

产的，有关监护关系材料可以是人民法院指定监

护的法律文书、经过公证的对被监护人享有监护

权的材料或者其他材料。从该条来看，处分未成

年人的不动产，应提供为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材

料。但这里没有明确，在父母双方作为监护人或

存在多个监护人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多个监护人

一并同意。 

理论观点。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在数个监护人

的情况下，应由数个监护人一致同意才能处置未

成年人不动产。理由为，根据《民法典》监护制度

的立法初衷，处置未成年人不动产，在父母为监

护人或存在多个监护人的情况下，需要父母一致

同意或多个监护人一致同意。因此，在签订处置



255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未成年人不动产的买卖合同、代为申请办理不动

产转移登记时，均要父母双方或多个监护人一致

同意并签字确认。 

司法实践。司法审判实践中，监护人出售登记

在未成年人名下的房屋，判断该买卖合同效力时，

法院则常适用《民法典》“合同编”关于代理行

为对合同效力影响的规定。即未成年人的法定代

理人代未成年人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是否

存在违反代理人义务、滥用代理权等导致合同无

效的行为。通常情况下，即使父母双方为监护人

或有多个监护人存在，一方监护人代理未成年人

对外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有效法律合同。 

不动产登记实践。《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

条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明确。其第 15条“监护

人有多人的，应当根据监护约定代为申请，或者

由监护人共同代为申请登记”规定，在有数个监

护人的情况下应由监护人共同代为申请登记。 

在父母等多个监护人的情况下，是否要求共

同监护人都在承诺书上签字，各地方立法中或明

确或未明确。但登记实践一般采用数个监护人一

致同意或到场原则，不论作为父母的监护人是否

离婚。其理由均来自监护制度及《意见》第 21条

的规定，即使夫妻双方离婚，也改变不了他们皆

为未成年子女法定监护人的身份。 

法定代理人无效处分情形 

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不动产，不能转让给

法定监护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监护人应当

以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目的行使监护权。如作为

监护人的父母将未成年人名下的房屋过户给自己，

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即使向不动产登记机构出具

了“为了未成年人利益的承诺”，不动产登记机

构也不能受理。因为从监护的目的角度理解，将

未成年人不动产出售给监护人，从法理上看不是

为了未成年人的利益。父母代未成年子女与自己

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与监护制度的法理相

悖。从代理权的角度理解，将未成年人名下不动

产转让给监护人将会存在“自己代理”的情况，

且未成年人无法“同意或追认”自己代理。 

登记在监护人名下的不动产，若非被监护人

纯获利益，不能赠与未成年人。根据《民法典》的

规定，赠与需要受赠人明确作出接受赠与的意思

表示。《民法典》第 144 条规定：“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不能作出“接受奖励”“赠与”的意思表

示。因此，笔者认为，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

管其智力或者意思表示能力如何，一律没有独立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即使作出接受的意思

表示，也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除非其纯获利益。年

满 8周岁不满 18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

以作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但对照《民法典》第

145 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

事法律行为有效，父母将房屋赠与子女，法律规

定受赠方要缴纳契税等费用，不属于纯获利益的

民事法律行为，除非监护人明确承担全部税费。 

登记在监护人名下的不动产，不能出售给未

成年子女。父母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屋出售给

未成年子女，同样存在问题。未成年人只能实施

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父母将房屋出售给子

女，未成年子女要支付对价。支付购房款是一种

负担行为，从立法规定上看，未成年人不能独立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只能通过法定代理人参与。

此外，父母代未成年人与一般第三人交易为民事

法律行为，不违反“自愿、平等、等价有偿、诚实

信用”原则。但父母代未成年人与自己实施有偿

的、互相履行义务的买卖法律行为时，在法律行

为中只有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与《民法典》的

基本原则相违背。 

现实问题 

审查职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实践中，特别是在

遇到处置未成年人财产的不动产登记申请时，登

记机构往往要求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双方一致同意

才能处分未成年人名下不动产。若遇到双方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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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方拒不配合或其他滥用监护权的情况，则可

能导致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而处置财产的目的无

法实现。此外，若登记机构需要核实作为监护人

的父母购置房产时是否离婚、申请登记时是否离

婚、出资购置房产的是一方还是双方等情况，不

动产登记的审查压力将大为增加。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细则》

等要求，登记机构履行实质审查职责一般是在初

始登记、在建建筑物抵押登记、房屋灭失登记等

情形中。而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需要实质审查的，

不动产登记机构一般以形式审查为主。 

内部民事法律关系。如监护人申请处置未成

年人不动产时，进行虚假承诺，提供虚假材料，且

没有征得其他监护人的同意，笔者认为属于监护

人之间的民事法律纠纷。如监护人损害被监护人

的利益，应依据《民法典》规定进行处理，包括停

止侵害、赔偿损失等。如一方监护人认为其他监

护人处置未成年人不动产的行为损害了未成年人

利益，应依法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不动产登记机

构可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等依嘱托办理。 

不动产登记业务量大，登记工作人员无法对

民事主体内部问题一一进行判断。而对法律关系

的实质判断以及对权利主体处分不动产权利的实

质判断，则属于司法机关的职责。 

受理建议 

履行合理审慎注意义务。笔者认为，登记机构

不审查未成年人名下不动产是否为监护人双方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其购买，以及是否为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处分或离婚后处分。同样也无须审查其

是否为离婚后由抚养子女一方单独出资为未成年

子女购置、离婚后拟处分。此外，其是否为离婚后

由有监护权但不抚养子女的一方为未成年人购买、

离婚后处分等情形，也无须审查。 

不动产登记机构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应视

为履行合理审查义务的范围，包括：监护人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属于法定的不能履行监护

职责的情形；监护人是否存在滥用代理权的行为。

尤其应注意，监护人在代理被监护人对外签订房

屋买卖合同时，不能存在超越代理权、滥用代理

权的行为，如监护人将未成年人名下的房屋以极

低的价格出让给第三方，明显损害未成年人的利

益。 

注重材料形式审查。目前理论和实务界较一

致的观点是，登记机构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履行

形式审查职责。结合处置未成年人财产的情况，

监护人是否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而处分未成年人

的房屋？未成年人有几个监护人，具体监护人是

谁？在有多个监护人时是否必须多个监护人同时

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申请？为了未成年人

利益的书面声明是否必须有多个监护人一致签字？

这些问题均涉及复杂的民事法律问题。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从形式材料要件方面进行

受理审查。《民法典》第 212 条规定：“登记机

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

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二）就有关登记事项询

问申请人；（三）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这里不动产

登记机构审查的重点是“材料”而不是“民事法

律关系”；对申请人的询问针对的也应当是登记

事项，而不是登记事项所包含的内部民事法律关

系。 

笔者认为，不动产登记机构严格审查材料的

内容包括：第一，申请人应出具身份证明材料，即

监护关系证明材料，包括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

独生子女证明等能证明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存

在监护关系的材料。父母之外的监护人处分未成

年人不动产的，有关监护关系材料可以是人民法

院指定监护的法律文书、经过公证的对被监护人

享有监护权的材料或者其他材料。第二，监护人

应出具为了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承诺。至于监护

人的书面承诺是否切实有利于被监护人，不动产

登记机构无法进行实质审查。《细则》规定，监护

人应出具为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保证。该规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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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宣示性和提示性程序，可以起到“警示”恶

意处分的作用，但难以完全杜绝恶意处分行为的

发生。 

树立法定代理人思维。《民法典》《条例》《细

则》均未明确父母为监护人时，离婚后处置未成

年人财产是否需要双方一致同意、共同签字申请

并共同签署承诺。如果强制要求，可能反而不利

于对被监护人利益的保护。 

因此，对待监护人处置未成年人不动产的登

记申请，登记机构应该以法定代理人制度为基本

原则，结合监护制度的立法目的，在“法定代理

人”有权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且行为

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情况下，允许一方监护人为

法定代理人处置未成年人名下不动产。 

依据《民法典》《条例》《细则》的规定，若

法定代理人（即监护人）出具了“为未成年人利

益处分财产的书面承诺”“监护关系证明材料”

等书面申请材料且材料齐全、符合法定要求，法

定代理人依法享有代理权且无滥用代理权的情况，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依法受理其提出的处分未成

年人不动产的申请。 

作者单位：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说好买房一起住，老人掏了钱却被送去养老院？法院：偿付 70 万！丨

小案大道理 

2022-06-29  浦江天平 上海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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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小案件” 品悟“大道理”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上海高院官方微信

推出“小案大道理”栏目，带您聚焦身边“小

案”，直击案件核心，品悟法理情理。 

老人为儿子出资买房，说好买了新房一起

住，儿子却中途反悔，将共同居住的房子卖掉，

还坚持把母亲送去养老院。年近九旬的母亲，不

得不与血浓于水的儿子对簿公堂。 

子女未如约完成，接受父母赠与时附带的义

务，父母可否收回钱款？  

案件回顾 

2007年，李老太夫妇俩与儿女们商议，把老

两口与小儿子名下的房屋卖掉，房款中属于老两

口的份额以及股票账户里的钱，都用来给大儿子

购买新房，并约定购买新房后，老两口与大儿子

同住，大儿子要多尽赡养义务。 

起初，老两口一直与大儿子一家三口一起居

住，之后历经老父亲去世，大儿子离婚等一系列

事件，李老太和大儿子的关系逐渐恶化，大儿子

把共同居住的房子卖掉，并坚持把李老太送到养

老院。李老太认为，当初赠与购房款，是以大儿子

负责养老为前提，因此要求大儿子偿付卖房的部

分钱款。 

经审理，法院认为，虽然大儿子与父母之间

没有签订书面的附有义务的赠与协议，但根据双

方的陈述及相关证据，双方事实上形成了附带条

件的赠与，即该笔款项是以大儿子履行更多赡养、

照顾义务为前提的。因母子关系恶化，大儿子不

再愿意和母亲共同居住，未妥善完成接受母亲赠

与时附带的义务。 

考虑到大儿子从卖房款中获得的利益、货币

贬值，以及十多年来对母亲日常生活的照顾支付

的医疗费等情况，最终法院酌情判定，大儿子偿

付母亲 70万元。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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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心语 

 

母子亲情是人类家庭关系中最朴素、最深沉

的情感。现如今，父母出钱帮助子女买房的不在

少数，不少父母为了给孩子买一套房，花费了毕

生积蓄，甚至变卖唯一住房筹集钱款，以减轻子

女日后的生活压力。子女也应当多尽孝道，多加

照顾，保障父母的老年生活和居住权益。 

1、家事审判实践中，应兼顾法律的尺度和温

度 

不同于普通民事纠纷，处理家事纠纷时，不仅

要维护法律的权威，定分止争，更要维护家庭的

和睦、社会的稳定、人性的善良。 

在家事审判中，事实和证据固然重要，但案件

背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属关系、情感联结亦不可

忽视。本案中，大儿子与父母之间虽然没有签订

书面的附义务赠与协议，但从当初购房背景来看，

父母出资帮助大儿子购房时有着殷切愿望，即在

耄耋之年能够“养儿防老”，安度幸福晚年。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父母与子女之间，赠与

也是一种约定，且可以是一种附带义务的约定。

若子女在接受赠与后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

父母可以向子女主张违约责任。 

2、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使老有所养、老有

所安 

从司法实践看，绝大多数赡养纠纷案件背后

都有着复杂的家庭矛盾。经过长时间积累，矛盾

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致使老年人无法从子女处

获得经济帮助和情感慰藉。因此，法官对家事纠

纷的处理更应关注人身关系的根本，以保护家庭

稳定、维护家庭关系和谐为核心理念，树立健康

正确的家庭观念。 

法律也将保障老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筑

牢老有所养、老有所居的最后一道防线，适时引

导子女善待并尊重父母，充分履行赡养父母的义

务。 

百善孝为先。赡养父母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更是法定义务。愿辛劳付出了一辈子的

父母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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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 

离婚与上市公司股权分割审判案例研究（4） 

原创：2022-05-31  家族律评  贾明军 心仪 文婷 

https://mp.weixin.qq.com/s/Is3GI8i0kQjZMroIJ06orA 

引言：上市公司股权分割，在实践中倍受关

注，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标的额大，通过市盈

率加持，离婚财产争议的金额往往在亿元以上；

第二，涉及面广，上市公司涉及千万股民，离婚股

票分割，不仅是夫妻两人的事情，社会影响很大；

第三，处理复杂，涉及公司法、证券法的交叉适用，

因此是离婚案件处理的难点。本次学习的两个案

件，都是经过高级法院裁决的案件。案例 1，法院

认为平时财务分开，不代表夫妻有财产约定。另

外，对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持股平台离婚分割折

价，采用的是法庭辩论终结之日的收盘价计算。

案例 2，妻子为了保证丈夫名下的公司上市顺利，

在离婚时对于数亿元的股权放弃分割。离婚后再

次主张，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要求分割上市公

司股权。法院认为，在离婚协议中，女方表达放弃

股权意愿真实，应受约束。即使女方离婚时顾全

大局、财产分割自我退让，也不符合离婚协议“撤

销”条件，因此驳回女方诉求。两案值得研究学

习！ 

注：本文案例系根据公开裁判文书改编，对

同类案件的裁判并无约束力，相关姓名和名称均

为虚构，仅供学习研讨所用。另需提醒的是，部

分案例引用的法条或司法解释可能已被废止或修

订，读者朋友们需注意最新规定。 

张妮诉钟石离婚后财产纠纷 

案例要旨：双方婚后财务分开、各自开销，

不代表是婚内财产约定；婚后取得的上市公司激

励平台的股权，依然要作为共同财产分割。 

（一）基本案情 

张妮与钟石于 2007 年 6 月 1 日登记结婚。

2011年 7月，钟石取得上市公司巨浪集团持股激

励平台即天方公司的 3 万股股权。2013 年 10 月

10 日，张妮与钟石协议离婚。2015 年 3月，钟石

取得天方公司的 1万股股权。 

2020 年 5 月 15 日，北京北方天华数据装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数据公司）向本院出具

了一份《情况说明》，载明：2011年 7月和 2015

年 3 月，钟石两次参与了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

分别取得了天方公司的 3万股股份和 1万股股份。

2016年经过并购重组换股，天方公司持有北京华

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浪集团）

的股份，因此钟石并不直接持有巨浪集团的股份。

天方公司的股份不可转让给天华数据公司员工之

外的人员，天方公司的股份可通过天方公司在证

券二级市场上卖出持有的巨浪集团的股票实现退

出，受内部管理要求和外部市场的波动影响，卖

出的时间和价格有较大的不确定性。2013年 10月

至今，天方公司对股东进行了三次分红，其中钟

石取得的分红累计为 2139.14 元（含个人所得税

427.83 元）。 

2020年 12月 10日，天方公司向本院提交了

一份《情况说明》载明：天方公司为天华数据公司

的股权激励计划平台，参与天华数据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的员工成为天方公司的股东，通过天方公

司持有天华数据公司的母公司巨浪集团（巨浪集

团为上市公司）的股份，天方公司统一管理员工

股份减持，根据证券市场行情和申请股份减持的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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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数量，每年组织两次股份减持，上半年和下

半年各一次。一、受激励员工减持股份时，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员工个人收到的金额=减持天方公司

股份数量×{[0.7906×巨浪集团股票的卖出单价

×（1-（0.018%+0.1%））-0.8073]×（1-25%）-

1*}×（1-20%）。其中：①减持天方公司股份数量

为员工单次申请的减持数量，最大值为个人持股

总数；②巨浪集团股票的卖出单价为天方公司在

证券二级市场上按市场价格卖出 1 股的卖出价格；

③0.018%为天方公司卖出股票时支付的交易手续

费费率；④0.1%为天方公司卖出股票时缴纳的印

花税税率；⑤0.7906 为折股系数，即 1股天方公

司股份与 1 股巨浪集团股票的换算比例；

⑥0.8073 为天方公司持有 1股巨浪集团股票对应

的成本；⑦1*代表数字 1，为个人获得 1股天方公

司股份的支出成本，即 1股 1元；⑧25%为天方公

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20%为员工在减持天方

公司股份情况下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二、钟

石于 2011 年 7 月和 2015 年 3 月两次参与了天华

数据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分别取得了天方公司

的 3 万股股权和 1 万股股权。根据公司内部股权

激励要求，获得的股份要求自获得之日起满 5 年

后方可减持。2018年 8月，钟石减持 20000股天

方公司股份，减持股份所得税后金额为 483968.30

元。三、钟石的股权分红情况如下：2016年度之

前无分红；2016年度，持股数量为 40000股，于

2018 年 1 月分红 695.74 元（含税 139.15 元），

税后金额为 556.59 元；2017 年度持股数量为

40000 股，于 2018 年 7 月分红 850.86 元（含税

170.17 元），税后金额为 680.69 元；2018 年度

持股数量为 20000股，于 2020年 4月分红 592.54

元（含税 118.51 元），税后金额为 474.03 元；

2019 年度持股数量为 20000 股，目前尚未分红。

综上，合计分红 2139.14元，税后金额为 1711.31

元。 

经询，钟石称其在 2018年 8月减持的 20000

股股份均为 2011 年 7 月取得的 3 万股当中的份

额，所得钱款已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二）一审判决[1]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钟石于

2011年 7月获得的 3万股股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二、如为夫妻共同财产，关于股权的价值如

何确定。就此，本院认定如下： 

一、钟石于 2011年 7月获得的 3万股股权应

属夫妻共同财产。本案所涉的 3万股股权系张妮、

钟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且双方在《离婚协

议》中未对上述股权进行处理。钟石主张双方在

婚姻存续期间约定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且

在生效判决中，法院以双方约定了财产各自所有

为由而认定钟石姐姐蒋建华、姐夫李建出借给钟

石的款项系个人债务，由其个人偿还。但根据已

生效的另外两份判决的表述，另外案件中，系因

钟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所涉债务为夫妻共同

债务，而认定由钟石个人偿还。且在两起案件中，

张妮并未认可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财务分开，钟石

在上诉时也称，钟石与张妮没有就夫妻存续期间

所得财产各自所有进行过书面约定，二人各自支

配日常收入只是生活习惯，并不是约定财产各自

所有。故本院综合上述情况认为，钟石的辩称与

其此前陈述自相矛盾，不予采信，钟石在其与张

妮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天方公司 3 万股股权应认

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对该部分财产享有平等

的权利。 

二、关于股权价值的确定。庭审中，张妮向本

院申请对钟石持有的天方公司股权的市场价值进

行评估鉴定。因天方公司已配合案件审理，向本

院出具书面说明，就钟石持股情况及受激励员工

减持股份时应得价款的计算方式进行了详细说明，

钟石的所持股票价值可以通过股票市场确定，故

本院对张妮的鉴定申请不同意，采信天方公司出

具的《情况说明》。根据该《情况说明》，钟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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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减持了 20000股股权，所得税后金额

为 483968.3元。钟石认可此份《情况说明》，并

称减持的 20000 股均为 2011 年 7 月份获得的股

权，减持是为了偿还此前欠付蒋建平、李建的债

务，且其并未就全部股权进行减持。张妮对钟石

减持股份来源及所得金额未提出异议，但认为钟

石存在恶意减持行为。考虑钟石变现金额与前述

债务总金额相近，变现时间与生效判决作出的时

间相邻，且张妮并无其他证据证明钟石系恶意减

持，故本院对张妮的此项意见不予采信。就剩余 1

万股股权，张妮可分得其中的百分之五十。就该

部分股权的实际价值，经审查，天方公司出具的

《情况说明》中所载计算方式合理，本院予以采

信。另鉴于双方并未就计算价值时点达成一致，

本院酌定以法庭辩论终结之日（即 2021年 1月 7

日）巨浪集团股票在股票市场的收盘价格计算该

部分股权价值。经核算，张妮可取得的 5000股股

权变现的价值为 444967.6元。 

关于股权分红，天方公司提交的说明显示，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持股分红税后金额为

1711.31元，但其中包含有张妮与钟石离婚后所获

得的 1 万股股权及本案所涉 3 万股股权的分红。

经核算，本案 3 万股股权的税后分红金额应为

1164.98 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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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十八条规定，判

决如下： 

一、钟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张妮

支付北京天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股股

权变现所得金额的百分之五十，即 241984.15元，

以及 5000股股权变现的价值 444967.6 元； 

二、钟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张妮

支付北京天方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 万股股权

分红的百分之五十，即 582.49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后，钟石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2]。 

（三）再审审查裁定[3]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对

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

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

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

申请人钟石申请再审未提交新的证据。关于钟石

于 2011年 7月获得的 3万股股权是否系夫妻共同

财产的问题。钟石主张其与张妮二人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确实存在财务分开的客观事实，但在另

案两个案件中，钟石上诉时曾称其与张妮没有就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各自所有进行过书面

约定，二人各自支配日常收入只是生活习惯，并

不是约定财产各自所有。且在申请人钟石所提已

生效的另外两个生效判决的内容中，法院未支持

钟石要求张妮承担其所主张的案涉债务系因钟石

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而未认定钟石和张妮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实行夫

妻财产分别所有制并据此判决。因此，根据现有

的证据，钟石主张其与张妮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存在财务分开的理由本院不能采信。在案证

据显示，上述股权系钟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

得，原审法院综合股权取得的时间、离婚协议的

内容以及另外两案件的审理情况以及双方陈述，

认定钟石于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天方公

司 3万股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 

（四）律师点评 

1.本案女方胜诉、分得股票对价款的原因 

男方声称婚后“双方各自支配日常收入”，

得出这就是夫妻财产“AA”制的表现，但双方承

认没有签订婚内或婚前财产约定，且女方也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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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内财产分开，故而不能实现使其婚内收入为个

人财产的目的。 

2.关于男方减持是否恶意 

本案男方声称减持为还个人债务，女方认为

是恶意减持。一审法院结合减持的数量与获得钱

款金额，与男方债务金额进行对比，认为“考虑

钟石变现金额与前述债务总金额相近，变现时间

与生效判决作出的时间相邻，且张妮并无其他证

据证明钟石系恶意减持，故本院对张妮的此项意

见不予采信”。 

3.关于给付女方股权对价的计算 

法院酌定以法庭辩论终结之日巨浪集团股票

在股票市场的收盘价格计算该部分股权价值，值

得借鉴。 

周薇诉李泽山离婚后财产纠纷 

案例要旨：为保障丈夫公司上市，妻子离婚

放弃股权，离婚后，是否可以再要求分割？法院

未予支持。 

（一）基本案情 

1.原告周薇起诉称：因被告长期与他人保持

婚外男女关系，严重伤害女方感情，致使女方难

以忍受。2009年 5月，双方在杭州市西湖区民政

局办理了协议离婚的登记手续。登记离婚时，刚

好是杭州唐汉股份公司申请公开上市的敏感期。

鉴于双方共有的核心资产均系登记在被告名下的

公司股份，主要包括唐汉集团、唐汉股份公司以

及杭州宇世置业公司等。这些公司之间均存在控

股和被控股的关联性。共同财产的分割，会严重

改变拟上市公司的股东结构和实际控制人，从而

影响公司的上市发行。为了确保公司上市，离婚

协议对登记在被告名下数以亿计的共同资产，未

作处分。 

2010年年底，唐汉股份公司顺利上市。之后，

原告要求对共同资产进行分割，但被告以各种理

由，拒绝对共同拥有相关公司的股份进行分割。

由于原告是气象局员工，对被告控制经营的十多

家公司的具体情况根本不了解，也无法知晓共同

财产的总额。被告在离婚时未具体提及共同财产

的数量和范围。对于未分割的共同财产，原告有

要求分割的权利。 

2.被告李泽山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答

辩状，辩称：一、原、被告通过协议对财产已作出

明确分割。双方经充分协商，自愿签订了《离婚协

议书》。同时，双方还就财产分割问题，签订了由

原告亲笔起草的《协议书》（以下称补充协议，该

补充协议由周薇执笔，并由双方签字确认，没有

注明落款日期）。上述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

力。 

《离婚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3、女方

在男方公司拥有的公司所有的股份和债务全部由

男方所有和承担。 

关于财产分割的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1、双

方在离婚后男方三天内支付给女方壹千万元离婚

费用，在三个月内再另行支付壹千万元离婚费用，

共计贰千万元。2、女方在离婚后的一天内将所有

的红木归还给男方。至此，双方所有财产已分割

完毕，不再以任何理由和条件向对方提出要求。

上述协议对原、被告双方财产分配、小孩抚养、股

份所有、债务承担等均作出了明确的约定，且系

双方自愿签订，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况。原告起

诉时未向法院提交上述补充协议。被告已全部履

行离婚协议。 

后原告周薇以离婚协议对登记在被告名下数

以亿计的共同资产未作分割为由诉至本院。 

（二）法院判决[4]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协议离

婚时签订《离婚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事实清楚。

《离婚协议书》除了对离婚、子女抚养问题作出

约定外，其中第二条、第三条还涉及财产分割。而

补充协议从其抬头“双方自愿离婚，就财产达成

如下补充协议”及其内容看，是在《离婚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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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财产分割约定基础上，就财产分割问题作出

的补充约定。 

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双方争议首

先在于上述协议涵盖的财产范围，即两份协议是

否已对所有夫妻共同财产作了分割。本院认为，

首先，从原告起诉状中“为了确保公司上市，离

婚协议对登记在被告名下数以亿计的共同资产，

未作处分”等陈述分析，离婚时原告对被告拥有

的公司股份情况是知情的。其次，原告提出，为了

确保唐汉股份公司顺利上市，双方在《离婚协议

书》第三条仅约定“女方在男方公司拥有的公司

所有的股份和债务全部由男方所有和承担”，而

对男方拥有的有关股份未作出分割。对此，本院

认为，上述第三条系双方离婚时对有关公司股份

和债务作出的分割，既然约定女方拥有的股份归

男方所有，则从常理上分析，虽然未写明登记在

男方名下的股份和债务归男方所有和承担，但这

显然属于双方协议的应有含义。此外，补充协议

的约定内容也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认定。补充协议

约定由被告支付原告 2 千万元，原告将有关红木

归还被告，“至此，双方所有财产已分割完毕，不

再以任何理由和条件向对方提出要求”。综上，

可以认定原、被告双方离婚时通过上述两份协议

已对所有夫妻共同财产作了分割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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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协

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

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中，上述两份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应属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其中有关财产分割的内容依法

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至于原告在庭审中提出撤销或变更上述协议

的请求，本院认为，首先，此请求的前提应该是原

告承认上述协议已经约定分割了双方所有的夫妻

共同财产，而这显然与原告在本案起诉时要求分

割协议离婚时未作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一请求

相矛盾。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

分割问题反悔的，应在一年内提出。但原告提交

的补充协议中落款时间“2010 年 5月 9日”系原

告事后添加，且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补充协议系于

该日签订，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签订时间不予采

信。本院认为，从补充协议“女方在离婚后的一

天内将所有的红木归还给男方”的约定、补充协

议的性质以及与《离婚协议书》的关联性看，补充

协议的签订时间应系《离婚协议书》签订当天，即

2009年 5月 6日。因此，被告提出的原告行使撤

销或变更权已超过一年法定期间的主张成立。此

外，《离婚协议书》载明“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所承诺的协议内容真实有效，并且有履行

以上条款内容的义务，否则愿承担法律责任”，

补充协议则系原告亲笔书写，故上述协议均是双

方真实意思的体现，而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订

立上述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据此，即使

未超过上述法定期间，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二）》第九条[5]第二款的规定，原告要求撤

销或变更上述协议的请求亦不能成立。 

综上，根据上述合法有效的《离婚协议书》及

补充协议，双方已对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完毕，

现原告提出分割被告名下上市公司及相关股份的

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此，对被告名下

案涉三个公司的有关股份是否是夫妻共同财产的

问题，本院不再审查。遂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薇

的诉讼请求。 

（三）律师点评 

女方败诉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女方起诉理由逻辑错误。女方在起诉状

中称其“是气象局员工，对被告控制经营的十多

家公司的具体情况根本不了解，也无法知晓共同

财产的总额”，但在起诉状中又称“登记离婚时，

刚好是杭州唐汉股份公司申请公开上市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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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了确保公司上市，离婚协议对登记在被

告名下数以亿计的共同资产，未作处分”，因而

法院认为，女方对男方名下有即将上市的公司是

完全知情的。 

其二，要求撤销理由法律依据不足。根据婚姻

法规定，离婚一年内要求撤销的法定理由，是“欺

诈、胁迫”，但女方诉称要求重新分割的理由，是

因为自己在离婚时，顾全大局，为保障“上市敏

感期”的 IPO 顺利进行，但这并不属于“欺诈”

与“胁迫”，不能因为其考虑公司上市顺利、哪

怕女方作出分割财产的让步，就能再推倒重来。 

总之，该案一审能立在浙江高院，在本地也属

于重大、复杂案件了，并且十余年之前 100 余万

诉讼费也可谓多矣，只是案件筹划工作值得商榷，

值得研究！ 

注释 

[1] 参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 0115 民初

16459 号民事判决书。 

[2]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 02 民终 7330 号

民事判决 

[3]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申 5339 号民

事裁定书。 

[4]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浙民初字第 X 号民

事判决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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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

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

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

的诉讼请求。 

离婚与上市公司股权分割审判案例研究（5） 

原创：2022-06-01  家族律评  贾明军 心仪 文婷 

https://mp.weixin.qq.com/s/umAYqWGt68NA2WTE1HSURw 

引言：上市公司股权分割，在实践中倍受关

注，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标的额大，通过市盈

率加持，离婚财产争议的金额往往在亿元以上；

第二，涉及面广，上市公司涉及千万股民，离婚股

票分割，不仅是夫妻两人的事情，社会影响很大；

第三，处理复杂，涉及公司法、证券法的交叉适

用，因此是离婚案件处理的难点。本次学习的两

个案件，分割的都是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案例 1，

女方否认持有津西激励股票，法院依职权查出，

且按期权授予安排，进行了婚后部分划定，并突

破最高院 66号指导案例，分割比例三七开。案例

2，男方有初步证据证明女方在美国持有上市公司

股票，但女方未向法庭举证，并称“境外资产国

内不宜处理”，但法院仍按案例 1 的处理方式，

以人民币金钱给付的方式进行了财产分割。案例

3，是分割阿里巴巴期权激励后产生的股票。法院

对于婚前授予、婚后行权部分，按 62：38 分割，

其他婚后授予股票对半处理；对于限售部分，告

知当事人另案处理。这三个案例，值得学习！ 

注：本文案例系根据公开裁判文书改编，对

同类案件的裁判并无约束力，相关姓名和名称均

为虚构，仅供学习研讨所用。另需提醒的是，部

分案例引用的法条或司法解释可能已被废止或修

订，读者朋友们需注意最新规定。 

刘山诉李美玉离婚后财产纠纷 

案例要旨：离婚后，男方要求分割女方隐藏

的某大厂限制性股票，法院以 7：3的比例进行了

分割。 

（一）基本案情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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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山与李美玉于 2006 年 1 月 6 日登记结婚。

2013 年 11 月 23 日，双方第一次在民政局离婚。

2014 年 7 月 19 日，双方复婚后，又于 2017 年 6

月 30日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如下：...

三、财产：1、某 2 房产、某 3 房产归刘山所有，

某 1房产归李美玉所有、2、刘山同意上述某 2房

产、某 3 房产两套房产，由刘山父母刘山父和刘

山母、女儿刘花花、女儿刘朵朵三方各继承两套

房产的三分之一，且在本协议签署后 1 个月内做

遗嘱公证，此前，两套房产不得出售，如再婚，需

对上述两套房产做婚前财产公证，上述公证复印

件交由李美玉保存，如果刘山出售上述房产，出

售所得同样由刘山父和刘山母、女儿刘花花、女

儿刘朵朵三方各继承三分之一，女儿刘花花、女

儿刘朵朵 18岁成年之前，应继承份额由刘山父母

代持；四、李美玉同意上述某 1 房产，由李美玉

父母万某 3 和李某、女儿刘花花、女儿刘朵朵三

方各继承上述房产的三分之一，且在本协议签署

后 1 个月内做遗嘱公证，此前，上述房产不得出

售，如再婚，需对某 1 房产做婚前财产公证，上

述公证复印件交由刘山保存，如果李美玉出售上

述房产，出售所得同样由万某 3 和李某、女儿刘

花花、女儿刘朵朵三方各继承三分之一，女儿刘

花花、女儿刘朵朵 18岁成年之前，应继承份额由

李美玉父母代持。 

根据刘山 2016 年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

告表，刘山平均月收入约 13000 元左右，配偶李

美玉持有津西股票。 

本案第一次庭审时，李美玉明确表示不持有

津西股票，没有此事，经刘山申请，法院赴津西公

司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核实：2014 年 3 月 31 日

（授予日期），津西公司授予李美玉 144000股限

制性股票，归属开始日 2014 年 10 月 1 日，归属

时间 6年，每年 1/6，归属时间为 2015年 9月 30

日总授予数量的 1/6、2016年 9月 30日总授予数

量的 1/6、2017 年 9 月 30 日总授予数量的 1/6、

2018年 9月 30日总授予数量的 1/6、2019年 9月

30 日总授予数量的 1/6、2020 年 9 月 30 日总授

予数量的 1/6，2015 年 10 月 1 日（授予日期），

津西公司授予李美玉 25000 普通股，归属开始日

2015年 10月 1日，归属时间 6年，每年 1/6，归

属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1 日总授予数量的 1/6、

2017 年 10 月 1 日总授予数量的 1/6、2018 年 10

月 1日总授予数量的 1/6、2019年 10月 1日总授

予数量的 1/6、2020 年 10 月 1 日总授予数量的

1/6、2021 年 10 月 1 日总授予数量的 1/6，李美

玉离职后对上述股票行权，获得 2015 年 9 月 30

日总授予数量的 1/6、2016年 9月 30日总授予数

量的 1/6 及 2016 年 10 月 1 日总授予数量的 1/6

归属，根据与津西公司约定，实际行权 25620股，

获得 755259.1美金，折合人民币 5195049.72元。

庭审中，李美玉就股票变价款已投资红木之抗辩，

未提交相应证据。 

（二）一审判决[1]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第二次离婚协议，双

方已依据该协议在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手续，该

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

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协议，双方均应恪守协

议约定。现李美玉未按照离婚协议办理遗嘱公证，

属协议履行问题，并不存在刘山所称的欺诈，遗

嘱系单方意思表示行为，即使李美玉不做遗嘱公

证，也不能撤销或变更双方对三套房屋由谁继承

的约定，况且双方还有出售房屋所得归父母子女

的约定做保证，鉴于此，三套房屋双方已在该协

议中分割完毕，故刘山要求重新分割某 1房产（即

分得 40%份额）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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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津西股票问题，虽然刘山在 2016

年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中填报有津西股

票，但刘山称李美玉在签署第二次离婚协议时否

认此事，本案第一次庭审时李美玉也否认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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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刘山对此不知情，故第二次离婚协议对此未

涉及、未分割，现刘山要求分割合理，144000股

股票属于婚前授予，表明李美玉婚前取得、婚后

支付，应视为李美玉婚前个人财产，25000股股票

属于婚后授予、婚后支付，属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两笔股票折现 5195049.72 元，根据李美玉婚前婚

后实际获得股票比例，计算出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股票价值 415084元，鉴于李美玉存在隐匿夫妻共

同财产行为，李美玉应少分，法院酌定刘山与李

美玉按 7:3 比例分配，刘山应分得 290558.8 元，

庭审中，李美玉抗辩股票变价款已投资红木，因

未提交相应证据，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李美玉应

给付刘山股票变价款 290558.8 元。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

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李美玉

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刘山股票变价款二十

九万零五百五十八元八角；二、驳回刘山其他诉

讼请求。 

（三）二审判决[2] 

本院认为，刘山与李美玉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在民政局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双方已依

据该协议在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手续，该协议系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

性规定，应属有效协议，双方均应遵守并履行协

议内容。现李美玉未按照离婚协议办理遗嘱公证，

属协议履行问题。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部

分作为一个整体，相互影响、相互牵连，现刘山

仅要求重新分割某 1 房产，会对离婚协议中财产

约定的其他部分产生影响，故本院对刘山的此项

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如刘山认为离婚协议无法履

行，其可另行主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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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津西股票问题，

根据双方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刘山对此

并不知情，且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此未涉及、未

分割，现刘山要求分割合理，应予支持。根据津西

股票的授予时间、取得时间，结合刘山与李美玉

的结婚时间、离婚时间，其中部分股票为双方夫

妻共同财产，根据李美玉婚前婚后实际获得股票

比例，婚后夫妻共同财产股票价值 415084元，一

审法院鉴于李美玉存在隐匿夫妻共同财产行为，

李美玉应少分，酌定刘山与李美玉按 7:3 比例分

配并无不当。关于刘山要求分割李美玉婚姻存续

期间的存款问题，刘山坚持以李美玉银行账户的

流水来计算应分割的数额，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本院不予支持。如刘山认为李美玉有转移隐匿财

产的行为，刘山另行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律师点评 

1.关于激励期权股票分割处理。本案中，虽

然津西公司上市授予期权主体不在中国境内，但

因系国内著名互联网公司，同阿里、腾讯、字节一

样，凭法院调查令或法院依职权调查函即可在公

司系统相关部门进行员工期权股票授予的查询。

本案法院依职权查明，女方名下在婚姻关系存续

前后分别拥有公司股票期权，并逐步套现。法院

进行了婚前、婚后的分段计算，得出女方应给男

方的股票折价款数量。女方抛售相关股票应在境

外发生，收到的是美金，但法院按人民币计价后，

可以直接在国内以“给付”的形式抵扣，不需要

男方到境外起诉解决股票出售款分割问题。 

2.关于 3：7的分割比例。本案中，女方明显

不配合法院陈述持有股票的实际情况，被法院定

性为“隐匿”。法院在本院中对隐匿方的分割为

30%，对无过错的一方为 70%，比最高院 66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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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中，确定的 36：64 还要严厉。以上是法

院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体现。 

刘薇夫妇离婚纠纷 

案例要旨：法院直接以现金折价的方式，将

女方名下境外上市公司的股票，在国内离婚案件

中进行了分割处理。 

（一）基本案情 

原告赵舒与被告刘薇于 2006 年 1 月 18 号登

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 

2006年 1月 2日，被告刘薇与他人一起设立

了位于开曼群岛的大地信息集团有限公司。2007

年 12月 2日，该公司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股

票代码为 DX（以下简称 DX 公司）。原告赵舒认

为，根据 DX公司在美国证监会网站上的招股说明

书、公司年报等公开披露材料，能证明刘薇持有

上海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22%的股份，同时也是

DX 公司的股东，而被告在两公司内的持股比例是

一致的。同时，2007 年至 2014 年期间，DX 公司

共进行了 8 次分红，本案中要求分割，特别是被

告诉讼后否认，故应予以少分；被告认为其在上

海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仅持 0.95%的股权，且该

股权于 2004 年形成，属于被告个人的婚前财产。

而 DX 公司在境外的股份均是通过公司形式持股，

公司不存在自然人股东，被告也并没有以自然人

身份持有该公司股权，故赵舒上述均是推定，证

据也存在缺陷，不予认可。 

（二）一审判决[4] 

本院认为，夫妻双方现分居多年，被告虽不同

意离婚，但其未有明显夫妻关系改善倾向，故本

院认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刘薇要求离婚，本院

予以准许。 

本案中原告赵舒主张被告处存在 DX 公司巨

大股权收益一节，相较双方各自提供的证据，目

前男方的证据能证明女方存在该股权收益，而该

财产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男方亦有知情及处

分的权利，被告刘薇有义务进行披露，且由于该

股权变动等具体情况均由被告刘薇参与并掌控，

该证据距被告较近，故刘薇应当就上述作进一步

的举证和说明，现在被告刘薇作否认抗辩的情况

下，根据证据规则，被告应就其意见承担不利的

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刘薇主张的合理部分予以采

信，但在分割时参照刘薇的计算方式，并考虑此

系被告婚前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巨大收益，在被告

刘薇需支付原告赵舒的折价款时根据双方各自的

贡献、参照双方结婚年限等因素酌定。据此，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二

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准予

原告赵舒与被告刘薇离婚；二、被告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5 日内支付原告各项财产折价款共计

人民币 5千万元。 

（三）二审裁定 

二审以上诉人撤诉结案。 

（四）律师点评 

本案系争财产，是境外上市公司的股票。法院

认为，虽然女方否认存在股票，但是男方向法院

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女方持有。鉴于女方不向

法院提交，故法院认定女方“有义务进行披露，

且由于该股权变动等具体情况均由被告刘薇参与

并掌控，该证据距被告较近，故刘薇应当就上述

作进一步的举证和说明”。另外，法院也酌情考

虑了根据现有证据，此股票为女方婚前获得，因

此，酌情判决，用美元折算人民币、国内现金给付

的方式，判决女方向男方支付 5 千万元共同财产

分割款，这一点，与案例 1一样。 

阿里巴巴股票分割案 

案例要旨：对婚前取得期权、婚后行权的股

票，法院结合股票期权的人身属性、贡献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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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62：38分割；尚未行权的部分股票，因处于禁

售期，法院未予处理。 

（一）基本案情 

原告刘德水起诉称：刘德水、王桔香于 2011

年 10月 30日登记结婚，于 2013 年 2 月 9 日生育

一女刘朵朵。现被告已于 2013 年 3月搬离家庭与

原告分居至今。现诉至法院，要求判决准予离婚；

婚生女刘朵朵由原告抚养，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及共同债务。 

关于争议的阿里巴巴股票的情况如下，2011

年 3 月 22 日，公司因年度奖励授予原告刘德水

800 股阿里巴巴集团限制性股份单位 RSU，分四年

以 25％归属，其中 2012年 1月 1日归属 200股，

2013年 1月 1日归属 200股，2014年 1月 1日归

属 200股，下一期预计归属日期为 2015年 1月 1

日，归属 200股；2012年 5月 11日，公司因年度

奖励又授予原告 3000 股阿里巴巴集团限制性股

份单位 RSU，分四年以 25％归属，其中 2013年 1

月 1日归属 750股，2014年 1月 1日归属 750股，

下两期预计归属日期为 2015 年 1 月 1 日，归属

750 股，2016 年 1 月 1 日归属 750 股；2013 年 6

月 26 日，公司因年度奖励又授予原告 1400 股阿

里巴巴集团限制性股份单位 RSU，分四年以 25％

归属，其中 2014年 4月 1日归属 350股，下三期

预计归属日期为 2015 年 4 月 1 日，归属 350 股，

2016年 4月 1日归属 350股，2017年 4月 1日归

属 350股。2014年 6月，公司发出阿里集团期权

行权计税公允市场价格调整通知，自 2014年 6月

28 日起，行使集团期权限制性股份单位归属用于

计算个人所得税的公允市场价格调整为 56 美金。

公司规定，如在归属前离职、在期间事假、病假等

累计假期超过 90 天（适用于每年归属 25％）或

180 天（适用于满两年归属 50％），则归属日按

日历日相应往后延迟或被取消（例如员工被因特

定事由解雇等）。2014年 9月，原告在 IPO出售

项目中以 68 美元／股的价格出售 1000 股，目前

持有 1450股。诉讼中，双方一致确认股权出售款

以 67164＊6.1427（美元与人民币汇率）计算，为

412568 元。 

本院就 RSU 性质、授予、归属的具体政策、

有无禁售规定等向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发

函作了调查，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向本院

回函。函称：RSU的全称是 Restricted Share Unit，

中文可以翻译为“限制性股份单位”。因阿里巴

巴集团（注册于开曼群岛）已于 2014 年 9 月 16

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阿里巴巴集团 RSU

在性质上可以理解为是作为境外上市公司的阿里

巴巴集团根据其相关股权激励计划以及阿里巴巴

集团和员工签署的相关协议约定，在相关员工满

足为其旗下公司或关联公司提供服务满一定年限

及其他条件后授予员工一定阿里巴巴集团股票的

一种员工激励机制。我们理解其具有一定的人身

属性。阿里巴巴集团在财务年度年终时根据员工

未来发展前景及员工年度表现等因素授予一定员

工一定数量的年度 RSU（“年度 RSU”）。阿里巴

巴集团 RSU 在归属并由员工缴纳相关税款后，员

工即取得阿里巴巴集团股票。因阿里巴巴集团已

公开上市，员工可在遵守禁售期规定的前提下在

证券市场自由转让其归属权后取得阿里巴巴集团

的股票，员工通过开立美股账户的证券公司账户

操作。阿里巴巴集团 RSU 本身不可自由交易，没

有可参考价格。阿里巴巴集团股票价格可参考美

国纽约证券交易所阿里巴巴集团股票（代码：BABA）

市场行情确定。相关禁售期规定如下：根据阿里

巴巴集团相关股权激励计划以及阿里巴巴集团和

员工签署的相关协议约定，截止 IPO 当天所持的

阿里巴巴集团股权（含股票、期权、RSU）全部禁

售，禁售期为 1 年，首次解禁为 IPO 满 180 天后

（IPO当天持股权总数的 40%解禁，但仅已归属部

分可交易），满 1 年后全部解禁（全部解禁，但

仅已归属部分可交易）注：不含已在 IPO 出售项

目中申请出售的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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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审判决[5] 

1.判决离婚。 

2.股票的分割。阿里巴巴集团 RSU 在归属并

由员工缴纳相关税款后，员工即取得阿里巴巴集

团股票。根据当事人的一致确认，原审法院以截

止第二次开庭时 RSU 已归属后取得的阿里巴巴集

团股票为本案的处理对象。婚后至本案第二次开

庭时，刘德水共归属取得阿里巴巴集团股票 2450

股，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刘德水主张 2450股均为

个人财产，以及 2011年 3月婚前授予，婚后归属

的股票为个人婚前财产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

信。但考虑到上述股票取得与刘德水的年度工作

表现等密切相关，刘德水贡献大的实际情况，原

审法院确定 2011年 3月婚前授予，婚后已归属的

股票 600股，刘德水可得 367股（约 62%），王桔

香可得 233股（约 38%），其他婚后授予婚后归属

的，应对半享有。 

诉讼期间，刘德水于 2014年 9月通过 IPO出

售项目出售 1000股，出售款可作分割。基于以上

考虑，原审法院确定刘德水分得 567／1000＊

412568 元，为 233926元，王桔香分得 433／1000

＊412568 元，为 178642 元。王桔香目前持有的

1450股，因仍处禁售期，解禁会对股票价格产生

重大影响，经原审法院释明后双方也未向原审法

院提供折价分割应扣除相应税金的具体计算方法，

为公平合理保障双方当事人权益，目前不宜进行

简单分割，双方待符合转让条件后可另行分割处

理。刘德水向招商银行贷款 53558.62 元，系为支

付 2014年 1月归属的股票税款，故应属夫妻共同

债务，刘德水、王桔香各承担一半。原审法院对王

桔香不认可夫妻共同债务的意见不予采纳。 

（三）二审判决[6] 

本院认为：由于案涉阿里巴巴集团股票的取

得确实与刘德水的年度工作表现等直接相关，原

审法院考虑到刘德水贡献大的实际情况，将 2011

年 3 月婚前授予而婚后归属的 600 股酌情确定刘

德水 367 股，王桔香 233 股；其他婚后授予婚后

归属的股票对半享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至于刘德水于 2014 年 9 月出售的 1000 股应如何

分配的问题，王桔香以刘德水擅自出售股票为由

主张刘德水售出的 1000 股应从刘德水应分得的

股票中扣除，本院认为王桔香无证据表明刘德水

的售出价不合理或存在恶意转移的情形，故一审

分割 1000股的出售款并无不当。考虑到目前刘德

水持有的阿里巴巴集团员工股票仍处禁售期，解

禁会对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而双方一、二审

中均未提供折价分割应扣除相应税金的具体计算

方法，故一审从公平合理保障双方当事人权益的

角度，对刘德水目前持有的 1450 股未实际分割并

无不妥，双方可待符合转让条件后另行处理。 

（四）律师点评 

本案，涉及到阿里股票的具体分割方式。对于

婚前取得期权、婚后行权的部分，男、女分割的比

例，参考股票期权的人身属性、贡献等因素，按

62：38分割。对于其他婚后取得的股票，双方均

等对半分割。 

对于尚未行权的部分股票，因处于禁售期，法

院在本案中未予处理，让当事人在条件符合时另

行处理。而对于股票税款的开支，法院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双方各半承担，也是依法有据的。 

注释 

[1]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 0108 民初

56743 号民事判决书。 

[2]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 01 民终

11051 号民事判决书。 

[3]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终字第

08205 号民事判决书。 

[4] 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3）闵民一（民）初

字第 1XXXX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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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4）杭西民初

字第 910 号民事判决书。 

[6]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民终字

第 392 号民事判决书。 

离婚与上市公司股权分割审判案例研究（6） 

原创：2022-06-02  家族律评  贾明军 心仪 文婷 

https://mp.weixin.qq.com/s/izgmyR_6m-vm7_GaxzS-5g 

引言：上市公司股权分割，在实践中倍受关

注，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标的额大，通过市盈

率加持，离婚财产争议的金额往往在亿元以上；

第二，涉及面广，上市公司涉及千万股民，离婚股

票分割，不仅是夫妻两人的事情，社会影响很大；

第三，处理复杂，涉及公司法、证券法的交叉适用，

因此是离婚案件处理的难点。本次学习的两个案

件，分割的都是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案例 1，由

于在离婚协议中，没有写清楚分割的是“原始股”

还是证券账户里现有的普通股票，惹了官司，连

省检察院都提出抗诉。案例 2，丈夫单方质押属于

共同财产的上市公司股票，法院判决债务由丈夫

个人承担，但仍允许证券公司行使质押担保权，

是否侵害了妻子的合法权益？又反映出证券融资

业务什么问题？值得学习借鉴！ 

注：本文案例系根据公开裁判文书改编，对

同类案件的裁判并无约束力，相关姓名和名称均

为虚构，仅供学习研讨所用。另需提醒的是，部

分案例引用的法条或司法解释可能已被废止或修

订，读者朋友们需注意最新规定。 

李茹诉凌越离婚后财产纠纷 

案例要旨：离婚调解协议中分割的是截至离

婚时的股票，还是当初的“原始股”，省检察院

与省高院意见相反。 

（一）基本案情 

李茹与凌越于 1990 年登记结婚。1997 年 12

月 9 日，双方以凌越名义购买了“600XX2”原始

股票 1 千股。双方于 1999 年 5 月 21 日经法院调

解离婚。离婚后该股票一直由李茹负责经营。2011

年 6 月 1 日，经法院调解，双方就“600XX2”股

票分割事宜达成协议。后双方于 2011年 6月 2日

进行了析股，李茹取走股金约 18 万元，账户余额

4000 元归凌越所有，账户所有人名称仍为凌越。 

（二）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抗诉[1] 

抗诉机关认为，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

大审民再终字第 130 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理由如下：根据普兰店市人民法院审理（2011）普

审民初再字第 13 号案件时调取的股票交易和取

款明细可知，2011年 6月 1日上午法庭调解时案

涉账户内有股票 9946 股、货币 83677.68 元，且

货币 83677.68元系基于 201l年 2月 21日李茹卖

出 4512 股得款 83076.4 元及历年分红而来。因

此，2011年 6月 1日上午普兰店市人民法院对该

案进行调解时，该账户内并不全是股票，而是另

有货币，且二者价值相当。该调解书主文对李茹

使用的是“剩余股数”，既没有指明“货币”，

也没有概括性地使用“剩余权益”类字样，因此，

该民事调解书仅能涵盖账户内的 9946股股票，不

能涵盖账户内的 83677.68元货币，根据该民事调

解书并不能确定 83677.68元货币的归属。本案系

财产分割案件，李茹的诉讼请求及庭审中双方的

争议均指向 1000元原始股，上述股票、货币均系

由该 1000元原始股演变而来；且股票账户作为一

个整体，其包含的股票和货币具有不可分性。因

此，无论是基于财产分割案件中诉讼请求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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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还是基于标的物自身的不可分性，该民事调

解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均不能涵盖该案全部。《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部分诉讼请求

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就此先行确认并

制作调解书；可见，对于剩余部分的诉讼请求人

民法院仍应继续审理。故普兰店市人民法院（2011）

普民初字第 2002 号案件在作出民事调解书后仍

存在未审理完毕的部分。普兰店市人民法院（2013）

普民再初字第 6 号民事判决在维持原民事调解书

后不对剩余部分进行审理，属适用法律错误。大

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大审民再终字第 130号

民事判决维持该一审判决同属适用法律错误。综

上所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大审民再终

字第 130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特提出抗诉，

请依法再审。申诉人凌越同意抗诉机关的意见。 

（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意见[2] 

本院认为，关于该民事调解书分割的 1000股

是原始股，还是该账户内现有股票中的 1000股的

问题。原审判决认为，双方离婚后的财产分割诉

讼中的调解过程中凌越同意分得当时市值股票中

500 股的，而非指 500原始股，且在达成调解协议

后，双方在凌越的自愿配合下，到证券公司完成

析股，凌越本人到场在股票单据上签字确认了析

股的金额后，李茹才取走股金 184808.31 元。表

明凌越认可调解协议的内容和李茹析股后取款的

行为。抗诉机关认为，2011年 6月 1日调解时案

涉账户内有股票 9946 股、货币 83677.68 元（该

款项为 201l 年 2 月 21 日李茹卖出 4512 股得款

83076.4 元及历年分红而来）。该民事调解书仅能

涵盖账户内的 9946 股股票，不能涵盖账户内的

83677.68元货币。上述股票、货币均系由该 1000

元原始股演变而来；且股票账户作为一个整体，

其包含的股票和货币具有不可分性。因此，无论

是基于财产分割案件中诉讼请求的完整性，还是

基于标的物自身的不可分性，该民事调解书确定

的权利义务均不能涵盖该案全部。人民法院应对

剩余部分的诉讼请求继续审理。经查，在双方调

解时，调解协议中记载了“600XX2”股票中的 500

股归凌越所有，剩余股数归李茹所有，并未指明

该 500 股是原始股，或其带来的增值部分，且在

双方对该调解协议履行过程中，凌越并未提出异

议。正是在凌越的自愿配合下，双方到证券公司

完成析股，凌越本人到场在股票单据上签字确认

了析股的金额后，李茹才取走股金 184808.31元。

这表明凌越对调解协议的内容和李茹析股后取款

的行为是认可的。故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大审民再终

字第 130号民事判决。 

（四）律师点评 

离婚协议签署，不仅要自己看得懂，也要他人

看得懂，并且两者理解得出一致结论。本案抗诉

机关认为，离婚调解书签字时，账户上有股票 9946

股、货币 83677.68元。以上股票和货币，均来源

于“原始股”1000 股。而离婚调解书中，关于财

产分割的表述不明确，调解协议中记载了

“600XX2”股票中的 500 股归凌越所有，剩余股

数归李茹所有，并未指明该 500 股是原始股，或

其带来的增值部分。在执行中，申诉人凌越自愿

配合下，双方到证券公司完成析股，凌越本人到

场在股票单据上签字确认了析股的金额后，李茹

才取走股金 184808.31 元，据此二审法院认为，

双方通过签字确认的形式，表明离婚调解协议中

的股票分割，不是“原始股”的分割。由此，驳回

了申诉人与检察院的抗诉。说白了，本案还是没

有能够清晰明确界定如何分割的问题。因此，在

离婚调解协议撰写时，不能仅当事人双方看得懂，

或者觉得自己懂了，也要能让别人看得懂，并且

别人理解的意思和签字时自己的意愿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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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能防止产生争议时，法院对事实的认定

出现与自己的意愿相违背的情况。 

钱多多夫妇借款合同纠纷 

题问：丈夫单方质押上市公司股票融资借款，

法院判决为其个人债务，但仍允许证券公司行使

质押担保债权，是否侵害了妻子的合法权益？ 

（一）基本案情 

2017 年，某证券（乙方）与钱多多（甲方）

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业务协

议》约定：“第一条（一）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指符合条件的资金融入方（以下简称“融入方”）

以所持有的股票或其他证券质押，向符合条件的

融出方（以下简称“融出方”）融入资金，并约定

在未来返还资金、解除质押的交易。（十）初始交

易金额：根据约定，初始交易时乙方支付甲方的

交易金额。（十一）购回交易金额：根据约定，购

回交易时甲方支付乙方的交易金额。（二十三）履

约保障比例：指初始交易与对应的补充质押在扣

除部分解除质押后的标的证券及孳息市值与甲方

应付金额的比值。强制平仓比例 130%，最低履约

保障比例 150%，预警履约保障比例 170%；第十二

条标的证券及相应孳息的担保范围为：（1）甲方

按时履行购回交易的义务所应支付的全部购回金

额、待购回期间的利息、经手费和质押登记费用；

（2）甲方基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而产生的违约

金、滞纳金、复利、损害赔偿金、乙方为实现债权

和质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

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

差旅费、电讯费、律师费等）；第二十九条购回交

易金额=融入方应付金额=初始交易金额+利息+相

关费用+违约金（如有），利息=初始交易金额×购

回利率×天数/365；第五十三条发生下列情形之

一的，视为甲方违约:（二）待购回期间，甲方履

约保证比例低于最低履约保障比例或达到强制平

仓比例，而甲方未进行提前购回交易或补充质押，

使得履约保障比例恢复到预警履约保障比例之上

的；第五十五条（三）违约金=购回交易金额×违

约金比率×违约天数，违约金比率为每日万分之

三。” 

2017年，钱多多向某证券出具《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委托书（初始交易-自有资金参与）》，

委托初始交易的标的证券为约 3000 万股某上市

公司股票，初始交易金额为约 2.8 亿元。当日，

某证券向钱多多支付了初始融资本金约 2.8 亿元，

双方就上述标的证券办理了质押登记。2017 年 6

月 13日，某证券（乙方）与钱多多（甲方）签订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之补充协议签署页》（编

号：SZBAYW-0004，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约定自 2017年 4月 1日起将利率上调至

年化 6%。2017 年 6 月 22 日，钱多多向某证券出

具《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委托书（股票质押场外

偿还）》，偿还本金 3500万元；2017年 12月 27

日，钱多多向某证券出具《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委托书（股票质押场外偿还）》，偿还本金 500万

元；2018年 1月 3日，钱多多向某证券出具《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委托书（股票质押场外偿还）》，

偿还本金 600万元。 

2017年 11月 23日，某上市公司的收盘价为

12.12 元/股，履约保障比例=（30241500 股

×12.12 元/股）/（287914200.75-35000000）×

（1+6%×64 天/365）=143.41%，当日，某证券向

钱多多发送了《股票质押合约追保通知》。2017年

12 月 13日，某上市公司的收盘价为 11.21元/股

履约保障比例=（30241500 股×11.21 元/股）/

（287914200.75-35000000）×（1+6%×84天/365）

=132.21%，某证券向钱多多发送了《股票质押合约

违约处置通知》，告知钱多多某证券自 2017年 12

月 13日起对该笔合约进行违约处置。 

2017年 12月 29日，钱多多向某证券出具《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委托书（补充质押）》，补充质

押某上市公司 420400 股，并办理了质押登记；

2018年 1月 2日，钱多多向某证券出具《股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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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式回购交易委托书（补充质押）》，补充质押某

上市公司 611500股，并办理了质押登记。2018年

9 月 14日，某证券（乙方）与钱多多（甲方）签

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存量项目展期版补

充协议签署页》，《展期协议》约定：“第一条甲

方已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与乙方办理了股票质押

式 回 购 业务 初 始交 易， 剩 余 融资 本 金为

241914200.75元，剩余质押股数 31273400股，融

资利率为年化 6%，现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对该

笔合约作出如下修改和操作：乙方将于 2018年 8

月 13日将该笔合约的利率调整为年化 10%，并将

该笔合约的购回日期延期至 2019 年 2 月 22 日；

第十七条除本协议另行约定外，每自然季度最后

一个月的 20号即每年 3月、6月、9月、12月的

20 号为该季度利息计息日，次一交易日为利息支

付日；第二十八条甲方违约结算金额=违约金+购

回交易金额-乙方处置标的证券的结算金额；其中，

违约金=购回交易金额×违约金比率×违约天数；

违约金比率为每日千分之一。” 

在协议履行期间，钱多多共向某证券支付了

利息 19684089.97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钱多多共向某证券支付 2018 年第二季度利息金

额 3058538.05元。 

上诉人方圆圆称，其与一审被告钱多多原系

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从 2017年 2月

24 日开始，钱多多未知会和未经上诉人同意，将

夫妻共同财产 31273400股某 B上市公司股票陆续

质押给被上诉人某证券，并与某证券签订《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等协议，初始融资

287914200.75元；在签订协议时，某证券并没有

征询上诉人的意见，上诉人也没有在协议上签字；

在上述协议履行过程中及起诉之前，某证券也没

有向上诉人发出过任何通知，也没有向上诉人主

张过权利。上述股票被质押不久，上诉人偶然得

知钱多多擅自将股票质押的情况，并质问钱多多

为什么不征得她同意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质押，

此事严重影响了夫妻感情，加上其它原因导致夫

妻感情彻底破裂。2018 年 4 月 25 日上诉人与一

审被告钱多多协议离婚，在分割财产时由于涉案

股票被质押，因此对该部分股票暂未分割。钱多

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

31273400股某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给被上诉人，按

照法律规定该质押属无效质押。上诉人赞同一审

判决认定本案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但上诉人

认为一审以夫妻共同财产 31273400 股某上市公

司股票来偿还一审被告钱多多的个人债务的判决

前后矛盾。一审判决认定质押有效属法律定性错

误，用上述夫妻共同财产偿还钱多多的个人债务

显属不当，依法应该予以纠正。。 

（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3] 

1、关于钱多多应向某证券支付融资本金、利

息、违约金以及赔偿相关损失的数额问题（略）。

2、关于方圆圆是否应当对钱多多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的问题。方圆圆与钱多多原系夫妻，现已

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离婚。案涉《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业务协议》《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之补充

协议签署页》《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存量项

目展期版补充协议签署页》《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委托书》签订时，方圆圆与钱多多系夫妻关系，

但上述协议上均没有方圆圆签字，方圆圆辩称其

对上述协议不知情，某证券也未举证证明该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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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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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圆辩称其不应当对

钱多多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符合法律规

定，该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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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高院终审判决[4]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

由，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方

圆圆的上诉请求是否符合民事诉讼程序法的规定；

某证券是否善意取得涉案质权以及涉案质押合同

是否有效。 

关于方圆圆的上诉请求是否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方圆圆所提上诉请求是“撤销一审判决

第四项，改判涉案 31273400股某 B上市公司股票

中的二分之一属无效质押，钱多多仅以涉案

31273400股某 B上市公司中的二分之一折价、拍

卖或变卖所得价款支付本案债务”。其上诉请求

所依据的理由是“案涉 31273400 股某上市公司

股票是其与钱多多的夫妻共同财产，钱多多设定

股票质押没有征得其同意”。方圆圆在一审中没

有以案涉股票属夫妻共同财产为由提出诉请或抗

辩，仅提出钱多多质押股票产生的债务不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根据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二审案

件应当围绕一审的诉讼请求审理，对方圆圆在一

审没有提出抗辩和反诉的请求，该请求在二审中

无法进行审理。通说认为当事人提起上诉必须具

有上诉利益。与一审程序的诉权和诉讼要件相对

应的，是二审程序的上诉权和上诉要件。《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了上诉要件，包括当

事人提起上诉必须符合法定的上诉范围，即法律

规定可以提起上诉的裁定和判决；当事人不服一

审裁定和判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须适格，即上

诉人和被上诉人都应当是一审诉讼当事人；上诉

须在法定上诉期间内提起；上诉须递交上诉状；

依法及时交纳上诉费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

十六条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判决未承

担民事责任的不得上诉，并未限制一审其他当事

人行使上诉权，因此上诉人方圆圆有上诉权，但

其权利的行使应当限制在一审的抗辩意见范围内。

方圆圆在本案一审中是某证券与钱多多债务关系

中的被告，同时也是某证券与钱多多股票质押关

系中的第三人。方圆圆作为股票质押关系的第三

人，在一审中并没有对股票质押合同的效力和质

押股票的权利提出独立的请求，在一审没有判决

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下，方圆圆主张的案涉质

押无效仅能认定为是一种抗辩理由，并不构成《民

事诉讼法》规定的独立上诉请求。此外，在本案正

式开庭时，方圆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要求对

上诉请求作出三项变更：一是请求确认案涉股票

质押全部无效；二是请求按照民间借贷新规调减

利息和违约金；三是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某证券的

律师费。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

款的规定：“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

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根据该规定，方圆圆上述三项

变更上诉请求，均不在上诉期限之内，其超出上

诉期限后新增加的上诉请求不属于本案受理范围。

上诉人方圆圆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得到支持。 

关于某证券是否善意取得涉案质权以及涉案

质押合同是否有效。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

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

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

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

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

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

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

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

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

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根据上

述规定，股票质权作为一种重要的担保物权，在

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前提下可以善意取得。《<中

华人民共和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

“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

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

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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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被告钱多多将其持

有的 31,273,400股某 B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给某证

券，其目的是获取某证券提供的融资款。为此，双

方签订有《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和系

列《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委托书》，系双方真实意

思表示。其中初始质押股票数量为 30,241,500股，

按照每股 17.31 元和 55%的质押率上限，某证券

向钱多多提供初始融资额 287,914,200.75 元。随

后，因某上市公司股票下跌，为保障符合质押率

的要求，钱多多又先后补充质押了 420,400 股和

611,500股，应当认定某证券取得案涉股票质权支

付了合理价款。钱多多将案涉股票质押给某证券

时，某证券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公示

信息，确认案涉股票登记在钱多多名下，基于对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股票登记外观公示的合理信赖，

某证券接受钱多多提供质押担保，不存在过失，

构成善意。其次，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

第一款规定：“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

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

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根据该规定，钱多多出质给某证券的全部股票均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了质押登记，而且在办理质押登记之后，某上市

公司还发布了股票质押登记公告，即以法定方式

进行了公示，钱多多将登记在其名下的股票为某

证券支付融资款设定质押合法有效。此外，《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

十二条第三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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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规定，债权人有权

根据公司股权外观公示主张权利。案涉股票登记

在钱多多名下，某证券作为善意第三人基于对上

市公司股票登记公示的合理信赖，其接受钱多多

提供的质押担保，并办理了股票质押登记，某证

券与钱多多签订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协议》

及相关补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

效。再次，上诉人方圆圆上诉称案涉股票属于其

与钱多多的夫妻共同财产，但从其提供的离婚协

议前后文看，股票一直登记在钱多多名下，且离

婚协议仅约定对股票暂时不作分割，方圆圆不是

涉案质押股票外观公示的所有权人，不能对抗债

权人某证券作为善意第三人的质押权利，涉案股

票质押合法有效。上诉人方圆圆与一审被告钱多

多的离婚和离婚协议签订，均发生在《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和系列《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委托书》履行之后，在签署离婚协议之前后，

方圆圆均未对涉案股票质押提出过异议。综上，

上诉人方圆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

持。 

（四）律师点评 

本案，上市公司股票登记在男方名下，男方利

用股票质押回购交易套取现金。由于股价下跌，

后面又连续追加质押股票。后因违约，证券公司

进行了违约处置。女方“得知”这一消息后，在

借款合同纠纷中，以共同被告身份参加诉讼。一

审法院判决涉案债务为男方个人债务。女方遂上

诉，要求“改判涉案 31273400股某上市公司股票

质押无效，并判令解除该股票之上的质押，被上

诉人某证券对上述股票不享有质押权”。最高院

认为，上诉人方圆圆有上诉权，但其权利的行使

应当限制在一审的抗辩意见范围内。方圆圆在本

案一审中是某证券与钱多多债务关系中的被告，

同时也是某证券与钱多多股票质押关系中的第三

人。方圆圆作为股票质押关系的第三人，在一审

中并没有对股票质押合同的效力和质押股票的权

利提出独立的请求，在一审没有判决其承担民事

责任的情形下，方圆圆主张的案涉质押无效仅能

认定为是一种抗辩理由，并不构成《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独立上诉请求，女方超出上诉期限后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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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上诉请求不属于本案受理范围。上诉人方圆

圆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得到支持。最高院判决书

进一步阐述：“且离婚协议仅约定对股票暂时不

作分割，方圆圆不是涉案质押股票外观公示的所

有权人，不能对抗债权人某证券作为善意第三人

的质押权利，涉案股票质押合法有效。”笔者理

解，因涉案股票在质押时，上述股票还是处于男、

女双方财产共有状态，女方不是外观所有人，不

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质押权利。最后，最高院认

为，“在签署离婚协议之前后，方圆圆均未对涉

案股票质押提出过异议”，因此，最后驳回了女

方的上诉。 

看过此案，我有两点还没有想透彻： 

第一，既然二审法院都认为涉案债务是个人

债务，那应以个人财产承担。如果把男、女双方共

有的股票一并强制执行，是否就相当于执行了部

分不属于男方的财产，也就是执行了部分案外人

的财产？ 

第二，涉案标的额达 2 亿之巨，作为资金融

出方的证券公司，对于男方作为公众公司的大股

东的婚姻状况是否属于“知道或应当知道”，招

股文件有没有此项披露？数亿元的融资尽调是否

应该包括此项内容？是否应该让已有配偶的资金

融入方签订“配偶同意、知情函”？换句话说，

如果证券公司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男方单方质押

的股权是夫妻共同财产，在没有征求女方意见的

情况下，仍然给男方做融出资金的质押担保，是

否也有过失甚至是故意责任？ 

当然，现在证券公司股票质押一般都是要配

偶签署《同意函》或者《知情承诺书》的，但也有

个别规模小一些的证券公司，仍然在未经配偶同

意的情况下甚至是明知配偶不同意的情况下，仍

然给股票登记一方融资，不知道是否法务也认真

阅读了本案例而做到了心里有底气。实际上，全

世界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本案最高院认为夫妻

单方质押股票债务属单方债务，但对质押股票部

分仍可以主张担保债权，换个案子也未必。每个

案件判决论理部分不一样，判决或然性也都存在。

因此，不是合规尽调、签署《配偶同意函》，或者

设定了配偶一半权益可能导致无效的预案，更合

时宜一些。 

注释 

[1] 参见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辽检民（行）监（2014）

21000000267 号民事抗诉书。 

[2] 参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审一民抗字第 70

号民事判决书。 

[3] 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初 98 号民事

判决书。 

[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 767 号民事判

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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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夫妻股权归属及其单方处分的法

律效力，涉及家庭财产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公司

组织三个维度规则的交叉适用。夫妻股权中的财

产权益和身份权益，应以“实际出资来源”判断

财产权益是否为夫妻共同所有，以股东名册和工

商登记判断夫妻股权身份权益归属。夫妻股权的

行使与处分在夫妻之间形成默示委托法律关系。

默示委托以“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为范围，包含

“合理价格”“合理商业判断”等要素，不仅适

用于交易领域，也适用于公司内部股东表决权行

使效力的认定。在默示委托范围内，登记股东独

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与股权登记外观表象一致。

独立经营原则明确了经营责任的承担主体，避免

未登记为股东、未参与生产经营一方承受不可预

测的经营风险。超出默示委托范围，未登记为股

东一方可以夫妻共有财产权主张行为无效。以上

方案可在最大程度维持婚姻家庭法、合同法、公

司法既有规则的前提下，推进民商事法律体系内

部各部门法的衔接。 

关键词：夫妻股权 单方处分 默示委托 独立

经营 股权登记 

“夫妻股权”系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

夫妻共同财产出资，登记在夫妻一方或者双方名

下的股东权利。夫妻股权的归属及其单方行使、

处分的效力，面临婚姻家庭法逻辑下夫妻共同财

产与公司组织法逻辑下股权行使、处分规则的冲

突，引发学界、实务界的激烈争论。问题集中于：

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夫妻股权，归属为夫妻共有抑

或单方享有？登记为股东的一方行使或处分股权

时，是否需要征得未登记夫妻财产共有人的同意？

应适用婚姻家庭法的平等处理规则，还是适用公

司法的股东独立经营规则？德国法学家卡尔·拉

伦茨曾以农场的马匹为研究对象，探讨“家庭财

产”与“经营财产”的法律适用，感叹德国民法

典法律涵摄失效，不能提供精准的区分，无法将

事实准确地归纳入财产法抑或家庭法。法官需要

以价值为导向对法律进行续造。然而在司法实务

中，裁判结果大相径庭。上述问题的解决须在不

贬损各部门法效果的前提下，寻求婚姻家庭关系

的平等与和睦，追求交易、经营领域的诚信与公

平，实现公司组织关系的效率与安全，最终推进

民法典内部体系与特别法之间的逻辑自洽与规则

衔接。 

一、股东权益分离说与“夫妻股权”权益归属 

个人步入婚姻形成夫妻共有财产，夫妻以共

有财产向公司出资，完成股东登记取得公司股权。

若以出资来源的事实为视角观察，股权为夫妻共

同财产的变形，根据婚姻家庭法的逻辑，夫妻双

方享有平等的处分权利，一方在处理共同共有财

产时，须征得共有人同意。若以公司组织法的逻

辑为视角观察，股东身份仅属于登记股东所有，

基于股东登记外观的公示效力，行使和处分股权

的权利应由登记股东独立享有。与之相应，选择

适用婚姻家庭法的法官主张夫妻股权为夫妻共同

共有，登记一方处分行为无效；选择适用公司法

的法官主张夫妻股权归属登记一方所有，登记股

东为有权处分。考虑到夫妻股权的归属是行使与

处分效力的前提，故该问题成为夫妻股权争议的

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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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妻股权”归属的认定 

对于夫妻股权的归属，目前存在两种观点。第

一种观点认为夫妻股权为夫妻共同共有，无论股

权登记在夫妻何人名下，股权所蕴含的一切权益，

包括财产权益和身份权益，均属于夫妻共同共有。

部分法官主张财产权益是夫妻股权最本质的内容，

夫妻享有股权的平等处置权，未经夫妻双方同意，

任何一方不得私自处分股权。第二种观点强调股

东资格仅为登记股东所有，只有当所产生的收益

从公司资产中分离时，才进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

配偶作为共同共有人才可以分配或处置股权所形

成的收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会议纪要中认为：

“在婚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取得但登

记在夫或妻一方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仅得

由登记方行使，而非夫妻共同共有，股权登记方

对于该股权的处分系有权处分。” 

以上两种观点虽然鲜明对立，但都是基于传

统公司法理论中股权财产权益与身份权益不可分

的认知。身份权益和财产权益都是股权的内容，

财产权益是股权的目的权利，身份权益则是股权

的手段权利，两种权益均非独立权利，而属于股

权的具体权能，二者有机结合形成股权。在股东

权益禁止分离的认知下，夫妻股权似乎只有两种

司法裁判路径的选择：以实际出资的事实认定股

权为夫妻共同共有，抑或依据股东名册记载或者

工商登记认定股东权利归属一方享有。前者损害

了公司法的外观主义原则，破坏了公司的人合性，

增加了股权交易成本；而后者忽视了事实基础，

对于夫妻共有财产未登记一方造成财产损害，有

违家庭财产法律关系的实质公正。股东权利禁止

分离说导致了“公司团体”与“夫妻团体”利益

的直接对立，呈现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状态。 

本文认为，应区分股权中的人身权益和财产

权益，二者的归属应区分判断，即股东权益的“分

离说”。在此逻辑框架下，股权所蕴含的财产权

益，适用婚姻家庭法律规则，为夫妻共同共有；股

权所蕴含的身份权益，适用公司法律规则，为登

记股东享有。在前述第二种观点下，未登记为股

东的一方虽然也可寻求救济，但此时非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已经完成，其只能以债权请求权的方式

维护其夫妻共同共有财产权益，这种滞后性往往

导致对未登记一方财产权益维护的不利。而在本

文主张的分离说下，未登记一方为股权财产权益

的共同共有人，配合默示委托理论下“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范围”的限制（下文将详述），可使其获

得物权性保护。为平衡“夫妻团体”与“公司团

体”不同的利益诉求，夫妻股权的归属区分财产

权益与身份权益、采取“内外有别”的方法，是

更妥当的路径。 

（二）夫妻股权中财产性权益的认定要素 

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形成的夫妻股权，在夫

妻内部适用婚姻家庭法的财产规则，维护夫妻共

同共有财产。围绕夫妻股权产生的财产性权益包

涵两个层面：一是股权出资款归属的认定，若以

夫妻个人或他人财产出资，则不构成夫妻股权，

该股权不归夫妻共有；若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

则构成夫妻股权，相应股权财产权益由夫妻共同

共有。二是股权收益归属的认定，婚姻存续期间，

无论是夫妻股权还是夫或妻的个人股权，股权产

生的收益都视为生产、经营、投资收益，归属夫妻

共同共有。以上财产性权益的归属认定，主要考

量以下要素： 

第一，“实际出资来源”取代“婚姻登记时

间”，成为夫妻股权认定的决定性要素。2001年

修订的《婚姻法》强化对婚后个人财产权利的保

护，其原因在于，“如果认为在婚姻存续期间使

用个人婚前财产并使之存在形式发生变化……改

变所有权归属认定为夫妻共有，不利于发挥物的

使用价值”。沿着这一财产法的逻辑思路，法官

需要对股权的资金来源进行实质性审查，追溯出

资额形成的时间。以婚前个人财产出资的，归属

个人股权；以婚后积累形成的夫妻共同财产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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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属于夫妻共同共有。“婚姻登记时间”则

是股权收益归属的判断要素与时间起点。《民法

典》第 1062条第 1款第 2项规定，夫妻在婚姻存

续期间的“投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最高人

民法院认为，“夫妻一方用其个人财产在婚后投

资的，必然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投资经营行

为是夫妻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婚姻存

续期间无论股权出资的资金来源是否系夫妻共同

财产，夫妻股权的收益均视为生产、经营、投资的

收益，归夫妻共同共有，以此维护婚姻家庭法中

的共同体理念。 

第二，“工商登记”不作为夫妻股权财产权

益判断的实质性要素。在公司法领域内，股东工

商登记被视为对抗效力最为重要的外观。在夫妻

股权财产权益的确认上，司法实践中认为，“基

于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可能导致双方设立夫妻公

司时，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持股比例具有很大的随

意性，如果无其他证据佐证，该登记比例不属于

夫妻财产约定，离婚时夫妻一方要求据此分割股

权的，不予支持”。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而形成

股权，无论登记在谁名下，蕴含的财产权益包括

股权转让权、股权分红权和公司剩余财产分配权

等，均属于夫妻共同共有。 

（三）夫妻股权中身份权益的认定要素 

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到公司形成夫妻股权，

家庭财产进入经营领域，股权的行使与处分突破

了婚姻家庭法领域，需要衔接公司法规则。股东

身份权益在公司内部需符合组织性、人合性诉求，

对公司外部交易秩序形成作为信赖基础的外观。

以股东登记制度为依托形成的外观，成为维系商

事体系交易安全和组织法运行秩序的重要基石。

因此，夫妻股权身份权益的认定适用公司法律规

则，是出于对运营效率与权利外观信赖保护的价

值要求。公司法对于股东的身份认定，超越实际

出资的单一因素，还更多参酌出资证明书、公司

章程、股东名册与工商登记等因素。司法实务中，

夫妻股权诉讼中以财产权益诉讼为主，对身份权

益单独诉求较少，主要集中在离婚财产分割情形。 

就夫妻离婚诉讼中夫妻股权身份权益的归属

分割而言，是否须就优先购买权征得其他股东的

同意？有观点认为，夫妻离婚时对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的股权分割，并非具有对价意义的股权转让，

而是配偶一方股东身份由“隐名向显名”的转变，

无需适用《公司法》第 71条“须经其他股东过半

数同意”的规定，也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二）》第 16条。在司法裁判中，未就优先购

买 权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法官直接确认夫妻股

权未登记一方获得股东身份的司法裁判并 不鲜

见。此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对于公司组织的人合

性而言，以司法裁判产生新股东，极易对公司意

思的形成造成阻碍，甚至引发公司僵局。分割股

权身份权益将产生新股东，不应成为无需征得其

他股东同意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例外情形。其次，

对于夫妻股权未登记一方而言，以司法裁判直接

取得股权身份权益，未必是最佳安排。在现实夫

妻生活场景下，以夫妻共同财产向公司出资之际，

一方未登记为股东，隐含了不想投入时间、精力

与具体生产经营决策的考虑，其内心的合理诉求

是仅以财产权益共有人身份享有经营收益。取得

股东身份后，不仅需投入大量精力应对公司日常

经营琐事，且需要承担经营性风险。最后，将夫妻

股权的财产权益混淆于身份权益，必然打破家庭

团体与公司团体的边界，对公司、原股东以及夫

妻股权未登记一方都将产生超越初始期待的风险

冲击。 

夫妻离婚之际的股权身份权益分割须遵循如

下逻辑：其一，如果夫妻双方就股权分割协商一

致，原未取得股东身份权益的夫或妻，依据公司

法框架下的股权对外转让逻辑，遵从《公司法》第

71 条“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规则，尊重其他股

东意愿，经其过半数同意后方可取得股东身份权

益。其二，若夫妻股权涉及具有身份属性的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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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或限制流通股权，或经公司组织决议拒绝夫妻

股权身份权益分割，此时股权人身专有属性加重，

公司人合性凸显，应尊重公司法中身份权益取得

的相关规则。基于夫妻离婚财产分配公平起见，

对于未能获得股东身份权益的一方，根据公平变

价原则，采取“折价补偿机制”以实现夫妻股权

财产权益，解决夫妻财产分配公允性的问题。 

二、默示委托理论与夫妻股权单方处分的效力 

夫妻股权财产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区分归属，

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平衡了“夫妻团体”与“公

司团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法律适用。但是，更

深层次的追问是，若夫妻股东的财产权益归属夫

妻共同共有，身份权益归属登记股东，那么，登记

股东一方行使、处分夫妻股权法律效力的理论基

础是什么？一方面，若公司法禁止不享有股东身

份权益的夫妻财产权益共有人干预股权的行使与

处分，如何防范登记一方擅自从事无偿、低价转

让等行为？另一方面，若任由夫妻财产权益共有

人干预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不仅交易安全荡然无

存，而且公司组织内部难以的正常运营，既有的

公司治理结构也将成为空谈。 

笔者以“夫妻股权”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

文书网”进行检索，排除程序性裁定，获得关于

诉请“夫妻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共 41 份判决书。

其中，36份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股权为夫妻共同财

产，构成夫妻股权。在此前提下，对于夫妻股权转

让合同的效力问题，21份判决书确认有效，13份

判决书确认无效。并且在 41份判决书中，二审 20

份，提审 1份，再审 2份，一审 18份；一审服判

息诉率为 44%，远低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服判息

诉率平均值。关于该问题的争议，仍然呈现为前

文第一部分所介绍的两种观点。如何在夫妻共有

财产行为规则与公司法相关行为规则中实现婚姻

家庭法与公司法的逻辑自洽，需要进行新的理论

重述与解释。 

（一）夫妻内部法律关系理论基础——默示委托

理论 

对夫妻股权单方行使与处分的法律效力、在

夫妻内部形成何种法律关系，学术界和实务界提

出了权利放弃说、代表行为说及授权行为说，但

均无法还原夫妻股权内部真实的法律关系。原因

在于，夫妻婚后财产共有的性质系以法定婚姻身

份关系为基础的特殊共有，而股权共有的性质也

非传统物权法上的共有，而是复合权益共有。夫

妻一方以共同财产出资于公司并登记在一方名下，

未登记一方知悉而未反对，应推定为默示委托，

登记股东独立行使、处分股权的法律效力系有权

处分。默示委托存在委托范围，即夫妻股权行使、

处分是在从事“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范围内。那

么，如何判断股东和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呢？ 

其一，在公司法语境下，所谓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的要素有三：（1）夫妻股权出资符合公司行为

法规范，股东身份权益符合公司组织法规范，并

完成登记可为第三方所知悉；（2）股东权利的行

使符合公司法治理规则，符合公司章程中的权利

配置以及决策程序；（3）股东基于合理商业判断

行使股权产生的经营风险，造成股权增值抑或贬

值，视为在默示委托范围之内。 

其二，在交易法语境下，“合理的交易价格”

是“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要素，无偿、低

价不属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夫妻股权登记

一方以无偿、低价转让、处分股权时，超出默示委

托范围，未登记为股东的一方可以共同共有物权

而非以债权方式寻求救济，主张股权行使、处分

行为无效。登记一方按照合理交易价格转让、处

分夫妻股权，则股权回归至家庭，进入夫妻共同

财产范围，夫妻股权仅仅转换了存在形式，价值

总量并无变化甚至发生增值，所得收益仍归夫妻

共同共有，未登记为股东一方的财产性权益并未

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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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婚姻家庭法语境下，当夫妻股权登记

一方存在道德风险，恶意贬损、侵占夫妻股权行

为不属于“正常生产经营”，不在默示委托范围

之内，股权价值贬损的后果，概由登记股东一方

承担，未登记一方无需承担财产贬损的后果。 

默示委托说在家庭财产维护、交易秩序安全

与公司组织法之间形成了利益平衡机制： 

首先，默示委托符合夫妻共有财产处理的逻

辑。《民法典》第 1062条第 2 款规定“夫妻对共

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然而必须指出的是，

该条款所言的夫妻双方“平等”处理权利，并非

意味着“共同”处理。夫妻缔结婚姻关系共同生

活，内部存在着广泛的分工、合作关系，包括三种

情况：其一，家事代理，为家庭日常所需，夫妻一

方对外交易行为构成家事代理，不必征得配偶的

同意。其二，明示授权，对于重大夫妻共有财产的

处分，或者对于夫妻共有财产的贬损处分，必须

有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例如，巨额银行贷

款、转让夫妻共有房产、赠与夫妻共同财产等。此

类对夫妻重大共同财产的处置行为，往往是个别

性而非常规性的处分行为，不具持续性，配偶较

难知悉，且极易造成配偶财产权益的重大变化或

贬损，必须获得夫妻双方共同一致同意，方可发

生法律效力。其三，超出日常生活范围，以夫妻共

同财产从事长期生产经营，进入经营活动领域，

夫妻之间内部形成默示委托。我国《民法典》第

1043条承袭了《婚姻法》第 4 条的夫妻忠实义务。

以夫妻共同财产从事长期生产经营活动，需要投

入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夫妻之间进行分工、协作，

配偶知悉后并未反对，则构成默示委托。若以夫

妻共同财产从事生产经营一方未告知、且存在故

意隐瞒的情形，则其违反了夫妻相互告知重大事

项的忠实义务，构成第 1092条隐匿财产的责任基

础。 

其次，默示委托符合公司法股权共有理论。夫

妻股权关系中登记一方的股权处分，本质而言属

于股权共有的规范范畴。遗憾的是，无论是我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还是《公司法》均缺乏股权

共有的相关规范，是“共有权民事立法的盲点”。

在股权共有人内部，通常通过共有人会议机制，

确定共有人内部股权权益的分配，推选出代表人；

代表人获得其他共有人委托，按照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代表其他共同人行使股东身份权益，独立

参与公司表决，行使、处分股权。若允许未登记为

股东的夫妻共有人直接参与公司表决，实为新增

股东，需经过其他股东的过半数同意才能取得新

股东身份，否则就破坏了公司的人合性，易引发

公司僵局，最终贬损公司价值。所以，多数国家和

地区公司法均规定，未确定代表人的，除公司或

其他当事人认可外，各个股权共有人不得凭共有

股权行使相关权利。夫妻股权就是股权共有的一

种典型样态，此外还包括股权发生继承且尚未分

割、原股东分立等情形。 

再次，默示委托符合民法诚信原则。以夫妻共

同财产出资形成股权，登记一方以股东身份参与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若法律不确认登记股东股权

行使、处分效力，将导致相关行为法律效力不明，

公司和市场交易活动陷入不确定。同时，也极易

诱发登记股东以配偶不知情为借口出尔反尔，名

义上是夫妻股权登记一方擅自处置股权，实质是

对股权行使与处分行为的反悔，有违禁反言和诚

实信用原则。 

在比较法的视野下，默示委托理论既符合夫

妻内部隐秘亲密的关系推定，也符合外部交易第

三人对夫妻财产管理的合理预判，在大陆法系民

法典或商法典的多有明文规定，在英美法系的司

法中也达成了共识。例如，《西班牙商法典》第一

章“商人与商行为”，对夫妻一方从事商行为的

默示授权给出了简约而明晰的安排，规定了夫妻

共有财产的支配必须取得对方的同意，所谓“同

意”可推定为“夫妻一方明知另一方从事商业行

为，且没有明确表达反对意见。”这不仅解决了

夫妻内部从事商行为的法律关系，而且解决了外

部商行为的效力判断。在法国民商分立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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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夫妻股权处分的默示推定，是经由《法国民

法典》与《法国商法典》共同协调完成。夫或妻本

人须在商事登记薄上用商人身份进行登记注册，

“他被视为得到另一方配偶的委托授权，可以完

成商业营业资产的经营所必要的管理行为”。德

国采取法定分别财产制，但允许约定夫妻共同财

产制，在约定夫妻共同财产中，为避免行为主体、

责任财产模糊，《德国民法典》设置了强制性条款，

确定营业行为的主体以及行为效力。《德国民法

典》第 1431条表达了同样的以夫妻共同财产从事

营业活动的默示授权法理逻辑，第 1 款规定“管

理共同财产的配偶一方已允许配偶另一方独立从

事营业的，对于营业所引起的法律行为和诉讼，

配偶该方的同意是不必要的”，第 2 款进一步明

确：“管理共同财产的配偶一方知道配偶一方从

事营业，且配偶该方不就此提出异议的，与允许

相同”。美国家庭法专家哈里·格劳斯教授

（Harry D. Krause）等学者给出了更为深刻且明

晰的学理解释，即“存续中的婚姻关系暗含广泛

的授权……即使配偶一方没有明确表示让另一方

作为代理人，只要他（她）是让另一方从事并对已

完成的交易不表示反对，就被认为是默示授权”。 

在我国民法典体系下，默示委托作为一种独

立的解释机制，既不同于明示授权，也不同于容

忍代理。默示委托有别于明示授权，明示授权存

在明确的意思表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

释（一）》第 82条的夫妻之间借款就是一种明示

授权。默示委托也区别于容忍代理，根据《民法典》

第 140 条的规定，将“沉默”视为“授权”，仅

限于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和符合交易习惯的情

形，除此之外，应将其归入表见代理。默示委托中

被代理人是通过行为推定授权，根据具体情事认

为具有授权的意思表示，系有效法律行为。 

（二）夫妻股权外部法律关系理论基础——独立

经营原则 

夫妻股权关系的默示委托理论仅仅解决了夫

妻的内部关系问题，并未回答登记一方持股的外

部关系。那么，如何解决夫妻经营性财产的平等

处理权、登记股东的个人处分权以及交易第三方

的外观信赖之间的平衡问题呢？有学者主张“夫

妻登记方单方处分股权，应定性为无权处分行为，

按照《婚姻法解释（一）》第 17条与《婚姻法解

释（三）》第 11条的规定，回归民法体系的物权

法逻辑，适用善意取得方案。”在司法实践，也有

法官认为，“无论是股东名册的记载还是登记机

关的登记，仅具有权利推定效力，名义股东处分

股权行为是一种无权处分，参照《物权法》第 106

条的善意取得之原则处理”。然而，善意取得的

物权方案难以解决夫妻股权行使、处分对外法律

效力问题。原因如下： 

其一，物权方案适用的范围非常有限，仅针对

股权对外转让的情形，对于其他形式的夫妻股权

行使、处分的法律效力，善意取得无法提供全面

理论支撑。善意取得发生于交易场合，而股权的

行使与处分不仅涉及股权对外转让交易相对人，

尚存在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在公司内部重大决策

和管理人选择时，涉及股东之间的人合信赖，如

为公司设定担保等重大事项表决权，实质上也是

为夫妻股权设定负担，或将对夫妻财产权益产生

影响，但需要遵从公司表决规则，无法适用善意

取得规则。 

其二，物权外观存在边界，它仅是不得已的情

况下的例外和补充。以股东登记制度为依托的外

观主义，体现了公司法促进交易效率、保护交易

安全的价值取向。以外观化出资证明、公司章程、

工商登记、股东名册为准，第三人产生合理信赖，

即使外观表象与真实事实不符，也应强制该交易

发生法律效力。如果要求股权交易相对人查证股

权登记情况后，再查证登记股东的婚姻状况，甚

至需要再查证股权出资是否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

实为现代公司股权交易所不能承受的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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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善意取得能否适用于股权交易，学理上

存在重大分歧。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在德国法上

于 2008 年引入《有限责任公司法》（Gesetz 

betreffend die Gesellschaften mit 

beschränkter Haftung）第 16条第 3款。然而，

即便在德国商法中，股权善意取得仍然存在理论

上的争议，我国股权是否可以适用善意取得仍无

定论。善意取得中“合理对价”要素，完全可以

通过默示委托理论予以解释并实现，而非必须求

助于争议极大的股权善意取得制度。 

针对“物权方案”的各种弊端，“债权方案”

（或称为“潜在共有”）提出若交易为等价有偿，

那么对于未授权的夫或妻也未遭受损失，不妨认

可单方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行为的效力，并引入日

本学者我妻荣“潜在共有”理论，在夫妻之间形

成债权关系。“债权方案”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夫

妻利益与交易秩序，但也存在弊端，即将夫妻共

同共有的物权降级为债权请求权。在司法实务中，

夫妻之间债权的实现困难重重，享有债权的夫或

妻一方不仅面临其他担保权人的压制，还需要与

其他普通债权人争夺债权的实现，“债权方案”

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的维护而言并不理想。 

“独立经营原则”是传统商法理念，进入经

营领域或者商事领域的主体，不仅需要具备独立

民事主体地位，且需要具备独立经营能力，避免

一般民事主体承担严苛的经营责任或者商事责任，

最终导致责任实现落空，破坏经营秩序和商事秩

序。现代民商法呈现出加重经营者责任和商事主

体责任的趋势，亦时刻警惕严苛的经营责任和商

事责任承担主体的不当扩张。对未成年人股东股

权行使的限制，反向印证了不具备独立经营能力

的主体，不享有独立经营权。 

以比较法视角对域外立法进行观察，“独立

经营原则”密集出现在以夫妻共同财产从事经营

活动的相关条款中，例如采取夫妻共同财产制的

《法国民法典》第 1404条规定，“以夫妻共同财

产而实施的经营行为，不要求经配偶同意”。我

国澳门地区 1999年《商法典》第 11条规定，“采

用共有财产制之已婚商业企业主，得无须配偶同

意作出下列行为：a）在其业务之正常经营范围内，

转让构成商业企业之财产及在该等财产上设定负

担；b）对作为企业业务之经营成果之财产，不论

其性质为何，设定负担及作出处分”。采取夫妻

分别财产制度的《德国民法典》在约定财产制的

亚分目第 1431 条规定“管理共同财产的配偶一

方已允许配偶另一方独立从事营业的，对于营业

所引起的法律行为和诉讼，配偶该方的同意是不

必要的”。将“独立经营原则”作为以夫妻共同

财产从事经营活动、夫或妻单方处分的行为规范，

源于以下因素： 

其一，经营主体资质的特性。经营能力具有较

强的专有属性，由于经营主体长期、经常从事营

利性活动，累积了经营经验，熟悉特定领域中经

营习惯，对于经营风险的预判和 承受能力通常高

于普通民事主体。夫妻之间基于对彼此资质和能

力的熟悉，选择了更适合参与经营活动的主体，

由其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无论采取明示

抑或默示，夫妻之间的分工都客观存在。 

其二，控制经营风险，避免其他私人财产和家

庭财产受到冲击。理想状态下，经营者经过登记

确定了经营主体身份与经营财产范围，对交易第

三人的利益维护不能超过经营登记所载主体和财

产范围。这一方面符合交易第三人的预期利益，

另一方面也可以维护未进入经营领域的私人财产、

其他家庭财产以及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其他家庭成

员个人财产的稳定。但如果打破“独立经营原

则”，根据“行为主体—责任主体”相一致的原

则，实际参与经营活动的家庭成员将会成为经营

债务的承担主体，甚至未登记为经营财产的其他

家庭财产和个人财产也将被作为经营债务的承担

财产，打破经营财产与家庭财产的区隔，冲击经

营者家庭财产的稳定。而维护私人基本生存财产，

保障家庭生活财产稳定，也是现代民商法所追求

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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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维持企业组织的人合性。通说认为，具

备人合性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合伙企业，其成员的

紧密程度高于股份有限公司，成员之间建立了特

定的信赖利益关系。企业意志形成过程多采取人

头决，而非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决，形成人合性

治理模式。新成员的加入需要经过股东或者合伙

人的集体表决程序，持反对意见的企业成员具有

优先购买权。所以，独立经营也是人合性公司治

理结构的必然诉求。 

独立经营原则在经营主体确认、行为效力以

及经营责任限定等方面，在家庭生活与经营活动

之间建立了区隔与衔接机制。其认可了经营能力

的专属性，增强了资质、能力与责任配置的合理

性，维护了交易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保障了未进

入经营领域的其他私人财产和家庭财产的稳定，

同时也维持了既有的人合性企业治理模式，被多

数法典化国家在立法中予以确立。 

然而，我国立法中缺少跨法域的衔接性功能

条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部门法孤立

发展，导致交叉领域制度供给薄弱。对于现实生

活中大量存在的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一方登记

为股东参与经营活动的权利主体、行为规则、登

记效力等欠缺系统化规范。婚姻家庭法回归《民

法典》后，民法典内在逻辑得以强化，为跨域部门

法理念整合和体系化构建提供了契机。当前，《公

司法》正在进行第六次修改，可在立法中确立夫

妻股权独立经营原则，回应时代发展对法律提出

的新诉求。 

三、夫妻股权单方行使与处分效力的类型化分析 

夫妻股权登记一方的股权处分究竟是无权处

分抑或有权处分，涉及《民法典》物权编、合同编、

婚姻家庭编与公司法等商事法律的衔接问题，这

是一个充满理论争辩与司法分歧的重大话题。夫

妻股权问题面临三个领域的规则：一是夫妻之间，

关乎家庭财产权益的维护；二是公司内部，关乎

人合性与组织性的维系；三是经营领域，关乎第

三人信赖利益的实现，交易、经营秩序的稳定。三

个不同领域的法律价值位阶不同，行为效力规则

存在差异。 

特定领域内的规则不能直接适用于其他领域，

否则会因价值位阶的浮动导致冲突。家庭内部夫

妻平等处分共同财产的权利不能直接进入公司内

部成为表决权，否则公司法人头决的治理机制将

丧失意义；独立经营产生的高风险债务应以独立

经营者作为责任承担主体，而不能以“默示委托”

为由，使未参与经营的夫或妻承担经营责任；在

登记效力方面，交易第三人依照登记信息确定适

格主体，依据经营财产登记确定信赖利益，并以

登记的经营性财产范围为限承担责任，防止经营

责任承担的主体与财产范围不当扩大。未登记为

股东的夫妻股权一方处分、行使股权的效力须符

合表见代理。在此前提下，夫妻股权行使与处分

的法律效力区分为三种情形： 

（一）夫妻股权登记一方的股权行使、处分属于

典型的有权处分 

就夫妻股权内部关系而言，在默示授权范围

内，登记股东独立从事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股权

投资收益等财产性权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范围，

由夫妻共同享有。经营风险所带来的夫妻股权的

价值贬损，属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贬损，

未登记、未参与生产经营一方以出资额为限承担

有限责任。 

对于公司内部而言，登记股东独立行使股权，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享有资产收益、参与决策

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未登记为股东的配偶为股

权财产权益共有人，在默示授权的正常生产经营

范围内，其不能直接干预股东独立行使权利。同

时，公司法应给予未登记为股东的夫妻股权财产

权益共有人充分的尊重，若其希望获得股东身份

权益，可以提出申请，依据新股东加入程序获得

股东身份权益，参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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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营领域而言，第三人查证工商登记主

体身份后，即履行了注意义务，符合交易规则。法

律不苛责其查证婚姻状况，况且即便了解婚姻状

况，也不能确定股权是否为夫妻共同共有，尚需

追溯到出资款的来源，徒增交易成本。基于夫妻

内部的默示授权理论，登记股东享有独立经营的

权利，登记股东对于股权处分、行使定性为有权

处分，不仅确保公司组织法层面的股权归属清晰

与处分效力明确，也有助于交易安全与效率。 

否定夫妻股权登记一方股权处分的效力，将

对夫妻共同财产权益和交易秩序造成双重损害。

以一起案件为例，未登记为股东一方（妻子）主张

股权转让无效，法官主张受让人应了解夫妻之间

的婚姻状况，知道出资系夫妻共同财产，即使股

权交易对价符合当季审计报告中出具的公司股权

价值，也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形，认定合同无效。

该案中，股权受让方已尽注意义务，股权处分主

体符合工商登记的主体外观，股权交易价格合理，

股权转让行为并未对未登记为股东一方的财产性

利益造成损害。此时在夫妻财产权益与交易安全

的利益衡量中，交易安全应该居于更优先的地位。

以受让方知悉婚姻存续为由，加重交易过程中的

注意义务，要求交易相对人不仅知悉交易领域公

示信息，且须了解夫妻内部带有隐私性的财产权

属信息。在我国目前的夫妻共同财产并存婚后个

人财产的情况下，交易相对人需要追溯至股权形

成时资金的来源，实为难以承受的交易成本。 

（二）夫妻股权单方行使、处分的无权行为 

夫妻股权单方行使、处分无效可以区分两种

情况：一是登记股东超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默

示委托范围，二是未登记一方行使、处分股权。 

第一种情形，即登记股东的行为超出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的默示委托范围。根据默示委托理论，

在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委托范围内，以夫妻共同

财产出资一方登记为股东的行使、处分行为有效；

超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范围的低价、无偿等行为

需要征得财产权益共有人同意，否则为无效行为；

登记为股东的一方存在道德风险的行为，如隐藏、

转移、毁损、挥霍等，不属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

委托范围，为无效行为，未登记为股东的夫或妻，

得以共同共有权维护合法权益。 

以一起案件为例：在婚姻存续期间，丈夫赠与

友人一辆车，价款以丈夫个人的银行卡和由丈夫

作为大股东的公司支付。法官确认以丈夫个人银

行卡支付部分实为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的赠与行

为，未征得夫妻财产共同共有人同意，为无效行

为。而由公司支付部分，则以“公司的财产不是

夫妻共同财产，是企业财产而不是个人财产”为

由，对妻子赠与无效的诉请不予支持。此判决以

维护公司财产独立为由，侵蚀了未登记为股东一

方夫妻的共同财产权益。依据默示委托理论，赠

与行为不属于“正常生产经营”，超出默示委托

范围，未登记为股东的一方得以共同共有权主张

赠与无效，从而解决实质侵蚀夫妻共同共有财产

权益时，未登记一方无还手之力的窘境。 

第二种情形，即未登记一方行使、处分股权。

因股权登记在配偶名下，未登记一方若未获得登

记股东授权，不具有对外处分的权限，对外处分

应为无权处分。原因在于：其一，股权完成登记后，

在公司内部形成人合性信赖，对公司外部产生公

示效力，登记股东成为股权行使者，未经授权其

他人不能行使股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

案件中，法官指出，“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

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

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

人干涉。在股权流转方面，我国《公司法》确认的

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

庭”。其二，夫妻股权中未登记一方的财产权益

属于家庭内部财产规则，不能超越家庭领域，突

破公司独立人格，以夫妻共有财产权人身份行使

股权。其三，夫妻股权中未登记一方，需要获得登

记股东授权后，才形成有权处分，否则属于无权

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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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记一方的股权行使与处分，是否可以适

用隐名出资逻辑予以处理呢？我国《公司法司法

解释（三）》第 24条对“隐名出资”作出了规定，

也有学者主张未登记为股东的夫妻一方应参照适

用隐名出资规定。但是，夫妻股权关系中未登记

一方是授权方，并非隐名投资，不能参照隐名投

资的逻辑予以认定。隐名出资“常常与规避法律、

隐匿资产、利益输送等违法犯罪行为有牵连，也

非与明股实债、股权让与担保、投资活动专业化

等合法投资行为有勾连”；而夫妻股权登记在一

方名下，是基于夫妻财产关系默示委托下利益权

衡后的选择。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区分了“投资权

益”与“股东权益”，隐名出资仅在名义股东和

实际出资股东之间存在“投资权益”，而非股东

权益。此外，要取得股东权益，除完成出资义务外，

尚需要根据公司组织法规则获得公司其他股东过

半数以上同意，并办理相关登记公示手续，参照

适用隐名出资也无法推导出夫妻股权中未登记一

方的股权行使与处分行为是有权处分。 

（三）夫妻股权未登记一方的股权行使与处分可

以构成表见代理 

表见代理本质上是无权处分行为，未登记为

股东的一方不享有股权身份权益，不能以股东的

身份对股权作出行使和处分的行为。如果交易相

对人明知未登记股东不是适格主体而仍然进行交

易行为，则需求证是否构成《民法典》第 172 条

的表见代理，并承担更严苛的责任。首先，交易相

对人需要承担举证责任，此举证责任远远超过一

般经营行为中查证工商登记等相关公示信息，而

需要证明未登记的夫妻股权一方，多次代表登记

股东行使、处分股权，以至于使“相对人有理由

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其次，相较于善意取得

制度中交易相对人信赖登记信息，“不知”真实

权利状况而构成的“善意”，表见代理交易相对

人已经明知交易相对人并非登记的适格权利主体，

所以在交易中的注意义务严于善意取得的情形，

不仅应无重大过失，且应无一般过失；最后，未登

记一方对于股权的行使、处分须具备“合理交易

价格”“合理商业判断”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要素，避免表见代理被扩大滥用。 

四、夫妻股权未登记一方受损的法律救济 

默示委托将未登记一方的救济时间提前到侵

害行为发生时，只要股权处分与行使行为不属于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便可以启动救济，更能够

及时终止侵害行为的发生。夫妻股权未登记受损

方可通过《民法典》予以救济并在未来公司法修

订中构建相应救济机制。 

（一）《民法典》体系下的救济手段 

若夫妻股权登记一方与相对方恶意串通，基

于《民法典》第 154条的规定，可以主张合同无

效。此种情形需要满足三个要素：一是夫妻股权

登记一方与相对方存在恶意，即明知股权处分行

为将会损害未登记一方利益；二是夫妻股权登记

一方与相对方达成恶意的合意；三是对夫妻股权

未登记一方造成损害。恶意串通行为违背了交易

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将招致无效的法律评价。 

若登记一方以无偿或明显低价处置夫妻股权，

未登记一方可主张无权代理。原因在于：其一，夫

妻股权登记一方独立经营的基础是默示委托，其

以“正常生产经营”为范围，当以无偿或明显低

价处置夫妻股权又缺少合理性时，不属于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超出默示委托范围；其二，要使超出

默示委托范围，且贬损夫妻股权共有财产权益的

行为合法有效，夫妻股权未登记一方明确的意思

表示为必要条件；其三，未征得夫妻股权财产权

益共有权人的同意，贬损夫妻股权共有财产权益

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行为。 

若夫妻股权登记一方有隐藏、转移股权或者

伪造与夫妻股权关联的经营性债务等严重损害夫

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使得未登记一方受到损

失，可依《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 1066条婚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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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则予以处理。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内，如果夫妻一方存在前述非正常生产经

营行为，赋予夫妻股权未登记一方请求分割共同

财产的救济机制，加之无效、无权代理之诉，有利

于克服举证困境的现实障碍，消除权利流转的不

确定性。但我国《民法典》第 1066 条在吸纳《婚

姻法司法解释（三）》第 4 条之际，删除了“且

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表述，略有遗憾。 

“不分或少分”的离婚分配惩罚机制也可提

供救济。依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 1092条的

规定，若登记一方存在隐藏、转移、低价变卖夫妻

股权或者伪造与夫妻股权关联的经营性债务、企

图侵占未登记一方财产等行为，受损害方可以在

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主张过错方“不分或少分”。

原因在于，上述行为不仅存在严重损害夫妻财产

价值的后果，而且侵蚀夫妻共同体相濡以沫的立

法精神，是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 1043条“夫

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原则的

违背。所以，不仅可以依据交易法规则，对夫妻股

权处分行为或伪造债务主张无效，而且还可依据

第 1092 条主张类似于惩罚性措施的“不分或少

分”，以彰显家庭文明建设的价值导向。 

（二）公司法体系下的立法建议 

第一，应完善公司出资程序。对于以夫妻共同

财产向公司出资形成股权的情形，我国公司法并

未予以足够的重视。目前仅有《个人独资企业登

记管理办法》第 10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

以个人财产出资或者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

出资的，应当在设立申请书中予以明确”。这一

措施不妨扩张至公司、合伙等其他经营性组织，

特别是在公司认缴制下，要求夫妻股权未登记一

方到场签字、充分展现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亦能

够防范过度认缴所引发的责任扩张风险。 

第二，应完善夫妻股权未登记为股东一方获

得股东身份的法律路径。公司法在保障公司组织

性、人合性前提下，对于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时

未登记为股东的一方应该给予充分尊重，提供衔

接夫妻财产规则和公司财产规则的法律路径。《法

国民法典》第九编“公司”在以夫妻共同财产取

得不可流通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名公司、普通

两合公司）股份时，为配偶提供了请求权基础。在

出资时，出资方的配偶提出获得股东资格的请求，

其他股东对于出资和取得股权的认可，视为对夫

妻双方同时认可，夫妻二人均取得股东身份；出

资和取得股权已经完成时，未登记为股东的配偶，

仍可以以出资财产共有人身份向公司请求取得股

东资格，其他股东按照公司章程，决定是否承认

其股东资格。 

以夫妻共同财产向公司出资已成为常态，公

司法应补充夫妻双方充分呈现意思表示的法律路

径，一方面有利于督促夫妻内部协商，明确以夫

妻共同财产从事生产经营的登记主体，另一方面

也可以通过公司登记备案制度，使其他公司股东

和交易第三人了解股权财产权益的归属情况，作

出更为准确的预判，消除未来发生争议的隐患。

同时，在组织法中为享有夫妻共同财产权益但未

登记为股东的一方提供股东身份取得路径，以示

对夫妻财产权益共有人的尊重。 

五、结 论 

“默示委托理论”“独立经营原则”“登记

效力”三种制度的体系化构建，在家庭、交易、商

事领域之间建立区隔与衔接。在家庭内部，尊重

夫妻之间的分工，遏制低价、无偿、恶意转移财产

等行为对家庭财产产生法律效力，同时将经营风

险控制在默示委托财产范围之内，未参与经营活

动的夫或妻在该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独立经营

在经营活动领域，强调“行为主体—责任主体”

相一致原则，一方面有利于经营活动中相关行为

效力的稳定，另一方面避免未参与经营的配偶遭

受经营风险冲击。登记为便捷、高效的经营活动

提供支持，交易第三人可以通过登记确定适格主

体，使原本模糊的信赖利益边界更加清晰，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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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区隔经营财产与其他家庭共同财产。三种制度

的体系化构建在最大程度维持婚姻家庭法、合同

法、公司法既有规则的前提下，实现民法内部各

部门法的衔接，保证未进入经营领域的家庭财产

稳定，登记股东或者独立经营者行为效力确定，

交易第三人预期利益清晰，区隔经营性财产与其

他家庭共同财产的边界，将经营风险控制在默示

委托财产范围之内。 

夫妻股权行使与处分法律效力的司法分歧与

理论之争，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上民法思维、婚

姻家庭法思维与公司法思维的疏离。“夫妻股权”

问题关联前述各领域，承载着夫妻伦理团体的财

产期待、交易第三方的安全期待与公司组织团体

的人合期待。夫妻股权的归属认定，须求助于股

权身份与财产权益两分法逻辑予以回答，财产权

益取决于实际出资，身份权益取决于外观公示。

夫妻股权的行使与处分，须引入默示授权与独立

经营理论进行解释，未登记一方系无权处分，登

记一方系有权处分。在夫妻股权受损时，存在民

法总则、合同法、婚姻家庭法、公司法等体系化救

济手段，以维护相关合法权益。婚姻家庭法回归

民法典之际，需要充分融合民法典所蕴含的伦理

上的人文关怀与市场交易活动的理性光芒，补充

衔接条款，精细整合规则，平衡并维护家庭、市场

交易和公司组织的法律价值，实现财产在家庭内

部、市场交易和公司组织之间的有序流动。  

未上市股份公司离婚分割判例研究 

原创：2022-06-06  家族律评  贾明军 心仪 文婷 

https://mp.weixin.qq.com/s/HXVSF4QpPAminar29BA9Iw 

案例提要 

案例 1，为早日扫清 IPO障碍，男方在离婚后

立即起诉分割股票，要求确认拟上市公司股票属

于自己个人财产，并有司法鉴定机构出具会计报

告认定出资是其个人婚前财产，但两审法院没有

认定，认为“资金走向不能等于出资认定”。案

例 2，男方因继承取得获得股权的可能性，但未析

产过户。女方起诉，一审认为男方取得的继承可

期待权益是共同财产、予以分割；二审法院认为，

继承没有完成析产，不能直接跳过析产认定女方

享有继承权益。以上两案，值得研究学习！ 

注：本文案例系根据公开裁判文书改编，对

同类案件的裁判并无约束力，相关姓名和名称均

为虚构，仅供学习研讨所用。另需提醒的是，部

分案例引用的法条或司法解释可能已被废止或修

订，读者朋友们需注意最新规定。 

藏京生夫妇离婚后财产纠纷 

题问：为 IPO，男方起诉分割股份公司股权归

自己所有，称双方出资系其他公司支付且有司法

鉴定佐证，法院如何处理？ 

（一）基本案情 

藏京生与刘蜀灵（女）婚后生育一女。刘蜀灵

于 2017年 10月 24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除婚姻

关系，一审法院作出（2017）川 0107民初 11XXX

号民事判决后，刘蜀灵、藏京生均上诉至四川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后中院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作出（2019）川 01民终 X号民事判决，维持原

判，双方据此判决离婚。 

涉案西藏大计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一家

拟上市股份公司。为厘清产权关系，同时划分夫

妻共同财产份额，故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 

1.西藏大计公司中藏京生名下 80.88%的股份

为藏京生所有；2.工商登记在刘蜀灵名下的西藏

大计公司中 1.88%的股份归藏京生所有并办理工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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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变更登记至藏京生名下；3.刘蜀灵代持的西藏

大计公司 527000 元的股份中 50%归藏京生所有，

另外 527000 元的股份中的 50%折价款归刘蜀

灵；... 

（二）一审判决[1] 

登记于藏京生名下的西藏大计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80.88%的股份、刘蜀灵名下的西藏大计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8%的股份，由藏京生享

有西藏大计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38%的股份，

刘蜀灵享有西藏大计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38%的股份（即对半分割）。 

（三）终审判决[2]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一审诉

讼程序是否违法的认定问题；2.分别登记在藏京

生名下、刘蜀灵名下的西藏大计公司的 80.88%、

1.88%股份的性质及如何分割的认定问题；3.四川

大计公司清算款中确定属于刘蜀灵的 2390184.84

元是否分割的认定问题。 

就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藏京生及原审第

三人西藏大计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就刘蜀灵的反诉

的受理、审理程序违法，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

刘蜀灵提出依法分割西藏大计公司股份的主张，

是诉讼中行使抗辩权的体现，并不构成反诉。亦

不属于发回重审的法定事由。 

就第二个争议焦点，主要是涉及两个方面内

容：1.西藏大计公司中分别登记在藏京生、刘蜀

灵名下股份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即能否作为

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的认定；2.刘蜀灵是否存

在变卖、转移或隐匿财产的行为而予以惩戒，即

刘蜀灵是否应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 

（一）关于西藏大计公司股份的性质问题。经

查，西藏大计公司成立于 2002 年，由四川大计公

司占有 95%的股份，由刘蜀灵占有 5%的股份。藏

京生于 2011年 5月收购了四川大计公司持有的西

藏大计公司的股份，股东由四川大计公司变更为

藏京生，藏京生又于 2011年 8月通过增资的方式

增加了西藏大计公司的注册资本；之后，西藏大

计公司通过 2011 年 12 月的股改增加股份、2012

年 7月及 2013年 1月两次未分配利润转增股份等

方式，最终持有西藏大计公司 80.88%的股份。刘

蜀灵是西藏大计公司原始股东，持有 5%股份，之

后，随着公司股改、未分配利润转增等方式，刘蜀

灵持有的股份由 5%稀释为 1.88%。同时根据双方

当事人陈述及财务资料显示，刘蜀灵亦参与了公

司经营。基于西藏大计公司成立于双方结婚后、

藏京生与刘蜀灵持有的股份均在双方结婚后取得、

刘蜀灵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等基本事实要素，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藏

京生、刘蜀灵在结婚后取得的西藏大计公司的股

份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上诉人藏京生主张其持有的西藏大计公司的

股份来源于其婚前所有的大计投资公司对四川大

计公司的投资，而藏京生、刘蜀灵的出资主要来

源于四川大计公司，故藏京生认为其与刘蜀灵在

西藏大计公司的股份均属于藏京生的婚前个人财

产。对此，本院认为，个人婚前财产不因婚后财

产形态的变化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对于

婚前个人资金出资的情形，该出资金额应明确、

出资后流转的路径应明确，即该出资具有特定化、

可辨识的特征。本案中，藏京生主张其婚前出资

转化为西藏大计公司的资金，主要依据是四川大

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司法会计鉴

定报告，就该鉴定报告而言，可以反映出在双方

婚后，藏京生作为四川大计公司实际控制人，存

在四川大计公司的银行账户与藏京生、刘蜀灵的

个人银行账户之间相互转账的情形，故可以认定

由于财务制度不规范，藏京生与四川大计公司之

间存在资金混同情形，加之藏京生、刘蜀灵共同

经营十几年，导致无法对藏京生个人出资予以特

定化，四川大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司

法会计鉴定报告中将个人资金的走向来源于四川

大计公司，即认定该资金的性质为四川大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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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资，将资金的走向作为资金的性质予以认定，

显然于法无据，一审法院据此未采信该鉴定报告，

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藏京生主

张（2019）川 01民终 X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西藏

大计公司的注册资本中有大量的四川大计公司的

资金注入，该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依法应予采信。

本院认为，在本院审理的（2019）川 01民终 X号

藏京生、刘蜀灵的离婚诉讼中，并未就西藏大计

公司中藏京生、刘蜀灵的股权性质进行认定，也

未处理本案争议股权，对本案不发生既判力的法

律效果，故藏京生的此项上诉主张，亦于法无据，

本院不予支持。 

（二）藏京生主张刘蜀灵存在转移、隐匿财产

的行为，应当予以赔偿和惩戒。本院认为，根据法

律规定，夫妻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等情形是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时少分、或者不分的事实依据，即

“转移、隐匿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如何进行分

割时需要考量的因素，但藏京生并未明确如何赔

偿及惩戒提出具体诉求，也未在本次诉讼中提交

有效证据证实刘蜀灵存在以上情形；加之，在

（2019）川 01民终 X号民事判决中已经对其此项

请求予以驳回，一审法院未予支持藏京生此项请

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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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

条“夫妻双方分割共同财产中的股票、债券、投

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以及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时，协商不成或者按市价分配有困难的，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数量按比例分配”之规定，一审

法院认定案涉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并根据数量

按比例予以分割，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就第三个争议焦点，上诉人藏京生认为四川

大计公司系其个人婚前出资公司，刘蜀灵系借名

股东，故刘蜀灵占有的清算款应予返还。本院认

为，刘蜀灵是四川大计公司在册股东，四川大计

公司在注销前履行了必要的清算程序，依照公司

法的规定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清算报告》对四

川大计公司股东具有法律约束力，刘蜀灵作为四

川大计公司的股东根据《清算报告》的结论按出

资比例取得剩余公司财产，如相关股东认为该《清

算报告》侵害其股东权益引发争议，显然不属于

本案解决范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符合法律规

定。 

二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成都市武

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 0107 民初 40XX 号民事

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服判执行和解[3] 

刘蜀灵：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成都市武侯区

人民法院(2019)川 0107 民初 40XX 号判决书，于

2021年 4月 6日立案受理刘蜀灵申请执行藏京生

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双方自愿

达成和解并已履行完毕，现予以结案。 

特此通知  

二〇二一年 X月 X日 

（五）律师点评 

涉案公司即将 IPO，但股东离婚影响了上市。

双方采用了先离婚再处理公司股权的作法。之所

以不能在离婚案件中一并处理，笔者根据经验猜

测有两种可能：其一，双方均同意法院在离婚案

件中不处理（离婚涉及股权分割较为复杂，拖延

时间较长）；其二，一方主张涉案股权并非共同财

产，或存在“代持”，虽然没有另案诉讼，但法院

可依裁量权酌情告知双方当事人，离婚后另案处

理公司股权。 

在离婚后，男方主动提起了公司股权分割。笔

者猜测，因公司上市节奏拖延，男方压力较大。若

股权分割不解决，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清晰，存

在争议，是不可能过审的。因此，男方向法院提出

了离婚后财产纠纷。 

在此案件中，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会计司法

鉴定，已得出系争公司出资来源于男方个人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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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公司、进而得出系争公司出资均为男方个人

财产的结论，但法院未予采纳，主要理由是：“但

是对于婚前个人资金出资的情形，该出资金额应

明确、出资后流转的路径应明确，即该出资具有

特定化、可辨识的特征。”故可以认定由于财务

制度不规范，藏京生与四川大计公司之间存在资

金混同情形，加之藏京生、刘蜀灵共同经营十几

年，导致无法对藏京生个人出资予以特定化。法

院认为，将资金的走向作为资金的性质予以认定，

显然于法无据。该论点为本裁判文书的亮点所在。 

既然认定涉案股权为共同财产，依原婚姻法

司法解释（三）第十五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分割

共同财产中的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

证券以及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时，协商不成

或者按市价分配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数

量按比例分配”，法院对涉案股权进行了平均分

割。 

未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不应具有人合性特

点，若企业内部有“股票应在企业员工内部转让

流通”的决议，不应具有法律效力。在笔者处理

的一起浙江离婚案件中，一、二审法院都以“股

份公司内部有规定，股票在企业员工内部流通，

不能对外转让”为由，不予支持股票分割，只能

以企业财报拿折价款。但最终，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作出再审判决，认定涉案股票是可以“按数

量”分割，而不应按折价款分割。该案从 2017年

启动，一直到 2020年再审结案，中间三年多的时

间。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是否存在重大案

件“地域保护”的问题。 

刘富强夫妇离婚后财产纠纷 

案例要旨：夫妻一方因继承可能获得股权，

在股权因继承析产分割之前，另一方不能以离婚

为由要求直接分割尚未析产完毕的股权。 

（一）基本案情 

原告吴依依与被告刘富强于 1975 年 3 月 18

日登记结婚。2004年 12月 22日，被告母亲取得

了深圳市某股份公司 0.4575%的股权份额，拥有该

公司 104496.73股的股权。2008年 2月，被告母

亲逝世。2009年 4月 4日，被告与其另外两名兄

弟就母亲逝世后遗留的深圳市某股份公司股权达

成一协议，约定被告取得 30%的份额即 31349.02

股的股权。2012年，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离婚诉

讼，2013年 9月 16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 12XX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原、被告离婚，并就双方共同拥有的不动产作

了财产分割。因原告当时并未就上述股权提出明

确的诉讼请求，故（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 12XX

号民事判决书未对该股权作出处理。另查，被告

继承的其母亲的股份份额现仍登记在其母亲名下。 

（二）一审判决[4] 

原审法院认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

得的财产系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了其母亲遗留下来的深圳

市某股份公司 31349.02股份的股权，其取得的上

述股权份额显然系夫妻共同财产，原告要求享有

被告刘富强所继承股权份额的二分之一，符合法

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确认原告就其中的

15674.51股享有股权。被告辩称其至今未实际继

承母亲的股权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审

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第十七第、第三十九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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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原告享有被告继承的

其母亲拥有的深圳市某股份公司 31349.02 股股

权的二分之一份额（即对登记在被告母亲名下的

15674.51股享有股权）。案件受理费 291元（原

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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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审判决[5] 

本院认为：本案为离婚后财产纠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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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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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本案中，被上诉

人主张上诉人已经实际继承其母亲在深圳市某股

份公司的股权并要求分割，根据该公司章程规定，

股权继承须经公司董事长审核同意后，按规定程

序变更股权证和股东名册方可有效，而涉案股权

依然登记在上诉人母亲名下，且其母亲的继承人

身份亦未确定，故涉案股权并未实际分割完毕，

被上诉人应待继承人之间实际分割遗产后再行诉

讼。被上诉人主张分割前述已继承的股权，条件

未成就，依法应驳回起诉。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

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

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3）深龙法

布民初字第 253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吴

依依的起诉。 

（四）律师点评 

本案涉及到婚内一方因继承取得财产权益的

性质以及分割要求的起始点问题。根据本案判决，

夫妻一方在婚内，因法定继承获得的财产，应当

是夫妻共同财产。但分割需要等到继承的一方接

受继承并且完成析产才可以在夫妻内部按一定条

件析产。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夫妻一方在婚内

法定继承取得财产，必然是夫妻共同财产，直接

予以判决分割，没有考虑夫妻继承一方是否放弃

以及股权继承析产完毕。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如

果夫妻因遗嘱获得继承的财产，要看遗嘱中，是

否指定了继承人个人所有，而排除继承人配偶在

内的其他人。因此，遗嘱撰写对防止财富向姻亲

外溢是有重大作用的。 

本案中，因有其他兄弟姐妹，故而男方如果在

析产过程中，执意放弃继承权，女方也不能诉至

法院胜诉认定男方侵害其共同财产权益，因为男

方只有继承了父母的财产，才能进一步成为夫妻

共同财产。如果男方执意放弃，而没有成为夫妻

共同财产的基础。当然，如果男方放弃继承权后，

其他继承人及财产权益人（如男方姐姐、姐夫）愿

意指定赠与男方个人财产，也为男方婚内个人财

产。 

注释 

[1]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 0107 民

初 40XX 号民事判决书。 

[2]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 01 民终

13174 号民事判决书。 

[3]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21）川 0107 执

4011 号执行完毕通知书。 

[4]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3）深龙法布

民初字第 2535 号民事判决书。 

[5]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民终

字第 1383 号民事裁定书。 

“夫妻公司”损害公司利益纠纷的审判观点与简析（1） 

原创：2022-06-07  家族律评  贾明军 心仪 文婷 

https://mp.weixin.qq.com/s/yyiqqYKviLDgVBSaIXma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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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家庭成员因婚姻、继承发生矛盾后，针

对不规范的家族企业内部治理行为，可能会“秋

后算账”或依法维权，以侵害公司权益为由，要

求其他家庭成员对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案例

1，由丈夫、妻子、女儿三人相继担任股东的公司，

向已经不再是股东的丈夫起诉要求财产返还，法

院以公司人格“形骸化”为由，驳回了公司的起

诉；案例 2，夫妻公司中，夫妻均占用公司资产不

入账，导致公司资产与股东资产混同，法院认为

夫妻之间相互以公司名义起诉对方返还财产，没

有实质“诉”的意义，驳回了公司以自己名义作

为原告要求配偶股东返还财产的起诉；案例 3，上

海一中院终审认为，夫妻公司本质上仍应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股东擅自主导，在公司之间签署无

偿使用房产的合同，对公司利益造成了损害，无

偿使用的公司应自股东离婚始承担租金费用。 

注：本文案例系根据公开裁判文书改编，对

同类案件的裁判并无约束力，相关姓名和名称均

为虚构，仅供学习研讨所用。另需提醒的是，部

分案例引用的法条或司法解释可能已被废止或修

订，读者朋友们需注意最新规定。 

玉田公司诉崔和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案例要旨：“家族企业”公司资产与股东资

产不分，法院认为属于公司人格“形骸化”，公

司没有权利以自己的名义要求股东返还财产。 

（一）基本案情 

玉田公司诉称，我公司 2002 年设立，2008年

7 月前崔和玉为公司的股东。2013 年后，我公司

基本由崔和玉管理，崔和玉对外称其职务为公司

的总经理。2018年 7月，崔和玉退出我公司。2019

年我公司审计发现，崔和玉在管理公司期间以还

款为事由从公司账户向其个人账户转账 519.85

万元。崔和玉恶意转移我公司资产至其个人账户

的行为严重损害我公司利益，故起诉要求判令崔

和玉返还我公司损失 519.85 万元及利息等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玉田公司于 2002 年 11

月 7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齐心，股东为崔和玉

和齐心，公司为夫妻公司，二人系夫妻关系，崔和

玉占股 10%，齐心占股 90%。崔和玉担任玉田公司

监事，齐心担任经理和执行董事。2018年 7月 23

日，玉田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崔和玉不再担

任玉田公司股东，新增股东崔女，系崔和玉与齐

心之女，占股 90%，齐心占股 10%，齐心担任公司

经理和执行董事，崔女担任监事。2019 年 7 月 5

日，玉田公司以崔和玉在 2017、2018年期间将玉

田公司账户内资金转入其个人账户为由主张崔和

玉损害公司利益，故提起诉讼。 

（二）一审裁定[1] 

一审法院认为：玉田公司原股东为崔和玉、齐

心夫妻二人，公司注册资本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

玉田公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个财产权，

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股权主体具有

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崔和玉与齐心共

同参与公司经营，通过双方提举的证据可知，崔

和玉的银行流水亦能反映其个人账户资金与公司

业务款项存在混同，玉田公司实质充当了崔和玉

家庭内部实施民事行为的工具，玉田公司本身并

无独立的财产权，其公司人格存在严重的“形骸

化”现象。故以玉田公司作为原告起诉崔和玉损

害公司利益不符合案件受理条件，应驳回玉田公

司的起诉。 

（三）二审裁定[2] 

二审法院另查，自 2018年以来，崔和玉、齐

心、崔女、玉田公司之间发生多起诉讼，除本案涉

及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外，案由还涉及离婚

纠纷、股权转让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侵权责任纠

纷等。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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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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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本案中，玉田公司属于家族公司，崔和玉与齐心

共同参与公司经营，崔和玉的银行流水亦能反映

其个人账户资金与公司业务款项存在混同，玉田

公司实质充当了崔和玉家庭内部实施民事行为的

工具。崔和玉退出玉田公司之后，结合崔女系玉

田公司的控股股东、齐心系玉田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总经理、股东等事实，玉田公司的意思实为崔

女、齐心的意思，作为公司法人玉田公司缺乏独

立于股东的意思，故一审法院认定玉田公司人格

存在严重的“形骸化”现象，并无不当。需要指

出的是，公司人格“形骸化”仅是构成公司法人

人格否认的一个要件事实，一审法院并未据此认

定玉田公司存在公司法人人格否定，故玉田公司

主张其具备独立的法人人格、只有债权人能提起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一审法院主动加以认定

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

不予采纳。在玉田公司人格“形骸化”情况下，

一审法院认定玉田公司作为原告起诉崔和玉损害

公司利益不符合案件受理条件并裁定驳回玉田公

司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四）律师点评 

本案中，法院认定，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

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该种情

况表明公司既没有独立的财产，也没有独立的意

思，也就是说公司已经“形骸化”，判决的意思，

是否认了“公司人格”。公司人格否认，原指根

据公司法第 20条，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

股东有限责任来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

时，债权人可以越过公司的法人资格，直接请求

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

法律制度。在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公司“形骸

化”，意思是公司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和家族

成员、夫妻之间的财产已经混同。并且，二审法院

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公司“形骸化”是“公司人格”

否定的一个要件事实，而并没有对公司法人人格

进行否定。看起来非常枯涩难懂，翻译直白了就

是“你公司的钱和股东的钱本来就分不清，你公

司本来就没有独立的财产，你有什么资格起诉”，

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麒麟公司诉沈深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案例要旨：夫妻公司中，夫妻均占用公司资

产不入账，导致公司资产与股东资产混同，法院

认为夫妻之间相互以公司名义起诉对方返还财产，

没有实质“诉”的意义，驳回了公司以自己名义

作为原告要求配偶股东返还财产的起诉。 

（一）基本案情 

麒麟公司上诉称，虽然麒麟公司是沈深与田

天两人婚后共同设立的公司，但麒麟公司系依法

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享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和财

产权，其法人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并不存在公

司资产与股东资产混同的情形。在麒麟公司设立

后，由沈深实际经营管理，但是沈深利用职务便

利，私自将公司资产占为己有，严重损害了麒麟

公司和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尽管麒麟

公司是田天与沈深在婚姻存续期间设立，但是麒

麟公司在法律上具有独立于夫妻关系和夫妻财产

的法人权益。因此，麒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当然

具有诉的利益。一审诉状中，原告麒麟公司诉请

判令沈深立即向麒麟公司返还经营收入人民币

3758397 元，并赔偿麒麟公司资金占用损失。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与本院受理的

（2019）浙 04 民终 3300 号案件系关联案件。田

天与沈深系夫妻关系，麒麟公司由夫妻二人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田天登记持股 80%，沈深登

记持股 20%，田天任经理、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

沈深任监事。在两案中，田天与沈深相互指责对

方侵占公司财产，并要求返还。麒麟公司成立后，

两人均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在参与公司经营期

间，两人均存在利用个人（支付宝、微信、银行）

账户收取公司营业款而未作财务记载的情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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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存在田天、沈深利用收取的公司营业款用于

家庭生活开支的情形。 

（二）二审裁决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田天、沈深在两案中的陈

述，双方均存在利用个人账户收支麒麟公司营业

款的情形，也存在利用收取的公司营业款用于两

人家庭生活的情形，麒麟公司亦认可公司财务不

是很规范，结合麒麟公司仅有两位股东且系夫妻、

股东间缺乏有效监督的事实，一审认定麒麟公司

的财产与股东财产存在混同，有相应的事实及法

律依据。麒麟公司对此所提异议，不能成立。另外，

本案虽是以麒麟公司名义起诉沈深，但实际是麒

麟公司两股东间的矛盾。因两股东仍系夫妻，即

使存在侵占公司财产的情形，在不涉及麒麟公司

外部债权人的情况下，向公司返还只是夫妻共同

财产形式的转换，即由存款转为股权价值，并不

会导致夫妻双方各自利益的增减。因此，本案的

诉讼结果对矛盾冲突的双方毫无实益，一审认定

缺乏诉的利益，符合实际。 

（三）律师点评 

本案与案例 1 类似，均是因股东与公司财产

混同，导致公司人格丧失的问题。本案中，两位夫

妻股东相互提起诉讼，指控对方侵占，而公司却

存在夫妻均占用公司财产且不入账的情况，由此，

二审法院认为，“向公司返还只是夫妻共同财产

形式的转换，即由存款转为股权价值，并不会导

致夫妻双方各自利益的增减”，由此，认为本案

缺乏“诉”的利益，其实就是在公司“形骸化”

的情况下，公司原本就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权，

因此驳回了公司以自己名义的起诉。 

辉煌公司诉张淮、临海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

纷 

案例要旨：夫妻公司本质上仍应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股东擅自主导，在公司之间签署无偿使

用房产的合同，对公司利益造成了损害，无偿使

用的公司应自股东离婚始承担租金费用。 

（一）基本案情 

杨琳琳（女）、张淮（男）原系夫妻关系。2016

年 11 月 28 日，双方经法院调解离婚。双方调解

离婚时，对辉煌公司的股权归属进行了确认，各

自名下 50%的股权归各自所有。 

辉煌公司注册资本 50 万元，2009 年 6 月 22

日，辉煌公司登记股东变更为杨琳琳、张淮（各持

股 50％）。杨琳琳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张淮为公司监事。2014年 8月辉煌公司工商登记

的备案文件显示，辉煌公司换领新版营业执照的

领照人为张淮之姐张文。 

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某号的房地产权利人为

辉煌公司，房屋建筑类型为工厂，房屋用途为厂

房，房屋竣工日期为 2004年。 

临海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4 月 11 日，注册资

本 50万元，登记股东为张文（持股 10％）、张淮

（持股 90％）。张淮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

人。张文与张淮系姐弟关系。 

涉案的“房屋使用协议书”显示：2005 年 4

月 11日，辉煌公司作为出租方与承租方临海公司

签订一份“房屋使用协议书”，约定：辉煌公司

无偿提供给临海公司使用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某

号的房屋和土地；无偿使用期限自 2005 年 4 月

11 日至 2055年 4月 11日止。张淮、临海公司自

述上述“房屋使用协议书”为 2009年底补签。 

2016年 5月，临海公司将上海市闵行区某号

房屋的主厂房、门房间出租给上海 C 有限公司，

租赁期限自 2016年 5月 15日至 2020年 11月 14

日止；年租金 57万元，递增方式为 2018年 11月

15 日起每年递增百分之三。临海公司确认现系争

房屋仍为出租状态，部分自用。 

（二）一审判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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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

纷，辉煌公司请求权所依据的基础事实是张淮、

临海公司共同侵害辉煌公司的合法权益。 

第一，辉煌公司为夫妻型公司，但即使夫妻财

产一体化，也不能完全等同认为，夫妻公司原本

两个自然人股东应视为一个股东主体。公司财产

与股东财产相互分离，公司财产仅归公司所有，

不会因为股东为夫妻关系发生改变。股东之间之

财产关系如何，是否实际为夫妻共同财产，有无

订立财产分割协议，对公司资本构成及资产状况

实质并无影响，更不会因此而改变具有独立人格

之公司财产性质及所有权归属。因此，上海市闵

行区某号的房地产登记在辉煌公司名下，不是夫

妻共同财产，而是辉煌公司资产。 

第二，股权转让与资产转让是两种不同的交

易行为。张淮、临海公司仅以 470 万元系由临海

公司 2005 年至 2008 年期间陆续支付的购房款为

由，主张取得争议房地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没有

依据，因为上海市闵行区某号的房地产权利人一

直登记在辉煌公司名下，自始至终没有发生变化。

如上所述，争议之房地产系辉煌公司固定资产。

因此，即使如张淮、临海公司所述，绝大部分款项

（或者是 470万元）由临海公司支付给计某 1，其

性质也是股权转让款（支付的 470 万元对价系使

杨琳琳及张淮取得了辉煌公司各 50％的股权），

是辉煌公司的该部分房地产资产的价值在公司股

权权益中的体现，并不是购房款。临海公司与股

权转让之前的辉煌公司并没有购房合同，故即使

存在购房一说，也是上海 A 有限公司购买，并且

现有证据证实上海 A有限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 

第三，从涉案“房屋使用协议书”的合同相

对方来看，缔约一方为张淮担任公司监事、持股

50％的夫妻型公司，并且作为夫妻型公司，当时

辉煌公司的实际经营人不排除是张淮。而缔约另

一方为张淮担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持股 90％

的有限公司。因此，张淮对缔约事宜明知是不容

争议的。由此，辉煌公司与临海公司缔约，应该

构成自我交易。即使由于张淮的工商备案身份不

足以认定自我交易的事实，但忠诚责任要求作为

辉煌公司监事的张淮在履行职责时将公司的利益

放在首位。关联交易下有关无偿使用辉煌公司房

屋 50年的“房屋使用协议书”，显然对辉煌公司

这一商事主体来说是不公平的。况且，没有证据

证实作为辉煌公司执行董事的杨琳琳对此交易作

出了决定，故不适用业务判断规则（无过推定）。

张淮现无法证明该自我交易对于辉煌公司是公平

的。临海公司在取得 50年房地产使用权后，除了

自用，又出租牟利，因张淮持有临海公司 90％股

权，为实际控制人，其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

谋取属于辉煌公司的商业机会。以上，张淮具有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对辉煌公司负有忠实义务的事实。 

第四，从涉案“房屋使用协议书”的内容来

看，该协议书落款 2005 年 4 月 11 日、所盖之辉

煌公司印鉴为“上海辉煌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落款处均没有双方经办人签字。需要强调的是，

公司印章只是公司对外意思表示的物化载体。控

制公司印章之人有时并不能代表公司意志。所以，

对盖了公司印鉴之合同效力，还应审查经办人的

授权等以及合同相对人是否存在善意。退一步讲，

即使涉案协议上印鉴真实，但无偿使用 50年的内

容，鉴于辉煌公司与临海公司均为商事主体，以

获利为公司存在的主要价值，故无法认定该印鉴

代表辉煌公司的意志，无法认定临海公司存在善

意。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2005 年至 2008年支付

的所谓购房款系辉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琳琳与

张淮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陆续支付。在双方离婚

时，对涉案房地产在辉煌公司名下也是明知，在

此情况下双方确认辉煌公司股权按登记的名下份

额各自所有，即意味着通过持有股权，对应的房

地产财产权益各半所有。现张淮、临海公司以无

偿使用辉煌公司财产 50 年的“房屋使用协议书”

共同侵害辉煌公司权益的事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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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辉煌公司的损失，辉煌公司诉求自 2008

年 1月 1日起算租金损失及利息，有失偏颇。2016

年 11月 28日，杨琳琳、张淮经法院调解离婚后，

因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成各自个人财产，遂产生实

质性的损害后果。由此，对辉煌公司租金损失的

起算点，自 2016 年 11 月 29 日始计算较为合理。 

（三）二审判决[4] 

本院认为，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从

辉煌公司一审的诉请主张来看，核心是认为张淮

违反忠实义务，借助与临海公司签订房屋使用协

议书的形式，进行有损辉煌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

有关张淮、临海公司共同损害辉煌公司利益的相

关构成要件，一审论述均较充分合理，本院不再

赘述。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临海公司无偿

使用辉煌公司厂房是否具有合法性：如具有合法

性，则不存在损害后果，辉煌公司的诉请无法成

立；如不具有合法性，则或存在损害后果，结合

其他构成要件，辉煌公司的诉请可以成立。 

张淮和临海公司认为，辉煌公司已经将厂房

出售给了临海公司，临海公司已支付了全部房款，

故临海公司可以依照协议无偿使用厂房。但综合

全案情况，第一，临海公司并未提供相关的房屋

买卖合同，其在二审庭审中提出的因时间久远无

法找到合同文本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亦与大

额不动产交易留存材料凭据的常理不合。第二，

临海公司提供的无论是支票底单还是付款凭证，

收（受）款人一栏均为计某 1 个人签字而无厂房

权利人辉煌公司的印鉴。第三，从不动产登记情

况来看，厂房登记的权利人始终为辉煌公司，至

今未发生变化。由以上可见，临海公司认为其通

过房屋买卖关系，实际已从辉煌公司处受让厂房

的主张不能成立。相反，辉煌公司提出的，系杨琳

琳与张淮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个人或者个

人实际控制的若干公司支付款项，以受让辉煌公

司全部股权的形式实现对辉煌公司厂房权利的主

张，基于在案证据材料，更具有合理性。综上，临

海公司无偿使用辉煌公司的房产不具有合法性，

张淮与临海公司共同损害了辉煌公司的利益。 

二审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律师点评 

本案酿成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夫妻在协议离

婚时，没有考虑到离婚后各自参股的公司之间的

交易的合规性，特别是张淮持 90%股权（另 10%股

东是其姐姐）的临海公司，无偿使用辉煌公司名

下房产 50年，甚至转租牟利，在公司法上的隐患

没有考虑到。不难想象，当初离婚协议签署时，张

淮可能以为，对系争房产，自己控股的公司仍有

几十年的无偿使用权，但没有进一步从公司法上

考虑风险。 

实质上，离婚协议签订时，双方各自持股的股

权归各自所有背后，或许隐含着公司之间权利义

务的保持；但本案从商事交易公平性以及法人财

产独立性考虑的裁判结果，提示我们，在签订离

婚财产约定时，不仅要从男、女两人的角度分析，

还要从公司法的权利义务角度衡量，才能签订一

个既符合婚姻法又符合公司法的离婚协议书 

注释 

[1] 参见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9）京 0116 民初 5182

号民事裁定书。 

[2]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 03 民终 7209

号民事裁定书。 

[3] 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12 民初

37805 号民事判决书。 

[4]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 01 民终

1126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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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公司”损害公司利益纠纷的审判观点与简析（2） 

原创：2022-06-08  家族律评  贾明军 心仪 文婷 

https://mp.weixin.qq.com/s/tDQao6HKP8DjEjo9cvPjOQ 

案例提要 

夫妻公司即使以公司为合同主体签约，后因

履行不能，还会引发债权人提起的股东损害公司

债权人利益之诉，在夫妻公司治理不合规（如资

产混同、账务混乱、吊销不清算、欠缴出资等）情

况下，须承担损害公司利益的侵权责任。案例 1，

法院认为，对夫妻公司仲裁胜诉后，债权人又提

出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之诉，夫妻公司股东

放弃应诉，法院认定“夫妻公司”实为“一人公

司”，在不能举证法人财产独立的情况下，判决

夫妻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生效。案例

2，夫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未到期，是否增资到位，

不能构成债权人进行交易的高度确信和信赖；在

债权人没有举出人格否定证据的情况下，夫妻公

司符合普通公司的法律性质，夫妻股东不连带承

担公司债务。案例 3，由于对公司提起的合同纠纷

胜诉后得不到执行，债权人又另案提起了本案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之诉；法院认为，夫妻公

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公司营业执照被

吊销后又未及时清算，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 

注：本文案例系根据公开裁判文书改编，对

同类案件的裁判并无约束力，相关姓名和名称均

为虚构，仅供学习研讨所用。另需提醒的是，部

分案例引用的法条或司法解释可能已被废止或修

订，读者朋友们需注意最新规定。 

彩虹公司诉王汪、洪红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责任纠纷 

案例要旨：对夫妻公司仲裁胜诉后，债权人

又提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之诉，“夫

妻公司”股东放弃应诉，法院认定“夫妻公司”

实为“一人公司”，在不能举证法人财产独立的

情况下，判决夫妻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并生效。 

（一）基本案情 

晴天公司成立于 2011年 6月，注册资本 100

万元，该公司股东为王汪（男）、洪红（女）夫妇。 

2014年 12月 25日，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作出（2014）沪贸仲裁字第 339号裁决书，

裁决：晴天公司退还彩虹公司利润补偿款 40万元；

本案一半仲裁费 47050元，上述款项合计 423525

元。晴天公司未履行裁决书载明的给付义务，彩

虹公司向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该院经查未发现晴天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2019 年 7 月 25 日，晴天公司因连续两年未履行

年报、未纳税，被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临渭分

局吊销营业执照。 

彩虹公司主张，王汪、洪红滥用公司法人独立

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且晴天公司实质

上为一人公司，王汪、洪红不能证明其财产与公

司财产相互独立，应当对晴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上述二项理由均可认定其二人应当对彩

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法院判决[1]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

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

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

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

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

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有限责

javascript:void(0);


299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

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

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

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

以支持。 

本案中，彩虹公司主张，在晴天公司被吊销营

业执照后，王汪、洪红逾期未对公司债权债务进

行清算，致使该公司责任财产状况始终处于不明

的状态，直接导致了彩虹公司的债权一直无法受

偿。但彩虹公司未提举证据证明王汪、洪红的消

极不作为与“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

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存在因果关系。根据 2015

年 11 月 11 日作出的(2015)渭中执字第 00045 号

执行裁定书，晴天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执

行程序，且此后未因新财产线索而恢复执行程序，

彩虹公司亦未提举证据证明晴天公司存有可供执

行的财产，可见早在 2015年即晴天公司被吊销营

业执照前，该公司已经无财产可供清偿，王汪、

洪红的消极不作为并不是导致无法清偿的原因。

综上，彩虹公司基于此要求王汪、洪红对晴天公

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

予支持。 

关于彩虹公司主张晴天公司是一人公司，王

汪、洪红无法证明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独立，

故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主张，

本院认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

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本

案中，晴天公司虽系王汪、洪红两人出资成立，

但其二人为夫妻，公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

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

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故

晴天公司系实质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诉讼中，

王汪、洪红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

东资金的财产，故其二人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的股东应当对晴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晴

天公司未按照生效裁决书及时清偿对彩虹公司的

债务，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彩

虹公司主张王汪、洪红支付迟延履行利息符合相

关法律规定，但其主张的本金有误，本院对合理

部分予以支持。王汪、洪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

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答辩和对证据进行质证的权

利。 

一审判决：被告王汪、洪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连带支付原告彩虹公司利润补偿款 40

万元、仲裁费 23525 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以 40 万元为本金，自 2015 年 1 月 10 日起

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 

（三）律师点评 

本案中，法院认为，夫妻公司股东没有进行清

算、公司被工商局吊销不是本案债务不能及时清

偿的原因。但是，法院在夫妻两人都没有参加庭

审的情况下，在债权人提起的股东损害债权人利

益之诉中，由于夫妻两人没有向法院提交夫妻公

司财产独立性的证据（比如，公司有账册，与股东

资金来往记载清晰，有第三方的审计报告等），故

而直接缺席认定“夫妻公司”系一人公司，且没

有证据证明一人公司财产独立，故而作出夫妻股

东连带承担债权人清偿义务的判决。 

本案夫妻两人放弃诉权、没有答辩，是一个很

大的败笔。当然，具体案情是否确实存在夫妻公

司账目混乱、资产混同笔者不敢轻易作出结论，

但在没有作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遭此败诉（且

未上诉），甚为可惜。 

另，根据(2022)京 0107 执 47 号披露的信息

来看，本案一审判决生效后，原告申请执行立案，

法院在执行中经调查发现，被执行人王汪名下无

注册公司信息、无不动产、无有价证券、无住房公

积金缴存记录，其互联网银行账户内无余额，其

商业保险账户内余额不足。法院于 2022年 1月 12

日依法冻结被执行人王汪名下银行账户共十个

（冻结期限一年），但余额均不足或已被其他司

法机关冻结。执行法院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委托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轮候查封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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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汪名下机动车一辆（查封期限二年）。被执行人

洪红名下无注册公司信息、无不动产、无车辆、无

有价证券及保险信息、无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

其互联网银行账户内无余额。本院于 2022年 1月

12日依法冻结被执行人洪红名下银行账户共四个

（冻结期限一年），但余额均不足或已被其他司

法机关冻结。现二被执行人名下无其他可供执行

的财产，故本案案款全部未执行到位。法院已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依法对二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

费措施。看完上述执行裁定书，得知两人另有败

诉债务在身，现在一无所有，似乎理解夫妻两人

“躺平”的原因，也不胜唏嘘。 

巴黎公司诉高伟升、殷莹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

利益责任纠纷 

案例要旨：夫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未到期，

是否增资到位，不能构成债权人进行交易的高度

确信和信赖；在债权人没有举出人格否定证据的

情况下，夫妻公司符合普通公司的法律性质，夫

妻股东不连带承担公司债务。 

（一）基本案情 

原告巴黎公司与第三人伦敦公司之间存在买

卖合同关系。顺德法院（2017）粤 0606民初 22196

号民事判决，判决伦敦公司应向巴黎公司清偿货

款 383787元及利息。该民事判决生效后，因伦敦

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原告巴黎公司暂实现债

权未果，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伦敦公司高伟升、殷莹系夫妇。2015

年 3 月 8 日伦敦公司章程显示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1680万元，股东的姓名、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

资时间如下：高伟升，出资方式现金，认缴出资额

1596万元，实缴出资额 590万元，出资时间 2009

年 7月 27日，余额缴付 1006万元，出资时间 2027

年 6 月 3 日缴清；殷莹，出资方式现金，认缴出

资额 84万元，实缴出资额 10万元，出资时间 2007

年 6 月 4 日，余额缴付 74 万元，出资时间 2027

年 6月 3日缴清。 

还查明，依据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 0606

民初 22196 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告向第三

人公司主张的货款 383787 元的交易时间均发生

于 2015年 1月 25日前。 

（二）法院判决[2]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1.关于本案被告高伟

升、殷莹作为第三人公司的股东是否分别应在认

缴期未到期的出资额 1006 万元、74 万元范围内

对原告所主张的债权 424347 元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2.关于原告主张被告高伟升、殷莹作为夫妻

关系的股东是否适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对

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依次评析如下： 

关于焦点 1，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

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

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

务承担责任，股东以其认缴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

责任，但该法第二十八条也规定股东应按期缴纳

其出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三十五条对出资人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规定，系

以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为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股东未缴出资作为清

算财产的条件是公司进入解散阶段。 

具体到本案中，2015年 3月 8日，第三人公

司注册资本由 600万元增加至 1680万元，股东高

伟升以货币形式增资 1006万元，股东殷莹以货币

形式增资 74万元，二人的出资均为认缴制，出资

义务期限为 2027 年 6 月 3 日。因此本案原告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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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第三人股东偿还债务的请求权基础，既不符

合代位权制度中债权到期的要求，又缺乏侵权制

度中主观过错等相关要件，现第三人公司又未进

入破产或清算程序，原告要求第三人公司股东高

伟升、殷莹提前履行其出资义务尚未具备相应条

件。同时，本院注意到，原告在顺德区法院主张的

货款均发生在第三人公司股东于 2015年 3月 8日

认缴增资之前。因此，该笔债权发生时，第三人股

东的这一增资行为对原告判断交易与否并不形成

高度确信和信赖。故原告要求第三人股东承担公

司债务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 2，本院认为，依照婚姻法的规定，

男女双方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原告提供

的户籍证明并不足以证明高伟升与殷莹系夫妻关

系。退一步讲，即使第三人公司的两个股东确系

夫妻关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

七条明文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

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

任公司，第三人公司的股东为高伟升和殷莹二人，

不符合一人公司的构成要件。另外，对于第三人

公司是否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问题，由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以前，不允许

设立一人公司，在原来的司法实践中，对以未分

割的夫妻共同财产设立的夫妻公司，常被因夫妻

以共同共有财产出资不构成复数的股东，不符合

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必须在二人以上的规定为由，

对其法人资格予以否认。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修订后允许设立一人公司，夫妻财产的共

同共有与公司财产的独立性系不同法律制度的内

容，夫妻双方将财产投入到公司后即受到公司法

的约束，公司财产的独立性并不因股东的夫妻身

份而受到影响，除非夫妻公司存在夫妻共同财产

与公司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形。本案中，原告并未

能举证证明。因此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

持。遂判决驳回原告广东巴黎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律师点评 

本案中，巴黎公司和伦敦公司做生意，股东住

所地是江苏泰兴。虽然合同纠纷打赢了，但公司

执行不到钱。无奈，债权人又提起了本案股东损

害债权人利益之诉。本案债权人在起诉之前，两

个法律点准备不足：1.“夫妻公司”是否可以被

认定为“一人公司”，对泰兴本地审判司法实践

的研究准备不足；2.夫妻公司人格否定即公司资

产与股东资产是否混同，证据准备不足。从本案

判决书披露的信息来看，债权人对上诉诉请基本

没有证据，只是通过法理论述，最终法院没有支

持，也是可以理解的。 

路建华诉金晋、邱琪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

任纠纷 

案例要旨：由于对公司提起的合同纠纷胜诉

后得不到执行，债权人又另案提起了本案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之诉；法院认为，夫妻公司股

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

后又未及时清算，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基本案情 

羽毛公司是夫妻公司，由金晋与邱琪夫妻持

股。2018年 6月 22日，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依法吊销羽毛公司营业执照，但羽毛公司的

清算义务人至今未对羽毛公司进行清算，亦未办

理注销登记。 

2018 年 9 月 20 日，路建华持羽毛公司出具

的对账单等以金晋、羽毛公司欠付其加工费为由，

向本院提起诉讼，且诉后，因羽毛公司未予履行，

路建华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因该案的执行标的

均未能执行到位，暂未发现被执行人羽毛公司有

可供执行的财产，该案已符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的条件，本院于该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故

路建华又提起本案。另查明，2016 年至 2018 年

间，羽毛公司还涉及其他多起诉讼。 

（二）一审判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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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中，

羽毛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金晋、邱琪作为羽毛公司的股东，应于公司解散

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但金晋、邱琪至今仍未对羽毛公司进行清算，属

于怠于履行股东清算义务。其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

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

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

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

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

持”。本案中，从羽毛公司涉及诉讼以及羽毛公

司为邱琪出具《离职证明》、向路建华出具对账单

等可见羽毛公司在 2014年之后仍有经营行为，金

晋、邱琪关于羽毛公司已于 2014 年前事实上解体

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金晋、邱琪在第一次庭审

时陈述可提供羽毛公司账册等用于清算的资料，

但经本院给予合理期限后仍未提供，理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有理由相信由于金晋、

邱琪的怠于履行义务行为，导致羽毛公司账册等

灭失而无法进行清算，故路建华要求金晋、邱琪

对羽毛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

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对一审不服上诉后，

未按时缴上诉费，二审按撤诉处理。 

（三）律师点评 

注意，本案法院不是基于“夫妻公司”是

“一人公司”让夫妻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而是

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 18 条的规定，基于

“有限公司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无法清

算，债权人主张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法院予以认

可。此案告诫企业经营者，公司不经营要及时注

销；如果公司被吊销后，要及时申请清算注销，并

且保存账册，进行债权债务的公告清理。不然，可

能会因怠于履行义务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注释 

[1] 参见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21）京 0107 民初

1454 号民事判决书。 

[2] 参见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19）苏 1283 民初 2923

号民事判决书。 

[3]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 0110 民

初 6245 号民事判决书。 

“夫妻公司”损害公司利益纠纷的审判观点与简析（3） 

原创：2022-06-09  家族律评  贾明军 心仪 文婷 

https://mp.weixin.qq.com/s/T4zeEpAK88BTc8wflBclXA 

案例提要 

夫妻公司即使以公司为合同主体签约，后因

履行不能，还会引发债权人提起的股东损害公司

债权人利益之诉，在夫妻公司治理不合规（如资

产混同、账务混乱、吊销不清算、欠缴出资等）情

况下，须承担损害公司利益的侵权责任。案例 1，

著名的真功夫系列案中，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

所依据的股东会决议被生效判决撤销后，再以该

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材料起诉，难

以认定为出自公司真实的意愿，故起诉被法院驳

回；本案纠纷表面看来原告是公司，实质仍为股

东内部纠纷，不符合公司外部侵权纠纷的本质特

征。案例 2，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离婚协

议对夫妻公司的财产归属进行了约定，且案涉夫

妻不能举证公司财产独立性，法院判决离婚后不

再享有股权的丈夫与前妻以及无偿取得公司股权

及公司财产的女儿一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案例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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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东高院认为，夫妻将自己参股的 A公司的钱

款，指令财务人员无偿划至夫妻全部持股的 B 公

司（夫妻公司），侵害了 A 公司的利益，基于高

管禁止义务与侵权责任，需连带承担返还钱款责

任。 

注：本文案例系根据公开裁判文书改编，对

同类案件的裁判并无约束力，部分姓名和名称均

为虚构，仅供学习研讨所用。另需提醒的是，部

分案例引用的法条或司法解释可能已被废止或修

订，读者朋友们需注意最新规定。 

真功夫公司诉蔡达标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案例要旨：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所依据的

股东会决议被生效判决撤销后，再以该法定代表

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材料起诉，难以认定为

出自公司真实的意愿，故起诉被法院驳回；本案

纠纷表面看来原告是公司，实质仍为股东内部纠

纷，不符合公司外部侵权纠纷的本质特征。 

（一）基本案情 

2011年 3月 17日，蔡达标出具委托书，委派

蔡春红担任真功夫公司董事和董事长职务。2013

年 12月 9日，真功夫公司董事会作出《2013年度

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决议》，内容为通过以下议案：1.就外方股东名称

变更而修订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2.就章程第 4.2

条进行修改的议案；3.就章程第 4.6 条进行修改

的议案；4.就章程第 4.7 条进行修改的议案；5.

就章程第 4.12条进行修改的议案；6.选举潘宇海

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2013 年 12 月 31 日，

广东省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申请将真功夫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蔡达标变更为潘宇海。2016

年 7月 20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就蔡达标提

起的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作出（2014）穗天法

民二初字第 1246号民事判决，判决真功夫公司董

事会于 2013年 12月 9日作出的《2013年度真功

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撤销。广州中院于

2018年 6月 29日作出（2017）粤 01民终 9139号

民事判决，维持了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的上述

判决。该判决已生效。 

真功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蔡

达标赔偿因其不当履行公司职务造成真功夫公司

损失暂计 782,527,223.67 元；二、判令蔡达标、

蔡春红、王志斌共同赔偿真功夫公司为王志斌缴

纳的社保费及王志斌侵占真功夫公司车辆损失

1,617,421元；三、判令蔡达标向真功夫公司委派

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构成侵权并责令其停

止侵权行为；四、判令蔡春红立即停止使用“真

功夫董事长”的名义，并在蔡春红的新浪微博上

及中国青年报、新浪财经、人民网网站主页显著

位置刊登声明，消除影响；五、判令蔡春红就蔡达

标赔偿公司贬值承担连带责任，王志斌作为蔡春

红的配偶，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赔偿责任。 

（二）一审裁定[1] 

一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真功夫公司

董事会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作出的关于选举潘宇

海为公司董事长和修改公司章程等议题的董事会

决议已经被撤销。而真功夫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潘宇海正是根据该份决议在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准变更为法定代表人。虽然真功夫公司原法

定代表人蔡达标因刑事犯罪被羁押而无法行使董

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责，但其并未授权潘宇海作

为公司代表。在上述关于任命潘宇海为真功夫公

司董事长的董事会决议被撤销之后，潘宇海作为

真功夫公司法定代表人就缺乏合法依据，潘宇海

不能代表真功夫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同时，真功

夫公司的起诉状虽加盖了该公司公章，但公司公

章的使用是认定公司意思的最基础的初步证据，

如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公章加盖者无权加盖公章

或者公章加盖者不能体现公司的真实意思，由此

可以切断公章与公司真实意思的关联，公司公章

不能产生代表公司的法律效力，不足以反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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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本案中，考虑到潘宇

海和蔡达标作为真功夫公司的两个大股东之间的

矛盾由来已久，蔡达标被羁押至今真功夫公司实

为潘宇海控制，包括公司公章亦为潘宇海掌管，

故在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潘宇海并非真功夫公司合

法的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仅根据起诉状加盖真

功夫公司公章的事实，不能认定本案诉讼为真功

夫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潘宇海作为真功

夫公司法定代表人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条

件。裁定驳回潘宇海作为真功夫公司法定代表人

提起的起诉。 

（三）最高院二审裁定[2] 

本院认为，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二

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潘宇海能否作为真功夫公司

法定代表人提起本案诉讼。 

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人

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

责人进行诉讼。”由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或董事

会依据公司章程通过决议授权的人，也有权代表

公司进行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十三条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

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

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

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确定是公司通过章程表

达全体股东共同意志的结果。民事诉讼法解释第

五十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以依法登记的为

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并不意味着公

司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登记机关赋予的。公司法定

代表人登记只是行政机关对公司全体股东的法定

代表人意思表示的确认。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登

记具有对外公示效力，但不具有确定公司在法定

代表人问题上真实意思表示的效力。因此，在对

内效力方面，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以章程体现出

来的股东意志表示为准。 

本案中，虽然工商登记资料中载明真功夫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仍是潘宇海，但其被推选为董事

长的真功夫公司董事会决议已被生效民事判决撤

销。因此一审判决不认可潘宇海为真功夫公司法

定代表人，认定事实有证据支持。潘宇海关于一

审裁定认定其并非真功夫公司合法的法定代表人

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起诉状除潘宇海签字外，还加盖了真功

夫公司公章。但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蔡达标被

羁押至今，真功夫公司实为潘宇海控制，公司公

章亦为潘宇海掌管。迟至二审期间，真功夫公司

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又召开新的董事会，并形

成提起本案诉讼或明确授权潘宇海提起本案诉讼

的决议。故仅根据起诉状加盖真功夫公司公章的

事实，不足以认定本案诉讼为真功夫公司的真实

意思表示。 

关于本案是否属于公司外部侵权纠纷的问题。

在本案中，真功夫公司不仅对股东蔡达标提起诉

讼，还对蔡春红、王志斌等股东之外的人员提起

诉讼。尽管蔡春红和王志斌不是真功夫公司股东，

但蔡春红和王志斌夫妻均为蔡达标的亲属。从真

功夫公司的创立、发展及股权构成看，其具有鲜

明的家族企业特征。本案的实质仍是公司股东之

间的纠纷，且不符合表见代表的适用情形。故本

案纠纷不符合公司外部侵权纠纷的本质特征。 

（四）律师点评 

本案有以下三点需要注意： 

第一，即使工商登记仍记载潘宇海为法定代

表人，但登记依据即公司决议已被法院生效判决

撤销，即使该自然人仍被工商登记为法定代表人，

但其在对内效力上已不具备法定代表人身份，无

权代表公司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之诉。 

第二，即使起诉状有公司加盖公章，但广东高

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公章的使用是认定公司

意思的最基础的初步证据，如有实质性的证据证

明公章加盖者无权加盖公章或者公章加盖者不能

体现公司的真实意思，由此可以切断公章与公司

真实意思的关联，公司公章不能产生代表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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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效力，不足以反映公司起诉时的真实意思表

示”；对此问题，最高院阐述为“蔡达标被羁押

至今，真功夫公司实为潘宇海控制，公司公章亦

为潘宇海掌管。迟至二审期间，真功夫公司也没

有证据证明该公司又召开新的董事会，并形成提

起本案诉讼或明确授权潘宇海提起本案诉讼的决

议。故仅根据起诉状加盖真功夫公司公章的事实，

不足以认定本案诉讼为真功夫公司的真实意思表

示。”因此，两审法院对加盖公章并不一定能代

表公司真正意思表示的结论是一致的。 

第三，有时候家族内部股东之间的矛盾，对外

显示的却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矛盾。正如此案，

表现的是公司向股东进行损害公司利益的追索，

但本质仍为“公司股东之间的纠纷，且不符合表

见代表的适用情形”。因此，我们去分析一个股

东损害公司利益之诉，同时也要注意公司发展沿

革、股东之间关系以及有没有涉案的其他诉讼等，

通过外在表现，分析实质问题所在。 

金主诉王海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案例要旨：离婚协议对夫妻公司的财产归属

进行了约定，且案涉夫妻不能举证公司财产独立

性，法院判决离婚后不再享有股权的丈夫与前妻

以及无偿取得公司股权及公司财产的女儿一并承

担连带还款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18年 7月 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就金主与金房子公司、王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

出（2017）京 0105民初 47944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金房子公司向金主偿还借款 200500 元及利息，

判决生效后，金主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但经调

查，未发现金房子公司有足额可供执行财产，裁

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金房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3 月 13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 100万元，

股东为王海和郑丽蓉夫妇，二人各自出资 50万元，

为夫妻公司，王海担任经理和执行董事。1999年，

金房子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523 万元，王海出

资 398万元，郑丽蓉出资 125万元。2010年 9月

19 日，王海将其持有的金房子公司 398万元的出

资转让给王小小，同时，任命王小小为经理和执

行董事。2014年 8月 25日，经理和执行董事变更

为郑丽蓉。 

诉讼中，王海和王小小共同确认王海于 2010

年 9月 19日转让给王小小的金房子公司 398万元

的出资没有转让对价，系基于父女关系的赠与行

为。 

王海与郑丽蓉于 1987年 6月 26日登记结婚。

2014年 12月 22日登记离婚。在王海与郑丽蓉的

离婚登记档案中，有一份形成于 2014年 12月 22

日的《离婚协议书》，双方就家庭财产分割事项达

成如下协议：1．...4．金房子公司的全部珠宝首

饰等归郑丽蓉与女儿王小小共有；5．金房子公司

由郑丽蓉与王小小共同继续经营，王海从该公司

退出，不再参与经营也无任何权益和义务...7．双

方之间已对家庭已知共同财产全部分割清楚、完

毕，已不存在任何争议。 

（二）法院判决[3]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

议焦点为金房子公司是否属于实质上的一人有限

责任公司，郑丽蓉、王海和王小小是否应当对金

房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对此分析如

下：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七条

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

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

责任公司。”金房子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王海和

郑丽蓉，彼时二人系夫妻关系，二人在设立和增

资金房子公司时没有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夫妻财

产分割协议证明股权出资来源于个人财产，同时，

二人在本案诉讼中亦未补充提交，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可以认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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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设立和增资金房子公司时的出资均来自于夫

妻共同财产。由于金房子公司注册资本来源于同

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

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因

此，可以认定金房子公司系实质的一人有限责任

公司。 

其次，从财产混同的角度分析，一人有限责任

公司存在机构简单、灵活便利的特点，但也伴随

着缺乏内部监督的风险，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每

年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审计，同时第六十三条

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对公司财产是否

独立于股东承担举证责任。在金房子公司的全部

股权被同一财产权所控制的情况下，难以避免公

司财产与家庭财产发生混同。在此情况下，有必

要参照前述法律规定，将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的

举证责任分配给王海和郑丽蓉。王海和郑丽蓉既

未提交金房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也未提交其

他证据证明金房子公司财产与其二人夫妻共同财

产相互独立，反而在 2014年 12月 22日的《离婚

协议书》中记载的王海和郑丽蓉将金房子公司财

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配的情况证实了金房

子公司财产并没有独立于其二人夫妻共同财产。 

综上，金主以财产混同为由，要求王海和郑丽

蓉对金房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

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最后，关于王小小的责

任问题。本院认为，金房子公司已被认定为实质

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且王小小系王海和郑丽蓉

的女儿，其股权来源于王海，故其也应当承担与

王海、郑丽蓉相同的举证责任。同时，王海和郑丽

蓉在 2014年 12月 22日的《离婚协议书》中将金

房子公司的财产分配给王小小，也反映了王小小

侵占金房子公司财产、发生财产混同的事实。因

此，王小小也应当对金房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三）律师点评 

本案中，丈夫根据离婚协议不再享有股东身

份仍要承担连带债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

法院认为离婚协议中，夫妻两人直接处分了公司

财产，使得公司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第二，认为

“夫妻公司”实质为“一人公司”，在公司外债

承担方面，股东有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的责任，

否则，按“一人公司”法人否认，股东与公司承

担连带责任。 

本案也给出警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财产归

属时，要分清财产性质；比如本案，将公司珠宝约

定给女方及女儿，侵害了公司财产的独立性，从

根本上反映出夫妻认为公司财产即为夫妻财产的

错误认识，是值得参考借鉴的。 

音斯公司诉李军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案例要旨：夫妻将自己参股的 A公司的钱款，

指令财务人员无偿划至夫妻全部持股的 B 公司

（夫妻公司），侵害了 A 公司的利益，作为公司

高管，须连带承担返还责任。 

（一）一审判决[4] 

李军、由丽芳是夫妻关系，两人共同持股的新

朝公司为控股 100%的夫妻公司。同时，两人还是

天声公司的股东，天声公司还有一名股东为音斯

公司。 

一审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李军、由

丽芳是否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的问题。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是指其自身利益与公司利

益发生冲突时，应当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地位牺牲公司利益为自己或

第三人牟利。本案中，天声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

证明李军、由丽芳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公司法对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所作的禁止性规定，李军、由丽

芳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形下，将天声公司的大额

资金支付至其二人控股的新朝公司，该行为损害

了天声公司利益的同时为案外人新朝公司谋取了



307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利益。因此，天声公司要求李军、由丽芳返还款项

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二）终审判决[5]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关于李

军、由丽芳夫妻是否应向天声公司返还款项问题。

本案中，胶南市国土资源局与天声公司签订了《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天声公司办理了土

地使用权证书，天声公司是案涉土地的权利人。

李军、由丽芳通过新朝公司向青岛临港产业加工

区管理委员会缴纳涉案汽车铸铝项目的土地款合

计人民币 383.7844万元，李军、由丽芳指使天声

公司的会计程老师自 2007 年至 2008 年，分 9 次

从天声公司账户以偿还代垫土地款的名义支付新

朝公司共计人民币 931.5303万元。天声公司向李

军、由丽芳持全部股份的新朝公司（夫妻公司）多

划付了人民币 547.7459万元，新朝公司获得该款

没有合同等事实依据，侵害了天声公司的合法财

产。音斯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了李军、由丽芳的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八条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作的禁止性规定，

李军、由丽芳将天声公司的大额资金支付至自己

100%持股的新朝公司，为新朝公司谋取了利益的

同时，损害了天声公司的利益。因此，音斯公司作

为天声公司的另一股东，要求李军、由丽芳向天

声公司返还多划付的款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判决对李军、由丽芳应返还天声公司的财产，

认定事实清楚。李军、由丽芳的该上诉理由，没有

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三）律师点评 

公司法第 147 与 149 条，是关于公司高管履

职不得侵害公司利益、否则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

其中，第 147 条是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义务

和禁止行为的规定；第 148 条是董事、高管人员

的禁止行为的规定；第 149条是关于董事、监事、

高管人员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依据前述条文，

法院认定夫妻两人将自己参股的天声公司的钱款，

无偿指令财务汇付至两人完全持股的夫妻公司账

下的行为，是侵害天声公司利益的行为，需要承

担高管侵权的责任，由此，判令两人返还钱款。 

注释 

[1]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初 50 号之三

民事裁定书。 

[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 2 号民事裁定

书。 

[3]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 0105 民初

59311 号民事判决书。 

[4] 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 02 民初

420 号民事判决书。 

[5]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 3155 号民

事判决书。 

夫妻公司法人资格是否被滥用审判观点及分析（成立篇 1） 

原创：2022-06-10  家族律评  贾明军 心仪 文婷 

https://mp.weixin.qq.com/s/CY9Fj-mmCLWthwiIwsQaXA 

案例提要 

案例 1，虽然是依法注册的两人公司，但终审

法院认为，涉案交易没有用公司账户付款，且无

审计报告及公司账户流水清单、公司已停业，故

认定夫妻公司资产不独立，夫妻股东承担连带偿

债责任。案例 2，虽然公司股东为夫妻二人，但股

权来源于同一个所有权，且二人共同支配，股权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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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一致，故不能证明法人财产独立，夫妻二人

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例 3，法院认为由

于公司账册未如实完整记载交易流水，股东财产

与公司财产之间无法区分，双方利益不清，故使

得股东需要承担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 

注：本文案例系根据公开裁判文书改编，对同

类案件的裁判并无约束力，相关姓名和名称均为

虚构，仅供学习研讨所用。另需提醒的是，部分案

例引用的法条或司法解释可能已被废止或修订，

读者朋友们需注意最新规定。 

王牡丹诉杨芍药、李玉兰及百花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 

案例要旨：“夫妻公司”未用公司账户交易、

无公司审计报告及公司账户交易流水、且公司已

停业，不能证明公司资产独立，法院确定夫妻滥

用法人地位，对系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基本案情 

七彩印厂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王牡丹称其

以七彩印厂的名义与百花公司进行买卖交易。杨

芍药、李玉兰是百花公司的股东，杨芍药是百花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牡丹称其自 2015年起向百

花公司提供纸袋类产品。王牡丹通过微信与杨芍

药、百花公司的财务沟通对账。 

百花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百花公司的工商

登记资料、财务报销制度及流程、2019年资产负

债表及利润表，2020年 2月工资表，拟证实百花

公司与杨芍药、李玉兰不存在财产混同，杨芍药、

李玉兰无需对百花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

外，百花公司自行制作的《饰度辅料》载明其仍欠

付货款 80510元。 

王牡丹主张杨芍药、李玉兰为夫妻关系，杨芍

药、李玉兰的代理人则称不清楚杨芍药、李玉兰

双方之间的关系。百花公司确认欠付七彩印厂货

款，但其认为七彩印厂是独立的民事主体，王牡

丹不是本案适格主体。 

（二）一审观点[1]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本案争议的法律事实即

买卖合同发生于 2019年 7月 12日至 2019年 8月

11 日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

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

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

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第二条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

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

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

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

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除外”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

解释，即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

及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

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一审

法院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

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

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当事人行使权利、履

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关于王牡丹是否为本案适格的权利主体。七

彩印厂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其不属于自然人、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

行为能力，不能作为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法律活动、

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而王牡丹以七彩印厂的名义

与百花公司进行交易，虽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

同，但百花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均是与王牡丹本人

联系及向王牡丹本人付款，其应当知晓王牡丹为

实际的民事权利主体，故王牡丹有权向百花公司

主张权利并提起本案诉讼。 

本案中，王牡丹与百花公司均对于买卖合同

及欠付货款的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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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公司应向王牡丹支付欠付货款 80510 元。双

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亦未约定付款期限及逾

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现王牡丹主张百花公司自其

起诉之日即 2021 年 1 月 14 日起，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发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向其支付逾期利息，

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亦应予以支持。 

关于杨芍药、李玉兰是否应对百花公司的涉

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百花公司是依

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财产和人格。

杨芍药、李玉兰为公司的股东，王牡丹主张杨芍

药、李玉兰为夫妻关系，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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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芍药、李玉兰个

人转账并不能代表其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王牡

丹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杨芍药、李玉兰滥用公

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王

牡丹主张杨芍药、李玉兰对百花公司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故一审法院不予

支持。 

（三）二审观点[2] 

本院认为，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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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十三

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

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

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李玉兰与杨芍药是否应

对涉案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就本案争议的焦

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涉案货款发生期间，杨芍药和李玉兰是百花

公司各占 50%股权的股东，两人为夫妻关系并均参

与公司经营，其中杨芍药为百花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由此可见，杨芍药和李玉兰对百花公司拥有

绝对的控制权。同时，百花公司在支付涉案货款

时并未使用公司账号，而是使用杨芍药或其他指

定员工的私人账号付款，虽然百花公司提供的财

务报销制度及流程、2019年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

等作为证据，但并未提供其公账的银行流水及公

司财务专项审计报告等，未能全面反映买卖关系

期间的百花公司财务状况，不足以证明股东财产

与公司财产之间相互独立。现百花公司已经停业，

在杨芍药和李玉兰作为股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百

花公司与公司股东的财产相互独立的情况下，现

百花公司丧失清偿能力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债权

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

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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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芍药和

李玉兰应对百花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律师点评 

本案中，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判决观点截然

不同。一审认定公司为法人资格，应独立承担责

任。二审综合以下几点，认定“夫妻公司”股东

应承担连带责任：1.“夫妻股东”对公司有绝对

控制权，即公司只有夫妻两人，且女方为公司法

定代表人；2.合同交易过程中，未使用公司账户，

而是使用股东个人账户或股东指定自然人账户；

3.庭审过程中，没有提交公司账户流水以及公司

财务专项审计报告，不能证明股东与公司财产分

立；4.公司已停业，丧失清偿能力，且股东没有证

据证明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以上四点，

逻辑关系清晰，法律依据充分，法院最后根据公

司法第 20条“滥用公司法人地位、严重损害债权

人利益”，判令夫妻股东两人连带承担责任。 

万元公司诉高鹏、任国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案例要旨：没有财产约定协议的夫妻开办公

司，推定为实质意义的“一人公司”，若不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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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公司与自然人股东财产相互独立，则股东夫妻

两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基本案情 

万元公司原审诉讼请求：高鹏、任国超对

（2019）粤 19 民终 3260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

金宝公司、大鹏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二）一审观点[3]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要求二被告对第三

人金宝公司拖欠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应属于财产损失赔偿责任纠纷。原告主张二被告

是第三人大鹏公司的实际支配人，应视为实际控

制股东，对第三人大鹏公司拖欠原告的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应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

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二被告应否对第三人金

宝公司、大鹏公司拖欠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二被告应否对第三人金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第三人金宝公司成立于二被告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二被告也未举证证明双方存

在财产分割协议或者财产归各自单独所有的约定，

应视为第三人金宝公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统

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

股权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据此应

当认定第三人金宝公司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

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一人公司的股东对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

司财产负有举证义务，而二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

财产独立于第三人金宝公司的财产，因此原告要

求二被告对第三人金宝公司拖欠原告的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

支持。 

（三）二审观点[4] 

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二审

法院应当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

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任国超、高

鹏（两人关系为夫妻）应否对金宝公司所负案涉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金宝公司原为任国超所有的一人公司，任国

超将 20%股权转让给高鹏，而两人为夫妻关系，任

国超、高鹏不能举证证明夫妻财产相互独立，夫

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并且两人共同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审认定

金宝公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

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股权具有利益

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金宝公司实质上为一

人公司，任国超、高鹏应对金宝公司案涉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任国

超、高鹏所承担的为连带清偿责任，责任承担不

存在先后顺序，因此任国超、高鹏的承担责任并

不以大鹏公司、金宝公司的相关执行是否终结为

前提。原审判决所依据的（2019）粤 19民终 3260

号民事判决已生效，万元公司在该案中并未以一

人公司股东的连带清偿责任为由起诉，本案不构

成重复起诉。 

关于大鹏公司、金宝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问

题。原审判决并未认定任国超、高鹏作为大鹏公

司实际控制人对大鹏公司的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大鹏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与任国超、高鹏无关。

万元公司申请金宝公司破产清算，其后又撤回破

产清算申请，故金宝公司破产程序对任国超、高

鹏的责任亦无影响。综上所述，任国超、高鹏的上

诉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 

（四）律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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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法院定性，本案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

人利益纠纷”，法院判决夫妻对公司债务承担责

任的逻辑关系为：1.从公司发展历史看，公司原

为丈夫名下一人公司，后转 20%到妻子名下，成为

夫妻公司；2.从经营管理来看，夫妻双方都参与

公司经营；3.从股东财产来源看，股权实质来源

同一财产权，为同一个所有权共同支配，股权具

有利益一致和实质单一性；4.从公司性质看，实

质为一人公司，不能证明法人财产独立，则承担

连带责任。逻辑关系和案例 1基本一致。 

叶茂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案例要旨：夫妻公司财产独立性审查应比普

通公司更严格，股东从公司收款大于向公司付款，

且股东与公司资金往来未如实记账，也没有第三

方进行财务审计，推定股东滥用法人资格，股东

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基本案情 

木槿申请再审称，木槿提供了 2015年 4月至

2018年 1月的财务账册，对于每笔资金具体原因、

性质均有记载，足以证明叶茂公司如实记账，木

槿二审期间提交的现金日记账和银行明细账虽系

叶茂公司制作，但与会计凭证相互佐证。叶茂公

司属于小微企业，股东借款、代付货款、代收货款

均属正常现象。叶茂公司与股东的交易并不频繁，

占比不到 2%，并且有基础凭证对应。一、二审判

决以叶茂公司银行账户反映的股东支取款项超过

股东向叶茂公司支付的款项为由认定股东与叶茂

公司之间存在不正常的资金往来是错误的。木槿

与庄元虽原系夫妻关系，但即便有特殊身份关系

也不表示与所设立的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本案中，

除了股东与叶茂公司之间有部分资金往来外，在

业务对外经营及内部管理上均不存在人格混同的

情形。另外，一审法院审判人员审理本案时极有

可能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

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发回重审或改判。 

（二）再审审查裁定[5] 

本院经审查认为，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

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

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

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本案中，

叶茂公司系木槿与庄元设立的股东仅为二人的夫

妻公司，基于二人特殊的身份关系，对于公司人

格独立的判断相较于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应更为严

格。从一审法院调取的叶茂公司银行基本户交易

明细来看，该账户与庄元、木槿个人账户资金往

来频繁，庄元、木槿从叶茂公司支取的款项金额

远超其向叶茂公司支付的款项，但木槿提供的叶

茂公司的会计凭证并未如实记载上述款项交易，

木槿主张叶茂公司属于小微企业，股东借款、代

付货款、代收货款均属正常现象，但木槿并未提

供证明基础法律关系的证据与上述款项交易相印

证，其二审提交的现金日记账和银行明细账仅为

单方记载，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均无法确认，故对

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庄元、木槿在使用叶茂公

司资金时未作完整财务记载，公司财产与股东财

产无法区分，双方利益不清，现叶茂公司财产无

法清偿债务，一、二审判决认定木槿存在滥用公

司独立地位致股东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且实

际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对叶茂公司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木槿

主张一审法院审判人员审理本案时存在贪污受贿、

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仅为其主观猜测，并

无证据证明，本院亦不予采信。裁定如下：驳回木

槿的再审申请。 

（三）律师点评 

江苏高院对于夫妻公司股东承担责任的阐述

更为清晰，主要有：1.从夫妻公司是否滥用法人

资格判断标准来看，“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

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

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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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院此句阐述很到位；2.从夫妻关系的特殊

身份来看，“对于公司人格独立的判断相较于其

他有限责任公司应更为严格”；3.从记账规范角

度来看，虽然小微企业股东借款、代付代收属正

常现象，但公司账册未如实完整记载。 

以上情形导致“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

分，双方利益不清”，现公司债务不能清偿，认定

“存在滥用公司独立地位致股东与公司财产混同

的情形”，从而导致夫妻公司股东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另外，大多败诉不服者，难免会推测审判人员

“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

笔者去年在上海观摩某离婚上诉案件开庭时，当

事人在上诉状中，用了大量篇幅去讲一审审判不

公、律师“搞定”法院，法官徇私。言语措辞激烈，

声音震耳欲聋，以求对二审法官施以心理压力。

笔者认为，或适得其反，二审法官或心理滋生反

感，内心不悦！试想，能在二审法官位子上坐十年

以上，都不是“吓大”的，获取案件公正处理，应

求本探源。当事人应围绕认定事实、法律适用与

程序规则提出上诉，才是正途。 

注释 

[1]参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1）粤 0113 民

初 492 号民事判决书。 

[2]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 01 民终

15245 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20）粤 1973 民初

9634 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 19 民终

1033 号民事判决书。 

[5]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苏民申 7488 号民事

裁定书。 

家族战争|真功夫 vs 地素时尚双案例：离婚股权之争与 IPO 危机

（上） 

原创：2022-06-12  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  高皓，安静等 

https://mp.weixin.qq.com/s/nQF67QoFAaLkhuY0kJB-Gg 

*本文刊发于《家族企业》杂志 2020 年 7 月刊，作者高皓、

安静、孙子谋 

我们之所以用“离婚战争”来概括，因其影

响之深远、过程之激烈、结果之惨痛，难以言表。

风险一旦引爆，危害性甚至毁灭性也会急剧释放，

同时放大的还有人性的贪婪，将家族与企业两大

系统中的所有相关者都裹挟在战争之中。 

家族企业的夫妻相争之殇 

过去一年中，几宗企业创始人离婚案成为社

会关注的焦点，尽显夫妻相争的残酷与悲凉。曾

经的最佳夫妻创业拍档拆伙，当当网李国庆和俞

渝互撕互揭家丑隐私，争公章夺经营权；曾经的

创业夫妻拔刀相向，葵花药业创始人关彦斌被曝

伤妻，锒铛入狱，曾经的“A股最好前妻”张晓兰

依然诉讼不停；离婚已过十年，沃尔核材创始人

周和平的前妻邱丽敏却再次主张平分股权，而周

和平最终辞任董事长…… 

这些悲情企业家夫妻的恩怨情仇有诸多共同

点：他们都曾是联手创业的患难夫妻，将婚姻和

事业深度捆绑，荣辱与共；他们都幸运地成为改

革开放浪潮中的弄潮儿，公司成功上市，家族财

富和企业资产融合成坚实的利益共同体；但如今，

当夫妻感情破裂、分道扬镳之时，离婚后产生的

破坏性冲突却不断升级，上演了一场场惨烈的

“离婚之战”。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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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

还本道。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

喜。”正如《放妻书》中所写的，离婚夫妻即便一

别两宽，但情意犹在。家族企业的创业夫妻共同

打拼事业，更为不易，感情如何与财富兼顾？家

庭如何与企业平衡？家族事业与夫妻情义之间应

该如何抉择？这些难题时刻考验着创业夫妻的智

慧与胸怀。 

在离婚引发的家族财富再分配和再平衡过程

中，我们不但能够更为清晰地理解感情的是非曲

直，还能够深入体察人性的复杂暗幽。企业与家

族的双重属性，打破平衡后暴露出来的风险更是

无孔不入。公司资产与家族财富的混同导致被夫

妻双方视为理所当然的“婚姻资产”面临巨大的

不确定性。对于夫妻各自投入了大量精力、汗水

与泪水取得的事业成功和巨额财富，双方都不愿

轻易放弃。 

我们在“家族战争：夫妻相争之殇系列”这

项专题研究中，将极富代表性的十个家族企业离

婚案例分为五组，每组由两个案例组成。我们在

敲定案例时进行了精心筛选，双案例要么具有相

似情境，要么因离婚后冲突爆发而导致相似或相

反的结局。我们试图通过婚姻经济学、家族冲突

理论及“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等理论进行深

入分析。离婚作为高度情绪化的破坏性事件，夫

妻曾经的向心力极易在其中转化为更强的离心力。

感情行将失控之时，夫妻更要保持理性，深刻认

识到企业才是家族繁荣的源泉，只有竭力维护企

业的良性运转，才能在保护企业和婚姻破裂之间，

找到平衡而公平的解决方案——因为离婚不仅关

乎创始人、股东和高管，也关乎员工、客户及投资

者等多方利益相关者。 

家族关系在离婚中的脆弱性和复杂性 

在我们选取的五组离婚案例中，既有处于漫

长而痛苦离婚拉锯战中的霸王集团和当当网创始

人，真功夫和地素时尚、葵花药业和沃尔核材则

是离婚多年后又引爆新的冲突，成为“离婚后时

代”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风险隐患。我们之所

以用“离婚战争”来概括，因其影响之深远、过

程之激烈、结果之惨痛，难以言表。风险一旦引爆，

危害性甚至毁灭性也会急剧释放，同时放大的还

有人性的贪婪，将家族与企业两大系统中的所有

相关者都裹挟在战争之中。 

当今社会婚姻状态的多变性，带来了更为复

杂的家庭关系。许多家族企业的发展壮大都离不

开夫妻之间的高度依赖和共同目标。创业夫妻曾

经是最佳的创业伙伴，但当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

时，这种事业上的合作关系也随之破裂。婚姻关

系是亲属关系中最亲密，但同时也是最脆弱的关

系。夫妻及姻亲关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尤其是

面对离婚这样的重大事件时，家庭网络和家族关

系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姻亲关系是所有亲属关系

中唯一不是由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关系，是亲属

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随着再婚的发生，新的姻

亲关系再度形成，再婚配偶及继子女进入亲属体

系，家族成员的亲疏关系也会随之而变，进而影

响家族成员的相互亲近、身份认同和彼此忠诚。 

相比于其他共同创业的家族成员而言，夫妻

之间原本是代理成本较低的模式，不同于兄弟姐

妹之间的利益之争，也不同于两代之间的代沟和

观念差距，夫妻有着共同的家庭目标。但是一旦

夫妻关系破裂，其杀伤力也随之升级。夫妻之间

无法避免典型的“工作-家庭”冲突，尤其是在家

族系统和企业系统发生交集时。夫妻时刻身处相

同的工作领域和私人生活之中，紧张和冲突互相

渗透，家庭生活中的张力难以避免，冲突同时贯

穿于工作与生活两种情境之中。夫妻之间经历严

重的关系冲突时，曾经的团结支持、共同目标都

会消失，挫败感和幻灭感则会日益增长。离婚就

是这种冲突和张力的外在体现。 

在离婚过程中，家族企业的利益和权力会进

行再分配和再平衡。在此过程中会引发众多的复

杂问题，包括企业估值、传承意愿、贡献对价、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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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方式、股息支付及其他家庭成员利益等，其中

最大的重点和难点是股权分割，它往往会发展为

耗时且混乱的持久战和拉锯战，对公司业绩产生

严重的负面影响。 

从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看冲突升级 

家族企业面临离婚危机的战火时，不仅会带

来夫妻之间和家族内部的关系冲突，更会上升到

企业层面的组织冲突。而被动卷入其中的家族成

员、企业高管以及股东、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

方，需要判断分析其中的冲突迹象、复杂态势及

未来走向，从冲突中跳脱出来，积极影响冲突的

演进。我们在本组专题中引入“格拉斯尔冲突升

级模型”，运用这个理论模型深度分析离婚引发

的家族冲突如何从最初的紧张态势，升级到双方

相互伤害，再走到同归于尽的三个阶段及九个步

骤（图 1），从而复盘不同的冲突类型及相应事件

的发展路径（Zellweger与高皓，2021）。此模型

基于冲突升级理论，强调对卷入冲突的各方施加

的情境压力，用以洞察冲突产生的内在逻辑。对

于牵扯其中的冲突相关利益方来说，可以作为较

为准确的诊断工具，辨析不同阶段的冲突类型，

进行相应的冲突管理介入，防止冲突升级到失控

的程度。 

 

图 1 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 

第一阶段是“双赢”，最初只是因为一些微

小冲突，使一方认为受到另一方行为或言语伤害，

开始“局面恶化”，展开激烈争辩。但在此阶段

冲突强度较低，双方有意愿和能力进行和解，只

要将重点集中于冲突主题和任务上积极沟通，进

行一定程度的赔偿，或者更加关注形象和联盟，

以相对合理的方案结束冲突，双方就会体面退出，

实现“双赢”。发展至第二阶段“一方获胜”时，

局势就逐渐开始失控，升级为具有威胁性的激烈

冲突，产生较为强烈的对抗性，一方胜出时争端

才能结束。当态势恶化至严重对立的第三阶段

“双输”时，冲突各方的感受和意见都带有强烈

的偏见和情绪，甚至为了彻底击垮对方，焦点只

关注于对方的损失，宁可放弃自己的利益，最终

同归于尽。 

冲突的终级目标可能是直接粉碎对方及摧毁

其重要系统，各方分裂成互相争斗的派系，局势

完全失控。尤其到了第九步“同归于尽”时，彻

底毁掉对方的冲动是如此强烈，甚至连自卫的本

能都被忽视。只要能够摧毁对方，即便是以牺牲

自己、组织、团体为代价，让对方破产、监禁和身

体伤害等，都无所谓了。甚至会认为只有最终全

部毁灭、片甲不留，才能实现公平，从而成为一场

毫无顾忌的毁灭性核战争。没有无辜的受害者，

没有中立的一方。在同归于尽的激战中，唯一的

目标就是击败对方。在“家族战争：夫妻相争之

殇系列”专题的十个案例中，真功夫的案例经历

了全部的三阶段、九步骤，成为最惨痛的家族悲

剧之一。 

家族企业最常见的误区之一是，面对升级的

冲突时，首先想到要进行针对家族治理、企业治

理和财富治理的机制设计。但治理本质上是“治

未病”，未雨绸缪，一旦战火纷飞，再想通过治理

设计来医治为时已晚——治理机制无法在已然冲

突混乱的各方之间建立，甚至原本建基于善意和

良性的方案，也会由于一方的恶意揣测而被误认

是试图排挤或击败对手的阴谋诡计。把握冲突升

级不同阶段的冲突发展特征和类型，进行有效的

冲突管理，是家族在面对重大冲突时亟需强化的

关键能力。 

“离婚”涉及企业家的私人事务及敏感话题，

容易成为坊间八卦热议的谈资。作为研究者的我

们无意针对研究的个案窥探家族隐私、评判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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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直，而是希望通过客观分析婚姻破裂给家族企

业带来的巨大伤害及发展过程，反思如何维护创

之不易的家族企业，给其他家族企业提供有益的

启示。由于内容的敏感性，本专题的研究资料主

要来源于二手信息与数据，我们希望尽可能还原

事实及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我

们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可信性较强的财经媒体报道、

公司年报与公告、招股说明书、股价等，另外由于

此组案例涉及的法律诉讼繁多，我们把法庭判决

文书等一手资料以及当事人自媒体言论等作为旁

证加以参考。 

真功夫 vs 地素时尚双案例：离婚股权之争与 IPO

危机 

2020年 4月，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地素时尚”）发布 2019 年年报：当期实现

营收 23.78亿元，同比增长 13.23%；实现净利润

6.24 亿元，同比增长 8.75%。此前的 1 月 8 日，

股东云锋基金持股从 8.48%减持为 4.49%，套现约

3.63亿元。尽管经历了为期多年的夫妻离婚之争，

地素时尚最终成功 IPO，而且上市公司市值曾一度

破百亿大关，董事长马瑞敏和马艺芯母女以 68亿

财富，跻身“2019年胡润全球富豪榜”第 2311位。 

而另一家族企业中式快餐连锁企业真功夫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功夫”），2019年

底再次陷入诉讼风波，在使用酷似著名武打明星

李小龙的肖像形象长达 15年之后，被李小龙女儿

李香凝和 Bruce Lee Enterprises LLC（李小龙

有限责任公司）状告侵权，并索要 2.1亿元赔偿。

而此时原董事长蔡达标已深陷囹圄整整九年，十

年间与前妻潘敏峰和前小舅子潘宇海的离婚财产

纠纷和企业控制权等连环诉讼案仍未了结，各类

法律风险此起彼伏，IPO仍遥遥无期。 

地素时尚和真功夫都是典型的夫妻式家族企

业，具有相似的案例情境，都经历了“离婚—股

权分割—冲突升级—筹备IPO”的过程。两家企业

均是上世纪 90年代由夫妻白手起家开始创业，双

方姻亲家族成员深度涉入，而关键区别在于拟定

离婚协议之时，对股权分割进行了不同的约定，

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格局。两家

企业中放弃股权的一方又都是在几年之后反悔，

选择在企业筹备 IPO 的关键时刻，为谋取己方利

益的最大化而引发矛盾，导致冲突升级。 

但两家企业的结局却截然相反，从而实现两

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地素时尚案例中，男

方钱维一方势力在离婚后完全退出，但为争夺补

偿利益在离婚七年后首次狙击公司 IPO，最终导致

上市失败，但第二次狙击 IPO 中，女方马瑞敏凭

借系列诉讼成功实现和解，最终成功上市，实现

跨越式发展。在真功夫案例中，姻亲双方股权平

分、势力均等，斗争更加激烈，IPO 计划流产，错

失登陆资本市场的最佳时机，行业地位迅速下降。

男方蔡达标遭受牢狱之灾，潘宇海重新主政，但

却被质疑是不合法的董事长，而外部投资机构亦

被多起官司牵扯其中。 

家族企业各有其建立及发展的复杂过程，随

着家族成员的进入、贡献或退出，进而滋生出错

综复杂的多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公司上市实现财

富的巨额增长后，本已平息的利益之争很可能会

卷土重来。本组案例对家族企业提出警醒：离婚

协议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家族企业的股权分割，

重中之重是制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股权协议等，

避免出现漏洞及由此带来的冲突；如果冲突不可

避免地爆发，则要根据其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进

行主动的冲突管理，尽可能降低对家族及企业的

伤害。在企业筹备上市的关键阶段，更要应对创

始人大股东婚姻变动等不确定性，避免其成为上

市中的风险因素。 

在本组双案例研究中，我们将首先从事实出

发，进行单案例描述，再进行双案例对比分析，通

过“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和时间序列法，呈

现企业的发展阶段、离婚事件和冲突过程，以及

上市过程中的重大事件。这两个案例具有较强的

可比性、代表性和典型性，对由离婚引发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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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控制权之争等家族冲突，可以进行互印证的比

较研究。 

表 1 真功夫和地素时尚对比简表 

 

我们以“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分析此组

案例，可以清晰看出真功夫历经了完整的三阶段、

九步骤，最终走到蔡达标入狱，潘宇海输掉多场

诉讼、企业发展势头受阻的“双输阶段”。地素

时尚则在走到第七步“有限的破坏性打击”后出

现反转，马瑞敏凭借法律诉讼的优势，成为获胜

一方，最终实现公司成功上市。 

表 2 “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分析：真功夫 vs 地素时

尚 

 

真功夫起初为达成融资上市目标以及解决内

部控制权冲突，后来因为离婚财产纠纷和控制权

之争演变成个人仇恨，最终滑向两个家族皆被裹

挟其中的激烈冲突，爆发了惨烈的家族战争。双

方各自阵营都进行了口诛笔伐以妖魔化对方。潘

宇海曾在不同场合进行过非常激烈的情绪宣泄，

斥责蔡达标“极大地扭曲了历史事实，严重损害

了原始股东之间的感情”。而地素时尚案例中对

于离婚财产分割后的反复是由于男方在公司上市

后想获取更多的经济补偿，相比真功夫更易解决。 

真功夫蔡达标 vs 潘敏峰：离婚股权平分的姻亲

冲突战 

作为创业企业，真功夫作为中式快餐行业曾

经的标杆，从草根创业、小作坊式管理成功转型

为现代化大型快餐连锁集团，跻身现象级明星企

业。但作为姻亲联合创办的家族企业，当创业夫

妻的婚姻破裂后，离婚股权分割带来的后遗症，

成为夫妻创业型和姻亲管理型家族企业样本中值

得深思的反面教材。 

人性复杂、恩怨交织，蔡达标曾有资本加持下

的自我膨胀，潘敏峰、潘宇海姐弟亦有难以忍气

吞生的绝地反击。蔡家兄妹多人入狱，潘敏峰、蔡

慧亭母女反目，众多公司高管牵连其中。表面上

潘家姐弟夺回企业控制权，但也背负上道德包袱。

从家族亲情的角度看来，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悲

剧。我们可以从当年各方当事人带有强烈情绪化

的言论，窥见家族战争之激烈、牵扯家族成员之

深广、引发家族创伤之惨痛。 

蔡潘离婚案引发的四大伤害 

2006年的离婚协议是潘敏峰这一生最后悔的

决定，根源来自当年的一念之差。据《中国企业家》

（2012）报道 2006 年 9 月 19 日，潘敏峰与蔡达

标签订的《离婚协议》中约定：“在蔡达标切实履

行约定义务的前提下，公司企业或经营实体的权

利义务归蔡达标。”据多家媒体报道，潘敏峰声

称当时为了得到儿女的抚养权，选择房产和 1200

万现金而尽数放弃企业股权。蔡达标由此获得了

潘敏峰持有的全部 25%股权，并承诺仅是代为管理

股份，未来将留给子女，从而形成了蔡达标、潘宇

海各占 50%的股权结构。 

表 3 真功夫家族战争之四大伤害 

 
这份离婚协议在未来数年中引发了四大伤害

（见表 3）。伤害之一是潘敏峰表示向弟弟潘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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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瞒离婚一事，未曾全盘思考和规划股权结构，

更未曾预想到平分股权可能会带来的致命隐患。

无论上市与否，存在缺陷的股权结构，都是隐藏

于企业内部的毒瘤。自潘敏峰以股权纠纷名义先

后三次起诉蔡达标，状告其重婚并索回股权。2010

年潘敏峰要求分割蔡达标的一半股权，或补偿 4.7

亿元，2011年因蔡达标的股权冻结而撤诉。潘敏

峰之后为配合董事会决议纠纷、股东知情权等官

司，再度于 2017年 7月提出诉讼，要求分割蔡达

标持有的 37.414%股权。 

伤害之二是潘敏峰争取子女抚养权失败，继

而母女反目。潘敏峰曾经对《潇湘晨报》（2012）

媒体怨愤地说：“你以为是钱的事吗？十几年的

夫妻，蔡达标把我一对儿女抢走，这件事对我的

伤害等于杀了我十遍。”关系恶化后一对儿女都

在蔡家生活，不肯回去与母亲同住。当年只有 19

岁的女儿蔡慧亭放弃高考和出国，四处奔走为父

请愿，举着“救救我的父亲蔡达标”的牌子奔走

在法院等地、与奶奶等家人跪在法庭门口等，2011

年到 2016 年间以署名为“@蔡达标之女蔡慧亭”

的微博持续发声，披露众多内幕及照片。“亲生

女儿的不理解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我的心，产生

的伤害比起她爸爸做的那些更让我痛苦。”潘敏

峰痛心疾首。 

伤害之三是蔡达标最终被判入狱 14年，服刑

期间仍锲而不舍地向法院申诉潘宇海任职董事长

不合法，企业控制权争夺战绵延至今。2018 年 7

月判决终于如其所愿，2013年的董事会决议被撤

回，但仍改变不了潘宇海主政真功夫的既定事实。

据《深圳晚报》（2016）报道潘宇海一再表明：“我

的目的就是拿回我大姐应得的东西，我找回自己

应该有的尊严。” 

伤害之四是上市计划失败，当初曾为吸引外

部投资方而刻意隐瞒离婚消息，原打算 2010年上

市，2010年初蔡达标还曾计划筹资 10亿港元，收

购香港主板上市企业福记食品，外界一度以为真

功夫将赴港上市。但惨烈内斗之后真功夫再无缘

资本市场，外部投资者也被牵连进持续多年的多

起诉讼中。业内人士表示此后真功夫也曾试图引

介资本方进入，但皆因股权风险等原因大多不了

了之。 

复盘真功夫创业发展的四阶段 

案发十年之后，我们再次复盘当年的恩怨情

仇，细细梳理当初夫妻与姻亲创业的向心力，到

企业快速发展曾经的高光时刻，再到最后的彻底

决裂反目，不禁感慨万千。我们将真功夫的发展

分为四个阶段，通过发展历程、离婚事件和家族

内斗三条主线的时间序列分析，复盘出其如何互

相影响和制约，尤其关注每个阶段中蔡达标与潘

宇海的股权架构和权力格局变化，以及离婚之后

分裂成势均力敌的两股家族势力，家族向心力演

变成离心力，最终激化成致命伤害力的内在演进

过程。 

表 4 真功夫企业发展四阶段（1994-2000 年） 

 

第一阶段：姻亲创业，股权平分（1994—2003

年） 

真功夫的创业展现了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发

展过程。蔡达标夫妻加入潘宇海最早创建的甜品

屋，蔡氏夫妇与潘宇海始终保持完全对等的股份

比例，而初期的企业控制权则以潘宇海为主。 

《中国企业家》（2012）曾详细复盘早期的创

业史。1990年 6月 18日，潘宇海在交通方便的东

莞 107 国道旁开了一家名为“168 甜品屋”的快

餐店，姐姐潘敏峰帮着收银，而彼时蔡达标在变

电站打工。1991 年 1 月，蔡达标和潘敏峰结婚，

后开了一家小五金店，后因经营不善而放弃。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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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店生意兴隆，顾客时常排起长队。1994年，蔡

达标夫妻二人投入 4 万元合伙，与潘宇海两家各

占 50%股份，并将店升级为“168 蒸品店”。最初

分工是潘宇海主内，作为大厨控制菜品配方和品

质；蔡达标主外，负责迎来送往、招揽顾客，潘敏

峰则负责收银等。蒸品店之后迅速发展，到 1996

年已扩张至三家分店。署名为潘敏峰的博客上发

表的“我与蔡达标及其家人：不得不说的事”

（2014）一文披露，到 1996年时夫妻二人已经有

200 多万元积蓄。 

随着规模的逐渐扩大，蔡潘二人的角色也发

生了转变。1997年研制出“电脑程控蒸汽柜”等

设备，实现了蒸品的标准化和规模化。为了进行

公司化运作和品牌化发展，1997年 3月成立了东

莞市双种子饮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种子公

司”），潘宇海和蔡达标夫妻各持股 50%，潘宇海

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开始进军广

州等大城市，加快扩张进程。标准化和规模化带

来的最大的变化之一是，潘宇海原本作为大厨的

影响力开始下降，企业的控制权结构开始向双头

管理格局转变。 

第二阶段：蔡潘双头管理（2003—2007 年） 

真功夫迎来高峰发展期，对经营策划提出更

高的要求，也给治理架构带来了新的冲击。蔡达

标与潘宇海性格优势互补：蔡达标性格外向、思

路活跃，擅于策划创意与资源整合；潘宇海注重

细节，擅于内部运营管理。据“经济日报出版社、

许丹名誉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粤

07 民终 1035号】”显示，据说 2003年，为了方

便对外联络和推广品牌形象，蔡达标提出自己担

任新设立的公司总裁一职，潘宇峰担任副总裁，

并且 5年换届一次。但潘敏峰在接受《南方周末》

采访时表示，这只是对外公关宣传操作，而蔡家

则否认“五年一轮换”的说法。 

此后多年间，蔡达标对外以董事长身份露面， 

公司也迎来了两个关键的转折点。第一个关键点

是 2004 年知名策划人叶茂中受聘进行品牌策划，

将“双种子”更名为“真功夫”。广州真功夫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12 月成立，蔡潘二人

仍分别持股 50%。“那段时间争议也很多，但兄弟

二人在战略上还能统一，让我翘大拇指。”叶茂

中后来接受《中国企业家》（2012）采访时说。2004

年 6 月第一家“真功夫”餐厅在广州开业，实现

了飞速发展，到 2005年底已突破 100家。 

第二个关键点是 2007 年 10 月，中山市联动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联动”）和

今日资本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日

资本”）两家基金联合向真功夫投资 1.2亿元（两

家各持股 3%，公司估值达到 20亿元），蔡达标和

潘宇海各持股 47%，开始规划 2010年上市。对此

事件的各方报道显示，蔡达标此时已成为公司的

主导者。《第一财经日报》（2009）报道今日资本

徐新对他评价颇高，2006 年首次见面时便认为：

“第一次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个人将来会很有前

途的。我们这一行是看人赚钱的，我当时觉得他

是个好苗子，将来必成大器。”不过早在投资前

的 2006年 9月，蔡达标已与潘敏峰办理离婚，但

潘敏峰为配合外部投资机构尽职调查，上演了一

出恩爱夫妻剧，并成功瞒过了潘宇海、家人与投

资方。 

第三阶段：外部投资进入后冲突升级（2007—

2013年） 

蔡达标与潘宇海在真功夫的创业和管理中一

直是双头模式，在企业的管理涉入都很深，都有

各自的权力范围，这种平衡格局较为稳定。而外

部投资的进入打破了原有的权力格局，蔡达标获

得资本方的支持逐渐占上风。财富效应和欲望膨

胀终于使冲突得以爆发。 

在股权层面，2007年 7月成立的真功夫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功夫”）由蔡达标

和潘宇海各持股 41.74%，双种子公司持有 10.52%，

今日资本和中山联动分别持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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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7 年真功夫股权架构 

据“经济日报出版社、许丹名誉权纠纷二审

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粤 07民终 1035号】”

显示，在董事会层面，真功夫公司章程第 4.2 条

规定，董事会由五个股东各任命一名董事，蔡达

标任董事长，潘宇海任副董事长，其他董事分别

是双种子股东代表潘敏峰及两家投资方代表黄健

伟和徐新，公司监事由潘宇海的妻子窦效嫘担任。

公司章程还规定：“除非各方另有书面协议，否

则董事长由蔡达标任命，副董事长由潘宇海任命。”

据《中国经营报》（2009）报道，自 2008年年底

开始，董事会从此成为双方冲突的主战场，一度

沦为“吵架会”，尤其是两位女性潘敏峰和窦效

嫘的激烈情绪，“总是吵着吵着就把家里的旧账

都翻出来，董事会又变回了过去的家庭会议”。

有高管接受《中国经营报》（2009）采访时表示。

据《网易财经》（2015）报道，潘宇海感觉被排除

在关键决策之外，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几乎

所有需要通过董事会决议的事情，都会被潘宇海

反对”，“公司其实根本就无法运转”。 

2009年发生的两个关键事件使家族冲突继续

升级。据《中国企业家》（2012）报道，第一件是

2009年 3月，蔡达标婚外情曝光，婚外生有九岁

的儿子。潘敏峰认定蔡达标以“为了真功夫、为

了孩子”为名，骗取自己放弃 25%股权。她起诉蔡

达标重婚，并欲索回股权。潘宇海则对《新浪财经》

（2015）表示：“姐姐受到了欺负或不公正待遇，

因此作为弟弟一定要帮她讨个公道。”第二件是

2009 年 8 月，控制权之争上升至剑拔弩张之时，

先是潘敏峰和窦效嫘闯入公司位于广州天河的财

务办公室，抢走公司重要财务资料，场面一度混

乱；随后潘宇海要求重返真功夫办公，并要求以

大股东身份清查财务，遭到拒绝后正式起诉。2010

年 2 月，法院判决真功夫拒绝大股东查账违法，

要求其将相关账务信息交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为了打破公司控制权争夺战的僵局，经过艰

苦谈判，2010年 9月 18日，潘宇海与蔡达标、今

日资本三方签订了《关于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及后续事宜之框架协议》，表示为了

优化真功夫的股权结构，避免股东僵局，通过引

入外部投资机构进行股权重组，最终促成真功夫

上市。据“潘宇海、润海资本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最高法民再

315 号】显示，协议约定蔡达标一方以 7520万元

购买潘宇海持有双种子公司 35.74%股权（对应真

功夫公司 3.76%的股权），今日资本一方以 4.25

亿元购买潘宇海持有真功夫 21.25%股权。待转让

完成后，潘宇海直接持有的真功夫股权将被摊薄

至 20.49%，势均力敌之势将被打破。 

截至 2010 年 11 月 4 日，潘宇海收到今日资

本支付的 380 万美元预付款和蔡达标支付的全部

转让款共计 7520万元，但并没有如期办理股权转

让手续， 仅是辞去了副董事长职务。表面上妥协

退让，暗中却为你死我活的最终较量进行布局。

12月， 潘宇海妻子窦效嫘向广州市公安局举报蔡

达标等人擅自挪用公司资金 5930 万元，用于购买

私人别墅及开办私人公司营利。蔡达标等还被指

控虚构“外卖市场调查研究”项目，将真功夫 500

万元款项转至广州市天河金培商务咨询中心，其

中 460 万元由李跃义套取现金后存入蔡达标的个

人银行账户。蔡达标还以王树坚的名义在银行开

设 21个账户，向个人账户转账 600余万元。 

曾是家族内部心知肚明的财务操作和关联交

易，最终却成为击倒对方的最有力证据。2011年

3 月 17 日，蔡达标因涉嫌挪用资金、职务侵占，

被依法羁押。2013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没收财产 100万元。据《每日经济新闻》（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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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双方曾进行和解谈判，甚至写下“不再追

究蔡达标新罪”的草稿，但蔡家表示潘家姐弟提

出的条件是将蔡达标的股份一分为二，一半转给

潘敏峰，一半出售，但遭到蔡家拒绝。在狱中的蔡

达标更加被动，2013年 12月 9 日，潘宇海主持召

开了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过外方股东名称

变更、修订章程相应条款等议案，并选举潘宇海

为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其中黄健伟和蔡达标由

潘宇海代签名。2013年 12月，真功夫的工商行政

变更完成，董事长为潘宇海。 

第四阶段：“去蔡化”的潘宇海时代（2013—

2020年） 

去蔡化之后的真功夫开始展现更多的潘宇海

色彩。潘宇海也加快自己的战略布局和开店速度，

仅 2013年一年新开的门店就高达 101家。 

表 5 2007 年真功夫董事会构成 

 

2015年 6月 18日，这是潘宇海 1990年创办

“168 甜品屋”的纪念日，据《南方日报》（2015）

报道他首度公开亮相未来战略发布会，提出真功

夫的五大支柱战略：O2O营销、供应链、智能门店

营建、互联网金融和功夫大学。希望能够通过加

深供应链和门店等成本单元调控，进一步巩固真

功夫在中餐标准化方面的先发优势；同时通过自

建 O2O 团队、自建供应链金融、参股快餐其他小

型品牌等方式，扩大真功夫品牌所带来的衍生收

入。 

但此时中国餐饮业，已远非真功夫曾经领军

第一梯队的时代，竞争加剧、高端餐饮下沉、品类

多元化、电商入侵等因素改变了行业格局。快餐

行业的利润持续下降，中式快餐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新挑战。2012年之后，真功夫从总体趋势上已

经不再秉持扩张态势。 

据《创业邦》（2019）报道，自 2015年 6月

达到 607 家直营门店之后，门店增长缓慢，少数

门店还因经营不善而撤店。到 2018 年中，门店数

量下降到 546家。而起步晚于真功夫近 15年的老

乡鸡，2019年开店超过 850家。 

相比其他同类竞争对手，真功夫已显露出落

后态势。几乎与真功夫同期获得风险投资的乡村

基，2007 年获红杉资本和海纳亚洲投资 2000 万

美元，2010年 9月在纽交所上市，成为第一家在

美国上市的中国快餐连锁企业⸺这曾经是潘宇海

和蔡达标的梦想。成立于 2003年的老乡鸡，2018

年获得加华伟业 2 亿元投资，扩张步伐进一步提

速，销售额已经超过真功夫，2019年开店超过 850

家，成为中国快餐行业新的领军企业。 

“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视角下的真功夫之争 

我们以“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来复盘真

功夫的家族之争，从 2007年引入风险投资、重组

真功夫股权架构和董事会，开始显露冲突升级第

一阶段的端倪。蔡达标在外部投资方的支持下，

试图推行看似完美的四大举措，以期解决股权结

构的顽疾。 

 

图 3“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视角下的真功夫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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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赢阶段：2007—2009 年 

在家族企业领域，当联合创始人的价值观、经

营战略和控制权发生冲突时，内部孵化新项目进

行裂变创业、各自发展，或者一方将股权转让给

另一方从而完全退出，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常见模

式。但潘宇海将其解读为蔡达标为了争夺控制权，

而采取的“去潘化”举措，继而进入局面恶化的

第一步。2007年初，蔡达标在风险投资方的支持

下，从肯德基、麦当劳等引进一批空降高管，导致

CFO 洪人刚、CMO张帆、易伟正等早期创业元老先

后离去，而潘宇海认为这些人多是他的旧部，蔡

达标这样做是为了削弱他的势力。这也是冲突初

期时最容易产生的误解之处，当初始的努力没有

结果时，双方都开始怀疑对方是否真心想解决问

题，怀疑其中可能有不可告人的动机（Jordan，

2000）。 

在今日资本徐新等协调下，双方确定了妥协

方案。2007 年底潘宇海负责创办新品牌“哈大

师”，主要经营牛肉面，蔡达标在董事会承诺投

入 5000万元进行支持。这其实是解决冲突新的战

略选择，开辟新的事业平台，同时避免直接争执。

如果潘宇海成功，则可实现双赢局面，既保有股

权，又能体面退出真功夫的经营体系。但事与愿

违，创业不易，据《中国经营报》（2009）报道，

在投入 1600 万未见良好发展之后，2009 年初蔡

达标拒绝履行后续资金投入的承诺，潘宇海欲重

返真功夫。 

回顾这一阶段，从局面恶化开始，双方尽管在

董事会等层面也进行了口头争辩，但最终蔡达标

得到资本方的支持，潘宇海也进行了适当的妥协。

这一阶段中双方都在基于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进行

努力，在合作与竞争之间摇摆不定。如果潘宇海

内部创业得以快速成功，或者尽管初期不顺，但

蔡达标仍能履行注资承诺，则仍有机会实现双赢。

但 2009年 3月蔡达标婚外情事件曝光后，继而爆

发了离婚案纠纷和财务之争，上升至公开事件，

在动态压力之下，事态逐步发展到家丑外扬和公

然对峙的第五步“丢面子”，冲突终于不可避免

地再次升级。 

（二）一方获胜阶段：2009—2011 年 

此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双方都认为自己看到

了对方不道德、疯狂或犯罪的一面，认为对方采

取了不道德的战略等，而对方提出的“建设性”

行动只是幌子。潘氏姐弟通过抢财务资料、法律

诉讼等方式，采取了具有破坏性的第六步中的

“威慑性战略”。而后来媒体曝光的“脱壳计划”

隐匿方案，也侧面反映了蔡达标的“威慑性战

略”。 

2011年 4月，潘宇海公布了据说是从真功夫

总部保险柜取得的于 2009 年 6 月到 2010 年 3 月

期间由咨询公司帮蔡达标起草的《潘宇海方面优

劣势情况分析》、《蔡总方面优劣势情况分析》、

《有关调整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架构及

控制权事项项目操作方案》、《真功夫系脱壳计

划》、《真功夫系正式脱壳运作前的工作安排》五

份秘密文件。第一套方案是建议蔡达标控告潘家

姐弟侵吞公司 1115万元。第二套方案是由蔡达标、

今日资本和中山联动三方按照实际股权比例设立

一家全新公司，将体系内八家子公司以净资产估

值出售给新公司。通过一系列辗转腾挪，将真功

夫的资产、业务和商标等，转让给全新的法人实

体。 

对于这一系列秘密文件，蔡达标一方表示仅

是律师的建议方案，并未实施。关于第一套方案

“建议蔡达标控告潘家姐弟侵吞公司资产 1115

万元”，根据“经济日报出版社、许丹名誉权纠

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粤 07民终 1035

号】）”显示，《深圳晚报》报道，蔡达标最终是

用分红的方式进行化解的，蔡达标的律师表示：

“如果真使用了脱壳计划，进去的就不是蔡达标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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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套方案经法院判决文书及工商变更信息

证明已部分实施，蔡达标 2009 年 2月成立了由其

100%控股的东莞市赢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2009

年 11月收购了中山联动 66.7%的股权，进而控制

了由中山联动持有的真功夫 3%股权，再加上直接

及通过双种子公司间接控股的股权，其持股比例

已达到 50.2%。 

如果此方案得以顺利实施，就意味着蔡达标

能够达到“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中的“一方

获胜”阶段。此阶段的特征是冲突变得越来越复

杂，事态开始失控，双方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开

始只看到自己的需求，将威胁视为阻止对方的必

要震慑。在无法控制的破坏性活动及日益复杂的

动荡之下，即使签订了有约束力的协议，也无法

阻挡破坏性事件的发生，开始进入第七步“有限

的破坏性打击”。 

尤其当几件关键性恶性事件发生之后，潘家

姐弟的最终反击就成为揭发蔡达标，实现“一方

获胜”。此阶段最后一步的典型特征是火力全开，

目标是破坏蔡达标的财政资源、司法地位或控制

能力等。恐惧和压力带来强有力的攻击，引发更

为严重的报复。只有攻击才会使当事人获得强大

和控制的感觉，对后果的评判已经不再是自己的

现实收益，而是出于只有对方承受巨大损失，自

己的内心才能平复的态度。 

蔡达标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以为刚性的公司

治理和退出机制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

试图通过法律方式来解决情感和权力问题，并非

最佳的解决方案。重组董事会或更改股东协议，

都是“用权力的方法解决情感的问题”。这种基

于权力的冲突管理方法会抑制对公司治理、战略

目标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如果仅凭法律、合同或

社会规范等强行结束冲突，另一方就会感觉自身

权利遭受到强烈的侵犯，必须进行回击。 

（三） 同归于尽的双输阶段：2011—2020 年 

当冲突升级到“双输阶段”的同归于尽时，

双方已经变得势不两立，宁可一损俱损。即使双

方事前制定了冲突应对战略，预先设计了退出管

理和股权转让等方法，也无法避免冲突。为了夺

回真功夫的控制权，潘宇海与潘敏峰采取了你死

我活、破釜沉舟的决绝方式，不惜牵扯其他所有

利益相关者，包括家族成员和公司高管。从长达

十年的多宗诉讼来看，官司涉及的主题繁多，包

括离婚后财产纠纷、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公司决

议撤销、关联交易、股东知情权和股东资格确认

等七大问题。 

据“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潘宇海公司

决议撤销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粤 01

民终 9139号】”显示，2014年 2月，蔡达标发起

一系列关于公司决议撤销的诉讼，指证此次董事

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以及决议内容明显违反

公司章程。而送达董事会会议通知的地址，也是

正在狱中服刑的蔡达标所无法收到的。经过长达

五年的漫长诉讼，2018年 6月终审法院判决蔡达

标胜诉，该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撤销，意味着潘

宇海的董事长任职并不合法。始于 2011年的股权

转让官司一直持续到 2017 年 12 月，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最终判决潘宇海、蔡达标与今日资本于

2010年 9月 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并判定潘宇海向蔡达标返还股权转让款 7520 万

元。 

 

图 4 真功夫的股权架构图（2020 年） 

表 6 2009-2020 年真功夫诉讼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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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表 6诉讼列表是自 2009年至今所涉及的离婚

诉讼案、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关联交易罪、

公司决议撤销、股权转让、股东知情权、金融贷款

合同等七大类诉讼案，此外还有涉及媒体等非直

接关联方的名誉诉讼等，可见其牵连之广。 

至今双方战争仍无任何缓解或结束的迹象，

正如第三次庭审结束后，曾为蔡达标效力的一名

人士在法庭外向《中国企业家》（2012）所说：“不

论蔡达标如何量刑，蔡家人将来肯定是会反击的。” 

深度涉入的姻亲关系 

真功夫案例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双方姻亲家族

成员的深度涉入，尤其是蔡达标家族。在家族企

业快速成长期，经营人才较为稀缺，姻亲家族成

为重要的创业力量，蔡家、潘家两大姻亲家族的

多位成员陆续进入企业，成为核心骨干，控制相

应业务。1996年，蔡达标大妹妹蔡春媚首先加入

公司，担任采购部门总监，蔡达标弟弟蔡亮标垄

断电脑供应，大妹夫李跃义则先后垄断全国门店

的专修和厨具业务，小妹夫王志斌则是真功夫的

家禽供应商。而潘宇海的堂哥潘国良担任真功夫

的公关部经理，2009年冲突爆发时，潘宇海希望

委任其为副总，但遭到蔡达标拒绝。 

 

图 5 真功夫家族关系图 

如此家族化的人员架构和业务关系，蔡、潘两

个家族早已成为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在各种

亲属关系中，姻亲关系是最为脆弱的。婚姻结束

便意味着姻亲关系的结束，而冲突一旦升级，姻

亲也自然会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在蔡家、

潘家两个家族的战争中，双方的家人均发挥了重

要作用。 

2010年蔡达标被揭发之后，妹妹蔡春媚失踪，

蔡春红和王志斌、蔡春媚和李跃义夫妇均以关联

交易名义被起诉。唯有之前未在真功夫工作的妹

妹蔡春红拿着蔡达标的董事长任命书欲接管真功

夫，但却被潘宇海强势逼退，多年来蔡春红只能

为狱中的哥哥四处奔走，却已无力回天。2013年

12 月，蔡达标获刑 14年的同时，李跃义和蔡亮标

被分别判刑 3 年半和 4 年，同时被牵连的还有真

功夫原副总裁、财务总监洪人刚和总裁助理丁伟

琴，分别被判刑 2年和 2年 9个月。 

关联交易是家族企业管理中较为常见的问题，

一旦家族关系破裂，就会成为家族战争中引爆风

险点的最大隐患之一。据“李跃义职务侵占罪申

请再审刑事裁定书【（2015）穗中法刑申字第 66

号】”显示，中山联动代表、真功夫董事黄健伟在

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称：“我们发现真功夫存在

关联交易的情况，当时我们与另一股东徐新一直

要求降低关联交易比例，但一直没有达到我们的

要求。”此后涉及蔡家姐妹的诉讼包括 2009年 9

月至 2010 年 12 月期间，李跃义和蔡亮标等人与

蔡达标利用职务便利，多次非法侵占、挪用真功

夫的款项。李跃义成为蔡达标的职务侵占罪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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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 2009年 9月虚构厨具开发等项目支出，以预

付款名义将广州真功夫和深圳真功夫的 800 万元

转到其控制的东莞市科普达厨具制品有限公司的

账户，再由李跃义套取现金后存入蔡达标个人账

户。蔡达标过往作为常规操作的资金腾挪手法，

如今成为潘家姐弟反击蔡达标家族的最有力证据。 

家族战争中真功夫失去的时代机遇 

真功夫案例发展至“有限的破坏性打击”和

“撕毁对手”步骤后，和解几乎没有可能性，只

能“同归于尽”。即使后来蔡达标胜诉，但此时

潘宇海主政真功夫已既成事实， 蔡达标身陷囹圄， 

对此也无可奈何。而潘宇海虽然能够重新掌控真

功夫，但后期诉讼多以败诉告终，其董事长之职

至今仍缺乏合法性。 

自 2012年 10月开始，蔡达标持有 100%股权

的东莞市赢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50%的东莞

市双种子饮食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50%的广州真功

夫，以上三家公司蔡达标持有的股权以及其直接

持有的真功夫 14%的股权都先后被法院冻结。 

曾经力挺蔡达标的今日资本最终于 2012 年

11 月 30日以 1亿元将今日资本投资（香港）有限

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润海有限公司，套现离场。

据“潘宇海、润海资本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再

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最高法民再 315号】”

显示，而新股东润海公司也被卷入之后的股权转

让诉讼案中，表示：“希望潘宇海、蔡达标从公司

大局出发解决纠纷，无意介入潘宇海、蔡达标二

人之间的纠纷。” 

据业内人士透露，受限于股权诉讼案及控制

权不明晰，之后大多数投资机构对真功夫敬而远

之。据《南方日报》（2015）报道，2015年 12月，

蔡达标持有的 14%股权在广州产权交易所进行拍

卖，底价为 2.17亿元，只有一方参加竞拍，最终

流拍。而受系列诉讼案的牵连，万得数据库显示

潘宇海的股权也在冻结中，最长冻结日期到 2021

年。在长达近十年的诉讼中，潘、蔡都付出了巨额

的诉讼成本，甚至超过许多直接成本，尤其长期

悬而未决的诉讼对企业声誉、客户和供应商的关

系以及企业经营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 

潘宇海的个人投资也并不顺利，据万得显示，

其自 2011年之后投资的企业中，2017年持股 80%

的广州功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 2015 年成立的

持股 70%的贵阳真功夫领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均

已注销。 

表 7 潘宇海投资企业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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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公司法人资格是否被滥用审判观点及分析（成立篇 2） 

原创：2022-06-13  家族律评  贾明军 心仪 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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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提要 

案例 1，没有法人资格的集团以及母公司与原

告签约，后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收款，且明知欠

款未结清，夫妻公司股东以 1 元价格转让（法院

认定实质为赠与）股权，终审法院认定为夫妻公

司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判定夫妻股东承担连带

还款责任。 

案例 2，合同双方名为投资协议，实为借款协

议，夫妻公司股东之间没有财产约定，法院判决

实为“一人公司”，法人资格独立举证责任倒置，

据此判定夫妻两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 3，夫妻离婚后，微信仍以“夫妻名义”

相称，女方为原公司法定代表人，前夫签名行为

视为“表见代理”，且当庭进行电话证据核对证

实被告公司不诚信，再审认定被告公司之前有虚

假陈述，应承担败诉责任。 

注：本文案例系根据公开裁判文书改编，对同

类案件的裁判并无约束力，相关姓名和名称均为

虚构，仅供学习研讨所用。另需提醒的是，部分案

例引用的法条或司法解释可能已被废止或修订，

读者朋友们需注意最新规定。 

远洋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案例要旨：没有法人资格的集团以及母公司

与原告签约，后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收款，且明

知在欠款未结清的情况下，夫妻股东以 1 元价格

转让（法院认定实质为赠与）股权，终审法院认定

夫妻公司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判定夫妻股东承

担连带还款责任。 

（一）基本案情 

远洋公司的股东为朱嘉实、何健夫妇，公司为

夫妻公司。远洋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集团成员

单位均具有法人资格，母公司为远洋公司。 

2017年 6月 4日，原告（发包方，甲方）因

装修位于惠州某房屋与远洋公司（承包方，乙方）

签订《免费装修施工合同》。该合同第 1.6 条约

定，预算工程款为 133327.7元，实际合同工程款

以双方确认的结算表为准...合同由原告邓辉签

名、远洋公司盖章，并由签约代表房某辉签名。合

同约定的收款人的开户名为被告远洋公司、朱嘉

实及其账户。 

合同签订后，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或刷卡依约

向合同约定的被告远洋公司支付了保证金

8930.81元，并支付了全部的工程款 151777.45元，

原告所有支付款项均由合同签约方远洋集团或被

告远洋公司开具的收据。2017年 11月 8日，抬头

为被告全称的“远洋公司”出具“工程竣工决算

表”：原告尚欠工程款及保证金共计 12672.26元，

工程应返款原告 89308.1 元，每月返款 2480.78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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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该表有业主原告邓辉签名，无对方单位加盖

公章；但表内的设计师打印的“齐某辉”姓名与

合同承包方即乙方代表签名的“齐某辉”相同；

表内打印的核算人为武某春，打印的复核人为张

某峰。当日，原告邓辉向被告远洋公司 POS 机支

付尾款 12672.26元，被告远洋公司向原告邓辉开

具收据。被告朱嘉实于 2018年 1月 8日向原告邓

辉返还 2480元，被告朱嘉实银行转账信息中标注

“返还装修款”；2018 年 2 月 25 日、2018 年 3

月 25 日，被告分别支付邓辉“装修返还

款”2480.78 元。 

原告邓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四被告

立即连带支付原告剩余应返的全部款项人民币

86827.32元及违约金。 

（二）一审法院观点[1] 

原告邓辉虽与远洋公司签订《免费装修施工

合同》，但远洋公司没有法人资格且已于 2018年

3月 15日办理注销登记，远洋公司作为已不存在。

而合同约定的收款人为签约方远洋公司的母公司

即被告远洋公司或被告远洋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

人--被告朱嘉实；《免费装修施工合同》签订后，

原告邓辉依约向被告远洋公司及其当时的法定代

表人朱嘉实支付全部装修款及保证金，且原告房

屋装修施工完毕后，被告远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

朱嘉实已按“工程竣工决算表”向原告支付 3 期

返还装修款合计 7441.56 元。而“工程竣工决算

表”虽然只有原告邓辉签名，但与原告提交的《免

费装修施工合同》、付款凭证、收款收据、企业登

记信息等相互佐证，足以证明装修施工合同的实

际履行一方为被告远洋公司，故被告远洋公司是

本案适格的被告。被告远洋公司辩解其不是适格

的主体，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定该

“工程竣工决算表”合法有效。原告请求被告远

洋公司按合同约定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利

息标准支付违约金，理由充足，本院应予支持。 

被告朱嘉实、何健是在本合同履行期间被告

远洋公司的股东，且被告朱嘉实作为被告远洋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占股份 99.3548%）实

际收取原告邓辉的工程款，其不能证明公司财产

独立于股东；且在未完全履行返款义务时分别以

1元的价格将股份转让给李力强，实质为无偿转让

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十三

条第二款[2]的规定，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被告朱嘉实、何健应对

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诉请被告朱嘉实、

何健承担连带责任，依据充分，本院应予支持；原

告诉请被告李力强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本

院不予支持。 

（三）二审法院观点[3]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争议焦点是：两位

上诉人朱嘉实、何健是否要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具体评述如下： 

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朱嘉实的账户和公司账

户已发生混同。朱嘉实、何健是在本合同履行期

间远洋公司的股东，且在未完全履行返款义务时

分别以 1 元的价格将股份转让给李力强，现上诉

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转让公司股份前已清算公

司债务，远洋公司已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办理注

销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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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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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朱嘉实和何健的

行为滥用了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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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律师点评 

本案虽然原告胜诉，且被告公司及股东被判

定承担连带责任，但原告作为自然人的法律意识

也应增加。 

首先，从签约主体来看，原告和远洋集团、远

洋公司等多个主体签约，合同关系混乱。其实，原

告只需下载工商查询的 APP（如天眼查、企查查等）

对拟签约主体进行信息查阅即可了解拟签约主体

的基本情况，了解到公司没有法人资格。 

其次，从结算依据来看，只有原告自己的签

字，却没有被告公司的公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确

认，法院还是依据公司其他人签字，再结合其他

材料综合作出对原告有利的认定。 

再次，从付款来看，原告将钱款按被告之一的

要求，汇到了个人账户，这样当然有好有坏。好处，

是加重了收款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可能性，坏处

是没有向公司付款的直接证据，容易扯出抗辩事

由或其他争议。 

法院判定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两点主要

逻辑思路是：1.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嘉实以自己的

个人账户，收取了装修款，法院认为公司财产与

股东个人财产混同；2.公司股东在明知有本案债

务的情况下，以 1 元（实质为赠与）的价格将股

权转让给李力强，且公司后办理注销登记，损害

了债权人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是

《公司法》第 63条关于一人公司法人资格否定的

规定，而二审未予采纳，适用的是《公司法》第 20

条“股东禁止行为”的法律规定，鉴于一审和二

审判决都未对“夫妻公司”实质为“一人公司”

展开论述或提及，二审适用公司法第 20 条判决，

更为准确。 

朝阳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案例要旨：名为投资协议，实为借款协议，夫

妻公司股东之间没有财产约定，实为“一人公

司”，法人资格独立举证责任倒置，法院判定夫

妻两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基本案情 

朝阳公司系金空凌、林小桃两人的自然人有

限公司，系夫妻公司。因第一被告朝阳公司开发

礼泉县招待所，2014年 1月 20日，与原告杨蕊签

订了投资开发保底协议，协议约定：投资周期半

年至一年，月利率为 2%，当日原告给第二被告金

空凌个人账户上转账 20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了

加盖朝阳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一份，协议

期满后，被告只清偿了 2015 年 1 月 20 日前的利

息，经原告多次催要，2019年 6月 13日第一被告

与原告就利息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集资款利息

结算单，第二被告签名并加盖了第一被告的公章，

结果为被告尚欠原告利息 168130 元，剩余的利息

及借款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一直不予清偿，

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 

（二）一审法院观点[4] 

一审法院认为，朝阳公司与原告签订投资协

议后，原告仅是将款项投入朝阳公司，到期收回

固定的投资利息，而不参与其公司的经营，又不

承担公司经营的风险和其它法律责任，其书面形

式是投资协议，但其内容符合民间借贷案件的特

征，该行为实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之间借

贷关系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

法规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故原告要求朝阳公

司归还其借款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以支持。原

告请求由朝阳公司清偿借款利息一节，因双方借

款时利率约定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利

率的规定，原、被告借款利率应当按原告起诉时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4 倍予以保护。原告

主张由金空凌、林小桃承担归还借款、清偿利息

一节，朝阳公司设立于金空凌和林小桃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的两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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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夫妻股东

持有的全部股权构成了不可分割整体，其共同财

产投资设立的公司与一个自然人投资设立的一人

公司基本一致，故该公司应认定为实质一人公司。

林小桃、金空凌作为公司股东，在举证期间及庭

审中均未向法庭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独

立于公司财产，且金空凌还通过自己的帐户清偿

过原告的借款利息，故金空凌、林小桃作为公司

的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三）二审法院观点[5]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

提供证据。本案中，朝阳公司上诉虽称其与被上

诉人之间系投资关系，并非借贷关系，但从双方

签订的《内部投资开发保底协议》内容来看，双方

约定了投资周期、利益分配及到期还本付息，一

次结清等内容；且之后朝阳公司出具的集资款结

算单也明确记载了本金及利息数额。上述证据足

以相互印证，涉案款项具备借贷形式要件，一审

法院认定朝阳公司与杨蕊之间的投资实为借贷，

并无不当。朝阳公司的此节上诉理由因无证据予

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林小桃上诉称其并未向被上诉人借款，

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节，因朝阳公司设立于

金空凌、林小桃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公司设立

时两人并无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协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除该

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规定的个人财产及第一千零

六十五条规定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外，夫妻在婚姻

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据此可以认

定,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于金空凌、林小桃的夫妻

共同财产，公司的全部股权属于二人婚后取得的

财产，应归双方共同共有。朝阳公司的全部股权

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

有和支配，该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

的单一性。另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区别于普通

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在于《公司法》第六十

三条,该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

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

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的法人人格否认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之所以

如此规定，原因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股

东，缺乏社团性和相应的公司机关，没有分权制

衡的内部治理结构,缺乏内部监督。股东既是所有

者，又是管理者，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极易混同，

极易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故通过举证责任倒置，

强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独立性，从而加强

对债权人的保护。涉案公司由金空凌、林小桃夫

妻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公司资产归其

二人共同共有，双方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亦难

以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夫妻其他共同财产与公

司财产亦容易混同，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综上，

朝阳公司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

适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一审法院认定朝阳公司

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无不当。一、

二审中金空凌、林小桃未举证证明其自身财产独

立于公司财产，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

审判决两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

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四）律师点评 

本案两审法院均认可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

议，名为出资协议，实为借贷协议。故两审法院均

按欠款关系处理此案。关于“夫妻公司”股东责

任的承担，本案中，终审法院赞同一审法院的观

点，即夫妻公司配偶之间没有内部财产约定，视

为同一财产来源，股权性质为单一所有，认定符

合“一人公司”实质要件，应承担公司资产独立

的举证责任。据此，终审维持一审判决，责令两夫

妻股东连带承担公司债务。 

彩虹公司加工合同纠纷 

案例要旨：夫妻离婚后，微信仍以“夫妻名

义”相称，女方为原公司法定代表人，前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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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视为“表见代理”，且被告彩虹公司不诚信，

再审当庭证明其之前有虚假陈述，应承担败诉责

任。 

（一）基本案情 

2015年 11月 2 日，何远征与高净登记离婚，

在一审判决前均为彩虹公司股东。2018年 3月 12

日，雨后公司持送货单起诉彩虹公司，要求支付

加工费并赔偿损失。送货单上客户栏记载“何远

征 彩虹公司”，上述送货单均为何远征签收。另

查明，何远征与雨后公司法定代表人何远途系亲

兄弟。现彩虹公司辩称，收货人是何远征而非本

公司，“彩虹公司”笔迹不排除后加，公司与原

告没有此案涉及的债务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6]，原告与被告债权债务关系

明确，被告彩虹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给原告雨后公司加工费 190582元及利息。 

彩虹公司不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

一、双方不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不能证明何远征

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了加工合同业务。何

远征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提交的

证据送货单客户栏先写何远征个人名字，后面跟

着又写了彩虹公司，不符合常理。如果客户真的

是上诉人，客户一栏应该直接写上诉人彩虹公司

的名称。“何远征”三个字与“彩虹公司”四个

字并非同一时间形成，书写用的笔不一致。二、本

案纠纷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何远途与何远征

虚构的。何远征是高净的前夫，二人于 2015年 10

月离婚，何远征想复婚遭到了高净的拒绝，何远

征当时就说过要高净承担不愿复婚的后果。何远

途与何远征因此虚构本案诉讼。如果本案被上诉

人败诉，因纠纷虚构，如果被上诉人胜诉，则飞来

一笔横财。 

（二）二审判决[7]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

雨后公司、彩虹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讼争加工合同

关系。雨后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客户栏记载“何远

征 彩虹公司”，“何远征”在前，“彩虹公司”

在后，不符合客户在前的一般交易习惯，且“何

远征”“彩虹公司”字迹用肉眼观察，轻重、笔法

均存在较大差异，不排除事后添加可能。另外，何

远征与雨后公司法定代表人何远途系亲兄弟，雨

后公司、彩虹公司此前并未发生交易，且何远途

发生交易时对何远征与高净已离婚的情况清楚，

此时，对何远征能否代表彩虹公司，雨后公司应

负有更大的注意义务。综上，何远征的签收行为

并不能代表彩虹公司，雨后公司、彩虹公司之间

不存在讼争加工合同关系。彩虹公司的上诉请求

成立，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予以纠

正。 

（三）再审判决[8] 

江苏高院认为：二审法院以“雨后公司提交

的送货单客户栏记载顺序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

字迹不排除事后添加可能、何远途发生交易时对

何远征与高净已离婚的情况清楚”等为由认定何

远征的签收行为并不能代表彩虹公司，二审法院

据此改判驳回雨后公司诉讼请求，不够审慎。经

本院再审公开开庭审理，彩虹公司代理人当庭与

高净电话核对雨后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

Ｈ52XXXXXX6微信号归属，高净确认给该微信号系

其所有，而彩虹公司在此前的答辩中却否认该微

信号系高净所有，彩虹公司应当对其在诉讼中的

上述不诚信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双方当

事人在诉讼中的陈述，本院认定彩虹公司的可信

度低于雨后公司。在雨后公司法定代表人何远途

与彩虹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高净的微信聊天记录中，

何远征与高净离婚后，何远途仍称其为夫妻，高

净也未否认。在高净乔迁时，何远途给高净发送

红包作为礼金的事实，可以佐证雨后公司主张的

何远征与高净登记离婚后仍然共同生活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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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事实，何远征作为彩虹公司原股东及彩

虹公司法定代表人原配偶，何远征在本案中的签

字行为对彩虹公司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认定

何远征以彩虹公司名义进行的签字行为代表彩虹

公司，于法有据。二审改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雨

后公司的再审请求成立。 

（四）律师点评 

本案一审认为原、被告债务成立；二审认为，

原告应该知晓公司法定代表人夫妻已离婚的事实，

应对法定代表人前夫能否代表公司，负有更大的

注意义务，故而改判雨后公司败诉。浙江高院再

审中，当庭对某微信号进行使用人核对，被告公

司法定代表人认可该微信号是其使用，但在二审

时，被告公司却予以否认。据此，再审法院认为被

告公司不诚信，加之再审查明夫妻离婚后依然以

“夫妻相称”，且关系甚密，足以让原告有理由

相信男方签字为“表见代理”，故而再次改判，

认定被告公司败诉。 

本案发生在民营经济发达的绍兴地区，原告

较为庆幸的是，在再审庭审中，法官通过电话当

庭核实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号，再结合微

信聊天内容，认定了法律事实。应该说，本案反转，

还是有赖于再审法官的细致用心，没有一推了事。

同时，也说明一、二审时，证据效力的补强，稍有

不足。此案再审结果笔者认为有一定的偶然性，

也提示偶然中也存在必然，案件事实认定有赖于

庭下多作准备，充分考虑。同时，也提示，夫妻离

婚之后，仍以“夫妻”相称，虽是个人意志，但对

于企业管理者来说，也要考虑身份认定的消极之

处，值得注意。 

注释 

[1] 参见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 1303 民

初 1477 号民事判决书。 

[2]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十三条第二款 营

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

任损害法人的债权人利益。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

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法人的债权人利益的，应当

对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 参见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13 民终

587 号民事判决书。 

[4] 参见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人民法院（2020）陕 0425 民

初 1935 号民事判决书。 

[5] 参见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陕 04 民终

588 号民事判决书。 

[6] 参见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8）浙 0603 民

初 2795 号民事判决书。 

[7] 参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 06 民终

2291 号民事判决书。 

[8]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再 255 号民事

判决书。 

“夫妻公司”变更工商登记行政争议审判观点与分析（上） 

原创：2022-06-14  家族律评 贾明军 心仪 文婷 

https://mp.weixin.qq.com/s/RCqskbcUv0Fb3UUHKAOn_g 

案例提要 

离婚案件引发的公司变更登记纠纷主要有三

类：其一，变更企业法定代表人；其二，变更股权

登记；其三，变更监事、董事、经理等管理人员。

引发上述争议的原因，也有三类，分别是冒名签

字、公章伪造、决议无效。案例 1，法院认为，工

商局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审核，相

关资料进行形式审查；公章虚假、决议无效不是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实质审查的范围，相关争议当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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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可另案提起民事诉讼解决。案例 2，企业申请

材料虽然内容齐全，但股东会决议系冒名签署，

经鉴定非本人所签，工商变更登记所依据的事实

不存在，故法院判决撤销行政变更登记。案例 3，

离婚协议中，夫妻约定公司注销、剩余资产归儿

子；后男方反悔，诉称工商注销材料中股东处签

名非自己所签；法院认为离婚协议中有注销约定，

且在注销公告期内，原告没有提出异议，故不能

机械地以“股东会决议非本人签字”认定行政注

销行为无效。 

注：本文案例系根据公开裁判文书改编，对

同类案件的裁判并无约束力，相关姓名和名称均

为虚构，仅供学习研讨所用。另需提醒的是，部

分案例引用的法条或司法解释可能已被废止或修

订，读者朋友们需注意最新规定。 

张彰诉请撤销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案 

案例要旨：工商局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规

范性进行审核，相关资料进行形式审查；公章虚

假、决议无效不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实质审查的

范围，相关争议当事人可另案提起民事诉讼解决。 

（一）一审法院观点[1] 

原告张彰与秦青为夫妻关系；秦汉是秦青父

亲。张彰与秦青为张氏公司股东。 

原告张彰诉称，原告为张氏公司的股东、法定

代表人。被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 8月 23

日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秦汉，依据的是秦

汉女儿秦青提供的虚假材料，其提供的虚假材料

有《张氏公司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上盖着

张氏公司公章。另一份虚假材料《张氏公司章程

修正案》上盖有秦青伪造的张氏公司公章。原告

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向建昌县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建昌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建昌法院于 2017年

5 月 8日作出（2017)辽 1422行初 12号行政判决

书，判决撤销被告县市场监管局作出的张氏公司

法人为秦汉的变更登记。县市场监管局不服提出

上诉，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年 9 月 14 日

作出(2017)辽 14 行终 70 号维持一审判决的行政

裁定。 

2017年 10月 19日，被告县市场监管局在原

告张彰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张氏公司法定代表人

变更登记为原告张彰，将法定代表人为张彰的张

氏公司营业执照送达给秦青。2017 年 11 月 2 日

被告县市场监管局向原告送达了绥市监行许听字

(2017)第 2 号《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其告知

原告该局收到了张氏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

申请，询问原告是否要求举行听证。原告当即答

复要求举行听证。被告县市场监管局于 2017年 11

月 17 日 13 时 30 分在该局六楼会议室举行听证，

听证会上原告表达了不认可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股

东会决议等。但被告于 2019年 11 月 20日又通过

违法程序非法将张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彰变更为

秦汉，被告作出了违法的行政行为。今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被告撤销张氏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秦汉的

变更登记，恢复法定代表人为张彰的企业登记，

并请求为原告颁发法定代表人为张彰的张氏公司

的企业营业执照。 

公司答辩：“原告张彰作出书面声明，声明内

容：原告张彰将其代持的绥中张氏公司股权返还

给秦青，原告不再出任公司股东。” 

法院一审观点认为，《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

三条规定：“企业登记机关依法对申请材料是否

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根据法定条

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的，依法进行核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

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

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

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

《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公

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

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

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登记事项依照法律、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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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

还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批准文件。”《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

“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

决定作出之日起 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 

本案中，张氏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时，提交了符合要求的材料，被告对提交的材料

进行形式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准予将其法

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秦汉，符合法律规定。故被

告于 2017年 11月 20日为张氏公司进行的法定代

表人的变更登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

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避免、

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本判决有必要进行法律释明，

股东与公司、股东与股东之间因工商登记争议引

发民事纠纷时，当事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因行政主体除法定职权

赋予的对争讼主体间的实体权利义务有权作出行

政裁决等行政行为之外，无法替代行使司法审判

权。对于其他争议事项，亦应寻求与争议事实相

适应的法定程序予以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

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彰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二审法院观点[2] 

本院认为，《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

定》第六条规定，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

变更登记，应当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对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二）对

企业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三）由原法定

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

书。《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登记机关

收到登记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

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是指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依照企业登记法律、行政法

规和规章公布的要求申请人提交的全部材料。申

请材料符合法定形式是指申请材料符合法定时限、

记载事项符合法定要求、文书格式符合规范。按

照上述规定，原审第三人绥中县张氏公司申请法

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时，提交了《公司变更登记申

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

书》、《法定代表人信息》、《董事、监事、经理

信息》、《联络人信息》、《绥中张氏公司股东会

决议》、《绥中绥中张氏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

的通知》、《绥中张氏公司章程修正案》和《营业

执照》等材料，被上诉人绥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绥中县张氏公司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认

为符合法律规定，准予将其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为秦汉，符合法律规定。故绥中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于 2017年 11月 20日为绥中县张氏公司进行的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

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本院应当予以维持。 

（三）律师点评 

本案是夫妻内部矛盾引发的工商变更登记的

行政诉讼。根据审判材料可以看出，在本诉形成

之前，原告于 2017年 1月在法院打过类似官司并

取得胜诉，此次是同一理由（法定代表人变更登

记）的第二次行政诉讼。此次一、二审法院驳回原

告诉讼请求的主要原因，是原告声称的“股东会

决议违法”“公章涉嫌伪造”“公安局已立案侦

查”等因素，都不是行政机关履职的抗辩性因素。

根据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规定，工商登记机关对

企业“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

行审查”，具体包括两项内容。其一，“申请材料

齐全”，是指申请人按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依照企业登记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公布的要求

提交全部材料；其二，“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形式”，

是指申请材料符合法定时限、记载事项符合法定

要求、文书格式符合规范。 

两审法院多次强调，工商登记机关对企业申

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定条件和

要求的，予以变更登记。一审法院再次重申明确，

“原告所提到的股东会决议违法，秦青私刻公章，



333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文件系秦青通过违法手段取得等，不属于行政机

关审查事项，行政机关仅作形式审查，原审法院

释明对该纠纷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寻求司法救济”，

更清晰地表明了行政许可的形式审查与民事纠纷

的另案诉讼之间的关系。 

邢冰冰不服市监局核准变更登记行政诉讼案 

案例要旨：企业申请材料虽然内容齐全，但

股东会决议系冒名签署，经鉴定非本人所签，工

商变更登记所依据的事实不存在，故法院判决撤

销行政变更登记。 

（一）基本案情 

原告邢冰冰起诉称，原告系金羽公司股东，也

是其工商变更登记前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 5月，

第三人金羽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金羽公司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发票章各一枚均遗失。当

月，金羽公司在钱江晚报发布遗失公告，并声明

作废。同月，原告重新办理了金羽公司的证、照，

以及公章。 

2018年 4月，原告发现金羽公司于 2018年 1

月 26日，在原告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法定代

表人变更为马天。4月 11日，原告通过工商查档

发现，原来遗失的公章，在马天处，马天加盖这枚

已经作废的公章，并伪造原告笔迹签署了股东会

决议，之后向被告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而被告

也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予以核准变更登记。另原

告曾于 2018年 4月向被告反映，要求其撤销对第

三人金羽公司予以核准变更登记的行为，被告无

回复。故请求判令：撤销被告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对金羽公司予以核准变更登记的行为。 

被告鄞州市监局答辩称，金羽公司由股东原

告和马天共同出资设立，2018年 1月 26日，金羽

公司委托代理人办理法人变更登记，其向被告提

交了申请材料，材料表明，该公司于 2018年 1月

26 日召开股东会并经过全体股东讨论形成决议，

免去原告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选举马天为

执行董事兼经理。全体股东签字表示同意。被告

对金羽公司提交的申请书、股东会决议等材料进

行了审慎审查，确认其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于当日予以变更登记。被告认为，首先，被

告对金羽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予以登记的行为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

告对金羽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登记行为，并非

行政许可，仅需对其提交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且

被告已尽审慎审查义务。原告无证据证明签字虚

假。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二）法院判决[3] 

本院认为，本案中，第三人金羽公司向被告

申请变更工商登记时提交的文件齐全、形式合法，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上

述规定，被告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但依据《司

法鉴定意见书》结论，足以证明金羽公司在变更

登记过程中递交的股东会决议中“邢冰冰”的签

字并非原告邢冰冰本人亲笔书写，故被告据此作

出的工商变更登记缺乏事实依据，且原告亦不认

可其同意第三人金羽公司向被告提出过该变更登

记申请，该变更登记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已不存在，

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判决如下：撤

销被告宁波市某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1 月

26日对金羽公司作出的关于将法定代表人由邢冰

冰变更为马天的工商变更登记行为。 

（三）律师点评 

本案与案例 1 不同之处，在于案例 1 中，根

据公司答辩，“原告张彰作出书面声明，声明内

容：原告张彰将其代持的张氏公司股权返还给秦

青，原告不再出任公司股东”；而本案中，股东会

决议中，股东邢冰冰的签字是他人冒签，经司法

鉴定非本人所签，对于冒名所签邢冰冰本人并不

认可。故而，法院认为，行政行为的依据基础不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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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判决还有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安中行终字第 00003 号行政判决以及湖

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 01行终 678

号行政判决。长沙中院认为，司法鉴定报告证实，

富兴公司登记申请材料及公司章程中“叶雯雯”

签名字迹不是叶雯雯本人的签名字迹；上诉人叶

雯雯的签名系他人伪造。上诉人叶雯雯并未出资、

参与富兴公司的成立、经营活动。原审第三人富

兴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孙锋对此亦予以认可。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

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关于“以虚假材料获取

公司登记的问题……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

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的规定，被上诉人市工

商局应根据该案实际情况，依法履行更正职责。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八十九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

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5）雨行初字第

00212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为上诉人叶雯雯在原审第三人湖南富

兴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中的股东身份登记行为。 

郑策不服市监局注销登记行政诉讼案 

案例要旨：离婚协议中，夫妻约定公司注销、

剩余资产归儿子；后男方反悔，诉称工商注销材

料中股东处签名非自己所签；法院认为离婚协议

中有注销约定，且在注销公告期内，原告没有提

出异议，故不能机械地以“股东会决议非本人签

字”认定行政注销行为无效。 

（一）基本案情 

原告郑策与第三人舒舒（女）原系夫妻，双方

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协议

第三条第 6 项约定：“板前公司双方配合会计取

缔营业执照，剩余财产归儿子郑冬冬所有。”原

告在协议下签字承诺：“我自愿离婚，完全同意

本协议书的各项安排，亦无其他不同意见。如有

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原告郑策诉称，板前公司成立于 2011年 2月

15 日，原告系该公司股东，出资 54万元，占该公

司 50%股权。近日，原告获悉，被告在未经原告同

意且签字确认的情况下，对板前公司办理了注销

登记手续，并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作出（余）登

记内字［2019]第 0002074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

书》。原告认为，被告未按企业办理注销登记的相

关规定操作，在未取得全部股东书面同意的情况

下，将公司予以注销，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等相

关法律的规定，故请求撤销《准予注销登记通知

书》，恢复板前公司的法人资格。 

（二）法院判决[4]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

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八条的规定，被告余姚

市场监管局作为公司登记机关，具有作出被诉注

销登记行为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

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

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

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由此可见，公

司登记机关并不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

责，但其仍负有审慎审查的义务，即应在职权范

围内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作

出审查和判断。本案中，第三人舒舒在申请公司

注销登记时，向被告提交了《公司注销登记申请

书》、《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企业营业执照等材料，上

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

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工商总局关于全面推

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指导意见》等规定的

形式要求。被告据此核准注销登记，应当认为已

经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行为并无不当。被告于

2019年7月11日收到原告的简易注销登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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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

条例》、《工商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

记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浙江省工商局《关于废

止工商部门擅自设置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核相应材料后，于

同日作出准予注销登记的决定，程序合法。 

另，关于原告主张的签名问题。虽经司法鉴

定确认《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郑策”的签名

确非原告所签，但根据原告与第三人在《离婚协

议书》第三条第 6 项的约定可知，双方已就注销

板前公司协商达成了一致。庭审过程中，原告对

该《离婚协议书》的真实性亦表示认可。且板前公

司曾于 2019年 6月 16日至 2019年 7月 6日在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对该公司简易注销及

《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进行了公告，公告期内原

告未提出任何异议。据此，本院认为可以综合认

定当时板前公司申请注销登记系出于原告的真实

意思表示，如仅仅单以相关手续中未有原告签名

而认定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则过于机械。本院对

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但《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

签字经司法鉴定确非原告书写，对此司法鉴定费

用应由被告承担。 

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策的诉讼请求。 

（三）律师点评 

本案中，虽然离婚协议系民事关系，但法院认

为，该离婚协议书对夫妻注销公司已达成一致约

定，并且，在企业简易注销公告异议期内，原告并

未提出异议。因此，法院认为申请注销登记，亦是

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如仅仅单以相关手续中未

有原告签名而认定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则过于机

械”，故而驳回原告要求撤销工商注销行为的诉

请。 

注释 

[1] 参见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2019）辽 1422 行初 43

号行政判决书。 

[2] 参见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 14 行

终 113 号行政判决书。 

[3] 参见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 0212 行

初 202 号行政判决书。 

[4] 参见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浙 0205 行

初 93 号行政判决书。 

“夫妻公司”变更工商登记行政争议审判观点与分析（下） 

原创：2022-06-15  家族律评 贾明军 心仪 文婷 

https://mp.weixin.qq.com/s/ahi20c9gAfQctZdU3_Iwng 

案例提要 

离婚案件引发的公司变更登记纠纷主要有三

类：其一，变更企业法定代表人；其二，变更股权

登记；其三，变更监事、董事、经理等管理人员。

引发上述争议的原因，也有三类，分别是冒名签

字、公章伪造、决议无效。案例 1，离婚协议约定

共同股权归男方，男方单独办理了注销登记，女

方提出股东会决议非自己所签，要求撤销注销登

记；法院认为，市场监管局有谨慎审查义务，签名

并非女方所签而办理注销登记的行政行为违法，

但因离婚协议约定股权归男方，因此保留行政行

为的效力，即不撤销该违法行政行为。案例 2，工

商局审核企业提交的资料是否存在虚假欺诈的情

形，系在设立公司时；如果公司已设立，如本案争

议所涉为公司成立之后的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

不应适用公司法第 198 条的规定，不符合责令改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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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或撤销行政登记的情形，当事人可另案通过民

事诉讼方式解决争议。 

注：本文案例系根据公开裁判文书改编，对

同类案件的裁判并无约束力，相关姓名和名称均

为虚构，仅供学习研讨所用。另需提醒的是，部

分案例引用的法条或司法解释可能已被废止或修

订，读者朋友们需注意最新规定。 

王福诉某市市场监管局行政注销纠纷案 

案例要旨：离婚协议约定共同股权归男方，

男方单独办理了注销登记，女方提出股东会决议

非自己所签，要求撤销注销登记；法院认为，市

场监管局有谨慎审查义务，签名并非女方所签而

办理注销登记的行政行为违法，但因离婚协议约

定股权归男方，因此保留行政行为的效力，即不

撤销该违法行政行为。 

（一）终审行政裁决[1] 

2011 年 11 月 9 日，茂名市禄禄公司登记成

立，法定代表人为李寿，股东为李寿、王福，两人

为夫妻关系。双方于 2002年 12月 2日登记结婚。

2015 年 5 月 29 日，王福与李寿签订《离婚协议

书》，协议内容如下：...双方 x号房归双方共同

所有，双方共有汽车粤 x 归女方所有，其余双方

共同财产均归男方所有，男方一次性补偿人民币

一百七十万元整给女方...4、甲、乙双方从今天起

不再干扰另一方生活、工作等事情，如果一方要

到另一方家或单位，必须要经对方同意才能进去。 

原审法院又查明，李寿在答辩状中确认其注

销禄禄公司时代王福签名办理禄禄公司的注销手

续。 

终审法院认为，关于被诉注销行为是否合法

的问题。根据本案所附的证据反映，禄禄公司向

某市场监管局申请注销时，已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

定，提交了申请注销公司应当提交的文件，在形

式上符合该法条的相关规定。但禄禄公司所提交

的《禄禄公司股东会决议》《禄禄渔业公司清算报

告》中关于“王福”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的事实，

王福本人和李寿均无异议。由此可以确认，禄禄

公司申请注销公司时所提交的部分材料存在虚假

和不真实的情形。在此情况下，某市场监管局依

据该虚假不真实的材料作出核准注销禄禄公司的

行政行为，没有尽到合理的谨慎审查义务，其注

销行为应属违法的行政行为。某市场监管局上诉

称其只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

不对其真实性负责，其作出的注销行为不应被确

认违法的主张。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设立、变更、终止，

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申请办理公司登

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根据上述规定，申请人应对申请登记材料的真实

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公司登记机关对登记

材料的审查究竟仅是形式审查义务还是实质审查

义务，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但是公司登记机关应

该在其能力范围内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也就是

说，公司登记机关在审查登记行为时，主要对于

申请材料是否完整和齐备、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

行审查，对于相关材料的实质真实性、合法有效

性，公司登记机关只能在职责范围内尽审慎的审

查义务，不能使公司登记审查简单地流于形式，

致使伪造、虚假的材料成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

为的依据，给社会和他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

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二条规定，登记机

关无法确认申请材料中签字或者盖章的真伪，要

求申请人进一步提供证据或者相关人员到场确认，

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补充证据或者相关人员未

到场确认，导致无法核实相关材料真实性，登记

机关根据有关规定作出不予登记决定，申请人请

求判决登记机关履行登记职责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该座谈会纪要较为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包括

公司登记的一般审查模式，这种模式既是登记机



337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关在变更登记审查时应当遵循的工作方式，也是

人民法院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所应遵循的审查

思路。由于涉案禄禄公司提交的部分登记材料是

伪造、虚假的，某市场监管局对此没有尽到合理

的审慎审查义务，故其作出的被诉注销行为应当

确认违法。某市场监管局主张其作出的被诉注销

行为合法，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

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审判决在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情

况下不撤销该行为是否正确的问题。因被诉行政

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的行政行为，理应依法予以

撤销，但鉴于王福与李寿离婚时双方签订的离婚

协议，约定其双方夫妻共同财产禄禄公司归李寿

所有的事实，王福在禄禄公司的股权应视为已转

让给李寿，其实质不再享有禄禄公司的任何财产

权益，故某市场监管局对禄禄公司作出的注销行

为对王福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的影响。原审法

院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

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确认被诉行

政行为违法但保留行政效力的判决，并无不当。

况且，根据本案所附的证据显示，李寿占有禄禄

公司 70%股权，超过公司三分之二的股份，属公司

的大股东，而王福只占禄禄公司的 30%股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股东会

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

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李寿在公司决

议上具有绝对的表决权，即使涉案公司股东会决

议和公司清算报告上“王福”的签名不是其本人

所签，王福也无法改变股东会议的决定和清算报

告的内容，故王福是否同意或签名解散公司均不

影响禄禄公司最终被解散的法律效力。即使被诉

注销行为被判决撤销，李寿仍可行使大股东的权

利来解散禄禄公司，如此而来，禄禄公司的注销

行为和相关行政诉讼就会处于一个反复循环和程

序空转的状态，既消耗了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审判

资源，也增加当事人的诉累，不利于行政争议的

实质解决。因此，原审法院只对被诉行政行为作

出违法确认判决而不撤销，并无不妥。王福上诉

请求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主张，理据不充分，本

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

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王福、某市场监管局

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

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二）律师点评 

本案已确认股东会决议中，女方王福的签名

是前夫李寿冒名所签，也认定了市场监管局没有

尽到审慎义务的行政行政违法，一般来说，是要

撤销行政行为的。不过，因为根据男女双方对于

“夫妻公司”离婚后的股权归属，基于离婚协议

中约定“其他财产归男方”的表述，涉案股权已

归男方，原告即本案女方不应再享受公司的股东

权利。其实，就是两审法院从实质（而不是区分离

婚法律关系与公司法律关系）上认定股东权利都

由男方行使的合法性。除此之外，终审法院还认

为，因为男方持股 70%，即使女方签名是男方冒名

所签，也不影响股东会决议生效。如果本案行政

行为因为签名是冒名被撤销，男方再召集股东会

会议，再起诉，将导致“禄禄公司的注销行为和

相关行政诉讼就会处于一个反复循环和程序空转

的状态，既消耗了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审判资源，

也增加当事人的诉累”，这句判词更多是从事实

角度阐述道理，而并非有法律理论依据，是作为

此种判决“实事求是”的补强，法理不一定说得

通。 

邓风诉某省工商局不服工商行政处理决定案 

案例要旨：工商局审核企业提交的资料是否

存在虚假欺诈的情形，系在设立公司时；如果公

司已设立，如本案争议所涉为公司成立之后的股

权转让、股东会决议，不应适用公司法第 19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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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不符合责令改正或撤销行政登记的情形，

当事人可另案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解决争议。 

（一）终审行政裁决[2] 

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三次工商变更登记所

提交的材料是否为虚假材料的认定问题。《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违

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

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

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

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

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

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

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该条系对以欺诈方式取

得公司登记的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

本条所规定的提供虚假材料一般是指发起人在申

请设立公司登记时，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的公司

章程、验资证明等材料有不真实的地方，既可能

是全部不真实，也可能是部分不真实，但均应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违法情节严重的，可以

撤销公司设立登记，从根本上否定公司民事主体

的合法性，被撤销公司登记的公司民事主体归于

消灭。本案三次变更登记并非设立登记的情形，

不适用上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

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规定：“公司股东

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

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

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

法院撤销……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

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

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据此，股东若认为股

东会决议违反法律规定，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

的方式确认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实际上，邓风、宋

雨已针对股东会决议等提起了民事诉讼,已生效

的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出资转让协议书》和 2009

年 10月 26日股东会决议对于实际合同主体邓雷、

宋电和田天而言，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具有法律

约束力，在田天成为气象公司大股东暨法定代表

人后形成的将气象公司注册地址迁移至长春市的

第二份股东会决议和将气象公司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增加至 800 万元的第三份股东会决议，系邓

雷、宋电认可的结果，邓雷和宋电对气象公司的

两次工商变更登记均系明知并认可，两份股东会

决议对于邓雷、宋电、田天而言，属于有效合同,

具有法律效力。故气象公司涉案三次工商变更登

记所提交的材料并非虚假材料，而是能够代表股

东真实意思表示的材料。 

二、关于涉案三次变更登记是否违法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

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

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

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

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2009〕83号《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

规范》三、公司登记提交材料规范（二）变更登记

提交材料规范 10、11、12、20对住所、法定代表

人、注册资本及股东变更登记提交材料作出了详

细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相关规定，对气

象公司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后，为其进行的涉案

变更登记的行为并不违反上述规定。 

综上，被上诉人邓风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以

及诉请要求撤销变更登记、履行更正登记职责没

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省工商局作出的吉工商企

管字〔2016〕1号行政处理决定并无不当之处，邓

风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

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

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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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吉 0102行初 138号行政判决；二、驳回

邓风的诉讼请求。 

（二）律师点评 

本案自 2007年在家庭内部形成争议，前后经

历数十场官司、工商争议投诉至国家工商总局，

可谓“内斗”持久、矛盾复杂。本案最值得关注

之处，在于经省工商总局认定，虽然办理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材料中的签名不实，但被认定为“瑕

疵”，并非适用虚假材料而被撤销。 

特别是本案二审法院认为，工商审核企业提

交资料是否虚假欺诈，系指在设立公司时；如果

公司已设立，如本案系争争议是公司成立之后的

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不应适用公司法第 198条

的规定，不符合责令改正或撤销行政登记的情形。

本案涉及的三次工商变更登记，都是在公司设立

之后形成的纠纷，根据二审法院的审判思路与法

律适用，都是在公司设立之后形成的工商变更材

料，其中即使有“冒名”代签，当事人可另案通

过民事诉讼方式解决争议（言外之意不属工商形

式审查范围），该阐述很有新意，值得关注。 

注释 

[1]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行申 3464 号行

政裁定书。 

[2] 参见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 01 行终

238 号行政判决书。 

缪宇：夫妻共有股权的管理 | 专题发言 

原创：2022-06-17 与民法典同行 缪宇 

https://mp.weixin.qq.com/s/mYVo07NEvaLY6fseUqdY_A 

 

缪 宇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夫妻共有股权管理。这

几年，夫妻共有股权实际上已成为了学界和司法

实践讨论的热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

73 条对此作出了如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

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

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

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就夫

妻一方以夫妻共有财产出资取得的股权，最高人

民法院有意识地回避了定性问题。这也加剧了学

说和实践的争议。 

司法实践和学界讨论的出发点是以夫妻共同

财产作为出资或者对价取得的股权。这一股权如

果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是否属于夫妻共有股权，

学界和司法实践存在分歧。具体来说，学界和司

法实践对这个问题有三种立场：第一种观点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股权是夫

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股权包

括人身性的权利和财产性的权利，人身性的权利

属于夫妻一方个人享有，财产性的权利属于夫妻

共有；第三种观点认为，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

股权还是夫妻共有股权、夫妻共同财产。问题在

于，如果认为股权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那么，

javascript:void(0);


340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夫妻一方的单独转让行为则不构成无权处分；如

果认为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夫妻一方

单独处分就会构成无权处分。不仅如此，如果认

为股权是共有财产，那么，未经配偶同意，夫妻一

方独立行使股东表决权，是否影响到决议的成立？

对此，主张夫妻股权是共同财产学者也存在分歧，

有些学者认为，表决权只能由夫妻一方来行使；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双方应

当推举一人行使表决权，否则，登记一方不得擅

自行使表决权。 

实际上，夫妻共有股权之争的产生存在特殊

的背景，即我国股权登记制度的僵化。为了明确

每个股东持股的比例，市场监管机关不愿意将股

权登记为夫妻双方共有，只允许将股权登记在夫

妻一方名下。也就是说，夫妻共有股权虽然在学

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议很大，但其成因其实很简单。 

目前，围绕夫妻共有股权之争，我国学界既有

的讨论基本上都是从公司法路径和民事财产法路

径展开的。此外，在讨论过程中，还有学者立足于

夫妻共同财产制债权说的立场，在对外关系上，

将夫妻共有股权简化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股权。的

确，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债权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尝试立足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物权论角

度，以夫妻共同财产的管理制度为切入，围绕协

调维持公司的人合性、保护交易安全、维护配偶

夫妻共同财产的利益等价值目标，解决夫妻共有

股权之争。 

不同类型的共同共有，具有不同的特色，需要

搭配不同的管理规则。比如，遗产的共有，以消灭

为目的，所以遗产的共有要搭配大量的清算和分

割的规则。与此相对，夫妻共同财产服务于夫妻

的共同生活，需要与遗产共有不一样的管理规则。

《民法典》第 1062条第 2款规定，对夫妻共同财

产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将“平等的处理

权”理解为平等管理权，是不是就意味着对于夫

妻共有财产所有的管理行为都必须由夫妻双方协

商一致来完成，值得探讨。 

在比较法上，夫妻共同财产管理制度，大致有

两种不同的模式。用贺剑老师的话说，一种是做

减法，一种是做加法。做减法，是指以夫妻双方对

共有财产的管理，应当以选择平等协商为原则，

原则上的管理都必须要由夫妻双方共同协商一致

之后才能完成，但是会增加一些例外规则。也就

是说，在这一模式下，针对特定的财产、特定的管

理行为，允许夫妻一方单独管理。做减法模式，以

德国的夫妻共同财产制规则最为典型。做加法，

是指原则上承认夫妻双方平等的享有单独管理夫

妻共有财产的权限，但是对于某些类型的夫妻共

同财产，比如说不动产的转让、设立抵押，要求夫

妻双方协商一致。做加法的立法例，最典型的就

是法国、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 

在我国，无论是学界还是司法实践都坚持说

夫妻共同财产管理应当要遵循平等协商原则。因

此，在夫妻共同财产的管理上，我国应考虑如何

做减法，在坚持平等协商原则的背景下引入例外

规则。也就是说，应当针对特定财产类型、特定的

管理行为，允许夫妻一方单独管理特定共有财产。 

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考虑借鉴比较法上

的一些例外规则。比如，在美国夫妻共同财产制

州，有一项平等管理的例外规则，即基于产权登

记的单独管理规则。它的核心是，夫妻一方对登

记在自己名下的动产享有管理权，但是对配偶负

担信义义务。这里的动产不能单纯理解为有形动

产，也包括股权这样的无形动产，这是美国财产

法的特色。 

具体来说，基于产权登记的单独管理规则可

以分为两个模式。第一个是推定单独管理模式，

但保护善意第三人。采纳这一模式的是德克萨斯

州。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动产原则上由夫妻一

方单独管理。但是，这只是一项推定规则，第三人

可以通过反证来推翻这个推定。在此基础上，如

果第三人是善意地相信夫妻一方确实是单独的管

理人，那么，第三人可以经由与夫妻一方的交易

行为获得相应的权利，并且可以对抗配偶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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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权登记的单独管理规则，另外一种模

式是排他单独管理模式。这一模式侧重于保护第

三人。按照这一模式，如果动产登记在夫妻一方

名下，那么，不再考虑第三人是否善意，动产的管

理权限完全由夫妻一方单独行使。也就是说，管

理权限排他地分配给了夫妻一方，配偶没有管理

权限。 

无论是模式一还是模式二，夫妻一方作为股

权的登记者，都可以独立行使表决权。但是就股

权的处分而言，两种模式可能有一定的区别，在

模式一的情况下，第三人须具有善意；在模式二

的情况下，第三人不需要善意，只需知道这是登

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股权就可以。 

我国民法典实际上没有对夫妻财产管理制度

做更细致的规定。从立法论上，登记在夫妻一方

名下的有限公司股权，应当由夫妻一方单独管理，

但夫妻一方对配偶负担信义义务。也就是说，如

果登记一方未经同意擅自处分、擅自表决，侵害

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那么，在内部关系上，登记

一方要对配偶承担赔偿责任。在这种模式下，登

记的夫妻一方单独行使表决权，转让股权构成有

权处分，但是转让股权需满足价款合理的要求。 

如果未来改革股权登记制度、允许夫妻共同

登记为股权的权利人，那么，需要引入共有股权

表决规则。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借鉴比较法，从而，

夫妻任何一方的表决均可以拘束另外一方；夫妻

均表决时各自按照 50%的股权行使表决权。 

家族战争|真功夫 vs 地素时尚双案例(下)：离婚夫妻三度争产下的企

业救赎 

2022-06-23  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 

https://mp.weixin.qq.com/s/a2TUVhEjMz_uUQtB20z8og 

*本文刊发于《家族企业》杂志 2020 年 8 月刊，作者高皓、

安静、孙子谋 

在家族企业中，由于企业与家族的双重属性，

因家族冲突导致的风险往往无孔不入。而家族中

的夫妻、姻亲、兄弟姐妹等亲属关系，往往最容易

引发冲突，甚至上升至家族战争，由此也会引发

家族企业的系列问题，包括股权之争、控制权之

争、财富之争和家族传承等典型问题，甚至带来

毁灭性后果。“家族战争”专题通过解析中国内

地、香港、台湾和澳门的华人家族企业案例，在全

面呈现跌宕起伏的家族恩怨故事的同时，揭示家

族战争引发的隐性和显性的系列风险和难题，本

专题从家族和家族企业两大维度，基于双案例研

究，进行跨地域的比较分析。栏目致力于从家族

企业的企业实务和学术研究双重角度，给中国家

族企业以警示与启发，并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 

我们首先从“家族企业的夫妻相争之殇”开

始。过去几年中，几宗企业创始人离婚案成为社

会关注的焦点，尽显夫妻相争的残酷与悲凉。这

些悲情企业家夫妻的恩怨情仇有诸多共同点：他

们都曾是联手创业的患难夫妻，将婚姻和事业深

度捆绑，荣辱与共；他们都幸运地成为改革开放

浪潮中的弄潮儿，公司成功上市，家族财富和企

业资产融合成坚实的利益共同体；但如今，当夫

妻感情破裂、分道扬镳之时，离婚后产生的破坏

性冲突却不断升级，上演了一场场惨烈的“离婚

之战”，同时也成为“离婚后时代”的家族企业

治理模式的风险隐患。 

我们之所以用“离婚战争”来概括，因其影

响之深远、过程之激烈、结果之惨痛，难以言表。

风险一旦引爆，危害性甚至毁灭性也会急剧释放，

同时放大的还有人性的贪婪，将家族与企业两大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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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的所有相关者都裹挟在战争之中。在“家

族战争-夫妻相争之殇系列”中，我们选取的五组

离婚案例包括：离婚多年后又引爆新的冲突的真

功夫和地素时尚、葵花药业和沃尔核材，处于漫

长而痛苦离婚拉锯战中的霸王集团和当当网创始

人，因离婚资产障碍而引发的持续了长达十年的

系列诉讼案的蓝翔技校和中证万融，离婚后夫妻

二人因离婚而引发的争夺公司控制权、一方遭罢

免或开除的高特佳和南菱汽车。 

上期刊载了《真功夫 vs地素时尚双案例：离

婚股权之争与 IPO 危机》双案例分析的上篇——

“真功夫离婚案：蔡达标与潘敏峰离婚股权平分

的姻亲冲突战”。本文是双案例分析的下篇，我

们将详细分析地素时尚创业夫妻离婚与三次 IPO

闯关的案例，在此基础上通过与真功夫案例的对

比，深入探讨创业夫妻离婚股权分割的机理动因

与内在逻辑，并针对创业夫妻、外部投资者和涉

入姻亲等多个利益相关方提出应当注意的关键要

点。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离婚”涉及企业家的

私人事务及敏感话题，容易成为坊间八卦热议的

谈资。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无意针对研究的个案窥

探家族隐私、评判是非曲直，而是希望通过客观

分析婚姻破裂给家族企业带来的巨大伤害及发展

过程，反思如何维护创之不易的家族企业，给其

他家族企业提供有益的启示。由于内容的敏感性，

本专题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二手信息与数据，

我们希望尽可能还原事实及发展脉络，在此基础

上进行理论分析。 

对于地素时尚董事长马瑞敏来说，上市是她

人生创业路上的“高光时刻”，三度冲击 IPO 后

终于迎来了凤凰涅槃，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刻骨铭

心的：创业夫妻反目，祖孙三代对簿公堂。第一次

IPO 失败，恰逢 2015年 9月遭遇股市强震，不得

不半路搁浅；第二次 IPO失败，2017年本已过会，

但遭遇前夫钱维和前婆婆叶丹雪的举报和诉讼，

在“连环狙击”之下再次失之交臂；第三次 IPO

的关键时刻，2018年 6月前夫再度出手阻挠，但

这次终于成功穿越“枪林弹雨”，最终登陆资本

市场。开盘当天最高股价达到 39.63 元，募集资

金 16.79亿元，首日上涨 44%封住涨停板，其后连

续斩获两个一字涨停。 

与诸多成功上市的家族企业一样，地素时尚

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如愿以偿。婚姻危机是夫妻

式家族企业面临的一次“大考”，其实马瑞敏与

钱维的婚姻早在 2010年便已结束，但离婚五年后，

前夫钱维却再次杀了个回马枪。正是由于“家族

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双重身份，马瑞敏经历

了从曾经的创业夫妻分道扬镳数年，却仍要面对

祖孙三代对簿公堂的阵痛。 

地素时尚的前世今生 

复盘钱、马二人的婚姻史及地素时尚的发展

史，尤其是离婚前后地素时尚的发展路径、模式

转变以及股权变化，我们大致可以追溯到其前夫

内心不平衡的根源。如下表所示，地素时尚经历

的三个发展阶段可谓泾渭分明，尤其在离婚之后

更是进入到跨越式发展快车道，仅用五年时间注

册资本就从 1218万元增长到 3.4亿元，成为行业

黑马，并开始冲刺上市。 

表 1：地素时尚发展的三阶段 

 

第一阶段：夫妻创业，“前地素时代”（1991—

2006 年） 

第一阶段为期约为 15年。钱维、马瑞敏夫妻

共同创业，且早期钱维父母深度涉入企业管理。

回首当年，钱维和马瑞敏也不失为创业伴侣。 

上世纪 80年代，钱维是温州人民广播电台的

记者，马瑞敏从浙江传媒学院毕业后成为温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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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台主持人。1988年，二人走进婚姻殿堂。马瑞

敏作为电视主持人很早就开始关注时尚产业，她

对潮流有着敏锐洞察力并擅长服装设计。 

1991 年，在温州鹿城区钱家祖屋的天井中，

一家以钱维母亲名字“叶丹雪”命名的服装店诞

生了，后来钱维辞职负责公司的全面管理。1997

年，钱维夫妇开始考虑公司化运营，成立了温州

骊谷服饰有限公司和浙江骊谷服饰有限公司，并

正式注册“骊谷”商标。这个阶段的家族企业管

理以钱维及其父母为主：钱维担任董事长兼总经

理，马瑞敏担任设计总监，钱维的父亲钱淳均负

责工厂行政后勤，母亲叶丹雪负责产品销售。 

随着经营业绩和知名度日渐增长，钱维夫妇

不再满足于经营区域性的小店铺，而是迁址上海。

2002年 5月，地素商贸的前身上海黛若服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黛若”）成立，叶丹雪现金

出资 151.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0%，李赛君现金

出资 16.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2004年，马瑞

敏的妹妹马丽敏加入，先后担任商品部经理、产

品总监等职，此时马瑞敏家族的力量开始崭露头

角。 

2005年，地素时尚推出“DAZZLE”品牌，定

位于中高端时装，并成为旗舰品牌。根据

Euromonitor 研究报告，“DAZZLE”在 2013年度

品牌零售额位居中国第四大中高端女装品牌，市

场占有率达到 1.42%。 

第二阶段：二人离婚，马瑞敏主导（2006—2010

年） 

第二阶段为期约为五年。2006 年，上海黛若

开始转型，钱维逐渐淡出，转而投身文化产业，地

素时尚开始由马瑞敏主导。2006年 6月 20日，上

海黛若改名为上海地素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地素商贸”）。2007年，公司法人代表由叶丹

雪变更为马瑞敏。2006 年 11 月和 2009 年 2 月，

马瑞敏先后两次以现金增资 350万元和 700万元，

最终持股比例高达 86.21%，地素商贸的注册资本

由 168万元增加到 518万元，后再度增加至 1218

万元。 

但夫妻二人却渐行渐远。2010年 9月 28日，

钱维和马瑞敏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并完成离婚登

记，双方在股权分割、不动产、现金赔偿以及女儿

抚养权等方面均进行了约定。 

第一，关于女儿的抚养权，双方约定女儿马艺

芯归马瑞敏抚养。女儿在美国大学毕业到独立生

活为止，所有开支均由马瑞敏承担。 

第二，关于地素商贸的股权处置，约定马瑞敏

持有地素商贸 86.29%的股权，钱维同意放弃股权

的所有权利要求，并同意将叶丹雪所持有的股权

全部转让给马瑞敏。附加条款特别安排了马艺芯

自协议签字之日起 5 年后，将享有 30%的股权权

利。2011年 1月 5日，叶丹雪将持有的 12.41%股

权按原值转让给马艺芯，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第三，关于钱维放弃股权的补偿，钱维获得现

金赔偿和不动产，马瑞敏承诺自离婚起至 2018年

9月止每月向钱维支付 15万元（2014年 9月已经

提前支付 1800万元执行完毕）。此外，钱维还获

得位于上海、北京、成都等地的 11处房产，房地

产项目收益以及一辆沪牌沃尔沃轿车。 

但家族利益之争却就此埋下伏笔。据《野马财

经》（2017）报道，2000年公司年收入达到 8000

多万元。“叶丹雪与马艺芯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民

事判决书（2017）沪 0106”中显示，2010年 12月

31日地素商贸财务报表记载公司所有者权益约为

3044.36 万元，包括高额未分配利润。钱维选择了

不动产和现金等低风险资产，放弃了公司股权，

这意味着他同时放弃了公司的高成长性以及相应

的高风险。 

第三阶段：后马瑞敏时代，快速发展并上市

（2010—2020 年） 

这一阶段为期约为 10 年。2010 年离婚完成

股权变更之后，地素时尚开始正式进入“后马瑞

敏时代”，同时进入紧锣密鼓的资本运作期，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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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 2013 年 5 月云锋基金作为外部投资者进入，

投资 1.8 亿元占股 10%，成为地素时尚第三大股

东。地素时尚借助资本的力量开始飞速发展，逐

渐转变成马氏姐妹共同持股的家族企业。 

从品牌发展来看，地素时尚于 2010年之后开

始实施多品牌策略，先后推出“DIAMOND DAZZLE”

以及“d’zzit”品牌。“d’zzit”品牌 2014年

度销售收入达到 4.9亿元，销售终端从 2012年底

的 590家发展到 2015年 3月底的 1038家。 

 

图 1：钱、马家族与时尚注册资本的变更过程 

根据地素时尚 2015 年招股说明书和年报数

据，自 2012年开始展现了迅猛的发展势头。2012

年收入约为 9.04 亿元，净利润约为 1.75 亿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约为 2.56亿元。2012~2014年间，

净利润增速保持在 60%以上。2018年再度冲刺 IPO

时，年收入已达 21亿元，净利润 5.7亿元。同时，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保持稳健增长，2014年以来

一直保持在 4亿~6亿元。 

2018 年招股说明书披露，地素时尚在 2015-

2017年间，净利润合计约为 15亿元，主营业务毛

利率始终保持在 60%左右，扣非后的年度净资产收

益率（ROE）分别高达 63.23%、51.97%、45.46%，

经营业绩非常亮眼。据《新财富》（2018）报道，

可作为比较的数据是，A 股同类服装企业同期 ROE

仅为 10%左右，2017 年国内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平

均 ROE只有 7.5%。 

地素时尚上市后依旧表现不俗，根据 2019年

年报，2019年度营业收入约 23.78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近 10%；净利润 6.24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 8.75%，ROE仍高达 19.73%。地素时尚的净利

润率一直领先于同业，毛利润率更是连续六年在

女装企业中保持领先。 

 

图 2：地素时尚股权结构图 

 

图 3：地素时尚财务数据 

从家族成员涉入来看，2011 年马瑞敏的小妹

马姝敏和妹夫江瀛二人加入，马姝敏先后担任总

经理特别助理、供应链管理中心总监、董事，江瀛

先后担任法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职。2012 年 6

月马瑞敏分别向妹妹马丽敏和马姝敏转让 7.82%

和 0.48%的股权。2018 年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第

一大股东马瑞敏持股 63.52%，第二大股东马艺芯

（马瑞敏女儿）持股 11.77%，担任商品部总监。

马丽敏担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马姝敏担任董

事、供应链管理中心总监等职，分别持股 8%和

1.39%，妹夫江瀛间接持股 4.01%。家族成员合计

持有股份高达 88.69%。地素时尚从钱维及其父母

出资及创办的“钱氏家族企业”，完全转变为马

氏家族持股和经营的“马氏家族企业”，想来这

也是让钱维愤愤难平的前尘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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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钱 家 & 马 家 家 族 关 系 图  

 

来源：招股说明书，2018 年 6月 4 日 

图 5：2018 年地素时尚股权结构 

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视角下的家族冲突分析 

在持续长达三年的旧账新算对阵中，马瑞敏

和钱维进行了多个回合的交锋，钱维不惜将年已

82岁高龄的母亲叶雪丹及刚开始接班的女儿马艺

芯卷入其中，还波及到家族企业高管及上市保荐

人等非家族利益相关方。这场夫妻争斗从企业打

到证监会，从法庭打到媒体，从上海打到温州，接

连发起了多场诉讼。虽然地素时尚第三度冲击上

市终获成功，但上市时间却由此耽搁数年，数场

诉讼和举报也使其元气损耗，企业形象也受到牵

连。地素时尚上市后仍然保持了较强的家族控制，

而潜在的家族冲突也备受投资人关切。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最让钱维耿耿

于怀的焦点就是股权转让和离婚赔偿。“我们一

家人近 20年共同努力拼搏，为地素时尚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马瑞敏却对企业 2011 年以前的历史闭

口不提。人不能忘本，不能不尊重历史和事实。”

钱维对《野马财经》（2017）如是说。可见钱维的

纠结点既在于对地素时尚后续发展增值的重新分

配（即“钱”），也在于对企业和品牌发展历史和

贡献的认定（即“名”）。他认为地素时尚从 0到

1 的起步阶段，建基于钱家人早期的胼手胝足。没

有从 0 到 1 的创业基础，就不会有离婚后从 1 到

N的巨额财富积累。 

最终引爆祖孙三代对簿公堂的就是股权之争，

由此导致地素时尚上市时间大为延后。2016-2018

年间，叶丹雪/钱维母子与马瑞敏/马艺芯母女就

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向法院共提起四场诉讼，包括

“钱维诉马瑞敏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叶丹雪

诉马艺芯股权转让纠纷案”、“钱维诉公司、马

瑞敏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和“叶丹雪诉钱维、

马瑞敏、马艺芯、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然

而无一胜诉。 

 

图 6：地素时尚“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过程分析 

（一）错失“双赢”阶段的 IPO 失败（2015-2017 年） 

此案例中钱、马二人冲突的导火索是“钱”

与“名”。2014年马瑞敏接连做出了两项重大举

动。一是将女儿的名字从“钱沁心”改名为“马

艺芯”，想来这应是作为父亲的钱维内心不能接

受的一点。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子女跟

随父姓天经地义，而改名换姓则是事关个人和家

族传统和声誉的重大事件，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女儿改姓或许成为对钱维的重击。二是马艺芯发

布书面声明，确认除了已经持有的股权之外，自

愿放弃父母离婚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这意味着离

婚协议中关于五年内女儿持股达到 30%的条款无

须兑现。女儿的倒戈，不但事关公司股权的分配，

也可能成为对钱维的情感打击。 

对簿公堂的苗头最早开始于 2015 年 12 月，

马艺芯收到奶奶叶丹雪委托律师出具的《律师函》。

叶丹雪 2016 年先后在上海发起两次诉讼但均以

失败告终，之后又转战家乡温州，但最终仍然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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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2016年 6 月 5日，叶丹雪正式起诉孙女马艺

芯，要求撤销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争议

焦点在于地素时尚的股权转让、公司名称、增加

注册资本、调整股权结构等多项内容，并非在叶

丹雪知情的情况下完成。叶丹雪称自己年逾 75岁，

她对非本人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知情，且股

权转让金额远低于市场价，且未曾收到转让款。 

据“叶丹雪与马艺芯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

判决书【案号（2017）沪 02 民终 8999 号】”显

示，马艺芯的代理律师则指出：“在得知公司即

将上市之际，在时隔数年之后谎称其签署行为系

受欺诈且协议显失公平进而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

是意图藉诉讼来恶意阻碍发行人上市进程，迫使

马瑞敏、发行人屈服其压力以谋取巨额不当利益。” 

马艺芯辩称，其本人是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

叶丹雪股权转让款，并由叶丹雪出具了收据。而

据 2010 年在公司注册所在地招商办任职的证人

表示，在 2010年时叶丹雪、李赛君和马艺芯等人

在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 

地素时尚发布声明指出 2017 年 5月，“钱维

突然向我方索要巨额资金，几度扬言如不满足其

要求，将采取各种手段阻碍我公司上市。”据《野

马财经》（2017）报道，马瑞敏曾委派代表进行谈

判， 钱维表示：“无非是争口气以及拿到股权的

合理对价，没有必要两败俱伤。”上市前地素时

尚的注册资本已经从离婚时的 1 218 万元增至

3.4亿元，所有者权益则从 3 044万元增加至 2014

年底的超过 6.1135亿元。据《野马财经》（2017）

报道：“马瑞敏方派出的代表曾向钱维表示，‘1

亿元内可谈，建议 8800万，数字比较好听’，但

随后称改口称‘5000 万元内’。而钱维开出的数

字是 9500万。”但经过多次谈判和博弈，马瑞敏

最后推翻了谈判意向。2017 年 5 月 19 日证监会

公布过会，五天后钱维第一次向证监会递交了举

报信。 

以“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分析，从当时

地素时尚的规模来看， 无论是钱维提出的 9500

万元，还是马瑞敏提出的 8800万元，都远非天文

数字，对马瑞敏和企业都不至于构成太大的压力。

如果能够达成和解，第二次 IPO 就会顺利完成，

或许可以避开 2017 年上市最后一刻的致命一击，

从而实现第一阶段的“双赢”。但马瑞敏可能认

为，从法理上而言，离婚协议已执行完毕，无须接

受额外的高额赔偿。 

（二）以“理”“法”为基础的“马方获胜阶段” 

由于马瑞敏在谈判中的拒不妥协，引发了钱

维的第一次举报。钱维对公司上市的狙击，导致

冲突迅速升级为“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第五

步“丢面子”阶段。之后一系列诉讼接踵而至，

直到钱维第二次举报信的 2018年 6月 5日，钱维

指称地素时尚仍有三个股权纠纷、资产纠纷官司

没有生效及审结，违规突击恢复上市，企图带病

闯关，坑害中小投资者。 

表 2：2015-2018 年钱马诉讼案列表 

 

但这次举报最终没能阻挡地素时尚上市。

2018年 6月 22日，地素时尚最终成功上市；6月

23 日，钱维则与马瑞敏达成案外和解，申请撤回

上诉。虽然此后未曾公布最终的赔偿金额，但坊

间预计马、钱二人达成利益平衡，最终以补偿方

式获得和解。钱维以自己和母亲的名义发起的诉

讼主要有两类，而从双方争论的核心及法庭判决

结果来看，虽然双方各执一词，但最终结果以马

瑞敏的压倒性胜利收场，而其他官司最终也以钱

维撤诉而收尾。虽然无从得知马瑞敏付出的和解

条件，但应可达到钱维满意的条件。 

2017年 6月和 9月的两次诉讼均以叶丹雪败

诉告终。据“钱维与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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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敏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7）

沪 0105 民初 19915 号】”显示判决依据主要是：

其一，法院认为叶丹雪在签署协议时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有股权结构等

明确记载的内容，叶丹雪称完全不知晓有悖常理；

其二，法院认为根据 2010年 12月 31日地素商贸

财务报表，公司所有者权益约为 3044万元，且当

年已经有大额利润等信息可以公开查询。即便是

按照未上市公司股权以净资产为基准，按 1倍 PB

定价，叶丹雪当年所持股份的价值应为 377万元。

而当年可参考的服装行业上市公司 PB一般在 2倍

以上。根据常理判断，叶丹雪最关注的事情应该

是股权的实际价值与出让价款是否相适应，签署

转让协议被认为是她本人真实意愿的反应。此外，

叶丹雪在事隔五年之后才发出律师函，也已超过

法律规定的撤销权为 1年的期限。 

两次诉讼失败之后，2017年 11月 5日，叶丹

雪转战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温州，将儿子钱维也列

入被告，要求法院确认离婚协议中的股权转让约

定无效，并要求赔偿。2018年 5月 16日，温州瓯

海法院民事判决驳回叶丹雪的诉讼请求，认定上

海法院的判决书已生效。 

钱维除以母亲名义进行股权争夺战之外，自

己也以离婚财产和股权纠纷为由，2016年 6月和

9月发起诉讼，请求分割马瑞敏位于上海市普陀区

的办公房产（面积 94.81 平方米），以及判令曾

经与马瑞敏共同经营的上海地素商贸有限公司

（现为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进行平均

分割，其中的 27.38%股权应归己所有。判决书显

示钱维向法院提交了一份“马瑞敏”签字的《承

诺书》：“本人至办理离婚手续前没有任何房产，

如发现本人或公司在我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隐瞒

资产，本人及公司愿意除按照我国《婚姻法》相关

规定无条件将资产原值一半归还钱维外，另外按

照资产原值的 2 倍予以赔偿，我个人承担无限责

任并由目前我出任董事长、法人代表并绝对控股

的上海地素贸易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地素时尚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涉诉事项的核查报告”则显示，《承诺

书》还对未来上市事宜进行约定：“如果上海地

素今后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板块上市成功以后，

我将无条件从我的股份中一次性补偿钱维人民币

2000万元整、钱淳均人民币 1000 万元整、叶丹雪

人民币 1 亿元整（或等价值的股票），上市公司

主体承担连带责任。” 

马瑞敏辩称，《承诺书》中的内容不合常理，

2010年时没人预期到被告地素时尚会上市，否则

钱维也不会放弃公司。最终因钱维始终未能明确

请求权基础所对应的法条，无法举证持有 27.38%

股权的法律证据，且有关司法鉴定证明《承诺书》

中“马瑞敏”字迹并非本人所写。二审判决驳回

了钱维的诉讼请求。 

从这份离婚协议的细则设计和最终赔付情况

来看，马瑞敏进行了严密的法律防范。这得益于

马瑞敏妹妹一家强大的法律背景和专业知识，妹

妹马姝敏曾任温州市鹿城区法院书记员，妹夫江

瀛曾为温州市鹿城区法院法官、浙江海昌律师事

务所律师。在帮助家族企业设置法律风险防范体

系时，使得马瑞敏无论是离婚协议的财产分割，

还是对簿公堂时的申辩，在法理上具备比较完备

的 专 业 支 持 。 在 面 对 巨 额 财 富 的

“情”“理”“法”纠葛之中，最终“法”成为

马瑞敏最有力的盾牌。 

弥补“心理所有权”落差，应对“或有负债” 

四场诉讼，历时两年，不仅使昔日夫妻反目成

仇、祖孙亲情消失殆尽，还使企业在上市之际承

受巨大的危机公关压力，所幸并未对生产经营产

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一方面源于马瑞敏的专注

经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争夺的核心主要围绕着

股权展开，钱维无法涉入企业的治理和管理层面。

对于双方而言，在这场纷争中，如何兼顾“情-理

-法”和“权-钱-名”，使对方获得心理平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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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过分索求，则需要以更宽的视角审视，以更

大的智慧应对。 

从“理”和“情”的角度，钱维及其父母作

为地素时尚前身的缔造者和主导者， 仍然具有强

烈的“心理所有权”。心理所有权是指个体对目

标物体产生的占有欲和心理上的拥有感，是对所

有权的心理体验和思想状态，认为是“我的”一

部分的心理上的联系和状态。心理所有权包括多

维度的构念，包括自我效能感、责任感、归属感和

认同感等，其产生的主要路径包括对目标物的控

制感、亲密接触和持续投入（Dirks 等，2009）。

对家族企业的“心理所有权”体现在创始人对企

业进行时间、精力和资金等方面的持续投入，在

事实或心理上控制企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奉

献精神及创业驱动力，还有将企业作为家族资产

传承给后代的期望（陈京晶与周立新，2019）。 

叶雪丹、钱维母子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中勠力

创业，对地素时尚的“心理所有权”强度很大。

这种拥有感构成了当年强烈的创业驱动力，也在

钱维离婚时接受了将企业股权作为家族资产传承

给女儿（对于叶雪丹则为孙女）的方案。但当钱维

意识到当年放弃的创业企业已经发展成即将上市

的大型企业之后，而此时女儿也已改随母亲姓，

则极易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由此通过诉诸诉讼

的法律手段，从“法”和“理”来解决和补偿

“心理所有权”的缺失，就很容易理解了。 

即便如此，钱、马二人还是出现了重大的认知

冲突，最终升级为证监会举报及法律诉讼冲突。

对钱维原生家庭而言，由于此时已经完全退出企

业，在这场升级之战中已经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是一场只有收益、没有

成本的斗争。而马瑞敏最大的失误在于其在认知

上单方面以为在法律上已经切割清楚，因此在事

发之后强势应对，但其实作为“穿鞋”（即掌控

企业）的一方，在拥有丰厚收益和控制权的同时，

也要承担更大的声誉风险、融资风险及经营风险。 

人性幽深，尤其是当企业的发展早已远超预

期时，很可能激发退出企业的一方产生严重的心

理不平衡，调转回头来清算旧帐，而且极有可能

不止一次。不论如何分割，一定会存在不公平感。

所以，从离婚分家的那一刻起，不要以为一次财

产分割就能高枕无忧，而应在思想、心理和财务

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于分到企业控股股权的那

一方而言，应当在自己头脑中建立起“或有负债”

的意识，以应对离婚配偶在未来提出新的利益主

张。 

作为掌控企业的一方，要在思想及财务上准

备一笔“离婚备用金”，而且做好不止一次进行

支付的心理准备――因为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

退出企业的离婚配偶极有可能再次重翻旧帐。例

如，假设 2017年 5月 IPO前，马瑞敏答应钱维的

部分主张，在“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第四步

骤“关注于形象和联盟”达成和解，此时双方仍

看重维护名誉，决定双方行为的主要是不信任、

缺乏尊重和敌意。此时的冲突具有隐蔽性，仍未

演变到在公众面前“丢面子”的阶段（Jordan，

2000）。如果能够将冲突终止，则就可以达到“双

赢阶段”，钱维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地素时尚

IPO 成功。但即使如此，马瑞敏在支付时，依然要

在法理上均做好充足准备，在“理”上表明态度，

在“法”上签订明确的离婚补偿协议：“本来道

理上不应该给你的，但是念在感情上我可以额外

给你。”中国人讲究“事不过三”，两三个来回

之后，对方心理上便倾向于接受，不再提出新的

要求。 

万事皆有因果。对于马瑞敏而言，她的创业成

功无疑极大地受益于钱家曾经的支持。从儒家的

义利观念出发，对于曾经在创业路上帮助过自己

的人怀有感恩之心，做好“吃亏是福”的心理准

备，亦会在更大可能上实现双赢。尤其是，在自己

拥有巨额财富之后，给予曾经的配偶一定的超额

回报，从道义和心理上坦然面对，也不失为情义

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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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案例对比分析：两种离婚的股权分割 

基于真功夫和地素时尚这两个看似雷同，但

命运迥异的案例，我们从离婚股权分割协议、“钱

-权-名”和“情-理-法”的冲突驱动、姻亲涉入

以及 IPO 风险等四个方面出发，进行双案例对比

分析，以洞悉其中的相似与不同之处。 

表 3：真功夫 vs 地素时尚双案例对比分析 

 

一、离婚股权分割协议：股权结构为重 

对于夫妻式家族企业而言，夫妻同时承受在

工作和家庭双重领域的角色压力，而这种双重压

力在某些方面是互不相容的。离婚只是紧张关系

的结果，体现为严重的关系冲突和不公平感

（Zellweger与高皓，2021）。尤其是离婚后关系

冲突升级，最终退出的一方认为曾经为企业的付

出和投入，未获得令人满意的补偿。 

地素时尚和真功夫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家族企

业股权结构和分割方案的不同。地素时尚在法理

上制定了严密的法律设计，一方面以不动产和现

金等经济赔偿换取企业的股权和控制权，由此钱

家完全退出，马瑞敏及其亲属全盘掌控家族企业。

因此钱维仅能以离婚争议及股权转让发起诉讼，

但再无机会插手企业内部经营管理。马瑞敏一方

在系列诉讼中均以胜诉告终，2018 年再度冲击

IPO 最终成功。 

在真功夫案例中，夫妻双方离婚的股权分割

方案形成了“最糟糕的股权结构”。潘敏峰所犯

的致命错误是未与弟弟潘宇海商量，就单方面决

定将自己持有的股权转移给蔡达标，从而在根本

上改变了夫妻双方家族的股权格局，埋下了其后

源源不断的冲突。尽管外部投资方费尽心思，设

计股权回购等各种退出机制，但最终仍然功亏一

篑，更遑论公司上市。 

最惨痛的教训在于，姻缘关系是家族企业中

最为脆弱的纽带，而潘敏峰作为连接丈夫和弟弟

双方的再生家庭核心成员，其离婚决定及股权分

配方案影响着公司的控制权格局，应当与利益相

关方共同协商决定，同时聘请法律专家进行调整

和规范，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离婚协议及股东

协议等文件，才有可能降低未来极可能发生的不

确定性影响。 

在家族企业中，离婚不仅关系到夫妻双方的

事，也关系到由血缘连接的原生家庭和由姻缘连

接的再生家庭，还会涉及到高管、员工、客户、供

应商、投资者甚至监管者等多个利益相关方。离

婚协议的重点是对家族企业的股权进行分割和治

理，秉持的原则应当将通常夫妻的财产性离婚分

割方案，升级为考虑财产性和控制权双重特征的

家族企业股权分割方案，约定未来发生争议时应

该如何应对，例如：（1）通过第三方估值或其他

条款来解决，（2）允许持有股权的一方提供具体

的赔付强制性条款，（3）当企业未来发展至一定

程度时可否以及如何获得补偿金等。这种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事前约定有利于降低未来发生冲突的

不确定性。 

二、家族冲突驱动力：“钱-权-名”及“情-理-法” 

家族冲突无非是在冲突标的“钱-权-名”和

冲突过程“情-理-法”这两个层面展开。就“钱-

权-名”而言，主要体现为企业股权的现金流权与

控制权、家族信托的受益权、金融资产与不动产

等非股权财产、个人尊严与社会名誉等；而就“情

-理-法”而言，中国文化中以“情”为本，以“理”

为要，以“法”为后。情是家族区别于其他社会

单元的本源动力，但同时也可能成为家族冲突中

最具破坏力的因素；“理”是家族治理与企业治

理的基本规则，也深受家族所在地的文化和规范

的影响；“法”是家族为了尽“情”适“ 理”，

而安排的家族和家族企业的秩序。如果内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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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调和家族成员之间的冲突，就会诉诸于外部

法律来介入家族纠纷。 

家族冲突大多会从某个爆发点开始，当矛盾

积累到相当复杂且无法厘清的程度时，只要打响

第一枪，冲突就会快速上升为战争。当战事不断

升级时，家族成员的理性就不复存在了。敌意对

抗、冤冤相报，破坏性的仇恨逻辑将取代建设性

的理性沟通。家族战争爆发后所带来的灾难，甚

至如同黑洞一般把局外的利益相关者也吸附进去。 

真功夫案例尤为如此，其引爆的核心根源

“权力”之争，是杀伤力最为持久而强烈的冲突

内在驱动力。对企业控制权的渴望，使双方都不

肯轻易让步――蔡达标处心积虑地设计“脱壳计

划”，潘宇海则虚晃一招，力拉蔡达标下马。地素

时尚案例中则是钱维纠结于 IPO 后财富的巨幅增

长和女儿改名换姓，由“名”与“钱”为导火索，

引发索回股权之争，而最终的解决方案是用“钱”

来补偿不公平感。由于夫妻和家族之间不再具有

信任和沟通的基础，这两个案例最终都上升到

“法”的层面来解决冲突，法律成为维护自身利

益的最大武器。诉讼短则一两年、长则近十年，相

互牵制和消耗，成为家族争斗的关键战场。 

在“情-理-法”和“钱-权-名”所驱动的家

族动力系统中，对于任何一方而言，防止冲突升

级到无法控制的程度，都是极为重要的。洞悉家

族冲突背后的动力关系和运作模式，采取相应的

预防措施，以防一旦失衡引爆更大的战争。“格

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告诉我们，在双方同归于

尽之前，其实存在多个解决冲突的机会，明智的

家族不要浪费和解的可能性，否则最终升级到

“同归于尽”的地步则悔之晚矣。 

三、姻亲涉入：帮亲不帮理的误区 

此组案例中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夫妻双方各自

的原生家庭都深度涉入企业的管理和治理层面，

从而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姻亲关系。地素时尚最初

由钱维母亲叶雪丹持有 90%股权，而早期父母均涉

入企业，离婚时则完全退出股权及管理层；马家

姐妹在离婚后才开始持有股份并主导管理权。真

功夫则是一开始双方共同持股、共同管理，且双

方家族成员深度涉入企业内部的多个高管职位和

企业外部的供应商体系，这种复杂的涉入格局直

接决定了后期家族战争的广度和深度。 

在家族企业中，创始人亲属涉入公司管理是

一种常见现象。在夫妻共同持股的企业中，双方

亲属涉入到家族企业管理层的人数，在某种程度

上也代表着各自在公司中话语权的大小与彼此力

量的牵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中，血缘与姻

缘之间的边界非常分明，血亲的亲密度和信任度

明显高于姻亲。如果发生冲突，由姻缘连接的两

个家族倾向于“帮亲不帮理”，尤其是离婚后，

夫妻双方各自的家族成员自然划分到截然不同的

两大阵营（肖金利 等，2018）。 

有研究认为家族企业中经常有权力斗争，应

当避免夫妻与家族其他部分纠缠在一起，不让姻

亲进入家族企业可能是最好的选择（Gera 等，

2020）。但事实上，家族是否决定让姻亲涉入企业

的因素包括企业和家族的规模、生命周期所处的

阶段、专业管理水平等（Klein与 Pieper，1997）。

尤其是当家族企业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时，需要

更多值得信赖的管理者――这是许多家族企业中

姻亲加入的重要时期。在家族企业中明确界定姻

亲的持股规则和聘任标准很重要，因为这些角色

有着非常不同的责任和权力。但是如果企业缺乏

专业管理，存在包括姻亲在内的多个决策者，就

会造成混乱，乃至伴随着竞争和怨恨。尤其是，如

果婚姻失败，参与管理或拥有股权的姻亲会带来

更多的麻烦，甚至被怀疑泄露家族商业秘密等

（Santiago，2011）。也有观点认为姻亲会在家庭

中煽动不同意见，许多家族灾难是由姻亲发起或

助推的。如果对姻亲的行为没有规制，就会带来

“死亡之吻”(Berglas，1988)。 

在夫妻式家族企业治理中，需要谨慎处理双

方姻亲家族成员的介入，尤其是离婚时更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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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应当设计退出通道。例如，可向姻亲提供一

定的种子资金，以支持他们自主创业或拓展新的

产业；还可以签订类似非家族员工的非竞争条款

等协议（Gera与 Wing，2020）。 

四、拟上市公司的风险机制设计：股权清晰与信

息披露 

对于拟上市的家族企业而言，最容易出现的

风险之一即股权风险，尤其是实际控制人的离婚

将对上市产生重大影响，包括随之而来的情感纠

葛、诉讼压力等。根据上市发行相关监管规定，发

行人的股权必须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得存

在重大权属纠纷。证监会近年来也加强了对拟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婚姻情况的关注，例如 2019年

初，拟上市公司天元宠物由于创始人涉嫌因规避

关联交易而进行“假离婚”，成为阻碍其 IPO 过

会的关键因素。 

地素时尚第一次冲击 IPO 时，由于钱维的举

报功败垂成，但第二次再战 IPO 时及时公开披露

了离婚协议、股权转让、最终审判书、招股说明书

和股权声明等信息，尤其是四场诉讼均以马瑞敏

胜诉而告终，最终得到证监会和市场的支持。蔡

达标曾计划借助真功夫筹备上市的东风，意图一

劳永逸地解决与潘宇海之间的股权纠纷，但其脱

壳计划却惨遭失败。此举更激发了潘宇海的强力

反击，在蔡达标的上市计划启动不久后即起诉真

功夫，并要求指定会计师事务所对真功夫进行审

计。随着蔡潘二人斗争的升级，长达十年的股权

冻结和拍卖等法律风险，导致真功夫的上市仍然

是海市蜃楼，遥遥无期。 

股权清晰和信息披露往往是家族企业的短板，

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2020年 3月 1日，新《证

券法》开始实施，其中全面推行注册制虽有别于

以往的“核准制”， 审核权下放至交易所，但股

权清晰仍然是其中的重要条款，涉及股权争议诉

讼的公司无疑面临更为严格的审视。新《证券法》

还大幅提高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的要求，也

了提高了惩治力度。例如要求“发行人报选的证

券发行申请文件，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

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内容应当真实、

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不得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同时还大幅提

高了对信息披露违规的行政和民事处罚力度。 

建议篇：应对夫妻式家族企业的离婚风险 

通过此组案例的对比，一旦夫妻式家族企业

发生离婚事件，不论对于夫妻本身，还是姻亲家

族成员，抑或是其他的利益相关方，均无法置身

事外。在冲突升级中广泛存在着“冲突三角模

式”，即第三方很容易卷入到夫妻双方的冲突之

中。例如，本组案例中的双方家族成员即成为夫

妻以外的第三方力量，而外部投资方则成为家族

以外的第三方力量，将不可避免地卷入混战，建

立反对另一方的联盟（Zellweger与高皓，2021）。 

各利益相关方只有从系统及全局视角洞察所

处冲突漩涡中的角色，对夫妻冲突升级的趋势进

行预判和应对，让自己旁观者清、从冲突升级中

抽离出来，而不是试图火中取栗、浑水摸鱼，才能

对事态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防止坠入同归于尽

的深渊（Glasl，1997）。在家族战争中，没有谁

是绝对的中立方，没有谁是无辜的受害者，也没

有谁能够轻易全身而退。 

一、离婚夫妻：签订涵盖过去与未来的股权分割

协议 

婚姻破裂将导致夫妻式家族企业的解体。婚

姻纽带的断裂将从根本上改变姻缘关系，重新塑

造家庭结构和利益格局，难免引起家族企业的嬗

变之痛。作为创业夫妻这对曾经最亲密的亲人和

伙伴，面对巨大的利益之争和情感纠葛，需要更

加宽阔的胸怀和深远的智慧。 

尽管夫妻双方都不愿放弃企业股权，但当面

临离婚必须有一方退出企业之时，离婚协议即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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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回应过去已经创造的财产，也应当前瞻未来可

能产生的增值。作为最终仍拥有企业控制权的一

方，需认识到即使企业股权已经貌似在法律上分

割得一清二楚，但事实上仍有可能触动对方敏感

的“心理所有权”，心怀不甘不忿。在我们研究

的多个夫妻离婚和兄弟分家案例中，二次乃至三

次主张重新分配的案例屡见不鲜――尤其是对于

分配财产性资产的一方来说，由于其拥有没有任

何成本的“合法伤害权”（例如，他们通常握有

家族中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私信息），一旦他们发

动攻击，往往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伤害。 

因此，对于仍然掌控企业的一方而言，自离婚

或分家之日起，就要做好“或有负债”的财务准

备和心理准备――例如地素时尚前夫主张再次分

配财产的要求，再如真功夫改变权力和利益格局

的再次争夺。原因在于，企业拥有面向未来的无

限潜力，未来的发展可能会改变既有的利益分配

格局，从而产生新的冲突，这种冲突随着时间的

推移，可能会产生反复的互动。如果这种“或有

负债”最终发生，掌控企业的一方要以宽厚大度

的胸怀，主动迅速地解决问题，以防升级到“格

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中更具破坏力的冲突阶段。 

二、外部投资方：明确判断冲突阶段，签订投资者

保护条款 

家族股东与外部投资者之间本就存在目标差

异，在经济回报、时间尺度、风险承担等多个维度

都有所不同。外部投资者通常拥有更高的经济回

报预期，希望对管理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更加

以结果为导向，投资周期更短；而家族股东通常

拥有更多的社会情感财富目标，例如代际控制、

社会关系、声誉认同等。因此，对于风险投资和私

募基金等外部投资者而言，在介入家族企业时，

首先要对其股权架构、企业治理及家族成员涉入

程度等进行全面尽调，尤其在关联交易、资金挪

用、控制权风险等方面进行评估，签订应对夫妻

离婚风险的“土豆条款”等投资者保护条款。 

外部投资者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家族冲突一

旦升级，就可能完全失控――切不可抱有侥幸心

理。“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是一个有用的工

具，可以进行过程推演，判断其所处阶段并预测

未来发展。外部投资者要尽量以中立的立场调解

问题，避免深度介入冲突的任何一方――因为无

论与哪一方结盟，第三方的深度参与都更有可能

使冲突升级，尤其是很容易从“一方获胜”发展

到“双输阶段”，最终滑向同归于尽的深渊。 

三、涉入姻亲：适度距离，适时退出 

夫妻式家族企业在处理股权问题时，一个回

避不了的重要问题是姻亲能否保留股东资格――

尤其是当企业度过艰难的创业期，开始进入高速

发展的成长期或业务稳定的成熟期之后，姻亲成

员的去留就成为一个难题。在创业期，由于缺乏

人力资源和信任感等原因，姻亲自然成为创业的

重要力量。有观点认为，姻亲关系易在企业内部

滋生裙带关系，在家族成员之间产生大量的利益

冲突，对家族企业的经营效能和治理效率带来双

重打击。真功夫就是典型案例。 

但也有观点发现，姻亲家族成员往往并不热

衷于维持家族声誉、争取家族荣耀等社会情感财

富的行为，他们参与经营往往有助于家族企业绩

效的提升（程熙镕 等，2019）。尤其是当创始人

的其他兄弟姐妹没有涉入企业管理时，姻亲关系

能够提升企业的效能。因为姻缘关系相比血缘关

系相对疏远，对家族企业的情感依赖程度更低，

更关注经济利益和价值创造，以更加客观、务实

的心态参与企业，还可以发挥是安抚当事人情绪

的作用，劝诫双方冷静稳妥行事（梁晗 等，2018）。 

其实，在家族企业中的姻亲可能会发现很难

突破自己和外人之间的无形障碍，涉入过深对所

有相关方并不一定都有益。在与家族成员相处时

即使努力保持客观，却经常会被夹在中间左右为

难。尤其是本来就存在矛盾冲突的家族，在没有

清晰的管理规则时，就可能会发生充满嫉妒、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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婪和持续的权力斗争（Santiago，2011）。因此，

对于涉入较深的姻亲成员而言，虽然血浓于水，

但更需要站在企业和家族两个维度，更加慎重理

性判断自身在其中的位置、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避免将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发挥作为姻亲的积

极作用，在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制定姻亲

退出的机制，以便维持良好的家族关系和公司治

理。 

从这两对夫妻离婚的典型案例中我们可以得

到的启示是，夫妻创业成功需要激情与合力，夫

妻离婚收场更显智慧与胸怀。家族企业的创业和

发展是追寻地平线的远行，只有不断突破重围，

才能看到更美好的明天。正如《瓦尔登湖》里写道：

“当我们清醒时，曙光才会破晓，来日方长，太阳

只是颗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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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之深远、过程之激烈、结果之惨痛，难以言表。

javascript:void(0);


354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风险一旦引爆，危害性甚至毁灭性也会急剧释放，

同时放大的还有人性的贪婪，将家族与企业两大

系统中的所有相关者都裹挟在战争之中。 

家族企业的夫妻相争之殇 

过去一年中，几宗企业创始人离婚案成为社

会关注的焦点，尽显夫妻相争的残酷与悲凉。曾

经的最佳夫妻创业拍档拆伙，当当网李国庆和俞

渝互撕互揭家丑隐私，争公章夺经营权；曾经的

创业夫妻拔刀相向，葵花药业创始人关彦斌被曝

伤妻，锒铛入狱，曾经的“A股最好前妻”张晓兰

依然诉讼不停；离婚已过十年，沃尔核材创始人

周和平的前妻邱丽敏却再次主张平分股权，而周

和平最终辞任董事长…… 

这些悲情企业家夫妻的恩怨情仇有诸多共同

点：他们都曾是联手创业的患难夫妻，将婚姻和

事业深度捆绑，荣辱与共；他们都幸运地成为改

革开放浪潮中的弄潮儿，公司成功上市，家族财

富和企业资产融合成坚实的利益共同体；但如今，

当夫妻感情破裂、分道扬镳之时，离婚后产生的

破坏性冲突却不断升级，上演了一场场惨烈的

“离婚之战”。 

“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

还本道。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

喜。”正如《放妻书》中所写的，离婚夫妻即便一

别两宽，但情意犹在。家族企业的创业夫妻共同

打拼事业，更为不易，感情如何与财富兼顾？家

庭如何与企业平衡？家族事业与夫妻情义之间应

该如何抉择？这些难题时刻考验着创业夫妻的智

慧与胸怀。 

在离婚引发的家族财富再分配和再平衡过程

中，我们不但能够更为清晰地理解感情的是非曲

直，还能够深入体察人性的复杂暗幽。企业与家

族的双重属性，打破平衡后暴露出来的风险更是

无孔不入。公司资产与家族财富的混同导致被夫

妻双方视为理所当然的“婚姻资产”面临巨大的

不确定性。对于夫妻各自投入了大量精力、汗水

与泪水取得的事业成功和巨额财富，双方都不愿

轻易放弃。 

我们在“家族战争：夫妻相争之殇系列”这

项专题研究中，将极富代表性的十个家族企业离

婚案例分为五组，每组由两个案例组成。我们在

敲定案例时进行了精心筛选，双案例要么具有相

似情境，要么因离婚后冲突爆发而导致相似或相

反的结局。我们试图通过婚姻经济学、家族冲突

理论及“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等理论进行深

入分析。离婚作为高度情绪化的破坏性事件，夫

妻曾经的向心力极易在其中转化为更强的离心力。

感情行将失控之时，夫妻更要保持理性，深刻认

识到企业才是家族繁荣的源泉，只有竭力维护企

业的良性运转，才能在保护企业和婚姻破裂之间，

找到平衡而公平的解决方案——因为离婚不仅关

乎创始人、股东和高管，也关乎员工、客户及投资

者等多方利益相关者。 

家族关系在离婚中的脆弱性和复杂性 

在我们选取的五组离婚案例中，既有处于漫

长而痛苦离婚拉锯战中的霸王集团和当当网创始

人，真功夫和地素时尚、葵花药业和沃尔核材则

是离婚多年后又引爆新的冲突，成为“离婚后时

代”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风险隐患。我们之所

以用“离婚战争”来概括，因其影响之深远、过

程之激烈、结果之惨痛，难以言表。风险一旦引爆，

危害性甚至毁灭性也会急剧释放，同时放大的还

有人性的贪婪，将家族与企业两大系统中的所有

相关者都裹挟在战争之中。 

当今社会婚姻状态的多变性，带来了更为复

杂的家庭关系。许多家族企业的发展壮大都离不

开夫妻之间的高度依赖和共同目标。创业夫妻曾

经是最佳的创业伙伴，但当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

时，这种事业上的合作关系也随之破裂。婚姻关

系是亲属关系中最亲密，但同时也是最脆弱的关

系。夫妻及姻亲关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尤其是

面对离婚这样的重大事件时，家庭网络和家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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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姻亲关系是所有亲属关系

中唯一不是由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关系，是亲属

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随着再婚的发生，新的姻

亲关系再度形成，再婚配偶及继子女进入亲属体

系，家族成员的亲疏关系也会随之而变，进而影

响家族成员的相互亲近、身份认同和彼此忠诚。 

相比于其他共同创业的家族成员而言，夫妻

之间原本是代理成本较低的模式，不同于兄弟姐

妹之间的利益之争，也不同于两代之间的代沟和

观念差距，夫妻有着共同的家庭目标。但是一旦

夫妻关系破裂，其杀伤力也随之升级。夫妻之间

无法避免典型的“工作-家庭”冲突，尤其是在家

族系统和企业系统发生交集时。夫妻时刻身处相

同的工作领域和私人生活之中，紧张和冲突互相

渗透，家庭生活中的张力难以避免，冲突同时贯

穿于工作与生活两种情境之中。夫妻之间经历严

重的关系冲突时，曾经的团结支持、共同目标都

会消失，挫败感和幻灭感则会日益增长。离婚就

是这种冲突和张力的外在体现。 

在离婚过程中，家族企业的利益和权力会进

行再分配和再平衡。在此过程中会引发众多的复

杂问题，包括企业估值、传承意愿、贡献对价、退

场方式、股息支付及其他家庭成员利益等，其中

最大的重点和难点是股权分割，它往往会发展为

耗时且混乱的持久战和拉锯战，对公司业绩产生

严重的负面影响。 

从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看冲突升级 

家族企业面临离婚危机的战火时，不仅会带

来夫妻之间和家族内部的关系冲突，更会上升到

企业层面的组织冲突。而被动卷入其中的家族成

员、企业高管以及股东、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

方，需要判断分析其中的冲突迹象、复杂态势及

未来走向，从冲突中跳脱出来，积极影响冲突的

演进。我们在本组专题中引入“格拉斯尔冲突升

级模型”，运用这个理论模型深度分析离婚引发

的家族冲突如何从最初的紧张态势，升级到双方

相互伤害，再走到同归于尽的三个阶段及九个步

骤（图 1），从而复盘不同的冲突类型及相应事件

的发展路径（Zellweger与高皓，2021）。此模型

基于冲突升级理论，强调对卷入冲突的各方施加

的情境压力，用以洞察冲突产生的内在逻辑。对

于牵扯其中的冲突相关利益方来说，可以作为较

为准确的诊断工具，辨析不同阶段的冲突类型，

进行相应的冲突管理介入，防止冲突升级到失控

的程度。 

 

图 1 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 

第一阶段是“双赢”，最初只是因为一些微

小冲突，使一方认为受到另一方行为或言语伤害，

开始“局面恶化”，展开激烈争辩。但在此阶段

冲突强度较低，双方有意愿和能力进行和解，只

要将重点集中于冲突主题和任务上积极沟通，进

行一定程度的赔偿，或者更加关注形象和联盟，

以相对合理的方案结束冲突，双方就会体面退出，

实现“双赢”。发展至第二阶段“一方获胜”时，

局势就逐渐开始失控，升级为具有威胁性的激烈

冲突，产生较为强烈的对抗性，一方胜出时争端

才能结束。当态势恶化至严重对立的第三阶段

“双输”时，冲突各方的感受和意见都带有强烈

的偏见和情绪，甚至为了彻底击垮对方，焦点只

关注于对方的损失，宁可放弃自己的利益，最终

同归于尽。 

冲突的终级目标可能是直接粉碎对方及摧毁

其重要系统，各方分裂成互相争斗的派系，局势

完全失控。尤其到了第九步“同归于尽”时，彻

底毁掉对方的冲动是如此强烈，甚至连自卫的本

能都被忽视。只要能够摧毁对方，即便是以牺牲

自己、组织、团体为代价，让对方破产、监禁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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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伤害等，都无所谓了。甚至会认为只有最终全

部毁灭、片甲不留，才能实现公平，从而成为一场

毫无顾忌的毁灭性核战争。没有无辜的受害者，

没有中立的一方。在同归于尽的激战中，唯一的

目标就是击败对方。在“家族战争：夫妻相争之

殇系列”专题的十个案例中，真功夫的案例经历

了全部的三阶段、九步骤，成为最惨痛的家族悲

剧之一。 

家族企业最常见的误区之一是，面对升级的

冲突时，首先想到要进行针对家族治理、企业治

理和财富治理的机制设计。但治理本质上是“治

未病”，未雨绸缪，一旦战火纷飞，再想通过治理

设计来医治为时已晚——治理机制无法在已然冲

突混乱的各方之间建立，甚至原本建基于善意和

良性的方案，也会由于一方的恶意揣测而被误认

是试图排挤或击败对手的阴谋诡计。把握冲突升

级不同阶段的冲突发展特征和类型，进行有效的

冲突管理，是家族在面对重大冲突时亟需强化的

关键能力。 

“离婚”涉及企业家的私人事务及敏感话题，

容易成为坊间八卦热议的谈资。作为研究者的我

们无意针对研究的个案窥探家族隐私、评判是非

曲直，而是希望通过客观分析婚姻破裂给家族企

业带来的巨大伤害及发展过程，反思如何维护创

之不易的家族企业，给其他家族企业提供有益的

启示。由于内容的敏感性，本专题的研究资料主

要来源于二手信息与数据，我们希望尽可能还原

事实及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我

们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可信性较强的财经媒体报道、

公司年报与公告、招股说明书、股价等，另外由于

此组案例涉及的法律诉讼繁多，我们把法庭判决

文书等一手资料以及当事人自媒体言论等作为旁

证加以参考。 

真功夫 vs 地素时尚双案例：离婚股权之争与 IPO

危机 

2020年 4月，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地素时尚”）发布 2019年年报：当期实现

营收 23.78亿元，同比增长 13.23%；实现净利润

6.24 亿元，同比增长 8.75%。此前的 1 月 8 日，

股东云锋基金持股从 8.48%减持为 4.49%，套现约

3.63亿元。尽管经历了为期多年的夫妻离婚之争，

地素时尚最终成功 IPO，而且上市公司市值曾一度

破百亿大关，董事长马瑞敏和马艺芯母女以 68亿

财富，跻身“2019年胡润全球富豪榜”第 2311位。 

而另一家族企业中式快餐连锁企业真功夫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功夫”），2019年

底再次陷入诉讼风波，在使用酷似著名武打明星

李小龙的肖像形象长达 15年之后，被李小龙女儿

李香凝和 Bruce Lee Enterprises LLC（李小龙

有限责任公司）状告侵权，并索要 2.1亿元赔偿。

而此时原董事长蔡达标已深陷囹圄整整九年，十

年间与前妻潘敏峰和前小舅子潘宇海的离婚财产

纠纷和企业控制权等连环诉讼案仍未了结，各类

法律风险此起彼伏，IPO仍遥遥无期。 

地素时尚和真功夫都是典型的夫妻式家族企

业，具有相似的案例情境，都经历了“离婚—股

权分割—冲突升级—筹备IPO”的过程。两家企业

均是上世纪 90年代由夫妻白手起家开始创业，双

方姻亲家族成员深度涉入，而关键区别在于拟定

离婚协议之时，对股权分割进行了不同的约定，

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格局。两家

企业中放弃股权的一方又都是在几年之后反悔，

选择在企业筹备 IPO 的关键时刻，为谋取己方利

益的最大化而引发矛盾，导致冲突升级。 

但两家企业的结局却截然相反，从而实现两

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地素时尚案例中，男

方钱维一方势力在离婚后完全退出，但为争夺补

偿利益在离婚七年后首次狙击公司 IPO，最终导致

上市失败，但第二次狙击 IPO 中，女方马瑞敏凭

借系列诉讼成功实现和解，最终成功上市，实现

跨越式发展。在真功夫案例中，姻亲双方股权平

分、势力均等，斗争更加激烈，IPO 计划流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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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登陆资本市场的最佳时机，行业地位迅速下降。

男方蔡达标遭受牢狱之灾，潘宇海重新主政，但

却被质疑是不合法的董事长，而外部投资机构亦

被多起官司牵扯其中。 

家族企业各有其建立及发展的复杂过程，随

着家族成员的进入、贡献或退出，进而滋生出错

综复杂的多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公司上市实现财

富的巨额增长后，本已平息的利益之争很可能会

卷土重来。本组案例对家族企业提出警醒：离婚

协议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家族企业的股权分割，

重中之重是制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股权协议等，

避免出现漏洞及由此带来的冲突；如果冲突不可

避免地爆发，则要根据其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进

行主动的冲突管理，尽可能降低对家族及企业的

伤害。在企业筹备上市的关键阶段，更要应对创

始人大股东婚姻变动等不确定性，避免其成为上

市中的风险因素。 

在本组双案例研究中，我们将首先从事实出

发，进行单案例描述，再进行双案例对比分析，通

过“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和时间序列法，呈

现企业的发展阶段、离婚事件和冲突过程，以及

上市过程中的重大事件。这两个案例具有较强的

可比性、代表性和典型性，对由离婚引发的股权

或控制权之争等家族冲突，可以进行互印证的比

较研究。 

表 1 真功夫和地素时尚对比简表 

 

我们以“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分析此组

案例，可以清晰看出真功夫历经了完整的三阶段、

九步骤，最终走到蔡达标入狱，潘宇海输掉多场

诉讼、企业发展势头受阻的“双输阶段”。地素

时尚则在走到第七步“有限的破坏性打击”后出

现反转，马瑞敏凭借法律诉讼的优势，成为获胜

一方，最终实现公司成功上市。 

表 2 “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分析：真功夫 vs 地素时

尚 

 

真功夫起初为达成融资上市目标以及解决内

部控制权冲突，后来因为离婚财产纠纷和控制权

之争演变成个人仇恨，最终滑向两个家族皆被裹

挟其中的激烈冲突，爆发了惨烈的家族战争。双

方各自阵营都进行了口诛笔伐以妖魔化对方。潘

宇海曾在不同场合进行过非常激烈的情绪宣泄，

斥责蔡达标“极大地扭曲了历史事实，严重损害

了原始股东之间的感情”。而地素时尚案例中对

于离婚财产分割后的反复是由于男方在公司上市

后想获取更多的经济补偿，相比真功夫更易解决。 

真功夫蔡达标 vs 潘敏峰：离婚股权平分的姻亲

冲突战 

作为创业企业，真功夫作为中式快餐行业曾

经的标杆，从草根创业、小作坊式管理成功转型

为现代化大型快餐连锁集团，跻身现象级明星企

业。但作为姻亲联合创办的家族企业，当创业夫

妻的婚姻破裂后，离婚股权分割带来的后遗症，

成为夫妻创业型和姻亲管理型家族企业样本中值

得深思的反面教材。 

人性复杂、恩怨交织，蔡达标曾有资本加持下

的自我膨胀，潘敏峰、潘宇海姐弟亦有难以忍气

吞生的绝地反击。蔡家兄妹多人入狱，潘敏峰、蔡

慧亭母女反目，众多公司高管牵连其中。表面上

潘家姐弟夺回企业控制权，但也背负上道德包袱。

从家族亲情的角度看来，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悲

剧。我们可以从当年各方当事人带有强烈情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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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论，窥见家族战争之激烈、牵扯家族成员之

深广、引发家族创伤之惨痛。 

蔡潘离婚案引发的四大伤害 

2006年的离婚协议是潘敏峰这一生最后悔的

决定，根源来自当年的一念之差。据《中国企业家》

（2012）报道 2006 年 9 月 19 日，潘敏峰与蔡达

标签订的《离婚协议》中约定：“在蔡达标切实履

行约定义务的前提下，公司企业或经营实体的权

利义务归蔡达标。”据多家媒体报道，潘敏峰声

称当时为了得到儿女的抚养权，选择房产和 1200

万现金而尽数放弃企业股权。蔡达标由此获得了

潘敏峰持有的全部 25%股权，并承诺仅是代为管理

股份，未来将留给子女，从而形成了蔡达标、潘宇

海各占 50%的股权结构。 

表 3 真功夫家族战争之四大伤害 

 

这份离婚协议在未来数年中引发了四大伤害

（见表 3）。伤害之一是潘敏峰表示向弟弟潘宇海

隐瞒离婚一事，未曾全盘思考和规划股权结构，

更未曾预想到平分股权可能会带来的致命隐患。

无论上市与否，存在缺陷的股权结构，都是隐藏

于企业内部的毒瘤。自潘敏峰以股权纠纷名义先

后三次起诉蔡达标，状告其重婚并索回股权。2010

年潘敏峰要求分割蔡达标的一半股权，或补偿 4.7

亿元，2011年因蔡达标的股权冻结而撤诉。潘敏

峰之后为配合董事会决议纠纷、股东知情权等官

司，再度于 2017年 7月提出诉讼，要求分割蔡达

标持有的 37.414%股权。 

伤害之二是潘敏峰争取子女抚养权失败，继

而母女反目。潘敏峰曾经对《潇湘晨报》（2012）

媒体怨愤地说：“你以为是钱的事吗？十几年的

夫妻，蔡达标把我一对儿女抢走，这件事对我的

伤害等于杀了我十遍。”关系恶化后一对儿女都

在蔡家生活，不肯回去与母亲同住。当年只有 19

岁的女儿蔡慧亭放弃高考和出国，四处奔走为父

请愿，举着“救救我的父亲蔡达标”的牌子奔走

在法院等地、与奶奶等家人跪在法庭门口等，2011

年到 2016 年间以署名为“@蔡达标之女蔡慧亭”

的微博持续发声，披露众多内幕及照片。“亲生

女儿的不理解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我的心，产生

的伤害比起她爸爸做的那些更让我痛苦。”潘敏

峰痛心疾首。 

伤害之三是蔡达标最终被判入狱 14年，服刑

期间仍锲而不舍地向法院申诉潘宇海任职董事长

不合法，企业控制权争夺战绵延至今。2018 年 7

月判决终于如其所愿，2013年的董事会决议被撤

回，但仍改变不了潘宇海主政真功夫的既定事实。

据《深圳晚报》（2016）报道潘宇海一再表明：“我

的目的就是拿回我大姐应得的东西，我找回自己

应该有的尊严。” 

伤害之四是上市计划失败，当初曾为吸引外

部投资方而刻意隐瞒离婚消息，原打算 2010年上

市，2010年初蔡达标还曾计划筹资 10亿港元，收

购香港主板上市企业福记食品，外界一度以为真

功夫将赴港上市。但惨烈内斗之后真功夫再无缘

资本市场，外部投资者也被牵连进持续多年的多

起诉讼中。业内人士表示此后真功夫也曾试图引

介资本方进入，但皆因股权风险等原因大多不了

了之。 

复盘真功夫创业发展的四阶段 

案发十年之后，我们再次复盘当年的恩怨情

仇，细细梳理当初夫妻与姻亲创业的向心力，到

企业快速发展曾经的高光时刻，再到最后的彻底

决裂反目，不禁感慨万千。我们将真功夫的发展

分为四个阶段，通过发展历程、离婚事件和家族

内斗三条主线的时间序列分析，复盘出其如何互

相影响和制约，尤其关注每个阶段中蔡达标与潘

宇海的股权架构和权力格局变化，以及离婚之后

分裂成势均力敌的两股家族势力，家族向心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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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离心力，最终激化成致命伤害力的内在演进

过程。 

表 4 真功夫企业发展四阶段（1994-2000 年） 

 

第一阶段：姻亲创业，股权平分（1994—2003

年） 

真功夫的创业展现了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发

展过程。蔡达标夫妻加入潘宇海最早创建的甜品

屋，蔡氏夫妇与潘宇海始终保持完全对等的股份

比例，而初期的企业控制权则以潘宇海为主。 

《中国企业家》（2012）曾详细复盘早期的创

业史。1990年 6月 18日，潘宇海在交通方便的东

莞 107 国道旁开了一家名为“168 甜品屋”的快

餐店，姐姐潘敏峰帮着收银，而彼时蔡达标在变

电站打工。1991 年 1 月，蔡达标和潘敏峰结婚，

后开了一家小五金店，后因经营不善而放弃。甜

品店生意兴隆，顾客时常排起长队。1994年，蔡

达标夫妻二人投入 4 万元合伙，与潘宇海两家各

占 50%股份，并将店升级为“168 蒸品店”。最初

分工是潘宇海主内，作为大厨控制菜品配方和品

质；蔡达标主外，负责迎来送往、招揽顾客，潘敏

峰则负责收银等。蒸品店之后迅速发展，到 1996

年已扩张至三家分店。署名为潘敏峰的博客上发

表的“我与蔡达标及其家人：不得不说的事”

（2014）一文披露，到 1996年时夫妻二人已经有

200 多万元积蓄。 

随着规模的逐渐扩大，蔡潘二人的角色也发

生了转变。1997年研制出“电脑程控蒸汽柜”等

设备，实现了蒸品的标准化和规模化。为了进行

公司化运作和品牌化发展，1997年 3月成立了东

莞市双种子饮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种子公

司”），潘宇海和蔡达标夫妻各持股 50%，潘宇海

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开始进军广

州等大城市，加快扩张进程。标准化和规模化带

来的最大的变化之一是，潘宇海原本作为大厨的

影响力开始下降，企业的控制权结构开始向双头

管理格局转变。 

第二阶段：蔡潘双头管理（2003—2007 年） 

真功夫迎来高峰发展期，对经营策划提出更

高的要求，也给治理架构带来了新的冲击。蔡达

标与潘宇海性格优势互补：蔡达标性格外向、思

路活跃，擅于策划创意与资源整合；潘宇海注重

细节，擅于内部运营管理。据“经济日报出版社、

许丹名誉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粤

07 民终 1035号】”显示，据说 2003年，为了方

便对外联络和推广品牌形象，蔡达标提出自己担

任新设立的公司总裁一职，潘宇峰担任副总裁，

并且 5年换届一次。但潘敏峰在接受《南方周末》

采访时表示，这只是对外公关宣传操作，而蔡家

则否认“五年一轮换”的说法。 

此后多年间，蔡达标对外以董事长身份露面， 

公司也迎来了两个关键的转折点。第一个关键点

是 2004 年知名策划人叶茂中受聘进行品牌策划，

将“双种子”更名为“真功夫”。广州真功夫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12 月成立，蔡潘二人

仍分别持股 50%。“那段时间争议也很多，但兄弟

二人在战略上还能统一，让我翘大拇指。”叶茂

中后来接受《中国企业家》（2012）采访时说。2004

年 6 月第一家“真功夫”餐厅在广州开业，实现

了飞速发展，到 2005年底已突破 100家。 

第二个关键点是 2007 年 10 月，中山市联动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联动”）和

今日资本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日

资本”）两家基金联合向真功夫投资 1.2亿元（两

家各持股 3%，公司估值达到 20亿元），蔡达标和

潘宇海各持股 47%，开始规划 2010年上市。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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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各方报道显示，蔡达标此时已成为公司的

主导者。《第一财经日报》（2009）报道今日资本

徐新对他评价颇高，2006 年首次见面时便认为：

“第一次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个人将来会很有前

途的。我们这一行是看人赚钱的，我当时觉得他

是个好苗子，将来必成大器。”不过早在投资前

的 2006年 9月，蔡达标已与潘敏峰办理离婚，但

潘敏峰为配合外部投资机构尽职调查，上演了一

出恩爱夫妻剧，并成功瞒过了潘宇海、家人与投

资方。 

第三阶段：外部投资进入后冲突升级（2007—

2013 年） 

蔡达标与潘宇海在真功夫的创业和管理中一

直是双头模式，在企业的管理涉入都很深，都有

各自的权力范围，这种平衡格局较为稳定。而外

部投资的进入打破了原有的权力格局，蔡达标获

得资本方的支持逐渐占上风。财富效应和欲望膨

胀终于使冲突得以爆发。 

在股权层面，2007年 7月成立的真功夫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功夫”）由蔡达标

和潘宇海各持股 41.74%，双种子公司持有 10.52%，

今日资本和中山联动分别持股 3%。 

 

图 2 2007 年真功夫股权架构 

据“经济日报出版社、许丹名誉权纠纷二审

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粤 07民终 1035号】”

显示，在董事会层面，真功夫公司章程第 4.2 条

规定，董事会由五个股东各任命一名董事，蔡达

标任董事长，潘宇海任副董事长，其他董事分别

是双种子股东代表潘敏峰及两家投资方代表黄健

伟和徐新，公司监事由潘宇海的妻子窦效嫘担任。

公司章程还规定：“除非各方另有书面协议，否

则董事长由蔡达标任命，副董事长由潘宇海任命。”

据《中国经营报》（2009）报道，自 2008年年底

开始，董事会从此成为双方冲突的主战场，一度

沦为“吵架会”，尤其是两位女性潘敏峰和窦效

嫘的激烈情绪，“总是吵着吵着就把家里的旧账

都翻出来，董事会又变回了过去的家庭会议”。

有高管接受《中国经营报》（2009）采访时表示。

据《网易财经》（2015）报道，潘宇海感觉被排除

在关键决策之外，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几乎

所有需要通过董事会决议的事情，都会被潘宇海

反对”，“公司其实根本就无法运转”。 

2009年发生的两个关键事件使家族冲突继续

升级。据《中国企业家》（2012）报道，第一件是

2009年 3月，蔡达标婚外情曝光，婚外生有九岁

的儿子。潘敏峰认定蔡达标以“为了真功夫、为

了孩子”为名，骗取自己放弃 25%股权。她起诉蔡

达标重婚，并欲索回股权。潘宇海则对《新浪财经》

（2015）表示：“姐姐受到了欺负或不公正待遇，

因此作为弟弟一定要帮她讨个公道。”第二件是

2009 年 8 月，控制权之争上升至剑拔弩张之时，

先是潘敏峰和窦效嫘闯入公司位于广州天河的财

务办公室，抢走公司重要财务资料，场面一度混

乱；随后潘宇海要求重返真功夫办公，并要求以

大股东身份清查财务，遭到拒绝后正式起诉。2010

年 2 月，法院判决真功夫拒绝大股东查账违法，

要求其将相关账务信息交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为了打破公司控制权争夺战的僵局，经过艰

苦谈判，2010年 9月 18日，潘宇海与蔡达标、今

日资本三方签订了《关于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及后续事宜之框架协议》，表示为了

优化真功夫的股权结构，避免股东僵局，通过引

入外部投资机构进行股权重组，最终促成真功夫

上市。据“潘宇海、润海资本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最高法民再

315 号】显示，协议约定蔡达标一方以 7520万元

购买潘宇海持有双种子公司 35.74%股权（对应真

功夫公司 3.76%的股权），今日资本一方以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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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购买潘宇海持有真功夫 21.25%股权。待转让

完成后，潘宇海直接持有的真功夫股权将被摊薄

至 20.49%，势均力敌之势将被打破。 

截至 2010 年 11 月 4 日，潘宇海收到今日资

本支付的 380 万美元预付款和蔡达标支付的全部

转让款共计 7520万元，但并没有如期办理股权转

让手续， 仅是辞去了副董事长职务。表面上妥协

退让，暗中却为你死我活的最终较量进行布局。

12月， 潘宇海妻子窦效嫘向广州市公安局举报蔡

达标等人擅自挪用公司资金 5930 万元，用于购买

私人别墅及开办私人公司营利。蔡达标等还被指

控虚构“外卖市场调查研究”项目，将真功夫 500

万元款项转至广州市天河金培商务咨询中心，其

中 460 万元由李跃义套取现金后存入蔡达标的个

人银行账户。蔡达标还以王树坚的名义在银行开

设 21个账户，向个人账户转账 600余万元。 

曾是家族内部心知肚明的财务操作和关联交

易，最终却成为击倒对方的最有力证据。2011年

3 月 17 日，蔡达标因涉嫌挪用资金、职务侵占，

被依法羁押。2013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没收财产 100万元。据《每日经济新闻》（2012）

报道，双方曾进行和解谈判，甚至写下“不再追

究蔡达标新罪”的草稿，但蔡家表示潘家姐弟提

出的条件是将蔡达标的股份一分为二，一半转给

潘敏峰，一半出售，但遭到蔡家拒绝。在狱中的蔡

达标更加被动，2013年 12月 9 日，潘宇海主持召

开了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过外方股东名称

变更、修订章程相应条款等议案，并选举潘宇海

为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其中黄健伟和蔡达标由

潘宇海代签名。2013年 12月，真功夫的工商行政

变更完成，董事长为潘宇海。 

第四阶段：“去蔡化”的潘宇海时代（2013—2020

年） 

去蔡化之后的真功夫开始展现更多的潘宇海

色彩。潘宇海也加快自己的战略布局和开店速度，

仅 2013年一年新开的门店就高达 101家。 

表 5 2007 年真功夫董事会构成 

 

2015年 6月 18日，这是潘宇海 1990年创办

“168 甜品屋”的纪念日，据《南方日报》（2015）

报道他首度公开亮相未来战略发布会，提出真功

夫的五大支柱战略：O2O营销、供应链、智能门店

营建、互联网金融和功夫大学。希望能够通过加

深供应链和门店等成本单元调控，进一步巩固真

功夫在中餐标准化方面的先发优势；同时通过自

建 O2O 团队、自建供应链金融、参股快餐其他小

型品牌等方式，扩大真功夫品牌所带来的衍生收

入。 

但此时中国餐饮业，已远非真功夫曾经领军

第一梯队的时代，竞争加剧、高端餐饮下沉、品类

多元化、电商入侵等因素改变了行业格局。快餐

行业的利润持续下降，中式快餐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新挑战。2012年之后，真功夫从总体趋势上已

经不再秉持扩张态势。 

据《创业邦》（2019）报道，自 2015年 6月

达到 607 家直营门店之后，门店增长缓慢，少数

门店还因经营不善而撤店。到 2018 年中，门店数

量下降到 546家。而起步晚于真功夫近 15年的老

乡鸡，2019年开店超过 850家。 

相比其他同类竞争对手，真功夫已显露出落

后态势。几乎与真功夫同期获得风险投资的乡村

基，2007 年获红杉资本和海纳亚洲投资 2000 万

美元，2010年 9月在纽交所上市，成为第一家在

美国上市的中国快餐连锁企业⸺这曾经是潘宇海

和蔡达标的梦想。成立于 2003年的老乡鸡，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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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得加华伟业 2 亿元投资，扩张步伐进一步提

速，销售额已经超过真功夫，2019年开店超过 850

家，成为中国快餐行业新的领军企业。 

“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视角下的真功夫之争 

我们以“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来复盘真

功夫的家族之争，从 2007年引入风险投资、重组

真功夫股权架构和董事会，开始显露冲突升级第

一阶段的端倪。蔡达标在外部投资方的支持下，

试图推行看似完美的四大举措，以期解决股权结

构的顽疾。 

 
图 3“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视角下的真功夫之争 

（一）双赢阶段：2007—2009 年 

在家族企业领域，当联合创始人的价值观、经

营战略和控制权发生冲突时，内部孵化新项目进

行裂变创业、各自发展，或者一方将股权转让给

另一方从而完全退出，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常见模

式。但潘宇海将其解读为蔡达标为了争夺控制权，

而采取的“去潘化”举措，继而进入局面恶化的

第一步。2007年初，蔡达标在风险投资方的支持

下，从肯德基、麦当劳等引进一批空降高管，导致

CFO 洪人刚、CMO张帆、易伟正等早期创业元老先

后离去，而潘宇海认为这些人多是他的旧部，蔡

达标这样做是为了削弱他的势力。这也是冲突初

期时最容易产生的误解之处，当初始的努力没有

结果时，双方都开始怀疑对方是否真心想解决问

题，怀疑其中可能有不可告人的动机（Jordan，

2000）。 

在今日资本徐新等协调下，双方确定了妥协

方案。2007 年底潘宇海负责创办新品牌“哈大

师”，主要经营牛肉面，蔡达标在董事会承诺投

入 5000万元进行支持。这其实是解决冲突新的战

略选择，开辟新的事业平台，同时避免直接争执。

如果潘宇海成功，则可实现双赢局面，既保有股

权，又能体面退出真功夫的经营体系。但事与愿

违，创业不易，据《中国经营报》（2009）报道，

在投入 1600 万未见良好发展之后，2009 年初蔡

达标拒绝履行后续资金投入的承诺，潘宇海欲重

返真功夫。 

回顾这一阶段，从局面恶化开始，双方尽管在

董事会等层面也进行了口头争辩，但最终蔡达标

得到资本方的支持，潘宇海也进行了适当的妥协。

这一阶段中双方都在基于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进行

努力，在合作与竞争之间摇摆不定。如果潘宇海

内部创业得以快速成功，或者尽管初期不顺，但

蔡达标仍能履行注资承诺，则仍有机会实现双赢。

但 2009年 3月蔡达标婚外情事件曝光后，继而爆

发了离婚案纠纷和财务之争，上升至公开事件，

在动态压力之下，事态逐步发展到家丑外扬和公

然对峙的第五步“丢面子”，冲突终于不可避免

地再次升级。 

（二）一方获胜阶段：2009—2011 年 

此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双方都认为自己看到

了对方不道德、疯狂或犯罪的一面，认为对方采

取了不道德的战略等，而对方提出的“建设性”

行动只是幌子。潘氏姐弟通过抢财务资料、法律

诉讼等方式，采取了具有破坏性的第六步中的

“威慑性战略”。而后来媒体曝光的“脱壳计划”

隐匿方案，也侧面反映了蔡达标的“威慑性战

略”。 

2011年 4月，潘宇海公布了据说是从真功夫

总部保险柜取得的于 2009 年 6 月到 2010 年 3 月

期间由咨询公司帮蔡达标起草的《潘宇海方面优

劣势情况分析》、《蔡总方面优劣势情况分析》、

《有关调整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架构及

控制权事项项目操作方案》、《真功夫系脱壳计

划》、《真功夫系正式脱壳运作前的工作安排》五



363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份秘密文件。第一套方案是建议蔡达标控告潘家

姐弟侵吞公司 1115万元。第二套方案是由蔡达标、

今日资本和中山联动三方按照实际股权比例设立

一家全新公司，将体系内八家子公司以净资产估

值出售给新公司。通过一系列辗转腾挪，将真功

夫的资产、业务和商标等，转让给全新的法人实

体。 

对于这一系列秘密文件，蔡达标一方表示仅

是律师的建议方案，并未实施。关于第一套方案

“建议蔡达标控告潘家姐弟侵吞公司资产 1115

万元”，根据“经济日报出版社、许丹名誉权纠

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粤 07民终 1035

号】）”显示，《深圳晚报》报道，蔡达标最终是

用分红的方式进行化解的，蔡达标的律师表示：

“如果真使用了脱壳计划，进去的就不是蔡达标

了。” 

第二套方案经法院判决文书及工商变更信息

证明已部分实施，蔡达标 2009 年 2月成立了由其

100%控股的东莞市赢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2009

年 11月收购了中山联动 66.7%的股权，进而控制

了由中山联动持有的真功夫 3%股权，再加上直接

及通过双种子公司间接控股的股权，其持股比例

已达到 50.2%。 

如果此方案得以顺利实施，就意味着蔡达标

能够达到“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中的“一方

获胜”阶段。此阶段的特征是冲突变得越来越复

杂，事态开始失控，双方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开

始只看到自己的需求，将威胁视为阻止对方的必

要震慑。在无法控制的破坏性活动及日益复杂的

动荡之下，即使签订了有约束力的协议，也无法

阻挡破坏性事件的发生，开始进入第七步“有限

的破坏性打击”。 

尤其当几件关键性恶性事件发生之后，潘家

姐弟的最终反击就成为揭发蔡达标，实现“一方

获胜”。此阶段最后一步的典型特征是火力全开，

目标是破坏蔡达标的财政资源、司法地位或控制

能力等。恐惧和压力带来强有力的攻击，引发更

为严重的报复。只有攻击才会使当事人获得强大

和控制的感觉，对后果的评判已经不再是自己的

现实收益，而是出于只有对方承受巨大损失，自

己的内心才能平复的态度。 

蔡达标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以为刚性的公司

治理和退出机制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

试图通过法律方式来解决情感和权力问题，并非

最佳的解决方案。重组董事会或更改股东协议，

都是“用权力的方法解决情感的问题”。这种基

于权力的冲突管理方法会抑制对公司治理、战略

目标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如果仅凭法律、合同或

社会规范等强行结束冲突，另一方就会感觉自身

权利遭受到强烈的侵犯，必须进行回击。 

（三） 同归于尽的双输阶段：2011—2020 年 

当冲突升级到“双输阶段”的同归于尽时，

双方已经变得势不两立，宁可一损俱损。即使双

方事前制定了冲突应对战略，预先设计了退出管

理和股权转让等方法，也无法避免冲突。为了夺

回真功夫的控制权，潘宇海与潘敏峰采取了你死

我活、破釜沉舟的决绝方式，不惜牵扯其他所有

利益相关者，包括家族成员和公司高管。从长达

十年的多宗诉讼来看，官司涉及的主题繁多，包

括离婚后财产纠纷、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公司决

议撤销、关联交易、股东知情权和股东资格确认

等七大问题。 

据“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潘宇海公司

决议撤销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粤 01

民终 9139号】”显示，2014年 2月，蔡达标发起

一系列关于公司决议撤销的诉讼，指证此次董事

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以及决议内容明显违反

公司章程。而送达董事会会议通知的地址，也是

正在狱中服刑的蔡达标所无法收到的。经过长达

五年的漫长诉讼，2018年 6月终审法院判决蔡达

标胜诉，该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撤销，意味着潘

宇海的董事长任职并不合法。始于 2011年的股权

转让官司一直持续到 2017 年 12 月，广东省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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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最终判决潘宇海、蔡达标与今日资本于

2010年 9月 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并判定潘宇海向蔡达标返还股权转让款 7520 万

元。 

 

图 4 真功夫的股权架构图（2020 年） 

表 6 2009-2020 年真功夫诉讼列表 

 

数据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表 6诉讼列表是自 2009年至今所涉及的离婚

诉讼案、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关联交易罪、

公司决议撤销、股权转让、股东知情权、金融贷款

合同等七大类诉讼案，此外还有涉及媒体等非直

接关联方的名誉诉讼等，可见其牵连之广。 

至今双方战争仍无任何缓解或结束的迹象，

正如第三次庭审结束后，曾为蔡达标效力的一名

人士在法庭外向《中国企业家》（2012）所说：“不

论蔡达标如何量刑，蔡家人将来肯定是会反击的。” 

深度涉入的姻亲关系 

真功夫案例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双方姻亲家族

成员的深度涉入，尤其是蔡达标家族。在家族企

业快速成长期，经营人才较为稀缺，姻亲家族成

为重要的创业力量，蔡家、潘家两大姻亲家族的

多位成员陆续进入企业，成为核心骨干，控制相

应业务。1996年，蔡达标大妹妹蔡春媚首先加入

公司，担任采购部门总监，蔡达标弟弟蔡亮标垄

断电脑供应，大妹夫李跃义则先后垄断全国门店

的专修和厨具业务，小妹夫王志斌则是真功夫的

家禽供应商。而潘宇海的堂哥潘国良担任真功夫

的公关部经理，2009年冲突爆发时，潘宇海希望

委任其为副总，但遭到蔡达标拒绝。 

 

图 5 真功夫家族关系图 

如此家族化的人员架构和业务关系，蔡、潘两

个家族早已成为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在各种

亲属关系中，姻亲关系是最为脆弱的。婚姻结束

便意味着姻亲关系的结束，而冲突一旦升级，姻

亲也自然会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在蔡家、

潘家两个家族的战争中，双方的家人均发挥了重

要作用。 

2010年蔡达标被揭发之后，妹妹蔡春媚失踪，

蔡春红和王志斌、蔡春媚和李跃义夫妇均以关联

交易名义被起诉。唯有之前未在真功夫工作的妹

妹蔡春红拿着蔡达标的董事长任命书欲接管真功

夫，但却被潘宇海强势逼退，多年来蔡春红只能

为狱中的哥哥四处奔走，却已无力回天。2013年

12 月，蔡达标获刑 14年的同时，李跃义和蔡亮标

被分别判刑 3 年半和 4 年，同时被牵连的还有真

功夫原副总裁、财务总监洪人刚和总裁助理丁伟

琴，分别被判刑 2年和 2年 9个月。 

关联交易是家族企业管理中较为常见的问题，

一旦家族关系破裂，就会成为家族战争中引爆风

险点的最大隐患之一。据“李跃义职务侵占罪申

请再审刑事裁定书【（2015）穗中法刑申字第 66

号】”显示，中山联动代表、真功夫董事黄健伟在

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称：“我们发现真功夫存在

关联交易的情况，当时我们与另一股东徐新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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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降低关联交易比例，但一直没有达到我们的

要求。”此后涉及蔡家姐妹的诉讼包括 2009年 9

月至 2010 年 12 月期间，李跃义和蔡亮标等人与

蔡达标利用职务便利，多次非法侵占、挪用真功

夫的款项。李跃义成为蔡达标的职务侵占罪同犯，

被指 2009年 9月虚构厨具开发等项目支出，以预

付款名义将广州真功夫和深圳真功夫的 800 万元

转到其控制的东莞市科普达厨具制品有限公司的

账户，再由李跃义套取现金后存入蔡达标个人账

户。蔡达标过往作为常规操作的资金腾挪手法，

如今成为潘家姐弟反击蔡达标家族的最有力证据。 

家族战争中真功夫失去的时代机遇 

真功夫案例发展至“有限的破坏性打击”和

“撕毁对手”步骤后，和解几乎没有可能性，只

能“同归于尽”。即使后来蔡达标胜诉，但此时

潘宇海主政真功夫已既成事实， 蔡达标身陷囹圄， 

对此也无可奈何。而潘宇海虽然能够重新掌控真

功夫，但后期诉讼多以败诉告终，其董事长之职

至今仍缺乏合法性。 

自 2012年 10月开始，蔡达标持有 100%股权

的东莞市赢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50%的东莞

市双种子饮食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50%的广州真功

夫，以上三家公司蔡达标持有的股权以及其直接

持有的真功夫 14%的股权都先后被法院冻结。 

曾经力挺蔡达标的今日资本最终于 2012 年

11 月 30日以 1亿元将今日资本投资（香港）有限

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润海有限公司，套现离场。

据“潘宇海、润海资本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再

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最高法民再 315号】”

显示，而新股东润海公司也被卷入之后的股权转

让诉讼案中，表示：“希望潘宇海、蔡达标从公司

大局出发解决纠纷，无意介入潘宇海、蔡达标二

人之间的纠纷。” 

据业内人士透露，受限于股权诉讼案及控制

权不明晰，之后大多数投资机构对真功夫敬而远

之。据《南方日报》（2015）报道，2015年 12月，

蔡达标持有的 14%股权在广州产权交易所进行拍

卖，底价为 2.17亿元，只有一方参加竞拍，最终

流拍。而受系列诉讼案的牵连，万得数据库显示

潘宇海的股权也在冻结中，最长冻结日期到 2021

年。在长达近十年的诉讼中，潘、蔡都付出了巨额

的诉讼成本，甚至超过许多直接成本，尤其长期

悬而未决的诉讼对企业声誉、客户和供应商的关

系以及企业经营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 

潘宇海的个人投资也并不顺利，据万得显示，

其自 2011年之后投资的企业中，2017年持股 80%

的广州功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 2015 年成立的

持股 70%的贵阳真功夫领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均

已注销。 

表 7 潘宇海投资企业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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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股权共有是公司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一

种权利样态。中国《民法典》和《公司法》均未对

股权共有做出规定，致使股权共有的法律规制在

“民商合一”立法体例下出现“立法缺失”和

“司法失序”的双重困境。资格共有是股权共有

中最具特色的核心内涵，也是其有别于民法上物

的共有和一般性权利共有的本质特征所在，从而

构成股权共有入法的逻辑起点。通过对中国司法

实践中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和对两大法系主要国

家（地区）的相关立法梳理，概括出股权共有的立

法要点为共有人显名、共有代表人和共有股权行

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国情的股权共有立法

范式与规范构造建议。 

关键词：股权共有；资格共有；理论证成；公司法

修改 

目次 

一、问题源起：股权共有立法缺失的困境 

二、资格共有：股权共有特有内涵的证成 

三、现实样态：股权共有的多元化考察 

四、立法要点：股权共有域外比较和本土司法的

启示 

五、修法建议：股权共有的立法范式与规范构造 

六、结语 

一、问题缘起：股权共有立法缺失的困境 

股权共有是公司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一种权利

样态，不仅基于民事上的夫妻关系、共同继承等

原因产生，而且在商事领域也频繁出现。现实中

大量的公司隐名出资、员工持股等案例表明，其

中不少也存在着事实上的股权共有关系。从世界

范围来看，不管是英美法系的美国特拉华州、英

国，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代

表性国家和地区，都在其商法典或公司法中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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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共有制度。反观中国，立法体例属于“民商

合一”，但《民法典》中却没有股权共有规定。究

其原因，主要是《民法典》“总则编”已将股权与

物权作为并列的民事权利，从而使居于“物权编”

之下的物的共有（第 297条）和权利共有（第 310

条）的规定无法涵盖股权共有的内容，不可避免

地出现因法律逻辑不能自洽的“立法不足”（如

图 1所示）。 

 

图 1 股权共有与《民法典》物权编“共有”的相关规定 

《民法典》共有规定不是完全不能参照适用

于股权共有，如根据其关于物的共有和权利共有

的规定，可以将股权共有划归一般性的权利共有

范畴；根据其关于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分类，

可以对股权共有也做出同样的划分。但必须看到，

《民法典》现有规定并不能解决股权共有的特别

适用问题。无论是中国大量的公司案例还是域外

的立法实践都表明，股权方面的法律规范需要且

应当由《公司法》做出具体规定。股权共有有着自

身特有的法律规制逻辑，在《民法典》囿于立法逻

辑无法企及和《公司法》至今尚无相应规范的情

形下，股权共有在“民商合一”的体例下难以套

用一般法与特别法的适用原则来规制。司法实践

中因缺乏统一的裁判依据而引发类案异判现象也

就不足为奇。 

通过北大法律信息网司法案例库检索 2006—

2021年间有关股权共有的司法案例，经对比和筛

选，对最终确定的 87份裁判文书进行统计和实证

分析，各级法院在股权是否可以共有的认定方面

出现分歧，62 份（占比 71.3%）裁判文书肯定股

权共有，25 份（占比 28.7%）裁判文书否定股权

共有。 

司法实践中以夫妻或家庭共同财产认购股权

而引发纠纷时，一些法院基于中国公司登记中奉

行的“单一股权主体”原则，即不允许将同一股

权登记在两个以上权利人名下而只许可某个特定

人为登记股东的做法，就此认为中国法律不认可

股权共有。如前所述，25份司法案例否定股权共

有，无论这些案件中法官裁判理由是否充分，说

明否定股权共有的法院并非个别。62份司法案例

中的法官认同股权共有，这说明股权共有是客观

存在的事实，涉及的纠纷数量也不少；同时释放

出清晰的信号，缺失股权共有的规定，就可能导

致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股权共有不

在于是非论争，而是亟需立法回应。 

法官在裁判涉及夫妻共有股权案例的法律适

用方面存在分歧，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司法态度：

第一，优先适用民法、婚姻法等法律，不能优先适

用公司法等商事法律法规；第二，适用公司法、合

同法的相关调整股权转让交易的法律规范，而不

适用调整婚姻及其财产关系的法律规定；第三，

同时适用公司法、合同法和婚姻法。 

面对股权共有“立法缺失”和“司法失序”

的双重困境，早在 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王保树

《中国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议稿》就有将“股份共

有”入法的建议；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在起草征

求意见过程中也曾试图引入股份共有的规定，但

均未能如愿。究其原因，一是学界对股权共有的

法理、表现样态、共有代表、共有股权行使以及处

分等基础理论的研究尚不深入，立法建议较为简

单；二是司法实践当时还不可能为立法抽象提供

充分的案例；三是在《公司法》等民商事法律对股

权共有规范缺失的前提下，直接以司法解释的方

式创制股权共有的规则难免有“司法解释立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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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司法机关“越权立法”之嫌。两次尝试没有

结果的情形表明：股权共有未能入法并非没有现

实需求，只是当时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目前《公司

法》立法机关征求修法意见之际，股权共有入法

时机已经基本具备：第一，《民法典》关于股权共

有规定的缺失并非立法者疏忽，恰恰反映出中国

“民商合一”体例还存在着难以覆盖商事领域纷

繁复杂社会关系的客观事实，需要《公司法》以特

别法规定来弥补；第二，公司制度发展积累的丰

富实践，已经能够为修改《公司法》的立法抽象提

供充分的案例；第三，相关理论研究也有新的发

展。 

二、资格共有：股权共有特有内涵的证成 

股权共有也称为股份共有。“股份共有通常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法律主体共同享有同

一股份权益”。这一界定偏重于股权（股份）的财

产或财产权属性，不能准确揭示出股权共有特有

的内涵。如果针对同一股份财产或同一股权享有

的财产权益而言，股权共有与物的共有或一般性

的权利共有并没有多少差异，可以直接援用《民

法典》物权编有关共有规定就基本能解决其法律

适用问题。股权共有并非只是共有人对同一股份

权益共同享有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共有人对同一

股东资格共同享有的权利。其中，资格共有是股

权共有最为本质也是最具特色的内容。资格共有

可以表述为共有人在具有同一股东资格的前提下

对同一股份享有的权利。资格共有是股权共有的

前提，也是股权共有不同于物的共有或一般性权

利共有的核心要义，从而构成股权共有入法和法

律适用的逻辑起点。 

（一）资格共有的法理阐释 

资格共有在股权共有内涵中的地位源自于股

权本身的特质。股权是财产权利的一种，区别于

一般财产权利的重要特征是它并非一般人都能享

有的权利，而是特指股东对股份财产享有的权利，

其中股东和股份都是与公司关联的概念。股东在

公司法上是一种特定身份的象征，需具备一定条

件才能取得的主体资格。在作为股东资格原始取

得的公司设立情形，出资人必须履行或承诺履行

出资义务后方能获得股东资格。股东资格的取得

是股东对股份财产享有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没有

股东资格，股权便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股权

实际上包含资格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在公司法

理上，资格性权利基本可以对应于共益权；财产

性权利基本可以对应于自益权。如同财产所有权

可以分离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一样，资

格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也可以认为是股权中能够

分离的两项权能，二者可以在统一于一体的情形

下行使，也可以在分离的情形下行使。资格性权

利与财产性权利相比较，或许财产性权利对股东

更具有实质意义。但对于股权共有而言，资格性

权利更具有法律意义。 

（二）资格共有的法律规定 

资格共有在股权共有中的重要地位有法律上

的依据，最为直接的是来自于《公司法》第 75条

关于股权继承的规定，即“自然人股东死亡后，

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该内容不是

对资格共有的直接规定，但其中关于“合法继承

人”的表述显然包含着单个继承人或数个继承人

的情形，或者说其中隐含着实践中常见的数个继

承人共同继承同一股东资格的股权共有现象。按

照继承人更偏好股权中财产性权利的通常理解，

法律就理应首要保护股权继承中的财产权内容。

然而该条规定却并非如此，其中只涉及“继承股

东资格”的内容。这一规定表明：股权属于民法

上的财产权，但在股权继承的场景中，法律置于

首要位置或强调首先保护的却是“股东资格”，

并非财产性权利。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基于两个

方面的原因：第一，股东资格是获得股权中的财

产性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具有股东资格意味着拥

有股权的财产性权利，可以行使分红权、新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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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认购权和剩余财产分配权等自益权及其对公司

的其他请求权；但是，拥有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

却并非可以当然具有股东资格。当股权中的资格

性权利与财产权性权利处于分离的状态下，如隐

名出资人尽管可以享有股权中的自益权，但却不

能当然就具有法定的股东资格。第二，股权中的

资格性权利比财产性权利更容易受到法律上相关

权利的侵蚀和否定，因此需要通过法律予以明示

才能使之获得充分的保护。鉴于继承人往往是外

在于公司的第三人，股权继承在法律上也相当于

要向公司股东以外的其他人转让股权。公司法基

于维护封闭型公司“人合性利益”的考虑，对有

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设置诸如其他股东过半数

同意、其他股东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的程序性规

定。当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继承发生时，一旦其

他股东通过这些程序行使相应的法定权利，如果

没有《公司法》第 75条的明确规定，继承人的股

东资格就有可能受到“合法性否定”。此时继承

人可以主张继承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但在没有

股东资格作为保证的情况下，财产性权利受到侵

蚀的风险和耗费的行权成本可能较大，甚至还可

能会出现被“一次性买断”的结果，使之不能享

受到股权可能产生的长期收益。由此可见，股权

权能中的资格性权利与财产性权利相比，资格性

权利不仅是财产性权利的基础，也是财产性权利

的保障。资格性权利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和不可

限制性，法律上认可资格性权利对于权利人的保

护更为充分完整。这也正是公司法在股权继承中

将股东资格置于首要地位的意义所在，从而也为

资格共有系股权共有的特有内涵提供坚实的法律

支撑。 

资格共有在股权共有中的重要地位还可以从

《公司法》的其他规定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资格

性权利具有民法上的身份权属性，处于股权权能

中最为基础的地位，拥有股东资格就意味着股东

已经享有完整的股权或者有可能享受到完整的股

权。但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则并不具有这样的属

性和功能：首先，财产性权利对应于自益权，拥有

财产性权利并不等于拥有共益权，财产性权利只

是股权的构成部分之一。其次，财产性权利在公

司法上包括分红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

分配权等，股东享有财产性权利的多少与股东出

资具有相关性。公司可以根据《公司法》第 34条

关于“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规

定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6条“出资瑕

疵权利受限”的规则对瑕疵出资股东的财产性权

利做出相应的合理限制。当股东资格存续情况下，

股东不仅同样可以行使参与公司投票和管理等共

益权，还可以通过对出资瑕疵的弥补（如缴纳出

资）来获得对受限权利的完全享有。再次，根据

《公司法》，享有股东资格既可以由股东自己行

使全部股权，也可以通过合同将自益权或共益权

中的部分内容分离出去委托他人行使；而在不具

有股东资格的情况下，他人拥有或行使某些股东

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就具有股东主体地位。资格性

权利是最能体现股权特色的基础性权利，资格共

有是股权共有立法规制中最需要彰显的权利。 

（三）资格共有的案例验证 

资格共有在股权共有中的重要地位可以从司

法实践存在争议的案例中得到验证。司法实践涉

及争议的股权共有案件分两类：一类是涉及夫妻

或家庭成员共有股权的纠纷；另一类是涉及隐名

出资中共有股权的纠纷。第一类案件常常是夫妻

或家庭成员以共同财产出资但登记股东只为其中

之一，由于离婚或分家析产等原因需要对共有股

权进行分割而引发纠纷的情形；第二类案件常常

是众人出资但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法定限

制而只能将共有股权登记在其中一名或几名代表

股东的名下，由于股权处置等原因而引发纠纷的

情形。在对这两类案件的处理上，法官判案的思

路大致可归纳为：第一，认可或否定股权共有的

存在。如前所述，否定与认可的占比约为“三七

开”。否定的理由主要是依据股权登记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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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公司法不承认股权共有”；认可的理由主

要是基于股权共有的客观事实。由于现行法律缺

乏股权共有的规定，即使认可股权共有的存在，

也建立在将股权视为财产共有的基础之上，难以

对未登记为股东的其他共有股东资格加以确认，

也意味着尽管名义上认可股权共有但其实只是对

财产共有的认可而对资格共有的否定。第二，法

律没有股权共有的直接规定，无论对股权共有持

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但都会从公平角度出发，

在判决中不同程度兼顾到登记股东以外的其他共

有人的利益，尤其是都不会忽视股权共有中财产

利益的合理分配，如对持股所得分红、股权转让

所获对价等自益权收益的处理，鲜有支持股东资

格共有的诉讼请求。在“曾某珍与王某光离婚后

财产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原、被告在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以共同财产出资取得的东本茶砚公司的

50%股权属于原、被告共有。原告要求直接分割东

本茶砚公司的股权缺乏法律依据，但应确认原告

享有东本茶砚公司 25%的股权的价值和资产收益。

在“谢某华、黄某松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中，

法院指出：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的应当是股权所代表的财产价值。由于中

国公司法不承认股权共有，同一股权不能同时登

记在两个人名下，因此，即使以夫妻共同财产出

资股权不能共有。第三，对于隐名出资中的股权

共有，鉴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隐名出资

已有现成的规定，基本沿循在“成文法”环境下

形成的思维定势，以法律为准绳一定是法官判案

最省事也是司法风险最小的选择，因而几乎无一

例外都按隐名出资来处理，鲜有法院会从股权共

有上来考虑这样的判决对未登记为股东的其他共

有人是否公平合理的问题，实际上也相当于是有

意无意地否定股权共有的存在。在“杨某与吉林

省黎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乔某、周某、

姚某、王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法院指出：

杨某与乔某签订的《备忘录》中明确约定以乙方

（乔某）名义持有黎明房地产股权 49%，股本金

490 万元，系杨某与乔某共同出资。根据《公司法

司法解释（三）》第 24条第 3款的规定，本案被

告黎明公司现有股东为乔某、周某、常某礼、王某、

姚某五人，除周某、王某庭审中承认杨某是股东

身份外，其余股东均不同意，没能过半数以上同

意，故关于杨某请求被告将乔某名下黎明公司

23.5%股权变更至杨某名下并签发出资证明书、记

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司法实践中法官判案的思路表明，在缺乏股

权共有明文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无论是持哪种思

路，最终的结果都可能是殊途同归，即对作为股

权共有核心要义的资格共有的否定，也不啻于是

对股权共有的否定。 

法院的判案思路，都有相应的理由和法律援

引作为支撑，不能简单给予对与不对、成立与不

成立的评判，但也需指出其无视资格共有可能产

生的问题。 

可能对未登记为股东的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

使其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法院判案思路

表明，绝大多数的判例都不可能对共有人股东资

格加以确认，势必会出现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

共有人应当享有的共益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由

于无法行使而相当于被剥夺状态；二是共有人享

有的自益权也可能是不完整的，由于不具有股东

资格，使本来应当直接向公司主张权利变成只能

是向登记股东主张的权利，提高了财产性权利实

现的成本，权利处于不确定状态则意味着增加利

益实现的风险。《公司法》第 75 条关于“股权资

格”规定的精神难以在实践中得到体现。 

造成共有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处于不确定状态，

可能损害相关方的合法权益。股东资格的取得需

要具备法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出资。

根据现行《公司法》规定，在“认缴制”下取得股

东资格必须以履行或承诺履行出资义务为前提条

件，即使是“零首付”成立公司，也必须将承诺

的出资数额、日期、方式等载入公司章程，股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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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才能得到法律认可。在这个意义上，股东资格

实际上是权利义务的统合体。如果共有人的股东

资格没有得到法律确认，除了其权利可能处于不

确定的状态，其应当履行的义务也同样具有不确

定性。一旦出现“公司人格否认”、清算义务人

不履行清算义务这类需要将债务责任追溯至股东

的情形时，共有人即使未履行出资义务，也很难

将其列为责任人，没有股东资格还可能成为共有

人逃避责任的理由。这不利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可能导致法律关系的混乱，损害共有人的合

法利益。这主要是指将股权共有纳入隐名出资处

理的情形。隐名出资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

第 24条规定，是在隐名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发

生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而共有股权则是在共有

人之间发生的股权共有关系，包括资格共有和财

产共有的关系。虽然隐名出资和股权共有都存在

非由本人直接行使权利的情况，但两种法律关系

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二者的基础法律关系不

同，隐名出资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债权法上的合同

关系，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构成明确的债

权债务关系；股权共有的基础法律关系则类似于

物权法上的共有关系，共有人之间具有明确的资

格共有和财产共有的关系。其次，法律主体的地

位不同。隐名出资中的名义股东具有代理人的地

位，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25条第 1

款的规定其对善意第三人则具有股东地位；实际

出资人具有委托人地位，由于其处于“隐名”状

态，不仅对善意第三人不具有股东地位，而且对

公司内部的其他股东也不当然就具有股东地位。

股权共有的登记股东代表处于代表人的地位，其

他股权共有人则与股东代表一样需要对股东资格

进行显名记载。显名记载尽管与登记还有区别，

但也相当于向社会宣示自己是当然的股东资格和

股份财产的共有人，因而显名记载具有对抗公司

其他股东和第三人的效力。也正是基于此，共有

人对公司享有权利受到法律保护的程度要明显高

于隐名出资人。 

不利于公司登记制度的完善。公司登记制度

奉行“单一股权主体”做法并非是对股权共有的

客观真实反映，而是反映现实登记制度存在的缺

陷和不足。随着公司登记由行政许可向行政确认

转变带来的理念变革，公司登记作为行政确认应

当更多尊重包括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股权共有

中的资格共有属于股东自治或公司自治的范畴，

只要不损害他人利益和公序良俗，就应当受到尊

重，得到公司机关的行政确认。因此，现行公司登

记对股权共有的否定不符合登记制度改革的要求，

没能体现出尊重公司自治的行政确认的制度精神。

正是由于股权共有的存在，不仅凸现公司立法完

善的问题，同时也凸显登记制度需要完善的内容。 

三、现实样态：股权共有的多元化考察 

股权共有的现实样态包括夫妻或家庭成员以

共同财产出资而产生的股权共有和继承中因数个

继承人对同一股权享有继承权而产生的股权共有。

在这两类常见的股权共有样态中，司法实践对于

财产共有的处理基本没有争议，对于资格共有的

处理则有不同的做法。 

股权共有的实践样态还包括人们关注度不够

的两种情形：即隐名出资中的股权共有和在国有

公司、上市公司推行员工持股计划中的股权共有。

通过对两种样态的考察，可以进一步证明股权共

有的客观存在和入法的必要性。 

（一）隐名出资中的股权共有 

隐名出资中的股权共有更准确地说是股权共

有与隐名出资的交织状态。由于司法实践中将股

权共有当成隐名出资来处理，因此也可称之为与

隐名出资混同的股权共有。这种样态通常发生于

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与股权共有具有一些相

同点，但基于法律关系上的差异，如不加区别，一

律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关于隐名出资的

规定来处理，就可能出现张冠李戴，导致处理上

的不公平、不合理。司法实践中出现这种因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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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混淆而不当适用法律现象，说明股权共有的

规制亟需统一的立法。 

隐名出资与股权共有出现交织并非指所有的

隐名出资现象，公司实践中的这类现象主要出现

于：一是多数人以共同财产投资但因各种原因只

由其中一人作为显名股东，该显名股东也属于共

有人之一而非完全的股权代持者；二是多数人以

个人自身财产投资但因受公司股东人数的法定限

制而只能选派投资者中个别人作为持股代表。其

中后一类现象多为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时出

现的股权共有。如本文作者曾应当地中级人民法

院之邀提供咨询意见的一个疑难案件。该案中的

某集体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时，百余名原企

业职工持有改制后公司的职工股，公司成立时给

每位持股职工均签发盖有公司公章的股权证明书。

由于受公司股东 50人的限制，百余位职工股东只

能选派几名职工股东作为代表来行使股权。若干

年后该公司几位大股东以合法程序通过公司减资

的决议，决定以确定的价格回购全部职工股，几

位职工股东代表在没有得到全部职工授权情况下

擅自做出同意回购的意思表示，公司回购完成，

该公司很快被另一大公司并购。而持有职工股的

几十名职工坚持不同意这一回购行为，拒绝领取

已经提存的回购款并要求保有职工股东身份，遂

引发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在处理该案时遇到的难

题是：如果按照隐名出资处理，保留职工股东身

份的诉求无法满足；如果满足职工股东身份的诉

求，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且可能突破股东人数

的法定限制。这类难题的存在，致使一些事实并

不复杂的案子变成重大疑难案件，让法院难以判

决，判决后也难以让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有的还

会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 

（二）员工持股计划形成的股权共有 

员工持股计划是当前主要在国有公司和上市

公司中推行的一项制度。公司通过员工持有股份

而分享本公司未来收益权，员工“形成资本所有

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是公司对员工一种长

期激励和利益分享机制。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范围

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证券法》在相关规

定中涉及到员工持股计划的概念，表明对其合法

性的认可，但并未对其具体内容做出规定。国务

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发布过一些专门对

员工持股计划进行规制的法规性文件。根据这些

法规规定，员工股持股计划是公司员工根据该计

划方案的要求由自己出资购买本公司股份，购买

后的一定期间内在股权持有、股权行使、股权管

理等方面都具有不同于一般自然人持股的制度。

员工持股计划具有较为鲜明的股权共有的属性和

特点：第一，员工持股计划在发行员工股后具有

一定的持股期限，国有公司和上市公司以非公开

发行方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期限不少于

36 个月，在此期间内员工股要实行集中的管理，

不得转让。第二，在持股期限内，持股员工可以个

人名义直接持股，也可通过公司制企业、合伙制

企业、资产管理计划等持股平台持有股权，但股

权实行集中行使。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

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第 7 条规

定：“参加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应当通过员工持

股计划持有人会议选出代表或设立相应机构，监

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员工持股计划

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或者授权资产管理机构行使

股东权利。”第三，公司各方股东应就员工股权

的日常管理、动态调整和退出等问题协商一致，

并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等予以明确。这些特

点表明，员工持股计划是一种按照股权共有原理

来设计的制度，是在确认员工本人对员工持股计

划享有股东资格的基础上的股权共有形态，包括

资格共有和财产共有两个方面，对股权共有的管

理和股权行使是由员工持股计划产生的代表来进

行。这些设计与股权共有应然形态还有差异，但

已经体现出股权共有的制度设计的基本内容，为

股权共有入法的证成提供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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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法要点：股权共有域外比较和本土司法的

启示 

股权共有特有内涵和现实样态的证成意味着

股权共有入法具有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股权共

有的立法要点是对其能否入法的可行性论证。这

需要从中国公司现状和司法实践出发，合理参考

借鉴商事制度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与经验。在

此基础上，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在其公司

法或商法典中关于股权共有的专门立法，可以为

中国股权共有入法提供启示。 

（一）共有人的显名 

共有人的显名是指将共有人对同一股东资格

共同享有股权的事实状态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

让共有人以外的第三人能够知晓。显名包含公开、

公示和公信三层意思。公开是指将股权共有的事

实向共有人之外的第三人尤其是公司予以明示；

公示是指公开股权共有事实采取可以取信于外部

的表现方式来让人所“知”；公信是指股权共有

因对外公示而产生的使人所“信”的效力。三者

之间是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显名是与隐名相对

的概念，意味着共有人不采取隐名方式，是股权

共有区别于隐名出资的最重要特点之一。股权共

有要得到立法上的认可和保护，共有人显名是必

须具备也是立法上要求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

上，共有人显名是股权共有立法必须载明的重要

内容，是股权共有其他法律特征得以成立和存在

的前提。 

共有人显名的法律意义：第一，显名作为股权

共有成立的必要条件，进一步印证资格共有是股

权共有的核心内涵，“显名”首先是对股东资格

的要求，如果仅指股份财产，就与隐名出资没有

差异，甚至股权共有也没有单独立法规制的必要；

第二，显名在明示共有人享有共同权利的同时也

是对其应当履行义务的彰显，如《德国有限责任

公司法》第 18条第 2款、《德国股份法》第 69条

第 2 款、《韩国商法典》公司法编第 333 条第 1

款和第 558 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

160 条第 2 款无一例外均清楚载明共有人负有向

公司连带缴纳出资的义务；第三，显名表明法律

对共有人行权的行为规范和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

第四，显名对外宣示股权共有具有对抗共有人以

外的第三人（包括公司及其股东和其他相对人）

的效力，第三人不得以“不知”为由来抗辩、损

害甚至否定共有人对股东资格和股份财产应当享

有的权利。 

共有人显名是域外公司法上一项普遍规则。

如《英国 2006 年公司法》第 113 条第 5 款规定，

如果共同持有公司的股份或股额，公司的成员登

记册必须载明每一个共同持有人的名称。美国《特

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 217条（b）款关于股份共

有人表决权的规定中就有允许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或者其他证券在公司记录中登记为 2 人或者 2

人以上的内容。《日本公司法》第 126条和第 130

条的规定，欲行使共有股东权，须将所有共有人

的姓名（名称）、住所以共有的形式登记到股东名

册上，且被选定的权利行使人也必须在股东名册

上登记。此外，韩国公司法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公

司法”上也有与日本公司法相似的共有人显名的

规定。 

共有人显名是立法上要求股权共有具备的条

件，但却并非是对公司实践中众多股权共有人施

加的一项强制性要求，而只是给当事人提供的一

种选择。选择显名的，股权共有获得公司法的确

认，共有人的股东资格受到法律保护，共有股权

的行使应接受公司法的调整。如果不选择显名的，

则按照“隐名”的投资方式来处理，当事人并不

当然享有股东资格，关于投资权益的财产归属则

按照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如果“隐名”投资

者要求显名，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24

条第 3 款确立的股权变动身份关系规则，“隐名”

投资者只有在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才能

获得股东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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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是否选择股权共有的情形一样，共有人显

名采取何种方式也是可以由当事人选择的内容。

各国或地区在这方面的做法不尽一致，多数是将

各股权共有人的姓名（名称）记载或登记在公司

的成员登记册或股东名册中。鉴于中国公司登记

制度要求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和股份有限公司发

起人的姓名或名称作为公司必须登记的事项，因

此立法上也可以考虑在尊重公司自治的基础上提

供不同的选择：如果选择股东名册显名记载的，

根据股东名册的效力，显名公示的对抗力及于公

司及其他股东；如果选择公司登记记载的，根据

公司登记的效力，显名公示的对抗力则要及于公

司股东之外的第三人。这里的对抗效力即共有人

就显名记载的内容享有向第三人主张抗辩的权利，

即第三人不得以“不知”为由来否定共有人的股

东资格。换言之，法律对共有人以外的第三人课

以谨慎注意义务。如在“罗某、朱某等确认合同

无效纠纷”中，法院指出：罗某更应当对马某洪

处分股权是否经过其配偶朱某同意尽到谨慎注意

义务，确定是否属于马某洪与朱某的共同意思表

示……否则损害了朱某作为股权共有人的合法权

益。当前中国公司登记实践对股权共有持完全否

定态度，只允许将股权登记在某个特定人的名下

而无共有股权的登记。这一方面是出于市场监管

部门为了明确公司的收益分配和责任承担的原因，

另一方面则是受《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

规定的影响。股权共有入法，这一局面应当得到

改变。 

（二）共有代表人 

共有代表人即代表共有人行使股权的自然人，

是股权共有制度中又一很有特色的要点所在，其

特点：第一，从法律地位来看，共有代表人是全体

共有人的代表人而非代理人。共有代表人行使的

权利范围直接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并不是来自全

体共有人的专门授权，因此其行使的权利内容具

有稳定性且不会受到其他共有人的干预。第二，

共有代表人通常可以选择在股东名册记载或公司

登记记载，通过“记载”这种方式公示全体共有

人的代表人身份。第三，共有代表人的制度设计

主要是为规范共有股权的行使。共有股权的行使

从性质看类似于民法上的共有财产管理，但二者

并不等同。按照《民法典》第 300 条关于共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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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在共有人没有约定

的情形下，“各共有人”都可以管理共有财产。

但这一规定却不能适用于共有股权。在股权共有

情形下，数个共有人共同拥有一个股东资格，如

果在股权行使上事无巨细都让所有共有人形成一

致意见，公司管理就无法进行，因此需要从全体

共有人中产生一名代表来统一行使股权。根据公

司法上的股权人格化理论，股东权利行使必须要

有某个特定、具体的自然人来行使。在这个意义

上，共有代表人制度是调整全体共有人集体行为

的规范，通过规制全体共有人与其代表人之间的

关系和行为，提高股权共有人集体行为的决策效

率。共有代表人必须成为股权共有立法的重要构

成部分，其制度设计应当兼顾效率和共有人的利

益维护。 

《英国 2006年公司法》第 286 条、《德国股

份法》第 69条第 1款、《法国商法典》第 L225-

110 条、《日本公司法》第 106条、《韩国商法典》

公司法编第 333 条第 2 款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公

司法”第 160 条第 1 款都明确要求从股权共有人

中产生一名共有人作为所有共有人的代表来行使

股东权利。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是要使共有股权行

使的效果直接等于“单一股权主体”行使股东权

利的法律效果。如果共有代表人已经从共有人中

选举产生，那么共有代表人原则上不需要同其他

共有人进行协议，只需要依据其自身的判断就能

行使股东权利，比如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

而非依照全体共有人的委托授权、一事一授权，

在授权范围内按全体共有人的意思行事。在对

“共有代表人”的称谓上，英国称为“资深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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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德国称为“共同代理人”、日本称为“权

利行使人”等，但名异而实一。在共有代表人的

产生办法上，《英国 2006年公司法》第 286条规

定，由共同持有人在成员登记册中的顺序决定出

资深持有人。日本公司法未规定共有代表人的产

生办法，但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来确定。日本平

成 9 年司法机关的观点为根据股份价格过半数来

决定。有学者认为，共有代表人行使的是属于共

有股份的权利，共有代表人的产生应当由所有共

有人参加，对于达到共有股份之份额价格过半数

而只由部分的共有股东来选定是不合理的。中国

台湾地区“公司法”第 160 条第 1 项规定应由公

同共有人推定一人为之，惟既系为行使公同共有

之股东权所为推选，自应得公同共有人全体之同

意。也有学者指出全体决不利于公司治理效率以

及容易产生股份共有人内部的僵局，根本解决之

道为通过仿“土地法”第 34 条的立法模式或者

是引进共有股份分割投票制度来修改“公司法”

第 160 第 1 款。这些做法，对中国建立共有代表

人制度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三）共有股权的行使 

共有股权的行使主要是通过共有代表人的行

权行为来体现。由于共有代表人的行权行为并非

只代表个人，因此从制度设计而言就是如何规范

其行权行为，使之既能保证公司决策和运作效率，

又不至于滥用代表权损害其他共有人的利益。对

此，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上也有相应规定。根据《德

国股份法》第 69条第 1款规定，共有代表人可以

行使该股票上的权利；根据《法国商法典》第 L225-

110条规定，共有代表人可以代表出席股东大会行

使股东权利；根据《日本公司法》第 106条规定，

共有代表人行使有关该股份的权利。另外，《韩国

商法典》公司法编第 333 条和中国台湾地区“公

司法”第 160 条也有相似内容。有关共有股权行

使的具体表述不尽一致，但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的

特点，即法律原则上不对共有代表人行使的一般

性股东权利作出限制，共有代表人可以按照自己

的意思行使表决权、股东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

权以及股东诉权等各类广泛的股东权。这一方面

显示出共有代表人制度与“一事一授权”代理人

制度的区别，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股权共有制度

设计对公司效率的兼顾。 

中国司法实践还反映出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

问题：共有代表人是否能够对共有股权进行处分？

共有股权的处分包括股权转让、出质等，由于处

分涉及到全体共有人的利益而且会导致股权共有

状态的消灭。因此，这关系到共有股权的制度设

计是否需要对共有代表人处分股权的行为做出限

制的问题。该内容在域外国家或地区立法上没有

直接规定。在 62 份肯定股权可以共有的案例中，

有 35份是关于共有股权转让方面的案例（如图 2

所示）。其中，31份案例中法院认为共有股权转

让需要得到全体共有人的同意。 

 

图 2 共有股权转让是否需要得到全体共有人同意的认定 

公司实践中因股权共有发生的争议，较多集

中于股权处分方面。股权共有入法，《公司法》可

以参照《民法典》关于共有财产处分的规定。《民

法典》第 301 条对此列示三种选择：第一，共有

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这体现“私法自治”

精神，应当为股权共有在处分上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二，多数决方式。即由 2/3 以上共有份额多数

决定，这意味着可能损害不同意转让的共有人的

利益。结合《民法典》来看，在共有财产处理上采

取这种思路应当是偏重于“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

动产作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者用途的”的情形，

而对于共有财产的处分、尤其是对于共有股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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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并不合适，共有股权的处分涉及到共有股东

资格的消灭，宜由公司法来专门做出特别规定。

第三，全体决方式，即全体共有人同意，这一思路

是可行的，参照适用不仅体现保护共有人权益的

精神，也与中国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的做法相吻

合。 

五、修法建议：股权共有的立法范式与规范构造 

《公司法（修订草案）》已于 2021 年 12 月

20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一审并正在广泛征求修法意见。立法机关应考虑

将股权共有作为本次修法的新增内容，纳入《公

司法》规制范围。 

（一）股权共有立法范式 

1. 股权共有入法路径选择。域外关于股权共

有的立法基本上都是通过公司法或商法典来完成

的。在中国“民商合一”的体例下，股权共有存

在两条入法路径，即《民法典》或《公司法》。从

理论上讲，两种方式都能解决公司实践中股权共

有的法律适用问题。《民法典》生效实施才一年有

余，通过修法方式来达到股权共有的入法目的不

具现实可能性，因此只能考虑通过司法解释的方

式来解决适用问题。在《民法典》已将股权与物权

并列的立法体例下，对物权编的司法解释，只能

采取参照适用的方式，而无论参照物的共有还是

权利共有都可能出现立法逻辑难以自洽和周延的

问题；对总则编的司法解释，则可能存在“司法

解释立法化”之嫌。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2月 29日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2022年 2月 24日

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

若干问题的解释》均未涉及股权共有的内容。司

法解释相较法律而言，在制定程序方面较为便宜

和灵活，但法律位阶等级不及法律。比较而言，通

过《公司法》来解决股权共有入法问题是立法路

径选择的上策。股权共有属应当由公司法专门规

范的特有问题。将股权共有纳入公司法修改属于

题中应有之义，具有入法成本低、立法技术相对

简单、出台后适用操作方便等优点。 

2. 股权共有在公司法中的安放。域外关于股

权共有的立法设置不尽相同，但在实定法层面都

有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共有

规定。从中国公司实践来看，股权共有发生的领

域涉及到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

形态。有限责任公司属于股权共有纠纷发生的

“高发地”。在 62份肯定股权可以共有的司法案

例中，涉及标的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案例

数高达 56个，占绝大多数；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例

数为 6个。 

股权共有的立法应立足现实，将规制的重心

放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共有形态上。根据中国

《公司法》的现行立法体例，股权共有的入法安

放可考虑：第一，两类公司都存在股权共有现象，

但还达不到在总则中规定的程度。可沿循现有立

法体系，将股权共有的主要内容集中规定在有限

责任公司一章，然后在股份有限公司一章采用法

定准用规则，即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股权共有的

立法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如同《公司法》关

于两类公司的同类事项，比如股东出资方式、公

司机关职权等，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有限责任公司

的有关规定。第二，股权共有的其他内容可以考

虑在《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新增的“公司

登记”一章中对股权共有涉及显名登记的内容做

出规定。第三，对于股权共有可能与股权一般性

规定发生误读的相关内容，可采取但书方式，即

增加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款项。 

3. 股权共有入法的渐进完善。根据对域外立

法的考察，股权共有的法律规定内容通常较为原

则。大多数情形下，都是在其公司法或商法典中

仅就一个法律条文围绕股权共有展开直接规定，

实施中的具体问题还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

如共有代表人产生，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就尝试

通过以司法裁判的方式来确定产生方法并指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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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司法审判和公司实践。中国在建立股权共有

制度过程中也需要把握好其中的“粗”与“细”

的问题。鉴于股权共有入法还缺乏充分的理论准

备，股权共有制度还不能寄希望通过本次公司法

修改一次性就能达到完备程度。本次公司法修改

应当是将股权共有入法。解决股权可以共有的问

题，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股权共有的相关制度，

如共有人的显名、共有代表人的产生、共有股权

行使等内容。公司法确立股权可以共有之后，根

据《立法法》第 104条第 1款和 2021年《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 2 条，最高

人民法院可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对股权共有的类

型、共有代表人的产生方法和法律地位、共有股

权处分等适用问题做出具体规定。此外，对于“民

商合一”体例下可能存在的股权共有法律漏洞，

中国指导性案例被称为法律解释的一种方式，具

有补充法律规范漏洞的功能，未来还可以通过最

高人民法院适时发布涉股权共有方面指导性案例

的方式来弥补。 

（二）股权共有的规范构造 

股权共有的规范构造即公司法相关条文需要

载明的具体内容。可以将其分为总体性规范和相

关性规范两类。 

就总体性规范而言，股权共有其实为股权主

体为复数的一种权利状态，股东权利的内容仍然

与单一股权没有差异。公司法允许股权共有的规

定可以考虑设置在关于股东权利规定的条款中。

可在有限责任公司一章中单列一条或者在涉及股

东权利的规定中增加一款作为股权共有的内容，

其表述可以考虑为“股权可以由两人以上共有，

股权共有人视为一个股东。股权共有人应当推选

一名代表人行使股东权利，并将其姓名或名称通

知公司。” 

就相关性规范而言，由于股权共有的特点还

涉及到显名登记、共有股权的行使等问题，可以

考虑在各章的相关条款中予以规定。如在显名登

记上，可在《公司法（修订草案）》新设的“公司

登记”一章中就各股权共有人、股权共有代表人

的信息作为公司登记事项的内容，由共有人自愿

选择是否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如在关于有限责

任公司股东、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事项后增加类

似“股权由两人以上共有的，可以要求登记机关

标明共有的字样、股权共有代表人的姓名”这样

的表述。股权共有在股东名册中的显名应当为强

制性规定，可在有限责任公司一章关于股东名册

的规定中增加一款内容，即“股权由两人以上共

有的，各股权共有人的姓名或名称、股权共有代

表人的姓名。” 

共有股权行使需要规范的内容有两个：一是

代表人的产生和代表人对股权的非处分行为（主

要包括行使除共有股权处分之外的其他股东权利，

如出席股东会的表决权、股东知情权、新股认购

优先权、股利分配请求权等）；二是共有股权的处

分。关于第一个内容，由于更多属于当事人自治

空间的范畴，因其而引发的纠纷解决之道可以由

司法解释来做出规定。关于第二个内容，共有股

权处分可以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一章中规定，

如单列一条：“转让共有股权的，应当征得全体

共有人同意。股权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从其

约定。”如果出现共有代表人将共有股权转让给

第三人，而共有股权因未显名登记而不具有对抗

第三人效力的情形，可以由司法解释参照《民法

典》第 311 条规定的无权处分的原则来做出解释

性规定。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的股权共有问题，由

于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共有基本相同，因此可

以在股份有限公司一章中采取法定准用规定或留

待司法解释来做出规定。 

六、结语 

《民法典》“总则编”将股权作为与物权、债

权并列的民事权利，但改变不了在中国“民商合

一”立法体例下股权主要应当由《公司法》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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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基本定位，由此也决定股权共有入法的任务

在《民法典》无法实现的情形下主要应当由《公司

法》来完成。公司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股权共有

入法具有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而且条件也基本

成熟，亟需借《公司法》修法之机来实现，使实践

中对股权共有的规制能够有法可依。 

文章来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

第 4 期 

本文由作者授权“商法界”刊载为方便阅读，全文省略注

释欢迎分享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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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会新闻 

案例|法亦有情，15 年弃婴告别黑户 

原创：2022-06-09  民主与法制周刊 叶青 兰钰烨 

https://mp.weixin.qq.com/s/1TePfpPAKVfPjR_t4jxfZw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 2022年第 20期 

 

2021 年 11 月 8 日，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日

子，但对于家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的

余筱翠来说，却是个前所未有的喜庆之日。因为

命运多舛的她，在法院、公安、妇联、社区等诸多

职能部门的帮助下，终于摆脱了 15年黑户的窘境

——有了户口簿和身份证。 

据悉，这起由实际抚养人申请作为弃儿监护

人的案件，在全国尚属首例…… 

寒冬半夜捡拾弃婴 

 

2006年 11月，柳州市已经进入了寒冬。4日

凌晨 3 时许，正在城中区某派出所门卫室值班的

余建强忽然看到一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貌似

拾荒者的男人向他走来。正当余建强迷惑不解时，

对方神情慌张地告诉他，说自己刚才在红光桥下，

听到有一名婴儿的哭泣声，很凄惨…… 

余建强听罢感到一愣：这么冷的天，谁会将婴

儿丢弃在桥底置之不理呢？莫非是未婚先孕者所

为？ 

年过半百的余建强，心不由得一紧。毕竟，他

早已为人父，对自己的女儿那可是千般宠、万般

爱，捧着怕摔了，含着怕化了。即使女儿现在都已

经在外地参加工作了，他仍时常记挂于心。因而，

他不相信亲生父母会做出这等有违天良的事情来！

故此，一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着满腹狐疑的

余建强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由于与红光桥的距离不远，所以，余建强便邀

请另外一名同事一同前往。 

到了那里，河边吹来的凉风让刚从值班室里

走出的余建强等人冷得瑟瑟发抖，婴儿的啼哭声

也随风飘进余建强一行人的耳朵里。拾荒者用手

指了指搁置弃婴的地方，余建强和同事循声望去，

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走到跟前一看，发现是用毛巾包裹着的一名

婴儿，哭声微弱，不免让人听了难过万分，并产生

深深的怜悯。 

早已为人之父的余建强，一眼便看出这应该

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从其哭声中可以听出是一

名女婴。余建强立马将她抱起，想在身上搜寻一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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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字方面的信息，比如出生日期、为何将其遗

弃、籍贯等等。 

可遗憾的是，除了眼前哭泣的女婴，其他什么

都没有留下。更让余建强心酸的是，这名女婴的

脐带都未脱落。 

仁慈的余建强眼圈顿时泛红了，他迅速将这

名女婴搂进怀里，不肯松开，并直接搂抱着女婴

往自己家里赶，想让妻子赵隽梅帮忙把弃婴的周

身清洗干净。 

赵隽梅学过护理知识，她听完丈夫的诉说后，

也深有同感：天气如此之冷，怎么还有如此狠心

的父母，将自己的骨肉弃之桥下？赵隽梅清洗完

女婴之后，便找出小棉被将其裹着，哄她睡觉。天

一亮，夫妻俩就抱着这名可怜的女婴去医院，让

医师给她做全身检查。 

还好，老天开恩，经过医师全面检查后，发现

女婴并没有什么大碍。看来，上苍也非常眷顾、怜

惜这个遭人抛弃的小天使，让好心人及时发现并

捡拾了她，给了她生的希望。 

15 年寻找父母无果 

后来，经过公安机关多方查询，仍无法找到弃

婴的亲生父母，亦未能知晓其他近亲属的信息。

毕竟，那个年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有限——没有现

在这么先进。 

幸亏赵隽梅从事过月嫂工作，她觉得被遗弃

的女婴甚是可怜，身体又不怎么好，半个月就要

去一次医院。因而，善良的赵隽梅，不舍得让这名

可怜的女婴离开自己，还为她取名：余筱翠。并决

定好好守护着她，爱她，不再让她受任何的委屈。 

2008年，余建强向相关部门申请捡拾女婴的

证明，但因一些客观方面的原因（住房被拆迁，加

之家中老人病重，需要 24小时陪护），故没有及

时办理收养手续进行户籍登记，这也就带来了后

续的一系列麻烦。 

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余建强、赵隽梅夫妇的精

心照料下，余筱翠也跟其他同龄的小孩儿一样，

欢乐健康地茁壮成长。 

平时，余筱翠跟余建强、赵隽梅二人以“爷

爷”“奶奶”相称。余筱翠 6 岁时，余建强、赵

隽梅为余筱翠安排进了一所私立小学就读，她团

结同学，努力学习……到面临初中升学考试，需要

进行户籍登记才能建立学籍档案时为止——需要

补办户籍登记并确定监护人。眼看学业就要被终

止，怎么办呢？ 

余筱翠的学业迫在眉睫！这时，有人建议余建

强和赵隽梅直接向司法部门求助…… 

之前，由于余建强、赵隽梅对法律知之不多，

只好临时抱佛脚，申请为余筱翠补办户籍登记并

给予确定监护人。 

柳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2021 年 8月 16日，

物证鉴定所 DNA 室受理某派出所送检的余筱翠血

样。检验后获得余筱翠血样 DNA 分型，并于同月

31日将分型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数据库进行比

对。但截至 2021 年 11 月 1 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

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中，未发现符合的相关

人员……” 

派出所随即将情况向管辖社区进行了反映，

并紧锣密鼓地开展证据收集工作，且向柳州市家

事少年案件审理中心（隶属于柳北区人民法院）

寻求法律指导。 

柳北区法院和柳州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召

开座谈会，认真讨论该案的案情与解决方案。 

民警将情况向管辖社区进行了反映。社区知

悉情况后，便和派出所紧锣密鼓地开展证据收集

工作，并向法院寻求法律指导，还专门就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到法院召开了座谈会，一起讨论解决

落户工作困难方案和相关法律程序。 

最终，在众多职能部门的共同帮助下，余建强

和赵隽梅夫妻二人分别拿到了派出所、社区出具

的《关于余筱翠无户的情况说明》《弃婴捡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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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同意余建强和赵隽梅作为余筱翠监护人

的同意书》，并于 11月 3日向柳北区法院提交了

确定监护人申请书，申请由余建强和赵隽梅作为

余筱翠的合法监护人。 

养父母被指定为监护人 

看到这儿，有读者可能迷惑了：为何城中区的

案子要到柳北区法院去办理呢？这里有必要说明

一下：隶属柳北区法院的家事和少年案件审理中

心，是全国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单

位。2016年 5 月 10日，柳北区法院根据柳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的指定，在该中心集中管辖审理城中、

鱼峰、柳南、柳北等城区的家事和未成年人刑事

一审案件。在广西高院、柳州中院的指导下，家事

和少年案件审理中心构建形成了一个“立、调、

审、执”直通，家事案件管辖集中化、审判人员专

业化、程序机制特别化的家事审判改革“五化”

专业平台。 

柳北区法院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根据申请

人自述，依职权多次前往派出所、社区了解实情，

调取查阅询问笔录、谈话记录，掌握了余建强、赵

隽梅夫妻二人多年实际抚养余筱翠的具体情况。 

2021 年 11 月 8 日，柳北区法院对这起全国

首例实际抚养人申请作为弃儿监护人案进行了开

庭审理。 

纵观本案的全过程，法官审理后认为，关爱保

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民法典第 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没有监护能力的，由

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

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其他愿意

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

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

同意。 

本案中，被监护人余筱翠刚出生后即由余建

强捡拾，经柳州市公安机关多方查找，既无法找

到其亲生父母，也未能知晓其他近亲属信息。同

时，余建强、赵隽梅作为余筱翠事实上的养父母，

对其悉心照顾 15年之久。余筱翠在二老的照料下

健康成长，足以看出两位申请人对余筱翠的关心

和爱护。 

现在余筱翠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亦同意由余

建强、赵隽梅作为余筱翠的监护人，符合最有利

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可以使余筱翠合法权益得到

有效保障和落实，符合法律规定，故法院予以准

许。 

综上，柳北区法院依照民法典第 27条、第 31

条、第 34 条、第 35 条之规定，当庭作出宣判：

申请人余建强、赵隽梅为余筱翠的监护人…… 

法官宣判完毕，语重心长地对申请人余建强、

赵隽梅说：“今天法院依法确认了你们作为余筱

翠合法监护人的身份，希望你们能继续尽心尽责、

视如己出地照顾好余筱翠，依法保护和保障她的

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及时帮她办理户籍、完善身

份信息，顺利应试升学。” 

申请人赵隽梅双手接过法官递上的判决书，

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激动得热泪盈眶，她紧紧握

住法官的手，连声感谢，久久不愿松开…… 

至此，这起全国首例实际抚养人申请作为弃

儿合法监护人案件得到圆满解决。接下来，公安

机关将会依据法院判决，帮助余筱翠办理身份证

和完善户籍信息。 

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改革的有益探索 

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关爱保护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一直以来，未成年人维权工作都是柳北区法

院的重点工作，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后，柳

北区法院针对新法、新工作，主动作为，加强沟通，

率先在柳州两级法院成立“柳北区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站”，联合检察院、公安局、团市委、妇联等

12 个联席单位，会签《柳北区家庭教育指导联动

方案》，目前工作站已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两份，

对督促家长纠正错误教育方式、维护未成年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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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益，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也为未成年人

维权工作及时完成了家庭教育指导的填空题。 

审理上述案件的法官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及时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一直都

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作为

国家司法机关是未成年人维权队伍的排头兵。在

本案中，法院根据现有证据查找不到余筱翠的亲

生父母，兄弟姊妹等近亲属信息亦未知晓。在社

区同意的情况下，经综合案情考虑，从民法典“最

有利于被监护人”确认监护关系原则出发，通过

法律程序指定实际抚养人作为监护人，及时填补

余筱翠在法律上缺失合法监护人可能出现的无人

保护的“真空”状态，切实解决了被监护人因合

法监护人失位遇到的落户、上学等一系列实际困

难。这不仅是人民法院在家庭少年案件审判改革

中的有益探索，更是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在践行

为民办实事中的具体表现，是人民法院、公安机

关、基层自治组织联手帮助困境儿童、流浪儿童、

弃婴等未成年人弱势群体解决实际落户、入学难

题的司法践行路。因此，从充分保护和落实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通过法律程序指定余

建强、赵隽梅作为监护人，这是人民法院在家事

审判改革中，按照改革工作要求，在法律适用上

进行的有益尝试和探索。 

接下来，余建强、赵隽梅就能以合法监护人的

身份，带着余筱翠前往公安机关办理落户手续了。 

（文中人物为化名） 

四川彭州：创立“离婚证+告知书”关护制度 

2022-06-14 人民法院报 姜郑勇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6/14/content_217911.htm?div=-1 

近日，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与该市民政局

创立“离婚证+告知书”关护制度，联合发出首份

《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 

据了解，自 2017年彭州法院与民政局联合构

建“婚姻家庭教育促进机制”以来，法官一直坚

持到民政局“坐班”，围绕家庭日常矛盾化解技

巧、反家庭暴力、亲子关系等家长里短，对前来咨

询的群众开展现场辅导，5 年共现场指导 147 次

2000余人。 

为进一步强化对离婚夫妻的指导，加强未成

年子女的权益保护，促使离异父母相互配合履行

好家庭教育责任，彭州法院和民政局对已经办理

离婚登记且有未成年子女的离婚夫妻联合发放

《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提示妥善处理好子女

抚养问题，避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家庭教育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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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媒体视点 

《民法典颁布两周年》系列报道③｜法治柔情，推动家庭关系平等和

谐 

原创：2022-05-31  民主与法制周刊  王涵  

https://mp.weixin.qq.com/s/y_H35fOjWDVTY39K5r_eOg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 2022 年第 19 期 

 

编者按 

5月 28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

布两周年。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

典，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也是美好生活的保障

书。它关乎每位公民切身利益，影响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民法典颁布两年来，一个个为老百姓量身定

做的制度规则、具有时代特色的法律条文，从纸

面走进现实“活起来”，让民法典真正走到群众

身边；从“AI 陪伴”软件侵害人格权案、“人格

权侵害禁令第一案”到“自甘冒险”第一案、居

住权第一案，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司法案例，让民

法典逐渐走进群众心里。 

民法典颁布两年来，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民

法典为新时代生活带来的改变。人们的法治信仰

被“典”燃，群众的美好生活被“典”亮，民法

典精神贯穿到司法办案全过程，法治信仰根植进

每个人的心中。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只有让民法典融入群

众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才能实现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为美好生活筑牢法治基础；也只有发挥

民法典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

的重要作用，努力将权利义务规范转变为治理实

践，切实把法律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真正

依法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更好护航人民美好生活。 

在民法典颁布两周年之际，推出这组聚焦报

道，是以为记。 

《民法典颁布两周年》系列报道之三 法治柔

情，推动家庭关系平等和谐 

从民法典（草案）面向大众征求意见开始，虽

然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并非民法典中分量最重部

分，但因涉及结婚、离婚、家庭关系、遗嘱、继承、

遗产等内容，与每个家庭息息相关，而备受关注。

民法典实施以来，一些条款的设计，除了为解决

问题提供法律依据，背后的立法初衷和人性化的

法治柔情，也随着应用，逐步彰显出来。 

离婚冷静期挽救冲动离婚 

  民法典第 1076条、第 1077条以及第 1078条，

全面规定了我国协议离婚制度的崭新内容，屡次

引起热议。 

  协议离婚也称自愿离婚、登记离婚，是指婚

姻关系当事人达成离婚合意并通过婚姻登记程序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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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是现实生活中婚姻当

事人首选的离婚方式。 

  民法典第 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

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

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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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十日，即“离婚冷静期”。 

  相较于原婚姻法中协议离婚的“一次亲自，

当日可办”，民法典实施后协议离婚的婚姻双方，

需要亲自到登记机关两次。且前后间隔时间为 30

天以上 60天以内。在“冷静期”制度下，若不能

做到两次亲自且在规定时间内前往，都不能最终

完成离婚登记。 

  此规定一出，不少网友疾呼：这简直是“提

高离婚门槛，增加离婚难度”。 

  据了解，在以往的离婚案例中，有不少“闪

离”型的冲动离婚，部分夫妻为了鸡毛蒜皮的小

事，一言不合冲动离婚。而“离婚冷静期”，恰是

给这类群体一个缓冲期，让他们有时间理智思考、

平复心情，客观、冷静地对待离婚。 

  自 2021年 1月 1日民法典实施以来，民政部

门也对婚姻登记程序进行了调整，在程序中增加

了“离婚冷静期”。从民政部门公开数据来看，

实施“离婚冷静期”制度，确实在减少轻率离婚、

维护家庭和谐稳定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高女士和陈先生结婚已经有八年，前不久，

两人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婚姻登记处，想

要申请离婚。据了解，两人经常就“吃东西”问

题争执不下。高女士注重养生，对家人食物质量

和数量进行严格控制，陈先生嘴馋，爱吃油炸食

品，不重视体重问题，因此经常遭到高女士的“批

评”。 

  “她控制欲太强了，经常不让我吃这不让我

吃那，对我大吼大叫。”陈先生控诉。高女士反驳

道：“你都超重了，还有痛风的毛病，我劝你少吃

是为你好。结果，你在外人面前冲我大呼小叫的，

让我下不来台。”正值气头上的两个人吵着要离

婚。 

  听完两人的说辞，工作人员也意识到夫妻俩

是典型的冲动离婚，再三劝阻，也没让冲动的两

人冷静下来。两人提交了离婚申请之后，不欢而

散。 

  按照民法典规定，两人在 30 天后还需要再次

亲自前往婚姻登记处申请发给离婚证，才算完成

离婚。但好消息是，高女士和陈先生，60天内都

没有再去过，意味着他们的离婚登记自动撤销。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离婚冷静期”，这对夫妻

已经手持离婚证了。 

  “离婚冷静期”制度实施以来，确实有不少

夫妻“反悔”。就全国各地离婚登记情况来看，

撤回离婚申请的情况不在少数。 

  据报道，温州市 2021 年共受理离婚申请

19762对，离婚登记 9988对，近万对夫妻“反悔”

了。其中，夫妻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在“冷静期”

内提出撤回申请的有 116 对，发证 944 对，其余

8830对均为“自动撤回”。 

  江苏省 2021 年共受理离婚登记申请 240435

对，除去 17857对因时间未到跨年办理外，87635

对离婚申请者在“冷静期”内主动撤回或逾期未

办理视为撤回，占比近四成。 

  海南省民政厅数据显示，2021 年全省共受理

离婚登记申请 21339对，其中完成离婚登记 14352

对、257对在“离婚冷静期”内主动撤回、6730对

逾期未办理视为撤回。 

  2021 年重庆共有 125485 对夫妻申请离婚登

记，这个数字与 2020年申请离婚数量相差并不大。

但随着“冷静期”的实施，2021年共有 5万余对

夫妻“冷静”了下来，打消了离婚念头。 

  山东省滨州市民政局公布的信息显示，“冷

静期”实行后，离婚申请人数不降反增。2021年

全市共受理离婚登记申请 9000余件，比“冷静期”

实施前离婚登记总量还多。但经过“冷静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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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介入，最终离婚登记办结量

为 4690件，远低于上年同期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

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龙翼飞解释说，“离婚冷

静期”制度并未对协议离婚的实质要件增设限制，

因为最终离婚与否的选择权仍然掌握在婚姻当事

人手中，而不会受到其他社会组织或者个人的干

涉。高度关注离婚时婚姻家庭成员中弱势群体的

利益保护是“离婚冷静期”制度的重要内容。草

率离婚不仅意味着轻率作出解除婚姻关系的决定，

也包括对子女抚养及财产分配问题的草率处理。 

  对“离婚冷静期”持质疑态度的人，也大多

集中在“对一方有家暴、赌博、吸毒、虐待等行为，

甚至严重威胁到另一方生命安全”的情况下，

“离婚冷静期”的存在增加了离婚的成本，给在

婚姻中处于弱势的人带来巨大隐患，还可能会给

财产转移留出窗口期。 

  事实上，“离婚冷静期”仅限于协议离婚，

即通常说的双方自愿离婚并达成协议到民政部门

领取离婚证的离婚方式，而不适用于在法院诉讼

离婚。对于有家庭暴力、虐待等情形的离婚案件，

当事人一般都选择向法院起诉离婚，情节严重的，

当事人还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财产

转移问题更是“有法可依”。根据民法典规定，

即便离婚后，一方发现另一方有转移、隐匿共同

财产等行为的，也可以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 

  可见，民法典具有全面的保障措施，维护当

事人在离婚冷静期间的合法权益。 

  “离婚冷静期”的设置，的确在减少轻率离

婚、维护家庭稳定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对

于那些真正感情破裂、希望快速离婚的夫妻来说，

恐怕还需一条“立等可取”的快速离婚通道。 

家务劳动补偿不再纸上谈兵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另一备受关注的亮点，

是增加了关于家务劳动补偿的规定，这一规定算

是给了全职太太、家庭“煮”夫们一颗定心丸。 

  实际生活中，家庭成员为家庭所作的贡献很

少被认可，创造的价值更被忽视。家务劳动长期

处于隐形状态，很难被“公平对待”。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 1088条明确规定，夫妻

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

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

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

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这条有温度的规定，从法律上给予那些为家

庭默默奉献、但是没有经济收入的一方提供未来

生活保障。 

  尤其是夫妻中的一方，通常是女性，往往更

多地关心和操持家务，在工作中不能高效投入，

自己的职业发展和经济收入难免受到影响。所以，

此条款被公认为对女性具有普遍的救济意义。 

  民法典正式实施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首次审结了一起离婚家庭补偿案件，结果却引发

很多人的不满。 

  陈某与王某结婚 5 年，婚后都是由妻子王某

照顾孩子、料理家务。陈某除上班之外，其他家务

事几乎不关心也不参与。最终，法院判决除共同

财产平均分割外，判决陈某付给王某家务补偿款

5万元。 

  5年获 5万元家务补偿，平均每天 27元，按

照这个薪资水平，远不如全职保姆。 

  其实，对于“家务劳动补偿”，在民法典实

施前，已经废止的婚姻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但在

法律实践中，这类维权意识长期处于“休眠”状

态。 

  民法典的这一规定，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

保障了为家庭付出、默默牺牲一方的合法权利。 

  现在更多主要承担家务劳动的女性意识觉醒，

会在离婚时主动提出索要家务劳动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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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有的案例来看，法院判决的补偿金普遍

未超过 5万元。 

  浙江一对结婚三年的夫妇离婚时，主要承担

照料孩子、老人义务的女方要求男方按每月 5000

元标准进行家务劳动补偿，共 19万元，最终，法

院判决补偿 1.5万。 

  北京市密云区一对夫妇结婚 4 年，离婚时主

要照顾孩子的男方也只获得 1 万元的家务劳动补

偿。可见，判决补偿金额往往和当事人主张相去

甚远。 

  福建的阿红可能是获得家务劳动补偿最多的

个例。老陈与阿红再婚时带着 6个未成年的子女，

婚后两人又生育了两个孩子。后老陈长期在外经

商，双方聚少离多，阿红结婚 30 多年来承担了照

顾 8 个子女、老陈母亲、操持家务的重任，法院

最终判决双方平分共同财产，老陈另给付阿红 20

万元作为家务劳动补偿。 

  民法典中虽然提出家务劳动补偿，但并没有

就补偿额度、标准作出规定。 

  在引起热议的北京市房山区法院判决的那起

案件中，主审法官冯淼在解读赔偿标准时也坦言，

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很难有统一的标准。作出 5万

元的家务劳动补偿判决，主要是考虑双方婚后共

同生活的时间、女方在家务劳动中具体付出的情

况、男方个人的经济收入、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等 4

个因素。 

  抽象的家务劳动如何转化为可以量化的补偿

金额？在实际操作中，付出较多的一方，举证是

难点。家务劳动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劳动，很

多是“关起门来”的事情，做或者没做，当事方

往往较难举证。 

  通过对比发现，赔偿金额较多的案例中，实

际都存在一方长期在家或双方长期分居的情况，

由此来推断照顾子女的一方为对家庭付出较多的

一方。大部分生活在一起的夫妻，都本着对家庭、

感情的付出而进行家务劳动，并没有刻意去收集

相关的证据，这一类的夫妻，离婚时补偿金额仅

在 1万至 5万元之间，和实际付出并不匹配。 

  虽然家务劳动补偿已经脱离了纸上谈兵，但

对于补偿金额，可能还需要一把尺子来衡量。 

侄甥代位继承有法可依 

  退休教师老李前不久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去

世前，已独自生活很多年。老李的父母、妻子和唯

一的姐姐已经先于他去世，因为老李和妻子生前

未生育和收养子女，老李的晚年生活主要靠外甥

小张照料。由于老李突发疾病去世，他生前未立

遗嘱，也未立遗赠扶养协议。老李名下的房产，外

甥小张有权继承吗？ 

  根据民法典第 1121条、1123条规定，从被继

承人死亡时开始发生继承。继承开始后，要看被

继承人生前是否有遗嘱、遗赠或者是否与他人签

订遗赠扶养协议，有遗嘱、遗赠或者签订遗赠扶

养协议的，且上述文书合法有效的，按照遗嘱、遗

赠或者遗赠扶养协议的内容处理遗产。未订立遗

嘱 、 遗 赠扶 养 协议 的， 按 照 法定 继 承办

理。                        

  由于未立遗嘱和遗赠扶养协议，老李的遗产

应该由继承人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 

  按照法定继承的顺序，由第一顺序的配偶、

子女、父母先发生继承，这时第二顺序继承人不

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才由排在第

二顺序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 

上述案例中老李的这种情况，在民法典生效以前，

按照原继承法第 32条规定，如果被继承人死亡时

无子女，配偶、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已去世，

那么兄弟姐妹可以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如果兄

弟姐妹也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那就没有人可以

继承遗产，被继承人的遗产要收归国有或集体所

有。 

  而民法典对于这种情况有了新的规定：第

1128条第 2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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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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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也就是说，民法典这一规定扩大了代位继承

的范围，代位继承人不再仅仅局限于被继承人的

孙子女、外孙子女，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

以依法代位继承。 

  侄甥辈人数多的话，都可以有继承权。也就

出现了“上海孤寡老人过世，13位侄甥辈出现继

承遗产”的场面。 

  代位继承也称间接继承，代位继承的人一般

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 

  在以往的审判实践中，像老李和小张这样的

情况很多，还有部分案例中，晚辈常年照顾姑姑、

舅舅的生活起居，如同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姑

姑、舅舅去世后，晚辈只能按法律规定分得适当

的遗产，无法继承遗产。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失独老人、孤寡老人

越来越多，加上丁克家庭、不婚主义等，这类人一

旦去世，就面临遗产无人继承的困境。民法典新

设的侄甥代位继承制度，既破解了这样的困境，

又符合我国的民间传统，有利于保障财产在血缘

家族内部流转，也可以促进亲属关系的发展，引

导人们重视亲情，积极妥善赡养老人。 

  其实除了扩大代位继承的范围，继承编中还

新增了两种合法有效的立遗嘱的方式：录像遗嘱

和打印遗嘱，不再需要年迈的立遗嘱老人必须前

往公证处进行公证。 

  这些新规，无不体现着民法典平等、包容地

关注着每一个人的权利，回应着每一类群体的法

治需求。 

以犯罪记录封存 让他们融入社会 

2022-06-03  人民法院报 史洪举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6/03/content_217586.htm?div=-1 

近日，两高两部印发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

录封存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22

年 5月 30日起施行。根据该《办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的记录，以及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

调查、帮教考察、心理疏导、司法救助等工作的记

录，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以下刑罚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应当依法予以封存。对于犯罪记录被封存的未成

年人，在入伍、就业时免除犯罪记录的报告义务。

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本人或者其法定代理

人申请为其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受理单位应

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出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 

根据刑法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负有前科

报告制度，即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

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

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公众安全感，维护行业秩序，

减少特定行业风险的必然要求。但与此同时，刑

法及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予以着重保护，豁免

其前科报告义务，且规定了前科封存制度，即犯

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

下刑罚的，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除司法机

关办案需要外，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体现出对未成年人的

着重保护和特殊保护，也有利于这些犯下一时之

错的未成年人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可以说，绝

大多数未成年人之所以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

既与其身心发育尚未成熟、抗拒诱惑能力较差、

是非判断能力较弱有关，也与家庭、社会、教育等

因素有关。 

因而，当一些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时，显然

不能将其弃之不顾，让其承担由于多方“过错”

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在接受刑罚惩罚时再承载前

科所带来的更多不利影响。否则，这既是对未成

年人的不公，也不是现代法治社会中文明司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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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应有之义。而且，通常而言，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

下的刑罚的罪行，并非影响极其恶劣、社会危害

极大的犯罪，对该前科予以封存不会产生不良后

果。 

故对这些前科予以封存既是必要的，也是应

当的。纵观该《办法》，可谓亮点颇多，如不仅对

裁判结果予以封存，且对从采取强制措施到刑罚

执行完毕期间的所有可以推断出涉罪未成年人的

信息、文书一律封存，相当于对其犯罪信息进行

“全面无痕消除”。同时，明确了该未成年人在

入伍、就业时无需报告前科，且相关部门应为其

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这表明其只要能够痛改前

非，完全可以不受前科的任何影响而摆脱“枷

锁”，在人生道路上提升自我。 

众所周知，刑罚既具有惩戒和教育功能，又具

有挽救功能，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挽救更是不可

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司法机关的重要职责。特

别是对于未成年人，如果只重视惩罚而忽视了挽

救，只会让其与社会更加隔膜甚至仇视，这绝非

刑罚的初衷。这一更加科学、翔实、全面的前科封

存制度，切实体现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有力保护，

对其未来的关心护航，有助于彻底消除歧视和偏

见，让一时失足的未成年人能够感受到现代司法

制度的文明与温情，进而卸掉包袱，悔过自新、回

归正途，走向新生。 

不能一“冷”了之：一年半，离婚冷静期爱与恨 

原创：2022-06-18 南方周末 翟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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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调解过程中发现双方抱着“规避离婚

冷静期所以选择诉讼离婚”的想法，法院还是要

按照法律程序调解，“很遗憾，目前来说，我个人

处理的规劝还没有成功过。” 

张煜泰认为，离婚冷静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调整时长，延长或缩短。例如，存在家暴情况，就

应该适当缩减或是取消离婚冷静期的时长限制。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自 2021年 1月 1日起，离婚冷静期制度已实

施近一年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

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

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

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

满后三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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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便是 30日“离婚冷静期”的由来。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2021 年全国共有

213.9万对夫妻完成离婚登记，较 2020年的 373.3

万对少了 159.4万对，离婚登记量下降约 43%。 

一些人将离婚人数下降归结于离婚冷静期的

实施，但有受访者表示，这有多重原因，并不全是

离婚冷静期的作用。 

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当事人为规避冷静期

而直接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的现象。 

那么，该如何审视离婚冷静期的成效？ 

1、“更多了解自己婚姻的机会” 

徐雅倩是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婚姻家事律

师。谈到离婚冷静期的“利大于弊”，徐雅倩举

了一个例子。 

怀孕期间，徐雅倩加入南京的一个宝妈群，群

里都是同期生孩子的宝妈沟通育儿问题，她慢慢

和群里的一些人熟络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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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一个宝妈找到徐雅倩咨询。这

位宝妈婚龄两年多，婚前男方已有一套房产，宝

妈刚生了孩子，男方和她商量，通过假离婚的方

式购买主城区的房产。 

来咨询时，两人已前往当地民政局申请登记

离婚，当时正处于离婚冷静期期间。 

“我当时也有点排斥这种做法，虽然偶尔会

因为琐事吵架，但夫妻感情还是挺好的，不是特

别能接受离婚。”宝妈告诉徐雅倩，新购买的主

城区房产将会登记在女方名下，男方便给出以下

协议：婚前房产和孩子都属于男方，主城区房产

费用的 80%也由男方出资。 

双方父母都知情，日常生活照旧。徐雅倩向她

表示，“假离婚”的决定太过草率，存在较大风

险。但宝妈回答，“还会复婚啊，都商量好了。”

徐雅倩直言，“复不复婚是一个未知数。” 

徐雅倩再次向她分析了风险：她自动放弃了

小孩的抚养权，争取回来的难度是很大的；即使

房子是男方的婚前财产，离婚时女方仍可分割。 

离婚冷静期内，这位宝妈后悔了，“假离婚”

没离成。不久，她再次联系徐雅倩，带来了一个令

人震惊的消息。 

“我发现他在我孕期就出轨了。”宝妈问徐

雅倩，配偶婚内出轨的情况下怎么诉讼离婚。宝

妈也意识到，虽然当时不能确定男方提出假离婚

的意图，但如果当时没有在离婚冷静期期间终止

离婚，她将会更加被动。 

最终，出于种种原因，宝妈放弃了诉讼离婚。

但在徐雅倩看来，离婚冷静期确实给她提供了更

多了解自己婚姻的机会和时间。 

就徐雅倩的工作经历而言，在离婚冷静期制

度出台之前，很多申请登记离婚的人都没有咨询

过专业人士，这就可能导致某一方在对协议风险

认知不足的情况下贸然离婚。 

但对于夫妻双方都已决定要离婚的情况，离

婚冷静期也使离婚的流程变得复杂。徐雅倩经手

过一起夫妻协议离婚的案例，双方均同意离婚，

但在房产分割方面产生纠纷。房产登记在男方名

下，但是在双方领结婚证后购买的。 

女方来咨询，徐雅倩建议先拟定离婚协议，再

去民政局登记离婚，这会比诉讼离婚更快。按照

协议，房产归男方所有，并向女方补偿 30 万元。

双方如约到民政局申请登记离婚，但在离婚冷静

期内，男方以各种理由反悔，双方父母也都参与

进来，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虽然最终这对夫妻还是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

但整个过程比离婚冷静期制度实施之前要复杂得

多。徐雅倩认为，对于都下定决心要离婚的夫妻，

流程越复杂，越容易引发矛盾。 

2、多地登记离婚人数下降 

2022年 3月，民政部发布的《2021年 4季度

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共有 213.9万

对夫妻完成离婚登记，较 2020年的 373.3万对少

了 159.4万对，离婚登记量下降约 43%。 

而此前，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近年来全国

登记离婚人数一直在上升，由 2010 年的 201万对

上升至 2019 年的 415 万对。2020 年全国登记离

婚人数下降至 213.9万对，学术界普遍认为，2020

年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是重要原因之一。 

2021年，离婚冷静期制度开始实施，各地的

登记离婚人数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公开数据显示，浙江省温州市 2021年共受理

离婚申请 19762对，离婚登记 9988对，近万对夫

妻“反悔”了。其中，夫妻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在

“冷静期”内提出撤回申请的有 116对，发证 944

对，其余 8830对均为“自动撤回”。 

山东省滨州市民政局公布的信息显示，“冷

静期”实施后，离婚申请人数不降反增。2021年

全市共受理离婚登记申请九千余件，比“冷静期”

实施前离婚登记总量还多。但经过“冷静期”和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介入，最终离婚登记办结量

为 4690件，远低于上年同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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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别地区，离婚登记数降幅超过了 50%。

2021年，安徽省合肥市共计 16851 对夫妻在民政

部门成功办理离婚登记，较 2020 年降幅超 51%。

数据显示，2021年 1至 11月，合肥市申请离婚的

数量有 30107 对，但最终办理离婚的只有 16851

对，约 44%的离婚申请者撤回了离婚申请。 

辽宁省盘锦市 2021 年共有 5614 对夫妻提出

离婚申请，2832对撤销或未办理离婚申领，占比

达 50.4%。 

部分省份在离婚冷静期内撤回离婚申请的比

例高达 40%。 

江苏省 2021 年共受理离婚登记申请 240435

对，除去 17857对因时间未到跨年办理外，87635

对离婚申请者在“冷静期”内主动撤回或逾期未

办理视为撤回，占比近四成。 

海南省民政厅数据显示，2021 年全省共受理

离婚登记申请 21339对，其中完成离婚登记 14352

对、257 对在离婚冷静期内主动撤回、6730 对逾

期未办理视为撤回。 

2021 年重庆共有 125485 对夫妻申请离婚登

记，这个数字与 2020年申请离婚数量相差并不大。

但随着“冷静期”的实施，2021年共有 5万余对

夫妻“冷静”了下来，打消了离婚念头。 

值得注意的是，离婚有民政部门登记离婚和

法院判决、调解离婚两种途径，民政部公布的是

登记离婚的数据，也是离婚总人数的主体。 

广西钦州市灵山县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张煜泰

统计过 2010年至 2019年的全国诉讼离婚总人数。

这十年，全国诉讼离婚人数最高为 69万对，最低

为 55万对，总体态势十分稳定。2020年，全国诉

讼离婚共有 60.3万对。 

登记离婚人数加上诉讼离婚人数，全国离婚

总人数从 2010 年的 268 万对逐年上升至 2019 年

的 470万对，全国离婚率也从 2010年的 2‰逐年

上涨至 2019年的 3.36‰，至 2020 年首次下降到

3.1‰。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曾在民政部

2020年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离

婚率统计采取与国际接轨的做法，具体统计办法

是：某年的离婚率=（某年离婚对数/某年的平均

人口数）×1000‰。 

3、“我们和好了，不想离婚了” 

虽然2021年离婚登记量比2020年下降约43%，

但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理事、南京师范大

学法学院教授陈爱武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离婚冷

静期必然起到了抑制离婚、促进夫妻和好的作用。 

陈爱武解释，登记离婚数量虽然下降了，但

2021年诉讼离婚的数据尚未公布，而离婚冷静期

的真实效果，需把诉讼离婚和登记离婚的数据结

合起来看；疫情对于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因此不排除因为疫情而导致的离婚延后，比如居

民生活区封控，导致当事人没有时间和心思去办

离婚。 

也有人在冷静期到了之后没有去领离婚证，

民政部门就视为在离婚冷静期内放弃离婚。“但

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为什么放弃了，是因为和

好还是某一方不配合等原因，这个还要做一些调

研才能知道。”陈爱武说。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玥则表示，不能说数

据降低完全是离婚冷静期的影响结果，数据下降

有多方原因，“但是离婚冷静期的作用可以说功

不可没，应该说发挥了它立法预期的效果。” 

徐雅倩也感觉到，对于“冲动型离婚”，冷静

期的抑制作用明显。诉讼离婚没有冷静期，但 2022

年 5 月，她在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做义务调解员时

就遇到这样一对“冲动”的夫妻。 

婚姻家事案件在交材料到立案之间会有诉前

调解，可以视为诉讼离婚的前置程序。每周三，玄

武区法院会安排婚姻家事委员会的律师做调解工

作。 

当时有一对夫妻刚从外地回来，还没完成核

酸检测程序，无法进入法院调解，只有双方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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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律师进了法庭。即将轮到这对夫妻时，双方的

代理律师都接到了其委托人的电话，“前段时间

一起出去旅游了，感觉还不错，都想给对方一次

机会，我们现在和好了，不想离婚了。你们看看怎

么帮我们办一下这个手续吧。” 

徐雅倩回忆，两位代理律师都很惊讶，确定双

方的真实意愿之后，双方律师申请撤诉。 

“不是把它办到离婚就是好的，如果能够把

双方调解和好，难度更大，我们也更有成就感。所

以，当时不管是代理律师、调解律师还是法官，看

到这个结果都很开心。”徐雅倩说，“尽管没有

数据说明是离婚冷静期给离婚添麻烦的可能更大

还是修复婚姻的可能更大，但立法的出发点是好

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离婚冷静期的利大于弊。” 

蒋玥也提出，虽然诉讼离婚没有冷静期，但登

记离婚中的冷静期制度，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法官

对诉讼离婚案件的审理倾向。 

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裕锦也

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院在审理诉讼离婚案件时，

诉前调解阶段如果发现双方有“冲动离婚”的苗

头，调解员也会劝双方先去民政局登记离婚。“也

许就能冷静下来了。实在要离的，再到法院来起

诉也不迟。” 

4、诉讼离婚规避冷静期 

张煜泰介绍，离婚冷静期制度实施之后，其所

在的广西钦州灵山法院，审理的诉讼离婚案件有

所增加，增加的部分不少是为了规避离婚冷静期

的。2022年 3 月，张煜泰就审理过一起这样的案

件。 

夫妻俩是初中同学，双方成年后确定恋爱关

系，同居生活。在 2020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之前，

他们已经生育了三个小孩。遗憾的是，2022 年 3

月，女方以夫妻双方性格不和、生活习惯差异大、

没有共同语言、总是发生争执等原因向法院提起

离婚诉讼。 

立案后，根据法定程序，灵山县法院启动诉前

调解。但在调解过程中，张煜泰发现，当事人双方

已就子女抚养、财产分配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于是建议当事人直接去登记离婚。 

他们却回答，“离婚冷静期三十天还是太麻

烦了，与其空等，还不如来找法院的专业人士帮

我们看看协议有没有什么问题。”最终，这对夫

妻在法院调解离婚。 

张煜泰有些无奈。一般情况下，即使在调解过

程中发现双方抱着“规避离婚冷静期所以选择诉

讼离婚”的想法，法院还是要按照法律程序调解，

“很遗憾，目前来说，我个人处理的规劝还没有

成功过，他们依旧拒绝回去采用登记离婚的方式

终结婚姻。这种案件还是有一定比例的。” 

陈裕锦也表示，2021年起，鼓楼区法院受理

的离婚诉讼中，也有当事人为规避离婚冷静期制

度而来的。 

这让蒋玥感到困惑，因为诉讼离婚耗费的时

间比登记离婚更长，诉讼的成本也比登记离婚要

高得多。同时，登记离婚中，终结程序的主动权在

当事人手中，但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控制权则在

法院手里。 

张煜泰说，根据 2018 年 7 月 18 日颁布实施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

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规定，进入诉讼

离婚程序，经当事人双方同意的，可以设置不超 3

个月的冷静期。“这就导致，诉讼离婚的冷静期

几乎不会启动，因为既然走到诉讼这一步，当事

人至少有一方想要离婚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我

就没有碰到过启动诉讼离婚冷静期的情况。” 

张煜泰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第一次听到（为

了规避离婚冷静期）这种想法的时候，我还是蛮

诧异的，然后就反复翻阅对应的法条，发现这种

想法和做法完全合法。” 

但他仍然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规避离婚冷

静期的人，没有感受到立法初衷与目的。离婚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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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期制度的关键，在于促使双方去反思自己的婚

姻真实状况，到底是婚姻危机还是婚姻死亡。” 

5、每一件离婚案都有不一样的理由 

离婚冷静期制度实施前后，不少地区的民政

机关建立了配套措施，比如对离婚对象问卷调查、

心理辅导、提供法律咨询指导等。 

江苏民政厅和妇联联合下发了关于婚姻辅导

相关的大纲，婚姻登记部门可以联合妇联、社区

对前来进行离婚和结婚登记的人员提供辅导。 

陈爱武主导了大纲的制定工作。她介绍，大纲

是借离婚冷静期的契机推出的，但并不止步于离

婚环节，而是朝前朝后都延伸，融入了家庭教育、

家事指导等内容，目的是推动此类服务的常态化，

“总之，冷静期不能一冷了之，一冷了之不能实

现立法的宗旨和目的。” 

张煜泰则认为，离婚冷静期的三十天规定或

有“一刀切”嫌疑，因为离婚是非常复杂的，有

多种多样的原因。他办理过的离婚纠纷类案件中，

离婚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性格习惯类，即

性格不合、兴趣爱好或生活习惯不一致；二是心

理感受类，即对孩子和家庭关心不够、不照顾家

庭及不管琐事、与对方亲人相处不融洽；三是违

反忠贞类，表现为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婚

内出轨、婚内与他人生育孩子；四是暴力恶习类，

主要表现为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以及有赌

博、吸毒、嫖娼等恶习；五是其他类型，如不支付

生活费、消费理念不同、不孕不育、育儿观念差异

等。每一件离婚案件都有不一样的理由或案情细

节。 

他认为，离婚冷静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

时长，延长或缩短。 

例如，存在家暴情况，就应该适当缩减或是取

消离婚冷静期的时长限制。如果夫妻双方在离婚

冷静期之后还是犹豫，双方同意的话，也可以适

当延长，给当事人更多时间考虑。 

此外，登记离婚冷静期和诉讼离婚冷静期之

间的衔接，目前仍在探索阶段。张煜泰认为，从司

法实践的角度，将诉讼离婚冷静期制度化是一个

可行的方向。 

具体来讲，可将起诉离婚资格规定为：当事人

向法院递交起诉前离婚申请信息登记表 30 日后，

才获得起诉离婚资格；30日期满后 30日内，当事

人可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否则本次起诉离婚资

格失效。起诉前的离婚信息登记表应包含起诉离

婚理由、夫妻婚姻情况、生育子女情况、共同财产

及债权债务情况并提供相关材料，以防止在冷静

期内任何一方当事人恶意转移、肆意挥霍夫妻共

同财产或制造共同债务等情况出现。 

“通过离婚登记冷静期和诉讼离婚冷静期相

结合，更能构建完整的离婚冷静期制度，”张煜

泰说，“但这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具体的形式

仍然需要探索。” 

文｜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 

南方周末实习生 朱思琦 

责任编辑｜吴筱羽 

丧偶女性要求试管婴儿胜诉，单身女性生育松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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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突破性在于 

“显示了特定情况下丧偶妇女单身生育的可能性” 

不出意外的话，邹梅（化名）这个月将在湖南

省妇幼保健院接受胚胎移植手术，植入她与亡夫

的冷冻胚胎。邹梅与丈夫有生育障碍，曾在这家

医院接受试管婴儿辅助生育手术生育了头胎，他

们本想用同样的方法再生一个孩子，不料在等待

胚胎移植的过程中，邹梅的丈夫意外去世。当邹

梅独自前往医院，希望完成胚胎移植手术时，医

院却拒绝继续履行合同。医院拒绝的理由是，丧

偶的邹梅已经是一名“单身妇女”，如果继续为

她提供辅助生殖服务，医院可能违反原卫生部颁

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和《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中“禁止给单身妇

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规定。邹梅向法院

起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

院支持了她的诉求，认为她的胚胎移植请求不仅

仅体现了邹梅“为人妻对丈夫的爱，也体现了她

为人母的责任与担当，更体现了她对中华民族精

神、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传承与弘扬”。在媒体报道中，邹梅

的判例被认作是“国内首例支持单身妇女做试管

婴儿手术的判决”。事实上，对丧偶女性寻求辅

助生殖，已有多起判决支持。有分析认为，长沙市

开福区法院的判决，其意义在于“显示了特定情

况下丧偶妇女单身生育的可能性”，而更广泛意

义上的单身女性想要争取生育权，仍是一个复杂

且尚无定论的问题。 

 

随着二胎和三胎的放开，中国的生育政策发生了转变，

这令“单身女性”的生育诉求变得可被讨论。图/IC 

被中断的二胎计划 

2022 年 5 月 16 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发布了一起已审结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原告

是农村妇女邹梅，被告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法

院判决，被告应当给原告邹梅实施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邹梅夫妻二人患有生育障碍，没办法自然

受孕。2012年，他们通过试管婴儿辅助生育手术

拥有了一个女儿。2014年，他们又冻存了一枚胚

胎。2016年 1月 1日，二胎政策开放，邹梅与丈

夫动了念头。2020年 10月，时年 34岁的邹梅与

37 岁的丈夫来到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解冻了 6年

前冻存的那枚胚胎，并实施移植，但受孕失败。这

年年底，二人再次与医院签订冷冻胚胎协议，医

院重新为他们培育了 4 个胚胎并冷冻保存，等候

邹梅孕育条件成熟再进行移植。 

等候的过程中，意外突然降临。2021年 5月

的一天，邹梅的丈夫从工地加班回家后，突发心

梗去世。丈夫去世后，邹梅没有经济能力，为了 9

岁女儿的成长，她决定继续与丈夫的父母生活。

在公婆支持下，邹梅决定完成与亡夫的二胎计划，

前往医院要求实施胚胎移植，却被医院以不能为

单身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术为由拒绝。2021 年底，

邹梅将医院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医院履行合同，

为自己实施胚胎移植手术。 

原卫生部于 2001年发布、2003年修订的《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

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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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下称《伦理原则》）

中规定：医务人员必须严格贯彻国家人口和计划

生育法律法规，不得对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

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 

长沙市开福区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

个。首先，医院为邹梅实施胚胎移植手术，是否违

反上述原卫生部规定；其次，这个行为是否符合

公序良俗。对于是否违反规定，法院认为，关键在

于如何认定与解释“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 

法院认可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防止单

身妇女通过实施辅助生殖技术躲避婚姻和家庭的

责任以及保障我国正常的家庭伦理秩序及风俗。

但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并非单一的医疗行为，

包括检查、培育胚胎、胚胎移植等流程，上述规定

中的“单身妇女”应当指的是未有配偶者到医院

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个人，其任一环节都没

有配偶的参与，而邹梅与丈夫共同完成了检查和

培育胚胎的环节，仅剩胚胎移植，与没有配偶的

“单身妇女”有本质区别。法院还指出，《妇女权

益保护法》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

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而目前丧偶单

身妇女要求继续移植与丈夫已受精完成的胚胎进

行生育，并无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对于给丧偶妇

女移植胚胎，是否符合《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

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

公序良俗”，医院方面辩称，保护后代是良好风

俗，减少孩子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机会，是对社

会秩序的维护，符合公序良俗，因此拒绝履行合

同。法院反驳了这个观点。法院认为，在当今社会

中，单亲家庭的成长环境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对孩

子生理、心理、性格等方面产生严重影响，且目前

并没有证据证明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医学上、

亲权上或其他方面于后代不利的情形。就社会整

体风俗习惯而言，法院还认为，邹梅要求继续履

行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了却亡夫的遗愿、延续

丈夫血脉、寄托对丈夫的哀思，“这符合我国的

人之常情，也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 

多起类似案件获胜诉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医疗服务合同纠

纷”与“胚胎移植”为关键词检索，可检索到 18

起案例，遍及福建、河南、新疆等多个省区市。最

早的一起案子发生在 2016年的浙江。但该案原告

杨某的情况是丈夫失踪，并没有确认是“丧偶”，

也因此其“单身妇女”的身份并不明确，这成为

她可享受辅助生殖技术的重要原因。 

杨某与丈夫在 2013年结婚，婚后一直未有子

女。2015年年底，他们因不孕前往医院诊疗，要

求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2016年初，

夫妇二人分别行取精术、取卵术后，要等待胚胎

培育至这年 6月再进行移植，但在这年 4月 30日，

身为船员的杨某丈夫同往常一样出海赴渔场生产，

不料后来渔船发生海难，沉没失联，而他本人则

一直下落不明。此后杨某决心为“生死不明”的

丈夫生育后代，却被医院以其是单身，按照规定

不得实施该手术为由，予以拒绝。她随即提起诉

讼，最终法院认为杨某并非单身妇女，而是“已

婚妇女”，判她胜诉，因为她“丈夫虽因海难事

故下落不明，但目前从法律上讲尚不能认定其死

亡”。 

在这起案件中，首次有法院提出，丧偶妇女要

求以其夫妇通过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获得的冷

冻胚胎继续孕育子女，亦有别于原卫生部《伦理

原则》中所指的单身妇女要求实施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的情形。在杨某之后，公布于裁判文书网的

17 起案例里，原告的丈夫都已确定去世。其中有

1 起原告因被法院认定“丧偶后即为单身妇女”

身份被判败诉，3起因与医疗机构签署的合同问题

而败诉。另外 13起的案情与判决则同邹梅案基本

类似，原告均获胜诉，得以继续实施辅助生殖技

术，判决时间则主要集中在近三年。其中，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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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审结的江苏无锡的陈某某诉无锡市妇幼保健

院案，还被选入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 

近几年，随着二胎和三胎的放开，中国的生育

政策发生了转变，这令“单身女性”的生育诉求

引发关注。除了丧偶妇女经过诉讼，可以通过辅

助生殖服务植入亡夫的胚胎之外，在 2021年 3月，

上海的未婚妈妈张萌经过 4 年的漫长维权，终于

以“单身未婚”的身份领到了生育保险金。 

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万淼焱律师指出，在法

律保障非婚生胎儿出生的权利下，上海、深圳等

地的未婚生育女性提起的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诉

讼，更具有“不婚仍然享有生育权”的前瞻性。

不过，张萌的“胜利”并非来自法律判决。原本

在上海地区，女性生育后需要携带相关证件到当

地街道或镇（乡）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申领时

必须提交结婚证明。但 2020 年 12 月，上海市民

政局发布《关于市卫生健康委“申请享受生育保

险待遇计划生育情况审核”事项退出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受理清单的通知》，申请生育保险金

的线上系统一度不再将结婚证设置为必选项。但

张萌维权成功仅几个月后，结婚证又重新变为必

选项。而全国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权利案”，

自 2021年 9月 17日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后，

已过近 9个月，仍未判决。 

代理邹梅提起诉讼的云南律师刘文华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原卫生部的规定仍然奏

效，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单身女性来说，仍不

能享受辅助生殖技术的服务。而丧偶女性如果想

获得法院支持，也只限定在“完成亡夫遗愿”的

情况，在亡夫参与了辅助生育技术的部分前期步

骤之后，移植由其精子合成的胚胎，“属于遗腹

子”。“如果一名妇女丧偶了，想要享受辅助生

殖技术生育，但胚胎与前夫没有任何关系，既没

有前夫的参与和血缘，也没有前夫的同意，那么

从邹梅的判决中，是无法引申出支持的。”他说。 

“不代表全部单身妇女的胜利” 

不过，丧偶女性生育亡夫的孩子，在法律和伦

理等多个方面仍存在争议。2022年 5月 28日，在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

“单身女性生育权：争议与进展”学术研讨会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临床负责人、主任医

师田莉提出，在丈夫去世的情形下，丧偶妇女寻

求医学辅助生殖技术应当经过一个冷静期。 

“在丧偶初期和一段时间后进行决策，其所

作的决定很可能会有区别。丧偶女性经过冷静期

的考虑，通过和双方家人沟通，在对子女的抚养

和教育等充分评估后作出决定，或许能够更好地

体现其自主决策意愿。”她说。“本案女性的知

情同意过程存疑。”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

科学学院副教授张迪也认为，女性在突然面对丈

夫死亡时，对于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风险收益的

判断可能受到影响。 

另外还需考虑此举是否符合孩子最佳利益，

“实证研究表明，单亲家庭子女可能会遭受心理

伤害。而本案中后代的自主性和福祉也需要考

虑”。张迪还说，冷冻胚胎不同于遗腹子，后者因

涉及女性身体完整权而由女性决定权占据主导，

而体外冷冻胚胎情形下，父母双方应享有同等的

决定权。 

国外所开展的实证研究表明，接受辅助生殖

的夫妇对死后辅助生殖可能持有不同观点，“在

缺乏死者生前明确同意的前提下，开展死后辅助

生殖存在损害死者自主和尊严的风险”。“生育

意愿是动态的，会不断发生变化。”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法研究所主任蒋

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丧偶女性要求继续胚胎

移植是有可能与亡夫的生育意愿相违背的，在邹

梅案中，也只是推论亡夫持同意态度。原卫生部

的两份文件颁布于本世纪初。蒋月指出，这两份

文件均缺乏“上位法”的支持，在最新一版的《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有生育权，而

非已婚夫妻才有生育权。她认为，一部分丧偶妇

女的胜诉，并不代表全部单身妇女的胜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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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夫妻二人从相识到辅助生殖一步步走来，相当

于就差最后半步，很容易就迈过去了，而没有过

配偶的单身女性则相当于一步都没有往前走”。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

省惠州市宣传部部长黄细花表示，随着女性教育

和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城市里的大龄未婚

女性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

抚养孩子的未婚女性，为此，国家卫健委、妇联应

出台政策允许单身女性享有与已婚女性一样的生

育权利和福利。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师范大学副

校长谢资清则建议，应当增加并保障单身女性（包

括离婚未再婚及未婚）的生育待遇，实现基本生

育保险全覆盖。“享受生育保险是每个已缴纳生

育保险费的妇女职工应有的权利，而不能仅凭一

张结婚证，将受保妇女拒之门外。 

发于 2022.6.20 总第 1048 期《中国新闻周刊》 

杂志标题：单身女性争取辅助生育权再添新案例 

记者：余皓晴 苑苏文 (yuansuwen@126.com) 

编辑：蔡如鹏 

排版：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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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专题 

（一）理论学术动态、学者视点 

王利明：将婚姻家庭编纳入《民法典》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最佳方

案 

2022-06-02 燕大元照 

https://mp.weixin.qq.com/s/J-vw1wpJzJH8LP3dZNptKg 

 

我认为本书属于近年来婚姻家庭法领域的力

作，在以下三个方面颇具创新之处：第一，从夫妻

团体兼具共同体与结合体的双重属性出发，分析

夫妻财产制度的复杂结构。第二，从体系化的视

角分析夫妻团体的相关财产制度，揭示《婚姻法》

《收养法》回归《民法典》之后引起的复杂体系效

应。第三，注重理论结合实际，为《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的制定与实施提出了宝贵建议。 

2020年 5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

全书”，调整范围包括平等主体的人身关系和财

产关系，这标志着长期以来独立运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等

单行法在形式上向民法回归。 

将婚姻家庭编纳入《民法典》是完善婚姻家

庭法制的最佳方案，不仅开启了婚姻家庭立法的

新篇章，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婚姻家庭制度以规范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为

基本内容，与合同制度、物权制度等相比，具有较

强的伦理色彩，因而常常被视为一国的固有法制，

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本土特征。夫妻团体构成现

代婚姻家庭的轴心，是观察和分析《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的重要概念和视角。《夫妻团体法：法理与

规范》一书以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制定与

实施为背景，从立法论与解释论两个层面分析夫

妻团体的价值变迁、夫妻团体中的意思自治、夫

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界分、夫妻共同债务与

个人债务的区分及其清偿、夫妻离婚协议中的财

产分配条款、夫妻身份权的性质及其效力等问题。

全书共分为十章，针对夫妻团体的法理与规范进

行了系统而翔实的分析。 

我认为本书属于近年来婚姻家庭法领域的力

作，在以下三个方面颇具创新之处： 

第一，从夫妻团体兼具共同体与结合体的双

重属性出发，分析夫妻财产制度的复杂结构。本

书作者运用法社会学的研究路径，比较夫妻团体

与经济团体之间的本质差异：前者表现的是全方

位的人格投入，成员之间的关系属于情感的、不

可计算性的结合，其他人不容易替代；后者的成

员之间的关系属于理性的、可计算性的结合，其

相互关系可以替代。通常认为，《民法典》是市场

经济的基本法律，民法上的人被假设为“理性

人”。然而，《民法典》中的“理性人”假设主要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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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财产法之中，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属性；

家庭法领域的主要角色系“伦理人”，带有一定

程度的道德色彩。夫妻团体的“伦理人”角色深

刻地影响并塑造了夫妻团体财产制度，表现为家

庭法的实质理性化与财产法的形式理性化两个维

度，由此形成的“夫妻团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之间的价值矛盾，是分析婚姻家庭财产制度的重

要工具。 

第二，从体系化的视角分析夫妻团体的相关

财产制度，揭示《婚姻法》《收养法》回归《民法

典》之后引起的复杂体系效应。婚姻家庭编的内

容可以分为婚姻家庭身份关系法与婚姻家庭财产

关系法两大部分，均具有伦理性。然而，近现代以

来，源自财产法的市场经济观念与个人主义价值

日益渗透至家庭法领域，家庭法的理性化渐趋增

强。秉持工具理性的财产法与彰显伦理属性的家

庭法之间的鸿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填充。典型的

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家庭编的适用及其限制，

身份关系协议如何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民法典》

合同编之规定，以及身份权的保护如何根据其性

质参照适用人格权保护之规定等问题。《民法典》

第 464条第 2款、第 508条以及第 1001条实质上

成为架构婚姻家庭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乃至

总则编的重要桥梁。对此，该书均从体系化的角

度予以阐释，在理论研究上具有新颖性。 

第三，注重理论结合实际，为《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的制定与实施提出了宝贵建议。在《民法

典》制定过程中，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区

分与清偿是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立法热点，本

书作者通过分析认为，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 24 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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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引发夫妻团体

取代个人的经济自主与人格独立的实质非正当结

果，应当予以废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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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法典》制定之后，该书作者认为，夫妻共同

财产的取得及其与个人财产的分配应坚持婚姻法

的实质性“贡献”理论，夫妻财产制契约、离婚

财产协议等仅具有债权约束力。夫妻共同财产属

于共同共有，夫或妻单方处分共同财产适用善意

取得制度。因夫或妻一方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的

责任财产，仅限于夫妻共同财产与举债方的个人

财产。 

克平是我的学生，近年来在《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领域潜心钻研、勤奋耕耘，取得了一些具有

良好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本书是这些年他在家庭法领域笔耕不辍的重

要结晶，我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希望他继续踔厉奋发，笃行致远，能够在学术

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前 言 1 

第一章 夫妻团体的法理分析 

第一节 夫妻团体概述 

一、共同体与结合体的理想类型 

二、夫妻团体的界定与特质 

第二节 近现代家庭法的价值变迁 

一、近代财产法的理性化趋势及其与家庭法

的对立 

二、现代家庭法的理性化倾向及其与财产法

的趋同 

第三节 夫妻团体的财产基础及其理性化维

度 

一、现代家庭法中的夫妻团体及其财产制基

础 

二、现代家庭法中夫妻团体的理性化维度 

第二章 夫妻团体中的意思自治及其维度 

第一节 意思自治在婚姻家庭法上的表达 

一、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的意思自治

概览 

二、意思自治在婚姻家庭法上的渐趋确立及

其限制 

第二节 意思自治在纯粹亲属身份行为上的

体系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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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亲属身份行为的形式与实质之争 

二、亲属身份行为的体系化及其展开 

第三节 意思自治在亲属财产行为上的展现

及其限制 

一、亲属财产法上法律行为的价值取向与类

型界定 

二、夫妻之间仅涉及财产关系变动的法律行

为之效力 

三、夫或妻一方处分财产行为的效力及其限

制 

第四节 意思自治在亲属财产、身份混合行

为上的表达及其规制 

一、身份财产混合行为的双重价值取向 

二、夫妻离婚协议及其规制 

三、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分析 

四、小结 

第三章 夫妻团体财产与个人财产 

第一节 夫妻团体财产与个人财产界分的价

值图景 

一、法定夫妻财产制与夫妻团体财产、个人财

产的界分 

二、界分夫妻团体财产与个人财产的价值基

础 

第二节 我国夫妻团体财产与个人财产的演

变与价值构造 

一、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制度演变 

二、法定夫妻财产制的价值变迁之争 

三、以“不完全共同体”构造法定夫妻财产

制 

第三节 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及其婚后收益

的制度构造 

一、“劳动所得共同制”及其理论阐释 

二、夫妻共同财产的取得规则构造 

三、个人财产婚后收益的分配 

四、一方婚前购买婚后夫妻共同还贷的房屋

收益 

第四节 夫或妻无偿所得与人身属性财产的

界分 

一、夫或妻无偿或运气所得财产的判定 

二、夫或妻一方具有人身属性财产的认定 

三、结论 

第四章 夫妻团体债务与个人债务的界分 

第一节 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界分的立

法沿革及学说争议 

一、夫妻共同债务概述 

二、我国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认定的立

法沿革 

三、学说上的争议与评析 

第二节 我国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界分

的反思 

一、目的论或用途论的不足之处 

二、推定论的逻辑基础及其问题 

三、“推定论”与“目的论”的两难困局及

其原因 

第三节 我国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界

分及清偿之立法论 

一、以“家庭利益”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抽

象标准 

二、确立日常家事代理权及其范围 

三、生产或经营性负债及其限制 

四、管理、保有夫妻共同财产所生的债务 

五、我国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界分的

立法论 

第四节 夫妻共同债务的类型与清偿之解释 

一、《夫妻债务司法解释》概述 

二、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与夫妻共同债务的

关系辨析 

三、夫妻共同生活与家庭利益标准 

四、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 

五、《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规范的体系化阐

释 

六、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与追偿 

七、夫妻债务的清偿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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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夫妻个人债务的执行规则分析 

第五章 夫妻之间的财产给予行为及其效力 

第一节 夫妻婚内财产给予行为及其效力 

一、夫妻婚内财产给予行为概述 

二、夫妻婚内给予不动产的目的分析 

三、夫妻婚内给予不动产约定的性质争议 

四、夫妻婚内给予不动产的约定与不动产物

权的变动 

五、给予不动产之配偶所受损害的救济路径 

六、结论 

第二节 离婚协议中的夫妻财产给予及其效

力 

一、离婚协议中的夫妻财产给予条款概述 

二、离婚协议夫妻财产给予条款的法律性质

争议 

三、离婚协议夫妻财产给予条款的效力判断

及其实现路径 

四、离婚协议夫妻财产给予约定排除强制执

行的效力及构造 

五、结论 

第六章 夫妻财产制度的双重结构及其理性

化维度 

第一节 夫妻财产制度的双重结构及其价值

体系 

一、概述 

二、夫妻财产制度的双重结构 

三、夫妻财产制度外部与内部关系的价值体

系 

四、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理性化图景 

第二节 夫妻财产的对外处分：婚姻家庭编

与物权编的对接 

一、夫妻共同财产对外处分之效力冲突：债权

方案与物权方案的比较 

二、夫妻共有股权的处分 

三、结论 

第七章 夫妻身份权的法律保护及其限度 

第一节 夫妻身份权的社会基础与权利属性

分析 

一、近现代夫妻身份权的演变及现行法的确

立 

二、夫妻身份权的法律结构 

第二节 夫妻之间侵权的损害赔偿 

一、夫妻婚内侵权概述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实质、性质及其范围 

三、婚内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必要性 

四、婚内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 

五、结论 

第三节 第三人侵扰夫妻身份权的民事责任 

一、第三人侵扰他人婚姻关系概述 

二、比较法上第三人侵扰夫妻身份权的实然

状态 

三、比较法上侵权法原则上排除夫妻身份权

的原因分析 

四、侵权责任的规范路径分析 

五、婚姻家庭法的规范路径分析 

第四节 介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夫妻身份权

利 

第八章 “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原则的体

系化阐释 

第一节 “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的法律性

质及其价值表达 

一、概述 

二、“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在宪法上的法

律性质争议 

三、“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在宪法上的法

律地位及其意涵 

四、“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原则在民法上

的价值表达 

第二节 婚姻家庭编家庭伦理与现代法理的

共治 

一、婚姻家庭领域“去家庭化”的历史演变

及其原因分析 

二、婚姻家庭编在家庭伦理上“再家庭化”

的成因及规范形式 

三、婚姻家庭编德法共治的具体表达与规范

阐释 



401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第三节 婚姻家庭编家庭本位与个体自由的

兼容 

一、婚姻家庭法价值本位的嬗变 

二、我国婚姻家庭编的价值本位 

三、我国婚姻家庭编价值理念的规范阐释 

第四节 婚姻家庭编国家管制与家庭自治的

平衡 

一、家庭自治在现代家庭法领域的勃兴 

二、婚姻家庭领域的国家管制及其限度 

三、结论 

第九章 “身份关系协议”准用《民法典》合

同编的体系化释论 

第一节 《民法典》第 464 条的法律性质与

方法论意义 

一、概述 

二、《民法典》第 464 条“参照适用”的法

律性质 

三、《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的方法论意

义 

第二节 依据身份关系协议的“性质”准用

合同编的判断 

一、对身份关系协议准用合同编的积极判断：

以历史变迁为视角 

二、身份关系协议准用合同编的消极判断 

第三节 身份关系协议的规范阐释及其类型

分析 

一、身份关系协议的规范解释 

二、“身份关系协议”的涵义及其类型分析 

三、小结 

第四节 纯粹身份关系协议对《民法典》合同

编的准用 

一、对纯粹身份关系协议成立准用合同编 

二、对纯粹身份关系协议意思表示瑕疵准用

合同编 

第五节 身份财产协议对《民法典》合同编的

准用 

一、合同和法律行为效力规范的准用 

二、合同履行规则的准用 

三、合同救济规则的准用 

四、委托合同规则的准用 

五、结论 

第十章 《民法典》离婚救济制度的体系化阐

释 

第一节 《民法典》离婚救济制度概述 

第二节 离婚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正当性及

其规范解释 

一、离婚家务贡献补偿的正当性分析 

二、离婚家务贡献补偿的规范解释 

第三节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解释及其协调

适用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正当性 

二、离婚经济帮助的判断标准 

第四节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阐释及其协调

适用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阐释 

二、离婚损害赔偿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照顾

无过错方原则的协调适用 

第五节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离婚救济制度

的法律适用 

附 论 婚姻家庭编（草案）的体系、内容及

其完善 

第一节 婚姻家庭编（草案）的体系结构与制

度变革 

一、概述 

二、婚姻家庭编（草案）的体系结构 

三、婚姻家庭编（草案）的制度变革 

第二节 婚姻家庭编的价值理念及其表达 

一、婚姻家庭法的价值变迁及其分歧 

二、婚姻家庭编的价值理念 

第三节 婚姻家庭编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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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3 与民法典同行 朱晓峰 

https://mp.weixin.qq.com/s/2UlhD_4AIpPPR56S38leQg 

 
作者简介：朱晓峰,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 法学博士。 

文章来源：本文原载《民商法论丛》2021年

第 1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建议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

国长久以来的社会生活法则重视践行孝道。虽然

孝道并没有出现在当代中国的制定法体系当中，

但其依然通过各种途径对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产

生实质性的影响。在此意义上，孝道属于当代中

国法律秩序的有机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立法

者通过《民法典》第 1043条将孝道作为《民法典》

内在体系构成部分的法律原则的一般法律思想来

源，来形塑民法典的外在体系，保证民法典体系

的科学性、体系性。立法者对于孝道的这种体系

安排，是制定法与社会生活具体需要之间良性互

动的结果，有助于进一步夯实《民法典》第 1067

条第 2 款等在具体案件涵摄中的正当性论证基础。 

关键词：孝道；民法典；赡养规则 

一、孝道入法引致的问题 

孝道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我国传

统法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我国传统社会，一方

面，制定法层面上道德法律化，以孝帅法，以孝为

本的制定法层出不穷。例如，首次正式确立“重

罪十条”制度的《北齐律》明确将“不孝”纳入

其中，进一步推动了道德与传统法制的融合。深

受《北齐律》影响的隋代《开皇律》因袭了前者关

于“重罪十条”的做法而将“不孝”归入“十恶”

重罪当中，后来的《永徽律》《宋刑统》《大明律》

《大清律》等都遵循了《开皇律》的这一做法直至

清末。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层面，法官在解决社

会纠纷时通常都会进行道德说教，生效裁判文书

中道德说教意味浓重。传统社会践行孝道的法律

效果在对内关系上主要表现为卑亲属对尊亲属，

尤其是子女对父母要承担法定的善事义务，违此

则要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在对外关系上，孝道

影响行为人对家庭关系之外第三人的责任认定和

承担，人子出于孝道而杀死辱亲者，非但无须承

担责任，还可能会被共同体视为道德楷模而加以

褒奖。清末以降，传统法制赖以存在的社会生活

基础发生了剧变，由此导致相应的法律改革基本

上抛弃了传统法律制度，代之而来的是全面师法

西方的法治经验。这种一刀切的法律改革导致包

括孝道在内的可能在现代法治实践中仍有重要价

值的经验传统，逐渐在持续的社会变革中被制定

法淡忘。在传统社会的制定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孝道在变革后的我国当代制定法中不再被明确表

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立法者在个人本位的价值

观基础上将孝道内涵的最低层次的要求在制定法

层面部分程度上予以了表达：在民事制定法层面，

1949年以后的首部婚姻法即 1950 年《婚姻法》仅

在第 13条第 1款规定了“子女对于父母有赡养扶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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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义务；……不得虐待或遗弃”；在刑事制定法

层面，1979年《刑法》第七章“妨害婚姻、家庭

罪”第 182 条和第 183 条分别规定了虐待罪和遗

弃罪，相应的刑事责任没有传统法制规定得那么

严苛。1950年《婚姻法》与 1979 年《刑法》对于

父母子女关系的此种基本立场被 1980年《婚姻法》

和现行《刑法》（1997 年）所坚持。就此而言，

孝的概念在我国当代制定法中显然已不复存在了。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孝道深刻

影响并形塑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或说国民性，这

种民族精神绵延不绝地流淌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

活观念中。即使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历经了天翻

地覆的变革，但这些深入民族精神内部的生活法

则，仍能再次浮出水面并现出勃勃生机。 

时至今日，孝道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仍广

泛存在，影响着普通民众的价值判断与生活方式。

相应地，当代中国司法实务中法院通常会将孝道

作为论证其法律效果评价的正当性基础，强化判

决的可反驳性和可接受性。在家庭关系内部，尤

其是在涉及赡养纠纷案件的处理上，法院通常会

以“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论证子女履

行赡养义务的正当性。当然，在家庭关系外部，法

院通过孝道正当化法律效果评价的论证亦不鲜见。

在某电子公司与张某劳动争议纠纷案中，张某之

父患胃癌急需手术，手术期间除张某外无其他人

可以照顾父亲，张某只得依公司规定请假照顾父

亲，在其请假到期后再次请假时，公司未予批准，

张某因照顾父亲无法脱身而旷工，公司以此为由

解除了与张某的劳动关系。法院认为，张某虽违

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但其行为符合孝道人伦以

及社会主流价值，公司因此解除劳动关系明显不

合理，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有违公平合理原则。

在指导案例 93号中，于欢因非法讨债人员肆意违

反人伦，侮辱、侵犯其母亲人格而奋起反击并导

致防卫过当，审理法院在判决书裁判理由部分明

确指出：“防卫过当案件，如系因被害人实施严

重贬损他人人格尊严或者亵渎人伦的不法侵害引

发的，量刑时对此应予充分考虑，以确保司法裁

判既经得起法律检验，也符合社会公平正义观念。” 

法官在具体法律规则适用中引入孝道进行正

当性论证以增强相应法律效果评价的可反驳性和

可接受性，在道德上是可欲的。这种法律论证符

合道德哲学后果取向的结果主义立场，即行为在

道德上是好的，那么它在具体案件中通常有好的

法律效果评价。并且在解释论上，法官在法律规

则适用过程中可依其保留的“法律适用”权利，

来确定什么结果是依据法律规则的且是正确的。

然而存在的问题是，法官作出的判决并非主要依

据教义，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其本人的法学素养及

个人情感、伦理道德、生活经验、世界观、价值观

等影响，若对法官“法律适用”的权利不加以适

当限制，那就意味着法的安定性的保障基本上取

决于法官个人。这显然有悖于立法者制定法律时

所追求的保障法的安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目的。那

么，应如何平衡处理法的安定性和法官“法律适

用”的权利间的关系呢？对此，在民法典编纂过

程中，一种理想的处理模式是，可以将司法实务

中法院普遍适用包括孝道在内的人伦道德的一般

规则及相应的经验与民法典编纂结合起来，使民

法典体系能够反映包含孝道在内的人伦道德的合

理成分，从而将法官“法律适用”的权利限制在

法典体系内，一方面保障制定法的安定性，另一

方面及时回应现实生活的迫切需求。此种思路得

到了立法者的重视。立法者明确指出，民法典编

纂工作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全

过程，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强化规则意识，增

强道德约束，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在

该指导思想的指引下，立法者在 1980年《婚姻法》

（2001 年修改）第 4条的基础上新增了一款形成

了现在《民法典》的第 1043条。该条规定：“家

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

文明建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

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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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民法典》的这一

做法获得了学理上的肯定。因为《民法典》第 1043

条作为婚姻家庭编的沟通制定法与家庭生活之伦

理道德的一般性条款，能够在体系构造上妥善处

理包括孝道在内的一般家庭人伦道德在《民法典》

中的安置问题，既可以解决 19世纪末日本民法典

编纂过程中延期派代表人物穗积八束在《民法出

则忠孝亡》一文中提出来的民法典与固有人伦道

德的规范处理问题，也可以部分回应我国学理上

所提出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继承是有限的”质疑。但从《民法典》第 1043

条的逻辑构成来看，该条显然既非行为规则，亦

非裁判规则，因此在《民法典》实施过程当中，究

竟应当如何理解和处理第 1043 条与婚姻家庭编

其他具体法律规则之间的规范关系，如何在法典

内外体系融贯的视角下更好地落实立法者“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增强道德约束，……弘扬

公序良俗”的立法目的，应当是《民法典》生效后

解释论上必须及时予以回应的重要议题。循此思

路，下文着重分析讨论实然状态下作为人伦道德

的孝道在法体系中的位置，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其

在民法典体系中的表达方式以及实践运用的基本

途径，为《民法典》第 1043条的准确适用提供解

释论上的支持。 

二、孝道作为现行法秩序的构成部分 

在法学方法的一般理论中，彰显一般法律思

想或价值理念的法律原则通过内在的阶层秩序构

成法的内在体系：部分法律原则或被明确地规定

在制定法当中，或通过整体类推、回溯至法律理

由等方式而从法律规定中推知；部分法律原则初

始仅被规定用于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解决的特定事

件，嗣后因为在法学理论或司法裁判中首次被发

现或宣示，并因其内在的信服力而在一般的法理

念中获得贯彻，获得普遍的适用性。对孝道而言，

虽然当代制定法中并没有关于它的明确表述，但

司法实务所承认的孝道所内含的价值因与当前民

法内在体系彰显的一般法律思想相吻合而内化为

法秩在法学方法的一般理论中，彰显一般法律思

想或价值理念的法律原则通过内在的阶层秩序构

成法的内在体系：部分法律原则或被明确地规定

在制定法当中，或通过整体类推、回溯至法律理

由等方式而从法律规定中推知；部分法律原则初

始仅被规定用于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解决的特定事

件，嗣后因为在法学理论或司法裁判中首次被发

现或宣示，并因其内在的信服力而在一般的法理

念中获得贯彻，获得普遍的适用性。对孝道而言，

虽然当代制定法中并没有关于它的明确表述，但

司法实务所承认的孝道所内含的价值因与当前民

法内在体系彰显的一般法律思想相吻合而内化为

法秩序内在体系的构成部分，可以通过整体类推、

回溯至法律理由等从具体法律规定中推论出内含

此等价值理念或法律思想的原则，获得支配和指

导相应规则、原则解释与适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基础，并避免出现学理上所担忧的枉法裁判等异

化现象。 

在当代中国的既有民事法律体系中，经《民法

典》等明确宣示以彰显一般法律思想或价值理念

的基本原则包括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平等原则、

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合法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绿色原则等；非为法律所明确宣

示但能依据法律解释方法从已有法律规定中推论

出来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以及人与人、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存等，亦属于构成民法内在体系的基

本原则。从当前司法实务上的普遍观点来看，孝

道与民法基本原则呈现以下关系。 

一方面，部分民法基本原则所内含的基本价

值或者思想理念与孝道的内涵存在交集，孝道得

通过此等基本原则外显出来，指导相应法律规则

的解释与适用。已被司法实务在裁判文书中广泛

运用的公序良俗原则、和谐/和睦原则即为示例。

例如，有法院在判决书的裁判理由部分经由公序

良俗原则来展示和表达孝道，对此的通常表述是

“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赡养义务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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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务，属于公序良俗的范畴”；亦有法院在裁

判理由部分认为孝道是实现家庭和谐的理想途径，

法院在作出相应法律效果评价时所持的基本立场

是“双方应互相体恤，母慈子孝，共建和睦家庭，

传承良好家风：作为父母，不妨以德报怨、海纳百

川；作为儿子，应克尽孝道，努力让父母安度幸福

晚年”。于此显现出来的图景是，孝道内含的价

值理念与相应的民事法律基本原则所体现的思想

理念融贯为了一体。 

另一方面，部分民法基本原则内含的价值或

思想理念构成对孝道的反向制约。因为构成内在

体系的诸项基本原则可能因内含不同的价值或思

想理念而彼此间存在矛盾冲突，于此情形下，每

一原则均应在法益阶层的体系下依法益衡量而确

保两者都可以得到最佳的实现。例如，司法实务

中所呈现出来的平等原则、自愿原则、自由原则、

人格尊严原则等所内含的价值理念在与孝道相遇

时，基本原则所彰显的价值理念的内在阶层秩序，

决定了孝道不得违反处于较高位阶的人格尊严、

自由、平等理念，并清楚显现其效力范围及意义，

避免价值评价矛盾的情形。例如，尽管法院也明

确承认“孝是中华传统文化提倡的行为，指儿女

的行为不应违背父母、家里的长辈以及先人的心

意，……，遵从父母的指点和命令，按照父母的意

愿行事”，但若子女违背父母的意愿而不履行其

承担的精神赡养义务，那么法院基于子女人格尊

严以及行为自由的保护原则也不会强制其探望父

母或给父母打电话。对此，学理上也存在着极为

清晰的认知：“只有凭借交互补充和相互限制的

协作方式，才能得到原则本来的意义内涵。” 

当代司法实务中法院的一般性经验表明，孝

道能够内化为民法的一般法律思想并通过基本原

则外显出来，成为民法内部体系的构成部分。于

此场合，孝道内含的一般法律思想或价值理念的

核心功能包括以下几点。 

（一）制定法规则解释适用的正当性依据 

孝道作为一般法律思想可以使法秩序中的具

体法律规则在涉及价值判断时能凭借此种价值理

念而得以正当化和一体化，并因此避免抽象概念

及由此构成的具体规则彼此之间的矛盾。例如，

对于因照顾病危的父亲而违反用人单位管理规章

的员工，用人单位可否解除劳动合同并且拒绝支

付赔偿金？第三人惩戒违反赡养义务的子女并导

致其人身伤害的，在侵权责任的成立和负担上应

如何确定？子女拒绝打电话、经常不回家的，老

人可否请求子女主动打电话给父母或常回家看看？

这些行为的法律效果评价实际上都涉及对《民法

典》第 26 条第 2 款、第 1067 条第 2 款及《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第 14 条、第 15 条等，与《劳动

合同法》第 39条第 2项及《民法典》第 1165条、

第 1173 条等具体条款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的规

范处理。而《民法典》中内含孝道要求的基本原则

如公序良俗等，则可以为此等具体规则的解释提

供正当性说明，避免分歧和矛盾，保持法律规则

适用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二）司法实践法律续造的价值基础 

孝道通过民法基本原则而作为一般法律思想

存在，在法律规则存在漏洞或者缺位时，可以助

益于法官通过解释的途径在法律内或者超越法律

而进行法律续造，从而达到缓和制定法的安定性

和向社会现实需求开放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目的。

例如，在典型家庭关系外的其他生活关系如同居

关系、生活伴侣关系等当中，一方当事人的成年

子女因与另外一方当事人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关系，

法律应否调整，如何调整？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

赡养义务的非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包括未被

视为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是否可以分割遗产？

遗嘱继承人拒绝或者未尽主要赡养义务但又不符

合继承权丧失条件的，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法定

继承人或其他人可否分割遗产？于此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以亲属关系存在为前提的关于家庭成员

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如《民法典》第 2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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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款、第 1067 条第 2 款及《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第 13 条至第 25 条等，可否类推适用于同居

关系、同性生活伴侣关系等？过于僵化和狭窄的

《民法典》第 1123 条、第 1125 条、第 1127 条、

第 1129 条、第 1130 条等，可否予以适当扩展？

对此，孝道可以在法律解释时提供正当性说明，

以促成合乎现实需要的法的形成。 

孝道作为法秩序内部体系构成部分的价值基

础或思想来源，其发挥作用的前提在于，立法者

是人而非神，其依据形式逻辑规则建构的法的抽

象概念体系亦即外部体系是不完美的。这种不完

美性既体现在法律规则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的形式

逻辑、价值评价体系的分歧和冲突上，也体现在

法律规则本身的固有漏洞之中。这种漏洞因立法

者的有限理性，或在法律制定时即先天存在，或

因时代背景的变化而逐渐被发现。于此，内部体

系内含并彰显的一般法律思想或价值理念可以为

外在体系之构成部分的矛盾、漏洞的克服提供指

引，借此沟通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实现外部体

系之抽象概念的正当化、一体化，并使法秩序形

神合一、内外一致。这也是民法典追求的科学性、

体系性的题中之义。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为当代

司法实务所广泛使用的孝道在民法典相应规则的

具体理解适用中仍有其作用发挥的空间。 

三、孝道成为内在体系构成部分的途径与表述 

民法典内在体系由内含一般法律思想或价值

理念的基本原则依一定阶层秩序相互协作而构成。

这些基本原则要么由民法典直接明确宣示出来，

要么从法律规定中推知，要么经由学理或司法实

务而从特别规定中发现或宣示并获得一般性的适

用。那么，孝道是如何进入民法典内在体系的？ 

（一） 孝道成为民法典一般法律思想的基本途径 

首先应予排除的是经由学理或司法实务而从

特别规定中发现或宣示作为一般法律思想的孝道

并予以一般性的适用这种途径。这主要是因为孝

道并非新鲜事物，其为我国传统法制实践所固有。

我国当代法律实践虽然未在制定法中明确规定孝

道，但孝道因能反映并满足当代社会现实需求而

得隐匿于既有法律体系的具体规定之中，并深刻

影响和指导这些具体规定的解释适用。例如，在

以《民法典》第 1067条第 2款（原《婚姻法》第

21 条）以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4条为裁判

依据时，法院作出相应法律效果评价的通常论证

方式是：“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谓百

善孝为先，为人子女不尽赡养义务，不仅不为法

律所允许亦不为道德所容。被告等作为子女今后

应积极履行赡养义务，保障老人安享晚年。依照

《婚姻法》第 21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4

条之规定，判决……”因此，孝道并非被首次发现

或宣示而得以其内存的信服力获得贯彻，而是本

就内存于制定法的具体规定之中，由法院通过这

些具体规定及它们彼此间的规范关系，并借助整

体类推和回归法律目的的方式获得。 

（二）孝道在民法典中的表现形式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究竟是在民法典中明

确规定孝道为基本原则，还是如司法实务中法院

通常所做的那样，继续坚持运用法律论证的一般

方法而从具体法律规定中推知内含孝道的原则？

对此不无疑问。从法的安定性和制定法规则的可

预见性角度出发，民法典中明确规定内含孝道的

基本原则，似乎有助于前述目的的实现，但问题

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民法典编纂的科学性、体系性要求进

入民法典的抽象概念应当具备相对的确定性和周

延性。因为只有作为民法典砖石基础的抽象概念

满足形式逻辑上的这些基本要求，由其构筑起来

的民法典体系才可能符合科学性和体系性的应然

要求。从孝道这一抽象概念的历史发展演进看，

一方面，孝道本身的内涵异常丰富，难以周延界

定而仅得以类型化方式把握；另一方面，孝道的

内涵因时代背景的变化而时常处于一种变动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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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这种状态加剧了准确把握其内涵的难度。

以一个自身本就面临形式逻辑上质疑和认识论上

诘难的不确定概念来构筑体系严谨、内容科学的

法典，无异于缘木求鱼。 

其次，若将孝道作为法秩序的一般法律思想

而明确规定在民法典中，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

是，民法典在形式体系上应当如何妥善安置孝道？

若将之置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以规范指导家庭法

领域尤其是父母子女关系，那么将之适用于其他

为司法实务所承认的合同法、侵权法、劳动法等

领域即存在解释、适用上的难题；若采取提公因

式法而将之置于民法总则中，则既可能面临法律

道德化的诘难，也会导致与其他和这一原则存在

交集之基本原则的区分界定难题。 

基于此，结合司法实务已有经验，在民法典

中不明确规定孝道，而是通过内含孝道的一般规

定并借助整体类推和回归法律目的的方式推导彰

显孝道价值理念的基本原则，既能避免前述法典

体系难以妥善处理的问题产生，亦能及时涵摄案

件事实以满足现实需求，助益民法典在安定性和

向社会生活开放之间寻得妥适的平衡点。事实上，

从《民法典》第 1043条的具体表述来看，立法者

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来安置作为家庭伦理的孝道

问题的，值得肯定。 

四、孝道作为内在体系构成部分对外在体系的形

塑 

民法典能够彰显孝道价值理念并将之外显为

法律基本原则，本质上在于法典各编的具体规定

及彼此间的规范关系。作为民法典外在体系构成

部分的抽象概念所构筑起来的具体规定，应当规

整、彼此之间契合形式逻辑且经受得住价值评判

且彼此无矛盾之虞。也就是说，这些具体规定能

够满足民法典编纂的体系性、科学性要求。对此，

当前司法实务中法院在运用孝道进行法律效果评

价的论证时，通过孝道来梳理相关规定之间的关

系并阐明其得以适用的正当性基础。通过总结法

院于此过程中所得出的有益经验，可以将孝道作

为内在体系构成部分形塑外在体系的方式呈现出

来。 

（一）合理确定法律原则彼此间的关系 

民法典体系内的诸项原则，无论是基于何种

方式外显出来，均应依价值位阶排序并合逻辑地

共存于法典体系当中，同一价值序列的原则还应

通过法益权衡规则来确定彼此之间的界限。 

第一，诸项基本原则并不是孤立的，其彼此

之间可能存在交集或有意义的脉络，对此可以通

过交互澄清的方式来确定彼此的内涵，从而助益

于基本原则各自规范功能的实现。 

第二，诸项基本原则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对

此应当依价值位阶排序以使民法典体系内无论是

基于何种方式外显出来的诸项原则，合形式逻辑

地共存于法典体系当中，同一价值序列的原则还

应通过法益权衡来确定彼此间的界限。 

在此意义上，民法典承认通过对具体规定以

整体类推等方式而外显出来的孝道并非没有意义。

司法实务中的已有经验表明，孝道在与其他基本

原则如公序良俗、和谐/和睦原则等存在交集时，

可以通过交互澄清的方式丰满并确定公序良俗等

于此的内涵，使该项原则得以适用的正当性基础

更加坚实；而在与其他基本原则如人格尊严、自

由、平等、合法权益受保护等相矛盾时，通过基本

原则内含的一般法律思想的价值序列以及法益权

衡等方式在诸项原则之间划定界限，愈能彰显民

法典的一般法律思想或价值理念彼此之间的整体

协调性。在此基础上，体现这些不同价值理念的

抽象概念以及具体规则亦即民法典外在体系的诸

成分之间，才会在价值评价上相互协调，这也是

民法典表里如一或融贯性的关键所在。 

（二）厘清具体规则之间的脉络并消弭彼此间的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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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法实务中法院所作判决的论证经验来看，

外显为法典基本原则的孝道与法典其他基本原则

能够合体系地共存于民法典之中，并且可以共同

作用于外在体系之构成部分彼此间之规范关系的

妥适处理，助益于民法典体系性、科学性的实现。 

1.家庭法领域内的影响 

此种效果首先表现在孝道主要发挥作用的家

庭法领域内，尤其是在家庭关系中赡养关系的规

范处理上。当代民法体系中调整此种关系的具体

规则，可以依据其内含的一般法律思想或者价值

理念的不同而主要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反映平等、

自由、独立、尊严等现代法治思想理念的，此种价

值观是双向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行为人享

有权利的同时也承担与之相对的义务，典型的如

《民法典》第 1041条第 2款、第 1042条第 1款、

第 1055 条、第 1056 条、第 1068 条、第 1069 条

等；另一种是反映孝道、和睦等传统家庭伦理的，

此种价值观是单向的，一方主要享有权利，另一

方主要承担义务，如《民法典》第 26条、第 1043

条、第 1067条、第 1069条、第 1074条、第 1075

条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3～24条等。在具

体的案件处理中，法院在作出判决的论证过程中，

对体现不同价值理念的具体规则，可依据价值位

阶和利益权衡规则进行处理，从而正当化其法律

效果评价过程和结果，增强判决的可反驳性和可

接受性。例如，对于赡养义务的履行，如果父母年

老体弱多病并且没有收入来源，法院在作出判决

时当然以老人的生命尊严的维持与保护为首要考

量要素而认定子女应当尽孝道并履行赡养义务，

即使子女有疾在身或缺乏经济供养能力，亦不能

免于承担赡养义务；如果老人明确表示不想让某

子女照顾，于此场合法院会在老人的自由意志与

子女遵循的孝道之间进行利益权衡，原则上优先

保护老人的自由意志；但在精神赡养问题上，法

院则会考虑优先保护子女的尊严、自由，并不必

然强制子女为特定行为以满足老人的要求。可以

发现，法典体系中融入孝道作为一般法律思想的

来源并外显为基本原则，可以为法院所作判决提

供更充分的正当性考量依据。 

2.家庭法领域外的影响 

由于人的社会性，奉行孝道理念而确定行为

准则的人，在特定情形下势必会超越家庭关系而

与那些依据其他价值理念如诚实信用、合法权益

受保护等确定行为准则的人产生利益上的冲突，

引发家事法与其他民法分则领域内之具体法律规

则的适用难题。例如，《民法典》第 26条第 2款、

第 1067条第 2款以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4

条、第 15 条等与《劳动合同法》第 39 条第 2 项

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 1165 条、第 1173 条

等。亦即，法院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在对特定行

为作出相应的法律效果评价时，对于具体规则因

内含的一般法律思想的不同而生的分歧和矛盾，

可以通过这些价值排序和利益权衡规则来处理，

从而使法律效果评价过程和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对公司员工因照顾患病的父亲而违反公司管理规

定、儿子虐待母亲被舅舅殴打，或儿子在母亲被

他人肆意凌辱而奋起反击并致损害发生的，法院

在所作判决的具体论证中，通过引入内含孝道的

公序良俗等与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等基本原则进

行权衡，从而在彼此价值冲突的具体规则之间确

定何者应予适用，何者予以排除，使判决“既经

得起法律检验，也符合社会公平正义观念”。 

虽然法官在法律规则适用过程中有权依其保

留的“法律适用”的权利来确定什么结果是依据

法律规则且是正确的，但法官的相应法律效果评

价过程和结果必须能够被证立，其论证不能是法

官开示其个人的、可能影响判决的同情或者反感，

而是应当展现裁判背后的、合理的、原则上能被

普罗大众的自然情感所接受的实质视角。在此意

义上，孝道作为通过民法基本原则而外显出来的

一般法律思想或价值理念，无论是在家庭法领域

内，还是在家庭法与其他民法典的构成部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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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作为相应具体规则解释适用的正当化理由

来促成法典外在体系的一体化。 

（三）完善法典体系以保持其对现实生活的涵摄

力 

人之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制定法规则的有限

性，此种有限性既包括法律规则彼此之间的矛盾

分歧，也包括规则本身的固有漏洞以及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逐渐出现的不合时宜。鉴于此，民法典

内含的一般法律思想或价值理念及反映相应法律

思想的基本原则，构成法律规则漏洞填补和法律

创制的一般性依据和正当性基础。司法实务的经

验表明，孝道作为基本原则的一般法律思想来源，

于此可通过两种途径而为民法典外在体系的完善

提供帮助。 

1.解释论上的展开依据 

孝道因符合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而得通过法

官的理性运用以指导具体规则的解释适用，从而

使相应具体规则能够完成对现实生活的涵摄。于

此，则无须再通过立法程序修改具体法律规则以

完善民法典的外在体系，从而达到节约立法资源

的目的。例如，以孝道为基本价值导向，通过《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3条并结合《民法典》第 26

条第 2款、第 1067条第 2款和《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第 14条等，法院将成年子女对父母的善事义

务类推适用于儿媳与公婆、女婿与岳父母之间的

关系处理上，合乎法理人情，作出的相应法律效

果评价，在合法性、正当性论证上更为妥帖；另外，

法院通过对孝道的理性运用来解释《民法典》第

26 条第 2 款、第 1067 条第 2 款关于善事父母的

一般规定而确定善事的具体内容，无须再通过立

法将这里的一般规定具体化，可以保持法典体系

的开放性以应对变化着的实践需要。 

2.立法论上的证立依据 

外显为法律原则的孝道可以在外在体系存在

漏洞时为某特定规则类推适用于相近或类似事实

提供正当性论证，但此种解决方案并非放之四海

而皆准，实践中亦存在难以通过类推解释解决的

难题。例如，制定法在被制定时即明确将特定规

则适用于某种情形以表明自己的支持或反对立场，

若通过法律原则内含的一般法律思想或价值将此

类规则类推适用于立法者故意留白的空间，将会

导致当时被立法者以高度区分的方式所确定的各

种生活模式彼此之间的保护界限被掩盖。这实质

上构成对制定法目的的违反。 

例如，将《民法典》第 1043 条以及《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第 13条所明确宣示的仅适用于家庭

关系的善事义务经由内含孝道理念的一般原则，

类推适用于现行法家庭关系之外的非婚同居关系、

同性生活伴侣关系等当中，事实上会因不符合《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立法目的而缺乏合法性基础；

同样地，在行为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但被继承人

已将全部遗产通过遗嘱处分给其他人的场合，由

于《民法典》继承编未在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之

间规定沟通二者关系的特留份制度，司法实务通

过孝道而修正制定法缺漏的行为正当性无虞，但

欠缺合法性基础。在此意义上，经由《民法典》第

1043条表达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可以使通过孝

道填补法律漏洞的行为更具合法性基础，同时这

也表明了司法对立法的反哺，而这恰恰是部分学

者坚持认为的孝道的公共道德属性的应然要求。 

五、结论 

正如日本民法学者加藤雅信教授所讲的，维

护自己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以及被认为好

的道德观、生活观，可以说是国民很自然的情感。

对于各国的法律实践而言，应当遵循和保护民众

的这种自然情感而非违背或破坏它，否则会像贝

卡利亚所预言的那样，“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

的法律的命运，就同一座直接横断河流的堤坝一

样，或者被立即冲垮和淹没，或者被自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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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所侵蚀，并逐渐地溃灭”。以此为基点，对作

为中华传统美德的孝道而言，当代中国的法律实

践表明，虽然其因时代变革而在中国当代的制定

法文本中不再像传统法律实践中那样风光无限，

但其仍能通过法官在裁判文书中的理性运用与规

范解释，而继续顽强地在私法领域内产生影响。

之所以如此不外乎在于，孝道所内含的那些反映

家庭生活伦理的基本价值要求和调整家庭关系的

实践规则，在剔除与现代法治要求相悖的成分后，

仍能满足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在此意义上，

《民法典》第 1043条可以被视为立法者在审慎对

待司法实务于此取得的经验并发现其中的问题的

基础上所及时作出的回应，从而使《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能够在内外在体系上满足社会生活对制定

法规则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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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遗产管理人是现代各国继承法不可或缺的主

体内容，我国民法典对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指定、

职责、未尽职责的民事责任和获得报酬权等内容

作出了规定，但现有规定还存在遗产管理人任职

资格不明确、程序缺失、欠缺遗产管理人的辞任

和解任规定等不足，需要通过制定实施细则、立

法解释、司法解释等途径健全遗产管理人任职资

格法定条件、完善遗产管理人的权利外观、扩展

遗产管理人的职责、建立遗产管理人监督机制、

明确遗产清单制作主体、完善遗产债务清偿制度

等，进一步完善我国遗产管理人制度。 

关键词 

民法典；遗产管理人；适用规则；立法完善 

遗产管理人制度是我国民法典中的一项新制

度，它是指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处置前，相关自然

人或者组织依据法律规定或有关机关的指定，对

被继承人的遗产实施管理、清算的制度。长期以

来，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在立法层面，我国于

1985年起实施的继承法第 16条和第 24条只是原

则性地规定了遗嘱执行人和遗产保管的部分内容，

并没有确立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解释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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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也仅规定了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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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但具体职责不明确。民

法典“继承编”在我国立法史上首次规定了遗产

管理人制度，内容涉及遗产管理人的产生、遗产

管理人的指定、遗产管理人的职责、遗产管理人

未尽职责的民事责任和遗产管理人获得报酬权

（共五个条文），这些是遗产管理人制度最基本

的内容，及时填补了我国现行立法的空白。但由

于这是一个全新的制度，其具体实施也缺乏相关

指南和切实可行的依据，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尚

未明确，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角度深入

研究，提出对策建议，供日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

立法与制定司法解释时参考，也给实践中具体问

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思路与借鉴。 

一、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内容与功能 

（一）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相关规定 

遗产管理是指继承开始后，依据遗嘱指定或

者法律认可的其他方式而对被继承人遗留的个人

财产进行保管、维护、清理和分配的行为。遗产管

理人是指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依据遗嘱指定、

继承人的共同意志、法律规定的特定机构或者法

院指定而负责处理遗产有关事务的民事主体，简

言之，就是对被继承人遗产进行保管存放和管理

分配的人。 

我国民法典“继承编”第 1145 条至第 1149

条依次规定了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指定、职责、未

尽职责时的民事责任和获得报酬权等五个内容。

而其中第 1145 条和第 1146 条的规定，旨在解决

遗产管理人如何选任的问题，同时也从立法层面

上明确了遗产管理人产生的先后顺序问题。根据

这两个条文的规定，遗产管理人的产生具体顺序

如下：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推选→全体继承人共

同担任→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有争议的申请人民

法院指定，以遗嘱指定为优先，以人民法院指定

为兜底。 

（二）遗产管理人制度具有的主要功能 

民法典设置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立法意图主要

是想解决继承法框架下的遗嘱执行人履职和诉讼

担当缺失问题。它的立法价值就在于这一制度的

设立与实施能够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难题与痛点。

因为实践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被继承人死

亡时，同时留下了许多财产和债务。而我国继承

法没有规定遗产管理人制度，只有遗嘱执行人制

度，但是遗嘱执行人的履职是存在一定障碍的，

因为他不是继承人。根据继承法的立法精神和财

产继承法理，当继承发生后，被继承人的遗产的

所有权自动从被继承人转移给继承人。因此，在

处理遗产时，遗嘱执行人的身份在法律上就会比

较尴尬，因为他无法对抗继承人的权利。当继承

人不配合遗嘱执行人时，遗嘱执行人将很难履行

职责。而设立遗产管理人制度就可以解决这一困

境，这可以从民法典规定的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中

体现出来，具体如下。 

一是管理和保全遗产。遗产管理人在接管遗

产后，须在及时认真清点、盘存遗产的基础上，确

认遗产的实际范围和价值，编制遗产清册，并负

责保管或者打理遗产。对不宜保存的遗产进行变

卖，使遗产的价值不减损，要采取有效保全措施，

确保遗产免受侵害和损毁。二是维护遗产权利人

利益。遗产管理人须查清核实遗产现状后，及时

通知遗产的债务人和债权人，要求他们在规定的

期间内偿还债务和申报遗产利益，并采取保管措

施，以避免部分继承人对遗产进行藏匿或转移，

以维护全体继承人的利益，并使继承人免受讼累。

当然，这也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它有利于债

权人在被继承人（债务人）去世后实现债权。三是

实现遗产公平分配。遗产管理人在管理和保全遗

产的基础上，根据遗产的实际价值和状况，制定

分配清偿方案，在优先清偿遗产债权人和遗赠人

的遗产债务之后，如遗产尚有剩余的，可分配给

继承人。这样既符合民法典“继承编”的立法精

神，又能够兼顾与保护遗产继承人和其他遗产权

利人各方利益，确保遗产分配的公平。四是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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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安全。遗产管理人顺利完成遗产公平分配的

法律效果，集中体现在被继承人生前债权利益、

遗产债权人利益以及继承人继承利益能够得以顺

利实现。这就不仅从法律上和结果上有效地确保

被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利

益与交易安全，也有力地保障了继承人的利益以

及继承人与继承人的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即与继

承人交易的第三人）之间的利益与交易安全，实

现各有所得，皆大欢喜。 

二、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要求与法律地位 

（一）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要求 

关于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我国民法典未

作出限制性规定，在操作上，首先应当尊重遗嘱

人和继承人的意思自治。只要符合民法典规定的

代理人的一般条件、能够履行遗产管理人的工作

职责，就具备主体资格。如果当事人或者利害关

系人为此发生纠纷时，他们均可诉至人民法院。

根据实践做法，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指定遗产管理

人时，可以参照我国破产管理人或者见证人的资

质标准，从有利于遗产的管理与分配出发，依照

法定程序确定合适的遗产管理人。 

（二）遗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 

关于这一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大致上有

代理说、固有权说、信托受托人说、折中说、善良

管理人说等不同观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

点是代理说和固有权说。代理说认为，遗产管理

人的地位就相当于代理人，特别是在遗嘱人指定

遗产执行人的情况下体现得非常明显。该说又细

分为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遗产管理

人是遗嘱人（被继承人）的代理人。遗产管理人是

受遗嘱人之托并依照遗嘱人的意思来管理、清算

和分配遗产。英美法系和法国学者大多倾向于此

观点。第二种观点主张遗产管理人是继承人的代

理人。理由是继承开始时，遗嘱人的民事权利能

力已丧失，遗产已归于继承人。日本和我国台湾

地区采此说。第三种观点认为继承人继承的财产

是独立的特别财产，遗产的地位等同于一个独立

的无权利能力的财团法人，遗产管理人是该财产

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而固有权说则认为，遗产

管理人既不代表被继承人的利益，也不代表遗产

权利人的利益，其所从事的管理行为既是履行职

责的行为，也是体现其固有权利的行为。该说又

可细分为机关说、限制物权说和任务说。机关说

提出，遗产管理人不同于代理人，它是实现遗嘱

人意思表示的机关，主要任务在于维护遗嘱人的

利益，不必考虑遗嘱人是否存在。限制物权说认

为，遗产管理人是根据遗嘱人的遗嘱来实施遗产

管理的，因此其对遗产享有的是受限制的物权。

任务说认为，遗产管理人与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

位非常相似，也是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遗

产法律人在遗嘱规定范围内享有独立处理管理事

务的权利。在德国，其司法判例采任务说。从法理

上看，以上学说都各有利弊。笔者倾向于固有权

说中的任务说，因为任务说对当事人更有利，也

更具有说服力。遗产管理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才能承担更为全面的管理职能，以更好地平衡执

行遗嘱人遗嘱与保护遗产权利人和其他利害关系

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遗产管理人的诉讼地位，虽然民法典增

设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但是对于除继承人担任遗

产管理人之外，其他主体担任遗产管理人是否具

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尚未有明确规定。诉讼案件的

适格主体需要与案件具有利害关系，除继承人担

任遗产管理人而导致遗产管理人的身份与继承人

的身份发生重叠之外，其他主体担任遗产管理人

时并不具备上述条件，其权利基础或来源于遗嘱

人的指定，或来源于继承人的推选，或来源于法

律规定，在这些情况下，遗产管理人独立于继承

人，也非继承人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在遗嘱人死

亡的情况下，遗产管理人的权利基础、诉讼地位

仍有待法律、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但在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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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有部分法院将遗产管理人列为民事诉讼案

件的当事人，不啻为遗产管理人的正常履职、以

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参与诉讼开了先河。 

在实践中，遗产管理人有无独立诉权？民法

典规定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中并未明确遗产管理人

的独立诉权。但在司法实践中已有相关案例出现，

并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在“（2018）桂民再 54号案例”中

认定遗嘱执行人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该案

中，梁某 1 与遗嘱人黄某明系夫妻关系，但梁某

1 并非遗嘱人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梁某 1 以遗

嘱执行人身份提起诉讼，继承人黄某 2 提出梁某

1 原告主体不适格。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梁某 1作

为遗嘱的执行人，其负责遗嘱人黄某明个人遗产

的管理分配，故其作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适格。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黄某明所立遗嘱中，黄某 2属

于受遗赠人，梁某 1 作为遗嘱的执行人，梁某 1

负责对立遗嘱人黄某明个人遗产的管理分配，与

本案黄某 2 有利害关系，梁某 1 认为黄某 2 的行

为丧失了受遗赠的权利，并以此为由向人民法院

起诉，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条件，因此，梁某

1作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适格。又如，在“（2020）

最高法民再 111 号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根据

我国香港地区法律认为遗产管理人享有以自己的

名义行使相关遗产管理的诉权。该再审案件中，

原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均认为，涉案遗嘱的效力

应当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而根据香港特别

行政区法律，涉案遗嘱有效，因此涉案遗嘱赋予

了翁某芳等四人遗产管理人的身份及相应的权利

义务，并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遗产管

理人享有收集、管理及分配遗产的权利，且享有

以自己的名义行使相关遗产管理的诉权，反倒是

遗产受益人在遗产管理结束前并不享有直接继受

该权益的权利，因此，作为遗产共同管理人的翁

某芳等四人有权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有利公司。

而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时亦对一审、二审的这一观

点予以了认可。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在阐述再审申请人（非

遗产管理人）诉讼地位是否适格的时候，特别做

了一段不以我国香港地区法律为适用前提的有关

遗产管理人诉讼地位的论述，其中讲道：“一般

情况下，遗产管理人及受托人进行遗产收集，为

遗产管理、分配创造条件，有利于遗嘱受益人权

利的实现，也有利于及时按照遗嘱分配遗产。因

此，遗产管理人及受托人在收集遗产过程中遇到

障碍，无法及时收集并有效管理遗产时，有权以

自己名义对相关民事主体提起民事诉讼以保证遗

产安全。” 

（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遗产管理人问题 

中介机构是指以专业知识和技术服务向委托

人依法提供公证性、代理性、信息技术服务性等

中介服务的机构。如公证性中介机构，是指提供

土地、房产、物品、无形资产等价格评估和企业资

信评估服务，以及提供鉴定、检验、认证、仲裁、

公证服务等机构；代理性中介机构，是指提供律

师、会计、收养服务，以及提供商标、企业注册、

专利、税务、报关、签证代理服务等机构；信息技

术服务性中介机构，是指提供咨询、招标、拍卖、

职业介绍、婚姻介绍、广告设计服务等机构。 

我国民法典规定的遗产管理人的范围包括遗

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但社会

中介机构未被民法典列入遗产管理人的范围。我

们通过对比民法典和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便可

以发现，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与破产管理人的职责

存在高度重合。从理论上看，破产管理人与遗产

管理人具有共同的制度价值和相似的职责内容，

且社会中介机构具有中立、专业的履职能力，能

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从实践上看，社会中介机

构担任破产管理人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

其担任遗产管理人具有实践基础，且相对于民政

部门、村委会存在的缺乏管理遗产和处理遗产相

关法律事务的专业人才和专业能力的弱点而言，

社会中介机构担任遗产管理人可能更具优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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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公证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

机构，是大家公认的比较合适的遗产管理人。 

三、遗产管理人的职责范围辨析 

遗产管理人对遗产管理的职责，以继承开始

（遗嘱人死亡）之时为起点，以遗产分割完毕为

终点，工作内容涉及遗产的清查、整理、保管和分

配。根据民法典第 1147条的规定，遗产管理人的

职责包括：第一，清理遗产，制作遗产清单；第二，

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第三，采取必要的措施

以妥善保管遗产；第四，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

务；第五，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

第六，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其

中，第六项职责是民法典授权性兜底条款，即遗

产管理人除了实施前五项管理遗产行为之外，还

应当实施与管理遗嘱人遗产相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例如参与与遗产继承有关的诉讼、纠纷调解，对

遗产实际情况开展摸底调查等。实践中需要注意

与探讨的问题如下。 

（一）遗产管理人能否将遗产登记至自己名下 

对此，我国目前的法律亦没有明确的规定。但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最高法民再 111 号

案例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该案中，对于“遗产管理人及受托人在受托

期间能否将遗产关联公司股权登记在自身名下，

从而以名义股东身份管理相应遗产”这一焦点问

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首先，案涉遗嘱赋予了

遗产管理人绝对酌情决定权，可作出投资及转换

投资。目前涉案股权仍登记在过世的翁某名下，

且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此 80%股权未能得到有效管

理。因此，翁某芳等四人申请将有利公司 80%股权

登记在自身名下，有利于实现对遗产的管理与分

配。其次，11号（原一审判决）判决仅系出于遗

产管理和股权管理的需要，由翁某芳等四人持有

有利公司 80%股权。此种裁判在现行遗产管理人制

度以及遗嘱信托制度不完善情况下，并不违反法

律规定，且更有利于遗嘱的执行以及遗产的收集

和管理，也最终有利于全体遗嘱受益人。第三，一、

二审判决所确认翁某芳等四人享有的是遗产管理

人及受托人权利，并非是对有利公司 80%股权的所

有权。最后，翁某芳等四人既是遗嘱执行人，也是

遗产管理人，还是信托受托人。对此三种身份，各

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一致认可。现有法律并未明

确禁止翁某芳等四人成为遗产关联公司的股东，

并办理股权登记。尤其在法律已对遗嘱信托、遗

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制度作出规定的情况下，

11 号判决基于翁某芳等四人的遗嘱执行人、遗产

管理人及信托受托人地位，允许将案涉股权登记

在翁某芳等四人名下，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如果

不按照 11号判决的方式处理，案涉遗产将难以管

理、难以确保遗嘱的执行和信托财产的收集与分

配。” 

该案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且仅是个案，但

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不过该案阐述的法律原理

是否可以类推适用到对于房屋、股票、银行存款

等财产的管理，目前立法上仍不能明确。 

（二）遗产管理人有无公司经营权 

如果被继承人生前系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

人，那么其遗产管理人能否代为履行经营职责？

从目前找到的两则案例来看，人民法院的观点是

否定的。 

在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

苏 05 民终 3745 号案例中，法院认为公司原股东

的遗产管理人并不享有股东权利，亦无权代表公

司行使经营权。法院认为，根据泰国利德公司的

决策程序，对公司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应由代表公

司签字的董事签名并加盖泰国利德公司的印章。

曹某持有的“董事委派书”虽盖有泰国利德公司

的印章，但该“董事委派书”出具时泰国利德公

司原持有 85%股权的股东王某文已经去世，曹某并

非泰国利德公司的董事，其虽系王某文在泰国利

德公司股权的遗产管理人，但泰国利德公司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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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委派书”的行为属于泰国利德公司行使经

营权的范围，曹某并无证据证明其因遗产管理人

身份而直接享有泰国利德公司的股东权利，更无

证据证明其在签署“董事委派书”时有权代表泰

国利德公司行使经营权。 

在福建的一则案例中，法院认为原法定代表

人的遗产管理人无权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并委托

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在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的（2017）闽 01行终 339号案例中，法

院认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本案中，

福清康频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已经去世，在公司

权力机构未任命新的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郑某

作为原法定代表人的遗产管理人无权以公司名义

提起诉讼并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主要理由

为：福清康频公司在性质上属于有限责任公司，

享有法人财产权，其名下财产独立于法定代表人

的个人财产，在法定代表人去世后并不当然地转

为法定代表人个人的遗产。我国亦不承认身份继

承，原法定代表人去世后其遗产管理人并不当然

继任法定代表人或取得法定代表人的相应权利。

福清康频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属于法律构造物，本

身不能自为行为，需要通过公司权力机构形成公

司意志并予以贯彻实施。香港康频公司作为福清

康频公司的股东，其股东权益亦应通过公司意志

予以实现，而不能以自身意志提起诉讼，更无权

授权郑某以福清康频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 

从上述两则案例也可以看出，遗产管理人虽

然具有管理遗产的职责，但公司具有法人独立性，

并不等同于股东个人权利，因此并不能当然以公

司管理人的身份插手公司经营，更不可代行法定

代表人职权。遗产管理人在管理“公司股权”这

一类型财产时，一定要获得法定的授权手续，以

免因自己的重大过失而承担失职责任。 

（三）遗产管理人能否作为被执行人 

遗产管理人能否作为被执行人，2020年 12月

29日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

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

追加规定》”）第 2 条、第 10 条已有明确规定，

遗产管理人可以主动申请变更成为申请执行人，

也可以依申请成为被执行人。这也印证了遗产管

理人在遗产管理中是具有独立诉讼主体地位的，

否则其不应成为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 

但遗产管理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时候，应以遗

产为限承担责任，而不应牵涉遗产管理人的自有

财产，也不应对遗产管理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

鲁 01执复 363号案例中，寇某义、王某、寇某松、

寇某是被继承人寇某周的四位法定继承人，债权

人以债务起诉四位继承人。由于四位法定继承人

并未明确是否放弃继承，也未推举遗产管理人，

故法院指定由四位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

但在申请强制执行阶段，债权人申请对四位遗产

管理人名下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时，四位遗产管

理人却提出执行异议。法院审理后认为：关于能

否直接执行继承人名下的财产，并对继承人采取

限制消费措施，应具体分析。遗产管理人虽然可

以成为被执行人，但在法律上，其主要职责是负

责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和分割遗产，但其并

非责任承担主体，因此，不能直接执行遗产管理

人的自有财产用以清偿债务，亦不能对遗产管理

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变更追加规定》第 10条

第 1 款亦规定，变更、追加遗产管理人为被执行

人后，也是在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因此在本

案中，济阳法院查封被继承人寇某周名下遗产并

无不当。但对于遗产管理人王某名下的财产，济

阳法院在没有证据证实上述财产为寇某周遗产的

情况下，对其进行查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

予依法纠正。对寇某义、王某、寇某松、寇某采取

限制消费措施，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四、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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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法典现有规定立法本身和实践需要来看，

现有的遗产管理人制度规定还存在一些不足与问

题。 

（一）遗产管理人任职资格要求不明确 

我国民法典对遗产管理人的任职资格要求并

没有作出规定。目前我们能够找到的法律依据就

是民法典“总则编”有关民事主体资格要件的规

定，即遗产管理人也必须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仅

此而已。但实际上，遗产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

的工作。对于一般家庭而言，遗产管理人也许不

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比较富有的当事人或者家

庭、家族而言，财产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形式多样，

既有别墅、院落、公司厂房等不动产和高级轿车、

船舶、大型运输车等动产，还涉及股权、债券和保

单等金融产品以及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在清

理遗产、协助人民法院依法处置遗产、代理清偿

义务时，可能还涉及债权债务、税款等事项，这些

往往需要专业人士的打理。因此，在遗产管理人

任职资格上是否有必要设置一定条件，让符合条

件的人来担任遗产管理人，是需要研究与考虑的

问题。 

（二）遗产管理人推选程序规定缺失 

民法典第 1146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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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民法院依法可以选择和指

定的主体范围包括哪些人，是否可以指定规定范

围外的主体，是否应受到优先次序的限制？这是

实体方面的问题。从程序方面看，利害关系人向

人民法院申请指定应依什么程序，是通过特别程

序单独提起申请，还是在审理继承案件时一并提

起？这些问题，目前都不明确。 

（三）欠缺遗产管理人的辞任和解任规定 

当遗产管理人失去任职资格或者不愿意担任

遗产管理人时，遗产管理人是否可以辞去或者解

任遗产管理人一职，通过什么程序变更或者确认？

民法典欠缺遗产管理人的辞任和接任规定，在实

践中将导致遗产管理人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履职，

或者未认真履职（包括不当履职）时，利害关系人

无法变更遗产管理人。 

（四）缺乏对遗产管理人管理行为的监督机制 

我国民法典第 1147 条赋予遗产管理人六大

职责，第 1148条规定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一责任属于侵权责任性

质，应符合一般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在管

理遗产时，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协议，还可能

因发生违约而产生责任竞合的问题。因此，遗产

管理人与监护人一样，也存在一个监督的问题。

谁来负责监督遗产管理人，如何进行监督，发现

问题或者造成损害时如何进行维权或者救济？目

前这些问题在立法上是不明确的。 

五、完善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立法建议 

我们应当准确把握民法典的立法精神，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和实践的需要，在适当的时候，通

过制定实施细则、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途径，进

一步完善我国遗产管理人制度。 

（一）健全遗产管理人任职资格规定 

我们建议未来立法应明确规定，只有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才具有担任遗产管理人

的资格，年满 16周岁，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

主要生活来源者，应视为具有担任遗产管理人的

资格。同时能独立管理遗产。可以预见的是，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遗产管理的专业性和复杂程度

会越来越高，未来立法还应当明确要求遗产管理

人须具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和管理能力。我们

应借鉴英国的立法经验，允许遗嘱指定未成年人

担任遗产管理人且须待其成年后方可履行相应职

责。在继承开始后、该未成年人成年并同意担任



417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遗产管理人时，可以履行职责。当然，该未成年人

成年后也可以选择拒绝担任遗产管理人。遗产管

理人的任职资格还可以细分为积极资格和消极资

格。积极资格规定，被继承人指定的人、继承人或

者继承人推选的人、近亲属、民政部门、村民委员

会以及律师、公证员、会计师等具有专业知识且

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可以担任遗产管理

人。消极资格规定，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被

吊销相关执业证书以及具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具有

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资格。 

（二）建立遗产管理人名册制度 

为了方便广大群众，并为遗嘱人、人民法院、

基层组织选（指）定或者委托遗产管理人提供有

针对性的服务，建议参照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实践

经验和相关规定，由人民法院或者法律规定的部

门负责建立遗产管理人名册，将符合条件的律师

事务所、公证处、会计师事务所和自然人、律师、

公证员、会计师经过严格筛选后列入名册，明确

其业务专长并对社会公布。目前，我国一些地方

的律师协会已经分批公布了遗产管理人律师库名

单。例如，深圳市律师协会于 2021年 2月和 9月

公布了两批遗产管理人律师库名单，共计 452 名

律师。这个经验值得推广。各地公证协会也可以

建立并公布遗产管理人公证员名单。具体程序大

体上应经过本人申请、律师（公证）协会审核、公

示、批准并公布、颁发资格证书或者聘书等步骤。 

（三）完善遗产管理人的权利外观 

遗产管理人的权利外观是指用于向继承人或

者第三人证明遗产管理人的身份和权利的文书。

在国外，对于无争议遗产管理人，多数国家立法

均规定由法院统一颁发证书作为权利外观。例如

在德国，证书是由法院负责颁发的。继承开始后，

遗嘱执行人应向法院申请并提交被继承人死亡证

明、遗嘱、是否接受任职等相关材料，法院经审查

认为申请人符合授予证书条件的则颁发证书。证

书中必须注明权限范围，证书一经颁发即行生效。

我国目前对此还没有统一的规定。有的地方是由

公证处依据公证法第 11条第 7项有关身份公证的

规定制作并颁发遗产管理人身份公证书。笔者认

为，对于遗产管理人的权利外观问题，可以根据

不同情形加以确认。第一，对于无争议的遗产管

理人，如果当事人向公证处申请确认的，可以由

公证处依据公证法第 11条第 7项有关身份公证的

规定颁发遗产管理人身份公证书。如果当事人选

择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的，因我国目前还没有非

讼程序法，也没有家事法院、遗产法院等从事家

事审判的专设司法机构，建议未来立法规定当事

人提起确认之诉后，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遗产管

理人资格的确认裁定，该裁定书直接作为遗产管

理人的权利证书。第二，对担任遗产管理人发生

争议时，相关当事人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由

人民法院从遗产管理人名册中物色并确定遗产管

理人。人民法院为此所作出的判决书可直接作为

遗产管理人的权利证书。 

（四）扩展遗产管理人的职责内容 

我国民法典第 1147 条从立法层面规定了遗

产管理人的六项职责，内容已基本涵盖了遗产管

理的全过程。根据司法实践和国外立法经验，并

参考破产管理人的相关职权，我们建议未来立法

或者司法解释可对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予以适当扩

展和细化，并赋予遗产管理人相应的管理权利。

内容如下。 

第一，查清遗产状况并归集遗产（确定遗产范

围）。要在遗产分配前查清遗嘱人的全部遗产状

况，包括遗嘱中已分配和遗嘱中未处理的属于遗

嘱人的所有个人合法财产，以最终确定遗产的范

围，并将遗产全部清点、查收与归集到位。对于遗

嘱人的合法债权和被他人不法占有的遗产，应当

依法主张权利。这是做好遗产管理工作的基础。

第二，核实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情况（确定继承或

者受赠主体范围），即通过调查，了解遗嘱人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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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定继承人和受遗赠人的基本情况；对于遗嘱

未处分的遗产部分，还要查清遗嘱人是否有其他

法定继承人、代位继承人或者转继承人，是否确

实存在“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形。

第三，确定继承方式与分配方案。遗产管理人在

实施遗产管理任务后，还须了解并审核遗嘱人订

立遗嘱的基本情况，并对该遗嘱的真实性、合法

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并在遗产分配时向继承人

和受遗赠人公布遗嘱内容。对于遗嘱未处分的遗

产，遗产管理人可以制定遗产分配方案并公布，

法定继承人如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第四，通知和公示催告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遗

产管理人应通过公示催告程序公告、通告或个别

通知继承人、受遗赠人、遗嘱人的债权人，要求他

们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主张权利，以便尽快将遗

产范围梳理清楚，制定遗产清偿方案，以使继承

人等利害关系人能够继承或者接受遗赠的遗产或

者能够获得债权的实现。第五，协助办理继承权

公证。在实践中，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要取得遗

产，一般须办理继承权公证后方可实现。遗产管

理人根据职权已查清遗产和继承主体的相关情况，

应当积极协助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及时办理继承

权公证手续，为顺利完成遗产分配奠定基础。第

六，主持利害关系人会议，并表决遗产分配方案。

我国民法典第 1147条第 2项明确规定遗产管理人

应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但通过何种方式报告

尚不明确。建议可借鉴破产管理的模式，由遗产

管理人主持召开利害关系人会议，并向继承人、

受遗赠人、遗产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报告遗嘱人

资产负债和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将遗产分配方

案提交会议表决通过或者经过法院裁定批准后付

诸实施。到会利害关系人过半数同意视为通过。

如果上述利害关系人对遗产分配方案有异议的，

则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诉请人民法院裁定。第七，

协助执行遗嘱信托事项。我国民法典第 1133条第

4款规定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由于遗产

法律人的主体地位和职权与遗嘱信托受托人颇为

相似，因此，如果遗嘱人生前有设立遗嘱信托的，

则遗产管理人可以以遗嘱信托受托人的身份来执

行遗嘱人的信托事项。第八，督促遗嘱附随义务

的履行。如果遗嘱人在遗嘱中对继承人或者受遗

赠人指定有附随义务的，则遗产管理人有权监督

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履行遗嘱指定的附随义务。

第九，向法院报告与申请报批遗产管理相关事项。

如果遗产管理人系由人民法院指定的，则遗产管

理人须按照法院的具体要求向法院及时全面地汇

报其履行职责情况，接受法院的指导；遗产分配

方案制定完成后须提交法院裁定批准。 

（五）确立对遗产管理人的监督机制 

在遗嘱人的整个遗产管理与分配过程中，遗

产管理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遗产管理人能否认真尽职和公平公正履职，关乎

所有继承人、受遗赠人和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

切身利益，也关系到遗嘱人生前的安排能否全面

“落地”。从一定意义上说，遗产管理人的权利

很大。因此，遗产管理人的权利是需要监督的。在

国外，一般是将继承人、债权人和司法机关设定

为监督主体，并赋予法院以解任权。法国、意大利、

日本等国家民法典对此作了规定。例如，《意大利

民法典》第 710 条规定：“基于任何利害关系人

的请求，法院以为遗嘱执行人关于其义务的履行

有重大违反、职务的执行不能胜任，或者犯有违

背信任的行为时，得将其从职务解任”；第 709条

第 2 款规定：“遗嘱管理人有过失场合，对于继

承人及受遗赠人负损害赔偿义务。”《日本民法

典》第 1019条第 1款规定：“遗嘱执行人怠为其

任务时，或有其他正当事由时，利害关系人可以

请求家庭法院将其解任。”对于遗产管理人的监

督机制，笔者认为，可以设立一般监督与司法监

督两种方式。一般监督的监督主体为继承人、受

遗赠人、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民政部门和

村民委员会。遗产管理人应向继承人、受遗赠人

等一般监督主体报告其履行管理职责的情况，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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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一般监督人的监督。对不认真履行职责者，一

般监督人可以通过诉讼途径予以解任；对于自身

权益遭受侵害的，可通过诉讼途径寻求司法救济。

司法监督的主体为人民法院，法院可根据一般监

督人的申请而指定、变更或解任遗产管理人。如

果认定遗产管理人对继承人等利害关系人造成损

害的，应依法追究遗产管理人的法律责任。 

（六）建立遗产管理人豁免规则 

我国民法典第 1148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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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据此，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厘清以下问题。第

一，遗产管理人承担的民事责任的性质属于侵权

责任。这是由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所决定的。

第二，在追究遗产管理人侵权责任时，所采用的

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这也符合世界各国的

立法例。第三，遗产管理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是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等。在适用时

首先考虑前两种方式，只有在已无法返还遗产或

者无法恢复原状时，才适用赔偿损失方式。从实

践的角度来看，为平衡遗产管理人和遗产利害关

系人之间的利益保护，我们还需要从立法上对遗

产管理人的责任做一个合理的分配，探索建立遗

产管理人豁免规则，即在遗产管理人已尽到勤勉

尽职的管理义务而仍不能避免损害后果发生的，

应免除其民事责任。 

豁免的具体情形包括：第一，遗产管理人进行

遗产管理时所为之行为符合遗嘱要求和遗产利益。

如果日后出现更优更好的遗产分配方案时，利害

关系人不得以原方案不合理为由而要求遗产管理

人重新分配遗产，或者要求遗产管理人承担民事

责任。第二，遗产损害后果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

造成的，即因利害关系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而造成

遗产丢失、损毁或者贬值的，应由行为人承担损

害后果，而应相应减轻或者免除遗产管理人的责

任。 

（七）明确遗产清单制作主体 

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是遗产管理人的重

要职责和权利，它是明确遗产范围和顺利开展遗

产分配的重要基础。关于谁是制作遗产清单的主

体，目前从国外情况来看，各国立法情况差异较

大，如有的国家规定继承人是制作遗产清单的唯

一主体（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 485 条第 1 款

的规定）；有的国家规定应由有管辖权的机关或

者主管公务员或者公证员作为遗产清单制作人

（例如《德国民法典》第 2002条的规定）；有的

国家则规定应由公证员来负责清点登记，并要求

要有两名符合规定要求的见证人在场见证（例如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1172条第 1款）。在法

国，遗产继承事务是公证人的专有业务领域，有

关遗产继承的全部事务均由公证处负责办理。根

据我国民法典第 1147条第 1项中对遗产管理人制

度的相关规定和我国实际，笔者认为，虽然我国

民法典规定制作遗产清单是遗产管理人的职责，

但在操作时，应由遗嘱执行人或者继承人来制作

更合适，而不是所有的遗产管理人都来负责，在

必要时可以请公证员和律师介入。理由是，如果

由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来担任遗产管理人，则由

于他们对遗嘱人的遗产状况比较熟悉，容易查清

并确定遗产的范围并及时梳理和制作出遗产清单。

同时，当事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也可以聘请公

证员、律师或者会计师参与，这有利于提高制作

的专业水平和公信力，便于后面的遗产分配。 

（八）完善遗产管理人制度下遗产债务清偿制度 

在非诉讼状态下，遗产管理人除了要依照民

法典的相关规定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外，还要及时

履行通知与公示催告的义务，使遗嘱人之债权人

在规定期限内能够及时申报债权，并对遗产债务

进行分类，确定清偿顺序。在诉讼过程中，如果债

务人死亡的，可以参照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由受

案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待遗产管理人选定并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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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后，通过追加其为被告后恢复案件的审理，

遗嘱人所欠的债务由遗产管理人在所管理的遗嘱

人遗产范围内清偿。如果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作为

债务人的被执行人死亡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0修正）的第 10条的规定，申请执行人申请

变更、追加该债务人的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受遗

赠人或其他因该债务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而取得

遗产的主体为被执行人，在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如果在执行过程中，该债

务人的遗产没有遗产管理人的，根据当事人的申

请，人民法院可以先行中止执行程序，待遗产管

理人选定后再恢复执行程序。继承人放弃继承或

受遗赠人放弃受遗赠，又无遗嘱执行人的，则人

民法院可直接执行遗产。 

（九）引入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 

如前所述，遗产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

作。它不仅涉及遗产（包括动产、不动产、知识产

权、股权、虚拟财产等）本身，也涉及遗产的分配

处置、债权债务清理清偿、税款缴纳、纠纷处理、

诉讼事务等事项，还涉及广泛的法律领域，因此，

随着老百姓拥有的财产日益丰富多元，对于关系

比较复杂的遗产继承，可以考虑引入专业机构和

专业人士来担任遗产管理人，并制定不同的选任

标准、程序和遗产管理细则，用专业机构、专业人

士的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来确保遗产继承的顺

利进行，最大限度地减少纠纷、避免矛盾，实现个

人财富的顺利传承。 

（十）完善遗产管理人的诉讼地位 

涉及遗产管理人诉讼地位比较常见的有三种

情形。一是在诉讼或者执行过程中，作为债务人

的遗嘱人死亡的，受案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在遗

产管理人选定并接管遗产后，追加为被告后恢复

案件的审理，遗嘱人所欠的债务由遗产管理人在

所管理的遗嘱人遗产范围内清偿。二是遗产管理

人在履职过程中发现遗嘱人尚有债权未获得清偿

或者须对债权人清偿债务。三是在遗产管理人分

配遗产完毕后，继承人、受遗赠人或者遗嘱人之

债权人认为遗产管理人未履行职责、怠于履行职

责，甚至侵吞遗产而造成自己利益受损。在上述

情形下，利害关系人起诉要求追究遗产管理人的

民事责任。这些情形涉及遗产管理人有无独立的

诉权，能否成为原告或者被告，遗产管理人能否

作为被执行人等问题。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辅助

遗产管理程序运行的法律规定，因此，这些问题

值得探讨和进一步明确。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

院的实践值得关注与总结。例如前述广西壮族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2018）桂民再 54号案例中

认定遗嘱执行人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最高

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民再 111 号案例中，

根据我国香港地区法律认为遗产管理人享有以自

己的名义行使相关遗产管理的诉权。笔者认为，

这些经验可以借鉴。在未来立法时，我们可以考

虑从立法上赋予遗产管理人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

并在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中相应增加“提起诉讼与

应诉权”“排除妨碍请求权”。需要注意的是，第

一，遗产管理人在诉讼地位上，既可以作为原告，

也可以作为被告，这需要根据案件的诉求而定；

第二，遗产管理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时候，应以遗

产为限对外承担责任，而不应牵涉遗产管理人自

己的财产，也不应对遗产管理人采取限制消费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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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死者”无法律地位——兼论作者死后著作权归属 

原创：2022-04-15  华政民商 李锡鹤 

https://mp.weixin.qq.com/s/qgFq5SC0hPIDIlHJn_QV2A 

李锡鹤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荣休教授 

内容提要：汉语“死者”表示人死以后，实际

指死后之人。民法学界普遍主张保护死者：或主

张死者有权利，并阐述了相关理论，可称“权利

说”；或主张死者有“法益”，也阐述了相关理论，

可称“法益说”。“法益说”又发展为系统的“人

身权延伸保护论”，已成主流观点。但除法律规定

外，“法益说”未提供法理根据，并未驳倒“权利

说”。死人非人，死后之人是伪概念。死者保护理

论对主体、人格、人身、归属、权利、权利能力等

一系列法学基本范畴存在误解，甚至影响了著作

权法。法律的宗旨是定分止争，死者非现实之存

在，只存在于意识中，不可能为任何行为，不会参

与分争。法律无需保护死者，也不可能保护死者。

任何被解释为保护死者的法律，实际保护的均是

生者。 

关键词：死者 人身权延伸保护 作者死后

著作权 

简目 

一、两种观点 

二、澄清相关概念 

（一）死者非现实存在 

（二）关于主体、人格、归属、权利 

（三）关于人身 

三、“死者保护说”具体破绽 

（一）生命人权利能力只能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二）关于权利消灭与权利能力消灭之关系 

（三）区分死者与死者生前 

（四）人身遗存权和死亡赔偿 

四、作者死后著作权归属 

（一）著作权是权利组合 

（二）作者死后著作身份权规定 

（三）《著作权法实施条例》逻辑困惑 

（四） 作者死后著作身份权归属法理根据 

（五）作者生前未发表作品著作身份权归属分析 

一、两种观点 

人死以后，现习称死者。死者有无法律地位，

法律无法回避，学界普遍持肯定意见，只是有些

委婉。 

《民法通则》第 9条：“公民从出生时起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

事义务。”全句不见“但书”。 

《民法典》第 13条：“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

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

利，承担民事义务。”全句亦不见“但书”。 

条文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自然人”两个

概念，本文须先作界定。 

“自然人”是一个法学范畴，相对于法人，表

示有生命的主体。法律上之主体指权利享有人，

有生命的人未必是法律主体，如奴隶。本文称有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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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人为“生命人”，以区别“自然人”。法

人是拟制主体，即本来不是主体，法律视为主体，

是无生命的主体。 

“权利能力”也是一个法学范畴，可理解为

取得权利的资格，本质上是取得权利的条件。所

谓 “民事权利能力”，只能理解为民事领域之

权利能力，意味着存在非民事领域之权利能力，

似可称“非民事权利能力”，法理上应指“政治

权利能力”。自然人权利能力不能分割，享有民

事权利能力即应享有政治权利能力，享有权利能

力即应享有完全权利能力，包括民事领域和非民

事领域——政治领域。 

根据现代法理，任何生命人均为法律主体，均

享有权利能力。根据《民法通则》和《民法典》，

生命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据此，说得

通俗些，就是：任何人终身受法律保护，从出生时

起至死亡时止。言外之意就是，任何人出生前和

死亡后法律均不予保护，原因不言而喻：任何人

出生前和死亡后均不是人。 

然而，学界普遍认为，生命人出生前——胎

儿，死亡后——死者，均受法律保护，这就令人困

惑了。关于胎儿的法律地位，笔者已有专文分析。

[1] 本文探讨死者的法律地位。 

我国迄今未见明确规定死者为法律主体的法

律，但学界有自己的解释。 

1.主张死者享有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 1989 年 4 月 12 日《关于死亡

人的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吉文贞（艺名

荷花女）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其母陈秀

琴亦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 1990年 10月 27日《关于范应

莲诉敬永祥等侵害海灯法师名誉权一案有关诉讼

程序问题的复函》：“海灯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

法保护，作为海灯的养子，范应莲有权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两个司法解释均确认：人死以后仍享有名誉

权。享有名誉权，当然享有权利了；享有权利，当

然享有权利能力了；享有权利能力，当然是法律

主体了。最高人民法院公然挑战了当时实际上的

民法典——《民法通则》，令人震惊。 

但有学者为上述两函提供了理论根据：“谁

享有权利，谁具有权利能力，不过是立法者根据

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来确定的。在奴隶社会，

奴隶不是权利主体，而只能作为权利客体；在封

建社会，妇女不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这些，一方

面说明法律对权利和权利能力的确定是由统治阶

级的意志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法律对权

利和权利能力的确定，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

的提高而不断变化和改进的。所以说，法律赋予

死者名誉权并不违反民法学理论。从我国目前立

法角度来看，民法通则虽然作出了公民的权利能

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规定，但法律的功能不

仅仅在一般性调整上，还具有特殊的保护功能，

这就是法律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我

国著作权法关于作者死后其著作权利的保护期限

的规定，继承法关于胎儿权益的保护性规定，如

果单纯从民法学理论上讲，与民法通则关于权利

能力的一般性规定是相矛盾的。而立法者又偏偏

做出了这相互矛盾的规定。这只能说明权利和权

利能力是可以由立法者根据社会利益的需要而进

行调整的。所以，如果立法者在民法通则修正案

或未来的民法典中直接规定死者享有名誉权，是

可行的。这样，保护死者的名誉，也就有了法律上

的依据，学者间的诸多争议也就随之迎刃而解

了。”[2] 

有学者进一步从“法律逻辑”的角度，为死

者权利辩护，如龙卫球教授认为：“我国学者多

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 9 条规定‘公民从出

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

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仅依此逻辑，既然

权利能力消灭了，自然人死亡以后则应不再可以

享有任何权利，对死者人格仍然加以保护不符合

法律逻辑。不过，本书认为，这种看法其实也未必

就符合法律逻辑。权利能力消灭与权利消灭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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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立的问题，两者的法律根据并不相同。自然

人权利能力之消灭，以死亡为根据，但人格权虽

然因出生而产生，却不能说一定因死亡而终止。

自然人死亡，使权利能力消灭，权利主体不复存

在，但只是使权利失去主体，并不是消灭了权利，

否则无法解释财产权的继承问题，更无法解释著

作权明确规定死后保护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事实。有些人格权利，其存在

目的与本人生命有不可分割之关系，本人死亡则

损及其目的，故该权利应随同消灭，如生命权、健

康权、自由权，应随同人之死亡而消灭。但有的权

利则并不如此，如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姓名

权、肖像权，它们的存在目的并不完全依附人的

生命，涉及人类的整体尊严和善良风俗，故有延

后存续和保护的价值，不宜使之随同人的生命终

止而立即消灭。”[3] 

2.主张死者享有“法益” 

最高法院的观点后来发生变化，1993年 8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

题的解答>》第 5条：“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

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 

引文出现“死者名誉”概念，不见“死者名

誉权”字样，实际上表明最高法院修改了过去的

提法。可以推论，引文的逻辑是：根据《民法通

则》，权利能力终于死亡，死者因此没有权利能力

——因此没有权利——因此没有名誉权，但有名

誉。至于名誉与死者的具体关系，最高法院未作

说明。 

学界亦为此说提供了理论根据： 

《人格权法新论》一书指出：“对死者名誉可

以作为一种法益来保护。所谓法益，是指应受法

律保护之利益。…… 法律不仅仅保护权利，而且

还保护超出权利范围的合法利益。如前所述，保

护死者的名誉不仅仅是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而

且是社会利益的需要，因此，死者名誉应该作为

一种合法利益而存在，并受到法律的切实保

护。”[4] 

《人格权法》一书指出：“死者的名誉本身就

是一种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法益。从我国侵权

法的规定来看，其保护的对象也不限于法定权益，

还包括合法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第 106条的规定，

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对象是‘财产’或‘人身’，

在这里，‘财产’和‘人身’并非仅限于财产权

和人身权，还包括了未形成为权利的财产和人身

利益。既然保护死者的名誉不仅是死者自身利益

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利益的需要，因此应该作为

一种法益加以保护。”[5] 

《侵权责任法原理》一书进一步指出： 

传统侵权责任法仅仅对民事权利的侵害提供

救济，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侵权责任法的保

护范围不断扩大，受侵权责任法保护的不限于财

产权和人身权等民事权利，还包括一些合法的人

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必须通过对侵权行为作扩

张解释：侵害的‘权’不仅包括民事权利，而且

包括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学者一般认为，权利

与其他法益有划分之必要，权利仅限于指称名义

上被称做权利者，属于广义法益的核心部分，其

余民法上的利益均称其他法益。 

民事法益有两层含义，首先指民事权利的具

体内容；其次指独立于民事权利但仍然受到民事

法律保护的财产或人身利益。这里研究的是后者

作为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对象问题。民事法益具有

类似民事权利的某些属性但又有不同于民事权利

的特征，部分民事法益可能上升为民事权利而另

一部分则只能以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形态存在。

[6] 

上述观点并未直接否定生命人权利能力始于

出生终于死亡，但主张生命人出生前和死亡后，

均可享有法律保护的“利益”，称“法益”。此

说被称为“人身权延伸保护论”（以下简称“人

身权延伸论”）：“民事主体人身权延伸保护，是

指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同时，对于

其在诞生前或消灭后所依法享有的人身法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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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的延伸至其诞生前和消灭后的民法保

护。”[7] 

“人身权延伸论”影响甚广，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唐德华主编，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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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以下简

称《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理解与适用》）认为：“近

代民事立法中一般均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始

于出生，终于死亡，但同时也有对自然人的人身

权作延伸保护的规定。也就是说，法律在保护自

然人的人身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死亡后

依法享有的利益，给予延伸保护。……姓名、肖像、

名誉、荣誉均属于人格权的范畴，人格权是民事

主体的一种专属权利，只能由每个民事主体单独

享有。不得转让、抛弃、继承。人格权的这种属性，

决定了除自然人本人以外，任何他人均不可能通

过转让、继承来取得他人的人格权，所以自然人

死亡以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损害的事

实，不能视为其近亲属民事权利受损。法律和司

法解释保护的，不是死者近亲属的民事权利。现

代民法理论认为，自然人生命终止以后，继续存

在着某些与该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存续期间已经

取得和享有的与其人身权相联系的利益，损害这

些利益，将直接影响到曾经作为民事主体存在的

该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在法律不够完备的情况下，

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认对自然人的人身权益给

予民法的延伸保护，体现了法律对民事主体权益

保护的完整性，也有利于引导人们重视个人生前

和身后的声誉，尊重主流社会的价值观。”[8] 

同书还指出：“人格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

和价值。人格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自然

属性表现为生命、身体和健康，其社会属性表现

为名誉、荣誉、姓名、肖像、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

等，是与特定民事主体的人身不能分离的固有的

人格利益，当其被法律确认为民事权利时，就是

人格权。”[9] 

据此，“死者名誉”——以及“死者姓名”，

“死者肖像”，“死者荣誉”，与死者的具体关

系清楚了：均为死者之“法益”，区别于权利，是

人格权的社会属性，也是人身权延伸保护的对象，

在死者生前，则是“该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存续

期间已经取得和享有的与其人身权相联系的利

益”。如果说，此类“利益”因定语太长而不得

其要领，那么，引文另一句话就直接界定其为“人

格利益”，而且，“当其被法律确认为民事权利

时，就是人格权。” 

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主任黄薇主编，民法

室参与立法的人员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释义》（以下简称《民法典释义》），概括了保

护死者的理由： 

“虽然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观点不同，包

括死者权利保护、死者利益保护、近亲属权利保

护、人格利益继承、家庭利益、延伸保护等诸多理

论，这涉及究竟是直接保护死者，还是通过保护

死者近亲属这些生者间接保护死者的争论，但对

死 者 人 格利 益 应当 予以 保 护 是存 在 共识

的。”[10] 其中，直接保护“死者”的理由实际

上就是：死者有权利；或者，死者有利益。 

据此，关于死者的法律地位，有两种观点：

1.“权利说”：死者有权利能力，因此是主体，有

权利；2.“法益说”：死者无权利能力，因此非主

体，无权利，但有“人格利益”，属“法益”——

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分财产“法益”和人身“法

益”。广义“法益”包括权利；狭义“法益”尚

未上升到权利，其中之人身“法益”即“人格利

益”。借用前引《理解与适用》的说法，“人格利

益”被法律确认为民事权利时，就上升为权利了。 

《民法典》第 994条【死者人格利益保护】：

“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

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

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

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

民事责任。”显然，《民法典》采“法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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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理解与

适用》（以下简称《人格权编理解与适用》），总

结了我国保护死者的立法过程： 

“一般认为，在我国法上，对于死者人格利益

的保护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保护

‘死者名誉权’阶段。在该阶段，法院认为即便

死者已经死亡（原文如此），不是民事主体也享有

名誉权。当该权利受到侵害，死者的近亲属有权

提起诉讼。最有代表性就是 1989 年的‘荷花女

案’。……此外，还有 1990年的范应莲诉敬永祥

等侵害海灯法师案。……第二阶段为保护‘死者

名誉’阶段。该阶段，法院不再认为死者享有名

誉权，只是享有名誉，但仍应受到法律的保

护。……第三阶段为保护‘死者人格利益’阶段。

在司法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最高

人民法院于 2001年发布了《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

释》，该解释第 3条规定死者人格利益保护问题。

法律不仅对死者的名誉加以保护，还将保护的范

围扩及死者的姓名、隐私、肖像、荣誉等人格利益

以及遗体、遗骨等。”[11] 

据此，法律保护死者的历史已很清晰，理论已

成体系，相关内容已是民法教材的经典内容。 

[1] 参阅拙文《胎儿不应有法律上利益——<民法总则草

案>第 16 条质疑》，载 2017 年第 1 期《东方法学》。2017

年 3 月 15 日《民法总则》公布，第 16 条规定：“涉及遗

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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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草案》第 16 条内容无区别。2020 年 5

月 28 日《民法典》公布，《民法总则》成为《民法典》的

“总则”，文字几无变动，序号亦未变动，第 16 条：“涉

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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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民法总则》第 16 条多了一个逗

号。 

[2] 王利明等：《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版，第 441 页－442 页。 

[3] 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版，第 300 页。 

[4] 王利明等：《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版，第 445 页。 

[5] 王利明、杨立新、姚辉：《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6 页。 

[6]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3 月版，第 12 页。 

[7]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 年

1 月修订版，第 298 页。 

[8] 唐德华主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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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与适用》，人民

法院出版社 2001年 7 月版，第 42 页。 

[9] 唐德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第一庭编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

题的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 年 7 月第 1 版，第 26

页。 

[10]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法律出

版社 2020年 7 月版，第 1817页。 

[11]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人格权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

出版社 2020年 7 月版，第第 63～65 页。 

二、澄清相关概念 

（一）死者非现实存在 

不难发现，关于死者的法律地位，“法益说”

修正了“权利说”，理由是；立法规定，生命人主

体资格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因此，“死者”不能

有权利。 

然而，从本文引文可知，“权利说”也有自己

的理由：“谁享有权利，谁具有权利能力，不过是

立法者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来确定的。” 

“权利能力消灭与权利消灭是两个独立的问题，

两者的法律根据并不相同。……有些人格权

利……它们的存在目的并不完全依附人的生命，

涉及人类的整体尊严和善良风俗，故有延后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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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护的价值，不宜使之随同人的生命终止而立

即消灭。”（见前引文）说理论证可谓头头是道，

底气很足。 

遗憾的是，对于上述理由，“法益说”未作任

何批判。在民法论文和专著之生产犹如火山喷发

的中国，这种情况难谓正常，是否反映了法理在

民法学界的曲折命运？ 

众所周知，法官撰写判决书，必须以法律为判

决根据；但学界争议具体法条，不能以被争议法

条为立论根据。实际上，学者们（包括前引学者在

内）从“权利说”转变为“法益说”，除了承认

立法规定自然人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以外，并未交

代任何法外理由，难免给人一种迫于压力的印象。

“法益说”涉及主体、人格、人身、利益、法益、

权利、人格权、人身权等众多概念，但各概念或未

界定，或界定随意粗疏，关系并不清晰。可以认为，

“权利说”虽无法律根据，但提供了自己的法理

根据；而“法益”说虽提供了法律根据，但并未

提供法理根据。学术争鸣中，法理根据无疑应比

法律根据更加“根据”一些。 

然而，无论“权利说”还是“法益说”，均不

成立。 

需要指出，学界用“死者”笼统地表示人死

以后，但“人死以后”言不尽意，所指并不明确，

并非死者定义。毋庸讳言，死者实际上表示“死

后之人”。但死人非人，“死后之人”是伪概念。

设：张三因车祸当场死亡，死于现场的是张三，非

死者；躺于现场的是张三的遗体，亦非死者；对认

识张三的人来说，张三已经成为记忆；对不认识

张三的人来说，张三只是一些间接获取的信息。

如不信邪，那么，死者并非现实的存在，而只存在

于人们的意识中。恕笔者直言，死者如有“人格

利益”，或其他任何现实属性， 不过是“鬼”的

雅称。 

在法理上，任何行为后果都无法归属于死者。

通常所谓向特定死者表示哀悼，真实意思是对特

定死亡之发生表示悲痛，行为相对人并非死者，

通常是死者生前之近亲属。现实亲属关系中，一

方去世，生存方原法律身份终止，权利义务消灭，

但名义上仍保留原来身份，如配偶身份，子女身

份，双亲身份。这是一种名义身份，反映生存方与

死者生前的身份关系，而非与死者的身份关系，

不发生权利义务。生存方一旦取得与名义身份相

冲突的法律身份，如再婚，被收养，名义身份即时

终止。任何利益都无法“延伸”给死者。死者不

可能取得或丧失任何权利或利益，不发生任何权

利问题或利益问题。死者非法律意义之存在，不

可能进入任何法律关系，不可能成为主体，也不

可能成为客体，不可能有任何法律地位。法律无

需保护死者，也无法保护死者。主张死者有权利

或“法益”，须法律保护，不仅挑战了法理，也挑

战了科学。 

当然，为进一步认识“权利说”和“法益

说”，尚需分析其具体论据，为此须先澄清相关

概念。 

（二）关于主体、人格、归属、权利 

法律上之主客体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主体即支配者，客体即被支配者。民法之支配，指

在对象上实现自己的意志，只服从法律，可对抗

不特定人。因此，主体必须有意志。欠缺行为能力

人无法律上意志，其中：未成年人是社会的未来，

法律必须保护；根据现代社会的伦理，成年人欠

缺行为能力，也必须享有人的待遇，受法律保护。

立法因此创设监护制度，视监护人意志为欠缺行

为能力人意志，欠缺行为能力人因此有法律上意

志。离开监护人意志，欠缺行为能力人的主体资

格停留于法律条文，毫无意义。拟制主体无真实

意志，但拟制主体是自然人支配稀缺资源之重要

媒介，是交易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之必要构

造，法律必须保护。立法因此规定，拟制主体须有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之职务行为意志构成拟

制主体之意志，即拟制意志，区别于真实意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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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律所承认。法律上之意志是法律主体之根据、

核心、灵魂。 

现代汉语中的“人格”一词，是多义词，在伦

理学中表示尊严、价值、道德等；在心理学中表示

个性；在人格主义哲学中表示“自我”、“唯一

的存在”；在法学中表示主体资格，本质上是意

志的形成资格，表现为意志的表示资格。人格作

为法学概念使用时，不应表示人格在其他学科中

的含义；如果表示，应作说明。前引《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理解与适用》认为：“人格指人之所以为

人的尊严和价值。” 在法学中，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有主体资格；享有主体资格，应该享有人

的尊严，但资格本身不是尊严，主体资格也不是

一种价值。视人格为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实

际上混淆了人格的法学含义与伦理学含义，推论

当然不成立。 

法律是行为规范，规定了可支配稀缺资源的

归属关系和归属程序。法学中的归属，指可从对

对象的全部支配方式中，任意选择支配方式，也

就是完全支配资格。稀缺资源归属者享有对归属

对象的支配资格，此资格即权利，表现为法律确

认的特定行为资格，本质上是特定意志的实现资

格。 

（三）关于人身 

所谓主体支配客体，其实是主体的意志支配

客体。意志属意识范畴，只存在于意识领域，不能

直接作用客观世界，而必须表现于外，成为行为，

借助行为形式作用客观世界。行为是主观见诸客

观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承担物。行为承担物存在

于意志以外，是意志的“表现介质”，能满足主

体需要，对主体有价值。根据公序良俗，此价值或

可量化，或不可量化，因此行为承担物可分两类： 

1.可量化，故可交换，无专属性，即财产。 

2.不可量化，故不可交换，有专属性，又可分

为： 

（1）主体不可欠缺，有固有性，如人之身体。

此处所谓不可欠缺，并非指身体任何部分均不能

与主体物理分离，而是指只能受该主体自己支配，

不能受他人支配；或者说，在客观可能的条件下，

与主体同始终，例外情况须有法定程序，如手术

治疗。主体不可欠缺的行为承担物是主体的“身

内”客体。意志无法单独存在，主体的身内客体

实际上构成主体意志的“载体”，主体的存在形

式。主体即由意志及其“载体”组成，此即主体

之结构。 

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人本质上是意志的存在形式，

法律主体本质上是法律确认的意志的存在形式。

法学需要一个范畴，表示主体固有的支配对象，

主体的存在形式，以区别主体的核心，此即法律

之“人身”，由要素组成，分有形与无形两部分。

有形部分包括：生命、健康、身体、行动——表现

为行为，实为完成行为的脑力和体力。无形部分

包括：姓名（拟制主体为名称，网络世界为域名）、

肖像、名誉、隐私。 

（2）主体可欠缺，无固有性，如荣誉，准用

“人身”不可交换规定，似可称“准人身”。通

说认为荣誉权是人格权，不能成立。[12] 

然而，学界对“人身”概念存在重大误解。 

一种观点认为：人身是人格+身份：“人身指

人格和身份，人格包括生命、健康、名誉、荣誉等

作为民事主体不可或缺的内容。”[13]“人身关

系，指与人身密切相联系而不可分割的社会关系，

其中的‘人’指人格，‘身’指身份，合称为‘人

身’。”[14] “所谓人身，是‘人格’和‘身份’

的总称。”[15] 据此，“人身”并非不同事物的

抽象，而是复数事物的简称。 

身份是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民法规定之身

份应有民事意义，即反映权利关系（义务关系是

权利关系的逆向表述），可分两类：1. 权利之结

果，逻辑上是权利派生身份，如物权主体有物权

人身份，债权主体有债权人身份；2. 权利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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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是身份派生权利，如亲属身份发生亲属权，

作者身份发生著作权，荣誉权人身份发生荣誉权。

因身份关系发生的权利称身份权。此处讨论的是

第 2类身份。 

传统民法的身份权限于亲属法，包括夫权、父

权、家父权、亲属权等，但法律关系内双方法律地

位通常不平等。在法理上，作为专门的法律部门，

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本法律

关系内当事人法律地位是否平等：前者平等，后

者不平等。规定不平等身份权的“民法”是虚假

民法，有民法之名，无民法之实。近代以来，在亲

属法以外的领域，法律也逐渐确认了身份权，如

非亲属关系之监护权、荣誉权、知识产权身份权

等。现代民法身份权关系内，双方法律地位平等。 

身份权人必须支配（利用）自己的身份，方能

行使身份权。在这一意义上，身份是身份权人意

志的表现介质和行为承担物，身份权人的支配对

象，构成身份权客体。身份只能受身份权人支配，

不能受其他主体支配，即有专属性；身份权人丧

失身份，不成为身份权人，身份为身份权人所不

可欠缺，即有固有性。 

然而，身份权人丧失身份，并非不能成为主

体，而是不能成为身份权人。因此，作为身份权客

体之身份，可与主体分离，近似于主体的一件专

用外衣。如果说，生命、健康、身体、行动、姓名

（名称）、肖像、名誉、隐私等有形和无形人身要

素是实质性要素，固有性是绝对的，那么，身份则

是人身的表象性要素，固有性是相对的。 

法律关系表现为权利义务关系，而权利义务

关系的背后是当事人双方取得权利的资格关系，

这意味着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主体资格关系，即人

格关系。作为民事法律关系，身份关系本质上属

人格关系，身份关系与人格关系并非同一位阶的

范畴，不能并列。如果人身就是人格+身份，那么，

所谓人身内容、人身性质、人身关系，只能理解为

人格内容和身份内容，人格性质和身份性质，人

格关系和身份关系，显然违背法理。而且，作为因

财产归属发生之法律关系，财产关系本质上也是

人格关系，也具有人格性质和人格内容，是否人

身关系包含财产关系呢？ 

汉语“人身”一词恰巧由“人”和“身”两

字组成。把人身解释为人格+身份，恐怕是望文生

义。如因人身权可分为人格权与身份权，推论人

身就是人格+身份，那是想当然。 

顺便指出，上述引文中：“人格包括生命、健

康、名誉、荣誉等作为民事主体不可或缺的内容。”

不能成立。上文指出：法学之人格指主体资格，非

主体组成部分。生命、健康、名誉为人身要素，主

体不可欠缺。荣誉非人身要素，法理上属准人身，

主体可以欠缺。人身要素与准人身均非主体资格。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身是一种利益，如：“人

身是民事主体在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上所体现的，

与 其 自 身不 可 分离 ，应 受 法 律保 护 的利

益。”[16]“受害人过错指受害人一方未能尽其

合理注意，或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人身

及其他利益，致使其与加害人可归责的行为合致

而给受害人造成损害。”[17] 

有些论著，虽然没有直接、明确地把人身定义

为利益，或者，虽然主张人身是人格+身份，但主

体人身的诸实质要素和表象要素，分别被称为生

命利益、健康利益、身体利益、姓名利益、肖像利

益、名誉利益、隐私利益、身份利益，实际上也视

人身为利益。 

需要指出：“利益说”意味着“人身”即某

类共性，某种抽象，属单一范畴。主张“人身”是

单一范畴是理解“人身”概念的起点，是对“人

身”认识的重大进步，但“利益说”不成立。| 

法学理论常见“利益”一词，但从不界定，导

致学者随意使用。“利益”的本义就是好处，并

非法学范畴。法学需要人身范畴，是为了表示主

体的固有客体和存在形式。在人身之内区分利益

与非利益（好处与非好处），毫无意义。而主体之

外，存在可支配稀缺资源与非可支配稀缺资源之

别，交换价值载体与禁换价值载体之别，法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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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法律不保护之别，必须区分，故法学需要利

益概念。但法学之“利益”须具备三个条件：1. 

为“身外之物”。“利益”必须有归属人，但不

能归属于“利益”自己。在法律上，“利益”的

归属人就是法律上的主体。“利益”只能有利于

主体，不能有利于“利益”自身。因此，“利益”

必须在主体“身”外，并非主体之组成部分。否

则，“利益”有利于主体，蕴含“利益”有利于

“利益”，违反“利益”本义。这意味着主体的

利益与主体是分离的，如果人身是主体的利益，

人身必然可与主体分离；如果人身与主体不可分

离，那就不是主体的利益。2. 受法律保护。法律

中的“利益”必须具有法律意义，即为法律所确

认，受法律保护。法律是对权利的规定（对义务的

规定是权利规定的逆向表示形式）。法律只保护

权利，即权利主体对权利客体的支配资格。法律

通过保护权利客体保护权利。法学中的“利益”

既受法律保护，只能是主体的权利客体。应注意

区分“有利”与利益。“有利”仅表示有利于特

定主体，未必受该主体支配，如某地气候有利于

某人健康。不受特定主体支配的“有利”，并非

该主体法律上的利益，主体不能请求法律保护不

受其支配的“有利”，如不能因气候于己不利而

请求法院救济。3. 可以计量。法律必须平衡当事

人各方的利益，因此法律上的利益必须可以计量，

不可计量之利益非法律之利益。具备以上三条件

者，唯有财产。在法学中，“利益”与财产其实含

义相同，唯一的区别是：“利益”只有在与其归

属人的关系中才成为归属人的利益。这意味着利

益是一种“向量”，不存在“无主利益”；而财

产不是“向量”，存在无主财产。可以得出结论：

“人身”虽是单一概念，但并非法律意义上之利

益。 

通说一直以“人格利益”表示人格权客体，

不见一个字的论证，但学界均能接受，实在令人

不解。有学者揭示了人格与利益的联系：“人格

这一概念在法律上有三重涵义：第一，是指具有

独立法律地位的民事主体。……第二，是指作为民

事主体的必备条件的民事权利能力，即成为民事

主体所必须具备的资格。……第三，是指人格权的

客体，即民事主体在人格关系上所体现的与其自

身不可分离，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在此意义上

使用人格，就是指人格利益，单指人格权的客

体。”[18] 

需要指出，人格概念是古代罗马法学家提出

的，是从主体概念派生的范畴。当时法学初创，主

体概念与主体资格概念尚难清晰区别，后世的法

学家也经常用人格表示人格享有者，即法律主体。

但主体与主体资格毕竟是不同的概念。主体不能

既是人格，又享有人格。今天，法理已能明确区分

主体与主体资格，不应继续混用人格概念与主体

概念。取得权利的资格，或者说，成为主体的资格，

应用主体资格即人格表示。权利义务承受人，应

用主体表示，不应用主体资格表示。在法学中用

人格表示主体，是一种不规范的用法，常常是对

人格一知半解的结果，不足为训。 

据引文之“第三”，所谓“人格利益”即人

格，那么，为什么不称“人格”，而要称“人格利

益”呢？“人格利益”中之“人格”又是什么意

思？如解释为主体资格，主体资格是一种资格，

利益只能归属主体，不能归属资格，主体资格不

发生利益问题。如解释为主体，则“人格利益”

就是主体利益，如何与财产权客体相区别？实际

上，所谓“人格利益”只是学者们为构建人格权

理论而杜撰的伪概念。 

[12] 参阅拙著《民法原理论稿》，法律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第 2 版，第 540～543 页。 

[13] 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8 页。 

[14] 彭万林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修订第 1 版，第 5 页。 

[15] 江平主编：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民法

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版，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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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 年

版，第 253 页。 

[17] 唐德华主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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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与适用》，人民

法院出版社 2001年 7 月版，第 75 页。 

[18]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 年

1 月修订版，第 81 页。 

三、“死者保护说”具体破绽 

（一）生命人权利能力只能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主体本质上即意志之存在形式。法律定分止

争之适用范围限于法律主体，本质上限于意志。

所谓人格、主体资格、权利能力，均以意志为其充

要条件和唯一根据。权利能力之存续期间即意志

之存续期间，此即权利能力存续期间之法理根据，

就生命人而言，只能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无任何

“例外”之理由。“人身权延伸论”虽然否定胎

儿和死者的权利能力，但延伸人身权意味着延伸

权利能力，实际上自相矛盾。 

德国著名法学家祁克曾指出，法律主体是与

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的，但受到学者的批判：“这

一学说的前提是把意思能力与主体资格联系在一

起，然而，意思能力只是行为能力的基础而不是

权利能力的基础，因此意思能力与主体资格没有

必然的关系。奴隶社会的奴隶有意思能力，但不

能成为法律主体，而在当代民法上，无意思能力

的人（无行为能力人）却享有权利能力，具有主体

资格。”[19] 

引文所言都是事实，但只是表面现象。意思能

力就是意识，意识必须通过意志形式方能表现于

外。意识、意志是人类区别于万物之本质属性。在

法理上，承认某事物有意思能力，就意味着承认

该事物是人，必须享有人的资格即主体资格。奴

隶有意思能力，但无主体资格，原因是奴隶的意

思能力不为社会所承认。奴隶与牛马均被排除在

社会以外，但在古代罗马，奴隶可参加主人的宗

教活动，可以被解放为自由人，可以被主人立为

继承人，继承其人格，死后其尸体和坟墓受到保

护。[20] 原因就在于奴隶是人，实际上有意思能

力。此类待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成员资格，

但毕竟使奴隶与牛马的地位有所区别。历史废除

了奴隶制度，赋予解放的奴隶以主体资格，但没

有赋予牛马以主体资格。原因就在于奴隶的意思

能力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而牛马没有意思能力。

因此，奴隶没有主体资格的事实，不是否定而是

肯定了主体资格与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 

上文指出，在法理上，欠缺行为能力人以监护

人意志为自己意志。因此，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

行为能力人享有主体资格的事实，同样不是否定

而是肯定了主体资格与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 

（二）关于权利消灭与权利能力消灭之关系 

“权利说”认为：权利能力消灭与权利消灭

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两者的法律根据并不相同。

此说不能算错，而且颇具法理性。权利消灭与权

利能力消灭是内容不同的判断。权利消灭分绝对

消灭与相对消灭：绝对消灭指权利已不存在，如

标的物毁损灭失，债务之完全清偿；相对消灭即

权利移转。无论哪一种，权利人均已不享有该权

利，但仍可以享有其它权利，包括可以享有已经

相对消灭的权利，如买回已经出卖的标的物。这

意味着原权利人的权利能力并不消灭。而权利能

力消灭指权利人不再是法律主体，不能享有任何

权利，无绝对相对之别。权利可法定发生，也可意

定发生；可法定消灭，也可意定消灭。权利能力只

能法定发生，法定消灭。传统社会有“人格减等”、

“民事死亡”等限制、消灭民事权利能力的制度，

现代社会已经废除。在法理上，所谓剥夺生命人

人格，就是使生命人与人格分离，分离的前提是

生命人生命之存在；所谓剥夺生命人权利，就是

使权利人与权利分离，分离的前提是权利人生命

之存在。现代法律的直接根据是生命人人格平等。

从这一根据出发，公民的人格不能剥夺；公民的



431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人格权可以非歧视性限制，也不能剥夺。现代法

律中的死刑剥夺的是生命，不是人格，也不是权

利。主体即权利能力之载体，主体死亡后，已非现

实存在，不发生是否享有权利能力问题，故不发

生权利能力消灭问题。死者不享有人格和权利是

生命终止的结果，不是法律剥夺的结果。换言之，

根据现代法律，在公民的生命存在的时候，公民

的人格和人格权是不能剥夺的；而当公民的生命

终止以后，死者已无人格和权利，无需再行剥夺。

严格地说，在现代社会，特定对象可不发生权利

能力，特定主体不能丧失权利能力，意味着权利

能力不能消灭。 

权利可分为财产权与人身权，财产权可与权

利人分离，人身权不可与权利人分离。“权利主

体不复存在”后，原财产权可通过继承归属于他

人，原身份权可因身份归属于他人而归属与他人，

但原人格权不可归属于他人。不区分权利的性质，

笼统认为主体死亡后，原权利均可归属于他人，

违背法理。 

（三）区分死者与死者生前 

《民法典释义》列举了侵犯死者“人格利益”

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侵犯死者人格利益的

现象屡见不鲜，例如故意冒用已故画家的姓名作

画销售，擅自使用已故名人的姓名制作商标或者

作为法人的名称组成部分，记实性作品中披露死

者的隐私，故意诋毁死者的名誉，非法利用和损

害遗体，等等。”[21] 

所谓“已故”，当然表示已经去世。因此，作

者称“已故画家的姓名”，“已故名人的姓名”，

意在表示死者的姓名。然而，严格地说，姓名归属

者应为故前之画家、名人。死者的姓名与死者生

前的姓名当然存在区别。作者未注意这一区别，

此亦为“法益说”失足之原因。 

在法理上，“法益说”所谓死者的名誉，应指

死者生前的名誉。人死后无表现，或可谓“表现”

无区别，不发生名誉好坏问题，保护死者名誉岂

非荒唐？实际上，“法益说”所谓死者的“法

益”，包括姓名、肖像、名誉、隐私、荣誉，均归

属于死者生前。称死者生前的“法益”为死者的

“法益”，符合习惯，通常亦不至于发生歧义，但

存在根本性破绽，违背法理，经不起推敲。以此交

流思想，或无障碍；以此为根据构建法学的死者

保护理论，则如在沙堆上建筑高楼了。 

有学者认为：死者的名誉遭到侵害时，其遗属

的名誉也往往会遭到侵害，这两者之间的连结点

就是家庭名誉。家庭名誉是冠于一个家庭之上的，

对于一个家庭的信誉、声誉的社会评价。个人名

誉是家庭名誉的组成部分，家庭名誉是对家庭成

员名誉的一种抽象。家庭名誉并不因为家庭个别

成员的死亡而消灭。因而在对死者的名誉加以侵

害时，家庭名誉也就必然遭到侵害。[22] 有学者

认为：对死者名誉的侵害，实际上侵害的是其遗

属的名誉权。[23] 

引文所谓“死者的名誉”，死者的“家庭名

誉”，其实是死者生前的名誉和死者生前的家庭

名誉。死者生前名誉与死者的遗属名誉是不同概

念。侵害死者生前名誉未必侵害其遗属名誉。如

果侵害死者生前名誉的同时也侵害了其遗属的名

誉，遗属如行使本人的名誉权，只能请求法律保

护自己的名誉，不能请求法律保护死者生前名誉。 

死者生前名誉与死者生前的家庭名誉也是不

同的概念。家庭的名誉不等于家庭各成员的名誉。

家庭各成员各有自己的名誉。侵害死者生前名誉

未必侵害死者生前的家庭名誉。家庭不是法律上

的主体，不享有名誉权。如果侵害死者生前名誉

的同时侵害了死者生前的家庭名誉，家庭不能请

求法律保护其名誉。因家庭名誉受侵害而自己名

誉受侵害的家庭成员，如行使名誉权，只能请求

法律保护自己的名誉，不能请求法律保护家庭的

名誉。 

（四）人身遗存权和死亡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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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是主体的存在形式，准人身是主体专属

的“身外之物”。人身与准人身是不同概念，但

两者并无绝对界限。 

生命人去世后，生前人身并非即时消灭，在相

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将遗存于社会中，包括两个

部分：1.有形人身遗存，即死者生前有形人身要

素的转化物，包括遗体，遗骸和骨灰。2. 无形人

身遗存，即死者生前的无形人身要素，如姓名、肖

像、名誉、隐私等。因此，生命人去世后，发生两

类遗存：（1）财产性遗存，即遗产。（2）人身性

遗存，即有形和无形人身要素在世上之遗存。 

遗产是可支配稀缺资源，为定分止争，必须规

定归属。继承法就是规定遗产归属之法律。人身

遗存呢？ 

死者是昨天的生者，生者是明天的死者；死者

生前有亲朋友好；有些死者生前对民族、国家、社

会有巨大影响。因此，如何对待死者生前人身之

遗存，必然对生者产生影响，尤其对死者生前的

亲朋友好产生影响，甚至可能对整个民族、国家、

社会产生影响。对死者生前人身之遗存的侵害，

实际上是对生者精神的侵害，尤其是对死者近亲

属精神的侵害。 

所以，法律有必要像规定遗产的归属一样，规

定死者生前人身之遗存的归属。如果死者生前没

有相反遗嘱，可推定死者生前已决定，死后人身

遗存归属于近亲属，即由近亲属支配。据此，遗体、

遗骸和骨灰，在尊重死者生前意志的前提下，生

前近亲属享有处置权，当然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死者生前无形人身之遗存，生前近亲属享有管理

权。如果死者生前没有近亲属，可推定死者生前

已决定，死后人身遗存归属于国家，即由国家处

置自己的有形人身遗存和管理自己的无形人身遗

存。如果侵害死者生前人身之遗存的同时侵害了

公共利益，国家应享有诉权。 

可见，死者生前人身之遗存属可支配稀缺资

源，已规定归属，有专属性，不受其它主体支配，

但并非归属人人身的组成部分，而是死者生前近

亲属专属的“身外之物”，绝对性身份根据，属

“准人身”。在法律范围内，生前近亲属享有对

死者生前人身之遗存的支配资格，此即人身遗存

权，属绝对性身份权。法律保护死者生前人身之

遗存，并非保护死者或死者生前的人格权，通常

是保护死者近亲属对死者生前人身之遗存的人身

遗存权。视死者近亲属的人身遗存权为死者或死

者生前的人格权，显然混淆了法律关系。 

2.关于死亡赔偿 

立法普遍规定，自然人因生命权受侵害而死

亡，发生死亡赔偿请求权，但请求权人并非死者，

而是死者的近亲属；赔偿范围包括近亲属的财产

损害和精神损害。可以发现，死亡赔偿的宗旨并

非救济死者的生命权，亦非将某类“法益”延伸

给死者。在法理上，死者无任何法律关系，社会关

系。死亡赔偿与死者已不相干，仅反映侵权人与

死者生前近亲属的债务关系。法律关于死亡赔偿

的规定，充分证明死者无任何法律地位。 

[19] 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1988 年版，第 224 页。 

[20] 参阅周枬：《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4

年 6 月版，第 129 页。 

[21]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法律出

版社 2020年 7 月版，第 1817页。 

[22] 陈爽：《浅论死者名誉与家庭名誉》《法学研究生》

1991 年第 1 期。 

[23] 史浩明：《关于名誉权法律保护的几个理论与实践

问题》，《学术论坛》1990 年第 3 期。 

四、作者死后著作权归属 

（一）著作权是权利组合 

多名学者指出：《著作权法》关于作者死后著

作权之相关规定，证明死者仍享有权利（见前引

文）。这可能是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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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说认为，著作权是作者完成作品后发生的

一项新型权利，以作品为客体，包含财产权权能

和人身权权能，似可商榷。 

人身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是特定

主体作为一般主体而享有的权利，因主体之存在

而发生。身份权是特定主体作为特定主体而专享

的权利，因主体之身份而发生。著作权含人身权

权能，但此类权能非因作者作为一般主体而发生，

而因作者身份而发生。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属身份

权，非人格权。著作权不含人格权。 

权利是主体对客体的支配资格，权能是权利

的表现形式。同一主体的不同行为资格可能表示

同一权利的不同权能，也可能分属不同的权利，

应作区分，判断根据即主体的支配对象是否同一。 

法律规定可支配稀缺资源的归属关系和归属

程序，归属人即法律主体，所归属稀缺资源即其

客体。主体可支配客体，即在客体上实现自己之

意志，但限于主体资格存续期间。其中，可交换之

稀缺资源即财产。据此，自然人去世后，其生前财

产之归属须由法律专门规定。自古以来，人们普

遍认为，应许可自然人生前有条件决定遗产命运。

国家因此制定继承法，规定了法定继承、遗嘱继

承和遗赠等制度。 

法律主体通过行使权利，实现自己的意志，表

现自己的价值观念。作品蕴含作者的审美意识，

此审美意识是作者个人的，唯一的，具有强烈的

人身属性。作品是否署名，如何署名，是否公示，

如何公示，是否修改，如何修改，只能由作者个人

决定，任何人不能越俎代庖。法律保护这一关系，

规定作者享有身份权，不仅可支配作品，而且可

支配作者身份，意味着同时以作品与作者身份（表

现为署名）为客体，或者说以反映作者身份之作

品为客体，不可流转，不适用继承法。但法律许可

作者流转作品的财产价值，故又规定作者享有财

产权，仅以作品为客体，不反映作者身份，可以流

转。 

设：甲创作书籍 X，可支配 X 以获取财产，发

生财产权，称著作权。但甲创作 X前即为甲；如 X

发表前底稿毁灭或遗失，甲仍为甲，故 X 可与作

为一般主体之甲分离，非甲之人身要素。但 X 完

成后，关于署名、公示、修改之决定，反映甲之审

美意识和价值观念，只能由甲完成，甲应发生身

份权，此身份权构成著作权组成部分。在法理上，

甲之身份权客体是其身份之根据，虽可与作为一

般主体之甲分离，不可与代表特定主体的甲之身

份分离，实为甲之准人身。而作为著作财产权客

体之 X，是甲之无形身外财产，可以交换。因此，

著作身份权客体与著作财产权客体非同一事物，

意味着著作身份权与著作财产权是两个不同的权

利，而非同一权利的不同权能。可见，因甲创作 X，

法律赋予甲对 X 的两类不同支配资格：一类是使

用 X（含许可他人使用），仅以 X为客体，或者说，

以不反映甲身份之 X 为客体，即著作财产权，包

括：复制、发行、出租、展览、表演、放映、广播、

网络传播、摄制、改编、翻译、汇编等；一类是关

于 X 之署名、公示、修改之安排，以 X 和甲之身

份为客体，或者说，以反映甲身份之 X 为客体，

不可流转，即著作身份权，包括发表、署名、修改、

保护作品完整等。甲转让著作财产权后，仍享有

一项完整的权利――著作身份权，并非仅享有著

作权的若干权能。同样，受让人也享有一项完整

的权利――著作财产权，并非享有著作权的若干

权能。可见，著作权并非单一权利，而是财产权与

身份权可分离之组合。 

需要指出，署名权的宗旨是表征作者身份。作

者可在作品上署真名、笔名，也可不署名。但不署

名无法表征作者身份，并非行使署名权，法理上

是行使不作为权，属人身自由权范畴。署名权无

不署名权能。作者不署名发表作品，行使的是人

身自由权，非署名权，行为后果无法归属作者，意

味着作者被确认以前不发生著作权。 

（二）作者死后著作身份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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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陆法系规定 

（1）我国大陆立法 

作者去世后，著作财产权可以继承，著作人身

权是否消灭，可否继承，法律规定并不明确，学界

也存在误解。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

例》）第 15条：“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

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

或者受遗赠人保护。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

赠的，其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引文之“其”，显然

指代“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

整权”的权利人，在文义上，当然就是作者。然而，

第 15条并未明文规定作者死后仍享有著作权。 

《实施条例》第 17条：“作者生前未发表的

作品，如果作者未明确表示不发表，作者死亡后

50年内，其发表权可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行使；

没有继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由作品原件的所有

人行使。”引文之“其”，显然指代发表权权利

人，在文义上，当然就是作者。然而，第 17条并

未明文规定作者死后仍享有著作权。 

此即我国大陆关于作者死后著作身份权的立

法现状。应该承认，主张作者死后仍享有著作权

的某些权利，不能说没有任何法律根据。但相关

规定拐弯抹角，欲言又止，法理上存在重大破绽。 

（2）台湾地区立法 

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 18条【著作人

死亡或消灭时，著作人人格权之保护】：“著作人

死亡或消灭者，关于其著作人格权之保护，视同

生存或存续，任何人不得侵害。但依利用行为之

性质及程度、社会之变动或其他情事可认为不违

反该著作人之意思者，不构成侵害。” 条文有

“著作人格权”概念，不能成立。前文指出，著作

权中的人身权因作者身份而发生，属身份权，非

人格权。条文中“其著作人格权”之“其”，显

然指代权利人，在文义上，当然就是作者。据此，

在我国台湾地区，主张作者死后仍享有著作身份

权，不能说没有任何法律根据，但相关规定亦拐

弯抹角，欲言又止，法理上存在重大破绽。 

（3）其他国家立法[24] 

法国、巴西的著作权法规定，作者去世后，作

者的相关人身权移转至其继承人。（《法国著作权

法》第 L.121-1 条，《巴西著作权法》第 24 条） 

《德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可以继承；著

作权人可通过遗嘱将著作权的行使转让给遗嘱执

行人。（28条） 

《意大利著作权法》规定：遗作的发表权属于

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但是，作者生前明

确禁止发表或者委托他人发表的除外。作者指明

发表期限的，在该期限届满之前不得发表该作品。

（第 24条） 

《日本著作权法》规定：向公众提供或者提示

作品的人，即使在该作品的作者死亡后，也应该

像作者在世一样，不得从事损害作者人格权的行

为。（第 60条） 

《韩国著作权法》规定：作者死后，作品使用

者也不得实施损害作者精神权利的行为。但根据

行为的性质及程度，认定此行为不构成对作者在

世时名誉损害且符合社会习惯的除外。（第 14条）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著作权部分）》规定：

作者有权依照指定遗嘱执行人规定程序（第 1234

条），指定专人负责于作者死后保护作者身份、作

者署名和作品不可侵犯性（第 1266 条第一款第二

项）。此人终身行使自己的权力。缺乏这种指定或

者作者指定的人放弃行使相应权力的，以及被指

定之人死后，由作者的继承人及其权利继受人和

其他利害关系人保护作者身份、作者署名和作品

不可侵犯性。（第 1267条） 

上述规定包括：作者去世后，相关人身权移转

至继承人，实即法定继承；作者可以遗嘱指定著

作人身权“行使人”，实即遗嘱继承；亦可遗赠。

作者死后仍享有人格权。作者可指定专人保护其

死后著作权中之“人身权”，相关人员承担保护

此类权利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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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条文中继承、遗赠之标的，并非财

产，而是“人身权”，法理上应为“身份权”。显

然，上述规定均基于作者身份权于作者死后仍受

保护之观念。 

3.英美法系著作权法[25] 

英美法系中，著作人身权通称“精神权利”

（Moral Rights），但各国立法存在区别。需要指

出，此处之“精神权利”，仅是一种直译，法理上

指作者因创作行为而发生的同时支配作品和身份

的权利，区别于仅支配作品的权利，并非表示“精

神”所享有之权利。 

美国法律原来视作者公示、修改作品的权利

为隐私权或财产权，后为加入“伯尔尼公约”，

美国版权法承认作者享有“精神权利”，但限于

“视觉艺术作品”，而且限于作者终身（《美国版

权法》第 106A条），不发生作者死后此类权利之

归属问题。 

隐私权概念源于美国。1890 年，美国两位年

轻的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萨莫尔•华伦，在

哈佛大学《法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

《隐私权》，指出：“保护个人的著作和任何其他

智力或情感的产物的原则，为隐私权”。[26] 可

见，作者视作品为作者隐私。据此，著作权为隐私

权，属单一权利。该文第一次提出了隐私权概念，

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理论初创时常见之不足。 

作为社会成员，自然人的生活可分为两部分：

1. 与公共利益无直接关系，通称私生活。2. 与

公共利益有直接关系，可称公生活。公生活应遵

循社会公意，私生活应由本人选择生活方式。私

生活——包括私生活的全部信息在内，不应受侵

犯。所谓侵犯信息，指窃取或披露信息。私生活信

息就是私人信息。不愿被窃取或披露的私人信息，

或者说，不愿被不特定人知悉的私人信息，就是

隐私。可见，民法需要隐私概念，是为了保护人们

私生活方式的选择资格，而非保护智力成果。因

此，隐私通常不含未发表作品。在法理上，支配隐

私的资格属人格权，人皆享有；支配未发表作品

的资格只能属于作者，属身份权。主张著作权包

括隐私权和财产权，混淆了人格权和身份权。 

作品是作者的智力成果，具有财产属性，但反

映作者的审美意识，具有人身属性。著作权不仅

应包含财产性权能和人身性权能，而且由于两类

权能客体不同，应分属不同权利。著作权应包括

财产权和人身权。 

英美法系其他国家的立法，实际上均承认作

者死后享有“精神权利”。 

如：英国版权法第 95条第（1）款：“第 77

条（表明作者或导演身份权）、第 80条（反对贬

损作品权）或第 85条（特定照片和电影的隐私权）

所授予的权利享有者死亡后——（a）上述权利可

移转于其通过遗嘱处分明确指定之人，（b）如果

没有此类指定，但相关作品之版权构成其遗产之

一部分，则上述权利移转于版权继承人，（c）如

果或在某种程度上，上述权利未依据（a）或（b）

项移转，则由其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

（personal representative）[27]行使。” 

上述条文实际上规定作者身份权可法定继承

或遗嘱继承，意味着作者死后身份权仍受保护。 

又如：澳大利亚版权法第 195AN条第（1）款：

“如果一件作品的作者死亡，则该作者的与该作

品相关的精神权利（与电影相关的作品完整权除

外）可由他或她的法定代表行使和执行。”第（3）

款：“除本条另有规定外，与作品有关的精神权

利不可通过转让、遗嘱或依法移转而移转。”此

处之“依法移转”，应指“继承”等法定之权利

移转方式。据此，作者的“精神权利”不可移转，

作者死后则由其法定代表行使。那么，谁是作者

死后“精神权利”的权利人呢？根据上述条文，

当然不是行使人，只能是作者。 

英美法系学者普遍主张死者享有精神权利，

如：澳大利亚 Jani McCutcheon教授在《死者的

损失：对于违反精神权利之完整权的损害赔偿》

一文中认为：“死者显然享有精神权利”，但怀

疑“死者享有利益”。[28]“即使对‘损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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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自由的解释，死者也无法获得赔偿，因为他们

已经死了。他们不再作为一个主体存在，他们不

再享有可保护的利益，而且他们不仅不能遭受名

誉、荣誉或其他相关的损害，也无法通过授予赔

偿金而被完全补偿。……如果死者不能遭受损失，

国会是否制定了一条迷惑法律——授予他们实际

上无效的权利？”[29] 显然，他注意到了“死者

享有精神权利”和“死者享有利益”之间的“逻

辑矛盾”。为化解此麻烦，Jani McCutcheon 教授

认为：“由于死者不会遭受损失，因此只有旨在

补偿社会损失的赔偿机制才是合乎逻辑的。在缺

乏可以采取行动的常设社区的情况下，立法必须

被解释为允许（死者的）法定代理人代表社会有

效地提出索赔。”[30] 可以发现，作者构建了一

种理论：法律之所以授予死者精神权利，保护的

并非死者的利益，而是社会的利益。此说实际上

已成为英美法系学界的共识。 

美国立法虽然规定作者之“精神权利”限于

作者终身，但美国一些学者的观点与 Jani 

McCutcheon 教授的观点颇为相似，如 Martin A. 

Roeder 认为：“一些国家在创作者死后将精神权

利授予其配偶和近亲属，理由是他们是作者的荣

誉和名誉的自然监护人。另一方面，似乎更合理

的推论是，创作者已经死亡，他的荣誉或名誉不

会受到任何损害。但他的家人和后代可以而且应

该因此获得一些补偿。但在创作者死后保护精神

权利的真正原因在于社会保护其文化遗产的完整

性的需要。”[31] 

需要指出，权利是主体支配客体的行为资格，

规定权利的宗旨就是通过保护客体以保护主体的

自由范围。任何受法律特定保护的主体均享有相

应权利，逆向言之，主体只有享有特定权利才受

法律的相应保护。通过规定死者权利以保护他人

利益，乃至社会利益，离法理实在太远了。 

（三）《著作权法实施条例》逻辑困惑 

根据《实施条例》第 15 条：作者的继承人、

受遗赠人，成为“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

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人；“著

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著作权行政管

理部门成为上述权利的保护人。 

众所周知，权利人均可保护自己的权利：未受

侵害时，可避免侵害；受到侵害时，可自力救济，

乃至请求公力救济；除非自己无行为能力，而必

须依赖监护人。在这一意义上，权利人当然就是

自己权利的保护人，但这是无需法律专门规定的，

法律也从无此类规定。《实施条例》第 15条之所

以如此规定，正由于此处之权利“保护人”并非

所保护权利之权利人。 

据此，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

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并非随作者死亡而

消灭；如受到侵害，作者的继承人、受遗赠人或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必须保护，否则应视为不履行

法定义务。这意味着，此处之权利保护人，不仅不

是此类权利的权利人，而且还是此类权利的义务

人。那么，谁是权利人呢？只能是作者。如果说，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之保护义务属公法义务，那

么，作者的继承人、受遗赠人之保护义务无疑是

私法义务，民法义务，这样就发生了问题： 

1.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

权是绝对权还是相对权？ 

此类权利的权利人行使权利，任何人不得妨

碍，即以不特定人为义务人，发生绝对法律关系，

属绝对权。 

然而，据《实施条例》第 15条，作者死亡后，

只有作者的继承人、受遗赠人是此类权利的民法

保护人，即义务人，不特定人不承担保护义务。据

此，此类权利的义务人是特定人，发生相对关系，

此类权利是相对权。 

权利是法律确认的行为资格，或以不特定人

为义务人，即绝对权；或以特定人为义务人，即相

对权；不存在既发生绝对关系又发生相对关系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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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采意思自治原则。法律行为侵害公权利

无效，原因是立法不能推定不特定人接受侵害；

但侵害私权利效力待定：受害人接受侵害后果，

推定当事人双方发生合同关系，侵害行为生效；

受害人拒绝接受侵害后果，侵害行为无效。监护

关系中，监护人享有监护权，承担监护义务。除监

护关系外，私人之间，任何人非他人之法定保护

人。如果说，所谓胎儿有条件视为出生说不恰当

地扩大了监护制度的适用范围，[32] 那么，保护

死者说实际上闹了笑话，以为死者乃“死亡之

人”，即仍然是人，仅仅死亡了，因此欠缺自我保

护能力。 

2.据《实施条例》第 17 条：在一定条件下，

继承人、受遗赠人、作品原件所有人可行使发表

权。发表权属著作人身权，不能继承。条文称可

“行使”发表权，而不称享有发表权，正是为了

区别发表权行使人与发表权权利人。民事领域中，

合法行使他人权利限于意定或法定之授权关系，

如各类监护关系、代理关系，以及无因管理关系。

那么，继承人、受遗赠人、作品原件所有人行使发

表权的法理根据是什么呢？第 17条难以回答，留

下了无法否认的法理障碍。 

（四） 作者死后著作身份权归属法理根据 

作者因创作行为发生著作权，包括财产权和

身份权。根据生命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的原则，作者去世后，不享有任何权利，包括因创

作而发生之财产权和人身权。 

作者去世后，作品原件作为民法之物，其归属

适用继承法。作品作为智力成果，无论已发表或

未发表，已署名或未署名，仍存于世，在进入公有

领域前，著作财产权适用继承法；著作身份权不

能继承，如何规定归属？ 

前文指出，身份权是具体主体作为具体主体

而专享的权利，因主体之身份而发生，以身份为

表象上的客体，以身份根据为实质上的客体。身

份根据可分两类：（1）相对性身份根据，表现为

因血缘、婚姻、收养、监护等关系而派生的专属性

特定行为。（2）绝对性身份根据，即准人身。在

整个古代社会，身份权只存在于亲属法中，表现

为夫权、父权、家父权、亲属权等。近代以来，在

亲属法以外的领域，法律也逐渐确认了身份权，

如荣誉权、知识产权身份权等。 

作品蕴含作者的独特审美意识。作者发表作

品，除可能交换财产收益外，可推定作者愿意公

示自己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以影响社会。作

者如未表示不发表作品，可推定作者愿意发表作

品；生前未能发表，可推定愿意死后发表；如无特

殊情况，可推定作者愿意由继承人、受遗赠人和

作品原件归属人完成遗愿。作者如表示生前或死

后特定期限内不发表作品，可认为作者不愿意于

生前或死后特定期限内公示自己的审美意识和价

值观念；如无特殊情况，可推定作者愿意由继承

人、受遗赠人和作品原件归属人于自己死后或死

后逾特定期限发表作品。作者生前如无条件表示

不发表作品，却不销毁作品，可推定作者认为，自

己去世后，作品对继承人、受遗赠人和原件归属

人仍有价值，并相信他们会尊重自己的审美意识

和价值观念，不公示作品。 

前文指出，民法之归属，表示可在对可支配稀

缺资源之全部支配方式中，任意选择支配方式。

可支配稀缺资源中，可交换者为财产。财产中，可

占有者为物，不可占有者为智力成果和财产权。

财产归属人可为单数，亦可为复数。物归属于单

数主体发生所有关系；归属于复数主体有两种情

况：各主体对标的物之各个份额分别享有所有权，

发生共有关系；各主体对标的物之任何份额均不

享有所有权，发生总有关系。[33] 作者去世后，

未发表作品原件归属人可为单数，亦可为复数。

前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17 条：“作者生前

未发表的作品，如果作者未明确表示不发表，作

者死亡后 50年内，其发表权可由继承人或者受遗

赠人行使；没有继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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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的所有人行使。” 条文之“所有人”限于单

数主体，并不周延，似可改为“归属人”。 

未发表作品的原件归属人可通过支配作品原

件，实际支配作品。作者的继承人、受遗赠人或原

件归属人之所以可决定未发表作品的命运，就在

于他们合法占有原件，具有原件所有人或共有人

的身份。当然，他们之所以具有此类身份，则由于

他们与作者生前存在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其他

关系，获得作者的高度信赖，是作者生前认为最

可能实现其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之人。 

在法理上，著作身份权的任何转让行为无效，

原因在于作品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是独特的，

唯一的，任何人替代作者决定作品之署名、公示、

修改事项，均因侵害作者的著作身份权而无效。

然而，作者去世后，此类替代行为不发生侵害作

者权利问题，如由作者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和原

件归属人完成，也未必违背公序良俗。作者的继

承人、受遗赠人和原件归属人未必赞成作者的审

美意识，但通常情况下，均接受作者生前对未发

表作品命运的安排，愿意实现作者的遗愿。因此，

作者去世后，在不违公序良俗的前提下，规定著

作身份权归属继承人、受遗赠人和原件归属人，

符合民法法理。在表面上，此类身份权因作品原

件归属而发生，当事人为物权人；在实质上，此类

身份权因最可能实现作品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而

发生，当事人为身份权人。 

各国和地区著作权法许可著作权流转，通常

均适用继承法，不区分著作财产权和身份权，法

理上存在巨大破绽。规定“精神权利”限于“视

觉艺术作品”，否定了作者通过文字作品公示自

己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以影响社会之行为资格，

已引发相关著作权纠纷。[34] 主张作者的“精神

权利”限于作者终身，应该充分肯定，但作品进

入公有领域前，如可任意公示或修改，通常伤害

作者近亲属的感情，法律应有所规定。 

具体言之，为便于公众了解事实真相，可规定

作者去世后，未发表作品原件归属人享有作品发

表权，不享有署名权和修改权；未发表作品原件

归属人如为单数，法律难以限制其对作品之支配；

如为复数，各归属人应享有平等发表权；应规定

作者近亲属享有未署名作品非真名署名拒绝权。

为尊重作者近亲属实现作者生前意志的正当愿望，

应规定作者近亲属享有作者生前未发表署名作品

署名变更拒绝权。为尊重作者近亲属实现作者生

前真实意思的正当愿望，应规定作者近亲属享有

作者生前未发表作品修改拒绝权。如作品已发表，

作者去世后，近亲属应享有署名变更拒绝权和修

改拒绝权。 

需要指出，作者去世后，作品原件归属人享有

之著作人身权，可因作品原件归属权移转而移转，

但不能推论此类权利属财产权。此处“流转”之

含义是：与特定主体分离，表现为与特定身份分

离。人身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不能丧

失，当然不能流转；身份权则可因身份丧失而丧

失，身份流转而流转，前者如配偶权因离婚而丧

失，后者如亲权因送收养行为而流转。但身份一

旦丧失，即非原特定主体。作者去世后，作品原件

归属人享有之著作人身权，实际上均以作品原件

归属人身份为根据，身份流转则权利流转。此类

流转并不导致权利与特定身份分离，此类权利非

财产权。[35] 

（五）作者生前未发表作品著作身份权归属分析 

作者去世后，著作身份权究竟应如何归属呢？

试举例分析如下： 

1.设：甲生前著有一书，未在作品上署名，亦

未发表。 

例（1）：甲生前表示不发表。一子为唯一继

承人，署甲名发表该书。 

试作分析：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17条，

作者生前明确表示不发表其作品，去世后，继承

人、受遗赠人或作品原件所有人不得行使“其发

表权”。问题在于，第一，如果他人不知道作者生

前有过不发表作品的明确表示，继承人、受遗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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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作品原件所有人发表了作品，不可能追究发

表人民事责任，规定其不得行使发表权并无意义。

第二，如果他人知道作者生前有过不发表作品的

明确表示，继承人、受遗赠人或作品原件所有人

发表了作品，侵害谁的权利？权利是法律确认的

行为资格，必然有归属，不存在无权利人之权利。

侵害死亡作者的权利吗？死者非现实存在，不能

享有权利或“法益”。侵害不特定人的权利吗？

不特定人的权利通常表现为公序良俗，如受法律

行为侵害，侵害行为无效；如受事实行为侵害，难

以适用民法救济，只能由行政法或刑法追究行政

责任或刑事责任。发表行为有民事效力，不含效

果意思，属事实行为。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规定此

类发表行为违反行政法或刑法，其他国家亦未发

现相似制裁。追究此类行为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似无必要。如作品发表后，引发名誉、隐私等侵权

诉讼，应由法官根据发表人过错而判决。 

因此，法律似可规定：作者生前如未销毁作

品，推定同意死后发表。继承人、受遗赠人享有发

表权。没有继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作品原件归

属人享有发表权。这意味着，作者的继承人、受遗

赠人和作品原件归属人所行使的是自己的发表权，

而非作者或他人的发表权。 

如此规定，是否意味着继承人、受遗赠人或作

品原件归属人继承了作者的发表权呢？否。发表

权是身份权，因身份而发生，身份则因身份根据

而发生，不能继承。作者生前，发表权人取得发表

权的身份根据是作者身份；作者死后，发表权人

取得发表权的身份根据是作者的继承人、受遗赠

人和作品原件归属人的身份。 

根据以上分析，例 1不侵权。 

例（2）：甲生前表示不发表。两子为仅有继

承人，长子擅自署甲名发表该书。 

试作分析：前文指出，作者去世后，即使其生

前明确表示不发表作品，只要没有销毁，继承人、

受遗赠人或作品原件归属人仍应享有发表权。继

承人、受遗赠人或作品原件归属人如为复数，各

人均享有发表权，各发表权平等，应采多数决。

[36]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9 条：“合作作品

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

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

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

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

有合作作者。”条文中“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

共同享有”之“其”，应指合作作品，文义应为

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一个发表权，不能成立。权

利是法律确认的行为资格，不能共有。民法共有

关系是共有财产，非共有权利。此条规定的精神

似可类推适用例（2）：如无正当理由，各发表权

人不得阻止其他发表权人发表作品。当然，何为

正当理由，应由法官依法认定。 

根据以上分析，例（2）是否侵权未定：次子

如无正当理由，长子擅自发表作品不侵权，但所

得收益应与次子均分；如有正当理由，长子擅自

发表作品侵害次子平等发表权，次子可请求长子

承担侵权责任。 

例（3）：甲生前未表示不发表。两子为仅有

继承人，长子擅自署甲名发表该书。 

试作分析：例（3）与例（2）之区别仅在于作

者生前是否表示愿意发表未发表作品，而此区别

对继承人、受遗赠人、作品原件归属人享有发表

权不生影响。例（3）中，两子分别享有发表权。

次子如无正当理由，长子擅自发表作品不侵权；

如有正当理由，长子擅自发表作品侵害次子平等

发表权，次子可请求长子承担侵权责任。 

例（4）：甲生前未表示不发表。一子为唯一

继承人，署自己名发表该书。  

试作分析：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15条，

作者死亡后，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是“其著作权”

中署名权之保护人。然而，“死者权利”问题是

伪问题，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并非作者署名权之保

护人。因此，甲子署己名发表该书，不侵害甲署名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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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署己名发表该书，是否侵

害公序良俗？署名行为有民事效力，含效果意思，

属法律行为，如无相反证据——如证明作者生前

著有此书，或证明署名人不可能著有此书——署

名当然生效。如有相反证据，通常难以法律规范，

只能依赖道德调整。 

当然，从以上分析不能推论作者继承人或受

遗赠人享有未发表作品署名权。署名权是身份权，

身份根据是作者身份。继承人、受遗赠人或作品

原件所有人非作者，无署名权。 

作者生前未在作品上署名，继承人、受遗赠人

或原件归属人发表作品，是否必须以作者真名发

表？以作者真名发表作者生前未署名亦未发表之

作品，未必符合作者生前意愿，但为便于公众了

解事实真相，发表权人应以作者真名发表作品。

发表权人发表作者生前未署名亦未发表之作品，

实际上可决定如何署名，但不享有署名权。 

根据以上分析，例（4）不侵权。 

例（5）：甲生前未表示不发表。两子为仅有

继承人，商定发表，但长子擅自署己名发表该书。 

试作分析：上文指出，发表权人不享有作者生

前未署名作品署名权，为便于公众了解事实真相，

发表权人应以作者真名发表作品。这意味着，如

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为复数，部分继承人或受遗赠

人主张以作者非真名之姓名发表作品，其他继承

人或受遗赠人可拒绝。 

据此，例（5）中，长子擅自署己名发表该书，

侵害了次子作者生前未署名作品非真名署名拒绝

权，可请求法院判决长子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更

正作品署名启事；如作品再版，更正署名。 

例（6）：甲生前未表示不发表。一子为唯一

继承人，修改后署甲名发表该书。 

试作分析：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15条，

作者死亡后，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是“其著作权”

中修改权之保护人。然而，“死者权利”问题是

伪问题，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并非作者修改权之保

护人。因此，甲子修改后署甲名发表该书，不侵害

甲修改权。 

法律应否规定禁止原件持有人修改作者生前

未发表作品？因作品原件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占

有，他人未见作品原貌，判断发表之作品是否经

过他人修改十分困难。如从内容、风格上可以判

断发表之作品经过修改，交易相对人可根据《民

法典》第 148 条关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规定请求

救济。 

当然，从以上分析不能推论原件持有人享有

未发表作品修改权。修改权是身份权，身份根据

是作者身份。甲子不能继承身份权。修改甲生前

作品而仍署甲名，违背道德，但法律难以规范。 

根据以上分析，例（6）不侵权。 

例（7）：甲生前未表示不发表。一子为唯一

继承人，修改后署自己名发表该书。 

试作分析：死者无权利，甲子修改甲未发表作

品并署自己名发表该书，不侵害甲任何权利，但

违背道德，法律难以规范。 

例（8）：甲生前未表示不发表。两子为仅有

继承人，商定发表，长子擅自修改后署甲名发表

该书。 

试作分析：作者去世后，不发生侵害作者权利

问题。修改权是身份权，以作者身份为根据，不能

继承。为便于公众了解事实真相，也不应规定原

件持有人可修改作者未发表作品。当然，由于原

件持有人占有原件，即使发表的作品经过他人修

改，公众也不容易举证。但如原件持有人为复数，

知悉作品原貌，部分持有人擅自修改作品，其他

持有人可拒绝。 

据此，例（8）中，长子擅自修改甲生前未发

表作品，侵害了次子甲生前作品修改拒绝权，可

请求法院判决长子以原貌发表作品；如原貌无法

恢复，应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启事，说明事实经

过。 

2. 另设：甲生前著有一书，在作品上署甲

名，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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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9）：甲生前未表示不发表，一子为唯一

继承人，改署自己名发表该书。 

试作分析：甲去世后，不发生侵害甲权利问

题。甲子为唯一继承人，在甲未发表之署名作品

上改署己名发表作品，不侵害甲署名权，法律也

难以规范。 

例（10）：甲生前未表示不发表。两子为仅有

继承人，商定发表，长子擅自改署己名发表该书。 

试作分析：作者去世后，不发生侵害作者权利

问题。但为尊重作者近亲属实现作者生前意志的

正当愿望，如有人变更作品署名，近亲属可拒绝。 

据此，例（10 ）中，长子擅自改署己名发表

甲生前署名而未发表之作品，侵害次子之甲生前

未发表署名作品署名变更拒绝权。 

法律的宗旨是定分止争，死者不可能为任何

行为，不会参与分争，不可能承受任何行为后果，

无需立法者费心。任何被解释为保护死者的法律，

实际保护的均是生者。当然，相关法律的立法者

可能确实为了保护死者，这正是问题之严重性所

在。应该承认，被解释为保护死者而实际保护生

者的法律，基本上是公正的，但理由是违背法理

的，难以服人。生者必须保护，民事领域当然是平

等保护，这就需要法学家提供理由。所谓民法学，

实即民事领域平等保护生者的理由的逻辑体系。

这一体系建立前，在很多场合，保护生者的理由

难免捉襟见肘，破绽随处可见，甚至打出保护死

者的旗号。从前文可知，死者保护理论的背后，法

理上聚集了一大堆基础性误解。 

民法学界提出了许多民法范畴，构建了民法

学的逻辑体系，已代代相传，称“教义法学”。民

法范畴通常均有定义，但普遍经不起推敲， “教

义法学”当然也经不起推敲。应该质疑民法学现

有逻辑了。 

本文实系旧作之整合，几无新意，望读者谅

解。 

[24] 本节资料均参考《十二国著作权法》编译组译：《十

二国著作权法》，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25] 本节英美法系著作权法资料由李逸竹博士提供。 

[26] The principle which protects personal 

writings and any other productions of the intellect 

or of the emotions,is the right to privacy......参

见 Samuel D. Warren; Louis D. Brandeis：The Right 

to Privacy, Harvard Law Review, Vol. 4, No. 5. (Dec. 

15, 1890). 

[27] 据《布莱克法律词典》，personal representative

有三种含义：1、当遗嘱人之使用涉及动产时，指遗嘱执行

人或遗嘱管理人；2.当遗嘱人之使用涉及不动产时，指遗

嘱人死后该不动产之即时移转人；3、当用于海员在海上

死亡时，指海员居住国之公共管理人、遗嘱执行人或指定

管理人。“1. When used by a testator referring to 

personal property, an executor or administrator. 

[Cases: Executors and Administrators 14–18. C.J.S. 

Executors and Administrators §§ 17–32, 34–49.] 

2. When used by a testator referring to real 

property, one to whom the real estate passes 

immediately upon the testator's death. 3. When used 

concerning the death of a mariner at sea, the 

public administrator, executor, or appointed 

administrator in the seaman's state of residence.”

Bryan   Garner: Black Law Dictionary. Thomson: 

K.L.Publishing Co, 2004, p.4064. 

[28] “While the dead clearly have moral rights, 

can the dead have interests?” Jani McCutcheon: 

Dead Loss: Damages for Posthumous Breach of the 

Moral Right of Integrity,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40, No. 1, 2016, p.250. 

[29] “Even under the most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f ‘loss’, the dead cannot be compensated, because 

they are dead. They do not exist as a subject, they 

no longer have protectable interests, and they can 

neither experience prejudice to their reputation 

or honour or other consequential loss, nor be ‘made 

whole’ by an award of damages... If the dead cannot 

suffer loss, has Parliament legislated a puzzl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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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ing them rights that are, practically, 

ineffectual?” Jani McCutcheon: Dead Loss: Damages 

for Posthumous Breach of the Moral Right of 

Integrity,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40, No. 1, 2016, p.243. 

[30] “However, since the dead cannot suffer loss, 

only a compensatory model aimed at compensating 

society’s loss is coherent.In the absence of 

community standing to take action, the statute must 

be interpreted to permit the legal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to effectively claim on behalf of 

society. ” Jani McCutcheon: Dead Loss: Damages for 

Posthumous Breach of the Moral Right of Integrity,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40, No. 1, 

2016, p.280. 

[31] “in some countries this emphasis continues 

after death and results in the vesting of the moral 

right in the spouse and next of kin of the deceased 

creator on the ground that they are the natural 

guardians of his honor and repu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seems sounder to reason that, the creator 

being dead, he cannot be damaged by any injury to 

his honor or reputation. His family and descendants, 

however, can be and should, therefore, have some 

remedy. The real reason, however, for protection 

of the moral right after the creator's death lies 

in the need of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the 

integrity of its cultural heritage.” Martin A. 

Roeder: The Doctrine of Moral Right: A Study in 

the Law of Artists, Authors and Creator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53, 1940, p.575. 

[32] 参阅《胎儿不应有法律上利益——<民法总则草案>

第 16 条质疑》，载 2017 年第 1 期《东方法学》。 

[33] 参阅拙文《究竟何谓“共同关系” ——再论按份共

有与共同共有之区别》，载 2016 年第 4 期《东方法学》，

该文是对拙文《论共有》（《法学》2003 年第 2 期）的补

充论述。 

[34] 参见 17 U.S.C. 101, “work of visual art”；

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21年 8 月版，第 161 页。  

[35] 拙著《民法原理论稿》（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第 1

版）主张：作者去世后，不存在谁享有著作人身权问题（第

330 页），不能成立，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第 2 版已作修改

（第 543～553 页）。 

[36] 此处修改了拙著《民法原理论稿》（法律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第 2 版）相关表述（第 548 页）。 

刘阳|《民法典》背景下跨国姓名权法律选择的完善 

原创：2022-05-08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刘阳 

https://mp.weixin.qq.com/s/-jax-xj6LoOqEm7GYj0m1w 

作者简介 

刘阳，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讲师，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国际私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摘要：自然人姓名问题涉及不同的法律领域。

2020年我国《民法典》第四编第三章为自然人姓

名问题提供了最新的实体法保护规则。早在 11年

前，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

《法律适用法》）就已对自然人姓名问题作出了

规定。在国际私法中，个人姓名面临的基本问题

是法院地国应适用何种连结点以确定涉外个人姓

名的准据法。我国《法律适用法》第 15条和第 46

条分别对涉外姓名确定和变更问题、涉外姓名侵

权问题规定了法律选择规则，同时第 5 条对涉外

姓名法律选择设立了不得违反我国公共秩序的最

低界限。然而，我国对姓名国际私法规则采取“归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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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的立法模式，没有对跨国姓名权法律选择和

其他涉外人格权法律选择进行区别处理，未回应

我国《民法典》姓名权在人格权领域的特殊性，而

且忽略了《民法典》第 1056条婚后夫妻姓名的平

等价值和第 1112 条允许灵活选择被收养儿童姓

名的立法意旨。虽然我国《法律适用法》姓名国际

私法规则与《民法典》姓名实体法规则存在明显

的差异，但二者互为补充。我国《法律适用法》有

必要随着《民法典》的实施而对涉外姓名国际私

法规则予以相应的变革。 

关键词：跨国姓名权；法律选择；人权保护；

《民法典》 

（本文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1 年第 2

期） 

思维导图 

 

国际私法对跨国姓名权的保护机制主要包括

以下两种：跨国姓名权的法律选择机制、个人姓

名的跨国承认机制。目前我国国际私法对跨国姓

名权的保护机制主要侧重于前者，即通过《法律

适用法》对涉外姓名的法律选择进行规定。《法律

适用法》与国内民法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性，我

国对涉外民商事纠纷准据法的确定，需要在《法

律适用法》冲突规则的指引下，最终以《民法典》

等民商事实体法为依据。我国《民法典》第四编第

三章对自然人姓名权的保护进行了规范，为促进

含有涉外因素个人姓名权的跨国保护，我国《法

律适用法》有必要随着《民法典》的实施而对跨

国姓名权法律选择规则予以相应的完善和变革。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姓名权的内容

包括姓名确定权、变更权、使用权和不受非法侵

犯权等，而且个人姓名权的保护不得违反公共秩

序。我国《法律适用法》突破姓名权保护的地域界

限，对跨国姓名权的保护给出了国际私法方案。

首先，关于姓名确定权和变更权的跨国保护，《法

律适用法》第 15条突破了国籍、住所等传统属人

法连结因素，对涉外姓名确定和变更问题的法律

选择规定适用权利人经常居所地法，以避免国籍

与住所等属人法内部连结因素之间的冲突，并确

保涉外姓名法律选择领域外国法的适用结果符合

人权价值。其次，关于姓名不受侵犯权的跨国保

护，《法律适用法》第 46条将涉外姓名侵权作为

特殊侵权处理，规定适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

律。第 46条在连结点的数量、性质和权利保护对

象等方面均不同于第 44 条一般涉外侵权法律选

择规则。虽然姓名权与其他人格权之间存在密切

的联系，因为姓名权与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同

属人格权的范畴，但是第 15 条和第 46 条对跨国

姓名权法律选择规则的设定忽略了姓名权和其他

人格权所指各有不同。最后，关于姓名权跨国保

护的界限，我国国际私法早已规定涉外姓名法律

选择的结果不得违反《法律适用法》第 5 条公共

秩序。《法律适用法》之涉外姓名法律选择领域公

共秩序的适用有必要参考《民法典》姓名实体法

规则中的相关规定，以弥补第 5 条适用情形和适

用标准的模糊性缺陷。虽然我国《法律适用法》姓

名国际私法规则和《民法典》姓名实体法规则的

性质和内容存在明显的差异，并存在有待协调之

处，但二者共同作用于自然人姓名权的保护。《民

法典》第四编第三章姓名实体法规则将为我国《法

律适用法》姓名国际私法规则提供实体法依据。 

一、涉外姓名确定和变更问题的法律选择 

对于涉外姓名确定和变更问题，一直以来国

际社会普遍倾向于将国籍或住所等属人法连结因

素作为确定涉外姓名法律选择的连结点。例如，

1999 年《亚美尼亚共和国民法典》第 1264 条、

1999 年《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第 1106 条、

2000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冲突法与国际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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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法》第 1097条、2014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第 1198条均规定，自然人的姓名权、姓名权的行

使及其保护，依其属人法。之所以采取属人法连

结因素，是因为姓名是个人身份的重要表征，姓

名权属于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国《法律适用法》第 15条舍弃国籍、

住所等传统属人法连结点，将权利人经常居所地

作为确定涉外个人姓名确定和变更问题准据法的

唯一连结因素。 

（一）《法律适用法》第 15 条对国籍国法的舍弃 

国籍是涉外姓名确定和变更问题法律选择的

传统连结因素之一。国籍这一连结点具有稳定性

和可预见性，而且将国籍作为涉外姓名法律选择

的连结因素，象征国籍国利益，有助于确保以符

合国籍国法律的方式授予个人姓名。例如，2002

年《摩尔多瓦共和国民法典》第 1589条、2005年

《保加利亚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律》第 53条

第 1款、2007年《马其顿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

法律》第 19条、2013年《黑山共和国关于国际私

法的法律》第 17 条第 1 款以及 2017 年《德国民

法典施行法》第 10条第 1款均规定，自然人的姓

名及其变更，依其本国法。 

然而，我国《法律适用法》第 15条偏离国籍

这一传统连结点，对跨国姓名确定和变更问题规

定适用权利人经常居所地法律。之所以如此，主

要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第 15条舍弃国籍这一连结因素，是为

了避免国籍与住所等属人法内部连结因素的冲突。

虽然国际社会对涉外姓名确定和变更的法律选择

问题普遍倾向于适用当事人属人法，但有的国家

偏好国籍，有的国家偏向住所这一连结因素。例

如，1980年国际民事身份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on Civil Status）制定的《关于姓氏

和名称准据法的（第 19号）公约》（Convention

（No.19）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Surnames 

and Forenames）倾向于国籍这一连结因素。公约

第 1条规定，一个人的姓氏和名称适用国籍国法。

国籍发生变化时，应适用新国籍国的法律。国际

民事身份委员会在《关于姓氏和名称准据法的公

约解释报告》中也曾讨论是否放弃传统的国籍连

结因素，转而采取惯常居所地。然而，由于惯常居

所地的概念过于模糊，以致于无法确定国籍国法

在何时可以让位于惯常居所地法，因此国际民事

身份委员会最终决定保留国籍这一连结因素。瑞

士等国家倾向于住所这一连结因素。例如，2017

年《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 37条第 1款

规定，住所在瑞士者，其姓名依照瑞士法律；住所

在外国者，姓名依照其住所地国冲突法指引的法

律。前述立法表明，涉外姓名法律冲突究竟适用

国籍国法抑或住所地法尚未达成一致，涉外姓名

法律选择之属人法连结点面临着国籍和住所等内

部冲突。当自然人的住所地国非位于国籍国时，

那么二者中宜挑选何者作为自然人姓名法律选择

的连结因素?为解决二者的冲突，瑞士国际私法规

定了一种较为先进的做法，交由当事人协议选择。

例如，2017年《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

37 条第 2款规定，虽然住所是涉外姓名确定和变

更法律选择领域的主要连结因素，但是当事人可

要求对其姓名适用其本国法律。 

第二，第 15条舍弃国籍这一连结因素，是基

于国籍这一属人法连结因素的适用结果与人权价

值存在冲突。例如，根据欧洲法院判例法，将国籍

作为涉外姓名确定和变更问题法律选择的连结点，

不仅被认为违反国籍非歧视原则，而且被视为损

害欧盟居民的跨国自由流动权。首先，对涉外个

人姓名的确定和变更问题适用国籍国法，违反非

歧视原则。非歧视原则突破了欧盟成员国传统的

姓名冲突规则。例如，Carlos Garcia Avello v. 

État  Belge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比利时登记机

关根据比利时关于姓氏冲突规则的规定，禁止同

时拥有比利时和西班牙国籍的孩子拥有父母的复

合姓氏，是否侵犯《欧共体条约》第 12条国籍非

歧视权?欧洲法院指出，成员国制定的姓氏规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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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欧共体条约》第 12 条禁止的歧视。歧视，

是指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客观上相似的情形，或者

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客观上不同的情形。非歧视原

则意味着同时拥有比利时和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人

有权受到不同于只有比利时国籍的人所受到的待

遇，除非有客观的理由。与只有比利时国籍的人

不同，拥有西班牙国籍的比利时儿童有权使用父

母的复合姓氏。比利时法律则禁止同时拥有比利

时和西班牙双重国籍的孩子使用复合姓氏，构成

《欧共体条约》第 12条禁止基于国籍的歧视。其

次，对涉外个人姓名的确定和变更问题适用国籍

国法，可能损害人的跨国自由流动权。虽然国籍

这一连结因素力求连续和稳定地确定一个人的姓

名 ， 以 贯彻 姓 名的 不变 性 和 连续 性 原则

（Principles of Immutability and Continuity 

of Names），但此连结因素的适用结果将导致与

所寻求目标相反的结果，因为当个人跨国迁移时，

其可能会因在迁移国不具有迁移国国籍而使用不

同的姓名。为了确保不因适用法院地国姓名冲突

规则而对个人跨国自由流动和居住造成潜在的不

便，跨国自由流动权被作为弱化适用姓名冲突规

则之国籍这一连结因素的正当理由。例如，

Standesamt Stadt Niebüll 案争议的焦点在于，

德国主管机关援引《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 10条

第 1 款的规定，对人的姓氏仅仅适用国籍国法，

导致儿童在居住地国丹麦使用的姓氏与其国籍国

德国使用的姓氏不同，是否侵犯欧盟居民跨国自

由流动权?《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 10 条第 1 款

姓名冲突规则是否有效?Jacobs法官认为，成员国

尽管有权决定姓氏规则，但是必须尊重《欧共体

条约》赋予的基本权利，尤其是第 12条规定的非

歧视权和第 18 条规定的居民在成员国领土内自

由迁移和居住的权利。《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 10

条第 1 款这一冲突规则的适用结果导致儿童在德

国使用的姓氏与在丹麦使用的姓氏不同，显然妨

碍了欧盟居民在成员国领土内自由迁徙和居住的

权利。因此，第 10条规定人的姓名适用国籍国法，

不符合《欧共体条约》第 18条第 1款。与此类似，

在 Stefan Grunkin and Dorothee Regina Paul 

v .Leonhard Matthias Grunkin-Pauland 

Standesamt Stadt Niebüll 案中，欧洲法院指出，

《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 10条将国籍作为涉外姓

名法律选择的连结因素，导致儿童在住所地国与

国籍国使用不同的姓氏。儿童的姓氏差异不仅影

响其身份的真实性和稳定性，而且给其生活造成

严重不便。因此，第 10条可能妨碍儿童行使《欧

共体条约》第 18条规定的欧盟居民在成员国领土

内自由流动和居住的权利。  

综上所述，鉴于国籍与住所等属人法内部连

结因素之间存在冲突，以及国籍这一属人法连结

因素的适用结果可能悖离人权价值，我国对涉外

姓名确定和变更问题的法律选择规则不宜沿袭国

籍这一传统属人法连结点。 

（二）《法律适用法》第 15 条对住所地法的舍弃 

由于住所更能凸显一个人与在特定情况下适

用于其的法律制度或规则之间的联系，因此住所

地法被用于涉外自然人姓名确定和变更问题的准

据法。我国《法律适用法》第 15 条超越了住所这

一连结因素，用经常居所取代住所。惯常居所或

经常居所（Habitual Residence）是现代冲突法

中广泛适用的重要连结因素。其适用的广泛性表

现为以下方面：首先，惯常居所这一连结点适用

的地域范围具有广泛性。随着 1902年海牙《未成

年人监护公约》首次将惯常居所引入冲突法，惯

常居所不仅被欧洲等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项基本

连结点，而且被许多普通法系国家纳入立法之中；

其次，惯常居所适用的对象范围具有广泛性。惯

常居所地不仅广泛适用于跨国父母责任、国际儿

童诱拐、跨国离婚、跨国收养等国际家事法领域，

而且对涉外合同、侵权等领域的法律选择具有重

要意义。之所以在冲突法中惯常居所地逐渐取代

住所，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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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惯常居所地规避了住所概念中居住意

图的解释难题。惯常居所，指某人习惯居住的某

一处所，仅要求居住的事实，而不强调人的主观

居住意图。将惯常居所作为法律选择的连结因素，

可以避开住所概念中确定一个人居住意图的困难，

并为准据法的确定提供更大的明确性。总之，惯

常居所与住所相比，惯常居所被认为更符合事实，

更易于操作。 

第二，惯常居所地有助于保护人的跨国自由

流动。惯常居所地的概念弱化了对个人主观居住

意图的要求，为人们提供一个更适合短暂生活方

式的连结因素，而不是执着于个人多年前可能与

一个地方的联系，因此能更好地反映和保障人的

跨国自由流动。 

（三）《民法典》背景下《法律适用法》第 15 条

的完善 

我国《民法典》将姓名分为出生姓名、婚后夫

妻姓名和收养姓名，并分别设置了不同的价值考

量和保护规则。第 1015条出生姓名侧重体现血缘

宗族理念，第 1056条婚后夫妻姓名侧重实现夫妻

平等价值，第 1112条收养姓名侧重灵活性和意思

自治。然而，我国《法律适用法》第 15条未对以

上三种情形下的姓名进行区别处理，而是统一适

用权利人经常居所地法。 

第一，第 15条未对涉外婚姻夫妻姓名的法律

选择问题予以特殊回应。《民法典》第 1056条基

于夫妻双方的平等性，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自使

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法律适用法》第 15条未对

涉外婚姻夫妻姓名的确定和变更予以特殊回应，

未考虑平等原则对涉外婚姻姓名法律选择的影响。

根据目前国际社会经验，涉外婚姻夫妻姓名主要

适用以下法律选择规则：其一，涉外婚姻姓名的

确定或变更可适用规制婚姻效力的法律。此种做

法 也 被 称 为 重 新 附 着 机 制 （ Reattachment 

Accessorie Mechanism），即婚姻导致的姓名变

更之准据法依附于规制婚姻效力的法律；其二，

涉外婚姻姓名的确定或变更问题容许当事人协议

选择准据法。涉外婚姻姓名法律选择领域的意思

自治具有有限性，主要局限于协议选择国籍国法、

惯常居所地法。例如，2013年《黑山共和国关于

国际私法的法律》第 17条第 4款规定，作为本条

第 1 款规定的例外，因在黑山结婚或者在结婚后

而需要确定或者变更人名时，夫妻双方可依照其

一方所属国的法律选择人名，或者当夫妻一方在

黑山领域内有经常居所时，依照黑山法律选择人

名。2017年《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 10条第 2款

规定，夫妻双方可以在结婚之时或之后在户籍管

理处根据下列法律选择其将采用的姓名：夫妻一

方所属国法律，而无需考虑第 5 条第 1 款；或者

德国法律，前提是夫妻一方在德国有惯常居所。

虽然涉外婚姻姓名法律选择领域的意思自治具有

有限性，但是不可否认经夫妻双方协商一致自主

选择婚姻姓名的准据法是体现夫妻平等原则的重

要举措。《民法典》对我国国际私法涉外婚姻姓名

确定和变更问题的法律选择的启示在于，我国应

选取可体现夫妻地位平等价值的连结因素，以此

确定涉外婚姻夫妻姓名的准据法。 

第二，第 15条未对涉外儿童收养姓名的法律

选择问题予以特殊回应。与出生姓名相比，《民法

典》第 1112条沿袭 1998年《收养法》第 24条的

规定，对被收养儿童的姓名采取灵活处理。养子

女可以随养父或者养母的姓氏，以表明其身份关

系的变化。经当事人协商一致，也可以保留原姓

氏。然而，《法律适用法》第 15 条没有对涉外收

养姓名法律选择问题予以特殊回应，不利于体现

我国实体法允许灵活选择被收养儿童姓名的立法

意旨。 

二、涉外姓名侵权问题的法律选择 

自然人姓名享有排除他人干涉和非法使用的

权利。我国《法律适用法》第 46 条对涉外姓名侵

权法律选择问题作出了回应。涉外姓名侵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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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以下两大难题：涉外姓名侵权的认定问题、

涉外姓名侵权的责任问题。 

（一）涉外姓名侵权认定的法律选择 

涉外姓名侵权行为的认定，属于识别或定性

问题，这是法院地国处理涉外姓名侵权纠纷应首

先解决的问题。先决问题的处理对其后援引管辖

权规则和冲突规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并直接影

响案件审理结果。 

在理论层面上，国际私法识别的对象包括以

下三种观点：事实构成的识别（涉外性的识别+民

事法律关系的识别）、冲突规范的识别、事实构成

的识别+冲突规范的识别。 

在实践中，我国法院给出的回应是，在涉外法

律选择阶段，我国应将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规范

均作为识别的对象。 

涉外姓名侵权认定之“事实构成”的识别由

以下两部分组成：涉外性的识别和姓名侵权的识

别。首先，涉外性的识别，即姓名侵权案件是否具

有涉外因素?我国的国际私法判断依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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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第 1条。虽然 2020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相

关条款进行了修正，但它保留了 2012年《法律适

用法司法解释》第 1 条对涉外民事关系的判断标

准；其次，姓名侵权的识别，即诉争的民事法律关

系的性质是否构成侵犯姓名权?我国的国际私法

判断依据是《法律适用法》第 8 条，实体法判断

依据是《民法典》第 1014 条。第 1014 条将以下

四种情形认定为姓名侵权：干涉姓名、盗用姓名、

假冒姓名、其他情形。 

涉外姓名侵权认定之“冲突规范”的识别主

要涉及相关系属以及连结点的解释。由于我国对

涉外姓名侵权识别问题适用的冲突规则是《法律

适用法》第 8 条，因此涉外姓名侵权认定之冲突

规范的识别主要涉及对第 8 条法院地法这一连结

点的解释。第 8 条法院地法面临的争议是，法院

地法之“法”除了包括实体法规则外，是否囊括

冲突法?在实践中，我国法院对第 8条法院地法的

范围作狭义解释，法院地法之“法”仅仅指我国

实体法。 

如上所述，我国将第 8 条法院地法作为涉外

姓名侵权行为识别的冲突规则。然而，识别问题

适用法院地法一直被学者所诟病，因为法院地法

与案件无实质联系，而且第 8 条的适用结果无法

保障识别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 

上述理由并不构成反对识别问题适用法院地

法的充分理由。一方面，由于究竟何为与案件有

“实质联系”尚无明确的判断标准，因此法院地

法被认为案件无实质联系的观点过于武断；另一

方面，当事人选择在法院地国诉诸司法，实际上

意味着当事人对法院地国的法律和制度并不排斥，

存在共识的确认和潜在的认同，适用第 8 条并不

悖离当事人主观上的可接受性；此外，与灵活性

或弹性冲突规则相比，法院地法被作为识别问题

的连结点不仅具有明确性和可预见性等优势，而

且有助于减轻法院地国的识别负担和难度。 

总之，我国对涉外姓名侵权行为的认定或识

别采取以下两个步骤：首先，我国将第 8 条作为

涉外姓名侵权认定的法律选择规则；其次，根据

第 8 条法院地法这一冲突规则的指引，我国将依

据《民法典》第 1014条的实体法规定，以判断诉

争的涉外民事关系能否定性为姓名侵权。 

（二）涉外姓名侵权责任的法律选择 

《法律适用法》第 46条将涉外姓名侵权责任

纠纷作为特殊侵权处理，规定适用被侵权人经常

居所地法律。2016年黄尚忠诉龙岩市农耕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等姓名权纠纷案涉及涉外姓名侵权法

律选择问题，但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

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对涉外姓名侵权法律选择规

则存在误用。与第 44条涉外一般侵权法律选择规

则相比，第 46条存在以下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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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连结点的数量和性质不同。首先，在数

量上，第 44条对涉外一般侵权责任问题规定了以

下三个层级的连结点：当事人意思第一层级有的

法律选择规则；共同经常居所地法被作为第二层

级的法律选择规则；侵权行为地法被作为第三层

级的法律选择规则。而第 46条将被侵权人经常居

所地作为唯一连结点。其次，在性质上，第 46条

采取单方属人法连结因素，弱化第 44条涉外一般

侵权连结因素的属地性。“单方”，是指第 46条

对涉外姓名侵权责任问题规定只能适用“被侵权

人”经常居所地法律，而非行为人和被侵权人共

同经常居所地法律。第 46 条连结因素的属人性，

是指第 46 条对涉外姓名侵权问题舍弃侵权行为

地这一地域性连结点。 

第二，权利保护对象不同。第 44条强调对被

侵权人和行为人的同等保护，允许适用当事人意

思自治原则和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

而第 46 条对涉外姓名侵权责任问题规定只能适

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律，而非被侵权人

和行为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可见第 46条

侧重对被侵权人的保护。 

然而，《法律适用法》第 46 条采取“归并”

的立法模式，即此条虽然对涉外姓名侵权责任法

律选择问题予以专门规定，并将其作为特殊侵权

处理，以区别于涉外一般侵权责任，但没有对涉

外姓名侵权法律选择和涉外肖像权、名誉权、隐

私权等其他人格权侵权法律选择进行区别对待，

而是对以上事项统一适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

律，未回应《民法典》姓名侵权在人格权侵权领

域的特殊性。《法律适用法》第 15条涉外姓名确

定或变更问题的法律选择规则之立法模式也存在

同样的局限。涉外姓名法律选择规则之“归并”

的立法模式虽然体现了姓名权与其他人格权之间

的紧密联系，因为姓名权与名誉权、肖像权同属

人格权范畴，但却忽略了姓名权和其他人格权所

指各有不同。姓名是识别个人身份的符号和标识，

兼具人身性利益和财产性价值。由于姓名权不同

于其他具体人格权问题，因此有必要制定特殊的

冲突规则。例如，1980年国际民事身份委员会对

自然人姓名的法律选择问题专门制定了《关于姓

氏和名称准据法的（第 19号）公约》，使自然人

姓名受到自主冲突法规则的约束。2005年《保加

利亚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律》第 53条、2013

年《黑山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律》第 17 条、

2017 年《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 10 条、2017 年

《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 37条等均单独

对涉外姓名法律选择问题制定了特殊的法律选择

规则。 

三、跨国姓名权法律选择的界限 

虽然自然人享有选取和变更姓名的自由，但

姓名涉及国家管制上的公法利益，因此涉外姓名

法律选择领域外国法的适用结果不得违反法院地

国公共秩序。公共秩序是自然人跨国行使姓名权

的边界。例如，国际民事身份委员会早在 1980年

《关于姓氏和名称准据法的（第 19号）公约》第

4条中就曾规定，本公约所指定的法律只有在明显

不符合公共秩序的情况下，方可予以排除适用。

公共秩序不仅是涉外姓名法律选择的界限，而且

是个人姓名跨国承认的边界。例如，2005年国际

民事身份委员会《姓氏跨国承认的（第 31号）公

约》（Convention（No.31）on the Recognition 

of Surnames）第 7条规定，当明显与被请求国公

共秩序不符时，被请求国将拒绝承认外国姓氏。

鉴于涉外姓名法律选择领域和个人姓名跨国承认

领域公共秩序的考量因素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因

此本文不再对个人姓名跨国承认领域公共秩序问

题进行单独阐述。 

根据我国《法律适用法》第 5 条的原则性规

定，我国对涉外姓名的国际私法保护不得违反我

国公共秩序。我国《民法典》第 1012条但书和第

1015条对姓名权的保护也回应和特别强调公共秩

序这一界限。虽然这两部法律的调整对象存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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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差异，但《民法典》第四编第三章姓名实体法

规则为我国姓名国际私法规则提供实体法依据。 

（一）《民法典》对涉外姓名公共秩序适用对象的

启示 

目前国际社会对涉外姓名法律选择领域公共

秩序的适用对象存在分割制和统一制两种不同的

做法。分割制做法在欧盟表现得尤为明显，欧盟

仅禁止外国姓氏（Surname）违反公共秩序，但允

许涉外个人的名称（Forename）触犯公共秩序。

与此相反，我国《民法典》对姓名领域公共秩序

的适用对象倾向于统一制，因为《民法典》第 1012

条后半句但书和第 1015 条不仅禁止自然人的姓

氏触犯公共秩序，而且禁止个人的名称违反公共

秩序。那么，我国《法律适用法》之涉外姓名公共

秩序的适用对象究竟应选取《民法典》统一制的

做法，抑或参照欧盟的分割制做法? 

1.分割制下涉外姓名公共秩序的适用对象 

分割制，也称为区别制，是指仅要求自然人姓

氏法律选择领域外国法的适用结果不得违反法院

地国公共秩序，但容许自然人名称法律选择领域

外国法的适用结果触犯公共秩序。 

欧盟跨境姓名国际私法采取此种分割制做法。

欧盟对外国姓氏违反公共秩序设置的标准较低，

对外国名称违反公共秩序设置的标准较高。以含

有贵族标志的外国姓名为例，欧洲法院分别对含

有贵族标志的外国姓氏是否违反被请求国公共秩

序和对含有贵族标志的外国名称是否违反被请求

国公共秩序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首先，含有贵族标志的外国姓氏被认为违反

公共秩序，被请求国将拒绝承认。例如，2011年

Ilonka Sayn-Wittgenstein v .Landeshauptmann 

von Wien 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奥地利能否以违反

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认含有贵族元素的德国姓氏?

欧洲法院认为，限制欧盟居民基本自由的措施只

有在为保护其所要保障的必要利益，并且只有在

这些目标不能通过限制较少的措施实现的情况下，

才可以基于公共秩序的理由为其辩护。成员国必

须严格解释作为减损欧盟居民基本自由的公共秩

序概念，以防止在没有欧盟机构任何控制的情况

下各成员国单方面任意确定其适用范围。只有在

对社会的根本利益构成真正和足够严重的威胁时，

才能依赖公共秩序。在本案中，原告使用含有贵

族标志的姓氏，可能暗指原告拥有贵族身份。奥

地利以违反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认原告在德国获

得的含有贵族头衔的姓氏，符合平等对待原则这

一宪法性目标，而且没有超出必要的范围。 

其次，含有贵族标志的外国名称不构成违反

公共秩序，被请求国不得拒绝承认。例如，2016年

Nabiel Peter Bogendorff von Wolffersdorff 

v .Standesamt der Stadt Karlsruhe and 

Zentraler Juristischer Dienstder Stadt 

Karlsruhe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德国法院是否有义

务承认德国居民在英国惯常居住期间获得的包含

贵族标志的姓氏和名称?承认此种姓名是否违反

德国公共秩序?Wathelet法官认为，公共秩序的概

念涉及违反被请求国至关重要的强制性规则和根

本价值，而且对被请求国而言无法容忍和不可接

受，但本案没有达到援引公共秩序的高门槛。最

终，欧洲法院认为，虽然诉诸公共秩序的具体情

况可能因各成员国和各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是必须严格解释公共秩序的概念，只有对社会

根本利益构成真正和足够严重的威胁时，才能依

赖公共秩序。根据《德国基本法》第 123条和《魏

玛宪法》第 109 条第 3 款的规定，德国废除了一

切与出生或地位有关的特权和不平等，禁止享有

贵族头衔。这些规定符合《欧共体条约》第 21条，

而且是德国公共秩序的一部分，旨在确保对所有

德国居民的平等待遇。因此，德国法院没有义务

承认德国居民在英国惯常居住期间获得的包含贵

族标志的姓氏，可以以违反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

认此种姓氏，以确保所有德国居民在法律面前平

等的原则。尽管公共秩序的客观原因以及所有德

国居民平等原则能够证明德国拒绝承认原告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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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姓氏变更是正当的，但是德国拒绝承认原告变

更的含有贵族标志的外国名称是不正当的。 

2.统一制下涉外姓名公共秩序的适用对象 

统一制，是指自然人姓氏法律选择领域外国

法的适用结果，以及自然人名称法律选择领域外

国法的适用结果，均不得违反法院地国公共秩序。

例如，从我国《民法典》第 1012 条后半句但书和

第 1015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不仅禁止自然人

的姓氏触犯公共秩序，而且禁止自然人的名称违

反我国公共秩序。 

基于《民法典》对自然人姓名的双重禁止，因

此当我国法院依据《法律适用法》第 15条冲突规

则的指引，确定用于解决涉外个人姓名确定或变

更问题的准据法是否违反《法律适用法》第 5 条

公共秩序时，我国将采取统一制之双重考量。即

我国法院将不仅确认涉外个人姓氏法律选择领域

外国法的适用结果是否违反第 5 条公共秩序，而

且将考量涉外个人名称法律选择领域外国法的适

用结果是否违反我国公共秩序。 

本文认为，由于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姓名中的

姓氏承载着血缘传承、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等多

重价值追求，因此我国国际私法有必要考虑自然

人姓氏法律选择领域外国法的适用结果是否违反

我国公共秩序。然而，与姓氏相比，姓名中的名称

主要体现为个人偏好。因此，虽然《民法典》要求

个人姓氏和名称的选取同时不得违反公共秩序，

但相对于涉外个人姓氏的承认，我国有必要对涉

外个人名称的承认提供较大的自由空间，并对自

然人名称法律选择领域外国法的适用结果违反我

国国际私法公共秩序设置较高的援引门槛。 

（二）《民法典》对涉外姓名公共秩序适用标准的

启示 

1.姓名领域公共秩序之传统判断标准：“北雁云依”

案 

关于姓名领域公共秩序的判断标准，我国法

院对自然人姓名问题援引公共秩序的门槛设置得

较低。例如，2017年 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

89号指导案例之“北雁云依”诉济南市公安局历

下区分局燕山派出所公安行政登记案（以下简称

“北雁云依”案）曾就个人姓名在何种情形下违

反我国公共秩序发表意见。在此案中，原告的父

母为女儿自创姓氏“北雁”，并选取“北雁云依”

为其姓名。此姓名仅凭个人喜好创设，具有明显

的随意性，被视为违反我国公共秩序。 

实际上，个人选择姓名是否具有随意性与违

反公共秩序并无关联。况且，我国《民法典》第

1012条将姓名决定权作为个人姓名权的内容之一，

而且第 1015条授予个人一定的意思自治，允许个

人按照偏好选取姓名。此外，姓名是个人身份的

重要象征，降低援引公共秩序的门槛不利于自然

人姓名的确定性，影响个人身份的稳定性，并给

当事人的私人和家庭生活等带来不便。 

虽然“北雁云依”案不具有涉外因素，不属

于国际私法案例，但鉴于民法与国际私法之间的

密切联系，我国有必要提高姓名领域国际私法公

共秩序的门槛和适用标准，并对姓名违反公共秩

序的情形作狭义解释。 

限制公共秩序在涉外姓名国际私法领域的适

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例如，国际民事身

份委员会在《关于姓氏和名称准据法的公约解释

报告》中指出，成员国应谨慎适用公共秩序这一

涉外姓名法律选择的界限，因为此条的适用结果

不利于个人姓名的确定性而且可能给个人造成不

便。荷兰《姓名冲突法》第 5a条规定，荷兰不能

仅仅因为外国姓名适用了荷兰法律以外的法律而

以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认外国姓名。在 Ilonka 

Sayn-Wittgenstein v . Landeshauptmann von 

Wien 案中，Sharpston 法官指出，被请求国以违

反公共秩序拒绝承认外国姓氏或名称时，有必要

考虑比例原则和当事人的合法期望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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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限制涉外姓名国际私法领域公共秩序的适

用，人权原则成为重要的限制性因素。对此问题，

将在下一节予以具体阐述。 

2.姓名领域公共秩序之人权判断标准 

《民法典》对姓名领域公共秩序的判断标准

暂未强调人权这一考量因素，而国际私法对保护

人权发挥着潜在的促进作用，为实现人权保护理

念，现代国际私法公共秩序在保留传统考量因素

的基础上，逐渐被赋予了人权的内涵。 

由于自然人姓名与个人生活以及个人完整性

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姓名国际私法规则受

到有关基本人权规则的潜在制约。人权也成为姓

名国际私法领域公共秩序的判断标准。法院地国

在涉外姓名法律选择领域以违反公共秩序为由拒

绝适用外国法，或者被请求国以违反公共秩序为

由拒绝承认外国姓名，均有必要考虑最终结果是

否导致侵犯个人的非歧视权、尊重私人和家庭生

活权以及跨国流动权等人权价值。人权保护对涉

外姓名法律选择领域公共秩序的影响，与人权保

护对自然人姓名跨国承认领域公共秩序的影响，

并无本质的不同。 

第一，以违反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认外国姓

名或拒绝适用外国法，可能构成侵犯国籍非歧视

权。例如，在 Stefan Grunkin and Dorothee 

Regina Paul v .Leonhard Matthias Grunkin-

Paul and Standesamt Stadt Niebüll 案中，

Sharpston法官指出，德国拒绝承认儿童在丹麦有

效的姓氏，违反平等原则。例如，在 Nabiel Peter 

Bogendorff von Wolffersdorff v . Standesamt 

der Stadt Karlsruhe and Zentraler 

Juristischer Dienst der Stadt Karlsruhe案

中，Wathelet法官指出，德国以违反公共秩序为

由拒绝承认同时拥有英国国籍和德国国籍的人在

英国获得的含有贵族标志的姓名，违反《欧盟运

行条约》第 18条国籍非歧视原则。 

第二，以违反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认外国姓

名或拒绝适用外国法，可能导致侵犯私人生活权

和家庭生活权。虽然《欧洲人权公约》没有明确规

定姓名权，但欧洲人权法院对公约第 8 条进行动

态解释，自然人姓名被认为属于私人生活权和家

庭生活权的一部分，受到公约第 8 条的保护。例

如，在 Cusan and Fazzov.Italy案中，欧洲人权

法院认为，婚生子女在出生时只能自动承袭父亲

的姓氏，母亲不能将自己的姓氏传给孩子，这一

姓氏规则同时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和第

14 条。在 Malgožata Runevi-Vardyn and Łukasz 

Paweł Wardynv.Vilniaus Miesto Savivaldybs 

Administracija and Others 案中，欧洲法院指

出，尽管《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没有明确提及

姓名，但是由于人的姓氏和名称是证明个人身份

和家庭联系的标志，关系到个人的私人和家庭生

活，因此人的姓氏和名称是《欧盟基本权利宪章》

第 7 条和《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私人生活权的

组成部分。根据欧洲法院判例法，即便对于外国

贵族姓名，被请求国也有必要考虑拒绝承认外国

贵族姓名是否导致侵犯当事人的私人生活权和家

庭生活权。例如，Ilonka Sayn - Wittgenstein 

v .Landeshauptmann von Wien 案和 Nabiel 

Peter Bogendorff von Wolffersdorff 

v .Standesamtder Stadt Karlsruhe and 

Zentraler Juristischer Dienstder Stadt 

Karlsruhe 案均涉及是否承认含有外国贵族标志

的姓名。欧洲法院在上述两起案件中均指出，个

人的姓氏和名称是其身份和私人生活的组成部分，

属于《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 7 条和《欧洲人权

公约》第 8条的保护范围。 

第三，以违反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认外国姓

名或拒绝适用外国法，可能导致侵犯人的跨国流

动权。例如， Ilonka Sayn - Wittgenstein 

v .Landeshauptmann von Wien案争议的焦点在

于，《欧盟运行条约》第 21条是否排除成员国主

管当局拒绝承认当事人在另一个成员国确定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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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贵族标志的姓氏?Sharpston法官和欧洲法院均

指出，原告是欧盟成员国居民，拥有《欧盟运行条

约》第 21条赋予的在其他成员国迁徙和居住的自

由。奥地利基于禁止使用贵族姓氏，强行删除贵

族标志弗尔斯汀·冯（Fürstinvon），将原告在德

国获得的姓氏由弗尔斯汀·冯·塞恩·维特根斯

坦（Fürstinvon Sayn Wittgenstein）更改为塞

恩·维特根斯坦（Sayn-Wittgenstein）。显然，

弗尔斯汀·冯·塞恩·维特根斯坦（Fürstinvon 

Sayn Wittgenstein）和塞恩·维特根斯坦（Sayn-

Wittgenstein）并不相同。姓氏不一致将导致对原

告的身份产生怀疑，而且将给原告的公共和私人

领域造成严重不便。因此，奥地利拒绝承认原告

在德国获得并在民事身份登记册上登记了 15 年

的姓氏，属于对《欧盟运行条约》第 21条自由流

动权的限制。此外，在 2016 年 Nabiel Peter 

Bogendorff von Wolffersdorff 

v .Standesamtder Stadt Karlsruhe and 

Zentraler Juristischer Dienstder Stadt 

Karlsruhe案中，欧洲法院指出，被请求国拒绝承

认外国姓名，不仅将导致当事人在被请求国和来

源国拥有的姓名不一致，而且将对其个人身份产

生怀疑，这将妨碍其行使《欧盟运行条约》第 21

条规定的在成员国领土内自由流动和居住的权利。

至于如何判断被请求国拒绝承认外国姓名是否导

致侵犯当事人的跨国自由流动权，欧洲法院主要

采取严重不便标准（Serious Inconvenience）。

例如，在 Malgožata Runevi - Vardynand Łukasz 

Paweł Wardyn v . Vilniaus miesto savivaldybs 

administracija and Others 案中，欧洲法院指

出，为了构成对《欧盟运行条约》第 21条迁徙和

居住自由的限制，成员国在诉讼程序中依法拒绝

修改原告的复合姓氏必须对有关人员的行政、专

业和私人生活等方面造成严重不便。 

综上所述，一方面，公共秩序是自然人跨国

行使姓名权的边界，涉外姓名法律选择以及个人

姓名的跨国承认均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另一方面，

姓名国际私法领域公共秩序的适用受到有关基本

人权规则的潜在制约，以防止公共秩序的滥用而

妨碍个人身份的确定性和跨国连续性。 

四、结论 

为避免人的姓名在其他国家不被承认而影响

其身份的确定性和跨国流动，国际私法对自然人

姓名的跨国保护问题设置了独特的机制。我国《法

律适用法》第 15 条和第 46 条主要从法律选择的

角度对跨国姓名权给予保护。2005 年国际民事身

份委员会《姓氏跨国承认的（第 31 号）公约》、

2017年《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 39条以

及欧洲法院判例法还设置了个人姓名的跨国承认

机制，以促进自然人姓名的跨国保护。 

虽然我国《法律适用法》姓名国际私法规则

和《民法典》姓名实体法规则的性质和内容均不

相同，但二者存在紧密的联系： 

第一，《民法典》姓名规则对《法律适用法》

姓名国际私法规则的启示在于，我国《法律适用

法》有必要随着《民法典》的实施而对涉外姓名

国际私法规则予以相应的变革。首先，《法律适

用法》有必要对涉外婚姻夫妻姓名以及收养姓名

确定和变更问题的法律选择规则予以完善。《民

法典》将姓名分为出生姓名、婚后夫妻姓名和收

养姓名，并分别设置了不同的价值考量和保护规

则。我国《法律适用法》第 15条未对涉外婚姻姓

名的确定和变更予以特殊回应，未考虑平等原则

对涉外婚姻姓名法律选择的影响。对于涉外婚姻

姓名准据法的确定，我国应选取体现夫妻地位平

等价值的连结因素。第 15条也没有对涉外收养姓

名法律选择问题予以特殊回应，不利于体现我国

《民法典》第 1112条允许灵活选择被收养儿童姓

名的立法意旨。其次，对涉外姓名侵权责任法律

选择规则予以完善。《法律适用法》第 46条虽然

对涉外姓名侵权予以专门规定，并将其作为特殊

侵权处理，以区别于涉外一般侵权，但没有对涉

外姓名侵权法律选择和涉外肖像权、名誉权、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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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权等其他人格权侵权法律选择进行区别对待，

而是对以上事项统一适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

律，未回应《民法典》姓名侵权在人格权侵权领域

的特殊性。 

第二，通过国际私法的检验，《民法典》中的

姓名规则暴露出诸多不足，尤其是关于公共秩序

这一姓名权的保护界限问题。首先，在公共秩序

的适用情形方面，与欧盟跨境姓名国际私法公共

秩序之分割制做法相比，我国《民法典》对姓名领

域公共秩序的适用对象倾向于统一制，不仅禁止

自然人的姓氏触犯公共秩序，而且禁止个人的名

称违反公共秩序，过于苛刻。其次，在公共秩序的

适用标准方面，我国相关司法案例显示出对国内

姓名援引公共秩序的门槛设置得较低，不利于个

人身份的确定性，并将给当事人的私人生活权和

家庭生活权的行使等带来不便。随着人权保护对

国际私法公共秩序的影响，涉外姓名国际私法公

共秩序被赋予人权内涵，但《民法典》对姓名领域

公共秩序的判断标准暂未强调人权这一考量因素。 

总之，姓名是个人身份的重要象征，我国《法

律适用法》姓名国际私法规则和《民法典》第四编

第三章自然人姓名实体法规则共同作用于自然人

姓名权的保护。后者为前者提供实体法标准，前

者映射出后者存在仍待完善之处，这也体现了国

际私法与《民法典》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理论与实践（一） 

2022-06-13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https://mp.weixin.qq.com/s/8rJGvW-8B29Aq8VhNtMF1w 

专栏主持人：张鸿巍［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

研究中心教授］ 

作为未成年人法治核心内容之一，未成年人

民事法治特别是监护及监护权等相关议题愈发重

要。近年来，部分未成年人监护案件的司法应对，

亦凸显了理念与实践存在的一些纠结与挑战，引

发了我国学术界及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持续讨论。

而《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

法》等重要法律的适时出台、修订和实施，更为时

下未成年人监护相关制度的探讨与完善提供了时

代背景。 

本刊从不同视角，针对未成年人监护组约了 4

篇文章，本期和第 3期各刊载两篇。 

《未成年人监护研究的现状、内容与进路—

—基于 2016-2020 年 CSSCI 期刊论文的分析》一

文系统回顾了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研究的现状及其

在近年来的重大变化，据此深入探索需要进一步

改进和研究的领域。 

父母的抚养对未成年子女成长至关重要。父

母离婚后，不同抚养权归属原则关涉未成年人福

祉的实现。由倾向于将抚养权归属于父亲或母亲

的主张，衍生出“父权推定”与“幼年推定”原则。

“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与父母性别平等视角的不

断引入和逐渐盛行，使得“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成

为各法域酌定抚养权归属的首要且核心原则。《离

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原则的反思与完善—

—兼议〈民法典〉第 1084条第 2款》一文从“父

权推定”“幼年推定” “子女最佳利益”等原则

理念与实践的历史沿革中，探寻未成年子女抚养

权归属原则的核心理念与具体含义，继而探寻我

国抚养权归属原则的酌定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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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监护研究的现状、内容与进路——基于 2016-2020 年 CSSCI

期刊论文的分析/江勇 于荣胜 

2022-06-13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https://mp.weixin.qq.com/s/SW7EEoHRTUMbW3-MvGzrUg 

江勇，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讲师，

台湾中正大学犯罪学博士，主要研究未成年人司

法、犯罪学、法律实证； 

于荣胜，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主要研究刑法学、检察学。 

【摘 要】 

未成年人在行为能力、心智成熟等方面的欠

缺及在权利保护方面的积极需求，要求应持续加

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本研究以 2016－2020

年期间的 108 篇 CSSCI 期刊论文为分析样本，利

用“定性系统审查/定性证据综合”的综述方式，

通过联系理论发展与司法实践的分析思路，探索

未成年人监护研究的现状、内容与进路。研究发

现，未成年人监护研究可以分为民事研究、刑事

研究、行政研究、综合研究与实证研究。本文认为，

未来未成年人监护研究应当着力坚持未成年人监

护制度研究的国际化、实现未成年人监护理论体

系的中国化、恪守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的时代

化、重塑未成年人监护实证研究的规范化。 

【关键词】 

未成年人  监护  国家监护  CSSCI

期刊论文 

世界各国无不将保护未成年人视为国家发展

任务之一［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好少

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首先确立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蕴含未成年人利益

优先等理念［2］。在该原则得到我国立法确立之

前，可视为该原则域外经验的经联合国《儿童权

利公约》所确认的“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已在我国

得到广泛讨论。研究普遍接受儿童最佳利益的实

现，应充分坚持对监护权监督、干预的观点［3］。

鉴于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校园暴力、食药安全、

性侵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犯罪等违法犯罪事件在

域内外皆有发生［4］，域内外研究者逐渐认识到，

仅仅依靠民事法律规范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是

不现实的［5］，需要建立更全面、综合的法律规

范体系，以回应更为多元、复杂的涉及未成年人

的事件。从现有研究成果看，以“未成年人监护”

为主题的研究最早发表于 1979 年［6］。然而现

有研究并未对 2016 年之后的成果进行系统梳理，

而这段时间正是未成年人监护研究成果的高产期，

故本研究欲填补这一空白，以促进未成年人监护

研究与实践。 

一、未成年人监护研究的现状 

（一）样本来源 

本研究以知网为数据库、以“未成年人监护”

为主题词、以 2016－2020年为时间区间，共检索

出 710篇期刊论文；再以 CSSCI期刊为刊载条件，

进行再检索，最终得到 108 篇期刊论文。尽管其

中有 3 篇文章在题目、摘要及关键词部分与“未

成年人监护”主题不相关，但在文章实质内容部

分提及“未成年人监护”。如研究老龄化背景下老

年人监护问题的文章提及了未成年人意定监护与

未成年人缔约能力［7］，介绍韩国成年监护制度

的文章阐述了韩国成年监护与未成年人监护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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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及联系［8］，分析驾驶培训中学员造成交通事

故的侵权责任承担的文章比较了“监护关系”与

“指教关系”［9］。本研究为尽可能展示当前研

究现状，遂未剔除这 3篇文章。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系统审查/定性证据综合”

（ 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qualitative evidence synthesis）的方

式对样本进行体系研究。“定性系统审查/定性证

据综合”为社会科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其优势在

于对跨越主题的不同定性研究进行分析［10］。具

体到研究实施过程，研究者根据关键词与文章内

容对样本论文进行主题分类。从关键词数量看，

样本文章最少有 3 个关键词，最多有 9 个关键词

［11］，关键词平均数为 4.19（SD＝1.13）。根

据关键词与文章内容，本研究大体将“未成年人

监护”研究细分为民事研究（35 篇）、刑事研究

（24篇）、行政研究（13篇）、综合研究（32篇）

与实证研究（4篇）等 5类。 

二、未成年人监护研究的具体内容 

（一）未成年人监护的民事研究 

未成年人监护的民事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以与

未成年人相关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为研究对象

的研究。这与未成年人监护权应当包括人身关系

监护和财产关系监护两部分内容相契合［12］。人

身关系研究主要与未成年人的人身监护利益相关，

以提升未成年人的行为能力和落实未成年人监护

利益保护。一方面，结合《民法典》等重大立法活

动对未成年人监护展开系统研究，侧重亲权层面，

如撤销监护权、监护人范围等。有学者认为，经过

社会化改造后的民法亲子监护制度应当包括民法

中的一般规定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

［13］。另一方面，对与未成年人监护利益相关制

度进行设计和对热点社会事件予以研究，侧重对

父母亲权的突破，如收养制度、代孕问题等。有学

者提出，非法代孕案件的处理应当与未成年人最

大利益原则的实现相结合，并指出在符合收养法

条件下的基于代孕事实产生委托人对被收养人行

使的监护权可以合法［14］。亦有学者在研究代孕

案件时明确指出，基于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的运

用，法官可对“抚养母亲与儿童存在拟制血亲关

系”进行证成，继而指出在涉及未成年人复杂、新

型案件中，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可在深层次引导案

件的论证与说理，并通过合适的法律适用方法解

决法律规定缺失的问题［15］。 

财产关系研究主要与未成年人的财产利益相

关。第一，未成年人财产监护制度研究。有学者认

为，当前的监护包括人身监护与财产监护的制度

设计忽视了固有的代理风险与代理不能，并提出

将财产监护从现有监护制度中独立出来，与信托

制度相结合，以解决上述风险与不能问题［16］。

另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增加“禁治产”制度来完善

未成年人财产监护制度［17］。第二，未成年人侵

权责任研究。这部分研究既包括监护人侵犯被监

护财产权益的侵权责任研究，如有研究者认为，

非基于监护人利益考虑的事实处分行为属于一般

侵权行为［18］；还包括监护人对自己的致害行为

承担侵权责任，如有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第 32条未明确这一规定提出完善建议

［19-20］。 

除上述民事实体法研究外，未成年人监护的

民事研究还包括未成年人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问

题研究，如诉讼代理人、诉讼监护人制度。在以美

国未成年人民事诉讼程序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

研究者详细论述了事实发现的辅助法官机制、父

母教育计划、监护和探视纠纷中的强制调解、受

监督探视等可借鉴的制度［21］。有学者还建议，

民法总则在调整诉讼时效的同时增设未成年人受

性侵害的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间的规定

［22］；亦建议在家事诉讼中保障儿童的诉讼参

与权与意见表达权［23］。从立法成果看，部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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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建议已被《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

所采纳。 

（二）未成年人监护的刑事研究 

未成年人监护的刑事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以未

成年加害人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为研究对象的研

究。未成年人监护的刑事研究既包括实体法研究，

也包括程序法研究。从未成年加害人角度看，研

究可分为如下 3 个部分：第一，严格限制逮捕措

施的适用。建议实现辩护律师全程参与逮捕审查

程序，加强逮捕必要性审查，完善非羁押的家庭

监护，构建社会支持体系，以进一步实现“少捕慎

诉”的司法目标［24］。第二，涉罪未成年人的教

育处分。如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和物质

保障，确保强制性教育处分措施得到规范适用、

收到矫治效果［25-26］。第三，涉罪未成年人的

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应以专门立法的形式予以呈

现，在家庭教育的配套法律制度中，针对涉罪未

成年人的亲职教育不可或缺［27］。特别是强制亲

职教育在未成年缓刑犯的社区矫正中发挥了重要

保障作用，既夯实了家庭环境，又实现了矫正功

能［28］。在强制亲职教育的立法方面，要全面考

虑强制亲职教育的实施对象、决定程序、执行方

式、监督机制、职责分工等内容［29］。 

从未成年被害人角度看，研究主要围绕以下 3

种犯罪类型展开：第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有研

究发现，在北京市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年龄而

非户籍是影响被害性的主要因素，户籍、职业、婚

姻、年龄与犯罪性相关［30］。在西南地区的性侵

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中，“师源型”性侵现象被认为

具有较强的地域特征［31］。另有研究指出，针对

受性侵未成年人的心理修复应从微观的家庭生活

环境、中观的人际交往环境、宏观的政府保障环

境等维度展开［32］。第二，虐待未成年人犯罪。

有研究指出，具有打击虐待未成年被监护人、被

看护人之刑法功能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应当

区别于其他虐待型犯罪，特别关注行为主体与行

为对象之间的关系及违背义务的不同来源［33］。

如引入广义犯罪学中的虐待概念，那么忽视、照

管不良等过失行为亦属于虐待范畴。有学者认为，

应当增设儿童监护失职罪以保障儿童监护利益的

最大化［34］。第三，拐卖儿童犯罪。拐卖儿童直

接切断了儿童与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人身依附

关系（监护、保护、管理、教育），既侵害了儿童

的监护利益，也侵犯了监护人的监护权。有研究

建议升格拐卖儿童犯罪的法定刑、调整加重处罚

情形，从严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特别是出卖亲生子

女犯罪，并积极改进我国的收养制度［35］。 

未成年人刑事特别程序随着 2012 年刑事诉

讼法的修改而成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研究的重要

议题。相关制度在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后仍存在一

定的问题，如合适成年人制度形式化严重［36］、

前科封存制度实施不到位等［37］。在比较发端于

国家亲权理念的特殊监护模式、滥觞于未成年人

福利理念的优先保护模式与发轫于恢复性司法理

念的修复关系模式后，有学者认为，未成年人刑

事特别程序或应变革为“福利兼正当程序模式”，

强调以正当程序保障福利的供给［38］。此外，还

有学者关注了未成年人诉讼行为能力，提出监护

人与涉罪未成年人各自单独享有辩护权，并以最

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解决意见分歧［39］。 

（三）未成年人监护的行政研究 

未成年人监护的行政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以未

成年人利益实现过程的行政干预机制为研究对象

的研究。未成年人行政干预视角充分体现了公权

力对监护这一私权利的干预路径。未成年人监护

的行政研究大概分为基础理论研究与实务经验研

究。在基础理论研究部分，国家亲权理念成为研

究重点，该理论不仅为未成年人民事监护研究所

重视，还在行政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有研究者从

国家亲权理念引申出政府监护理论，并认为在欠

缺行为能力人无合适监护人的、监护人不尽职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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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无能力履行监护责任的时候，政府应当承接

监护职责［40］。考察两大法系与国家政府监护制

度，认为当前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职能要求国家应

当承担未成年人监护监督义务，该义务的具体实

现应当充分考量与现行监护制度的衔接［41］。回

顾基础理论研究，民事研究与行政研究的差异产

生于研究者的不同研究视角。民事研究侧重监护

权属于亲权，为民法体系所关注；行政研究侧重

国家行政权力对监护的干预和保障，属于行政执

法范畴。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例，其第 96条

规定在民政部门承担临时监护与长期监护职责的

同时，财政、教育、卫生健康及公安等部门应当积

极配合；其第 98条规定了针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犯罪之行为人的信息查询制度。这些构成未成年

人民事监护行政研究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除上述主要研究类型外，未成年人监

护的行政研究还包括具体实践问题研究。如《未

成年人保护法》第 6 章提及的保护协调机制（第

81 条）、家庭教育指导（第 82条）、受教育权（第

83、84、85、86条）、校园安全（第 87条的校园

内部安全与第 88条的校园周边安全）等。从现有

研究看，立法应进一步扩大监护制度的适用范围，

强化政府的监护职责，重视父母担任监护人的特

殊性，全面理解被监护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具

体制度上，立法可关注事先委任监护人、临时监

护、监护人资格撤销恢复等机制，对既有规则进

行完善，增加可操作性。但是监护制度的系统化、

类型化和专业化仍有待进一步加强［42］。以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推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发展［43］，

以明确政府、学校和社会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

的法律责任，进一步提升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

［44］。具体到家庭教育中的亲职教育，有研究建

议立法确立政府各级部门的法定职责；修订现行

法律法规，明确适用对象；理清公检法权限分工，

确定决定程序；细化法律内容条文，规范法律执

行；建立法律监督机制，保障落实［45］。此外，

强化政府的反家庭暴力的干预手段［46］，落实社

区成为儿童保护服务体系的基础［47］，通过设立

负面清单完善政府主导的多元网络治理监管体系

（如美国将网络信息根据内容分为性、暴力、语

言、裸露 4个方面，各方面又设 0－4级）［48］，

正逐渐成为未成年人监护的行政研究范畴。 

（四）未成年人监护的综合研究 

未成年人监护的综合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以未

成年人为研究对象的全面性研究。综合研究不一

定局限于某一方面、某一群体，可以是系统性研

究，也可以是零散性研究，可以是理论性研究，也

可以是实践性研究。综合研究是未成年人民事研

究、刑事研究、行政研究的有益补充，在理论研究、

视野拓展等方面为后三者研究提供支持。未成年

人保护的综合研究普遍认可公法视角下国家监护

中公权力的介入应当遵循必要性和正当性原则

［49］。从综合研究的内容看，可以大致从以下几

个角度进行分类概括。 

第一，域外未成年人监护研究。具体涉及国际

公约和美国、韩国等国的监护制度。第二，未成年

人司法体系研究。在总结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三十

多年实践基础上，针对基础理论不足导致司法实

践差异性问题，因地制宜地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司

法机构、制度［50］。第三，特殊未成年人群体研

究。综合研究具体关注了留守儿童与困境儿童等

特殊群体。之所以将其视为综合研究，是因为现

有研究对留守儿童与困境儿童的研究是全方位的，

突破了单纯部门法所能涵盖的内容，存在广泛的

交叉学科特点。比如在留守儿童性侵方面，研究

发现，熟人作案、老年人作案占多数，以及受害时

间长、举证困难等问题普遍存在，并认为应当加

强性安全教育，提升家庭监护［51］。第四，未成

年人保险制度研究。未成人保险制度研究围绕未

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道德风险、被保险人同意

权等内容展开，并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相

关条文进行评述［52-53］。再以未成年人生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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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有研究关注了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相

关法律问题与风险，认为应当建立投保人与行使

同意权人分离的制度以解决因未成年人身心发育

不健全、行为能力受限制等问题引发的道德风险

［54］。第五，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下的监护研究。

如面对公众对疫苗的信任危机，未成年人的监护

人应当如何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权益［55］。 

（五）未成年人监护的实证研究 

未成年人监护的实证研究是对现有未成年人

监护的实证研究进行总结的研究。具体包括样本

选择、研究工具、研究假设及研究结论等内容。未

成年人监护之实证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不仅全面

展示了现有未成年人监护研究的全貌，还以批判

的视角剖析了未来实证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进路。

在研究内容上，实证研究主要研究了亲子关系、

家庭功能、监护失职等问题。如有研究者以问卷

调查的方式研究亲子关系、家庭功能对 14－18岁

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影响，发现良好的亲子关系、

完善的家庭功能、适度的父母监护和家庭支持有

助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56］。再如 907 个经网

络报道的儿童监护失职案件显示，弱化的社会管

控手段、复杂的监护情境、溺爱的家庭观念将阻

碍儿童监护职责的严格履行，继而提出利用增设

儿童监护失职罪之刑事手段来弥补民事、行政手

段在刚性上的不足［57］。在研究方法上，除了网

络案例分析方法外，部分研究者采用了纯定性、

纯定量以及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具体

研究内容上，既有对未成年人司法理念贯彻的研

究，如研究不同主体对是否贯彻“教育为主、惩罚

为辅”理念的认知［58］；也有对司法实践创新的

分析，如研究圆桌审判是否应当普遍被采用［59］。

研究结果以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性统计分析的

方式呈现。 

三、未成年人监护研究的进路 

（一）推进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的国际化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

的国际化程度不充分。一方面，对有关国际公约

的研究不充分。CSSCI期刊论文并未关注《儿童权

利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

与未成年人权益相关的国际公约、规约。尽管这

些国际性文件并非是单独规定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的文件，但仍或多或少地涉及未成年人监护利益

的相关规定，并且我国已经加入这些国际公约、

规约［60］。另一方面，对域外国家未成年人监护

制度的研究不足。研究只关注到了美国、韩国这

两个国家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对与我国同属大

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研究

是缺失的。 

未来应坚持推进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的国

际化。第一，对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再研究。

从立法看，《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儿童最佳利益

原则”对我国的立法影响深远并内化为“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原则”。针对这一已经加入的国际公

约，未来我国对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研究应当进

一步深入分析相关内容，并逐条对照，以期我国

未成年人保护事业走入国际前列。第二，对域外

国家的先进经验进行批判性、借鉴性研究。强制

亲职教育、强制报告义务等一系列制度的落实有

待考察域外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61］。第三，关

注未成年人监护的国际事件。举例来说，近年来

跨国收养案件越来越多，由此产生的监护关系、

收养关系纠纷也越来越多，这些问题兼具国内性

与国际性，需要以国际化的视角加强法律制度与

机制衔接研究。此外，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未成

年人监护问题也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领域，如域外

学者就关注了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儿童虐待与忽视

问题［62］。置言之，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看未

成年人监护问题，有必要以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

研究上述已经发生的或潜在的未成年人监护问题

并贡献中国智慧。 

（二）实现未成年人监护理论体系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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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监护理论体系研究已经实现了形式

中国化。一方面，现有专业术语已经实现表达中

国化。国际公约与域外国家基本认可国家亲权法

则与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但仍具有较为明显的西

方色彩，且与中国国情不符，如《儿童权利公约》

中的儿童为 18岁以下之人，而这很显然与中国语

境中的儿童概念不同。故而，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被我国《民法典》所接受并称为“最有利于未成年

人原则”。另一方面，现有理念在不同部门法中均

有所阐述。同样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例，

《民法典》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均有提及，均在

各自的法律中发挥着原则性作用，然而具体规则

有待进一步完善。 

未来，未成年人监护的理论研究要充分实现

内容中国化。第一，现有术语及理论内涵有待实

践检验。较为抽象的理论是否完全符合实际仍有

待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同时司法实践检验的

结果将进一步丰富术语的内容。具体来说，如何

评判“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中的“最”，特别

是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第二，现有理论应在

不同部门法中得到统一阐释。虽然不同部门法已

经接受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但不同部门

法对这一原则的具体规定是不同的。比如，《民法

典》重点从监护角度落实该原则，虽提及国家、社

会，但仍侧重家庭，而《未成年人保护法》则是全

面综合地从家庭、学校、国家、社会及网络等维度

提出保护对策。在不同法律就同一维度的规则衔

接上，现有理论的内容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以期

统一协调，实现内容中国化。 

（三）恪守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的时代化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已然呈现出多元化特

征，但也存在时代化不足的问题。第一，监护制度

研究仍以民事法律研究为主体。样本文章的分类

结果显示，传统民事法律研究占未成年人监护研

究的比例最高，约三成，说明以家庭为监护责任

主体的未成年人监护体系在当前依旧符合我国的

国情，并且需要进一步研究与完善。第二，监护制

度研究呈跨部门法研究的趋势。从民事领域向刑

事、行政等领域扩展，符合当前未成年人全面保

护、综合保护的社会治理理念。尽管相关研究成

果已经出现，但仍不够丰富，如行政类的研究仅

针对强制亲职教育、社会矫正等内容进行零散研

究，体系研究不足。第三，监护制度研究的跨学科

研究成果突出。跨学科研究（心理学、社会学等）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是丰富未成年人监护内容、实

现未成年人监护干预科学性的重要支撑。基于此，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正朝着多元化研究较快发

展，然而过于多元化或牵扯学者的研究精力、或

固于原先研究领域，进而无法实现未成年人监护

制度研究的时代化，如当前“三孩”政策所带来的

相关命题研究。 

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未来以未成年人、

家庭、教育为主题的相关研究会逐渐成为热点，

并与未成年人监护研究紧密相关。未成年人监护

制度研究应当紧扣历史脉络，突出时代化特色。

首先，前置未成年人监护利益的干预点。从备孕、

孕检开始，进一步落实优生优育政策，减少新生

儿先天疾病的发生，从源头降低残障儿童的出生

率。其次，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从“双减”

目标看，要进一步实现未成年人德智体美劳的全

面发展，在保障受教育权的基础上实现教育公平，

注重教育资源分配。最后，严惩监护侵害行为。对

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行为，灵活运用临时

监护、长期监护等监护保护措施，充分考量强制

亲职教育、剥夺监护权等行政司法手段在保障未

成年人监护利益中的重要作用。 

（四）重塑未成年人监护实证研究的规范化 

实证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

未成年人监护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这样的方

法，但仍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实证类

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仅有 4篇，占比约 4%。虽

无法准确统计出域外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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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论文占比，亦未查得相关资料数据，但从笔者

的研究经验看，这一比例确实较低，不仅低于域

外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发达的国家，而且在倡导实

证法学研究的当下，这一比例或也未达到未成年

人监护制度研究者的期望。其次，在结论推演过

程中或存在以描述性统计结果代替相关性分析结

论的问题，即不能将数字大小上的差异理解为统

计学上的显著差异［63］。最后，问卷设计的科学

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比如将“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视为同一概念进行量表测量或会影响研究的

信效度［64］。值得肯定的是，实证类论文的出现

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研究正不断朝着循证科

学的方向前进，但在规范化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 

重塑规范化是未成年人监护实证研究的必经

之路。第一，实现图文表达的可视化。如在一项关

于 308 名涉罪未成年人的实证研究中，作者虽使

用了问卷调查，但其结果呈现多为段落式的描述

性分析，很少使用表达更为清晰的图文，而后者

更能直观地反映问题。第二，实现相关性分析研

究的可得性。同样在该研究中，作者在论述管教

方式（严厉管束、适当约束、放任不管）怎样影响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时，仅以描述性统计作为数据

支撑，并以过往研究经验辅证［65］。从笔者研究

经验看，之所以强调相关性分析，是因为一般描

述性分析的结论较为简单。具体来说，一方面，简

单的结论往往较为宏观，对政策总体指导有益，

但对具体措施的选择与落实并无裨益，即知道问

题在哪，但无法得出具体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相

关性研究的缺失会使实证研究遭受规范性研究的

质疑，这种质疑主要为研究方法的质疑，即规范

性研究者认为实证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可以从

规范性研究中推演出或从常识中得出，而问卷调

查、田野调查、结构式访谈等研究方法在前者看

来是一种资源浪费。 

结语：本研究是基于 2016－2020年的 108篇

CSSCI 期刊论文而来的实证分析，因未分析非

CSSCI期刊论文，故未来研究可扩大研究样本，再

进行类似研究。尽管如此，研究发现还是填补了

既往研究的些许不足，并认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在理论、实践、内涵及内容上已有了一定的研究

成果，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的国际化、中国化、

时代化与规范化等特征也正在形成。未来，建议

学者在民事研究领域上关注抚养纠纷、同居关系

纠纷中的未成年人监护利益；在刑事研究领域上

关注未成年被害人的全面保护、一站式询问、未

成年人警务、再犯风险预防及其评估等；在行政

研究领域上关注家庭教育促进、强制亲职教育、

国家责任等；在综合研究领域上关注最有利于未

成年人原则的解释与落实、两法的立法后评估、

未成年人法学的学科体系构建等；在实证研究领

域上关注犯罪学、教育学理论在未成年人民事、

刑事及行政保护领域的验证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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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原则的反思与完善——兼议《民法典》

第 1084 条第 2 款/张鸿巍 侯棋 

2022-06-13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https://mp.weixin.qq.com/s/1jgLm7v1aTEtw4-0MBQTwA 

张鸿巍，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

授，博士生导师，美国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刑事司法学博士，主要研究少年家事

法、法律实证与定量犯罪学、比较刑事司法； 

侯棋，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硕士

研究生，主要研究少年家事法、法律社会学。 

【摘 要】 

随着《民法典》的出台及《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修订实施，我国未成年人抚养权归属的酌定亦

愈发要求依“儿童最佳利益”原则而来的“子女最

佳利益”原则行事。然而，由“子女最佳利益”原

则考量而来的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原则

歧义多变，如《民法典》第 1084 条第 2款的规定。

本文建议，应基于“子女本位”主义的“子女最佳

利益”原则，融合父母性别平等视角，综合考量符

合该原则标准的诸多重要现实因素，作出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成长的研判。 

【关键词】 

父母离婚 抚养权归属 性别平等 子女最

佳利益 

一、问题提出 

未成年人监护自古以来即为家庭要事。为切

实维护和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

年人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对此进行了规制。如

《民法典》第 26条第 1 款规定，“父母对未成年

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第 27条第

1款继而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6条，更以列举

加概括的方式细化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上述监

护职责，凸显了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第一监护人

的监护地位以及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首要监护责

任［1］。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与婚姻家庭观念等变

迁甚巨，现已进入第三次离婚浪潮期。据统计，粗

离婚率自 1978 年的 0.18%持续上升至 2017 年的

3.15%［2］。另据民政部数据，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办理离婚手续 433.9 万对，其中民政部门登

记离婚 373.6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 60.3万

对［3］。在这些离婚案件中，最重要且最敏感的

问题多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有关。如有学者统计

了南京市 6 家基层人民法院 4 年的离婚案件，过

半案件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问题［4］。 

现行监护制度下，抚养是基于父母与子女之

间的特殊身份法律关系，独立于亲权或监护之外

的父母对子女在经济上扶助供养、提供衣食住行

与生活照护的法定权利与义务，具有强制性［5］。

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的酌定具有

法律上与事实上的复杂性与争议性［6］，首要的

便是需要确定抚养权的归属原则。我国《民法典》

第 1084条第 2款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

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

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

法庭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形，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

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 8 周岁的，应当尊重

其真实意愿。”据此，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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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归属的纠纷解决分别以“由母亲直接抚养”“最

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尊重其真实意愿”等不同原

则予以具体应对。但从文本表述上看，上述原则

既与国际通行的“幼年推定”“子女最佳利益”等

原则有内容重合之嫌，亦有内涵不清之疑，更有

适用序阶之惑。故而，该款存在的理解与适用误

差，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

抚养权归属背后原则间的冲突，更反映出“子女

最佳利益”等原则在我国法律语境中定位不明、

含义不清的问题。 

二、解读：抚养权归属原则的衍进与反思 

对《民法典》第 1084条第 2 款所涉未成年子

女抚养权归属原则理解的纠结，或可回溯过往，

从理念、实践与立法等历史衍进中探寻其核心理

念与具体含义，继而探寻抚养权归属原则具体适

用的现实路径。抚养权归属的酌定曾历经从“父

母本位”（父亲本位、母亲本位）主义到“子女本

位”主义的转变，当然并非后发原则直接取代前

一个原则，而是共存一段时间后方见高下。“父母

本位”主义下的“父权推定”“幼年推定”原则曾

先后居于抚养权归属原则之首，其从父母保护未

成年子女利益的角度出发，推定父亲或母亲更适

合或更有资格成为未成年子女的主要照护人，因

而对后者优先拥有抚养权。时至今日，随着保护

未成年子女利益理念的发展，愈来愈多的法域愈

加认同“子女本位”主义并基于“子女最佳利益”

原则来综合考量父母与子女等具体情形而做出最

优选择。 

（一）抚养权归属原则的衍进与冲突 

1.基于“父亲本位”主义的“父权推定”原则 

在昔日奉“父权至上”为圭臬的传统社会，受

神学与自然法学影响，子女被视为上帝赠与男性

的礼物，在离婚中未成年子女监护权亦自然归于

父亲［7］。“父权”（power of a father，paternal 

authority或 paternal power）一词源自拉丁语

“patria potestas”。在古罗马家事法中，父亲

作为一家之主，拥有对其子女及男性后代的绝对

权力。未成年人被普遍视为财产，可连同其母亲

与奴隶一起被父亲随意使用、出售或处置甚而肆

意处死［8］。从自然法“父权”概念出现伊始，

父亲即认为拥有对几乎所有与未成年子女有关事

务的决定权，但亦负有保护、抚养和教育子女的

道德及法律义务［9］。而在衡平法院判决中，“父

权”规则兴起于父亲在未成年子女抚养中扮演的

保护角色。两相交互下，“父权”渐衍进至推定：

父母离婚后，父亲一方自然拥有未成年子女的抚

养权，亦即绝对的“父权推定”原则。该推定主张

由父亲抚养未成年子女更符合“子女最佳利益”，

后世即有学者认为“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基本上

源自“父权”的倡导［10］。 

起初，“父权推定”原则在适用时所受限制较

少。然而于 1763 年“雷克斯诉德瓦尔案”（Rex 

v. Devall）后，情形则发生了变化。在彼时绝对

的“父权推定”原则下，法院并未拒绝父亲拥有未

成年子女抚养权，但通过否认人身保护令等司法

救济，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公平竞争奠

定了法理基础①。随后于 1774年，法院在另一个

竞争性抚养权归属纠纷案件中继续阐明其立场，

主张有责任根据“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作出抚养

权归属的判决，而非自动将其判予父亲。在该案

中，未成年子女福利被置于首要考量因素①。15

年后，法院在“鲍威尔诉克利弗案”（Powell v. 

Cleaver）中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及其继承权予以

审查，并再次挑战了绝对的“父权推定”原则。在

该案中，未成年子女的生父允许立遗嘱人照护并

抚养其子，直至立遗嘱人去世。当立遗嘱人去世

后，该生父随即现身并要求获得未成年子女的抚

养权以及立遗嘱人留给未成年子女的遗产，但衡

平法院坚持“不会让父母之感受影响其对未成年

子女利益所应履行的义务”②。至此，虽然“父权

推定”原则历经从绝对推定到相对推定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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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乃是其中不变的核

心理念。 

2.基于“母亲本位”主义的“幼年推定”原则 

在固有“父权推定”原则下，普通法剥夺了女

性对其未成年子女的监护、照护和控制的任何合

法权利；妻子只是因“其身份与丈夫身份融合的

动产”这一概念而被反映在婚姻法中［11］。在这

种情形下，女性在离婚后无权抚养子女。工业革

命后，受到“母亲最适合养育未成年子女”的社会

观念影响［12］，为确保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

“幼儿从母”“母亲优先”等观念兴起。直至 1839

年，《婴儿监护法》（Custody of Infants Act）

给予法官在未成年人监护案件诉讼中一定程度的

自由裁量权，且确立了母亲对 7 岁以下未成年人

拥有抚养权的推定。自此，英国法律将基于“母亲

本位”主义的“幼年推定”原则引入普通法传统，

逐步脱离了原有的父权偏好及对抚养权归属预设

前提的“父权推定”原则［13］。“幼年推定”原

则通常又被称为“襁褓”原则，系指法院用来确定

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的法律原则，尤其适用于

父母离婚案件。在该原则下，当所有其他因素皆

相同时，除非有证据显示母亲存在监护人资格缺

失等情形，否则在父母离婚后应将未成年人抚养

权优先授予母亲。及至 1873年，英国进一步修订

了《婴儿监护法》以更好回应和考量未成年子女

需求。依据该法，母亲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推

定被延长至子女年满 16岁时；但特殊情况如父亲

确定母亲犯有通奸罪等情形下，法院判决亦有例

外。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大多数法域依然

遵从“幼儿从母”的观念，恪守“幼年推定”原则。

然而在“国家亲权”法则影响下，该原则逐渐松动，

法院关于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的行

使负担逐渐有更多介入［14］。而随着性别平等意

识的高涨，诸多法域也越来越多地从父母性别平

等的角度对父母之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进行考

量，“幼年推定”原则影响日衰。但毕竟“幼儿从

母”观念盛行了数个世纪，“幼儿推定”原则已然

根深蒂固，仍有一些法域在具体情形中继续适用

该原则，于立法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继续偏袒母亲，

特别是在对涉及婴幼儿的抚养权案件作出判决时

［15］。 

3.基于“子女本位”主义的“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诸多法域基于“国家亲权”法则制定未成年人

保护法，并基于更多的与未成年人身体及发展需

求而非单纯保护财产或经济利益相关的考量而合

法化剥夺父母亲权［16］。此外，随着家庭结构的

巨大变化，未成年人监护法已从对母亲的绝对偏

好加速转变为更加平等的标准——“儿童最佳利

益”（best interests of child）原则，即父母

离婚后普遍适用的“子女最佳利益”原则。这一新

标准开始逐渐取代了优先授予母亲对未成年子女

尤其是婴幼儿之抚养权的“幼年推定”原则。由此，

从“子女本位”主义出发，法院根据“子女最佳利

益”原则来决定抚养权特别是抚养权的归属，并

将其视为优先于所有其他因素的首要因素。在新

原则下，母亲或父亲互相平等而均无预设优先地

位。如在我国台湾地区，撇除第三人监护情形，

2015－2017年离婚后子女亲权酌定（包含两愿离

婚、裁判离婚、调解离婚及和解离婚），由父亲行

使占 41%、由母亲行使占 39%、共同行使占 20%［17］。

法院在考量几个因素后决定抚养权，例如父母谁

最能满足子女需求，以及谁系子女的主要照护人，

等等。 

从产生到确立，“儿童/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历经了约三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早在 18、19世纪，

“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即成为家事判例法理缘由

的一部分。及至 1924年，国际联盟通过《儿童权

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明确提出“儿童最佳利益”原则。此后，

其发展远远超出了其作为家事法原则的最初概念。

法院在涉及婚姻、收养、抚养和未成年人监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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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中，皆适用该原则。虽然 20 世纪 60 年代后

期仍有一些法域的法院根据“幼年推定”原则自

动授予母亲抚养权，但随着性别平等观念的迅速

普及，法院在判决抚养权案件时已更多地适用“儿

童/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因“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内容的极大包容性与

拓展性，“幼年推定”原则亦可一定程度上统之于

“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但两者侧重点显然有所

不同，前者直接基于“母亲本位”主义而倾向于将

未成年子女抚养权优先授予母亲，而后者则基于

“子女本位”主义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作为首

要考量。 

（二）我国民事法治中抚养权归属原则的衍进及

反思 

“幼年推定”与“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皆以保

护未成年子女利益为导向，其指导思想亦不同程

度内嵌于我国民事法治抚养权归属酌定的实践沿

革中。如 1980年通过、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 36条

第 2 款规定，“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

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

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

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

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

决。”2021年，《婚姻法》废止，上述条款经过

修订并入《民法典》第 1084条第 2 款。期间，最

高人民法院曾于 1993年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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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子女抚养意见》），规定抚养权归属判决

应依据“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

权益”等原则。又如 2021年修订实施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第 24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

时，应当妥善处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望、

财产等事宜，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

见。” 

整体而言，这些相关立法与司法解释在不断

衍进中渐与国际潮流接轨，但仍有持续改进的空

间。如研读《民法典》第 1084条第 2款，或可见

其于不同情景下分别适用了“幼年推定”原则及

“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一是离婚后，不满两周岁

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此为“幼年推

定”原则（亦即“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二

是对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

议不成的，则由法院根据双方具体情形，按照最

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

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此为“子女最佳利益”

原则（亦即“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与“尊重

其真实意愿”）。然而在适用时，该款可能未尽然

明确“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在未成年子女抚养权

归属所有情形中一以贯之的指导地位及该原则在

法律实践中应充分考量的相关标准与具体因素，

可能仍有含混不清之嫌。 

首先，该款法条似乎缩小了“子女最佳利益”

原则的适用范围，仅在“已满两周岁的子女”抚养

问题上援用“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此番表

述及安排似将“不满两周岁的子女”抚养权酌定

排除在该原则之外。 

其次，该款法条认为“不满两周岁的子女”原

则上应由母亲直接抚养，但并未明晰该“幼年推

定”原则的适用前提及条件，有过度考量父母性

别、在抚养权归属中偏袒母亲之嫌，而非适用整

体考量特别是根据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来综合

研判并确定抚养权归属。 

最后，该款法条规定尊重未成年人真实意愿

仅限于适用八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极大缩小了

适用范围。仅就尊重未成年人真实意愿而言，《未

成年人保护法》对此亦有回应：其第 4 条提出，

处理包括抚养权归属等涉及未成年人事项时，应

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其第 24条规定，未成年人

的父母离婚后应“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

的意见”，亦即，充分尊重未成年人真实意思表示，

由其表达与父或母共同生活的意愿。联合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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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第 12条亦规定，“缔约国应确保有

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

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

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为此目的，儿童

特别应有机会在影响到儿童的任何司法和行政诉

讼中，以符合国家法律的诉讼规则的方式，直接

或通过代表或适当机构陈述意见。”上述国际法、

国内法对尊重未成年人真实意愿的表述，皆未限

制年龄区间。 

此外，《民法典》第 1084条第 2款以“两周

岁”及“八周岁”作为年龄区分点，或引发“三分

法”与“二分法”两种不同理解，导致“幼年推定”

原则及“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理解与适用上的误

差。 

第一种“三分法”理解，是以“两周岁”及“八

周岁”作为上述原则分别适用的起始点，亦即对

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抚养权原则上授予母亲，

以母亲作为不满两周岁婴幼儿的主要照护人为考

量，适用“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亦即“幼儿

从母”“幼年推定”原则；而对已满两周岁未满八

周岁的子女，父母对抚养权有争议的，法院据父

母双方的具体条件，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

原则，将抚养权授予更能代表未成年子女利益的

一方；至于已满八周岁而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

子女，则“尊重其真实意愿”。 

而对于第二种理解，则是在前种理解基础上，

以“两周岁”分界点再划分为两种情形，并将“八

周岁”作为分界点对第二种情形作进一步细分：

一是对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抚养权原则上授予

母亲，以母亲作为不满两周岁婴幼儿的主要照护

人为考量，亦即“幼儿从母”“幼年推定”原则；

二是对已满两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子女，父母对

抚养权有争议的，法院据父母双方的具体条件，

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作出判决；对已

满八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子女，应“尊重

其真实意愿”。 

三、纠结：“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标准与衔接 

未成年人监护旨在监督和保护未成年人的人

身、财产或其他合法权益，以弥补未成年人民事

行为能力的不足［18］。以未成年子女为权利主体

的“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处理亲

子关系与民事法律基本制度特别是未成年人抚养

权归属的核心且首要原则。如《联合国儿童权利

公约》第 9 条第 1 款规定，“缔约国应确保不违

背儿童父母的意愿使儿童和父母分离，除非主管

当局按照适用的法律和程序，经法院的审查，判

定这样的分离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而确有必要。”

虽然各法域法律关于法院在确定抚养权归属时须

考量的因素各不相同，但当下的通行标准应是“子

女最佳利益”原则。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已较多体现出“子女最佳

利益”原则的色彩，如《民法典》第 1084条第 2

款规定了“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未成年

人保护法》第 4 条亦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应当

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这些原则的适

用扩大了法院审酌情形及介入父母间纷争的权限

［19］。在该情形下，法院将抚养权判给离婚父母

的一般原则是：以家庭环境的各种因素为依据，

重点考量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实现

所能提供的最优质成长条件，而非仅考虑父母性

别的差异。解析“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在我国《民

法典》第 1084条第 2款的适用，亦要不断恢复到

该原则相关因素的考量之中。 

（一）“子女最佳利益”的衡量标准 

虽然国际法及各法域立法愈加要求与未成年

人相关的决定应坚持“儿童/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但对于一般情形或特定情形下该原则的构成却仍

未达成共识。比如，家事法学者琼·B·凯利（Joan 

B. Kelly）认为，关于“儿童/子女最佳利益”原

则的讨论，通常是模糊的、循环的，且充满了本身

缺乏定义和共识的心理概念和陈词滥调。她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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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该原则的定义为：在维持未成年人适应和

发展、确保未成年子女继续茁壮成长的目标下，

明确该未成年人在监护和探视中所需的因素，并

应尽可能确定并保留育儿、亲子关系和社会支持

体系等方面的优势［20］。类似阐述虽朝着正确方

向迈出了一步，但依然没有在酌定中带来理想的

统一性，且其影响因素也非常繁多［21］。在不同

法域，“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的具体涵义各有阐述。

如在美国《统一婚姻与离婚法》（ Uniform 

Marriage and Divorce Act）中，“儿童最佳利

益”一般准则包括：父母及未成年子女意愿；未成

年子女与其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关

系；未成年子女对家庭、学校和社区的适应；以及

所有相关人员的身心健康状况。该法明文规定以

“子女最佳利益”作为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亲

权行使争议的判决标准［22］。 

尽管家庭结构在父母离婚后发生了变化，但

应最大化维持或持续为未成年子女提供至少与分

离前相一致的情感和智力资源［23］。司法实践多

适用两种标准：一是综合考量标准，又称利益权

衡论，意指在预设前提下，综合考量父母与子女

各方的具体情形与需求而作出最终决定；二是主

辅结合标准，又称利益考量论，意指在设定优先

保护对象及原则标准基础上，再考量其他满足需

求与规范的利益与条件［24］。比如，应权衡未成

年子女与父母双方关系保持连续的必要性并考量

各种共享的共同监护。而当离婚原因包括未成年

子女具有心理或发育问题时，“子女最佳利益”原

则则会变通考量支持未成年子女适应变化与未来

发展所需的条件。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调整是在正

常范围内还是显著受家庭历史和养育能力影响，

亦将影响最终决定［25］。例如在英国，法官审酌

“儿童之最佳利益”时所考量因素大致可分为儿

童、父母与外在的特质条件：儿童意愿与想法、儿

童年龄、父母亲的亲职能力、父母亲的个性表现、

父母亲的婚姻与居住状况、可能造成的伤害与危

险的具体情形、父母亲照护孩子的意愿与态度、

亲子关系、亲友支援、儿童的背景及特质、儿童生

理、情感与教育的需求、儿童与申请人间的互动

关系、主要照护人、父母亲或同居人有儿虐情形、

儿童状况、父母的健康、手足关系、父母背景、儿

童性别、父母年龄、父母亲或同居人酒瘾行为等

［26］。但在一些棘手的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

纠纷案件中，即使阐明了“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

标准，亦无权来指导酌定上述因素在抚养权归属

中的重要性排序。“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时常受到

批评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允许一定程度的司法自

由裁量空间而难以与法治承诺相协调，并由于法

官皆有人性的固有偏见而较难作出实质性酌定。

比如，家庭暴力被认为是抚养权归属中“子女最

佳利益”所应考量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在司法实

践中存在一定程度上“同案不同判”的难题［27］。 

（二）基于父母性别平等的讨论 

过去数十年间，促使男女平等是各法域家事

立法改革及未成年人司法实践的主旨。在较多适

用“幼年推定”原则的过往案例中，有时法院简单

化处理，自动将未成年子女交给不称职的母亲，

而这些做法则不公平地剥夺了父亲的抚养权。一

些女权主义者批评“母亲默认取得抚养权而父亲

须证明母亲不适格才能取得抚养权”这一规定与

性别平等的倡导相反。他们认为，“幼年推定”原

则强调了母亲在未成年子女尤其在其婴儿期间的

生物学优势，由此导致对母亲抚养权归属的法律

偏好，保证了单身女性及其监护下未成年子女的

经济地位，但反而会强化女性作为家庭主妇或母

亲的刻板印象［28］，可能进一步加深“女性居家

照护未成年子女”的观念。有学者继而主张，这一

原则“事实上仍未脱离父权体制的阴影。盖此原

则之前提乃源自父权体制下对于母职的认定与想

像”［29］。即便基于父母性别平等基础的“子女

最佳利益”原则确立后，仍有一些女权主义者认

为该标准实则对女性有害。他们强调，在该原则

下，女性在离婚案件中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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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主张父亲会以剥夺抚养权为要挟，迫使母亲接

受较低的赡养费和财产，甚而声称父亲更常被授

予抚养权［30］。 

从法律文本审视，虽然绝对的“父权推定”

“幼年推定”已逐渐予以修正，但维护未成年子

女最佳利益的核心理念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承袭，

亦为“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建立奠定了理论与

实践基础。亦可发现，从“父亲本位”到“母亲本

位”再到“子女本位”的变迁中，父母性别平等观

念日渐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明晰离婚案件中未

成年人之抚养权纠纷的脉络，以及与当前“子女

最佳利益”原则的联系，须引鉴性别平等观念作

为指导。 

四、破局：“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适用与展开 

需要说明的是，没有一刀切的监护安排，也没

有千篇一律的法律规定。回到《民法典》第 1084

条第 2 款，适用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原

则酌定时，本文建议通过研拟、修订和出台最高

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基于以

“子女本位”为基础的“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并

融合父母性别平等视角，综合《子女抚养意见》等

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由此考量符合该原则标准

的诸多重要现实因素，并据此作出最有利于未成

年人成长的研判。 

（一）基于以“子女本位”为基础的“子女最佳利

益”原则 

在我国离婚案件关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酌

定实践中，依照“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应始终坚

持“子女本位”主义，综合考量关涉未成年子女成

长利益的相关因素，如子女的意愿、年龄阶段的

特殊需求及当前与未来发展所需的条件等。 

一是未成年子女的年龄，即年幼性。通常认

为，年幼的未成年人尤其是哺乳期的婴儿更需母

亲养育，因而若无特殊情形，应优先随母亲共同

生活。此番考量与“幼年推定”原则具有一定的相

似之处，但究其根本仍然应当是“子女最佳利益”

原则，即从幼年子女身心成长的需求而非母亲亲

权出发，考量核心应聚焦婴幼儿对母亲的特殊生

理与心理需求。即便因未满两周岁子女的哺乳与

成长等需求而考虑将抚养权判归母亲，也应当首

先考虑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最大化，继而再考量母

亲是否具备相应的抚养条件。即便母亲在未成年

子女的婴幼儿时期为主要照护人，也仅将其作为

重要考量因素而非自动授予其抚养权。若母亲一

方存在不适合抚养子女的具体情形，如患有久治

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及《子女抚养

意见》规定的其他不利情形，则依据“子女最佳利

益”原则，法院可以将子女抚养权判归父亲一方

或其他有监护能力的人。如有学者对南京市六家

基层法院四年离婚纠纷案件的调查发现，因母亲

无法或不愿意抚养等原因而将子女抚养权判归父

亲的案例亦约有两成［31］。 

二是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即自主性。法院应当

考量未成年子女对抚养权和探视的偏好，尤其是

当未成年子女年龄较大时。首先，“尊重”并不直

接等同于“遵从”或“听从”。法院应明确未成年

子女是否已达到能够表示并知悉其意思表示的阶

段，并在最终决定中将其意愿作为重要的考量因

素，但依然应在“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指导下综合

考量其他相关因素。其次，尊重未成年人真实意

愿，不宜仅限于适用八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而

应适度扩大至所有可“真实意愿表达”的未成年

子女。《民法典》第 1084条第 2款将有表达意愿

的年龄以“八周岁”为明确的划分界限，应是引鉴

了民事行为能力的相关规定。如《民法典》第 19

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

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此，据《儿童权

利公约》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未成年人意愿

表达及听取的相关规定，或可进一步明确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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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真实意愿表达及能力的评估判断标准，以适

度扩大“真实意愿表达的未成年子女”范围，在尊

重其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 

三是未成年子女的适应，即稳定性。在父母离

婚情形下，应着重考量维持未成年子女的成长与

教育质量，尽量通过破坏性最小的监护和探视安

排减少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相关重

要考量因素之一为目前国际较惯用的“主要照护

人原则”（又称“照护继续原则”）。“主要照护

人”（primary caregiver）意指最能满足未成年

子女需求、最愿意承担责任或一直照护未成年子

女的父母。“主要照护人原则”试图确定父母何方

能负责满足未成年子女的大部分日常需求。“子

女最佳利益”原则本身并没有贬低主要照护人角

色的重要性，反而是将这一点包括在其考量因素

中。如，出于稳定原因，有固定住所的父亲或母亲

可在其他条件相当前提下优先取得抚养权。 

（二）积极融合父母性别平等视角 

“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是基于“子女本位”主

义提出的标准，虽长期备受争议，但从父母性别

平等角度来看，该原则的适用标志着未成年人监

护法对性别平等观念的合理吸纳与适用。应当明

确的是，“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与“幼年推定”原

则之间不应是分庭抗礼的关系，而应有适用序阶

之别。在性别平等观念下，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父

母离婚后，抚养权归属不宜预设父母性别为考量

前提。大多数情形下，在一方提出对方于未成年

子女监护利益不利的证据之前，父母亲皆被视为

拥有平等的抚养权，因此须对父母双方维持子女

最佳利益的能力进行评估、衡量与比较。 

一是父母的抚养能力，即适格性。例如父母的

身心健康、经济能力、居住情形、生活方式和其他

社会因素。抚养能力的考量不应局限于物质性条

件，亦应包括心理能力、情感能力等要素［32］。

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6 条规定，监护人

应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

障，且应关注其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在父

母离婚情形中，维持未成年子女生活与学习各方

面的稳定性与继续性是重要的原则标准，并应据

此对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进行考量。同时，父母

为未成年子女提供衣食住行和健康安全的能力，

亦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二是亲子的连接关系，即纽带性。首先，考量

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间的情感纽带，如父母对未

成年子女进行指导的能力、父母在分居前后对子

女的抚养意愿，等等。其次，考量父母是否愿意支

持另一方配偶与子女的关系，关注父母是否在抚

养子女方面相互合作，或者父母是否干涉对方与

子女的关系。最后，考量隔代的辅助抚养条件。在

考量“子女最佳利益”时，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家

庭成员在未成年子女抚养中所能提供的资源与条

件也应囊括在内［33］。如据《子女抚养意见》，

当父母双方抚养条件基本相同时，子女单独随祖

父母或外祖父母生活多年，且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照顾的，可作为抚养权授予

的优先考虑条件。 

三是抚养的安全稳定，即排除性。若父亲或母

亲对未成年子女虐待或照管不良，法院将不考量

其抚养权，并限制其对未成年子女的探视。无论

是直接遭受家暴还是间接遭受家暴亦或是遭受直

接与间接双重家暴，皆会对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发

展造成强烈的、即时与长久负面影响。因此，在酌

定未成年子女抚养权时，应着重考量家庭中是否

存在虐待或照管不良情节。如，在审理涉家暴的

离婚案件中，应对施暴者、抢孩子一方的抚养权

主张慎重考量甚而不予支持，亦应查明家暴被害

人放弃子女抚养权的原因及做好后续司法保障工

作［34］。 

四是抚养的妥善履行，即适宜性。首先，强调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共同监护，即友善父母条款。

《民法典》在总则部分允许有资格的监护人就子

女的抚养权达成一致，使离婚的父母可在不剥夺

配偶监护权的情形下就具体的子女抚养权达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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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次，强调同胞子女不宜分离，即手足原则。

2014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宗离婚案件中双胞胎子女的抚养权争议。该案中，

父亲主张抚养婚生子，而婚生女由母亲抚养；母

亲则主张双胞胎子女均由其抚养。一审判决支持

了母亲的主张；二审综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与

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确定双胞胎子女均由母亲

抚养更有利于健康成长而作出了维持原判的终审

判决①。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的逐步落地，

我国多孩家庭的数量在逐步增加。有研究表明，

在经历消极生活或创伤事件时，积极的同胞手足

关系会通过决策、情感支持等途径为彼此提供支

持［35］。通常情形下，针对多孩家庭中多个子女

的抚养权归属，应当始终坚持“子女最佳利益”原

则，综合考量未成年子女间的情感与相互扶助等

多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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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规范中的赡养义务 

2022-06-15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薛宁兰 

http://www.cssn.cn/zx/bwyc/202206/t20220615_5412572.shtml 

关键词：民法典;民法规范;赡养义务 

在我国，民法中的“赡养义务”是指晚辈直系

血亲（成年的子女、孙子女）对长辈直系血亲（父

母、祖父母）的生活供养与扶助。《民法典》在总

则编和婚姻家庭编中，确立了赡养权利人与赡养

义务人的范围、赡养发生的条件等规则。《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从老年人实际需求出发，在“家庭赡

养与扶养”一章对赡养义务的内容从经济供养、

生活照料到精神慰藉作出符合国情的全方位细化

规定。两法相互照应，共同构成我国关于亲属赡

养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 

赡养义务的主体 

赡养义务基于当事人之间特定的亲属身份依

法产生。《民法典》第 26条第 2款规定，“成年

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第

1067条则从确立父母赡养费请求权角度作进一步

规范，第 2 款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

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

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承担赡养义务的成年子女应当与受其赡养的

父母存在法律上的亲子关系。学说和立法例均将

父母子女关系分为两大类：一是自然血亲的父母

子女关系。它基于子女出生的事实形成，包括婚

生父母子女关系和非婚生父母子女关系。二是拟

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它是基于法律的认可，

人为设定的，主要通过收养或再婚等法律行为形

成，包括养父母子女关系和有抚育关系的继父母

子女关系。我国《民法典》第 1071 条确立非婚生

子女具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法律地位，第 1072条第

2 款规定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具

有法律上的亲子关系，第 1111条明确收养具有在

收养人和被收养人之间形成亲子关系的效力。由

此可见，《民法典》第 26条中的“成年子女”具

体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受继父母

抚养教育的继子女四类。 

孙子女是我国《民法典》确立的另一类承担赡

养义务的主体。《民法典》第 1074 条第 2款规定，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

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有赡养的义务”。可见，孙子女是第二顺位的赡养

人。本款未明示此处的“孙子女”特指已满 18周

岁的成年孙子女，然而基于法理和前后法条逻辑

关系，可推定承担对祖父母赡养义务的孙子女应

当为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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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与孙子女是隔代的直系血亲，也是除

父母子女之外，血缘联系最近的直系血亲。为适

应人口老龄化发展需要，充分保障老年人基本生

活，我国从 1980年《婚姻法》开始便确立孙子女

在特定条件下负有对祖父母的赡养义务。法律确

定孙子女也是赡养义务人，既可保障家庭中“弱

者”的基本生存，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又能弥补社

会保障之不足。《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4条关

于“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

赡养义务的人”的规定，实现了与民事立法的有

效衔接。 

赡养义务的内容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亲属赡养也由过去只注重经济供养，开始关注对

长辈直系血亲的生活扶助与精神安慰。我国《民

法典》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关于赡养义务内容

的原则性与细化性规定的有机结合，凸显了新发

展阶段下亲属赡养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独特价值。 

由此可将赡养义务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

赡养，专指经济上的供养。其依据为《民法典》第

1067条第 2款，具体化为赡养义务人给付权利人

一定金额的赡养费。广义的赡养，则是指《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第 14条第 1款确定的“赡养人应当

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

慰藉的义务”。这一规定将赡养义务的内容从物

质层面拓展到日常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层面。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常回家看看”等精神

赡养内容上升为法定义务，是法律顺应人口老龄

化发展趋势，增强亲属赡养力度，实现保障老年

人生存权宗旨的表现。尽管此类司法裁判不能强

制执行，但彰显了我国法律秉持的价值观，同时

具有敦促义务人履行义务的功能。 

赡养义务的履行 

成年子女、孙子女对父母、祖父母的赡养义务

具有人身专属性和法定性。在赡养关系存续期间，

虽然法律允许数个赡养义务人经老年人同意后，

通过协议约定各自赡养义务的履行，但并不能通

过协议方式免除赡养义务，亦不得因被赡养人婚

姻状况发生变化（离婚、再婚、丧偶）而终止。不

仅如此，赡养义务的履行还具有强制性，不得附

加任何条件。义务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

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由《民法典》第 1067 条第 2 款、第 1074 条

第 2 款规定可见，成年子女对父母、孙子女对祖

父母赡养义务的发生都是有条件的。 

成年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的发生须满足两个

条件：第一，父母必须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

难。所谓“缺乏劳动能力”，是指父母因年老、疾

病、残疾等原因无法从事体力或者脑力劳动，完

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所谓“生活困难”，是指

父母无法以自己的收入或者财产维持生活。父母

只需满足其中一种情形即符合法律对赡养权利人

的条件要求。因此，对于父母生活不困难但缺乏

劳动能力的，子女仍应依法履行赡养费给付义务。

第二，成年子女有赡养能力。这要求成年子女不

仅具有经济负担能力，还应当是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人。 

孙子女作为第二顺位的赡养义务人，当赡养

权利人的成年子女缺格时，方履行对祖父母的赡

养义务。故而“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

是孙子女作为赡养义务人的首要条件。其次，祖

父母有被赡养的需求。《民法典》第 1074条第 2

款对此虽未明示，然参酌成年子女赡养父母的条

件，可推衍出这一条件。最后，孙子女应当是有负

担能力的成年人。此所谓“有负担能力”，是指成

年孙子女在满足自己及前一顺序法定受扶养人

（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的合理生活、教育、

医疗等需求后，还有赡养祖父母的经济能力。如

果数个孙子女均有负担能力，作为同一顺位的扶

养义务人，应根据各自经济状况，共同负担对祖

父母的赡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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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赡养的方式，在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的

立法例中主要有两种：一是共同生活赡养。即赡

养义务人与赡养权利人共同居住生活，进行直接

赡养。二是赡养义务人不与权利人共同生活，而

以定期支付赡养费或给付实物、定期探望、轮流

照顾等方式供养权利人。我国《民法典》对赡养的

方式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务中，法官通常

根据当事人诉求，采取上述两种赡养方式相结合

的方式，对案件作出裁判。随着我国家庭结构变

化，成年子女、孙子女不与父母、祖父母共同生活

成为常态。他们对父母、祖父母最直接的赡养方

式便是定期给付被赡养人赡养费。赡养费的范围

不仅限于被赡养人的生活费，还应包括医疗费、

护理费等其他费用。赡养义务人对于生活不能自

理的父母、祖父母，应当承担照料责任，不能亲自

照料的，可遵照老年人意愿，委托他人或者养老

机构等代为照料。 

成年子女、孙子女赡养父母、祖父母不仅是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他们依法承担的义务。我

国现行赡养制度以宪法为依据，民法典为核心，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补充。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

老龄化程度加深，未来，民法中的赡养制度应与

国家养老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并驾齐驱，

协同发挥对老年人生活保障的制度功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汪洋：民法典时代夫妻债务的类型与责任财产 | 专题发言 

2022-06-17 与民法典同行 汪洋 

https://mp.weixin.qq.com/s/9Qg9c1t2TJKxq6ycubkvfw 

 

汪洋 

清华大学副教授 

对于夫妻债务的类型与责任财产的研究，难

点在于夫妻债务与整个夫妻财产制之间存在纠葛，

这个纠葛源于民国以来继受的个人主义立法。《民

法典》未将夫妻共同体即家庭纳入自然人、法人

以及非法人组织的范畴，家庭不能以自己的名义

从事民事活动。除“两户”外，家庭的组织性程

度尚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属性，夫妻共同财产并不

存在一个独立于夫或妻的归属主体。如果从法经

济学的资产分割理论看，夫妻法定共同财产制下，

因婚姻关系，夫妻双方在各自的概括财产中分割

出一部分组成夫妻共同财产这一特别财产。由此，

夫妻双方的概括财产分为各自的“个人财产”与

“共同财应中各自的份额”四个部分。此种区分

方式再加上家庭本身不能作为民事主体，使得夫

妻共同财产又因资产分割与夫或妻的个人财产有

所区隔。当与家庭之外的第三人也就是债权人之

间产生冲突时，将会出现夫或妻个人债务的债权

人可就负债方在共同财产中的相应份额取偿的问

题。夫妻连带债务或共同债务的债权人，可针对

夫或妻的个人财产求偿，疑问仅在于针对不同类

型的债务，夫妻共同财产或个人财产之间是否存

在清偿顺序。我认为可借鉴合伙的 “双重优先规

则” 即 “弱型财产防御规则” ，夫或妻的个人

财产优先清偿个人债务，共同财产优先清偿连带

债务或共同债务，清偿之后有剩余时，方用于另

一债务的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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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规范未区分连带债务与共同债务，统一

使用了“夫妻共同债务”这一术语，具有一定误

导性。从债务人数量上划分，夫妻债务逻辑上只

有两种可能，或是夫妻一方负担的个人债务，或

是夫妻双方经合意或依法负担的连带债务。连带

关系所强调的并非夫妻共同履行，而是以夫妻双

方的全部财产作为责任财产。但夫妻共同体的特

殊之处在于法定共同财产制，夫妻共同财产作为

重新组合的特別财产，用于维系夫妻共同体这一

目的，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通常不区分各自份额

也不能分割，强制执行时要针对夫妻双方获得执

行名义，因此可以定性为婚姻法领城因夫妻共同

财产制生成的共同债务。其背后的原理仍为私法

上的意思自治，只不过并非针对某笔特定负债，

而在于夫妻双方对夫妻财产制的自由选择和承担

由此带来的责任风险。 

综上所述，夫妻债务可分为连带债务、共同债

务与个人债务三种类型。一是连带债务，责任基

础在于多数人之债，大额连带债务需要以夫妻共

同意思表示为基础，小额连带债务以日常家事代

理为基础，责任财产包括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与

全部夫妻共同财产。二是共同债务，责任基础在

于夫妻法定共同财产制，是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

为满足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等家庭利益

的需要所负的债务，责任财产包括负债方的个人

财产与全部夫妻共同财产 。三是夫妻一方个人债

务，责任财产包括负债方的个人财产与其在夫妻

共同财产中的相应份额。 

作出上述类型划分后，其难点在于债权人对

负债方在夫妻共同财产中份额的求偿。我认为存

在三种可能性：第一种，负债方配偶同意以自己

的财产为负债方偿还债务以避免分割共同财产，

事后其针对负债方享有补偿请求权。第二种，离

婚分割共同财产，再申请强制执行属于负债方的

财产。第三种，婚内分割共同财产，并就负债方的

相应份额求偿。《民法典》第 1066 条通常不能类

推适用及扩大解释，但按《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

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 14条，如

果一方的个人债务无法从其个人财产中清偿，亦

可由债权人代位或夫妻一方提起析产之诉。此时，

允许改采分别财产制，是给债权人提供救济的同

时延续婚姻关系的最佳途径。 

最后，关于《民法典》第 1064 条，我认为共

债型的夫妻合意的意思表示解释应进行较为宽泛

地认定，共同受益型表述上应包括共同投资、共

同受益等类型。现有规定仍欠缺依据法律规定产

生的夫妻共同债务，如《民法典》第 1168条因共

同侵权所负的共同债务、《民法典》第 1188条因

被监护人侵权所负的共同债务。 

刘征峰：民法典体系中家庭关系法律适用和续造的顺序 | 专题发言 

原创：2022-06-17 与民法典同行 刘征峰 

https://mp.weixin.qq.com/s/a2k2fR9Q-X0xF4Ccz4bf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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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征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我报告的题目叫《民法典体系中家庭关系法

律适用和续造顺序》。这个问题的来源是现在婚

姻家庭法回到《民法典》之后，出现了婚姻家庭法

内部和超出婚姻家庭法的适用和续造的问题。 

无论是民总的解释，还是《民法典》的条文，

都为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的开放性提供了基础。

首先是民总解释规定包括婚姻家庭关系在内的民

事关系，适用总则编的规定，除非根据其性质不

能适用。另外很多老师也都写了关于《民法典》第

464条关于对合同编的参照适用以及第 1001条对

人格权编的参照适用的问题相关的文章，保持开

放性是立法的一个总体倾向，而且尤其是我国婚

姻家庭编整个条文数量比较少，对规范的需求比

较大的情况下，这种开放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确定婚姻家庭法律关系法律适用开放性的

基础上，我们需要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婚姻家庭编内部适用、内部续造、外部

适用、外部续造的问题。这几个法律没有进行一

般性的限制。所谓的一般性限制，首先是有些国

家民法典或者家庭法典直接规定了家庭法之外的

法律适用不能违反婚姻家庭关系的本质，但本质

也是一个不确定概念，需要在法官在进行适用的

过程中进行具体解释。此外涉及家庭关系类型法

定的问题，因为如果最后类推适用产生了新的家

庭关系类型，可能会违背家庭关系类型法定基本

原理。 

二、但如果不存在这些限制，就会产生一个

顺序的问题。有可能大家比较疑惑的是，一般来

说适用当然优先于续造。 

但是超出家庭关系法律适用面临的难题在于

它实际上叠加了一个特殊性的问题，虽然它在《民

法典》里，但是它叠加了特殊性的问题。我主要是

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内部续造和外部续造顺序，

第二个是内部续造和外部适用的顺序。 

尤其是第二个问题，现在实践中也是比较棘

手的。 

第一个是内部续造和外部续造的关系，一般

来说基于身份关系相似性原则内部续造是优先于

外部续造的。面临一个问题是内部续造和外部准

用的关系。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内部续造仍然要

优先于外部的准用条款。 

第二个问题是内部续造和外部适用的关系。

外部适用包含哪些？我这里主要讲的是《民法典》

之内、婚姻家庭编之外的适用问题。 

首先是总则编的是适用，因为民总解释已经

规定了适用问题，所以适用总则编没有太大的疑

义。其次是债法的适用。合同编虽提到了准用但

是协议去准用合同编的规定，没有考虑到婚姻家

庭里面还有很多法定之债，而《民法典》第 468条，

说的是非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适用有关该

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规定，但婚姻家里面里面产

生的债是不是债法意义上的债，在各个国家都有

争论。我们假设它是一种债，那就涉及到适用的

问题。之后是物权编的适用，婚姻中各种共有关

系可能会涉及到适用物权编的规定。由此就会产

生内部续造和外部适用的关系，我这里抛砖引玉

举一个实践中的例子。送养子女患有重大疾病，

送养人不如实告知，收养关系是撤销还是无效，

如何确定此问题的规范基础。首先可以考虑《民

法典》总则编关于欺诈的规定，知道有重大疾病

不如实告知这种情况能否适用民总欺诈可撤销的

规定，包括《民法典》第 157 条关于法律行为撤

销以后效果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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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婚姻家庭编里虽然没有规定收养撤销，

但是规定了婚姻撤销，《民法典》第 1053条不如

实告知患有重大疾病有权撤销，这是撤销的一种

情形；更重要的是《民法典》第 1054条规定了无

效或者被撤销的婚姻的效力，不难发现它跟民总

的第 157 条实际上有两个差异之处：一是在婚姻

被撤销以后，对已经形成的事实关系，虽然不作

为事实婚姻来处理，但实际上也对其有一定的特

殊保护，比如说婚姻家庭编解释一中的共同共有

推定。二是《民法典》第 1054 条的第 2款，婚姻

无效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但民

总没有仅仅限于无过错方，这里实际上是增加了

一个要件。 

我们回到比较现实的问题，此处应该是适用

民总的规定，还是类推适用婚姻被撤销的规定，

还是考虑收养本章的规定。收养本章有两个比较

特殊的规定，第一个是《民法典》第 1104条，规

定了是收养人和收养人应当双方自愿，关键是怎

么去解释这个自愿。即使是把自愿进行扩大解释，

欺诈的情况下也属于违背了自愿，也仍然面临一

个问题，就是在法律效果上到底能否去类推适用

婚姻无效或者撤销的规定，还是类推适用民总的

规定。 

我个人的看法是可以考虑优先类推适用婚姻

无效和被撤销的法律效果，但加以限制。因为类

推适用婚姻家庭编也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婚姻家

庭编对已经形成的事实有特殊保护，如果这边要

去类推适用的话，会不会突破类型法定的限制。

前面都是我的困惑和疑问，最后我的一个初步结

论是内部适用当然大于内部续造，内部续造大于

民总适用，民总适用大于其他编的适用，在此之

后才是法律设置的两个准用，之后才是对其他编

的一个类推适用的问题。 

申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其他分编的衔接解释 | 专题发言 

原创：2022-06-17 与民法典同行 申晨 

https://mp.weixin.qq.com/s/cREJGsmVvcRnBX8hBxe-0w 

《民法典》颁布两周年以来，解释论上还有很

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婚姻家庭编解释论的构建需

要将婚姻家庭编与其他分编进行衔接，而婚姻家

庭编衔接解释的特殊性又立足于婚姻法独特的立

法背景。 

首先，婚姻家庭编承袭了我们国家婚姻法主

要的立法内容。我国婚姻法早在 1980年就已颁行，

那时民法通则尚未颁行，而 2001 年婚姻法第一次

修订时，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主要民事立法也

尚未版型，这就导致婚姻法并未预留一些可以与

其他的民事法律制度相衔接的地方。因此，在民

法典中，各分编之间的规则需要相应的沟通。其

次，婚姻法的立法，没有在法典化的预设前提下

展开。将婚姻家庭编纳入民法典立法结构是 2000

年以后才在立法上形成的共识。婚姻法立法之时，

我国的婚姻家庭法主要受苏联的立法模式的影响，

所以并没有在法典体系预设的前提下进行立法活

动。因此，很多基于法典化体系思维所产生的法

律解释方法，可能不一定适用于我们的婚姻家庭

编。 

在独特的立法背景之下，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有其特殊性。 

1. 要谨慎使用体系解释。因为我们在立法的

时没有使用体系化的方法，因此，当我们使用体

系解释时，得出来结论的不一定恰当。当然体系

性解释并非完全不能用，只是说要谨慎使用，在

使用的时候要承担额外的论证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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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更多地关注婚姻家庭生活特殊的社会

事实。此处的特殊性是相对于我们平常讲的陌生

人关系。包括财产法在内的主要立法都是在市场

环境中陌生人交易关系的假想前提下，这和婚姻

家庭生活不同，如物权编中的物权变动模式，可

能未必能用于夫妻之间的物权变动。 

3. 要强化目的解释的运用。当其他分编规则

需要适用于婚姻家庭时，要着重去考察其立法目

的，即其是否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需求相

一致。例如，《民法典》总则编第 22条关于限制

行为能力人的规定。在今年发生的热点事件中，

产生了有智力障碍或者精神障碍的人有没有结婚

能力的问题。婚姻家庭编其实并没有对这个问题

作出明确规定，如果按照体系解释的思路，我们

可能会找到民法总则第 22条。按照这一条，结婚

行为是一种典型的民事行为，但限制民事行为人

从事民事行为，只有在部分情况下，才可能会有

效。第一种是代理，但是结婚这种身份行为通常

认为不能代理；第二种是纯获利益的行为，但婚

姻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不太可能是与其智力精神

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按照文义解

释，我们很可能会得出限制民事行为的人不具有

结婚能力的结论，但是这种观点可能与一般社会

观点存在差别，因为对于有一定认知能力和自理

能力的智力障碍者或者精神障碍者，结婚是更有

利的选择，因为其结婚组建家庭后，有配偶和子

女可以对其起到保护作用。此时如何理解第 22条

和婚姻家庭编之间的解释的关系，需要重点考虑

第 22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制度的立法目的。该

条的立法目是为了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因心智障

碍而遭受不利，在此种目的下，让其有能力缔结

婚姻有利于其利益保护。当根据立法目的解释应

该赋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的能力时，就不

能适用民法总则第 22条，而是需要在婚姻家庭编

内进行解释，即进行内部续造。 

当然这同样会涉及风险或法律漏洞，虽然从

整体上看，有配偶和子女会更有利于对限制民事

行为人的保护，但是还有两种主体可能会侵犯限

制行为能力人的利益。第一种是结婚之前的法定

代理人。如果说结婚的表意行为是由法定代理人

作出，当法定代理人不愿意保护限制民事行为人

时，就很有可能对限制民事行为人产生一种侵犯。

第二种是当婚后配偶成为法定代理人时，并不能

保证其一定会保障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利益。 

因此，在规范解释的基础上，首先要有一些

配套的制度构造，如对于限制民事行为人适用特

殊的结婚登记程序，在登记程序中对其内心意思

进行审查、对法定代理人意思进行严格审查。其

次，婚后需要公权力部门对限制民事行为人的这

种特殊婚姻进行备案和事后监督。 

分会场二 第三单元评议 | 专题发言 

原创：2022-06-17 与民法典同行 张定军 

https://mp.weixin.qq.com/s/yiTyG1ix4ExwjAizJER3kg 

 

张定军 

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 

申晨老师和刘征峰老师的这两个主题，其实

在我看来有很大的共同点，都涉及到非常重大的

方法论的问题。刚才申老师谈到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时，举了结婚能力例子来说明要谨慎使用体

系解释，强化目的解释，这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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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解释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解释方法，甚至有

的解释论认为其不仅是一个方法，也应该是解释

的目标，所以我认为强调目的是正确的，在这样

的情况下配合体系来做解释。 

刘征峰老师讲到的关于内外续造关系的问题，

就内部续造和外部续造，当然是内部续造优先于

外部续造。然后他讲到了内部续造优于外部准用，

当时我想的是既然都可以准用，那说明已经有相

应的规范，但是续造在存在漏洞的情况下才会发

生，对此我存在疑问。但就其讲到的的关于内部

续造与外部适用的关系的例子，让我针对前面的

疑问又产生了个疑问，即在有规则可以直接适用

的情况下，还需要考虑内部续造与外部续造的关

系吗？他举的例子我觉得很好，当送养子女有疾

病，送养人欺诈却没有告知，对此在收养关系里

确实没有相应规则，但总则的法律行为部分有欺

诈的规则，这时是适用总则的规定还是比照婚姻

家庭编中有疾病的撤销，这确实是一个内部续造

的问题。在婚姻家庭编中进行解释或者是适用法

律续造等法律方法时，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

题，确实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如果有规则却

不用规则，而是进行续造，可能违背了一般的方

法论，这样的例子确实是需要仔细考虑的，在这

种情况下，应该如何通过符合方法论的思维方式

来处理此种问题，对我非常有启发。 

缪宇老师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这个

问题在实践中非常有意义。他讲了三个问题：1. 

共有财产共同投资的股权，是不是共有的？2.如

果是共有的话，能否单独处分？是否构成无权处

分？3.共有的情况下，配偶一方能否单独行使表

决权？这里面讲到的三个理论性很强的问题，我

认为都非常具有实践意义。当然，在讲这些问题

时，我也存在一些疑问，比如他指出的我国存在

主要问题是登记比较僵化，我的疑问是如果允许

两个人登记，夫妻双方都是股权人，这个时候又

如何处理呢？之后他又从比较法的角度讲了一系

列解决方案，从他介绍的情况来看，我基本上可

以接受他的方案。 

汪洋老师讲到的关于夫妻的共同债务的问题，

确实也是这几年讨论的十分激烈的问题。他将这

个问题主要归结到责任财产以及清偿顺序的问题

上，我基本赞同，《民法典》第 1064条规定的共

同债务有几种情形，但通过本条认定了的共同债

务，到底是怎样的多数人债务形态？我觉得需要

考虑到的关联法条是《民法典》第 307条的规定，

即因共有不动产或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共有人

享有连带债权或者承担连带债务。那么，在夫妻

关系中的共同债务与《民法典》第 307 条之间是

否可以划等号？汪洋老师也谈到了清偿顺序可以

考虑与合伙类比，《民法典》第 973 条规定的是

合伙人对于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以合伙人的

个人财产与合伙财产作为责任财产。但这条与《合

伙企业法》第 38、39条中的规定存在不同。《合

伙企业法》中存在清偿顺序，即当合伙企业的财

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合伙人才需承担连带债务。

那么《民法典》的规定和《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是

否表达了不同的意思？在立法意图不明的情况下，

就涉及到解释的问题，包括第 307 条，因共有不

动产或者是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有什么？首先想

到的有因为房屋维修导致的债务，此处作为连带

债务处理没有问题。但如果夫妻共同处分他们的

动产，这种情况下是否是连带债务？如果是连带

债务，夫妻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履行全部的债务，

因为财产是共有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把物的所

有权全部依法转让给买受人，这种情况就比较复

杂。但总体来说，我认为《民法典》提出的夫妻共

同债务的表述，其与其他规则中的连带、按份等

债务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可能还需要去细致

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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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强：成年监护的监护人责任 | 专题发言 

原创：2022-06-13 与民法典同行 李国强 

http://www.cssn.cn/zx/bwyc/202206/t20220615_5412572.shtml 

 

李国强   

大连海事大学教授  

我国民法关于监护责任的规定，从《民法通

则》第 133条到《侵权责任法》第 32条，再到《民

法典》第 1188条，基本上是文字的精细化，立法

主要内容并没有太大变化。关于监护人责任问题，

依据行为能力来确定规则的适用范围，既把范围

划定得较大，该条被监护的对象既包括未成年人，

也包括成年不能辨认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

人。《民法典》比《民法通则》成年监护的范围进

一步扩大，在此之后会引起相关制度的连锁反应。

在《民法通则》的时代，没有真正确立现代意义上

的成年监护制度，只是被监护的对象中有成年人。

《民法典》关于监护人范围和职责规定均发生了

变化，在《民法典》确立了现代的监护制度之后，

如果仍用《民法通则》133条的规范逻辑解释《民

法典》第 1188条则会存在问题。 

《民法典》总则编的第 27 条和第 28 条确立

了以家庭为中心的监护人范围，家庭之外的人作

为补充，《民法典》第 33条确立了意定监护制度。

无论是法定监护还是意定监护，在成年监护领域，

尽到职责或者和被监护对象共同生活的监护人是

否为日本法所表述的具有法定监督的义务。与未

成年人监护相比较，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对于成

年监护来说，被监护人和监护人之间更多是协助

关系，尤其意定监护主要是依据监护协议来确定

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范围。 

《民法典》第 35条关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

监护人履行职责方式的不同规则更为明显。未成

年人虽然也有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表述，但

其依旧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替代决策模式。而对于

成年人，表现为协助决策模式，协助决策模式下

监护人法定的监督义务发生疏离，监护人并非就

当然具有法定监督义务或者看护监护义务。 

在监护人责任的立法模式上，我国采取了无

过错责任，而多数国家采取了过错推定责任。在

实践中意定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无论是从履

行监护职责以及监护人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看，

可能都存在问题。此外，《民法典》第 1188条没

有妥善区分替代责任和自己责任。对于成年被监

护人来说，被监护人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承担责

任，而无需一律由监护人承担责任。对于《民法典》

第 1188条的解释，需要结合总则编有关成年监护

制度的规则进行更精细化的区分，这样才能更好

的适用法律解决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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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争鸣》 | 严雪梅、杨遂全：老年再婚法定分别财产制度研

究 

2022-06-20 民商法学 LexM 严雪梅 杨遂全 

https://mp.weixin.qq.com/s/96AfrGv2u_aYL5Zzy2mG_Q 

摘要：本文分析了老年再婚群体的生活现状

和婚姻关系的特点，找出其再婚后离婚率增加的

原因和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问题，试图在我国的

《婚姻法》中引入法定的老年再婚夫妻分别财产

制度，通过立法保障和制度保障来为其构建一个

公平、公正的生活环境和健康、和谐的家庭。 

关键词：老年；再婚；分别财产     

老年再婚后离婚率在逐年增加，这已经作为

社会现实问题对《婚姻法》的立法者提出了修改

的需求。目前，就老年再婚财产关系的确认和保

护方面，立法者的步伐明显已经滞后于现实的需

要。这就需要我们从制度的角度重新审视现行《婚

姻法》的财产制度。在《婚姻法》中增加“因再婚

而登记结为夫妻的双方当事人中，有一方为年满

60 周岁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适用法定

分别财产制度”的条款，不仅反映出社会生活的

变化，而且是从现实的需求出发，是立法规定的

必然选择。 

一、 老年再婚的现状分析 

本文所称的老年人，是指《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第 2条的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 60周

岁以上的公民。”据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等部门

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截至 2008 年底，全国老年

人口已经增至 1.69 亿，现正以年均近 1000 万的

速度保持增长。本文所分析的老年再婚，是指因

再婚而登记结为夫妻的双方当事人中，有一方为

老年人的婚姻。 

（一）老年再婚关系的特点 

按照婚姻自由原则，大多数老人在丧偶或离

异以后都会选择再婚，老年再婚关系呈现出以下

几方面的特点： 

1. 老年再婚的当事人大多通过报纸上的征

婚广告或是婚姻介绍所、他人介绍等方式认识，

双方缺乏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往往认识不到几

个月就会进行再婚登记。 

2.老年再婚双方当事人中至少有一方的年龄

在六十岁以上，因双方长时间形成的性格和生活

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可能导致双方经常会为一

些生活琐事而发生矛盾导致无法继续婚姻生活。 

3. 还有部分男性老年人在结识比自己年轻

十几岁又漂亮的伴侣后很快闪电再婚，同样是因

为性格不合、难以沟通以及价值观、消费观念不

同，导致生活不睦。他们不仅没有享受到妻子的

悉心照顾，反而在经济上损失了大笔财富。 

4.部分老年人再婚存在“资源互换”心理，

一方“找生活保姆”，一方“找物质依靠”，使

得其婚姻关系的纽带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双方很

容易为此发生矛盾。 

总的来说，老年人由于年龄原因，性格和生活

习惯相对定型，互相接受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是

造成他们再婚后又离婚的重要原因。 

（二）老年再婚夫妻关系分析 

近几年来，老年人再婚后又离婚的案件频繁

发生并有增加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点： 

1.老年再婚的双方当事人因各自原有的家庭

关系互相不同，使得他们的再婚生活面临着各方

面的考验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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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实司法实践中，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

对继母（继父）欠缺了解，随着老人身体的逐渐衰

老，子女因为担心自己的父（母）先于继母（继父）

去世后，老人的财产落入与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

系的“他人”手中，便要求老人离婚，甚至采取

不赡养老人等手段逼老人离婚。 

3.有部分老年人自身经济条件较好，有固定

的退休收入和不动产，却与没有工作，处境艰难

的部分保姆或是进城务工人员结婚。虽然他们双

方可能有真正的感情基础，但大多数人会在婚后

发生变化，常常向对方提出物质和经济方面的要

求，有的要求保管老人的工资卡、存折还有的向

老人提出了要改变房屋所有权人要求。老人满足

其要求后，对方立即提出离婚。最后的结果是老

人人财两空。现实生活中这种个案屡见不鲜，老

人的子女们为了避免自己的家长因为再婚而上当

受骗，便在老人再婚前便将其财产全部转入到自

己的名下。有些子女是和老人事先进行过沟通，

但也有些子女未与老人沟通，而是采取了一些不

正当的欺骗手段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这在一定

程度上也加深了家庭矛盾，甚至有些达到了不可

调和的程度。 

4. 在实际生活中妇女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

入大多低于男子，因而双方拥有财产的数量就会

出现重大差距。老年再婚人群中，很少有人对自

己的财产进行婚前公证，即使有部分老年人为避

免自己再婚后因为财产分割问题发生不必要的纠

纷对自己的婚前财产进行了公证，但是这一行为

也给对方的内心带来了或多或少的不安与不信任

的感觉，为以后的再婚生活家庭纠纷埋下了伏笔。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老年人为了避免再婚

后带来财产等方面的纠纷，会选择非婚同居的方

式。但这种生活方式完全不受法律的保护，其权

利义务得不到法律的认可。 

二、对现行《婚姻法》中夫妻财产制度的分析 

在婚后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中，夫妻财产制

度是整个婚姻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它不

仅为夫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的划分，

而且还是其实现的物质前提，从而保障家庭生活

的正常运转。正如卢梭所言：“无疑，财产权是所

有公民权利中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在某些方

面它甚至比自由本身更重要；因为它更密切地影

响着生命的维护，也因为财产比生命更易于受到

侵犯，更难于得到保护，而法律应当更多地注意

最易于被剥夺的权利；最后，还因为财产是市民

社会的真实基础，是公民事业的实际保证；如果

财产与个人行为相脱节，那么就没有什么比逃避

责任和蔑视法律更容易的事情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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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

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

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

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

平等的处理权。”《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

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

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

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

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8条规定：“老

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子女或者其他亲属

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的生活。”第

19 条规定：“老年人有权依法处分个人的财产，

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不得强行索取老年

人的财物。老年人有依法继承父母、配偶、子女或

者其他亲属遗产的权利，有接受赠予的权利。赡

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

除。” 

按照现行《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老年再婚的婚姻关系中

的财产制度仍然适用夫妻共同财产。我国学者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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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认为：“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法定财产制

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特有财

产外,婚姻当事人一方所得或双方共同所得的收

入和财产均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2],夫妻对共同

所有的财产,平等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

的权利。当前学术界支持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作为

法定财产制的理由主要是:在伦理上,它与夫妻关

系的特性较为吻合,使夫妻经济生活与身份生活

趋同一致,有利于鼓励夫妻同甘共苦,促进婚姻的

稳定。”[3]由于我国主体上实行夫妻财产法定共

有制，再婚关系中的老人一方去世后，另一方可

当然分得财产的一半。另外，一方作为另一方的

法定继承人，又可继承。如此一来，去世一方的子

女就失去了原来应有的遗产继承权，使子女对遗

产的继承大打折扣。往往出现老人的财产越多，

子女就越是干涉得厉害的情形。所以，解决再婚

老人的财产问题，是解决再婚老人离婚的关键所

在。 

笔者认为，夫妻共有财产制度已不宜适用于

老年再婚关系，这一制度不仅不利于老年人再婚，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老年再婚后又离婚的

制度原因。 

三、老年再婚：法定分别财产制度的引入 

从“少年夫妻老来伴”这句俗语中可以看出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观念中，老年婚姻实

际上就是找个可以相互依靠的伴侣。目前大多数

再婚的老年人经过长期的财富积累，属于物质条

件较好，在经济上比较独立的群体。老年再婚面

临的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财产归属方面的问题。如

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使老年再婚的双方当

事人发生大量矛盾，最终婚姻也难以维系。“任

何时代、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夫妻财产制，都不是

立法者随心所欲地任意规定的，它是特定的社会

制度、社会经济条件和妇女地位在夫妻财产关系

上的集中反映，同时，还受着诸如立法传统、风俗

习惯和其他思想、文化因素的影响。”[4] 

要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在法律修改前可以

在婚前就双方的婚前财产归属和婚后生活规则进

行详细约定，包括房产、生活费、医疗费、子女关

系以及去世、骨灰安置等诸方面的问题；另一方

面，立法应对现行的《婚姻法》进行部分修订，引

入法定的分别财产制度，对老年再婚群体给予特

殊对待。 

（一）  分别财产制度的含义 

“分别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婚前和婚后所得

财产仍归各自所有，并各自独立享有管理、使用、

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不受对方的支配和干涉的财

产制。同时，这一财产制也不排斥妻子以协议的

形式将其财产的管理权交于夫或双方拥有一部分

共同财产的情形。”[5] 

笔者认为，在《婚姻法》中引入分别财产制能

保证老年再婚的双方当事人独立的财产权，就解

决现实生活中老年婚姻的矛盾和纠纷而言具有积

极的意义。   

（二）  老年再婚适用法定分别财产制度的

可行性分析 

实践证明，老年再婚适用分别财产制度可以

有效降低离婚率。据广西新闻网-《南国早报》报

道，天津市推行的“三不变”原则很值得借鉴。

所谓“三不变”，一是财产所有权不变，婚前是

谁的，婚后还是谁的；二是继承权不变，过世后该

是谁继承还是谁；其三，亲子关系不变，各自子女

照顾各自父母，不强求更改称呼和赡养关系。按

照“三不变”的原则进行约定后，天津市的老年

人再婚离婚率明显降低。有统计表明，全国各大

城市老人再婚离婚率均在 60%以上，而天津市老人

再婚的婚姻稳定率保持在 90%以上。 

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能在法律上给予

制度供给的保证，就可以弥补《婚姻法》在制定时

对现实需求的考虑不足。这样，《婚姻法》才能既

注重对现存婚姻关系的确认，又不忽视对新型的

老年再婚财产关系的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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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年再婚适用法定分别财产制度的意

义 

在《婚姻法》中引入法定分别财产制度，对老

年再婚关系中婚前财产归属的确定和婚后双方经

济方面等诸多问题进行明晰地规范，明确了再婚

婚姻关系中财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有以下几方

面的重要意义： 

1.减少家庭纠纷。法定分别财产制将老年再

婚关系中的财产制度在法律上进行确认和保护，

有效地消除了来自再婚老年人子女方面的阻力，

可以减少因财产问题带来的不必要的家庭纷争。 

2.降低老年人再婚离婚率。适用法定分别财

产制度为老年再婚家庭正确处理好财产关系提供

了制度保障和基础，降低老年再婚后的离婚率。 

3.充分发挥家庭的保健功能。老年再婚双方

当事人由于的寿命、年龄段不同，需要设立一种

互助养老模式，它又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养老。法

定分别财产制度减少了老人对自己财产的担忧，

快乐而健康的家庭是建构和谐社会的最大基础。

外国有研究显示多与家人相处，有助保持正面情

绪，更可预防老年人的各种高危疾病。 

4. 避免出现假借婚姻敛财。有一部分人把婚

姻当做了改变自己境遇的“跳板”，待婚后机会

一成熟，就通过离婚来分割对方的财产或要求补

偿。也有人再婚的目的是图对方优越的物质生活

条件，结婚后往往将自己的收入藏起，大把花起

了对方的收入。这是许多老年人担心自己财产被

骗、被挥霍，不敢走进再婚的一大原因。实行法定

分别财产制度，有效地避免了这一类似的事情发

生。 

5.协调利益。法定分别财产制度协调了老年

再婚婚姻关系当事人双方以及其子女等各方利益。

“利益规律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一

种利益制度。……同时，法律关系实质上就是利益

关系，立法过程也就是利益的分配过程。法律并

不创造或发明利益，而只是对于社会中的利益关

系加以选择，对特定的利益以权利分配的形式予

以承认，或者拒绝承认特定的利益应受法律保

护” [6] 

（四）法定分别财产制度的具体设计 

老年再婚婚姻关系中涉及的财产主要包括婚

前各自的财产和婚后双方各自的退休收入以及各

自儿女给自己的赡养费用。 

1.可以借鉴天津市实施的“三不变”原则。

“三不变”的第一个不变，是“双方婚前财产所

有权不变”，第二个不变是“双方婚前财产继承

权不变”，第三个不变是“双方亲子关系不变”，

其中主要包括子女对各自老人的赡养关系不变，

可以不赡养老人的后老伴；双方子女对各自老人

的护理义务不变，但可不护理老人的后老伴；双

方子女只为自己的老人养老送终；对再婚后家庭

的共同财产，夫妻双方拥有法定继承权，而子女

只有遗嘱继承权等。 

2.婚后建立一个家庭基金账户，双方拿出适

当的份额存入这一公共账户，用于一些日常生活

开支。除家庭共同基金外，双方在经济上保持独

立。 

综上所述，将法定分别财产制度引入《婚姻

法》中，使老年再婚的婚姻关系中的权利、义务有

了制度上的供给和保障，可以使老年再婚真正做

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使老年再婚的夫妻双方

在精神和物质上都享受愉悦。 

*严雪梅，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四川大

学博士研究生。杨遂全，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转引自[澳]玛格丽特．桑顿：《公民概念的性别化分

析)，载《外国法译评》 1997年第 1 期，第 4 页。  

[2]我国事实上实行的是共有和特有模糊双轨制。该作者

与其他学者一样，片面地理解了我国《婚姻法》17、18 条，

错误地得出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特有财产外,婚姻

当事人一方所得或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财产均归夫妻

双方共同所有”的结论。从法理上并非如此，婚后所得财

产也可能归个人所有。不过，从 17、18 条看，主体上大多

数婚后所得还是法定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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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忆南：《婚姻家庭法新论》，第 155 页，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2 年版。 

[4]杨大文：《中国诸法域夫妻财产制的比较研究》,《法

学家》，1996 年第 6 期。 

[5]杨晋玲：《夫妻财产制比较研究》，第 30 页，民族出

版社 2004年 8 月版。 

[6]付子堂：《法律功能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 89

页,1999 年 8 月第 1 版。 

韩良：《民法典》与民事信托的发展 

原创：2022-06-20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韩良 

https://mp.weixin.qq.com/s/y6N2PHhPgkLi8PkIiVeW4Q 

【作者】韩良，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 3 期热点聚焦 |

《民法典》颁布两周年专题。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节，

引用请参见原文。 

【摘要】信托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民事信托制

度是对《民法典》的补充和完善。信托法需要遵从

《民法典》总则特别是基本原则的规定，信托法

没有规定及信托法理不能解决的问题，《民法典》

分则编及其他民事特别法具有补充适用的功能。

在《民法典》的指导下，应该用民事行为理论重构

民事信托的设立制度，对民事信托与民事代理制

度做出严格的区分，建立与物权登记相独立的民

事信托登记制度，运用民事信托受信理论丰富民

事责任制度。 

【关键词】民事信托 民法典 信托行为 信托

登记 

引 言 

我国《信托法》第 2 条规定：“本法所称信

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

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

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

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按照该定义，《信托法》

的调整范围也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信托

关系，特别是民事信托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

种，民法与信托法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由

于我国不具有信托法律传统，更不具有信托法赖

以产生的英美法系普通法与衡平法的法律文化背

景，在《信托法》的立法过程中，立法者运用当时

我国民事立法已形成的理论和规则起草和阐释信

托法是十分自然和正常的，这对于《信托法》的快

速出台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民法典》

的颁布，标志我国的民法理论与民法体系已经走

向成熟，《信托法》起草时所依据的民法理论与规

则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术界对《信托法》的理解

深度和研究视野也远非当初立法时可比，《信托

法》的时代局限性逐渐显现出来。我们应该站在

新的时代高度，完善《信托法》及民事信托发展的

法律支持环境。 

一、民事信托制度是对《民法典》的补充和完善 

在英美法系，民事信托与私益信托基本上具

有相同含义。江平认为：“倾向于将我国《信托法》

中的民事信托解释为普通法系的私益信托，而

‘营业信托’只不过受托人为经营信托业务的机

构的一类民事信托，这样理解比较符合信托法的

原意以及信托理念”。江平对民事信托的解释不

仅符合普通法系信托的传统与理念，也符合我国

《民法典》“民商合一”的立法理念。但在我国，

营业信托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被认为是国家特

许的金融机构受托进行的投融资和财富管理的商

事信托行为，因此，本文的民事信托是指除国家

规定的营业信托机构特定经营范围之外的私益信

托。民事信托不仅包含受托人为纯粹的自然人主

体的私益信托，也包含受托人为部分普通商事主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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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及营业信托机构的私益信托。随着我国进入小

康社会，民众对民事信托的需求非常旺盛，家族

信托、弱势群体信托、普通民事信托、遗嘱信托是

较典型的民事信托应用场景。民事信托的运行机

制的完善不仅有利于我国基础性、普惠性、兜底

性的民生保障制度建设，也是对《民法典》相关制

度的补充和完善。   

（一）可以辅助实现《民法典》的立法目的   

民事信托与注重短期的财产收益、具有标准

化产品特点的营业信托不同，其以家庭财产传承

及亲属长期照护为目的，其管理及投资的方式具

有非标准性和个性化的特点，需要采取保守和稳

健型的投资策略。民事信托在委托人、受托人、受

益人之间形成由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进行长期管理

的财产关系，是民法调整财产关系的一种特殊方

式。促进和发展民事信托制度功能的实现，可以

更好地辅助实现《民法典》的立法目的：   

1、实现对民事主体合法财产的保护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与合法财产是《民

法典》的首要立法目的。普通居民和家庭通过将

家庭合法财产设立信托、企业家利用信托机制实

现财产“家企分离”，使其合法财产具有与委托

人的个人财产、受托人的固有财产、受益人的责

任财产相分离的“独立性”，使信托财产具有

“破产隔离”的功能，可以阻断未来债权人对信

托财产的追索。除了法律规定情形外，信托财产

不受法院强制执行的特点，使民事信托具有独特

的保护民事主体合法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的功能。   

2、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长期稳定   

委托人通过设立家庭弱势成员的照护信托，

使老人能够安稳度过晚年，家庭的残障成员未来

的生活及照料也能够有所依托。另外，将家庭财

产设立信托并明晰家庭成员的受益范围和方式，

既可以避免了因家庭成员婚姻解体导致家庭财产

流失的风险，也可以促进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

企业家通过设立家族企业股权信托，建立家族企

业的长期治理机制，既可以避免因子女分别持有

股权而导致家族企业纷争、解体的风险，也有利

于家族成员家庭荣誉感、家族精神的形成，使家

族企业形成长期、持续的竞争能力。  

3、倡导“受信”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与营业信托机构拥有特有的金融牌照、慈善

信托要纳入国家监管机构的严格监管体系不同，

民事信托要求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建立一种真正

的“信任”关系，要求受托人忠实于受益人，为

受益人的最大利益行使信托财产的管理权，在履

行其管理职责时要勤勉、尽责。民事信托是最能

体现信托的对弱者的制度保护及社会成员彼此信

任价值功能的信托类型，民事信托所倡导的“受

信”精神，弘扬了“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发展民事信托，不仅是提升营业

信托、慈善信托“受信”精神的必由之路，也是

实现《民法典》倡导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有效途径。   

（二）可创新《民法典》规定的财产制度与管理制

度   

民事信托与主要是自益信托的营业信托不同，

一般是他益信托，他益信托是具备财产所有权、

管理权与受益权三者权能相分离的财产管理制度，

民事信托这些功能的充分发挥，可以对《民法典》

规定的财产法律制度与财产管理制度进行补充和

创新。  

1、可以有效弥补《民法典》物权法定主义的

不足   

《民法典》第 116 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

内容，由法律规定。”物权法定主义维护了民事

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但对于现代民商事交易标的

流动性与交易关系的复杂性则应对不足。“而信

托架构所提供的受益权概念，即能在不转移形式

所有权下，移转受益权，以受益权的转让达到移

转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的目的”，民事信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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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权”兼具大陆法系物权和债权的特征，当

事人可以利用民事信托制度创设出各种结构复杂

精巧的受益权，以适应家庭财产管理与传承的需

要。   

2、可使用民事信托进行财产管理与传承制度

的创新   

民事信托不仅具有《民法典》规定的代理、有

限合伙制度由单一民事主体进行财产集中管理方

式的高效性与灵活性，降低了公司制度拥有股东

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机构的成本，而且具有

公司制度那样以信托财产对财产管理过程中产生

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的优点，避免了被代理人、

普通合伙人对管理财产过程中产生的债务承担无

限责任的问题。加之信托制度本身具有的弹性与

灵活性，民事信托可以在财产管理与传承方式上

发挥更具创新性的作用。   

（三）可有效弥补《民法典》应对财产管理风险的

不足   

《民法典》倡导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守

法和公序良俗、绿色等民法基本原则，弘扬契约

精神，见证和加速了我国社会进步的进程。但《民

法典》强调民事主体民事行为能力的平等性、意

思自治性，倡导的理念过于理想化，对于民事法

律关系主体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

择”与“道德风险”则应对不足。而民事信托在

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熟完整的应对上

述风险的机制，可有效弥补《民法典》相关财产管

理制度的不足：   

1、可以防范财产管理人“逆向选择风险”的

发生   

《民法典》基于亲属之间的信任关系，建立了

监护人、财产代管人、遗产管理人等财产管理制

度，但这些制度具有临时性和不稳定性，存在因

错误选择管理人而损害民事权益人的逆向选择风

险。民事信托关系具有稳定性与长期性，形成了

以下成熟的受托人选取机制：第一，专业的受托

人制度。专业的受托人由持牌的金融机构与持牌

的中介机构（如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担

任。这两类受托人都要受到金融监管机构或者行

业组织的严格监管，与其他无准入门槛的机构相

比，具有更专业的财产管理技能和更严格的职业

道德规范；第二，“公共受托人”制度。英国、新

西兰、加拿大等国为了实现残疾人、老年人、未成

年人等弱势群体的长期托养和财产管理，逐渐衍

生出公共受托人办公室或特殊需要信托公司等专

门受托机构。该制度对于我国应对残疾人、老年

人、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缺乏长期、稳定照护人

的风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2、可以有效减少损害民事权益人的“道德风

险”   

在监护、婚姻、收养、遗产继承等涉及到亲属

关系的民事财产管理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

存在财产管理人损害相关权益人的“道德风险”。

民事信托可以采取以下方式有效减少该风险的发

生：第一，直接确立法定信托关系。如《民法典》

第 43条规定：“财产代管人应当妥善管理失踪人

的财产，维护其财产权益。财产代管人因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造成失踪人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该条实际上就是在财产代管人与受益

人之间建立的一种法定信托关系。但这种采取法

定信托的方式在《民法典》中并不多见，《信托法》

应该对具备法定信托条件的情形进行及时、妥善

的规定，以弥补《民法典》的不足；第二，依法院

的推定和拟制而设立信托，包括“归复信托”和

“拟制信托”。归复信托（Resulting trust）是

依据对委托人意思的推定而设立的信托。当委托

人设立信托的意思表示不明确时，法院即可推定

信托财产为委托人的利益而存在，受托人应将信

托财产返还给委托人或归属于委托人的遗产。拟

制信托（Constructive trust）是指法院以公正

公平的法律观念，用法律上强制的解释权，不问

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何，强制裁判当事人之间构

成信托关系。拟制信托的目的，是为制止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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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欺诈、错误等不合理手段攫取他人财产。上述

民事财产管理关系一旦被法院被认为是信托关系，

财产管理人就要履行《信托法》规定的模式化和

定型化的受托义务。因此，赋予推定信托、拟制信

托的法律效力，不仅是发展民事信托的内在要求，

也是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 

二、用民事行为理论重构民事信托的设立制度 

民事信托的有效设立包括信托的成立与生效

两个环节。“信托的成立，是指信托当事人依法

完成了设立信托的行为，真实体现了当事人的意

志。信托的生效，是指当事人设立的信托具有法

律上的效力，体现了法律对信托效力的确认。”

《信托法》中信托的成立与生效制度受当时我国

《合同法》影响颇深，将信托行为等同于合同信

托行为，不仅造成信托理论的混乱，也制约我国

民事信托的发展步伐。能见善久认为：“信托行

为相当于民法上的法律行为的概念，是根据当事

人的意思而设立信托的行为”。我们应该用《民

法典》中的民事行为理论重构民事信托的设立制

度。   

（一）应该对民事信托成立制度进行重构   

1、应该以民事信托行为取代合同信托行为   

《信托法》第 8 条规定：“采取信托合同形

式设立信托的，信托合同签订时，信托成立。采取

其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的，受托人承诺信托时，

信托成立。”可见，我国《信托法》将信托的成立

视同于委托人、受托人之间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成

立的书面合同关系。《信托法》这种以合同信托行

为替代遗嘱信托行为与宣言信托行为的方式，不

仅缩小了信托行为类别的范围，也大大改变了信

托行为的性质。在英国，信托制度与合同制度的

发展分别依据不同的原理和体系，信托制度的确

立先于合同制度，信托成立要符合三个确定性

（Certainty）原则：第一，设立信托意图的确定

性，第二，信托财产的确定性，第三，信托受益人

的确定性。即使委托人单方意思表示设立信托，

没有明确的受托人，信托也即告成立，并不要求

与受托人达成合意。因此，英美法系设立信托时

通常采用信托文件而非信托合同的概念。日本和

我国台湾地区的信托法也使用“信托行为”与

“信托文书”的表述方式，没有将信托行为仅仅

限定为合同信托行为。因此，信托的设立应该是

通过信托法律行为来实现的，信托行为也要符合

《民法典》总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民法典》

第 134 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

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

意思表示成立。”《民法典》的上述规定，非常适

合民事信托的三方当事人与多方法律关系人的架

构特点，民事信托既可以依据委托人与受托人双

方意思表示成立，也可以基于委托人、受托人与

保护人、执行人等多方法律关系人意思表示成立，

还可以依据委托人单方意思表示（遗嘱信托行为

或宣言信托行为）成立。这样就为民事信托的设

立提供了便利与灵活性。   

2、遗嘱信托行为应符合《民法典》关于遗嘱

的规定   

尽管《信托法》规定可以遗嘱的方式设立信

托，并且《信托法》第 13条规定：“设立遗嘱信

托，应当遵守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规定”。但由于

《信托法》规定：“采取其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

的，受托人承诺信托时，信托成立”，导致了遗嘱

信托与合同信托的设立程序等同的前后冲突问题。

因此，我们应该按照《民法典》关于遗嘱的规定来

重新规范遗嘱信托行为：第一，遗嘱信托应该为

单方法律行为。遗嘱信托必须以遗嘱的方式设立，

遗嘱信托成立的基础在于立遗嘱人设立合法有效

的遗嘱，并且遗嘱中有设立信托的明确意思表示，

遗嘱信托就告成立，即使遗嘱生效时尚未取得受

托人的承诺，亦无损于遗嘱信托的成立效力；第

二，遗嘱信托可以采取非书面的形式。我国《民法

典》继承编第 1134 条至第 1139 条明确了六种法

定的遗嘱形式，分别是自书遗书、代书遗嘱、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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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按照

《信托法》“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的

规定，采取以录音录像、口头等非书面形式设立

的遗嘱信托无效，这可能剥夺了立遗嘱人在紧急

情况下设立遗嘱信托的机会。实际上，除了自书

遗嘱和公证遗嘱以外，《民法典》规定了其他形式

订立的遗嘱都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全程见证

遗嘱的订立过程，并对遗嘱见证人的资格有严格

的限定，这足以保证非书面形式设立遗嘱信托的

真实性。我们应该按照《民法典》关于遗嘱的规定，

认可以录音录像、口头等非书面形式设立的遗嘱

信托的成立效力。   

（二）应该对民事信托生效制度进行重构   

我国《信托法》的信托生效规则也带有当时强

烈的时代色彩。一方面，《信托法》受立法当时

“一物一权”的民法物权理论影响，对民事信托

是要物法律行为的性质理解不深；另一方面，受

当时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影响，对信托生效问题采

取了“登记生效主义”的严格规定。我们应该结

合《民法典》民事行为理论的规定与国际立法的

通例，重新审视民事信托的生效要件问题。   

1、民事信托是要物法律行为   

英美法在“衡平法不支持无偿受让人规则”。

“衡平法不修补有瑕疵赠与规则”的传统上，确

立信托设立的“财产要件规则”。除宣言信托外，

信托设立需要以财产转移为要件。Miroy v Lord

（1862）和 T Choithram International SA v 

Pagarani（2000）等案件的裁决中，“财产要件规

则”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大陆法系立法实践也显

示信托行为是要物法律行为。将信托行为视为要

物法律行为也成为大陆法系学者的通说，如王泽

鉴认为：“信托行为将财产所有权转移与受托人，

使其成为权利人，以达到当事人间一定目的的法

律行为”。能见善久也认为“信托行为除了需要

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以外，还需要财产权的转移。

在这种意义上，信托行为属于要物行为。”但由

于受我国当时“一物一权”民法理论的影响，我

国《信托法》没有遵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通

常做法，对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采取了比较模

糊的处理方式。《信托法》第 2 条规定“本法所

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

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

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

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信托法》第 2 条

并没有规定转移信托财产所有权作为设立信托的

生效要件，物权登记机关也就没有法定的办理信

托财产的物权变动登记与信托登记的义务和责任，

信托财产所有权模糊性的规定是导致我国信托登

记制度至今也没有建立起来的重要原因。我国《信

托法》对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界定不明，实际

上对以资金为主要信托财产的营业信托的影响不

大。而民事信托管理的财产大部分是以家族企业

股权、房产、艺术品等非资金形态存在，信托设立

后，如果不将这些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就

不能真正实现信托财产与委托人的责任财产相隔

离，信托财产的破产隔离、债务阻断、刑事追索阻

断、讯息保密，防范姻亲夺产等功能就会大打折

扣。信托财产转移到受托人名下，由受托人长期

持有财产，可以有效避免因子女分家析产导致家

族财富分散耗尽的后果，实现家族财产特别是股

权资产的有效传承。因此，《信托法》应当突破

“一物一权”理论的不适当影响，认可民事信托

为要物法律行为，对于完善民事信托的设立制度

具有重要的意义。   

2、应将信托登记生效主义变更为登记对抗主

义   

2006年日本《信托法》第 14 条规定：“权利

之得丧或变更应登记或注册始得对抗第三人之财

产，非经信托登记或注册，不得以该财产属于信

托财产而对抗第三人。”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

第 4 条第 1 项规定：“以应登记或注册之财产权

为信托者，非经信托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对

于信托登记的效力，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统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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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登记对抗主义”，即使不进行信托登记，也

不影响信托设立的效力。我国《信托法》第 10条

规定了严格遵循“登记生效主义”的信托登记制

度，导致委托人至今不能用不动产、股权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财

产设立有效的民事信托。《民法典》第 136 条规

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

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民法典》

对民事法律行为成立和生效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了

宽松和减少管制的立法精神，反映了时代的进步。

《信托法》应该落实《民法典》“民事法律行为自

成立时生效”的立法精神，将信托登记生效主义

改为登记对抗主义。将我国《信托法》第 10条修

改为：“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

信托登记。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

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三、对民事信托与民事代理制度做出严格区分 

民事信托与民事代理行为有很多相似之处，

如都是将一定的财产和相关的事务委托他人进行

管理，都是通过他人的努力来实现委托人的目的。

“怎么能够把代理法律行为和我们所说的信托是

替人家来经营财产，管理财产分清，而且把财产

当做是自己的财产去经营管理，这一点始终没有

很好的办法来解决。”随着《民法典》的出台，我

们需要运用《民法典》对民事信托制度与民事代

理制度做出清晰的理论界定。   

（一）民事信托制度与民事代理制度的不同   

1、民事信托为要物法律行为、委托代理为诺

成法律行为   

《信托法》对信托财产所有权采取模糊的界

定方法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导致民事信托行为与

民事代理行为难以区分。民事信托的设立行为除

了有信托合同法律行为，还有遗嘱信托行为与宣

言信托行为，并且将信托财产转移到受托人名下，

民事信托行为才会发生法律效力。民事代理中的

委托代理一般为诺成法律行为，代理人或者受托

人不需要控制委托人的财产，一旦承诺，委托代

理合同就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信托法》应该明

确做出将信托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的规定，

这样才能对民事信托行为与委托代理行为做出不

同的管理财产属性界定。   

2、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代管财产仍为委托

人的责任财产   

信托制度最为独特的价值在于信托财产的独

立性。一旦有效设立民事信托，信托财产就具有

独立性，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的财产，

也有条件地独立于受益人的财产，委托人、受托

人甚至受益人的债权人不可以追及信托财产，除

了法律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也不得对信托财产

强制执行。而在民事代理中，代管财产仍在委托

人名下，《民法典》第 162 条规定：“代理人在

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即使法律文件制作

的再完备和复杂，运用合同和代理制度设计的财

产管理架构也不能达到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功能，

不能隔离被代理人的债权人对委托他人管理的财

产追索风险。   

3、受托人承担主动的受信义务、代管人承担

被动的受托义务   

民事信托关系中，受托人居于中心地位，受托

人依信托文件，履行忠实、勤勉的受信义务，为了

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对信托财产行使长期的管理

权与处分权，委托人、受益人通常不得干预，不能

左右受托人，这种信托法律关系具有主动性与稳

定性。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居于中心地位，

委托人可以左右代理人，可随时向代理人发出指

示，甚至改变代理权限，代理人必须服从，这种代

管财产的法律关系具有被动性与不稳定性。   

（二）认可“虚假信托”与“委托人信托”制度   

1、“虚假信托”中受托人实质上成为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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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如果委托人在信托文件中保留了过

多的控制权，该信托就可能被认定为“虚假信托”

而自始无效。关于“虚假信托”，英国及其英联

邦属地有很多的判例。2003年泽西皇家法院在 Re 

Esteem Settlement（Abacus（CI）Limited as 

Trustee ） Grupo Torras SA v Al Sabah 一案

判决中，认为构成“虚假信托”需要衡量两个因

素：一是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存在共同的设立信

托的虚假意图；二是委托人在管理信托过程中介

入程度很深。虚假信托通常被视为无效，即使不

被判定无效，信托财产也可被判定用于偿还委托

人的债务。我国《信托法》没有对“虚假信托”做

出规定。与“虚假信托”近似的概念是营业信托

的“通道业务”，对于“通道业务”，其效力遵

从《资管新规》确立的自 2021 年开始一律无效的

规定。《民法典》第 146 条规定：“行为人与相

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因此，我们应该贯彻

《民法典》关于虚假的民事行为的规定，借鉴英

美法系关于“虚假信托”认定无效的标准与我国

认定营业信托的“通道业务”无效的司法实践经

验，建立“民事虚假信托”无效的认定标准为：

一是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存在共同的设立信托的

虚假意图；二是委托人对信托具有直接控制权，

受托人仅仅扮演“通道”或者代理人的角色。对

于“虚假信托”的处理，我们不应该一概认定自

始无效，而是按照《民法典》“依照有关法律规定”

处理的规定，将不具有非法目的的“虚假信托”

的受托人可以还原为实质上的代理人，按照代理

关系重新界定其民事法律关系。   

2、建立委托人信托或者可撤销信托制度   

委托人信托及可撤销信托制度是美国信托法

中特有的制度，委托人信托是指委托人保留信托

财产的管理、处分或收益控制权的他益信托。在

委托人信托中，委托人对信托拥有实质上的控制

权。可撤销信托是委托人信托的一种典型形式，

指委托人在信托文件中保留了随时可以终止信托

并取回信托财产权利的信托。委托人信托或者可

撤销信托制度不同于“虚假信托”制度，是一种

有效的信托，不会导致信托的无效或者被撤销，

但由于委托人保留了变更信托条款以及随时增减

信托财产的权利，委托人可以随时调整信托关系

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因此将会导致以下两方面的

结果：一是为防止利用委托人信托避税，对委托

人征税。《美国税法典》第 673 条规定，对委托

人和受托人信托区分，实行受托人和委托人分离

的纳税义务，对于委托人信托，信托本身不作为

纳税主体，委托人成为纳税主体；二是委托人信

托或者可撤销信托项下的财产可以被委托人的债

权人追及。由于委托人对信托拥有实质上的控制

权，事实上使该信托具有代理的法律性质，信托

财产具有独立性的功能就丧失了，其后果就如美

国《统一信托法》第 505 条（a）（1）的规定：

“在委托人有生之年，可撤销信托下的财产可以

被委托人的债权人追及”。建立委托人信托或者

可撤销信托制度，不仅可以有效地确定民事信托

的纳税主体，而且也可以借鉴《民法典》关于可撤

销民事行为的规定，赋予委托人的债权人对信托

财产的追索权。 

四、应该建立与物权登记相独立的民事信托登记

制度 

我国《信托法》之所以作出信托“登记生效主

义”如此严格的规定，据认为是为了与民法的不

动产登记制度相一致。《信托法》起草时，我国物

权登记理论和制度发展还没有成熟。但随着我国

物权登记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我国大部分财产的

权属登记实行登记对抗主义，如《民法典》规定：

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等不动产物权自合

同生效时财产权转移，登记仅为其产生对抗效力

的要件。可见，《信托法》规定的信托“登记生效

主义”不仅与大陆法系已经建立信托登记制度的

国家或地区实施的“登记对抗主义”不符，也远



492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远落后于我国日益成熟的不动产物权登记理论与

实践，给以“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

登记手续的”的财产设立民事信托制造了法律障

碍。因此，应该结合《民法典》及信托登记的实质，

变更我国《信托法》的信托登记制度。   

（一）不能将民事信托登记纳入到物权变动登记

体系中   

随着对信托登记与不动产登记制度具有“同

一性”理论的扬弃，一些学者形成“信托关系的

设立除伴随着传统的物权变动公示外还需对信托

法律关系进行公示”的观点，认为物权变动公示

是建立信托法律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两者应纳入

到同一个物权登记机构体系内进行。该观点存在

以下问题：第一，信托登记通过对信托财产的独

立性、受托人及受托人的管理权限进行公示，从

而实现对受益人利益保护与交易安全保障两个目

的的平衡，而物权登记部门的专属性以及登记目

的单一性妨碍了信托登记多重目的的实现；第二，

物权登记机构的职能与信托登记的内容不相容。

如不动产登记的内容为法定的不动产权利归属等

物权变动事项，并没有对那些基于约定而产生的

信托关系进行登记的权利；第三，对信托法律关

系登记，需要对设立信托的真实性、信托目的的

合法性、信托财产的合法性等事项全面实质审查，

这对于登记机构及人员的法律专业性要求很高，

现有的物权登记机构不具有对信托法律关系实质

性审查的能力。因为物权变动登记主要是对财产

权属文件进行形式审查，从事法律文件形式审查

的登记机构及人员很难应对信托法律关系实质性

审查的要求；第四，将大大增加了制度建设与交

易的成本。目前我国法定办理权属登记手续的财

产有 5 类三十余种，涉及十余个主管部门。如果

依托每一个物权权属登记部门分别建立信托登记

制度，其相应的法律制度修改、登记主管部门的

协调工作将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如此，

分散的信托登记部门也将会给设立多种财产信托

的委托人登记与相关的第三人查询工作，带来巨

大的交易成本。因此，不应该将信托登记纳入到

分散的物权变动登记体系中，应该建立统一的民

事信托登记制度。   

（二）以公证为前置程序建立统一的民事信托登

记平台   

我国《公证法》第 2 条规定：“公证是公证

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

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信

托登记的核心工作是登记机构确认委托人设立信

托的意图，和以合同、遗嘱等民事行为设立信托

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确认，对拟成立的信托法

律关系的合法性、信托契据等法律文书的真实性

作实质性的审查。上述信托登记实质性的核心审

查工作非常符合《公证法》对公证机构的职责定

位。在我国，公证机构作为登记部门已经具有立

法先例。公证机构作为民事信托、慈善信托登记

平台具有以下优势：第一，根据《公证法》，公证

机构并不是公权力机关，而是依法设立、不以营

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

任的证明机构。由其作为信托登记机构比物权登

记机构进行信托登记更符合信托的私密性、相对

性特征；第二，对以合同、遗嘱等法律文书设立信

托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工作非常复杂，

对经办人员的法律专业性、道德操守要求极高，

显然受过良好法律专业训练的公证人员比物权登

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更加胜任此项工作。经过严格

的公证登记程序审查，信托自身的合法性、公信

力也会大大增加。虽然法院与公证机构都具有很

强的专业性，均可以胜任信托登记的实质审查工

作，但我国法院属于司法审判机关，基本不担负

对法律文件的事前审查、登记等与审判业务无关

的工作。因此，与物权登记机构和法院相比，我国

公证机构是比较适合开展民事信托登记的机构。

即使不将公证机构作为民事信托的登记机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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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机构对设立民事信托开展严格的真实性、合

法性审查、并出具公证书作为信托登记的前置程

序，也可以保证设立信托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提

高了设立信托的公信力。   

一般情况下，以《信托法》第 10条规定的“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财

产设立信托，可先在信托登记机构进行信托设立

的预登记（成立登记），在物权登记机构办理完信

托财产的物权变动登记后，再由信托登记机构进

行正式的信托设立（生效登记）登记并发给信托

登记证书；对于以非“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财产设立信托，可以自愿

办理信托登记；对于以记名的有价证券设立信托，

既可以对其设立的信托法律关系进行登记，也可

以采取在该有价证券上记载为“信托财产”的方

式予以信托公示。上述信托登记与公示的情形都

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五、运用民事信托受信理论丰富民事责任制度 

在我国，主营营业信托业务与可以担任慈善

信托受托人的信托公司是受到严格监管的金融机

构，具有专营信托业的金融牌照与国家信用背书

的支持。担任慈善信托受托人的慈善组织也受到

了民政部门的严格监管。而民事信托的受托人是

委托人信任的自然人或者非金融机构法人，则更

具市场化。受托人要凭借自己良好的信用和声誉、

卓越的财产管理能力、杰出的信托事务管理水平

才能取得委托人的信任。因此，发展民事信托是

培养整个信托行业形成受信精神的基础和必由之

路，我们可以通过发展民事信托，向整个信托行

业以至于整个服务业传输这种受信精神。如果全

社会都怀有“受信精神”去服务他人，实业界都

秉承“工匠精神”去制造产品，我们的社会将变

得更加美好。   

（一）受信义务的产生及特征   

英国伟大的法学家梅因曾经说过：“所有进

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

契约’的运动”。但人类进入契约社会并没有实

现交易双方福利的同步改进，因为存在委托人和

受托人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信托、公司、代理、

合伙、证券和证券投资基金在内的广泛的民商事

领域，都会涉及管理他人财产的法律关系，都需

要“受托人”享有一定的裁量权。这种法律关系

本质上都属于受信关系，无论当事人如何事无巨

细地约定受托人的义务，也无法使受托人的义务

完全确定化，这种合同属于不完备合同。即使双

方能够订立一个完备合同，由于信息不对称，合

同的执行过程中也存在“道德风险”。因此，在

接受委托为他人提供服务，受托人享有一定自由

裁量权的领域，受托人面对客户的信任，需要承

担一定的忠实、勤勉尽责的受信义务。我们需要

一个新的“从契约到信任”的运动。受信义务同

违反《民法典》诚信原则所产生的义务一样，属于

广义的法定义务，这种法定义务并不排除约定义

务，是为填补约定机制的不足而出现的。为了防

范受托人在执行受托事务中利用信息优势，谋取

私利、损害受益人利益，我们应该从外部对受托

人设置单方的强制性法定义务，才能避免受托人

的道德风险，从而保护委托人的利益。   

（二）民事信托受信关系的建构   

1、构成民事信托受信关系的主体   

在民事信托关系中不仅存在委托人、受益人

与受托人，还存在信托顾问、保护人、指示人、执

行人、保管人、遗产代理人等民事信托法律关系

人，这些主体都可能与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

之间产生信任关系，并且享有一定的裁量权，应

该成为民事信托受信关系的主体，分别承担不同

的受信义务。但民事信托受托人的义务是最典型、

最全面、最高标准的受信义务，应当成为其他受

信人义务的标杆。   

2、民事信托受信义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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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系成文法和判例法设置了种类繁多的

受信义务，大陆法系一般将受信义务归纳为忠实

义务、谨慎义务和其他（如亲自管理、分别管理、

公平等）义务，同时采用大量条文明确上述义务

的内容、履行标准和违反义务的责任。我国《信托

法》仅规定了受托人履行抽象的忠实、谨慎义务，

缺乏详细、可操作性、可量化的规则，对受托人以

外的其他受信人的义务尚无涉及。我们应当借鉴

英美法系的经验，制定《受托人条例》，作为《信

托法》受托人规则的特别法，《受托人条例》应当

在《民法典》的统领下，详细规定受托人与其他受

信人受信义务的内容、义务履行方式和标准。   

3、违反民事信托受信义务的责任   

英美法系对于受信责任的认定一般采用类似

于违反合同的方式，即受信人的第一性义务是履

行受信义务，如未履行该义务，即产生第二性义

务——受信责任。可能的救济手段包括损失赔偿、

退还收益、收益收缴、解除交易、惩罚或其他非金

钱救济。《受托人条例》还应该对违反受信义务的

责任类型与责任分配机制进行明确。违反受信义

务包括法定责任与约定责任两种类型，应该按照

《民法典》关于着两种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承担

民事责任。另外，由于受信人具有获取和占有信

息的优势，应该将违反民事信托受信义务的“举

证责任”分配给受信人。 

结 语 

《民法典》的颁布，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完善

《信托法》提供了一个更为成熟和体系化的视角。

我们应该运用《民法典》中成熟的民法理论和完

善的民事法律制度，对《信托法》进行重新审视，

对《信托法》中已经过时的民法理论、民法学说、

民事法律制度进行更新与完善，为我国民事信托

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以应我国广大居民生活

照护、财富管理与传承之需。 

杨成铭 孙超辉｜代孕儿童权利保护——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为切入点 

原创：2022-06-20 Human Rights Study 杨成铭 孙超辉 

https://mp.weixin.qq.com/s/rJpZUuYzvyyiTTVqv5W4Bw 

作者简介 

杨成铭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所长 

孙超辉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来源|《人权研究》第 25 卷（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

释） 

摘 要: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代孕生子正演

变为继收养之后的一个全球性法律现象, 它突破

了传统的法律规制并引发了一系列儿童权利保护

的难题。它导致跛足的亲子关系，可能直接或间

接导致买卖儿童；此外，由于监管的缺位，还易导

致遗弃、虐待儿童以及使儿童处于无国籍状态等

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

是代孕亲子关系的认定缺乏统一标准；二是缺乏

防止代孕儿童买卖、遗弃以及虐待的法律机制；

三是代孕增加了儿童无国籍的法律风险。针对这

些问题，我国有必要对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的正当

代孕行为在立法上给予肯定性评价，对通过辅助

生殖技术的代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从立法上

明确 “孕者为母” 的法律定位，完善代孕儿童

人身权保护的法律机制， 构建适用于代孕儿童

的特殊收养制度以及完善跨境代孕的相关法律规

定。 

关键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代孕；儿童权利

保护；法律困境 

一 引言 

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促成了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的兴起和成熟，技术的运用在对人类生育权予

以保障的同时，也对伦理和法律造成了冲击。代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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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作为辅助生殖技术的产物，其引起的儿童权利

保护与公共秩序之间的矛盾俨然成为一个全球性

的难题。对于代孕，各国国内法有不同的认识和

态度，尽管国际社会已就制定代孕的统一实体法

规则和国际私法规则等进行了探讨，但至今尚未

形成国际法规范。大多数国家试图通过对代孕进

行否定性或禁止性法律评价来避免其产生不利的

伦理和法律后果，但这并未达到减少代孕的效果，

事实上，通过代孕生子的数量正在不断攀升。在

中国，不孕不育夫妻、失独家庭对代孕有现实需

求，收入的增长为意向父母负担商业代孕提供了

经济上的可能。2015 年 10 月全面放开“二孩”

政策后，想要“二孩”的高龄妇女和超龄妇女出

现并不断增加。从供给端来看，2009年全国办理

收养登记 44260 例，2018 年全国办理收养登记

15143 例，仅占 2009 年办理收养登记量的 34%，

收养子女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信息渠道的发达使

得代孕信息很容易被意向父母以及中介机构获取。

虽然中国国内法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从事代

孕活动，但民间机构或个人为意向父母开展代孕

服务日益兴盛。此外，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如乌克

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美国的一些州，代孕协议

的有效性是为法律所认可的，中国的意向父母仍

可以跨越国边境进行代孕。据统计，中国的意向

父母多选择在美国和东南亚进行代孕。而在我国，

由于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利用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开展代孕，“地下”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代孕屡禁不止，代孕儿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受到

侵害，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代孕行为亟待法

律规制，代孕儿童的权利亟待法律保护。2021年

6 月 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关于优化

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指出，

要“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强化规划引

领，严格技术审批，建设供需平衡、布局合理的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体系。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服务监管，严格规范相关技术应用”。在这一

背景下，对人类生殖辅助系统应用于代孕进行规

制，对代孕儿童的权利保护进一步完善恰逢其时。

鉴此，本文拟从生命科学和儿童权利保护的角度

来解析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代孕所引发的法律

困境，并提出走出法律困境的建议。 

二 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代孕引发的儿童权利

保护的法律困境 

“代孕”是指一种“第三方”生殖行为，即

意向父母与代孕母亲商定，由代孕母亲为其进行

受孕、妊娠和分娩。根据精子和卵子的来源不同，

代孕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完全型代孕、卵子

或精子捐献型代孕、胚胎捐献型代孕、传统型代

孕、精子捐献型传统代孕。这些不同类型的代孕

往 往 是 通 过 “ 代 孕 安

排”(surrogacyarrangement)进行的，它通常包

含这样一种期望或目的:代孕母亲在法律上和实

际上将孩子转给意向父母，而不保留亲权或父母

责任。受制于不同国家的法律规范和伦理传统差

异，这种安排极有可能对儿童的人身和权利保护

产生负面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生跛足的亲子关系 

传统的家庭法律关系是建立在血缘或者拟制

血缘的基础之上的，代孕方式下的血缘关系很难

适用传统意义上的定义，而拟制血缘关系的建立

依赖于法律的建构，但并非所有国家的法律都为

代孕提供了此种途径，这就导致亲子法律关系先

天 性 畸 形 ， 产 生 “ 跛 足 的 亲 子 关

系”(limpingparent-age)。从现有代孕亲子关系

认定的主要学说来看，无论采取何种理论，均无

法解决所有类型的亲子关系的认定。契约说、基

因说将子宫工具化，将代孕母亲视为“代孕载

体”，显然与人作为主体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分

娩说无法解决当代孕母亲与意向父母之间存在血

缘关系时的伦理冲突，子女利益最大说与传统的

亲子关系存在较大的冲突，而且在适用上存在很

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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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畸形的亲子关系的存在，影响了《儿童权

利公约》规定的出生即获得登记的权利，并继而

可能导致与身份相关的抚养、监护、赡养、继承等

法律关系的混乱。儿童身份无法准确登记还影响

社会保障登记，可能使儿童的社会保障权、健康

权无法实现。还可能导致儿童无法完成入学登记

从而影响其受教育权。另外，它还影响国际法上

其他儿童权利的实现。例如，《儿童权利公约》第

7 条规定了儿童有知悉其父母的权利以及受其父

母照顾的权利，而代孕儿童的父母可能不仅有现

实中的父母，在极端情况下，如胚胎捐赠型代孕，

存在意向父母、基因父母、代孕父母(某些国家或

地区认为代孕母亲的配偶为代孕子女的法律上的

父亲)三种类型，成员国是否有义务让代孕儿童知

悉所有类型的父母，而这些父母是否全都有义务

照顾代孕儿童，都是存在疑问的。 

(二)代孕可能导致儿童人身权利受到侵害 

无论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均承认生育权是一

项重要的人权，然而生育权不等同于“拥有孩子

的权利”，个人不享有“拥有孩子的权利”已经

成为一项国际共识，因为承认“拥有孩子的权利”

容易为“买卖儿童”提供理论支撑。根据《儿童

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

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第 2条(a)项对买卖儿童的

定义，买卖儿童包含三个要素，即报酬或其他补

偿、转移儿童和交换三个要素，按照这种理解，任

何商业代孕安排均有可能构成买卖儿童。儿童权

利委员会也认为，代孕可能导致或者相当于买卖

儿童，并提出，成员国应当对跨国代孕建立甄别

程序以防止买卖儿童和可能的性虐待。 

代孕“交易”的一方是代孕母亲，另一方是

意向父母，这种交易是否构成儿童买卖，在理论

上可以从以下几种情形进行探讨。第一，若意向

父母中的一方或者双方被认定为法律上的父母，

则意向父母向代孕母亲支付“报酬”的行为不能

被认定为构成买卖儿童的因素，因为购买自己的

孩子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第二，若意向父母双

方均不被认定为法律上的父母，则双方之间的行

为可被视为买卖儿童。第三，如果基因联系可以

作为不构成买卖儿童的特殊抗辩理由，那么胚胎

捐献型和精子捐献型传统商业代孕则完全符合

“买卖”的定义，与一般的买卖儿童仅有的不同

是，代孕安排的时间要早于妊娠，而买卖儿童的

时间往往发生在胎儿出生以后。然而，由于代孕

安排或者代孕协议的合法性并不被大多数国家承

认，时间差别很难作为区分构成买卖与否的依据，

这种基于合同的时间差别在没有严格事前监管的

情况下极容易被伪造，而且这种理论容易被“婴

儿工厂”合法化利用。 

目前，国际法和多数国家的国内法并未提供

法律程序来对全部类型的代孕是否构成买卖儿童

进行甄别。尽管代孕是否构成买卖儿童尚存疑问，

但是因代孕技术的滥用导致的买卖儿童行为并不

鲜见，在印度，一些医生为了提高代孕成功率往

往将多于一个的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成功

孕育的胎儿有时超过委托方的要求，而委托方对

此是不知情的，这些“剩余”的婴儿可能成为

“商品”流向“市场”。 

除了可能构成买卖儿童，代孕还增加了遗弃

儿童的风险。在整个代孕过程中，意向父母更容

易“违约”，在妊娠期或者代孕儿童出生后改变

委托意向或终止代孕安排，而委托父母除了金钱

损失外，几乎没有其他损失。代孕母亲在多数情

形下并没有抚养代孕儿童的意向，极易造成代孕

儿童被遗弃或者买卖。另外，妊娠本身具有风险

性，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保证出生的胎儿都是健

康的和符合意向父母要求的，代孕儿童在一定程

度上容易被意向父母视为“产品”，一旦代孕儿

童没有达到委托父母的要求甚至出现残疾，很容

易遭到遗弃。 

另外，虽然意向父母往往更有能力养育子女，

但是一些涉及代孕儿童的独立事件从另一个角度

说明对意向父母进行持续的监管并非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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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收养不同的是，代孕目前没有像《跨国收养方

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和《海牙收养管辖权、法

律适用和判决承认公约》这样的国际实体法和冲

突法规范，多数国家也缺乏对意向父母的资格进

行持续审查和监管的法律规定，这给代孕儿童人

身权利的保护带来一定风险。 

(三)代孕易造成儿童的无国籍状态 

各国对代孕的不同态度或者某些国家在商业

代孕上的成本优势使得代孕跨越国边界，形成跨

国代孕。意向父母要携带子女回到接收国，必然

要涉及代孕子女的国籍问题。 

各国对国籍的认定采用出生地主义、血统主

义和混合主义三种方式。在代孕儿童国籍的认定

方面，采用出生地主义似乎是最明确的，然而事

实上，即使在采用出生地主义的国家，代孕儿童

也并非当然地获得该国国籍，在一些国家，代孕

儿童还需满足该国的特殊要求，除非出生国与接

收国均采用出生地主义，否则有可能导致儿童的

无国籍状态。假设其中有一方以血统主义作为国

籍认定的依据，那么首先要明确的是儿童的血统，

这就形成了逻辑上的悖论，与身份相关的法律关

系往往适用属人法，连接点往往是父母的国籍、

居所地和住所地，而确定这些连接点首先必须要

确定父母身份，而代孕形成的跛足的亲子关系使

得代孕儿童的血统变得更加复杂，这造成了国籍

认定上的困难。若出生国和接收国均采用血统主

义且不认可代孕儿童具有本国血统，代孕儿童便

会处于无国籍状态。另外，跨国代孕关于亲子关

系的认定往往需要接收国的承认，这可能与接收

国的公共秩序发生冲突，日本、法国、德国、意大

利、瑞士等国均曾在司法实践中以公共秩序为由

拒绝承认出生地国认定的亲子关系。如果此时出

生地国采取血统主义，那么代孕儿童就有可能处

于无国籍状态。 

《世界人权宣言》第 15条规定，人人有权享

有国籍。《儿童权利公约》第 7 条规定，儿童有

获得国籍的权利。国籍在国际私法上是一个重要

的连接点，无国籍则有可能无法确定儿童权利保

护可适用的准据法，并将导致儿童权利无法得到

保障。从人权角度，国籍为个人生存提供了前提，

为个人自由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并明确了平等权

的具体内涵，而无国籍状态将直接影响儿童的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

实现。 

三 中国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代孕儿童权利保

护存在的问题 

(一)正常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代孕法律规制缺

失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高精尖的医疗技术，需

要配备全套医疗设备，包括试管婴儿操作台、显

微镜、胚胎培养箱、胚胎储存室、操作床等。由于

这些设备价格昂贵和财力有限，从事“地下”代

孕的中介机构大都使用公立医院淘汰下来的设备，

这些设备的性能难以保障。采用辅助生殖技术代

孕的操作过程需要在无菌和常温实验室进行，这

要求医院必须装配有百级层流操作系统，但有

“地下”代孕机构用普通空气净化器过滤空气后

就进行上述操作。另外，“地下”代孕机构为代

孕者提供的居住、饮食、护理和诊断及医疗条件

大都令人担忧。由于我国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

员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开展代孕业务，代孕活

动大多在“地下”进行，这种失范的状况危害代

孕儿童的生命和健康。鉴此，我国应通过立法对

正常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代孕行为加以规制。 

(二)代孕亲子法律关系不清晰 

在立法层面，中国关于代孕亲子关系的规定

处于空白状态。亲子关系认定属于民事基本法律

的范畴，只能由法律规定，而 2021 年开始实施的

《民法典》也未对代孕作出规定。卫生部 2001年

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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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

则》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代孕，二者对

代孕协议合法性均未作出规定，但其对代孕的否

定性评价是显而易见的，法院裁判时往往引用其

作为否定代孕协议有效性的依据。从这一点可以

看出，我国并不赞同将契约说作为代孕亲子关系

认定的标准。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卵子捐献型代孕最为常

见，法院往往认定基因父亲为亲生父亲，而认定

分娩母亲为其亲生母亲，代孕子女被视为基因父

亲的非婚生子女，代孕儿童的权利和义务则适用

有关非婚生子女的法律规定，但是也有个案法院

根据代孕协议的约定排除了代孕母亲与代孕儿童

之间存在亲子关系。而代孕儿童与意向母亲之间

的亲子关系则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某些案件中，

法院认为代孕儿童与意向母亲之间构成继母与继

子女关系，而在另外的案件中，法院直接以血缘

说排除了意向母亲与无基因联系的代孕儿童之间

存在亲子关系。而对于完全型代孕有的法院则以

基因说确定法律上的亲子关系，而在采基因说的

同时也考虑精子或卵子提供方是否同意。 

在我国，户籍登记是确认亲子关系的重要依

据。根据公安部下发的《户口管理规范》，新生儿

只能随父或者随母一方或者双方落户，而且需要

提供新生儿的《出生医学证明》，而医院出具的

《出生医学证明》登记的母亲一般来说是代孕母

亲，因代孕母亲与意向父亲之间缺乏合法的婚姻

关系，国内出生的代孕儿童无法直接随意向父母

登记落户。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

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的第 2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卵子捐献型和完全型

代孕的意向父母可以退而求其次，通过亲子鉴定

的方式来实现随父落户登记。从这些规定可以看

出，行政机关在进行亲子关系登记时，认定《出生

医学证明》上登记的母亲(一般为代孕母亲)为法

律上的母亲，而法律上的父亲则采用基因说。 

综上，我国关于代孕亲子关系的认定在立法

上处于空白状态，尽管部门规章对代孕持否定性

评价，但其仅有助于否定代孕协议的合法性，而

对通过代孕生子的亲子关系的认定并没有相应规

范。尽管已经进行了广泛讨论，但《民法典》对代

孕还是持谨慎态度，没有对代孕亲子关系的认定

作出规定。司法实践对代孕亲子关系的认定缺乏

统一的标准，对卵子捐献型代孕通常采用分娩说

认定法律上的母亲，采用基因说认定法律上的父

亲，但在个案中也有法院采用契约说；对于完全

型代孕采用基因说，但前提是精子或卵子提供方

同意代孕。户籍登记行政机关对母亲的认定以登

记为标准，而对父亲的认定则采用基因说。总体

来说，在代孕亲子关系认定方面，我国立法、司法

以及行政缺乏系统、一致的认识。 

(三)代孕儿童人身权利法律保护不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未就代孕是否构成拐卖儿

童作出规定。从现行规定来看，《关于依法惩治拐

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 16 条、第 17 条规定

了出卖亲生子女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情形。据

此可知，现行规定界定父母出卖亲生子女是否构

成拐卖儿童罪的关键在于区分行为人是否有非法

获利的目的，故而，是否构成拐卖儿童罪的关键

仍依赖于亲子关系的认定。如果按照国内主流观

点，认定代孕母亲属于法律上的母亲，那么多数

的商业代孕中代孕母亲均涉嫌拐卖儿童，然而与

一般的拐卖儿童不同的是，买方可能是代孕儿童

基因上的父母，这种情况下是否侵犯儿童的人身

自由与人格尊严是存疑的。司法实践中鲜有代孕

父母和意向父母因拐卖儿童而受到追究，但有代

孕中介机构因促成了胚胎捐献型代孕而以拐卖儿

童罪受到追诉。 

遗弃是指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的行为。

传统的扶养义务限于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然而由

于亲子关系的不确定，当事各方是否存在扶养与

被扶养关系是不确定的。另外，传统婚姻家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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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主体是各家庭成员，而代孕下的家庭成员认

定就存在不确定性，而且中介机构、医疗机构往

往在商业代孕中充当重要角色，但其应当承担何

种责任是不明确的，在我国就曾经发生过因中介

机构导致代孕儿童与意向父母在血缘上没有任何

关系，并继而导致意向父母和代孕母亲双双遗弃

代孕儿童的事件。另外，受传统重男轻女思想影

响的意向父母可能选择性地遗弃女婴。 

我国现行法律中也不存在对代孕父母资格审

查的规定。在传统家庭法律关系中，继父母与继

子女之间关系的形成依赖于继父母与亲生父母之

间婚姻关系的成立，而无须另外的法律程序进行

确认和审查继父母资格，相关法律无法满足对意

向父母适合性的审查要求。在现行的法律中关于

父母资格审查的规定主要见于《民法典》，其第

1098条对收养人的资格进行了规定，另外《民法

典》实施前，各地也纷纷出台了关于收养的评估

办法，然而关于养父母资格审查的规定并不能直

接适用于代孕。 

(四)代孕增加儿童无国籍的可能性 

我国《国籍法》在国籍取得方面以血统主义为

主，兼采出生地主义。目前在跨国代孕中，我国主

要扮演跨国代孕儿童的接收国的角色，跨国代孕

儿童获得我国国籍的关键在于意向父母中的一方

或者双方依我国法律被认定为该儿童的父母。虽

然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多根据基因联系确定生父的

身份，但并没有法律对此予以确认，这使得代孕

儿童仍有无法取得国籍的可能性。我国《涉外民

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 25 条规定:“父母子女人

身、财产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

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

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

律。”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在代孕儿童与意向

父母存在基因联系时，可根据意向父母中有基因

联系的一方的经常居所地(中国)法认定该儿童与

基因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继而确定国籍。然而，

并非所有的代孕儿童都与意向父母存在基因联系，

在胚胎捐赠型和精子捐赠型代孕情形下，代孕儿

童与意向父母中的任意一方都无法建立基因联系，

尽管可能根据代孕儿童的出生地国法律，意向父

母是其法律上的父母，但我国行政主管机关或者

法院不予认可出生地的登记文件或者法院判决的

可能性较大。当出生地国采取血统主义作为国籍

认定标准时，代孕儿童可能成为无国籍者。 

四 完善我国通过辅助生殖技术代孕儿童的法律

建构 

(一)立法上容忍辅助生殖技术正当代孕行为并对

其进行法律规制 

在原卫生部 2001年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管理办法》和 2003年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

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后，医院和医务人员开展

代孕活动被禁止，但非医疗机构和非医务人员仍

在开展代孕活动，且这类“地下”代孕越来越盛

行。2015年 4月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公安部等 12

个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 8 个月的打击代孕

专项行动。但 2015年 12月 27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该修正

案草案中“禁止以任何形式代孕”等规定被删除。

鉴此，立法上可进一步放宽，删除原卫生部 2001

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 2003

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

原则》中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代孕的规

定。 

在制定有关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正当代孕

的法律、法规或规章时，首先，应将采用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正当代孕纳入现有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的业务领域和执业范围，将“地下”代孕转变为

公开和正常开展的医疗事务。其次，应制定医疗

机构和医务人员从事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代孕

活动所需的技术、安全、设备、环境和业务标准。

再次，应制定和实施有关允许采用人类辅助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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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代孕的类型、代孕申请者以及代孕母亲的标

准和资格。就代孕类型而言，目前学界对开放代

孕技术也持谨慎态度，普遍的观点是将代孕开放

的范围限定于非商业代孕。而从基因联系角度，

合法的代孕安排应当排除胚胎捐赠型代孕和精子

捐赠型代孕，因其可能导致“婴儿工厂”和儿童

买卖。就申请者资格而言，申请者应限定在失独

且无法生育的夫妇、不孕不育夫妇，代孕应当由

夫妻双方共同申请，要充分保证无基因联系一方

的知情权，这有利于维护收养后儿童的家庭完整，

故而，在目前阶段，还不适宜向未婚者开放代孕

申请。同时对于接受委托的一方也应当作出资格

限制，应当由医生对代孕母亲的身体状况进行检

查，降低影响代孕母亲、胎儿健康的风险，并充分

告知其代孕可能带来的生命健康风险与法律伦理

风险，从生理上保护代孕儿童的健康，从法律上

构建可期待的、稳定的法律关系。再次，应对采用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代孕实行优生优育，应建立满

足正常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代孕所需的精子库

和卵子库，鼓励社会捐赠精子和卵子。复次，应规

范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代孕的收费标准，严格

禁止乱收费和高收费。最后，应将采用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代孕活动纳入计划生育，严格禁止通过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代孕超生，避免技术滥用。 

(二)立法上应确立以“孕者为母”为主、儿童权利最

大化为辅的亲子认定规则 

我国现行法律对代孕行为具有明显的否定倾

向，以分娩说来确定代孕儿童的法定母亲是符合

这一立法导向的。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多数

司法判决都是采用孕者为母的这一原则。从全球

范围来看，虽然关于亲子关系认定的理论有很多，

但从各国的立法、司法实践来看，“孕者为母”

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即使在代孕合法化的国家

也并不否定“孕者为母”。从法律上明确“孕者

为母”，既是出于否定女性子宫工具性的需要，

也是对代孕行为的间接否定，它将母亲的权利和

义务加于分娩母亲，增加了代孕母亲与意向父母

的法律风险。而且，在我国，买卖血液，买卖配子、

合子、胚胎，买卖器官以及卖淫嫖娼等涉及组织、

器官、人身的交易都是法律所禁止的，明确“孕

者为母”也是在此领域实现法制统一性的要求。 

当然，实践表明，孕者为母并不能解决所有的

代孕亲子关系问题，这一理论有天然的缺陷，即

一旦代孕发生在亲属之间，这种亲子关系的认定

就存在伦理上的风险，这是法律和伦理都无法接

受的。因而，在适用这一理论将影响儿童的利益

时，应当以儿童权利最大化原则加以斧正。 

鉴此，笔者建议在《民法典》第三章“家庭关

系”的第二节增加关于亲生母子女关系及代孕产

生的亲子关系的认定的内容，具体可规定如

下:“分娩孩子的妇女是孩子的亲生母亲，但代孕

产生的母子关系的认定若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的原则相违背，则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利益的原则判定。” 

(三)建立适合代孕儿童的特殊收养制度 

根据我国司法实践，部分代孕类型下的代孕

儿童可以视为意向父母的非婚生子女，但这并不

能使其摆脱跛足的亲子关系，只有为代孕儿童提

供一条能够稳定地认定亲子关系的路径才能真正

维护代孕儿童的最大利益。《德国民法典》第 1741

条第 2款规定:“以收养为目的，以违反法律或善

良风俗的方式参与子女的媒介或者携带，或以此

委托第三人，或以此向第三人支付报酬的人，仅

在收养为子女的最大利益所必要时，才应该收养。”

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借鉴德国立法，允许委托父

母与代孕儿童通过收养程序实现亲子关系的转移

更加符合我国法律对代孕的否定性态度，进而能

够理顺代孕状态下复杂的亲子关系的认定。在我

国法律允许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正常开展代孕业

务后，同样需要通过收养程序实现亲子关系的转

移，这能够最大限度地化解公共秩序与儿童权利

保护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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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被收养儿童的权

利，还可以参考国际法上的规定和借鉴国外成熟

的经验，建立试养期制度。例如，1986年联合国

《关于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特别是国内和国际寄

养与收养办法的社会和法律原则宣言》第 16条规

定:“收养前，应由儿童福利机构或单位观察待收

养儿童与将来的收养父母之间的关系。立法应确

保在法律上承认该儿童为收养家庭的一个成员并

享有成员的一切应享权利。”《瑞士民法典》第

264条规定:“预期的收养人对养子女至少已照顾、

教育满一年，并且有理由认为亲子关系的建立有

利于养子女，又不致损害养父母其他子女的利益，

才可以收养。”《法国民法典》第 345 条第 1 款

规定:“只有年龄不满 15 周岁，在收养人或者两

收养人家庭中接纳至少已经 6 个月的儿童，始允

许收养之。” 

鉴此，笔者建议将代孕儿童亲子关系的确立

纳入《民法典》调整的范畴，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

收养方式，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五章“收养”

中增加特殊收养的内容，具体规定如下:“在利用

辅助生殖技术委托他人进行妊娠的情况下，仅在

为子女最大利益所必要时，经亲生母亲同意，与

未成年人存在生物学上父母子女关系者及其配偶

可以收养该未成年人，并可以不受被收养人资格、

送养人资格、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年龄差、收养子

女数量的限制。”而是否允许建立特殊收养关系，

代孕儿童的最大利益应当是决定性因素，对因特

殊收养而导致事实上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可

以依据计划生育相关法律进行规制。同时，建议

在第 1093 条有关被收养未成年人的内容中增加

一款，即通过代孕方式出生的儿童；在第 1097条

单方送养的情形中增加“代孕母亲”。另外，在

《民法典》中增加试养期的内容，可规定为:“预

期收养人对预期被收养人已照顾、教育满六个月

的，主管部门认为收养有利于预期被收养人利益

的，方得收养”，并且明确规定“由代孕引起的

特殊收养适用试养期的规定”。 

此外，特殊收养并不因基因联系便可省略对

意向父母的资格审核环节。现行收养的评估与回

访制度应同样适用于代孕儿童特殊收养。在进行

评估时应当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和非歧视性

的原则。 

(四)完善防止拐卖代孕儿童的相关法律 

《民法典》第 1044条第 2款规定了禁止以收

养名义买卖儿童。在是否适用特殊收养的问题上，

应当明确将基因联系作为特殊收养的必要条件，

不存在基因联系的胚胎捐献型和精子捐献型传统

代孕则不适用特殊收养的规定，此类代孕儿童应

当通过一般的收养程序进行收养，否则将会为

“婴儿工厂”提供合法通道。代孕母亲与意向父

母之间的代孕行为是否构成拐卖儿童和应受到的

处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40、241、

242条的规定加以认定和处罚。为了避免特殊收养

中意向父母向代孕母亲支付费用的行为构成“买

卖”，特殊收养应采用与一般收养相同的标准。

故而，主管机关应对整个代孕过程的财务状况进

行审查，保证意向父母支付的费用处在“适当”

范围内，法律仅保护代孕母亲合理的经济补偿，

经济补偿可以包含医疗费、检查费、合理的营养

费、适度的误工费等，相关的费用以实际发生和

一般的社会认识为标准。法律不保护代孕母亲的

“佣金”，对超出部分行政与司法部门不予保护，

防止其蜕变为“买卖儿童”的工具。2017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

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

“偷盗婴幼儿”罪和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

单位的工作人员拐卖儿童罪作出了规定，但没有

涉及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代孕儿童的拐卖问

题。为了防止和惩处拐卖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

的代孕儿童，司法机关应通过司法解释和判例的

形式对相关标准加以明确。另外，公安、卫生、市

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违法从事代孕活动的中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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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医疗机构的监管，防止出现超量移植胚胎造

成的潜在的遗弃或者买卖儿童的风险。 

(五)刑法上明确遗弃代孕儿童的各方主体 

我国《刑法》第五章第 261 条对遗弃罪及其

刑罚作出如下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

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

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在采用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代孕儿

童遭受遗弃时，怎样认定对其负有扶养义务的人

和遗弃儿童的犯罪主体值得深入讨论。在通过收

养实现亲子关系的合法转移之前，作为法律上母

亲的代孕母亲无疑是负有扶养义务的，而意向父

母则是代孕儿童的“创造者”，其中一方或者双

方与代孕儿童之间存在基因联系，且根据预期能

够与代孕儿童建立收养亲子关系，也正是因为意

向父母与代孕母亲之间的签订代孕合同(虽然代

孕合同依现行法律被认定为无效)的先行行为，代

孕儿童的亲子关系在法律上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这种风险也是在其发起代孕行为时便应当预见的，

而且这种风险往往是由意向父母合意造成的，而

非仅仅是存在基因联系的一方的单方意志，所以，

意向父母双方都可作为遗弃罪的犯罪主体。此外，

中介机构或者医疗机构除了参与造成亲子关系不

确定的风险，在某些情况下其处于支配和控制代

孕儿童的地位，应当将这三者都纳入遗弃罪的犯

罪主体范围内，这有助于防止代孕儿童在任一环

节被遗弃。为此，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对所涉主体

做扩大解释，即委托他人进行代孕的行为人以及

从事代孕的医疗机构、中介机构均可作为遗弃罪

的犯罪主体。司法机关也可以以具体案件为契机，

将其上升为指导性案例，对遗弃代孕儿童的案件

进行审判指导。据我国《刑法》第 87条第 2款的

规定，遗弃儿童罪的追诉期限为 10年，即经过 10

年，法律就不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遗

弃儿童罪是一种典型的继续犯，即犯罪行为一经

实施，就持续地对被害人的权利造成侵害，直至

侵害行为停止。我国《刑法》第 89 条第 1 款规

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

续或者持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因此，对上述遗弃采用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代孕

儿童的追诉期不是从上述行为人的遗弃行为发生

之日起计算，而是应从遗弃行为的终了之日起开

始计算。 

(六)完善涉及跨境代孕的相关法律 

首先，为了防止代孕儿童无国籍情况的出现，

我国应确保每一个代孕儿童能够得到准确的出生

登记。因为“出生登记记录儿童的父母情况和出

生的地点、时间，从而也具有帮助儿童维护其国

籍权的重要功能。在某些情况下，无法获得出生

登记直接妨碍国家把儿童认定为其国民”。现阶

段，在我国采用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代孕儿童获

得完整记载意向父母姓名的《出生医学证明》主

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通过伪造结婚证、生育服

务单等证明文件或者直接伪造《出生医学证明》；

二是利用医疗机构审核不严、登记不规范获得《出

生医学证明》。故此，除了由司法机关继续依法打

击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的行为外，医疗机构应该规

范出生医学证明登记行为，登记的母亲应严格限

定为分娩母亲，对于不能提供合法证明文件的，

不应在出生医学证明上登记为父亲。这既是防止

代孕儿童陷于无国籍状态的需要，也是保障代孕

儿童知情权的需要。自 2019年 1月 1日，我国开

始启用国家统一制发的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第

六版)，各级医院和医疗机构在对采用辅助生殖技

术出生的代孕儿童签发《出生医学证明》时应坚

持由新生儿母亲本人持《出院证明书》申办。如果

新生儿母亲不便本人申办，则须提供新生儿母亲

亲笔签字的委托书，委托新生儿父亲或意向父母

办理，其他人员原则上不予受理。意向父母在受

托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时，须提供有效的收养上

述新生儿的协议或公证文书。另外，一经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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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医学证明》不得出卖、转让、出借和私自涂

改，其所记载的所有信息不能变更。 

其次，承认外国法院关于包含代孕合法的判

决或者其主管当局出具的意向父母为法律上父母

的证明文件显然与我国司法实践否定商业代孕协

议的有效性相矛盾，而且也与我国宪法规定的人

格尊严不受侵犯相冲突。在国外的实践中，日本、

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在涉及承认此类外国法院判决

或者法律文件时也都拒绝予以承认。然而，不承

认外国司法判决和法律文件可能导致儿童无国籍

状态或者损害儿童利益，所以允许跨国代孕的意

向父母进行特殊收养有其必要性。 

最后，应当完善我国现行的涉外收养制度。代

孕引起的特殊收养导致我国从主要作为被收养儿

童出生地国的单向收养向同时作为接收国的双向

收养转变，这要求建立有关中国公民在境外通过

代孕方式实现特殊收养的法律规范，除此之外，

“要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完善跨国收养的跟踪机

制”，持续关注跨国收养中被收养人的实际状况，

防止在跨国代孕儿童收养的过程中出现买卖、遗

弃以及虐待儿童的情形。 

(七)司法上贯彻“儿童权利最大化原则” 

尽管立法可以规范代孕行为并提供代孕儿童

法律保护的路径，但再完善的法律也不可能完美

解决代孕所产生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适度容

忍代孕并不意味着接受所有代孕形式，一旦接受

商业代孕合法化意味着人身可以作为客体，这将

导致一系列涉及人身、器官交易行为的违法性的

理论基础坍塌。同时，法律也不可能为代孕母亲

与意向父母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的代孕预设可能性，

因为这有可能导致伦理关系的混乱。法律对代孕

的放宽仅限于特殊情形，故而可合理预见，“地

下代孕”“旅行代孕”中非法代孕行为仍不可能

在短时间内消失。在此情形下，作为儿童权利保

护的最后一道闸门，司法要将“儿童权利最大化

原则”贯彻始终。 

在司法实践中，对“公共秩序”的考量应向

“儿童权利最大化”倾斜。欧洲人权法院在梅尼

森诉法国案(Mennessonv.France)和帕拉迪索和

坎 帕 内 利 诉 意 大 利 案

(ParadisoandCampanelliv.Italy)中援引了《欧

洲人权公约》第 8 条规定的“尊重家庭生活权

利”、“尊重私人生活”作为儿童权利最大化的

具体裁量标准。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借鉴“家

庭生活权利”作为儿童权利最大化原则具体化的

适用标准，一方面，将基因联系作为判断代孕儿

童与意向父母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家庭生活联系的

重要标准；另一方面，当意向父母与代孕儿童不

存在基因联系时，也应当考虑到他们之间的真实

家庭生活联系，以及不如此即可能导致儿童不可

或缺的家庭生活权利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涉及跨

国代孕亲子关系的认定时，尽管特殊收养可能缓

解代孕与公共秩序之间的冲突，但无疑特殊收养

仍可能遭遇国际私法上的冲突，当特殊收养无法

适用时，如何在司法活动中实践儿童权利最大化

原则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当代孕儿童通过

国外法院判决获得意向父母与代孕母亲之间亲子

关系的确认时，无论是否存在基因联系，国内法

院可以将是否存在真实家庭生活联系作为判断是

否承认外国判决的重要考量。 

另外，儿童权利最大化原则下对拐卖儿童罪

的刑事司法规制要保持谦抑。如上文所述，非法

代孕，尤其是不存在基因联系的胚胎捐赠型和精

子捐赠型代孕涉嫌拐卖儿童，但一旦认定其构成

犯罪，则可能出现代孕母亲与意向父母双双入刑

的情形，对保护儿童利益造成了更大的不利。此

种情形下，尤其是胚胎捐赠型代孕，如果断然否

定代孕儿童与意向父母之间的联系，那么对遗弃

儿童罪的认定也将缺乏依据。故而，在对非法代

孕行为是否构成拐卖儿童进行判断时应慎之又慎，

充分考虑其主观的恶性以及所侵犯法益的严重程

度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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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研究》创刊于 2001 年，系山东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主办的学术理论性刊物，被连续收录为 CSSCI 来源集刊。 

【法律评注】杨代雄｜《民法典》第 145 条评注——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 

原创：2022-06-22 中国应用法学 杨代雄 

https://mp.weixin.qq.com/s/f-rJcYiSda90gJmrdSbB6g 

 
杨代雄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   

随着《民法典》的施行，中国步入“法典化”

时代。法典可以说是立法体系化的典范，与之相

呼应的学理典范则是被称为“法教义学巅峰”的

法律评注。法律评注不仅是德国法系下法教义学

衍生的集成作品，在其他有着成文法典的大陆法

系国家，如意大利、法国、日本等也存在着体例

不一的法律评注作品，甚至以普通法为根基的美

国和英国也存在着体系化的法律重述。可以说，

法律评注及类似的体系化作品是法学理论和司法

实践高度发达的产物和表征。法典颁布之初法律

评注的主要功能，即总结以往理论和实践经验，

促进通说的形成。中国的法律评注在现阶段所要

发挥的功能即在于此。与法典原创国家不同，中

国作为典型的法律多元继受的国家，在法律评注

中还需要注重发掘法律条文和制度的继受来源，

尝试探究法律继受的路径，为体系化的梳理提供

历史和比较的视角。在中国，法律评注面临的主

要障碍并不仅仅是继受来源的不确定和不明晰，

更为棘手的是对既往司法实践的梳理，也即对海

量的司法案例的分类归纳整理。在这一背景下，

中国的法律评注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以法典条

文为纲，总结司法类案的功能。对于中国的法律

评注来说，这个时代提供了机遇，提供了对法学

理论和司法审判进行整合和反思并进行对话的机

会。《中国应用法学》适时开设法律评注栏目，融

汇不同学科的法律条文评注，将为中国法律评注

及中国应用法学的发展打开一扇新的窗口。我们

所做的就是以发展的眼光，逐步探究并形成中国

法律评注应有的姿态和路径！ 

《民法典》第 145 条评注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 

文｜杨代雄 

本文刊载于《中国应用法学》2022 年第 3 期 

内容提要：《民法典》第 145 条在适用范围

上未区分合同与单方法律行为。该条中的“纯获

利益”是指只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带来法律上

的利益，未使其承受法律上的不利益。中性行为

应否比照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不可一概而论。

间歇性精神病人未发病期间属于有民事行为能力

人，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为有效。法定代理

人的同意或者追认表示既可以向相对人作出，也

可以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应享有追认权。

在善意相对人已作出催告的情况下，应排除其撤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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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权。关于当事人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是否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

效力待定的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 

关键词：民事行为能力  法律行为  追

认  法定代理人  善意相对人 

第一百四十五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

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

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

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

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

视为拒绝追认。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

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01 规范目的 

一方面，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相比，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具有更高的辨识能力，所以其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并非一律无效。另一方面，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辨识能力低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仍然需要法律给予特殊保护，以确保私法自

治的实现。结果是，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资格

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处于中间状态：法律只

允许其独立实施部分民事法律行为，其他民事法

律行为须经法定代理人事先同意，否则效力待定，

最终是否生效，取决于法定代理人是否及时追认。

当然，法律在此并非仅考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照顾相对人的利益，赋

予相对人催告权与撤销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本

条在规范设计上体现了对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 

02 立法沿革与比较法例 

依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

《民法通则》）第 12条第 1款之规定，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

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后实

施。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而独立实施的，依同法

第 58 条第 1 款第二项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47条将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而订立的合

同由原《民法通则》的无效模式改为效力待定模

式。此外，该条还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

独自订立纯获利益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145条将效力待

定模式扩及所有民事法律行为，不限于合同。 

从比较法看，关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

同意（允许）实施法律行为的效力，存在三种规范

模式。一是可撤销模式，如《日本民法典》第 5条

第 2 款、第 9 条（未区分无行为能力人与限制行

为能力人）。二是效力待定模式，如《瑞士民法典》

第 19 条， 虽然条文规定不是特别明确，但解释

上均认为法律行为效力待定。三是区分模式，即

区分单方法律行为与合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未经同意（允许）实施的单方法律行为无效，订立

的合同则效力待定。代表性立法例是《德国民法

典》第 107-111 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77-83条。 

03 适用范围 

《民法典》第 145 条未区分单方法律行为与

合同，在这方面接近于瑞士民法的规范模式。当

然，该条的效力待定模式应否适用于单方法律行

为，或者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

同意实施的单方法律行为究竟应该是无效还是效

力待定，尚有疑问。如果单方法律行为有相对人，

效力待定模式使相对人处于不确定的等待状态，

对相对人较为不利，反之，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有一定益处。比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除

斥期间届满前作出行使形成权的意思表示，法定

代理人在该除斥期间届满后对此表示同意，按照

效力待定模式，其意思表示因被追认而有效，形

成权得以实现，而按照无效模式，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的意思表示无效，其形成权因除斥期间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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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而消灭。无效模式的这一结果似乎与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之保护目的背道而驰，因此，《民法典》

第 145 条将效力待定模式适用于单方法律行为未

尝不可。应当注意的是，《民法典》第 1143条第

1款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这

是根据死因行为的特殊性所作的特别规定。 

《民法典》第 145 条的直接适用对象是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过，必

要时可以准用于准民事法律行为，比如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出具收条（观念通知）。  

04 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概说 

从规范目的看，本条旨在保护心智能力尚未

健全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使其利益不至于因

为非理性意思决定而遭受损失。如果某一项民事

法律行为仅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带来利益，不

可能使其利益减损，则其没有保护之必要，自然

不得以行为能力欠缺为由认定该民事法律行为效

力待定。 

（二）何为“利益” 

此处所谓“利益”应解释为法律上的利益，不

包括经济上的利益。从经济视角看，一项民事法

律行为可能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利，但在法

律上却给其带来不利益。比如，12岁的甲以 3000

元低价从乙处购买一辆摩托车，随后以 5000元价

格转卖给丙。甲从中获取 2000 元利润，在经济上

无疑获得了利益，但其购买摩托车的合同并非纯

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一项民事法律行为在经

济上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有利，应当由其

法定代理人予以判断。法定代理人认为有利的，

自会予以追认，使之发生效力。着眼于法的安定

性，也应当以法律上的利益为准，因为经济上的

利益在很多情形中不宜判断。  

此外，判断一项民事法律行为对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是否有利也不取决于其他的事实视角，

比如取得的标的物是否具有危险性。在上例中，

如果乙将摩托车赠送给甲，则甲获得法律上的利

益，尽管摩托车对未成年人有危险，但没必要通

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权在外部关系上防护此种危

险，毋宁应借助于内部关系中的照管权控制危

险。  

（三）何为“纯获利益” 

所谓纯获利益，是指只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带来法律上的利益，未使其承受法律上的不利

益。法律上的利益即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律

地位的积极影响，既包括增加其权利或其他有利

地位（比如技术秘密），也包括减轻其义务或其他

负担。反之，法律上的不利益是指缩减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权利或其他有利地位，或者使其承

受义务或负担。该定义看起来似乎很明确，但仍

然存在理解上的分歧。最宽泛意义上的不利益包

括那些与法律行为相隔遥远或者仅具备发生之可

能性的不利后果。比如，取得某物（尤其是机动车、

不动产）后须承受公法上的义务或负担（纳税义

务、行政管理上的义务）；赠与合同被撤销后受赠

人的返还义务；从抵押人处取得某物后，该物被

强制执行时的容忍义务。如此，则关于纯获利益

的法律行为无需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规定形同

虚设，因为几乎任何一项法律行为都不能排除这

种不利益。所以，必须对法律上的不利益之范围

予以限制。 

比较合理的限制是，仅当不利益是系争民事

法律行为的直接后果时，才导致其成为并非使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如

果某种不利益的发生需要系争民事法律行为之外

的其他因素介入，则不符合直接性要求。最典型

的间接后果是赠与合同被撤销后的赠与物返还义

务。取得标的物之后的纳税义务、缴纳管理费义

务以及相邻关系中的义务亦然。当然，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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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间接后果的区分有时显得过于形式化，需要辅

之以法律目的考量，即考虑将系争民事法律行为

认定为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的民事法

律行为是否背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保护之目

的。  

具体言之，典型的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纯

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包括：（1） 以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为受赠人的单纯赠与，受赠人不承担任

何给付义务。（2）免除限制民事行为能人的债务，

或者达成合同承认此项债务不存在（消极债务承

认）。（3）作为出借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

出终止无偿借贷或借用合同的表示。（4） 向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授予代理权，因为该法律行为（不

包括原因行为）仅使其取得一项权限，未使其承

担义务。（5）在采用分离原则与抽象（无因）原

则的情况下，通过处分行为取得财产权。即便原

因行为是双务合同，取得人因此向让与人负担一

项债务，也只能说原因行为并非使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而不妨碍取得

行为构成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的民事

法律行为。当然，如果不采用抽象（无因）原则，

则须以原因行为为准判断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典型的非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的

民事法律行为包括：（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负

担给付义务的单务合同，比如保证合同、赠与合

同。（2）双务合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负担对

待给付义务，显然构成法律上的不利益，即便其

义务与对方当事人的给付义务在价值上明显不对

等，亦然。（3）不完全双务合同（unvollkommen 

zweiseitiger Vertrag），即合同双方当事人都

负担给付义务，但其给付义务不存在交换关系，

所以并非对待给付义务， 主要包括：①无偿的借

用或借贷合同，即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借用

人，可以无偿使用标的物，但仍向出借人负担返

还标的物之义务，此项义务对借用人而言是法律

上的不利益。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偿委托他

人处理事务的合同，因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虽

然无须支付报酬，但可能需要向受托人偿还必要

费用。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寄托人的无偿

保管合同，因为其可能需要向保管人负担损害赔

偿责任。（4）附负担赠与，尽管作为受赠人的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负担的给付义务不构成对待给

付义务，但仍属于法律上的不利益。当然，如果赠

与人在移转赠与物的所有权时为自己保留了一项

物上负担（比如役权），或者在赠与之前赠与物上

就已存在一项负担（如担保物权），则不妨碍该赠

与构成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的民事法

律行为，因为此种负担存在于标的物本身之上，

充其量只会使受赠人取得的所有权受到限制或者

具备丧失的可能性，结果是扣除了部分碎片

（Eigentumssplitter）的所有权移转给受赠人，

受赠人的其他财产不受影响，纯获利益。反之，如

果赠与合同约定在赠与物所有权移转之后受赠人

有义务为赠与人或第三人设定一项物上负担，由

于 此 项 义 务 是 人 的 负 担 （ persönliche 

Verpflichtung），已经超出了赠与物本身的范围，

所以构成法律上的不利益。受赠人此后为履行该

义务而设定物上负担的行为也并非纯获利益的民

事法律行为，因为其导致已经成为受赠人固有财

产的赠与物所有权丧失。（5）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处分其权利的行为，如债权让与、物权让与，即

便是为了履行一项负担行为中的债务亦然。（6）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相对人达成免除或限制后

者责任的约定。（7）行使形成权的意思表示，比

如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撤销表示、撤回表示、抵

销表示，因为此类意思表示导致权利消灭，并且

可能导致损害赔偿责任，比如因意思表示错误而

行使撤销权。当然，如果形成权行使仅导致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义务消灭或使其取得请求权，

则构成使其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8）债务

履行的受领，因为导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债

权消灭。如果把履行定性为一项法律行为（契约

论、目的约定论），自然可以直接适用行为能力规

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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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受领履行。如果不把履行定性为一项法律行为

（事实给付效果论），则虽然不能直接适用行为

能力规则，但鉴于清偿效果以受领人具备受领权

限为前提，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受领权

限，所以应当准用行为能力规则。 

某些民事法律行为虽未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获得利益，但也未使其遭受不利益，此即所谓

中性行为（neutrale Geschäfte）。中性行为一般

仅对第三人发生效果。最典型的就是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实施的代理行为， 法律行为的效果归属

于被代理人而不是代理人，所以既不会使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获得利益，也不会使其遭受不利益。

一般认为，中性行为应比照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

无须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即可生效。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无权处分行为也被视为中性行

为，因为处分行为仅导致他人丧失所有权，未导

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身丧失所有权。但有学

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将使受让人享受行为

能力规则的保护，背离了该规则的目的。这种反

对意见值得赞同。尽管无权处分行为没有导致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丧失标的物所有权，但该行为

侵害他人所有权，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能须为

此承担损害赔偿义务，此为法律上的不利益，因

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的

无权处分行为不应发生效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实施无权处分的原因行为

（负担行为）当然更不应发生效力，因为该法律

行为使其负担债务。实际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可以实施的代理行为也应

限定于有权代理， 因为无权代理行为的效果不能

归属于被代理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能需要

为此向相对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也是法律上

的不利益。 

05 与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

律行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与其年龄、

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 条规定，在个

案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人民

法院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

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

应的后果，以及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方面

认定。据此认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

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在学理上也被称为“日常生活

必需的合同”。具体而言，一个 17岁的高中生购

买一辆摩托车的民事法律行为显然超出其心智能

力，必须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一个血管性痴呆

症患者将不动产赠与其女儿，该民事法律行为显

然超出其心智能力；一个 13岁的少年订立有息借

款合同，该民事法律行为显然超出其心智能力；

一个未满 18岁的少女订立彩礼返还协议，该民事

法律行为显然超出其心智能力；一个弱智的成年

人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民事法律行为显然超出

其心智能力；一个因重金属锰中毒导致认知障碍

的成年人将其不动产出卖给他人的民事法律行为

通常超出其心智能力；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与他

人订立不动产买卖合同，该民事法律行为通常超

出其心智能力，效力待定。  

间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如何，不无

疑问。有判决认为，间歇性精神病人属于不能完

全辨认自己行为的人，即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可以实施与其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其未发病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即与其精

神健康状况相适应。有判决则倾向于认为间歇性

精神病人未发病期间属于有民事行为能力人，所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其仅于发病期间才欠

缺民事行为能力。相较之下，第二种观点更为可

取。某人是否能够完全辨认自己行为应以其实施

行为时的心智状态为准予以判断，间歇性精神病

人未发病期间的心智状态与常人无异，不宜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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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此外，其发病期间的心

智状态也不可一概而论，可能不能完全辨认自己

行为，应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能完全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应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原《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

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试

行）》]第 5条曾规定：“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

人）如果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

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

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者比较重大的行为缺乏判

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并且不能预见其行为后

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人。”

这表明，精神病人究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抑或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取决于其实施行为时的辨

识能力，间歇性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的行为能力

也应据此认定。 

06 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与追认 

（一）同意 

一项非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且超

出其心智能力范围的民事法律行为只有经过法定

代理人同意或追认才能发生效力。 

同意须在民事法律行为实施之前作出。既可

以向相对人作出同意表示，也可以向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作出同意表示。同意是不要式意思表示，

即便系争民事法律行为是要式的，亦然。比如未

成年人与他人订立不动产抵押合同，该合同须采

用书面形式（《民法典》第 400条），但未成年人

的父母仅以口头形式表示同意亦为有效。同意也

可以以默示方式作出，比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作出意思表示时，法定代理人在场但未作否定表

示，从中可以推断其对此同意。 

同意包括特别同意和概括同意。前者仅针对

某一项民事法律行为，后者针对一定范围内尚未

特定化的民事法律行为，比如父母允许未成年人

外出旅行，则意味着概括同意未成年人在旅途中

可以独立实施全部为旅行所必要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论该民事法律行为是否已经由未成年人用父母

事先交给他的钱履行完毕。 

一直到民事法律行为实施之前，同意可以被

撤回。撤回后，由法定代理人自己实施民事法律

行为。 

（二）追认 

追认是法定代理人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已

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表示同意。追认表示是不

要式意思表示，可以向相对人作出， 也可以向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出。追认可以是默示的，但

必须存在积极的可推断行为，比如，甲与未成年

人乙订立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协议，此后，乙的

父母对交换得来的土地予以使用，该行为构成追

认。单纯的沉默不构成追认。特殊情况是，依据

《民法典》第 145 条第 2 款第 2 句，如果相对人

催告法定代理人在 30日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

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很多学者认为，法律

在此种情形中将法定代理人的沉默拟制为追认意

思表示，但其实这是除斥期间届满的法律后果：

30 日除斥期间届满后，追认权消灭，而追认权恰

恰是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待定状态存续的前提，其

消灭自然导致效力待定状态终结，民事法律行为

确定不生效力。  

法定代理人虽表示同意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但对其内容予以变更的，

不构成追认。此项同意表示仅构成由法定代理人

发出的新要约，相对人需对此作出承诺，才成立

合同。当然，例外情况下，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

予以变更的同意表示构成部分追认，前提是，即

便不存在未被追认的民事法律行为部分，当事人

也会实施该民事法律行为的其余部分。  

无论相对人是否催告，法定代理人都可以追

认。法定代理人虽有追认权，但如果其迟迟未作

表态，则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长期处于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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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对相对人极其不利。因此，第 145条第 2款

赋予相对人一项催告权，使其可以尽早从未决状

态中解脱出来。催告在性质上是一项意思通知，

不是意思表示，但必要时应准用法律上关于意思

表示的规定，比如关于意思表示到达的规定。催

告必须向法定代理人作出，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作出的催告无效。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死亡

的情况下，只能向其继承人作出催告，不能向法

定代理人作出催告， 因为法定代理关系已经终止

（《民法典》第 175条）。 

在相对人催告的情况下，追认权适用除斥期

间。依第 145 条第 2 款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法

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0日内予以追认。此

处“30日”即为除斥期间。有疑问的是，相对人

发出催告时是否需要指明该期间？可否指定更长

或更短的期间？从比较法看，依《德国民法典》第

108 条第 2 款规定，法定代理人只能在收到催告

后两个星期之内表示追认，这两个星期是法定期

间，无需相对人在发出催告时特别指明。我国《民

法典》第 145 条第 2 款在表述上虽然与《德国民

法典》第 108 条第 2 款有所不同，但应当作相同

解释：30日期间是法定的，无需在催告中特别指

明。当然，此处所谓“法定”并非强制性的。相对

人在催告中可以单方面指定长于 30 日的除斥期

间，因为这样对法定代理人更有利。反之，相对人

不能在催告中单方面指定短于 30 日的除斥期间，

因为这样就缩短了法定代理人作出决断的时间。

短于法定期间的除斥期间只能通过相对人与法定

代理人达成合意予以确定。  

除斥期间的启动是催告的第一个法律效果。

催告的第二个法律效果是使相对人取得追认或拒

绝追认意思表示的排他性受领人地位。在催告之

前，追认或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既可以向相对人

作出，也可以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出。在催

告之后，此项意思表示只能向相对人作出，因为

既然相对人发出催告，法定代理人就应该向相对

人作出回应，如果仅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表示

是否追认，相对人对此无从得知，不能实现尽快

使法律关系清晰明确之目的。我国《民法典》第

145条未明确规定催告的第二个法律效果，应当予

以漏洞填补。在《德国民法典》第 108 条中，催

告还产生第三个法律效果：催告导致法定代理人

在催告前向未成年人作出的追认或拒绝追认之表

示丧失效力，本来已经确定生效或不生效的法律

行为复归于效力待定，法定代理人需要重新向相

对人作出追认或拒绝追认之表示。我国《民法典》

第 145 条对此未作规定，在解释上应否借鉴德国

法的上述规定，不无疑问。  

在德国、日本民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

均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之后享有追认权。我国《民法典》第 145 条对

此未作规定，在解释上应承认此项追认权。从法

律目的上看，法定代理人的追认权旨在弥补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意思能力的不足，在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其本身已经

具备足够的意思能力，无需法定代理人的弥补。

实际上，法定代理人此时已经丧失法定代理权

（《民法典》第 175 条），不可能再对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此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予以追认。

由于该民事法律行为尚未被追认，所以仍处于效

力待定状态，此时有资格通过追认或拒绝追认终

结待定状态的只有已经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行为人本身。就规范基础而言，依《民法典》第 18

条之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追认是一项民事法律行为，已经成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人当然可以实施。 

07 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 

（一）撤销权的正当基础 

一般而言，民事法律行为成立之后即具备法

律拘束力，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得单方面使之消

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相对人缔结的民事法

律行为虽未立即生效，但已经成立，所以也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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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拘束力。当然，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相比，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缔结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拘束力

较弱。一方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其法定代

理人表示追认之前实际上不受民事法律行为的拘

束，因为法定代理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通过追认

使民事法律行为发生效力，也就是说，民事法律

行为的存废取决于其自由决定。另一方面，相对

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受民事法律行为的拘束。

依《民法典》第 145 条第 2 款规定，在民事法律

行为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享有撤销权，不受

民事法律行为的拘束。 

从比较法看，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法都

没有规定善意相对人享有撤销（回）权，例外的是

《德国民法典》第 109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第 82 条。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 65 条

第 4 款）以及之前的德国法律中（比如《普鲁士

行为能力法》第 4 条）并未规定善意相对人享有

撤回权（Widerrufsrecht），相对人一律受法律行

为拘束。《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第 83条规定善

意相对人享有解除权，《德国民法典》第 109 条

则将解除权改为撤回权。关于立法理由，“德国民

法典起草第二委员会”指出：通过允许法定代理

人拒绝追认一份不利合同，已经满足了未成年人

保护之需求。未成年人与相对人的利益平衡要求

赋予相对人一项解销权，否则相对人在某些情形

中将会丧失固有利益，而允许其撤回意思表示最

多只会使未成年人失去可得利益。不过，对于《德

国民法典》第 109 条，有些德国学者提出质疑。

比如，海因•克茨认为，《德国民法典》第 109条

的特立独行并无充分理由：某人以为对方当事人

已经成年，与其订立合同，后来发现该合同对自

己不利，凭什么可以仅以对方当事人未成年为由

从该合同中解脱出来？当然，通说认为善意相对

人的撤回权具备正当基础。具体言之，未成年人

的相对人与成年人的相对人所处的状况不同，未

成年人的善意相对人发现对方是未成年人之后，

面临合同效力不确定状态，财产进一步处置的可

能性受到严重限制，尽管有催告权，但在紧急情

况下无济于事，撤回权则可以使善意相对人迅速

摆脱不确定状态。这种观点值得赞同。法律行为

效力待定制度归根结底是利益衡量的产物。为了

保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利益，法律给予法定

代理人决定是否追认的机会，代价是使相对人陷

入等待状态，催告权只是对一般相对人的保护手

段，善意相对人理应获得更有力的保护，有权随

时结束等待状态。 

（二）撤销权的要件 

1. 相对人为善意 

《民法典》第 145条第 2款第 3句仅规定“善

意相对人”享有撤销权，至于何为“善意”，则未

作详细规定。从比较法看，依《德国民法典》第 109

条之规定，相对人在两种情形中享有撤回权：一

是相对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对方当事人未成年；

二是当时虽知道对方当事人未成年，但该未成年

人违背实情地声称已经得到法定代理人允许，相

对人据此以为其已经得到法定代理人允许。可见，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相对人是否知情，至于相对人

是否有过失，在所不问，因为不能将难以履行的

调查义务强加给相对人，未成年人也不应该从相

对人的轻信中获得不正当利益。类似地，在我国

台湾地区“民法”中，只要相对人在订立合同时不

知道限制行为能力人未得到法定代理人允许，即

享有撤回权。如果限制行为能力人用诈术使相对

人信其具有行为能力或已得到法定代理人允许，

则法律强制使其法律行为有效。相较之下，德国

法的规范模式更值得借鉴。使法律行为强制有效

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而言是一种十分严重的不利

益，与限制行为能力人保护之法律理念明显相悖，

所以不宜采用。仅需赋予相对人一项撤销权，即

足以保护其信赖。考虑到撤销权仅仅使相对人可

以“退出”民事法律行为，并未导致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遭受明显不利益，所以撤销权的门槛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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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在解释上，只要相对人在缔结民事法律行

为时不知道对方当事人欠缺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因

对方当事人的不实陈述而不知道其未经法定代理

人允许，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 145条第 2款

第 3句中的“善意相对人”，享有撤销权。 

2. 法定代理人尚未追认 

仅当法定代理人尚未追认时，善意相对人才

可以行使撤销权。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

事法律行为一旦经过法定代理人追认，即发生效

力，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待定状态既已终结，自

然不得再予以撤销。法定代理人的追认既包括向

相对人作出的追认表示，也包括向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作出的追认表示。  

有疑问的是，善意相对人作出催告之后，是否

仍可以行使撤销权。在德国法上，部分学者认为

催告并不影响撤回权的行使， 但部分学者认为，

依诚实信用原则，善意相对人作出催告后需要等

待一段合理时间再行使撤回权。我国台湾地区也

有学者认为，此种情形中，相对人行使撤回权应

受诚实信用原则的限制。相较之下，第二种学说

更为可取。善意相对人既然已经催告法定代理人

在除斥期间内作出是否追认的表示，就意味着其

愿意给予法定代理人一段时间进行权衡。善意相

对人如果在该期间届满前又行使撤销权，出尔反

尔，显然有悖诚信。依《民法典》第 476 条之规

定，要约虽可撤销，但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的，

不得撤销要约。此项规定之目的在于保护受要约

人对于承诺期限的信赖。依相同原理，在法律行

为效力待定情形中，法定代理人对于因催告而启

动的除斥期间也有值得保护的信赖。鉴于此，应

当对《民法典》第 145 条第 2 款第 3 句予以目的

论限缩，在善意相对人作出催告的情况下，排除

其撤销权。  

（三）撤销的方式 

撤销是一项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善意相对人

须以“通知”的方式向特定受领人作出撤销的意

思表示。此项意思表示是不要式的。有受领权限

的既包括法定代理人，也包括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本身，这样便于善意相对人行使撤销权。  

（四）撤销的效果 

善意相对人的撤销导致民事法律行为终局性

地不发生效力，效力待定状态终结，法定代理人

此后不能再进行追认。 

08 证明责任 

关于一方当事人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是否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主张该民事法律行

为因欠缺法定代理人同意而效力待定的当事人承

担证明责任，因为欠缺民事行为能力在性质上属

于权利妨碍事实，自然应由否认取得权利的当事

人证明。此项证明责任的范围也包括该民事法律

行为是否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因为某项民事法律行为是

否与当事人的心智能力相符归根结底也是对其民

事行为能力范围的判断，主张其民事行为能力不

足以实施该民事法律行为的当事人理应就此予以

证明。 

关于系争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使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纯获利益，应由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发生

效力的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如果系争民事法律

行为并未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则主

张该行为发生效力的当事人须证明法定代理人已

经对该行为表示同意。该当事人通常是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相对人，但并非必然如此。某些情

形中，相对人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待定，表示

撤销意思表示，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

理人则打算履行该民事法律行为，此时，应由法

定代理人负责证明其已经对该民事法律行为表示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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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追认，应由主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

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发生效力的当事人负责证明法

定代理人已经向相对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表示追认，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在取得

完全行为能力后已经表示追认。 

关于善意相对人撤销权的要件，应由主张相

对人没有撤销权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法定代

理人证明相对人是恶意的：首先证明相对人在缔

结民事法律行为时知道民事行为能力之欠缺，在

此前提下，如果相对人未能证明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当时向其谎称已经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即可认定相对人为恶意，否则，法定代理人尚需

进一步证明相对人知道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当时

未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在符合撤销权要件的前提下，关于撤销意思

表示的存在，应由善意相对人负担证明责任。善

意相对人需要证明的事项还包括撤销的及时性，

即在追认之前撤销。 

*本文刊载于《中国应用法学》2022 年第 3 期。因篇幅限

制，注释等有删减，具体请参见期刊原文。 

【探索争鸣】张力：民法典背景下的中国与俄罗斯当代家庭法比较 

原创：2021-12-24 湖北省法学会 荆楚法学 张力 

https://mp.weixin.qq.com/s/22_Mafobo4MQEI9W-oLNVw 

民法典背景下的中国与俄罗斯当代家庭法比较 

张 力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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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收养制度 

六、关于离婚制度 

七、关于俄罗斯婚姻家庭法的单独立法模式 

内容摘要 

当代中国与俄罗斯的婚姻家庭法分别走向了

回归民法典与继续保持独立法典化的不同道路。

俄罗斯独立家庭法典的巨大制度容量与社会治理

模式包容性，使其在应对生育率下滑、人口机构

老龄化、核心家庭松弛等社会问题上，形成了独

特与有效的调整方法与经验，尤其在兼顾婚姻自

由与家庭稳定、追求男女实质平等、落实子女利

益最大化原则等方面，形成了相对我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等相关制度体系适用与完善过程

的重要参照系。这一参照对于在获得婚姻家庭法

因回归民法典而享有一般私法原则与制度滋养之

好处的同时，如何防范因失去独立立法模式而可

能导致弱化婚姻家庭法区别于财产法的独特伦理

性制度特征，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中国民法典 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 

婚姻关系 亲子关系 监护关系 

中国的婚姻家庭法，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

都曾受到前苏联相关立法的深刻影响。随着我国

《民法典》的正式适用，婚姻家庭法正式以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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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的形式回归民法典，回归大陆法系婚姻法立

法体例的“通例”。立法体例的深刻改变也会对

前苏联婚姻法对我国婚姻法的长期影响形成扬弃

与超越，乃至在一些人看来是其影响的全面消解。

而现行《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于 1995 年 12 月

颁布实施，有趣的是，在俄罗斯学界看来，新法典

的颁行同样使俄罗斯婚姻家庭法回归世界主流，

这又使得当代俄罗斯婚姻家庭法与回归民法典的

我国婚姻法具有可比性。那么，继续保持独立立

法体例及其涵盖内容的俄罗斯家庭法典，对于放

弃独立立法体例，加入民法典以共享民法一般条

款规范与滋养的我国立法体例，又可以构成何种

意义上的比较法意义？ 

一、关于结婚制度 

俄罗斯结婚制度强调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与

公共秩序合理介入的有效兼顾。意思自治作为近

代私法三大原则之一，其基本精神当然也应延续

到具备私法属性的婚姻家庭立法之中。意思自治

于结婚制度首先体现在当事人对于生活模式选择

的自由，并尊重当事人结婚的自愿，但同时又必

须为国家（政府）政策性指导的介入留下制度通

道同样被我国婚姻法治传统强调。为此，在以下

三个方面可以形成俄罗斯与中国相关制度的比较： 

其一，结婚登记审查期。《俄罗斯联邦家庭法

典》规定，申请结婚的人自其向户籍登记机关递

交申请之日起满一个月后，亲自到该机关办理婚

姻登记。在特殊情形下，可以作相应的变通处理：

①在有正当理由时，对结婚进行国家登记的户籍

机关可允许当事人在不满一个月时登记结婚，也

可延长该登记期限，但最多不得超过一个月；②

在特殊情况下，如怀孕、分娩、一方的生命有直接

危险和其他特殊的情况出现时，当事人可于递交

申请当日予以登记。此种结婚审查期制度被认为

发挥了“结婚冷静期”的重大作用，有助于减少

草率婚姻的缔结率，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低质量

婚姻的大量缔结，由此也降低了低质量婚姻中常

见的草率离婚发生率。相对而言，我国《民法典》

并无结婚审查期的专门规定。《民法典》第 1049

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

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

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婚姻登记，即确立婚姻关

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换言之，

我国并未给结婚登记设定较长的登记时间。虽然

可以通过规定“离婚冷静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草率离婚率，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大量

草率结婚引起的低质量婚姻的不稳定性。离婚冷

静期的介入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双方有更多时间

相互磨合，为婚姻存续创造机会。但既然草率结

婚是草率离婚的重要诱因，那从防患于未然的角

度就应当增加规定“结婚冷静期”，从起点上提

高婚姻质量以减少草率离婚的发生率。因此不妨

借鉴俄罗斯有关结婚登记的审查期制度，这样既

有利于对结婚条件予以充分审查，又有利于杜绝

违法婚姻和草率婚姻。同时，这种结婚登记时间

颇具弹性。在有正当理由，或者在特殊情形下（比

如怀孕、分娩等），允许适当延长或者缩短登记时

间。另外，若户籍登记机关拒绝为当事人办理婚

姻登记，申请结婚的人（或者其中一方）可以向法

院提起诉讼。上述举措又有利于公民通过合法的

方式确立婚姻关系，体现出法律规范对结婚行为

的人文关怀。 

其二，无效婚姻制度。我国《民法典》虽在第

1051 条、第 1054 条规定了无效婚姻的法定情形

及后果，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法释

〔2020〕22号，以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解释（一）》”）第 9 条规定了有权请求确认婚

姻无效的主体，但并未像《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

对婚姻无效的宣告机构及宣告期间作出规定。可

参考《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增补以下内容：第

一，确认婚姻无效的宣告机关以及宣告期间。首

先，确认婚姻无效，既可由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依

行政程序进行，也可由有权确认婚姻无效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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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处理；其次，法院在作

出婚姻无效的判决后，应当在确认婚姻无效的判

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将判决书的副本送交至婚

姻登记机关。无效婚姻自其缔结之日起自始无效。

第二，确认婚姻无效的申请期限。根据婚姻无效

的不同情形，确认婚姻无效的申请期限也应有所

不同。如因重婚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可

不受时效的限制；如因未达法定婚龄而请求确认

无效，应在法定婚龄届至前提出。还可参照《俄罗

斯联邦家庭法典》第 30条，规定善意一方有权按

照民事立法的规定请求赔偿其所受到的物质和精

神损害。这一规定体现了《民法典》所要求的公平

原则，有利于保护无过失一方的合法权益。另外，

关于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主体，我国规定为婚姻

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并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解释（一）》中界定了“利害关系人”的范围。这

种基于不同的婚姻无效情形而规定不同的请求权

人的做法无疑是科学、完备的。 

其三，法定婚龄，我国《民法典》规定的男 22

岁、女 20岁的法定最低婚龄大大高于自然人获得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也高于当代我国男女

两性的生理与心理成熟以及广泛参与社会生产与

生活的实际年龄。此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编纂过程中，多数意见同意维持婚姻法规定的法

定婚龄，立法部门征求有关部门得出的结论也是

予以维持，因此综合多方因素，仍维持婚姻法规

定的法定婚龄不变。《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规定

的法定婚龄为男女两性平等的 18岁。在有正当理

由时，可适当将之降低为 16 岁或者不满 16 岁。

在赋予有效的监护制度、在校学生生育学籍保留

制度等配套措施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婚龄设计对

于其对抗人口老龄化、稳定人口出生率是有实际

效用的，并且并未带来显著的社会问题。我国正

快速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可参照俄罗斯立法并

根据本国国情，适当降低我国最低法定婚龄。 

二、关于夫妻关系制度 

当代俄罗斯极为注重追求男女在婚内“实质

平等”的实现。《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在第六章

“配偶的权利义务”里开宗明义地道出配偶在家

庭中地位平等。这着重体现在法典对双方自由地

选择职业和进行交易活动、对婚后的住所选择有

平等的决定权以及夫妻双方对涉及子女的教育、

教养问题有平等的协商处理权等方面，进行全面

细致且极富操作性的规定，兼顾实体与程序两方

面。这对于因回归民法典而难以获得足够法条表

达篇幅，而必须仰赖司法解释体系的中国当代婚

姻家庭法来说，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一，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尽管我国《民法

典》编纂时对法定夫妻财产制进行完善，如完善

婚后所得共有财产的范围及确立了夫妻婚内共同

财产分割的原则，但其无论是对夫妻法定财产制

度的性质、内容还是对约定财产制度的形成，以

及对二者之间的转化的规定均比较粗疏。相对而

言，《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三编则对夫妻财产

制度进行了全面与系统的规定。对此不妨考虑：

一是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在夫妻一方受破产宣

告或出现一方故意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行为时，

可以申请法院改夫妻共同财产制为分别财产制。

二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予以修正，增补规定

婚姻期间取得的文凭、执照等证书之归属以及修

正价值较大的个人生活用品（如价值不菲的奢侈

品）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的规定。三是完善约定

财产制的内容。增补约定的时间与主体：对于婚

姻期间的财产关系，男女当事人可于结婚前或结

婚后以书面形式进行约定。当然，由于“约定”

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约定的主体须具备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否则则需他人代理为之。补充约定财

产协议的内容以及夫妻实行约定的分别财产制时

的债务清偿规则。双方当事人对财产关系进行约

定后，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依法变更或终止。另外，

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夫妻共同财产

分割的时间与《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的规定有

所差别。后者原则上允许在婚姻期间对夫妻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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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财产进行分割，而我国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只

在两种特殊情形下，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

下可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其二，“婚姻协议”制度。能够与财产合同对

应的，独立而自成体系的“身份协议”概念及其

规则体系，是《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中极为重要、

极富特色的制度之一。我国《民法典》以及相关司

法解释中不乏具体的身份协议，如夫妻分别财产

制协议、夫妻财产分割协议、离婚抚养协议等，但

这些协议并不能覆盖主要的涉婚姻财产关系协议，

且法律中没有一般身份协议的规定，导致有关调

整依据不足，无法形成与财产合同相对应的身份

性协议制度体系。虽然《民法典》第 464条规定：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

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

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但没有明确如

何“参照适用”的规范，实践中不乏所谓“离婚

补偿”等无名协议中离婚一方以承担巨大财产

“补偿义务”负担为代价换取离婚自由的实现，

有关“协议”效力却借助所谓“意思自由”而获

得法官支持的不公情形。《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

以专章将婚姻关系中的全部财产协议集中规定为

“夫妻财产中的协议制度”，消除了有关领域中

无名合同的存在，明确了这些协议的自由范围与

限制要件，使得男女双方对未来财产关系的意思

自由获得了相对平衡的实现手段。法典第 41条规

定：“婚姻协议可以在注册登记之前缔结，也可

以在婚姻存续期间的任何时间缔结。其中，婚前

缔结的婚姻协议自注册登记之日起生效。婚姻协

议均采用书面形式并需要经过公证。”尤其重要

的是，法典第 42条还对婚姻协议的内容进行了限

制性规定。第 3 款明确规定：“协议中不能有限

制双方权利能力或行为能力的内容，不能有限制

双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向法院起诉的内容，

不能有使夫妻一方处于极为不利地位或与家庭立

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内容”。这样一来便有效

制约了某些利用他人对结婚或离婚自由的迫切需

求，而迫使对方在“夫妻财产协议”“离婚补偿

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等婚姻协议中接受

对其极为不利的财产安排条款的效力。该规定给

上述现象中的不利一方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根据，

尤其值得我国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借鉴。 

其三，夫妻债务的认定及偿还制度。我国原

2001 年修正的《婚姻法》在第 19 条第 3 款、第

41 条以及我国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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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释〔2003〕19号）第 24条等对分别财产制下特定

债务和离婚时如何偿还债务问题作了规定，但整

体上对夫妻债务认定的标准规定得不够明确具体。

我国《民法典》吸收此前司法解释的有效做法于

第 1064 条明确夫妻共同债务“共债共签”原则，

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总

体而言，我国对夫妻共同与分别债务清偿中区分

机制的规定仍然较为疏略。可以参考《俄罗斯联

邦家庭法典》第 45条所规定的夫妻债务认定与清

偿区分机制：对于夫妻一方的债务只能追索该一

方的财产。在夫妻一方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其个人

债务时，该方的债权人为追索债务有权请求分出

作为债务人的夫妻一方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

分给该债务人的份额。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追索夫

妻共同财产，对于夫妻一方的债务，如果法院确

定，夫妻一方的债务全部用于家庭需要，也追索

夫妻共同财产。当共同财产不足时，夫妻双方以

其各自的财产对上述债务负连带责任。如果法院

的判决认定，夫妻共同财产是由夫妻一方以犯罪

途径获取的资金购置或增值的，可追索相应的夫

妻共同财产或者其部分财产。夫妻对其未成年子

女造成损害的责任，由民事立法规定。在夫妻赔

偿致未成年子女的损害时，依前述规则追索夫妻

财产。 

三、关于亲子关系 

对于长期陷于人口不足压力的俄罗斯社会，

对子女利益的保护历来是其婚姻家庭立法中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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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基本任务。同时社会变革也使儿童的权利

越来越受到关注。为此，《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

以极为严密与贯穿始终的制度安排，力求督促父

母履行职责以保障子女权利的实现，同时也为父

母履行相关职责在法律上创造条件，提供帮助，

这些立法态度与方法尤其值得我国借鉴： 

其一，父母子女身份关系的确立制度。我国婚

姻法从未对亲子关系确认制度作出规定。最高人

民法院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多次通过复函、批

复、答复等形式就非婚生子女、父母身份的确认

以及亲子鉴定等问题指导下级法院的裁判。我国

《民法典》虽然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

法律地位平等，以防止对非婚生子女的歧视，但

也疏漏了二者在确立程序与方法及事实上的区分

需要，反而妨碍了有关亲子关系在法律上的认定

与确立，对父母与子女权利的保护均有不利。《俄

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十章全面系统地规定了各

种婚姻状态下，以及非婚生子女和人工辅助生殖

技术条件下所生育子女与父母关系的确立方法、

程序以及有关纠纷的救济途径。相应的，我国立

法也可区分性地规定，有婚姻关系的父母所生子

女的父亲身份的推定和否认制度，以及无婚姻关

系的父母所生子女的父亲身份的确认制度。一方

面，对于婚生子女的亲子关系的确认，证明文件

来源于医院出生登记或者医疗机构之外的证词等，

即任何可靠的能够确定来历的证据都足以确认其

父子关系。甚至，即使父母的婚姻被确定无效，或

者在父母离婚后 300 天内才出生，其父子关系也

以最开始的父母婚姻记录来确定；另一方面，对

于非婚生子女的父子关系的确认，原则上需要父

母共同申请来确定。但是当母亲死亡、被确定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宣告失踪或者被剥夺权利

时，在监护机构同意的情况下，父亲可以申请法

院通过判决的形式确认其父亲的身份。同时，我

国婚姻立法可以应科学技术的发展构建人工生育

子女的亲子关系制度：增加“人工生殖子女的法

律地位”条款，增加“代孕协议”效力认定条款。

因代孕协议无效而发生的未成年子女抚养的纠纷，

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原则处理。 

其二，未成年子女权利体系及其实现保障机

制。我国《民法典》对未成年子女权利规定极为笼

统，无法适应时代需要，缺乏亲子制度的体系性

安排及具体制度设计，依然保留落后规定、存留

父母本位的痕迹，体现了父母作为子女利益的主

动施予者，而子女为被动接受者的传统“亲本

位”，不利于未成年子女权利的完整与独立发展。

《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是在保护儿童利益的国

际大背景下，由以往的“亲本位”转向“子本位”

的立法理念的表达。该法典第十章极为详细与全

面地规定了各种时间阶段亲子关系的认定方法、

相应的争议解决方式以及相关主管机构，操作性

很强。法典第十一章全面与明确地规定了子女的

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例如孩子在家庭中享有居

住权、受保护权、受教养权、表达自己观点以及与

父母和亲属交往等人身权利，以及享有对自己收

到或者继承的财产的处分权、获取赡养费等财产

权利。《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还规定父母对子女

的财产不当然地享有所有权，子女有权维护自己

的财产权利。父母对孩子的财产只有管理权，并

且该权利的行使还受到《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

有关处分监护财产的约束。并且，在父母和子女

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必须经过对方的同意，才可

以使用对方拥有的财产。另外，对子女享有的受

教育权、家庭照顾权、以及父母分居甚至离婚后

与孩子的会面交往权等典型的、与子女人身权有

关的精细规定，更是系统地展现了立法者保护儿

童利益的初衷。为此，我国不仅应进一步细化子

女权利类型体系，还可以规定：父母、法官在处理

一切涉及未成年子女的事务时，应考虑子女的意

愿及情感，子女的物质、精神以及教育需要，子女

的年龄、性别、背景以及相关的其他情况，子女生

活环境的改变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父母一方以

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人的意愿、对子女的情感以及

满足子女需要的能力等合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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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未成年父母权利的专门规定。我国《民

法典》并未就未成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进行

专门规定，无法应对现实中日益出现的未成年及

未婚父母地位确认、其子女利益保护的法律调整

之需。《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十二章全面规定

了父母的权利（亲权），尤其是第 62条全面规定

了“未成年父母的亲权”的取得、不同行使条件

与方法，以及与未来父母成年以后亲权的接序等，

有效应对了当代俄罗斯社会日益多发的未成年人

且未婚生育条件下，子女利益保护以及父母抚养

资格利益保护问题的解决。 

其四，家庭成员之间的扶养义务。我国《民法

典》中的抚养与扶养义务主要围绕亲子、配偶之

间展开，少量兼顾兄弟姐妹等近亲属关系，尚无

关于家庭成员之间扶养义务的完整与系统规定。

《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以第五编专门规定“家

庭成员的抚养义务”，集中但又分别地规定了父

母对未成年子女和无劳动能力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义务、对遭遇紧急困难的成年子女的资助义务，

成年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及特殊必要开支的资助

义务，以及夫妻之间、离婚后原配偶之间的抚养

义务。法典借由家庭成员抚养义务的整体与系统

的规定，将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规定从基础义

务保障的角度再进行整合与强化，最大限度保障

未成年人利益、全面保障家庭关系中全部重要利

害关系人的家庭权益，从而力求在新世纪不断稳

定俄罗斯“家庭”单位，助益社会稳定与发展。 

四、关于监护制度 

在俄罗斯，成年人监护制度主要由《俄罗斯联

邦民法典》涉及，而《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则涉

及了系统与层次分明的未成年人保障制度体系。

纵观俄罗斯监护的历史发展，家庭监护一直是传

统监护的主要方式。在传统监护中，基于私法自

治、家庭自治的理念，对被监护人的监护往往以

家庭的私力完成，国家公权力介入较少。在现代

公权力介入监护逐步加强的情况下，国家机构的

监护与保护职责主要在于及时发现缺乏父母照管

的未成年人并加以妥善安置，以防止其流落街头

或者遭受其他威胁。随着收养等安置措施的完成，

这种国家监护也将责任又复还给家庭，国家监护

与家庭监护紧密协同，而家庭仍然发挥着履行监

护职责的主要力量。由此，国家、社会及家庭在监

护中的分工协力机制的创建与维护，正是《俄罗

斯联邦家庭法典》在有关制度方面的重要经验。 

其一，民法典对监护制度的调整分工。我国

《民法典》总则对监护制度已有较为系统的一般

规定，较之此前监护制度增加了遗嘱监护、协议

监护、临时监护等多种形式，确立了“以家庭监

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

的监护制度体系，限制了“婚姻家庭编”的专门

调整空间。在俄罗斯，其民法典主要负责监护的

一般规定以及成年人监护的具体制度设计，而对

未成年人的监护则主要由《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

专门涉及与调整。我国也可借鉴这一调整分工方

法。 

其二，体系化、层次化的未成年人照护制度。

我国《民法典》中监护制度的立法体系的结构不

全、欠缺通则性一般规定、且未成年人监护和成

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体系均不完善。未成年人监

护并未采取亲权与监护的区分制度，不利于区别

父母对子女的核心家庭性质照护。这种做法与监

护制度承载的“兼顾国家保障与家庭照护二元性”

的制度价值背道而驰。相对来说，《俄罗斯联邦家

庭法典》则设计了比较系统且层次分明的未成年

人保障制度体系，即父母（包括未成年父母）的亲

权和无父母照管子女的监护（保护）权相区分的

制度体系。其中，无父母照管子女的监护和保护

又是由负有监护与保护职责的国家机构主持，通

过对无父母照管子女的“发现”，进而通过特定

程序交由俄罗斯家庭收养或寄养，使未成年人的

监护与保护的具体机制再次回归家庭。并且，法

院在审理与子女抚养有关的纠纷时，无论由谁为

孩子辩护，负有监护和保护职责的机关都必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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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监护机关有义务对孩子和申请抚养权的人的

生活条件进行审查，并向法院提交审查报告和就

争议说明理由、得出结论。这样一来监护制度既

充分保障了家庭监护职能的发挥，又以公职监护

弥补了家庭监护的不足。鉴于此，我国相关立法

应大力补充有关国家监护之过渡性、兜底性的制

度设计，以便与最终的家庭监护制度相衔接。 

五、关于收养制度 

未成年被收养人利益的保护已日益成为世界

各国收养立法的中心，这既是收养制度“育幼”

功能于现代社会热衷推崇所导致的结果，也是国

家、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必要环节。《俄罗斯联邦家

庭法典》第六编专门规定“无父母照管子女的安

置”制度：收养、监护和保护、寄养三种。而法典

第 14 条将收养的子女父母关系视同婚生的子女

父母关系，实质是将拟制血亲赋予了自然血亲同

等的法律地位。同时，为了照顾无父母扶养的未

成年人子女，俄罗斯婚姻家庭法确立了“国内优

先收养”的原则，限制外国人收养本国未成年人，

同时禁止收养居间活动。法典还极为详细地规定

了被收养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这些规定从收养

安全的角度考量，优先考虑保障亟需救济帮扶的

未成年人利益，及其对于维持俄罗斯家庭与社会

结构稳定的意义，家庭本位、国家本位色彩仍旧

浓厚。《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遵循国际先进立法

经验，在其 2013年修改的第 155条第 2款规定了

通过收养合同约定的，旨在判断未来亲子关系质

量的试收养期制度。试收养期可给养父母和被收

养子女提供一个体验的机会，以判断彼此之间是

否适宜建立长期与稳定的收养关系。具体而言，

针对我国当代收养制度，俄罗斯相关制度的比较

借鉴点主要有： 

其一，收养的条件与程序性规定。我国《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在规定收养条件时较 1999年

修订的《收养法》有所放宽，例如扩大被收养人范

围，将被收养人年龄上限由 14周岁统一提高到所

有未成年人，有条件地放宽收养子女数量的限制，

规定无子女的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子女，与国家

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相协调，将收养人须无子女

的要求修改为收养人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

贯彻男女平等原则，将无配偶男性收养未成年女

性要求年龄相差 40 岁以上修改为无配偶者收养

异性子女要求年龄相差 40岁以上等。但在收养人

的资格与能力规定方面又相对概括，对外国人以

及可能被同性伴侣收养的情形缺乏有效的规制机

制，失之过宽。相对来说，《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

将监护作为国家对丧失父母亲权照护的“安置”

措施，在程序上分别与上下游的国家机关监护（或

保护）与收养家庭监护紧密衔接，对收养人资格

的分类进行严格规定。此外，收养程序中各方当

事人与国家机关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极大地提

高了收养的效率。收养儿童，需要监护机关出具

收养能力和是否符合被收养人利益的结论。然后，

法院应希望收养儿童的人的请求审理收养案件，

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权利义务自法院的判决生效

之日起产生，并在生效后 3 日内将裁判的副本送

至当地的民事行为登记处，收养儿童必须按照民

事行为登记程序进行国家登记。同时，俄罗斯立

法严格限制外国人（以及无国籍人和长期生活在

国外的俄罗斯公民）的收养条件。另外，《俄罗斯

联邦家庭法典》限制甚至剥夺儿童被同性伴侣收

养的可能性。毫无疑问，上述举措对保障被收养

人的民族性以及身心稳定，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这些都值得我国立法借鉴。 

其二，被收养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机制。我国

《民法典》对被收养未成年人与收养相关的利益

保障规定相对简单，保护难言周详。1995年《俄

罗斯联邦家庭法典》将接受国家提供的提高监护

能力素养的免费培训作为收养人的法定条件予以

规定；同时，为防止拆散，不得由不同的人收养兄

弟和姐妹，除非符合这些孩子的利益；对于交由

外国人收养的被收养人，则规定只有在不能将孩

子转交给常住在俄联邦境内的俄联邦公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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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或者不能交给亲属收养时，才可由外国公

民或者无国籍人收养孩子；另外，俄罗斯家庭立

法还注重保护未成年被收养人的身心利益，并且

尊重他们的意思自治。例如，《俄罗斯联邦家庭法

典》第 128 条规定了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的法

定年龄差。除有正当理由可以适当缩减和收养人

为继父母等情形，未婚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原

则上应当有 16岁的年龄差。再比如，收养年满十

岁的儿童，原则上须征得其同意；最后，俄罗斯家

庭立法也没有忽视对未成年收养人财产权益的保

护。据《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 143 条可知，

在收养关系被撤销之后，出于对儿童利益的保护，

法院有权要求前养父母支付该法第 81、83条规定

的儿童抚养费数额。 

其三，“收养秘密”保护制度。我国《民法典》

没有将收养的发生作为需保密的信息看待，对于

维护收养形成亲子关系的亲密性、稳定性有一定

风险。1995 年《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 135、

139 条专门规定，参与收养程序的法官、对收养进

行国家登记的公职人员，以及通过其他方式熟悉

所有情况的人应对儿童的收养保守秘密，并承担

泄密的法律责任。并且，为了保守收养秘密，根据

收养人的要求，被收养人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均

可进行一定修改。上述关于收养的保密制度，我

国立法可借鉴之。 

其四，“试收养期”制度。我国部分地区已有

关于“试收养期”的实务经验，但我国《民法典》

没有规定旨在向稳定收养家庭关系过渡的尝试性

“试收养”制度，这不利于轻率与低质收养的防

范与剔除。1995年《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规定

可通过收养协议来判断未来亲子关系的质量。收

养协议中必须包括被收养人的基本信息、协议的

期限、抚养和教育被收养人的条件、养父母的权

利义务，以及终止协议的理由和后果等。同时，对

于试收养父母的报酬数额、抚养每个孩子的社会

资金投入和收养儿童的数量等，依照俄联邦主体

的法律，根据收养协议确定。这种类型的“试收

养期”有助于提高未来亲子关系的稳定性。 

六、关于离婚制度 

离婚制度的设计理念集中体现了婚姻家庭立

法在兼顾自由、公平和秩序等价值方面的态度。

从整体来看，人类的离婚制度之进路呈现出由严

格走向宽松、由家族本位走向个人本位、由限制

走向自由的发展趋势。俄罗斯近现代史上离婚制

度的法律修改主要有五次。立法者根据当时的情

况试图寻找解决离婚问题的最佳法律标准，不断

在离婚标准的宽严、程序的繁简方面改变着立场。

《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在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发

生巨变的同时，将俄罗斯宪法中规定的人民享有

的自由、平等、公平、受救济等基本权利在婚姻家

庭立法中重申。体现在离婚制度中便是：（1）实

行相对自由的离婚主义。《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

第 16条规定，婚姻终止的理由不仅包括配偶一方

死亡（含宣告死亡），还包括配偶一方或双方申请

解除婚姻关系。客观事实的变化，使得夫妻一方

或双方当初缔结婚姻时的美好希翼不复存在而欲

逃离婚姻枷锁的情形屡见不鲜，赋予当事人婚姻

的再度选择权，是现代社会对婚姻本质的尊重，

也是维护当事人和社会根本利益的需要。（2）从

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注重平衡离婚的法律效

力。形式平等即法律平等，是指以法的形式承认

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实质平等即事实

平等，就是指国家对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予以

调整和救济。法律在承认妇女家务劳动价值的基

础上，更为精细地形成了对其劳动贡献价值权重

的核算方法，在离婚制度中予以女方在财产分配

上的适当照顾，以及对女方怀孕期间和分娩一年

内男方离婚自由的限制，均体现了该国婚姻立法

对于实质公平的追求。（3）注重保护婚姻之外的

第三人利益，强调对交易秩序的维护。1995年《俄

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 24条第 3款规定：“若离

婚的夫妻双方对财产的分割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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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法院有权以单独的诉讼划分财产的索赔。”这

体现了俄罗斯婚姻家庭法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功

能，也表明了该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维护。具

体而言，针对我国当代离婚制度，俄罗斯相关制

度的比较借鉴点主要有： 

其一，协议离婚自由的有效控制。我国《民法

典》第 1076 条与第 1078 条规定，夫妻双方自愿

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

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

确实是自愿离婚，并已经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

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予以登记，发给离

婚证。而对于离婚“自愿”并未进行可适用情形

的限定。这方便了协议离婚自由的轻率行使，由

此可能造成对未成年子女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损

害。相对而言，《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规定了两

种协议离婚的前提条件，即只有具备其中一项条

件时，才可适用协议离婚的程序来进行离婚登记。

法典第 19条规定的协议离婚的前提条件有：“1.

夫妻在协议离婚时，必须没有共同的未成年子女；

2.在有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情况下，当夫妻一方被

法院宣告失踪、被确认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夫妻

一方因犯罪而被判处三年以上刑罚时，根据一方

申请可以办理离婚登记。”俄罗斯这种对协议离

婚条件的规定，一是对保护弱势群体更加审慎，

强调对离婚的慎重抉择和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

护。二是照顾善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可借

鉴俄罗斯关于“没有共同的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协

议离婚时，在户籍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的规定。

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应当秉持保护弱者权益的公

平原则。 

其二，登记离婚冷静期制度。我国原 2001年

修正的《婚姻法》及《婚姻登记条例》均实行双方

现场离婚意思自由之下的现场协议离婚生效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便利了轻率离婚，不利于婚姻家庭

稳定。《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 19条第 3款规

定，从提交离婚申请之日起满一个月，户籍登记

机关办理离婚并发给离婚证明。这样一来，事实

上留给当事人一个月的离婚选择再思考的“冷静

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轻率离婚的发生。我

国《民法典》于第 1077条增补规定了“离婚冷静

期”制度。该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

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

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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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保障了离婚登记的慎

重性和严肃性，既有利于离婚当事人从非理性人

向理性人转变，确保当事人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

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婚姻自由的原则。另外，明

确“离婚冷静期”内的审查应当是实质审查。这

就要求婚姻登记机关严格审查登记离婚的内容。

婚姻登记机关须对当事人的收入、财产以及子女

状况等进行详细的调查和核实，以保障协议离婚

的公允性，并且可以有效监督当事人履行义务的

情况。 

其三，离婚扶养制度。我国《民法典》第 1090

条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

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

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不难看出，

上述关于离婚扶养制度的规定较为笼统。并且，

将离婚经济帮助请求权仅限于离婚当时生活有困

难的原配偶，对离婚后一定期限内发生生活困难

的原配偶不予救济，此条件限制过于严苛，不利

于保护离婚后生活有困难的原配偶利益。相对而

言，《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 14章规定的离婚

扶养制度从适用条件、对象、程序等各方面加大

了对离婚后生活困难一方当事人的经济救济力度，

形成了严密的制度网络。在适用条件上，离婚扶

养制度直接适用于原配偶。此外，适格的离婚扶

养费请求权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第一，怀

孕及自生育共同子女三年内的原配偶；第二，照

顾共同的不满十八岁的残疾子女或者照顾自幼为

一等残疾人的共同子女的生活困难的原配偶；第

三，在离婚或者自离婚之日起一年内成为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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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人的原配偶；第四，如果夫妻婚姻存续时间

较长，自离婚之日起不超过五年已达退休年龄的、

生活困难的原配偶。另外，向符合条件的原配偶

支付扶养费可以依据双方合意的扶养协议、婚姻

协议来约定，亦可以诉讼行使索取。当然，扶养义

务可以被免除，所依据的法理不外乎公平原则。

当给付一方的物质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者需

要被扶养一方丧失行为能力源于酗酒等自由行为、

其已经再婚等，法院有权解除扶养费的给付义务。

当然，因为被扶养一方的原因而免除扶养义务的

情形，法院还可以限制扶养义务的履行期限。上

述立法规定，不仅给予离婚后生活困难一方配偶

的物质保障，还考虑到承担扶养义务一方的长远

利益。原配偶之间的扶养义务是一种离婚时产生

的特殊财产关系，存续期间多数情况下是不确定

的，但是也尊重双方约定的意思自治。这可为我

国立法借鉴。 

七、关于俄罗斯婚姻家庭法的单独立法模式 

从广义上看，当代俄罗斯婚姻家庭法的基本

渊源包括 1994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1995年

《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等规范性文件。1994年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是俄罗斯民事立法的基础

性法律规范，其中规定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制

度和原则。根据该民法典第 3 条第 2 款后半段之

规定，包含在其他法律中的民事立法规范应与法

典相一致。另外，在民法典第三部分第五编“继

承权编”，由继承的一般规定、遗嘱继承、法定继

承、遗产的取得、个别类型财产的继承五章构成。

因此《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同样是婚姻家庭法的

重要渊源。俄罗斯历史上共有四部家庭法典，其

中前三部皆诞生于苏俄时代，现行《俄罗斯联邦

家庭法典》由俄罗斯议会于 1995 年 12 月通过，

于 1996 年 3 月 1 日生效。自其被颁布施行以来，

该法典不断被修订完善以适应新的形势。《俄罗

斯联邦家庭法典》第 3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家庭

立法应包括本法典和根据本法典通过的其他联邦

法律。该法典第 4 条又就法典与民事立法的适用

关系规定，仅在民事立法不与家庭关系的本质相

抵触时，家庭立法未调整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

和人身非财产关系才适用民事立法。民法基本原

则与法理不能直接与单独作为俄罗斯婚姻家庭法

的渊源被适用，但在特殊情况下确可用作法律漏

洞填补与类推适用的辅助工具。根据《俄罗斯联

邦民法典》第 5 条的规定，在家庭成员间的关系

缺乏家庭立法或双方的协议调整，并且没有用于

调整上述关系的民法规范时，家庭成员的权利和

义务可根据家庭法和民法基本原则，以及人道、

理性和公正的原则确定。可见，现行《俄罗斯联邦

家庭法典》发挥着婚姻家庭基本法与首位法的作

用。 

单独立法模式，是俄罗斯婚姻家庭法长期坚

持的传统体制。1918年的《苏俄婚姻、家庭及监

护法典》是俄罗斯家庭法法典化的滥觞。1926年

在对 1918年法典进行修改的基础上颁布了《俄罗

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婚姻、家庭及监

护法典》。这两个法典在立法模式方面采独立法

典式，开创了婚姻家庭法为独立部门法的立法格

局。在 1922年制定《苏俄民法典》的过程中曾有

专家建议把家庭法与民法合并，在民法中添加

“家庭法”一章而未获通过，所通过的《苏俄民

法典》没有“家庭法”一章，只是在其第 3 条规

定了“家庭关系适用特别法”的原则。1947年修

改《苏联宪法》增加的第 14条明确规定了家庭立

法的单独存在，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负责制定关

于婚姻与家庭的立法原则，而不应把它包括在将

要制定的苏联民法之内。1969年 7月 30日，俄罗

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

社会主义共和国婚姻和家庭法典》，该法典一如

既往地采纳了独立法典式的立法模式。这种体例

一直延续影响到苏联解体以后当代俄罗斯的法律

体系。1996年 3月开始正式实施的《俄罗斯联邦

家庭法典》依然承袭原有的立法格局，被排除在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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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体例除了立法技术惯性与学科划分支

撑的理由外，更由于婚姻家庭法在俄罗斯历史上

受国家同构社会压力，从而在斡旋国家与社会各

方利益诉求、政策妥协方面的能力方面，与同时

代俄罗斯民法的显著不同所致。列宁曾说“我们

不承认任何‘私法’，对我们来说，经济领域中

的一切都是公法上的东西，而不是私法上的东

西”。由此，以民法为代表的经济领域的法律调

整工具被直接纳入国家同构社会的工具范畴。此

期间苏俄民法中产生大量诸如“经济合同”“国

家所有权”“国家企业”“公民人格”等国家同

构工具，这被认为是民法中概念混乱与错误的肇

端，这样的民法典被描绘成政治国家派驻市民社

会的“保长”，而难堪私法之用，并引以为戒。而

这一混乱及其背后私法公法化影响直到 1994 年

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仍有诸多遗留，以至被

人批判。但是，在列宁强调的经济领域以外的家

庭关系中，这种官方推行的私法公法化压力却相

对较小，从而可以在同时代形成以独立法典为形

式边界的私法核心范畴的特别区域，区别于更易

受到公法化干预的外围领域——民法（包含显然

受到公法干预的继承法）。对于俄罗斯民法缺乏

抵抗公法化的能力，俄罗斯著名民法学家苏哈诺

夫教授曾指出，在俄罗斯历史上缺乏对应西法法

治史上的近代商法现象，更没有商法法典化以及

由此引发的所谓民商分离问题。缺乏近代商法也

就使民法的复兴缺乏了最核心的部分。但也要看

到，商法作为私法核心在俄罗斯近代史上的缺位，

恰恰给家庭法弥补这一缺位、充当俄罗斯私法核

心创造了可能，其实也提出了要求。事实也正是，

家庭法较民法更为顺利地充当斡旋政治国家与民

间社会间利益冲突的中介角色：它成为更为稳定

的政治缓冲区，就像家庭在俄罗斯被作为人们躲

避危险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港湾——“家庭是最

后堡垒”一样。这也正是俄罗斯家庭法典能够在

其跨世纪民法典颁布年代也能独善其身、获得发

展的重要原因。]同时，基于对苏俄时代教训的认

识，从苏联时代至今对婚姻法律控制的重新强化

并非是以反向移风易俗的建构性措施来纠正历史

的错误，而主要旨在弥补历史上被破坏的婚姻家

庭法的核心功能，重新成为国家政策与民间秩序

角力的场所。在此背景下，坚持家庭法的独立法

典模式为维持这一角力场所的相对稳定性也是重

要的。 

此外，独立的家庭法典模式，还为关于家庭的

新旧观念的公平对话与竞争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平

台。家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家庭的组织方式

确实在俄罗斯发生着缓慢而坚韧的变化。某些

“新俄罗斯人”的在传统看来不可接受的生活方

式，正逐步成为一种社会诉求。俄罗斯近年来结

婚率不断下降，与之对应的是“非登记婚姻”逐

步上升与单亲家庭不断增长。当然可以站在昨天

的立场上把这些变化说成“离谱”，但婚姻的民

间秩序却不仅由过去的人民，同时也由今天的人

们谱写。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政策取向未必就比新

俄罗斯人的新家庭追求更具有优势。可以不喜欢

异类的生活方式，但却很难通过立法禁止消灭之，

也无法预测未来的传统是由今人中的哪一部分人

——是旧还是新俄罗斯人——主要谱写。俄罗斯

家庭法典及其执行机制，所要扮演的正是令不同

诉求都能在不损害社会最根本利益前提下平等博

弈的斡旋者角色。 

结  语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婚姻家庭方面面临一

系列问题：人口出生率下降，结婚率下降而未婚

同居比率、离婚率与婚外同居比率都有所上升等。

这损害了俄罗斯社会稳定，从长远看已成为威胁

俄罗斯民族种群可持续发展的威胁，引起俄罗斯

政府与领导层的重视，并作为家庭政策制定的出

发点。有趣的是，作为社会治理结构的俄罗斯家

庭法及其独立立法模式可以作为但并非只能作为

国家政策的推行工具，展现了在国家短期政策与

社会长远秩序间的斡旋力。在一些通过激烈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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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移风易俗的国家与历史时代，婚姻家庭

法的社会化更会以婚姻家庭立法体例独立化的方

式表现出来。婚姻家庭法从民法典中脱离而出，

成为单行法甚至独立法典。在苏俄、前苏联乃至

今天的俄罗斯，婚姻家庭法均一脉相承地保持了

独立法典的形式地位。体系独立导致婚姻家庭法

在适用中对民法一般条款的援引困难，降低了民

法典的完整性与私法的体系性，从而招致批评。

但也应看到，这种立法模式在实现婚姻家庭法社

会化方面的独特意义。外在于民法典的体系安排

方便了管制性规定以及旨在替代当事人以合同安

排的、完备绵密的身份权利义务方案进入婚姻家

庭法条文，方便了具有身份法特色的基本原则、

一般条款与基本概念在传统民法的基本原则以外

并列演化。独立的婚姻家庭法典还无需考虑条文

体量上与民法典总则编、其他分则编的平衡协调，

面向复杂细腻的人类家庭生活时可无所顾忌地发

展出更具针对性与操作性的具体制度体系。 

来源：《荆楚法学》2021年第 2期。转引转

载请注明出处。 

 

 

 

 

 

 

申卫星等：居住权制度立法供给与司法需求的完美对接——“邱某与

董某某居住权执行案”评释|前沿 

2022-06-24 中国民商法律网 

https://mp.weixin.qq.com/s/TMrO3yK8Q3B-f9Lyit9k-g 

本文首发于《荆楚法学》2022年第 3 期（第 152-160 页） 

【作者简介】申卫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冉超，武汉

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二级法官；李慧，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

院法官助理。 

摘要：民法典实施前，物权性的居住权虽未

由制定法明文规定，但基于物权法定主义的缓和，

应认可其物权性。以本案为典型，对于这类当事

人意定的居住权，因居住使用的法律事实持续至

民法典施行后，加之民法典时间效力“空白溯及”

原则，适用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相关规定，认定

当事人享有用益物权性质的居住权，更有利于保

障居住权人的合法权益。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

不能直接适用登记生效规则，应考察继承情形下

物权变动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居住权自被继承

人死亡时设立，由遗产继受人共同享有；第二阶

段若采用协议或遗嘱指定分割方式，居住权自登

记时生效；若此阶段有生效裁判文书对居住权确

认，则居住权自裁判文书生效时设立。按照遗嘱

或生效裁判文书申请首次居住权登记，可由遗嘱

或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居住权人单方申请。 

关键词：居住权；遗嘱；生效裁判文书；设立；

登记 

一、案情简介与裁判要旨 

邱某与董某于 2006 年 6 月 16 日登记结婚，

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董某某系董某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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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弟。董某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立下遗嘱，其内

容为：“我名下位于洪山区珞狮路某房屋遗赠给

我弟弟董某某。我丈夫邱某在没再婚前拥有居住

权，此房是我毕生心血，不许分割、不许转让、不

许卖出……”董某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去世。董

某离世后，董某某等人与邱某发生遗嘱继承纠纷，

并于 2016 年 8 月 9 月诉至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

院。法院经审理查明，董某生前未生育子女，父母

均已离世，在遗嘱中赠与董某某的房屋，系董某

婚前所购，属于董某的个人婚前财产。董某生前

遗嘱系其真实意思，应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

理。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于 2016年 11月 20日

作出(2016)鄂 0111 民初 4182 号民事判决，判决

被继承人董某名下位于洪山区珞狮路某房屋所有

权归董某某享有，邱某在其再婚前享有该房屋的

居住使用权。判决作出后，邱某与董某某均未提

出上诉。判决生效后，邱某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

2021年初，邱某发现所住房屋被董某某挂在某房

产中介出售，其担心房屋出售后自己被赶出家门，

遂向法院申请居住权强制执行。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能否适用民法典关于居

住权的规定，为申请执行人邱某办理居住权登记。

对此，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出现

两种不同倾向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邱某的居

住权益在民法典实施前为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

基于物权法定原则，邱某的居住使用权只得是债

权，且该债权不会因为民法典生效而自动转化为

物权，故本案不应适用民法典中居住权的相关规

定，进而不应为邱某办理居住权登记。另一种意

见则认为，虽然确认邱某的居住权益的法律事实

发生在民法典生效之前，但生效裁判文书确认邱

某的居住权益性质上实则为用益物权，且邱某居

住使用的法律事实持续到民法典实施后，故应适

用民法典中居住权的相关规定，据此可为邱某办

理居住权登记。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案涉房屋虽为董某所有，

但根据董某遗嘱中的真实意思，邱某享有案涉房

屋的居住使用权，此种居住使用权构成案涉房屋

所有权之上的负担。本案的法律事实虽发生在民

法典实施前，且持续到民法典实施后，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

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法典时间效

力规定》”）第 1 条第 3 款，可以适用民法典的

相关规定。同时，本案中居住权作为涉案房屋所

有权的负担系遗嘱人自行安排所致，申请执行人

本身并未额外明显减损被执行人合法权益、增加

被执行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被执行人合理预期。

根据《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 3 条，本案亦可

依法适用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相关规定。因此，

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邱某与

被执行人董某某继承纠纷一案中，于 2021年 2月

3日向被执行人董某某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

行人董某某履行已生效的(2016)鄂 0111 民初

418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董

某某未协助履行。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2月 26日作出(2021)鄂 0111执 1164号执行裁

定：将被执行人董某某名下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

狮路某房屋的居住权登记在申请执行人邱某名下。

要言之，法院的裁判要旨在于，民法典实施之前，

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当事人对房屋享有占有、使用

的居住权益符合居住权设立条件的，当事人就居

住权登记事项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前民法典时期居住权的保护路径 

民法典实施以前，居住权一直未被我国民事

立法所承认，而司法实践中涉及居住权的民事纠

纷已然繁杂。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公房居住权问题，

离婚后无住房一方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居住问题，

遗赠人对房屋的处分意愿与居住权人的住房需求

冲突问题，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导致老年人无房

可住的问题，因拆迁取得安置房屋的居住权及其

补偿问题，租赁权与居住权的关系问题，以及将

居住权以投资方式进入市场流通引发的相关权利

争议等问题。面对这些涉及当事人意定的居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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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人民法院不能因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裁判。

尤其是在个案中面临贫弱势一方居住权益的保障

时，出于兼顾社会稳定、家庭和睦及个人基本权

益考量，当事人的居住利益的肯认与保护已然成

为司法实践避无可避的问题。随着民法典的出台，

民法典将居住权作为用益物权的法定类型予以明

确，并为居住权纠纷的审理提供了裁判依据。那

么，在民法典实施前已由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居

住权益，能否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以及如何

具体适用居住权的规则，便成为司法实践中不可

回避的问题。在解答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探

明前民法典时期司法实践中肯认和保护居住权的

技术依托。对此，在债物二分体系之下，围绕个案

中居住权的保护方式，审判实务中主要存在两种

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确认居住权的物权属性。在此

路径下，对于当事人在生活实践中创设的居住权

益，根据不同案件的性质与特点，法院认可居住

权的物权属性及其效力。具体体现为：其一，将居

住权直接解释为所有权等其他类型的物权。如在

杜某某与马某某所有权确认纠纷中，当事人约定

诉争房屋二层属父母居住，父母过世后为兄弟二

人的共同财产。法院认为，当事人协议约定的居

住权即为所有权，以实现居住权人的利益，从而

排除原所有权人处分房屋的正当性。在此案中，

法院借助实证法层面既有的物权类型，对当事人

意定的居住权作扩张解释，从而赋予该项权利完

全或部分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此种解释路径直接

突破了物权法定原则和“一物之上不得有两个所

有权”的基本法理，值得商榷。其二，默认居住权

的定限物权属性。如在王某诉颜某某返还原物纠

纷中，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居住利益能否成为对

抗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权能的正当阻却理由。法

院认为，在《民法典》实施之前，虽然居住权利未

进入法律权利体系，但其系与民事主体活动密切

相关的重要利益，同样须受到法律保护。据此，所

有权行使不得侵犯他人之合法权益与自由，并须

受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的约束。诉争

房屋虽登记在王某名下，但颜某某作为王某的母

亲，也是该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享有对案涉房屋

的居住权，王某对案涉房屋行使物权不得损害颜

某某居住的合法权益。再如，在梅某与梅某某居

住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居住权是指以

居住为目的，对他人享有所有权的房屋及其附属

设施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 二审法院则直接

将居住权解释为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能，确认梅某

某享有诉争房屋的居住权。此种路径背后的理据

在于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即在软化物权法定主

义的基础上，对符合“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有

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要求的准物权予以承认。

此举并非赋予当事人可以任意创设物权的权限，

相反，当事人往往是不谙民法理论的普通人，其

通常并未意识到自己意定的居住权系债权抑或物

权。将此种个案中当事人意定的居住权默认为定

限物权系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法院综合考

量的结果。换言之，在方法上，此时构成超越法律

的法之续造。亦即，于此情形下，就个案中的居住

权益保护而言，法院通常认为存在制定法漏洞，

因为需要缓和物权法定原则加以填补。而物权法

定原则的缓和的优势恰恰在于打破物权法定主义

的僵固性，解决物权类型严重不足的司法适用困

境，同时认可权利属性的自然归属，进而协调与

平衡物权领域的自由和秩序。如前所述，居住权

的背后不乏涉及贫弱势一方基本权益的保障，由

此使得基于法伦理原则的法之续造显得更为必要。

可见，法院在处理居住权纠纷中，尤其是在释法

说理过程中，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只能引

用基本原则及解释规则，或显或隐地确定居住权

的物权属性，以实现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第二种路径是否认居住权的物权属性。此种

路径的理论基础在于严格贯彻物权法定主义。原

《物权法》第 5 条明确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且

为现行《民法典》第 116 条所沿袭。其规范意旨

在于，当事人不得自行创设物权种类，且不得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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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与物权法定相异的物权内容。当事人自行创设

新的物权类型及物权内容之行为在物权法上无效。

在民法典实施前，居住权并未被确定为物权的法

定类型，部分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创设的居住权

不发生物权的法律效果。同时，部分法院进一步

指出，借由债权性质的租赁权同样可以达到保障

当事人居住权益的目的。例如，有法院认为，涉案

房屋租赁具有福利性质，租赁合同设定的租赁有

保障徐某某及家人居住权的功能；有法院认为，

公房租赁权是国家为了保障特定群体的居住权而

提供的一项具有重大财产利益的权利；有法院认

为，“买卖不破租赁”旨在保障承租人的居住权。 

本文认为，对于民法典实施前的居住权纠纷

处理问题，亦即本案对于生效裁判文书中居住权

性质的认定，宜采第一种路径，即认可居住权的

物权效力。一方面，原《物权法》因居住权配套制

度不成熟等原因未规定居住权制度，但并不意味

着物权法禁止设立居住权。作为物权法定主义的

缓和，当事人意定的居住权实则为事实物权或习

惯上的物权性权利，应当具有物权效力，只是其

效力来源非法律规定，而是来源于习惯做法或习

惯认知。鉴于居住权现已成为法定用益物权，其

物权性质已纳入法律规定范畴，表明其与物权法

定的规范意旨并不矛盾，且与法秩序中的价值判

断和政策倾向完全一致。若仍对该项权益严格苛

以物权法定主义，直接否认居住权的物权效力，

不利于居住权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

作为债权性质的租赁权保护，难以充分保障居住

权制度价值的实现。居住权和租赁权从权利性质、

权利设定方式和权利内容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

居住权人在权利范围、责任义务、法律关系等均

有别于租赁制度中的承租人，虽然类推适用“买

卖不破租赁”、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共同居住

人承续租赁合同的权利等债权法上的相关规定，

对居住权人的居住利益保护提供了裁判思路。但

不容忽视的是，从居住权性质本身而言，其系所

有权权能分离之结果，居住权人享有占有、使用、

收益的权利，对房屋长期、稳定的使用享有较强

的自主性和支配力。尤其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

解释来看，以个案中一方为另一方设立所谓“终

身居住权”为典型，此时不宜将其解释为单纯的

设立债之关系的意思，相反，设立单独的以涉案

房屋为标的的用益物权意思明显更为突出。赋予

居住权之物权属性，当居住权益遭受侵害时，权

利人可行使物权请求权进行权利救济。当前民法

典对于居住权的规定仅有六个条文，相关的司法

解释也暂未出台，为应对居住权错综复杂的社会

实际，前民法典时期实务中关于居住权纠纷处理

的有益实践，有利于弥补居住权制度的法律漏洞，

对当下居住权纠纷的有效化解仍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三、本案适用民法典居住权相关规定之证成 

民法典新设居住权制度的实践意义便是解决

其实施前居住权无法可依的现状。那么，如何将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适用至民法典实施前的居住权

益保护，便成为法律适用层面不可回避的问题。

从法的溯及力理论来看，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

实，原则上不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此即法不溯及

既往原则的体现。但在适用民法典的情形下，存

在法定的例外情形。根据《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

第 1 条第 3 款，横跨民法典实施的持续性的法律

事实引发的民事纠纷，除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

定的，应当适用民法典的规定。同时，《民法典时

间效力规定》第 2 条和第 3 条分别规定了法不溯

及既往原则的例外情形，即学理上的“有利溯及”

和“空白溯及”原则。这两项原则都是填补制定

法漏洞的重要途径。尤其在民事裁判过程中，为

填补漏洞，法官在找法过程中应当遵循制定法优

先的原则。民法典作为最新的调整民事生活的基

本法律，作为优先考虑的民法法源理所应当。其

中，“有利溯及”原则通常是指在新旧法律交替

之际，若新法对某一问题已有明确规定，而旧法

未有规定，法院自当可以适用新法规定来填补旧



528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法的漏洞。第 2条先后从微观层面的法技术规则、

中观层面的技术目标和宏观层面的价值导向由浅

入深地建构了“有利溯及”的认定标准。第 3 条

规定的“空白溯及”原则，同样旨在解决法律事

实发生时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亦即，新法适用

于其施行前发生的行为和事件，在本质上改变了

其施行前发生的行为和事件的法律效果。为方便

司法裁判和统一法律适用，除非存在“除外情

形”，应当适用民法典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第

3条虽然规定的是“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

是此处的“可以适用”意味着不适用之处仅限于

“除外情形”，即如果适用民法典不具有“明显

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

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情形，就必须适用新法

规范，而不能选择适用。 

承上所述，本案应当适用民法典中居住权的

相关规定。一方面，根据《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

第 1 条第 3 款，本案中由遗嘱设立的居住权在民

法典实施前已为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而申

请执行人对房屋居住使用的法律事实一直持续到

民法典实施后。因此，本案依法适用民法典关于

居住权的相关规定，认定当事人对房屋享有的占

有、使用权益符合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设立条件，

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申请执行人对房屋享有的居住、

使用权利。另一方面，就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而言，

基于伦理性形成的夫妻身份关系，遗嘱人董某意

欲保障即使邱某不享有所有权的情况下，在其再

婚前享有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权。此种权利设定

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与民法典中居住权的制度

意旨和功能定位完全契合。本案中居住权的设立

符合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即居住权作为涉案房屋

所有权的负担系遗嘱人自行安排所致，申请执行

人本身并未额外明显减损被执行人合法权益、增

加被执行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被执行人合理预期。

根据《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 3 条，本案应当

依法适用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相关规定。在此基

础上，本案裁判不仅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的合

法权益，同时也符合促进家庭和谐、维护当事人

“住有所居”等社会价值导向，由此契合《民法

典时间效力规定》第 2 条的“有利溯及”原则。

可以说，本案是民法典溯及既往适用例外规则的

典型范例。 

四、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的设立方式 

根据《民法典》第 368 条，居住权作为典型

的不动产用益物权，采登记生效主义物权变动模

式。值得讨论的是，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时，居

住权自何时起设立，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较大争

议。有观点认为，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自办

理居住权登记时设立，未办理居住权登记，不发

生法律效力。此种观点的理论障碍在于，因继承

取得居住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民法典》

第 230 条）。此时采用登记生效主义，与非基于

法律行为引发的物权变动规则相悖。另外，未经

登记即否认权利人所享有的居住权，一定程度上

也不利于居住利益的保障。亦有观点认为，被继

承人死亡后，继承人即取得居住权，登记并非居

住权的设立要件，但是可以起到强化物权公示效

力的功能。此种观点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该种理

论无法解释遗嘱作为单方法律行为，为何由此引

发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可以免于登记。另一方面，

居住权未经公示便可产生，可能不利于保护居住

权人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 

本文认为，根据《民法典》第 371 条，“以

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

定。”本条规定的“参照适用”，表明以遗嘱方

式设立居住权整体上与以合同方式设立居住权相

类，但必须着重考察继承情形下物权变动的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因被继承人死亡引发，此时遗产

从被继承人所有转至继承人共有，属于非基于法

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根据《民法典》第 230、1121

条，居住权作为房屋所有权上的负担，影响遗产

范围内房屋的市场价值，由此涉及遗产债务清偿

中的拍卖变卖顺序和实现方式，因此居住权自被



529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继承人死亡时设立，由遗产继受人共有。到第二

阶段共有财产分割时，此时物权变动发生在各共

同继受人之间，此阶段非因继承而直接发生，属

于继承事务之后在继承人之间发生的新的物权变

动。此时，若采用协议或遗嘱指定分割方式，则属

于法律行为导致的物权变动，根据《民法典》第

368 条，居住权自登记时生效。因此，在该阶段，

居住权人基于遗嘱这一单方法律行为所取得的居

住权，仍应参照适用本章中的“登记生效主义”

规则。当然，若这一阶段已有生效裁判文书对个

案中的居住权进行确认，则属于法律文书导致的

物权变动，根据《民法典》第 229 条，自法律文

书生效时发生效力。本案中，鉴于已有生效裁判

文书确认申请执行人的居住权，故申请执行人的

居住权自该法律文书生效时便已设立。 

五、民法典时代下居住权登记的实践探索 

《民法典》第 368条规定：“设立居住权的，

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由此，所有

权人对办理居住权设立登记负有容忍和配合的义

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自 2015年 3月 1日起施行，暂未结合民

法典的新规定进行修订。基于此，宜将居住权解

释到《条例》第五条第十项“法律规定需要登记

的其他不动产权利”。一般情形下，双方当事人

以合同方式设立居住权，自愿受居住权合同约束，

通常会积极完成相应登记手续。但在实践中，尤

其是在民法典实施前，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

或者通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居住权情形下，办

理居住权登记争议颇多。尤其在继承、赡养、离婚

及分家析产等家庭纠纷中，因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僵硬恶化，要达成居住权协议本属不易，所有权

人自愿履行设立登记的主给付义务更是难上加难，

落实居住权人的居住权登记面临着制度掣肘和实

践困境。此时居住权人作为弱势一方的居住权益

如何得到实现，是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对此，各地在民法典实施后根据各自实际，相

应出台了居住权相关登记操作规定。从各地的实

践情况来看，对于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相关

登记规定出现不统一的情形。如《长沙市居住权

登记操作规定（试行）》规定，按照遗嘱申请居住

权首次登记，已经因继承、受遗赠办理转移登记

的，申请人为遗嘱设立的居住权人和取得房屋所

有权的继承人；未办理转移登记的，申请人为遗

嘱设立的居住权人与全部法定继承人。依此规定，

居住权人与取得所有权的继承人必须共同向不动

产登记部门申请，方能办理居住权登记。此种做

法相对稳妥，但是增加了居住权登记的难度，居

住权人的利益难以保障。当然，也有不少地区规

定，按照遗嘱申请首次居住权登记，可由遗嘱设

立的居住权人单方申请。本文认同此种做法，一

方面，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特殊性在于使继承所有

权人于无形中被动接受其权利在一定期限内限缩

的事实，通过居住权人单方申请登记，可以有效

避免所有权人不履行或不配合完成登记手续的情

形，同时可以减少因居住权未经公示登记而产生

的物权纠纷，有利于维护交易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且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居住权人的居住权益及时实

现。另一方面，遗嘱设立居住权，本是被继承人基

于真实意思的安排，与所有权继承人的意思并无

关联，同时也与《条例》第 14条第 2款的意旨趋

同，有利于保障具体操作的统一性。此外，对于以

裁判文书方式设立居住权，即便未登记，亦不影

响居住权利人用益物权之实现。但是，居住权虽

已通过裁判文书设立，即使不涉及到相关权利的

处分问题，亦不妨碍当事人向不动产部门申请居

住权登记，此时居住权登记具备宣示登记性质，

以保障登记簿的真实、准确与完整。实践中，各地

登记规定均确认，申请居住权首次登记的，申请

人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享有居住权的人，办理

申请时提交生效法律文书即可。需要注意的是，

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出具的居住权登记强制执

行裁定也属于前述生效法律文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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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案的示范意义 

居住权制度写入中国《民法典》可谓一波三

折，先是在《物权法》起草阶段由学者动议纳入，

初为 8条后增至 12个条文，再后则因居住权制度

“实用性不大”而遭删弃。及至《民法典》起草时，

学者们再次鼓呼，先是 4 条后至 6 条，最终得以

创设，成为我国《民法典》的一大亮点。然而，立

法只是法治这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将纸面的

法律变成现实的制度，有赖于法律的实施和司法

案例的累积与总结。就本案而言，它实现了居住

权制度立法供给与司法需求的完美对接，让我们

看到了居住权的实践需求和现实价值，回答了立

法过程中关于“实用性”的争论，体现了司法实

践的创造力和居住权无限可能的生命力。总结来

看，本案具有如下三重示范意义： 

第一，在法律价值上，该案彰显居住权制度

的理论和实践功效。居住权作为一种立法新增的

用益物权制度，一般是基于当事人的自由意思而

设立，可以是双方表意一致的合同，也可以是单

方的遗嘱。居住权制度具有尊重所有权人意志和

满足居住权人需求的双重功效。在本案中，案涉

房屋的原所有人董某去世前立下遗嘱，将房屋所

有权遗赠给被执行人董某某，为申请执行人邱某

设立居住权。如此安排，既体现了所有人对房屋

的处置自由，又彰显了居住权的权利分配功能，

可以说是居住权制度得以适用的最佳案型。综观

全案事实部分，我们可以理解董某生前状态和心

理活动，她与邱某均系再婚且婚后未育有子女，

这样她在离世之前，就其个人所有的房屋在自己

的再婚丈夫和弟弟之间如何安排颇为为难，如果

把房子所有权全都给了邱某，完全不考虑她的亲

弟弟，情理不通。而且如果邱某与她人再婚，这房

子的所有权也就随之流走，不受其意志控制，毕

竟这房子是她自己的“毕生心血”，何以财产的

走向都不能体现其自由意志?如果把所有权都给

了自己的弟弟，满足了亲情，但是她与邱某毕竟

结婚 10 年，如果完全不给本案中邱某任何权利，

邱某就面临着被其弟弟董某某赶出房门的风险，

事后证明这一风险也确实存在。但是细究起来，

她对弟弟和丈夫就此房屋需求的期待是不同的，

她丈夫的需求在于住有所居，以免扫地出门；而

其弟弟则是期待房屋产权的走向符合其意志，财

不旁落。所以，她才写下遗嘱：“我名下房子遗赠

给我弟弟董某某，在我丈夫邱某没再婚前拥有居

住权，此房是我毕生心血，不许分割、不许转让、

不许卖出……”本案的典型之处在于它最好地诠

释了实践对于房屋继承的不同需求，既能使得财

产走向符合财富创造人的意志，又能满足遗属的

居住利益。而这两重利益完全可以通过所有权与

居住权的分置得以实现，再次印证了居住权之设

是为了满足人们对财产利用的多样化需求。拓言

之，本案通过适用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相关规定，

合理平衡了房屋所有权人和居住权人的合法权益，

有效维护了老年人、生存配偶等特定身份弱势群

体的居住生存利益，为弱势群体“住有所居”筑

牢司法保障，符合民法典中关于社会性居住权的

制度定位，取得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当然，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还会面临商业性居

住权等诸多法律适用难题，有待在立法和司法层

面进一步探索实践，发挥居住权制度在住房制度

改革、以房养老等方面中的作用，从而真正实现

居住权社会性与投资性双重功能，最大程度地满

足人民群众对于房屋价值实现方式的多元化需求。 

第二，在司法技术上，该案澄清了遗嘱设立

居住权的“参照适用”难题。在立法技术上，《民

法典》关于居住权的规定仅以通过合同设立居住

权的情形为原型，至于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的情

形，则应根据第 371 条“参照适用”有关前者之

规定。那么对司法实务而言，如何准确地“参照

适用”便成为极其重要但又非常棘手的难题，亟

待解决。在本案中，民事判决书和执行裁定书对

于设立居住权的意义究竟为何?要妥当解决这个

问题，必须正确理解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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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过程及其背后的基本原理。换言之，如何经

由《民法典》第 371条的指引“参照适用”第 368

条中关于居住权设立登记的规定。本案在办理登

记操作上，以“强制执行”代替了“当事人合意

申请”，解决了居住权登记难题。申请执行人邱

某之所以提出执行申请，是因为被执行人董某某

将房屋挂牌出售，邱某担心房屋易主后自己被赶

出家门，而居住权恰好可以消除其后顾之忧。就

此一点法官的裁判理由表述如下：“本案中居住

权作为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负担系遗嘱人自行安排

所致，申请执行人本身并未额外明显减损被执行

人合法权益、增加被执行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被

执行人合理预期。”这样的表述可圈可点，让所

有权人董某某心服口服地接受强制执行的后果。

这样不仅解决了居住权登记的难题，也拓展了执

行制度的适用空间。总结而言，居住权作为独立

于遗嘱或合同关系的用益物权，其主要效力在于

能够直接对抗遗嘱或合同关系以外的不特定第三

人，特别是房屋的继受人。这也是居住权成为一

种物权类型最为主要的价值。否则即使遗嘱人生

前千叮咛万嘱咐，哪怕把遗嘱公证了，这种没有

登记的所谓“居住权”最大的风险就是所有权人

出让该房产，新的买受人自然毫无任何义务承受

“居住权”的负担。由此可见，居住权的这种对

抗效力的取得，是以登记设立居住权为前提。本

案的司法价值核心在于，办理登记可以双方合意

前去申请，也可以以法院有效的判决代替“合意

申请”。尤其是本案发生在民法典居住权设立与

居住权登记操作规范出台的空白期，在暂无可具

体遵循的操作规范的情况下，法院加强与相关职

能部门的沟通联系，灵活处理居住权登记事宜，

加速推动了《武汉市居住权登记操作规范》的出

台，进一步规范了居住权登记操作，确保了民法

典关于居住权制度的新规定落地见效。 

第三，在法律适用上，该案解决了居住权制

度实施的“历史遗留问题”。居住权并非以往单

行法时代的已有制度，而是由《民法典》所新创。

面对这种法典编纂前后整个制度完全“从无到有”

的重大变化，相关规定有无溯及力将对司法实务

产生重要影响，裁判结果也往往会因此而大相径

庭。其实，居住权制度之所以能成功入典，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现实中存在很多“有名无实”甚至

“无名无实”的居住权。正因为缺乏恰如其分的

制度供给，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现实需求无法

得到满足。所以《民法典》居住权制度实施后，最

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即能否

适用《民法典》关于居住权制度的规定来裁判此

案，也就是居住权制度在本案中能否溯及既往。

房屋原所有人董某立下遗嘱及死亡的事实均发生

在《民法典》生效前，而申请执行人邱某则在《民

法典》生效后提出申请，因此必须面对居住权制

度的时间效力问题。该案法官根据《民法典时间

效力规定》第 1 条和第 3 条的规定，就此问题的

解决形成了有益的思考和探索。尤其是《民法典

时间效力规定》第 1 条第 3 款，即该案案涉的遗

嘱虽是在 2016年订立的，但是双方发生纠纷且诉

请依遗嘱进行登记却是 2021年的事情了，仅就居

住权的登记，应属于“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

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

纷案件”，自然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通过强制

执行完成登记。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民法九人行”，点击文末“阅读

原文”可跳转至公众号原文。 

基调发言|马新彦：法定居住权的解释论补正 

2022-06-25 前进私发 与民法典同行 

https://mp.weixin.qq.com/s/TG4UjVPisJ95dtQHu3TruA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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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彦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法学院

教授  

本文为马新彦教授在《民法典评注与适用研

讨会暨〈民法典〉颁布二周年纪念会》上所作的基

调发言。 

从民法典草案、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中可以看

到设立居住权的立法初衷是为公租房、老年人以

房养老提供法律保障，以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鉴于此，《民法典》

居住权设立的方式主要是合同，居住权大部分的

条款基本上是围绕合同设立居住权而展开规定。 

《民法典》实施一年多，以居住权纠纷、居住

权合同纠纷为案由搜索到 140 个案例，其中涉及

公租房的案例有五个，占比 3.75%；涉及亲属之间

居住权的纠纷，共收集到 127个，占比 90%多。几

乎没有找到以房养老的案例。亲属之间的居住权

纠纷要么没有合同的约定，要么没有遗嘱，并且

基本上都没有经过登记。尽管没有登记，在涉案

的房产里面基本都有“居住权人”居住的事实。

如果严格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实际上都不构成

居住权。但对于亲属之间的居住权问题，法院仍

然多以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为理由，裁判当事人

具有居住权。 

居住权纠纷案件大多数都是类似案件，经过

司法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对于亲属之间符合《民法典》规定的居

住权，法官已经形成了裁判共识。在具备以下条

件时法官都会判决认定有居住权：一是居住权人

与所有权人具有特定的亲属关系；二是有长期居

住的事实；三是涉案房屋为他唯一的住所。通常

情况下几个要件同时具备法官就会判决有居住权，

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释法说理的裁判依

据。这是我们经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 

第二，亲属之间满足上述“居住权”条件，

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社会上已形

成一个普遍的伦理共识，老年人无论是出于什么

样的目的，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房子登记在子女

的名下，但仍然由自己居住或者去世后由特定亲

属继续居住。尽管没有合同，也没有遗嘱，但是老

人的内心意思是真实且合乎情理的。 

第三，我们收集到的案例中没有以房养老的

案例，以房养老的居住权纠纷非常少，但不能说

今后不会发生这类纠纷。 

第四，就居住权最纯粹、最原本的功能而言，

就是要解决特定人老有所居、住有所居的问题。

因此我们绝不能为了解决住房的多渠道供给而淡

化了居住权最原本的功能，忽视业已形成的伦理

共识。 

综上，我们建议，对于法院裁判中已经形成

共识的居住权，要进行梳理，就法官造法产生的

这些新规则要进行科学认定，以司法解释的方式

予以条文化。就未尽的事宜加以解释论的研究，

进行体系性的阐释。总之，对于法定居住权不能

再忽视了。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条文化，不仅

紧迫而且必要。 

不知老之将至——法律与老龄化研究回顾（2021） 

原创：2022-04-12 法律和社会科学 武佳 

https://mp.weixin.qq.com/s/9C1kZtttvlhC3AcXNBQI0g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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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们在去年底组织了法社科前沿研读会，

旨在为学生和年轻学人搭建法社科学习交流平台。 

除了研读前沿文献以外，我们还尝试举行各

种小型活动。比如，这次我们推出法社科相关议

题的年度回顾。我们也热烈期盼有更多同人向我

们投稿，并加入法社科前沿研读共同体。 

本篇为 2021年法律与老龄化研究回顾。作者

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武佳。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

截止 2020年 11月，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

18.7%，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 13.5%。据《中国

发展报告 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

策》预测，2025年“十四五”规划完成时，65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 2.1 亿，占总人口数的约

15%，我国将由“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

会”。  

“老龄社会”的来临，对我国经济、政治、社

会等多方面提出制度挑战。医疗护理资源紧张、

劳动力结构调整、消费模式变化、家庭养老负担

加重、老年人权益保障等问题更加凸显。 

法律如何应对老龄化，老龄化如何影响法律

结构成为更加热门的话题。在 2021 年，国内外研

究者对法律与老龄化这一课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

的研究。 

国内研究 

Domestic Research 

2021年，国内法律与老龄化研究重点关注积

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权益保护问题。以老龄化

为主题，对法学类期刊进行检索，共有 61篇文献，

其中 12篇发表于法学类 CSSCI期刊或北大核心期

刊。 

研究大致分为两块：一是与积极老龄化相关

的老年人权利保护，包括劳动权、社会参与权等；

二是与老年人生活保障相关的法律议题，包括养

老服务、长期护理、意定监护等。 

“积极老龄化”是世界卫生组织于 2002 年

正式提出倡导理念：“为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

使其获得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最佳机会的过程”。

在最基本的生命权之外，更强调老年人社会参与

的权利。 

在法学研究中，体现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权的

具体框架构建、反就业年龄歧视的法律规制、高

龄劳动者就业保障等。袁文全、王志鑫在《老年人

社会参与的法权建构及制度回应》中，将老年人

社会参与权分为经济参与权、政治参与权、组织

参与权及公益参与权四类。这为老年人社会参与

的权利化搭建了规范框架。余嘉勉、陈玲、丁英顺

等采用比较方法，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国有关高

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经验进行了提炼总结。鲁晓

明基于 1033 份涉老年人劳动关系纠纷案件的聚

类分析发现，受制于现行法律制度的制约，近九

成法院将就业老年人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认定

为劳务关系。法院并不承认就业者的劳动者地位，

由此形成年龄歧视、老年人平等就业权遭受侵害

等严重问题。文章呼吁明确就业老年人的劳动者

地位。  

关于老年人生活保障研究，何文炯等在《中国

老龄社会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一书中，就老龄

社会中老年人的收入保障、医疗保障、照护保障、

养老服务、精神支持，以及老龄社会的数字化治

理进行专题讨论。文章提出了老龄社会的多元共

治体系。覃李慧对老龄化背景下财税体系面临的

风险和挑战进行解析，提出应采取法治财税的理

念构建老龄化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杜宁宁

也提出需要借助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建立以风险

分担和权利保障为核心的公私法属性兼备的社会

养老法治体系。 

由于照护体系的不同，我国法律与老龄化研

究的重心与国外研究存在明显差异。我国更加注

重发挥法律对家庭养老的支持、保障功能。这与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M0NTIzNA==&mid=2652551280&idx=1&sn=b0c46cb959651699184dbe6a935204fb&chksm=8bc5878dbcb20e9b285aa398402251c3088e6da9ce1083b9ec5b70bc3c376d2d81788130dabd&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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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9073”养老格局密不可分。

即 90%左右的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7%左右的老年

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 

与之密切相关的研究，就聚焦于赡养、监护引

发的家事纠纷，例如《民法典》第 33 条至 35 条

意定监护制度的创新性规定，以及赡养协议纠纷。

2021年我国《民法典》实施，其中关于意定监护

的规定基本延续《民法总则》的原有规定，对意定

监护协议的形式仅有书面形式的要求。但由于行

为能力确认是否为设立意定监护的前置条件含糊

不清，行为能力欠缺的判断标准和宣告主体模棱

两可，在具体案件适用中仍存在较大争议。 

国外研究 

Foreign Research 

有关国外法律与老龄化研究，主要从英文文

献进行总结。通过对 2021 年收录于 HeinOnline

网站“age and aging”、“elder law”主题下

的 135 篇文献的梳理发现，相关研究大致分为两

类： 

针对老年人的群体研究，以及涉及老年人权

益保障的制度研究。前者包括老年人法定权利及

法律行为能力，老年人的财务、情感、遭受虐待伤

害，以及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照护者群体研究；

后者则涵盖公共卫生体系架构、养老保障制度、

保险福利制度等研究。 

老年人法定权利的研究，主要包括对老年人

享有的基本权利的立法讨论以及限制就业年龄歧

视。Garcia-Brown, J.从老年人权利公约范式

（The Convention on Elder Rights Paradigm）

入手，分析和比较了目前的国际和美国国内对老

年人基本权利的保护，为联邦立法提供建议。

Dugard. C 阐述了针对 65岁以上人群的年龄歧视，

在多数行业中普遍存在并难以在法庭上证实的困

境。文章讨论了从改变证明标准消除餐饮业中对

老年人歧视的可能性。  Davis. K.R.主张将

“过失—差异理论”纳入老年就业歧视中，从而

使得因疏忽而遭受差别待遇的受害者能够得到赔

偿。  

老年人法律行为能力的研究，往往与老年人

财务管理相联系。尽管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越来越多人认为“法律行为能力”属于一项基本

人权。但成人监护制度——由州法院宣布一个人

丧失行为能力并剥夺其决策权的程序——在美国

仍被广泛适用。 

传统观点认为，智力下降和大量财富的结合

使得许多老年人容易出现财务滥用问题。对于此

类老年人来说，监护是一种令人不快但必要的补

救措施。对此，Diller, R.和 Salzman, L.提出反

驳，认为老年人遭受的经济剥削和损失，不是一

个可以通过决策权转移而能得到有效解决的个人

问题。对此，政府应采取更有力的补救措施。同时，

部分研究也揭示了存在借助托管和监护制度对老

人进行经济虐待（经济剥削）的反面案例及风险。 

在老年人财产保护中，除了上述比较“强势”

的监护制度，法院还经常运用精神能力理论（the 

mental capacity）来避免看似剥削性的合同、赠

与和其他终身交易。法院通过质疑交易中老年人

缺乏心智能力，而认定交易是不公平的。就该原

则的适用标准，Toomey, J.提出，在考虑干预阿

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决策时，需要关注个人身份的

哲学，而不是人格。即干预标准应依据患者的表

现与他们一直以来的行为是否是同一个人。如果

他们的行为思想与之前一致，则应该尊重其决定；

如果不是，第三方则可以出于道德进行干预。而

对于精神能力原则本身。 

也有部分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该原则不适用

于人口老龄化时代。虽然该原则在理论上赋予了

认知能力障碍人士以免于强制交易的权利，但也

过度限制老年人通过奖励非正式的照顾以招募他

们喜欢的照顾者的能力。因此，Ben Chen希望对

精神能力理论进行适当修改，从而达到防止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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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财务滥用，而不过分侵入亲密的家庭和个人关

系的功能。 

同样，为了鼓励以及切实增进残疾人、老年人

决策权利，以及减少限制性监护，部分学者为支

持性决策（Supported Decision-Making）理念与

国家立法的融合提出了建议。  

在涉及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制度性研究中，除

了退休储蓄、养老金、保险福利等经济类保障的

常规研究之外，2021年还需要特别关注由于新冠

疫情引发的疗养院收住老人大批死亡事件，以及

由基因检测引发的基因歧视和科技伦理等问题。 

新冠疫情以来，美国疗养院居民承受了来自

大流行疾病的最沉重的打击。截止 2020年 11月，

超过 10 万疗养院居民和护理人员在疫情期间死

亡，约占美国所有 COVID-19死亡人数的 40%。虽

然年老体弱的状态会使人更容易感染更严重的疾

病或死亡，但部分学者的研究也指向大量的

COVID-19疗养院死亡案例应归因于法律。 

美国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传染病威胁

的防范，迫使居民过早地进入可能有传染性的医

院。在传染病从医院转移到疾病传播的疗养院时，

将他们送回，并使行为者免于为此承担责任。2021

年，更多学者注意到 COVID-19 对需要长期护理的

老年人造成的危机，以及医疗体系中潜在的结构

性年龄歧视。这需要从现有监管漏洞中吸取经验

教训，通过制定特别规范来保护养老院和辅助生

活设施中的老年人，减轻意外自然灾害对最弱势

群体的影响。  

制度层面的基因歧视及科技伦理问题，也引

发了学界的持续关注。美国国会通过了《禁止遗

传歧视法》（The Genetic Non-Discrimination 

Act），作为对这些关切的一种回应。该法案禁止

保险公司在没有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要

求将基因测试作为保险的条件，或将测试结果用

作保险的非书面记录。 

但这项禁令并不适用于生命、长期护理和残

疾保险。因此，Adjin-Tettey, E.认为法案的保

护仍是片面的，没能杜绝保险公司从健康记录中

获取基因信息的可能性。Anderson, J. O.等对美

国 50个州发起了保险公司能否在生命、长期护理

和残疾保险中使用遗传信息的调查。结果显示，

基因信息在这些保险领域的使用，仍然相对不受

监管且存在问题。 

对基因测试的担忧不限于保险制度，还包括

因分析测试结果泄露带来的潜在风险。例如，在

一些为了研究延缓或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治疗方法

而进行的大型临床试验中，需要对目前认知功能

尚未受损但具有患病风险的人进行基因测试。

Emily A.等对基因测试结果的分享表示担忧，提

出在阿尔茨海默症临床护理的预期转型中，需要

更多的法律保护和政策改变。 

总结 

Conclusion 

回顾 2021 年法律与老龄化主题的国内外研

究，可以发现法律与老龄化的交叉研究主要是，

围绕如何在法律框架内进一步保障老年人权益而

展开。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自然衰退而需要长

期护理，部分老年人还存在认知能力下降的情况。

因此，对于老年人基本权益保障至少需要涵盖生

命权、适当的生活水平以及生理和精神上的医疗

保障。 

随着“积极老龄化”理念在全球普及，各国

对老年群体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对权益保障的

要求，已经提升至老年主体应具有平等公民身份

和持续享有社会参与权的层次；更加强调对个体

身份权和自主决定权的尊重，也更加提倡协助决

定理念在法律层面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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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博|论对行为请求权的强制执行 

2022-06-26 法学杂志 

https://mp.weixin.qq.com/s/sjULXF64Mf3GqLQFAxfcdA 

【作者】胡思博（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青年学者） 

【推送说明】本文原载于《法学杂志》2020 年第 11 期，

被 2021 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

法制度》第 2 期全文转载。 

内容提要：行为请求权作为一项与行为人人

身紧密联系的权利，其在强制实现的方式上以不

易控制为主要特点。法院在对行为请求权进行执

行时应秉持“先直接、后间接”的顺位，在直接

执行的过程中应注重把握不同行为给付义务的自

身特点，对各类作为请求权和不作为请求权案件

采取个性化实现措施。同时，在具有补充性的多

重间接执行措施中，应以逐步增强、逐渐脱离行

为权益为原则，遵循财产处置和非涉案权益施压

的先后步骤，以实现对申请执行人权利保护的最

大化。 

关键词：行为请求权；行为权益；行为给付义

务；强制执行 

民法中行为之债中的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行

为请求权，在判决确定债务人对债权人负有行为

给付义务的情况下，若债务人仍不履行法定义务，

债权人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为本身是可

以执行的，因为作为人的主观意识的外在表现的

行为，必然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制约，这就决定了

它可以成为强制执行的客体。”[1]就现行法律规

定而言，目前存在的行为类义务包括一般性的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修理、

重作、更换、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

具体性的行为类义务则出现在人身安全保护令、

离婚案件中的非看护方交付子女、知识产权诉前

禁令、房屋所有权转移后的强令迁出、相邻关系

处理、禁止夜间施工等诸多领域，混合行为性案

件亦普遍存在。 

一、对行为请求权进行执行的难度 

行为请求权的执行存在种种难题，这与行为

义务的特点、被执行人的心理、审判法官的判决

方式、法院执行工作的模式等诸多因素相关。目

前法院执行工作的突破点在于信息化建设，该举

对于人财物的查找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对行为请求权案件的促进实为有限，行为义务

的特殊属性决定着此类案件有着特别的难度。 

（一）当事人在物质利益追逐下对财产请求权的

重视与对行为请求权的轻视 

从申请执行人角度看，物质的现实性、通用

性、满足感是中国市民社会中普通民众的基本需

求，是普通民众现有价值观的直接表现和集中体

现。尽管行为类的民事责任在类型和数量上要多

于财产类，但司法实践中主张财产请求权的案件

数量远远大于行为请求权类案件，可行为案件所

带来的难度及引发的矛盾不亚于乃至更胜于财产

案件。同时行为请求权与财产请求权可以并行主

张，并且以财产请求权为基础的行为请求权案件

还占有一定的比例。在同一案件中如果被告所承

担的民事责任既包括财产类的又包括行为类的，

原告对财产类民事责任的重视和追求通常要高于

行为类的，整个民事诉讼追求体现出浓重的物质

化倾向。“尽管实现非金钱债权的执行案件在实

践中所占比例较低，实现非金钱债权的执行措施

的运用机会也较少一些，但是相应的执行措施的

javascript:void(0);


537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重要性和复杂性并不低，甚至更容易引起争

议。”[2] 

（二）在人身不可侵犯原则下，执行法官难以控

制被执行人的行为 

受约束主体对行为义务的服从和履行表现为

行动上的作为或不作为，高度依赖其自觉程度。

对行为请求权的执行以身体动作作为实施对象和

标的，而身体动作具有人身依附性，是主观与客

观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上混合着实施主体的生命

权、健康权、人格权等。鉴于人的行为无法彻底控

制或者管理，为此，当受约束主体拒不切实履行

生效判决所确定的行为义务时，其它人员难以甚

至无法直接对其身体进行自由度强制，因此在遵

循比例原则的基础上，对行为义务的强制执行存

在较大障碍。被执行人抗拒执行的做法常常无下

限，但执行法官采取执行措施的程序必须有下限，

执行法官在实现申请执行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同样应重视对被执行人基本人身权益的尊重和保

障，这就需要平衡好执行措施的力度和限度，给

执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三）判决书对某些执行内容有时难以明确和细

化 

首先，判决书对待执行的具体行为方法有时

难以细化。与金钱财物种类的有限性相比，行为

的类型呈现出无限性。同时与对金钱财物的控制

和处理不同，某项行为的实现途径不是单一的，

往往也不是能够提前预测和设计出具体细节的，

为此审判法官面临裁判具体化的难题，与此相对

的是执行法官面临执行目标和执行方法模糊化的

难题。比如“在适用赔礼道歉责任时，法院会指

定被告在特定的媒体上、在特定的时段内刊登对

原告的道歉声明。”[3]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审判

法官对实施该行为所需借助的媒体平台及精确到

日的具体时间通常无法直接明确，进而只能限定

媒体平台的级别和完成该行为的时段。又如在判

决恢复原状时，对原状的界定必须是清晰的、对

恢复的标准必须是明确的，但恢复的方法则具有

多样性。再以父母离婚后确定子女探视权的案件

为例，如果审判法官只是在判决书中简单地以月

为单位规定行使探视权的时间和次数，则执行法

官会感到执行方案的具体性不强。比如判决“原

告张某在不影响被告黄某甲对未成年子女黄某乙

监护权下，有每月探视黄某乙一次的权利。”如

果审判法官在判决书中直接以时为单位规定探视

权的行使时间和次数，表面上看提供了详细的执

行操作方案，但实际上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可变

性、难以预测性及对探视权进行执行的循环反复

性使得每次均严格遵守该执行方案难以实现。比

如判决“每月第二周从周六早上 9点至 16点，婚

生子王乙随其父王甲生活。” 

其次，判决书对行为的实施主体有时难以细

化。某些不法行为的禁止实施者通常是一个群体

（多数不特定的人或一个组织），审判法官在判

决时一般统一加以罗列。若日后不法行为的实施

者只是其中的一人或数人，则执行法官还需对具

体人员进行逐一查明。 

可见，以行为为裁判对象的判决在内容上存

在概括性是有其特殊原因的。[4]不可否认，客观

化的数字虽然难以准确界定权利义务的边界，但

确实能够为操作者提供切实可行的行为尺度。而

弹性决所秉持的确定性尽管具有一定的局限，但

这并不影响行为义务人的主动履行，反而可以使

其根据自身情况在履行方式的选择上更加多元和

灵活。行为权利人申请执行该判决的，执行法官

对此不应视为判决事项不明确，也不能否定裁判

的正当性，更不可以执行依据不明为由进行推诿，

[5]而是应针对行为这一执行对象的特点行使一

定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体现在执行法官在

执行程序启动后，应针对行为义务未被履行的具

体原因、现实的执行条件等实际情况制定出包含

详尽、具体、合理、具有可操作性实施方案的执行

命令，并向行为义务人发出，责令行为义务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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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期限内履行特定的行为给付义务。在自动

履行期限届满而行为义务人仍拒绝履行已被明确

的行为义务时，执行法官应根据实施方案采取具

体的强制措施。具体而言，探视权人申请强制执

行后，执行机构应首先向被执行人制发探视令。

该探视令作为探视方案的详细计划，应根据当时

的生活情况将某次探视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方式

细化，并在强制执行措施采取之前通知被执行人

自觉履行。 

（四）全天候采取监控和预防措施的不现实性 

执行义名人违反不作为义务的时间具有不可

预测性，这可能源于被执行人的心情，也可能源

于被执行人的预谋。特别是发生在家庭内部、邻

里之间等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共同生活或毗邻

生活的案件中，法院禁止命令的被打破呈现出时

间上不可控的特点。而执行法官的职务行为本身

具有时长性，长期加班既不符合工作规律、也不

符合生理规律，同时在当事人家中设置监控也不

符合伦理性。为此，在不对被执行人的活动地点

进行专门限制的情况下，要求执行法官对发生在

八小时工作时段之外的禁止性行为次次进行及时

阻止具有现实难度，尽管法院内部设立有值班制

度。“法律文书规定的行为执行在时间上跨度很

大，故从整体上讲，人民法院很难每次均去查证

义务人是否履行了义务，当事人难以举证。”[6] 

（五）对某些不作为义务的违反或对作为义务先

行履行所造成的损害不可挽回 

某一行为的实施效果有长效型和终局型之分。

对于长效型的行为效果，由于其在行为执行完毕

后将长期处于固定持续的状态，因而存在该状态

被外力打破，从而使稳定效力被破坏的可能。对

于终局型的行为效果，其效力一次呈现，行为履

行完毕即意味着效力释放完毕，效力所塑造出的

状态不再具有被改变的可能。比如违反不作为义

务的行为就体现出一次终局性，即一旦行为义务

人实施了违法的积极行为，不作为义务就会遭到

不可逆地打破，不作为请求权即丧失存在的目的

而归于消灭，无事后消除该行为后果的措施。同

时，某些不法行为损害的是他人的人身权而非财

产权，损害结果在客观上同样不具有可消除性，

不法行为实施完毕后的赔礼道歉和金钱补偿乃至

赔偿并不一定能消除该行为所造成的不当后果。 

就被执行人对判决已经赋予或即将赋予之行

为义务的违反而言，如果产生的是终局型行为效

果，执行法官可能面临无法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以

更改违法状态，进而形成执行不能的局面，为此

行为保全制度确有存在的必要，且行为义务的上

述特征决定了行为保全一般不得因保全被申请人

提供反担保而解除，以确保胜诉结果具有可执行

性的期待权。同时应注意诉中行为保全与诉后执

行的紧密对接，及采取保全措施或执行措施的紧

急性，以避免现实权利遭到损害。 

二、对行为请求权的特定性直接执行措施 

受约束主体对行为给付义务的服从和履行表

现为一种行动上的作为或不作为，高度依赖其自

觉程度。就强制执行的措施而言，直接执行为首

要方式，但并非所有的行为给付义务均具有可直

接执行性，且行为给付义务的多样性决定了各自

在直接执行中应遵循不同的特殊规则。我国现行

法对直接执行措施的规定较为原则，具体操作性

规定较为有限。上述不足产生的原因除了对执行

措施本身的技术问题存在争议外，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成文法的有限性、明确性与行为种类无

限性、行为方式抽象性的矛盾。同时，对某类具体

行为的执行措施用法律语言进行条文式表述也确

实存在一定的困难。为此，将直接执行措施的共

同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对普遍性原则进行抽象化

是立法所能企及的最大程度。在立法之外，还应

通过具体案例的形式向执行法官宣传科学的执行

理念，使之在内心深处形成更为形象、深刻的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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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几类特殊作为请求权的直接执行措施 

1.对被执行人故意设置柔性障碍以破坏或拖

延履行的执行措施。某些被执行人在面对判决所

赋予的行为给付义务时，并非直接地拒绝履行，

而是采取柔性对抗的方式，以各种表面正当的理

由故意设置阻碍履行行为的“合理”障碍，从而

达到执行不能的真实目的。比如，看护权人以子

女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为由，将其送至外地上学，

进而变相阻止探视权人行使权利。又如，债务人

按照判决的要求向债权人给付大额金钱时，全部

使用小额硬币，使得债权人不得不逐一清点。被

执行人对行为实现之困难条件的设置貌似无意而

实为故意、貌似附带而实为专门。此时执行法官

将面临价值取向正当与否的判断，该判断的基础

在于通常生活经验和日常行为准则，履行成本只

是参考因素之一。对于属于合理履行但履行成本

较高的，双方当事人应共同分担。对于妨碍执行

的冷暴力行为，执行法官应主持排除既有的执行

障碍，更换执行方案。 

2.对他人介入型作为请求权的执行措施。一

是对必须由第三方协助实施型作为请求权的执行

措施。某些行为给付义务的履行需要他人的积极

配合，为此第三方成为协助执行的主体。[7]对协

助主体本身也存在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的判断。当

第三方的协助成为完成行为给付义务的唯一途径

且具有不可替代性时，第三方的态度成为能够实

现与否的关键。“按债务人之实行给付须有赖于

第三人之协助，故若不能预见第三人予以协助者，

即有障碍存在而不能强制执行者，易言之，在债

务人行为有先决条件而尚未具备者。”[8]以登记

机关协助办理登记为例，执行依据确定被执行人

应当为申请执行人办理有关财产的过户登记手续，

被执行人不向登记机关提出相应请求的，申请执

行人可以凭该执行依据直接请求登记机关进行登

记。登记机关拒绝登记的，申请执行人可以请求

法院强制执行。某些行为给付义务的履行需要被

执行人和协助执行人的共同配合，要么共同实施

某一行为的不同部分，要么由一人提供另一人实

施行为所必须的生产资料和工具，有时协助执行

人对执行成败与否或效果优良的影响更胜于被执

行人。此时虽然二者中任何一方的缺席都将无法

实现执行，但不能将协助执行人追加为被执行人，

不能将必要性协助等同于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人

所负的行为给付义务。 

二是对被执行对象意思渗入型作为请求权的

执行措施。对某些行为的履行虽然是判决赋予被

执行人的法定义务，但鉴于该执行的对象涉及第

三人且该第三人与被执行人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

为此法院强制被执行人实施该行为时，应事先就

具体的执行方案听取该第三人的意见。比如，在

离婚案件中确定看护权后，子女尚由非看护权方

或其它人员照管的，在看护权方申请执行时，已

经年满 10 周岁的子女明确表示不愿意改变现实

的抚养关系的。又如，能正确表达意志的子女拒

绝探视的。有观点认为，此时法院应裁定不予执

行，[9]该种处理方案是将执行中所遇到的有利害

关系第三人意见设置为阻碍执行的理由。笔者认

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审判法官在作出判决时就应

该首先主动考虑到上述事实，依职权将有利害关

系第三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引入诉讼并听

取其意见，法院应依据保护子女身心安全及维护

其最佳利益的原则作出裁判，且勿将其物化。但

鉴于有利害关系第三人的意见在判决和执行时可

能会基于生活常态发生合情合理的变化（此时不

能将该变化机械地视为对生效判决的违反），特

别是在探视权行使这种多次性、反复性重复同一

行为的案件中，上次行为的履行过程和履行效果

会对下次履行是否必要产生影响，[10]为此应该

在对该行为的执行过程中再次尊重有利害关系第

三人所提出的变化性意见，此后还应注意变化后

的再变化。同时，执行法官应注意甄别有利害关

系的第三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与实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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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一致，防止一方当事人因报复、仇视等心

理而教唆有利害关系第三人。 

3.对宣告型作为请求权的执行措施。执行依

据要求被执行人应完成的行为，可能是在一定意

思表示之下所控制的肢体动作，也可能只是单纯

的宣告。[11]肢体动作重在主观性支配下的客观，

而宣告则重在客观性支撑下的主观。宣告型作为

义务既包括确认性宣告，即对某种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事实或民事权利存在与否的宣告；也包

括形成性宣告，即发生变更的宣告。宣告产生效

力的基准时因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确定宣告义

务的判決因再审程序而被撤销时，宣告所产生的

拟制力将丧失并溯及既往。 

首先，执行依据命令被执行人为一定宣告的，

被执行人应在执行依据生效后的必要时间内以点

头、答应、承认、陈述、书写等客观动作当面或通

过语音、视频、文书等传输技术予以完成。宣告性

行为通常涵盖一定的精神利益，应体现申请执行

人的尊严和荣誉。被执行人虽作出宣告但态度不

真诚、明显敷衍、过度机械或伴有轻蔑、鄙视、讥

讽、羞辱或歧视的，应视为宣告不成立。 

其次，某些宣告以形成观念的法律效果为目

的，故无需被执行人具体为之。若被执行人无故

拒绝作出宣告，则经过法官释明，在做出宣告的

必要准备时间届满之时即视为其已经做出宣告，

产生拟制的法律效果。但是，此时宣告的生效方

式不简单等同于默示。此后执行法官可通过一定

的形式载体将该宣告客观化、公开化。 

再次，根据执行依据，如果被执行人作出宣告

需要申请执行人先为对待给付的，则在申请执行

人完成对待给付义务时视为被执行人已作出该宣

告。若被执行人拒绝接受对待给付的，则申请执

行人提存对待给付、公证机关出具公证书或执行

机构出具证明后，视为被执行人已经作出该宣告。 

（二）对各类不作为请求权的直接执行措施 

不作为义务旨在对受约束主体实施某种行为

进行限制，在履行期届满之前无需行为给付义务

人为一定行为即自动处于被履行的状态，包括停

止和容忍两种行为方法。执行机构旨在对不作为

义务人采取限制措施，以物理方式使其意志屈服

进而消除不必要的行动。“禁止义务人实施某种

积极行为和义务人应对权利人或第三人实施某种

行为不加妨害。”[12]在某些案件中，由于被执行

人对不作为义务的违反发生在其所控制的领域内

进而存在隐蔽性，申请执行人在难以进入对方控

制领域的情况下存在证明困难，为此执行法官应

当主动依职权或依申请进行调查。此外，在判决

生效后被执行人虽尚未违反不作为给付义务但存

在重大危险行为的，执行法官可采取事先预防性

制止措施。“故若债务人违反行为之危险，係属

重大且明显者，应许债权人请求，以债务人违反

为条件，命债务人支付间接强制令。即债务人之

违反行为有高度可能性或违反行为之危险重大且

明显者，执行法院应非不得事先核发以债务人违

反行为为条件之间接强制令。”[13] 

1.对被执行人制止型不作为请求权的执行措

施。制止型不作为义务系判决要求行为给付义务

人立即停止正在实施的乱作为，并基于派生，要

求行为给付义务人对违法乱作为所产生的不当后

果在可能的范围内予以去除。根据被执行人在判

决生效前是否已处于违法乱作为的状态，制止型

不作为义务可划分为立即停止型和保持静止型。

执行法官对违法乱作为的制止措施除了对被执行

人的行为加以及时阻止和监控预防外，还可对其

违法乱作为所依靠的主观方面之资质、身份、地

位等进行取缔或客观方面之工具、生产资料等进

行查封或销毁。如果该违法乱作为与上级行为存

在包含与被包含关系的，执行法官可通过对上级

行为的制止以达到消除下级行为的目的。如果该

违法乱作为与其他行为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执

行法官应将相关行为一并禁止。判决生效后行为

给付义务人继续乱作为的，其乱作为在被执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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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止后，还应对不及时停止所造成的损害进行

赔偿。 

2.对被执行人容忍型不作为请求权的执行措

施。容忍型不作为义务产生的前提在于申请执行

人或第三人在判决生效后开始实施或继续实施某

种行为，而判决要求被执行人对该行为不得干预、

不予妨碍，保持消极、忍受的状态。面对他人的行

为，如果被执行人保持沉默，则无需采取任何执

行措施。但若被执行人从静止转为对抗，则是对

判决所规定的不作为义务的违反，此时需要执行

法官对其正在进行的举动加以制止。在被执行人

自行设置人为障碍以打破容忍的情况下，执行法

官应对障碍物依法予以取缔、拆除或没收。[14]如

果障碍物的设置发生在判决生效之前，执行法官

也可一并对其采取执行措施，不以判决生效为限。 

被执行人违反容忍义务的原因可能是申请执

行人或第三人的行为直接影响其权益，或是刺激

其心理。申请执行人或第三人在实施行为时的态

度和方法时常是激怒被执行人的导火索，为此执

行法官一方面要对被执行人打破容忍、奋力抵制

的行为进行规制，另一方面也要站在被执行人的

立场考虑，主动审查申请执行人或第三人在实施

行为时是否存在过错和过度，对被执行人不堪容

忍的外在原因予以消除。申请执行人或第三人存

在故意挑衅的，应加以训诫。 

（三）替代性履行 

某些作为义务的实施效果不以被执行人的亲

自履行为基本要求，而是以通常性人类行为（物

理性）和通用性专业知识（技术性）为主要支点，

具有可替代性，即义务的依附主体不归于特定人

身，何人实施并无效果上的差异，比如拆除违章

建筑、运送物品、房屋修缮等。反向，以人身、学

识、专有技术、资格、职务、经验、法律责任、社

会伦理为主要支点的行为则不具有替代履行的可

能，比如停止侵害、提供登记、发放证件、按期演

出等。某些行为的实现必定涵盖特定的主观精神

因素，对在实现肢体动作替代的同时难以将精神

因素渗入其中的，应被界定为不具有可替代性。

同时，某一作为请求权是否可以替代履行，会因

对其具体实施方式的要求不同而不同。比如，被

执行人拒不赔礼道歉的，执行依据或执行命令如

果将赔礼道歉的实施方式定位为当面致歉、鞠躬

或亲自在电视上朗读判决书，则具有不可替代性；

如果定位为在报纸上发表致歉声明，则具有可替

代性。此外，某些不可替代性行为给付义务并非

完全不能交由第三人实施，只是由第三人代为实

施时会使得行为效果发生变质或品质下降。“两

者之本质有天壤之别，故其执行方法与程序亦迥

异。”[15] 

1.替代履行的主体资质。替代履行应以被执

行人自身无法实施或拒绝实施为前提。除具备相

同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之外，在具有多位替代履

行主体的情况下，执行法官对替代履行主体的选

择应本着经济效益的原则，在被执行人无法实施

的情况下可听取其对选择替代履行主体的建议，

但在被执行人拒不实施的情况下则应由执行法官

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依职权直接确定替代履行

主体。[16]首先，法院可成为履行主体，直接实施

某项行为以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比如在夫妻

离婚之后的探视权案件中，看护权人拒绝探视权

人探视的，执行法官可以带领探视权人探视，也

可以将子女领交到一定地点使其与探视权人同处

一定时间。其次，如果替代履行主体与申请执行

人的身份可以重合，则相关替代履行行为也可交

由申请执行人自己完成，这对替代履行的效率和

质量有着天然的保障。再次，第三人替代履行的，

应以其愿意并具有履行能力为前提。法律、行政

法规对特定作为义务的履行存在专门资格限制的，

则应以委托、招标等方式选定替代履行人。此时

第三人加入执行活动应视为执行法官依职权引入，

而非申请执行人的委托。[17]在第三人履行行为

给付义务的过程中，法院的“强制”性表现为协

助和监管。如果第三人已经被确定为替代履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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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又不实施替代义务，执行法官应主动更换其它

符合履行条件的人，而不能直接对该第三人实施

强制执行。 

2.替代履行的费用。替代履行过程中所产生

的相关费用均应由被执行人承担。[18]在德国，被

执行人不履行行为给付义务而第三人替代履行时，

债权人可以提出申请，要求被执行人预付第三人

实施该项行为可能花费的费用，如果实际花费的

费用超过上述预付费用，可以再次提出请求。[19]

在我国台湾地区，对于被执行人预先支付或申请

执行人代为预纳的金钱数额，由执行法院酌定，

必要时可引入鉴定人通过鉴定加以确定。[20]可

见被执行人应在执行措施采取之前所指定的一段

期限内预先支付一定的替代履行费，以折抵履行

义务所产生的必然费用。替代履行费由执行法官

根据案件的实际开销、第三人的实际付出情况等

加以具体计算。在事先无法准确判断的情况下，

应引入费用鉴定意见作为参考，并可适度扩大对

被执行人财产的控制范围。被执行人拒不承担上

述相关费用的，应适用实现金钱债权执行的相关

规定。被执行人对所确定的替代履行费数额或计

算方法等提出异议的，可以查阅、复制费用清单

及主要凭证，并向执行机构申请复议，复议期间

不停止执行。 

3.替代履行的方案。替代履行的方案事关行

为给付义务的履行主体和措施的变化，为此需要

以裁定的方式加以确定。对于被执行人部分履行

完毕后又停止的情形，执行法官需根据已完成的

实施情况确定替代履行主体并尽可能地在业已完

成的基础上继续履行，如果继续履行确有困难或

成本过高，则须要求替代履行主体重新履行。如

果被执行人转变态度表示愿意履行的，应由执行

法官视履行的进展情况决定是否可以变更履行。 

三、对行为请求权的通用性间接执行措施 

难以实施、不可实施并非对行为权益的最终

保护状态，退而求其次地采取和借助替代性、补

充性强制措施和制裁方法来促使行为给付义务的

实现不失为有效途径。[21]某些行为的实现条件

仅存在于履行期限内，其会随着履行期限的届满

而归于消灭。为此除自动履行外，对该类行为给

付义务的强制执行只能通过间接执行措施来完成。

我国现行法已明确规定了对行为给付义务的相关

间接执行措施，并且相关措施还处于不断丰富和

发展的过程中。 

（一）直接执行措施与间接执行措施的顺位 

对行为请求权的直接执行是实现执行效益的

首选方式，也是开展行为执行活动的必经阶段。

但是，多样化、个案性较强的直接执行措施本身

具有“规定动作”的局限性，客观执行条件受限

与被执行人的配合程度叠加时常导致行为执行在

某些方面无能为力，为此直接执行不能成为常态。

间接执行措施具有普适性、通用性的特点，通过

对被执行权益（被执行人的财产权益或其他相关

权益）的灵活转化，实现与原本执行目的相当的

执行效益。为此，以间接执行作为对直接执行不

能的补充十分必要和关键，而从直接执行跨越到

间接执行，应以“法院穷尽所有的直接执行措施”

为前提。当然，依旧存在间接执行仍然不能的情

形，此时对案件不能仅以执行终结做简单处理。

由于行为控制性具有较大的变动可能，为此应为

执行的再次启动留有空间。 

从被执行人的诉讼心态上看，部分被执行人

认为行为履行义务的重要性不及金钱给付义务，

其在不服败诉判决的情况下往往对行为给付义务

的反感和抵制更胜于财产给付义务，为此形成直

接执行向间接执行的转化。而财产被法院所控制

将加深其拒绝履行行为给付义务的极端心理，使

得行为履行更加不可能，同时将注意力转向对财

产的抽逃、隐匿和转移。此外部分被执行人试图

通过金钱给付来取代行为履行，借此将履行行为

本身所依附的人身性加以掩盖，以客观化的物质

金钱抵消行为履行中所面临的与申请执行人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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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接触。笔者认为，直接执行措施与间接执行措

施的先后顺位关系是强制的，被执行人不拥有选

择权，这是行为请求权的本质目的所决定的。执

行法官应在对被执行人多次催促履行无果的情况

下方启动间接措施，给予被执行人主动履行行为

给付义务的最大可能。如果在对行为给付义务人

采取间接执行措施的过程中，行为给付义务人的

主观态度或客观执行条件发生回转的，执行法官

应当重新采取可行的直接执行措施。 

（二）通用性间接执行措施的实施方式 

1.财产处置。以经济价值作为通用性间接执

行措施，可适用于所有的执行对象，包括可替代

性和不可替代性行为给付义务。此举是无奈之下

的被迫之选，体现出金钱财物的万能流通性，相

反观点认为，法律在抚慰金之外设置赔礼道歉责

任就是认为赔礼道歉可以发挥金钱所不能达成的

效果。[22]由此将引发执行标的物的变更。鉴于对

行为请求权进行执行的案件在启动之时对被执行

人的态度尚无法判断，案件有转化为以被执行人

的财产进行给付的可能性（包括上述的替代履行

费），为此对查封、扣押、冻结等财产控制措施有

必要及时启动，并且法院对待给付财产的预先适

度控制可形成事前震慑，刺激被执行人主动履行

行为给付义务。 

为此，当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对行为给付

义务的违反而遭受权利无法实现的损害时，其可

通过财产处置实现赔偿。[23]在德国，法院在判决

行为给付义务的同时，即可对违反该义务所需承

担的损害赔偿金一并加以确定。[24]“赔偿执行，

指义务人不履行其义务时，执行机关命义务人赔

偿权利人之损害，以代替原定给付的执行方

式。”[25]在被执行人拒不履行行为给付义务时，

执行法官可责令对其扣除损害赔偿金，在一定程

度上对申请执行人进行诉请转化性救济。对某一

案件中行为给付义务与金钱价值的折算难以树立

统一的客观标准，对不同案件中不同行为给付义

务的轻重比较也难以划分，同时对不法行为给人

身权益造成的损害也无法通过金钱标准予以衡量。

“旧法规定在债务人不履行作为义务者，所为

‘赔偿损害之数额’，因事实上难以估算，且易

滋争议，实务上几未见有适用之例，形同虚

设。”[26]对此只能通过赋予执行法官自由裁量

权加以实现。“损害赔偿是指执行法院斟酌债权

人因债务人不履行所受经济上及精神上之损害，

及债务人之履行能力等情形，所定之赔偿总额，

或按迟延期间或日数，按期或按日应支付之金额

而言。”[27]在损害赔偿金执行完毕后，如果被执

行人又主动履行行为给付义务，则应裁定申请执

行人退还损害赔偿金，因为损害赔偿金本身只具

有替代性而不具有惩罚性。若执行依据依法被撤

销，则构成不当得利而应予返还。 

2.以施压为目的之非涉案、非财产性间接权

益的适度管控。一直以来，在我国执行法理论中

非常强调对被执行人的基本人权保障与平衡原则。

在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对其实施何种

性质、多大强度、什么对象的制约以促使其履行

义务，让其承受何种程度的恐惧，一直以来是争

论的重点。笔者认为，在中国当前的司法环境和

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之下，在致力于解决执行难

和树立司法权威的目标之下，应将执行价值首先

定位于对生效判决所规定的行为给付义务的实现，

即允许适度对被执行人采取较为严厉的警戒性和

限制性措施以对其形成心理压迫，即便这些措施

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被执行人、与该案本身并无

直接关联的其它相关合法权益的保护。这是我国

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国情所决定的价值选

择，是暂时性、过渡性的无奈之举。 

为此，可通过明确规定受约束主体不履行生

效判决所规定的行为给付义务的惩戒后果来要求

其尊重该判决，使其慑于其它相关权益的行使受

限而不得不自觉履行生效判决。此种对非涉案、

非财产性间接权益的管控不仅适用于对财产请求

权的执行，同样也应适用于对行为请求权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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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履行行为给付义务者，其相关权益受到管控

后并不影响其对行为给付义务的再履行。譬如，

在对停止侵害判决的强制执行中，鉴于执行机构

直接控制被执行人行为的客观不能，其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对被执行人的其它非涉案间接权益（比

如资质、名誉、肖像、隐私、福利、社会保障等，

但对人身自由和亲属权益应明令禁止）实行适度

管控，通过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

加以公布等手段以形成威慑和心理强制，促使其

自觉履行判决所确定的行为。相信此举在我国的

社会环境之下能够取得一定的执行效果。 

当然，这其中的“度”十分关键，也难以把

握。一为所运用的相关执行措施对非涉案基本权

益的管控之“度”，二为执行人员在采取相关措

施时的主观认知之“度”。只有合“度”，方能

把相关措施的副作用降到最低。目前在司法实践

中部分法院自发创设了此类执行措施，譬如公务

员招录受限、买卖房受限、失信彩铃、张贴大头像

等，其中存在一定的争议。在笔者看来争议的源

头仅为相关措施的限度问题，而本身对非涉案、

非财产性间接权益采取警戒性执行措施这一价值

定位并无争议。 

3.两类间接执行措施相互关系的协调。对行

为请求权的强制执行，应以实现行为权益为首要

目的，财产权益只是作为补充权益。鉴于施压执

行措施的对象既可能是行为权益，也可能是财产

权益，为此就赔偿执行和施压执行两类间接执行

措施的适用顺位而言，应先后依次适用对行为权

益的施压执行、赔偿执行、对财产权益的施压执

行。在上一种执行措施效力无法实现的情况下，

执行法官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依职权采取下

一种执行措施。 

（三）间接执行措施与妨碍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

并用 

从被执行人的诉讼心态考量，执行中的配合

度和实际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被执行人对拒

不执行处罚后果的恐惧程度，因此需通过明确规

定受约束主体不按照生效判决行事的惩戒后果，

以此要求其重视判决，使其慑于法律的威严而不

得不自觉实施该判决。但是，也有部分被执行人

宁愿承受罚款等强制措施也不愿完成行为给付义

务。被执行人拒绝履行行为给付义务如果达到了

妨碍民事诉讼的程度，法院可对其实施妨碍民事

诉讼的强制措施，比如拘留和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经采取妨碍民事诉讼的强

制措施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后，被执行人仍应履行

行为给付义务。[28]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具

有制裁性，是对直接执行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的

配合。“强制措施毕竟不同于执行措施，虽然对

义务人进行了处罚，但权利人的权利并没有得到

实现，执行的目的尚未达到，所以执行机构实施

强制措施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后，义务人仍应

履行义务。”[29]就罚款和赔偿执行而言，二者虽

然都是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所有权转移性处置，但

罚款所得罚金应收归国库而非交由申请执行人，

其与赔偿执行可并行。“怠金为行政罚之性质，

归缴国库，非赔偿债权人。”[30]当然，在赔偿执

行措施尚且因被执行人的抽逃、隐匿和转移而被

架空的现实情况下，罚款虽然属性严厉但仍面临

难以实施到位的问题。 

四、对行为给付义务执行效果的保障 

行为请求权本身具有对重复性危险的预防性

功能，兼具现实可控性和未来保障性的特点。对

某些行为义务的履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呈现

出多次性、阶段性与循环性，这与社会生活基本

规律相吻合，而行为义务的反复性加大了法院强

制执行的难度。被执行人对行为义务的第一次履

行不代表全部履行完毕，第一次主动履行也不能

预判出其之后必将次次主动履行，对不作为义务

的暂时遵守也不能预判出其之后必将永远遵守，

很多情况下义务人对行为义务的违反非常容易和

便利。同时，法院对被执行人所负作为义务的第



545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一次强制执行完毕并不意味着能对其形成震慑力

而使其日后每次均主动遵守行为义务。为此，在

法院一次强制执行完毕后，时常出现被执行人再

次违反行为义务、实施妨害行为以破坏执行效果、

擅自恢复到执行前状况的情形，为此后续执行的

问题确实存在。在申请执行人就无期限性的行为

义务每次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况下，执行

法院面临着巨大的资源负担。 

行为义务的反复性与法院强制执行的有限资

源、对执行终结的认定存在矛盾。人为的可变动

状态使得行为义务的实施结果难以用具体的标准

加以衡量，而仅仅以效力的实现为目标。就法院

内部的结案标准而言，有观点认为，“通过调查

取证、被执行人书面承诺、采取强制措施等方式，

只要能够确认被执行人在某时点不存在违反不作

为义务的情形时，即应当认定执行完毕，及时结

案。”[31]如果将存在反复性、重复性的行为义务

视为一个整体，则其将与执行期限[32]制度发生

矛盾，并且单纯增长执行期限也无法解决该矛盾。

如果将存在反复性、重复性的行为义务独立开来，

为“对每一次行为义务的主张”均设立单独的请

求权，那么“对每一次行为请求权的执行完毕”

均应纳入执行终结的范畴。此举虽能够与执行期

限制度、执行结案制度相衔接，但要求申请执行

人就被执行人再次违反行为义务另行提起诉讼，

如此会使得执行的下一次启动变得格外复杂，也

与行为义务的反复性特征下所要求的灵活简便性

不符，且突破了一事不再理的限制。虽然数次发

生新的侵权事实，但与已经生效的裁判所认定的

侵权事实并无区别，另行起诉将会作出完全相同

的裁判。“在重复侵权面前，需要明确执行中给

付判决的禁止范围，只要将来出现的行为与生效

判决所禁止的行为完全相同、在类型上相同或者

在实质上相同，就被生效判决禁止。”[33]此外

《民诉法解释》第 519 条所创设的终结本次执行

制度难以涵盖上述情形。亦有相关规定设置执行

依据的有效期或执行依据所确定的行为义务的有

效期，[34]但此举变相对行为义务的反复性进行

了人为切割。“债务人再次违反不作为义务时间

的长短也各不相同，法律上基于法院执行工作的

方便以执行终结六个月为限，将前后之间具有相

同性、同质性的行为人为的分为两种不同的处理

方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前后不作为行为

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处理方式显然也不是富有针

对性、科学性的解决方式。”[35]笔者认为，被执

行人所实施的妨害行为属于执行完毕后的新事实，

通常情况下执行法官对原案已做结案处理，为此

其无须再另行取得新的执行依据而可以直接向法

院提出排除妨害行为的申请，由法院再次采取之

前执行措施及针对新情况所需的新执行措施。[36]

实施妨害行为的次数、原有行为效果的破坏程度、

破坏事实是否具有可修补性等可以作为认定妨碍

情节的参考因素，因妨害行为给申请执行人或者

其它人造成损失的，受害人可以另行起诉。 

[1]常怡主编：《强制执行的理论与实务》，重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5 页。 

[2]谭秋桂：《民事执行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版，第 243 页。 

[3]参见葛云松：《民法上的赔礼道歉责任及其强制执行》，

载《法学研究》2011 年第 2 期。 

[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3 条的规定，仲裁裁决或者仲裁

调解书因行为履行的标准、对象、范围不明确导致无法执

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执行申请。此处仲裁裁决对

行为义务的规定界定为明确标准、对象、范围，笔者认为

该规定将对行为履行的描述限定于一定的基本框架之内

而非要求机械性细化，符合行为的特点。 

[5]目前在司法实务操作中，执行法官对执行依据不明确

所采取的办法通常有：驳回执行申请、将判决书退回审判

庭并要求补充、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告知当事人申请再

审。 

[6]周立平：《试论民事行为执行的难点及对策》，载《政

治与法律》1995 年第 3 期。 



546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7]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 32 条的规定，人身安全保护

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等应当协助执行。 

[8]赖来焜：《强制执行法各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2008

年版，第 546 页。 

[9]杨荣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执行法（专家建

议稿）〉立法理由、立法例参考与立法意义》，厦门大学

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28 页。 

[10]《婚姻法》第 38 条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

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

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 

[11]此处笔者的研究不同于《台湾强制执行法》第 130 条

所规定的对意思表示的执行。 

[12]杨荣馨：《强制执行立法的探索与构建》，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25 页。 

[13]赖来焜：《强制执行法各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2008

年版，第 554 页。 

[14]有观点认为，不能命债务人自行除去障碍物，或以债

务人之费用将该障碍物除去之，债权人得另行诉请法院判

决取得除去该障碍物之执行名义后，方可声请执行法院除

去之。参见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法院 55 年法律座谈会民事

执行类 77 号、78 号。 

[15]耿云卿：《实用强制执行法》，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

限公司 2000 年版，第 103 页。 

[16]“德国民事诉讼法和日本民法典明确规定替代执行

的实施应由债权人提出申请，而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和

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法则没有这种限制”，参见赵晋

山：《行为请求权强制执行研究》，载《强制执行指导与

参考》，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7 页。我国的相关

规定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

第 503 条。 

[17]有观点认为，若授权债权人委托第三人代履行，债权

人则可根据具体情形决定是否以及何时委托第三人代履

行，司法自治的原则赋予了债权人充分的处分权。参见肖

建国主编：《民事执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版，第 339 页。 

[18]参见《民诉法解释》第 504 条的规定。 

[19]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887 条第 1 款的规定。 

[20]参见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 127 条的规定。 

[21]笔者在此处所谈的间接执行措施不包括说服教育、以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22]参见葛云松：《民法上的赔礼道歉责任及其强制执行》，

载《法学研究》2011 年第 2 期。 

[23]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 129 条规定，……。

前项情形，于必要时，并得因债权人之声请，以债务人之

费用，除去其行为之结果。 

[24]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510 条之二的规定。 

[25]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 页。 

[26]赖来焜：《强制执行法各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2008

年版，第 539 页。 

[27]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台北三民书局有限责任

公司 1979 年版，第 516 页。 

[28]我国的相关规定参见《民诉法解释》第 505 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

行）》第 60 条，《刑法》第 313 条、第 314 条。法域外

的类似规定，可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890 条第 1 款、

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 128 条、第 129 条。 

[29]杨荣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执行法〉立法

理由、立法例参考与立法意义》，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版，第 525 页。 

[30]耿云卿：《实用强制执行法》，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

限公司 2000 年版，第 103 页。 

[31]韩杰、王丽：《不作为请求权案件执行中应把握的问

题》，载《江苏经济报》2014年 8 月 6 日第 B3 版。 

[3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

的规定（试行）》第 107 条。 

[33]曹志勋：《停止侵害判决及其强制执行》，载《中外

法学》2018 年第 4 期。 

[34]参见《反家庭暴力法》第 30 条的规定。 

[35]廖中洪、何平：《不作为请求权“潜脱”执行问题研

究》，载《广西社会科学》201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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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我国相关规定参见《民诉法解释》第 521 条、《最高

人民法院执行办公室关于已执行完毕的案件被执行人又

恢复到执行前的状况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还可参见

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 129 条的规定。 

马智勇：“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生成逻辑及其反思 | 前沿 

2022-06-29 中国民商法律网 林伟摘编 

https://mp.weixin.qq.com/s/FXcN8hjF45DsToKgMYgYVg 

本文选编自马智勇：《“离婚冷静期”制度的

生成逻辑及其反思》，载《法学家》2022 年第 3

期。 

【作者简介】马智勇，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

究生，吉林大学法学院家事司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离婚冷静期自被写入“民法典草案”以来，

受到人们持续的关注。每次“民法典草案”中有

关这一条款的变化，都会引起广泛的讨论。为何

“离婚冷静期”制度会引发如此广泛的争论？在

这一聚讼纷纭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离

婚冷静期”制度？既有的研究多关注这一制度的

现状，更多地是立基于当下来认识“离婚冷静期”

制度，忽视了此制度形成背后的历史逻辑，也忽

视了依照上述历史逻辑形成的制度其最终功效如

何这一问题。对此，吉林大学法学院马智勇博士

研究生在《“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生成逻辑及其

反思》一文中，以婚姻背后的道德义务论与情感

自由论两种不同观念为切入点，描述当代婚姻制

度的演变并分析其演变背后的制度逻辑，从而展

现“离婚冷静期”制度生成的整个脉络。同时结

合当下家庭的现状分析这一制度在未来可能遭遇

的困境，并针对这一困境提出可能的回应路径。 

一、婚姻背后的两种观念“道德义务论”与“情感

自由论” 

（一）“道德义务论”观念 

“道德义务论”的观念注重男女双方对家庭

的义务和责任，它来源于儒家思想中将家庭作为

伦理共同体、致力于捍卫家庭自身团结与稳定的

家庭本位理念。首先，在婚姻缔结方面，婚姻被视

为两姓宗族之事，而非男女个人之事。其次，在婚

姻维持方面，“道德义务论”以男尊女卑观念为基

础来规范夫妻关系。最后，在婚姻解除方面，“道

德义务论”认为，无论何种婚姻，只要不是特别有

害的，那么夫妻就应该厮守在一起，其对离婚采

取限制态度，强调人们对家庭的责任与义务。但

是，“道德义务论”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淹没了家

庭成员的人格和自由。而且，这种婚姻关系中的

结构是差等的，维护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二）“情感自由论”观念 

“情感自由论”观念主张爱情是婚姻的基础，

强调夫妻之间的感情是婚姻的核心并贯穿于婚姻

的始终。首先，在婚姻的缔结方面，只有由自由恋

爱而结合的婚姻才是真实、正确、有意义的婚姻。

其次，在婚姻维持方面，“情感自由论”认为以爱

情为基础的婚姻应该继续保持爱情，强调夫妇之

间感情的协调。最后，在婚姻解除方面，“情感自

由论”坚持认为感情破裂应成为解除婚姻关系的

唯一依据。以“情感自由论”为基础的婚姻家庭立

法，使妇女的利益得到了有力的保护。但是，离婚

自由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危及了家庭生产、

消费、养老、育幼功能的发挥。此外，家庭伦理的

正当性被质疑，产生了“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

取向”这一负面后果。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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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中国婚姻制度的价值取向：一种对待婚

姻的实用性态度 

（一）破旧立新：1950 年《婚姻法》确立“情感

自由”的价值取向 

在对于婚姻的态度方面，1950 年《婚姻法》

显然是把爱情作为婚姻的本质，强调爱情在婚姻

缔结、维持与解除中的决定性作用，相对而言较

少考虑个体在家庭中的义务与责任。在离婚问题

上，采取了自由离婚主义，其目的更多在于废除

旧的婚姻制度，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 

（二）执行中的偏离：从 1957 年到 1978 年 

1950年《婚姻法》确立的“情感自由论”价

值，并未在其颁布实施后的实践中得到一以贯之

的执行，受“左”的思潮影响，“自由离婚主义”

的观念在这一时期几乎被完全虚置。在当时的司

法实践中，法院对离婚的认识开始向“道德义务

论”偏移。但这里所说义务的对象，从“家庭”转

向了“国家”。 

（三）后续调适：从 1980 年到 2001 年《婚姻法》 

1980年颁布及后续修改的《婚姻法》，对婚

姻价值的选择则尝试走一条中间道路，即坚持最

初对婚姻制度的设计，主张婚姻以爱情为基础，

但同时也适当向“道德义务论”偏移，对离婚作出

限制。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尊重当事人的离婚

意愿，将“感情破裂”作为离婚标准。另一方面又

通过对“感情破裂”这一柔性概念的诠释，将实质

性的道德观念纳入对离婚的考量之中。 

（四）离婚冷静期制度背后的逻辑 

我国在婚姻制度方面的相关法律实践隐含着

一种实用性逻辑。不论是以“道德义务论”观念还

是“情感自由论”观念为基础来构建婚姻制度，国

家都只是出于策略性的理由，其最终目的是解决

婚姻制度在当前遇到的问题，只要能在结果上解

决问题，即使与先前立法的价值取向存在某种背

离，这一选择也被视为是正当的。“离婚冷静期”

制度的设立，是上述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的实用

性逻辑在当下的延续。 

三、离婚冷静期”的非预期后果对制度功能的弱

化 

（一）“离婚冷静期”加剧了女性面临的不利处境 

“离婚冷静期”制度本意针对的是轻率离婚

现象。但从《民法典》第 1077条的规定来看，它

并未区分轻率离婚和其他离婚，实际上对所有离

婚当事人都设定了限制。这种在所有离婚案件中

都首先强调家庭和谐的“一刀切”的限制方式，也

忽视了女性在家庭中面临的困境，不利于对女性

利益的保护。由于如今许多女性在精神与物质上

双重独立，她们在当下的离婚案件中占据主导位

置。从当下婚姻的具体状况来看，女性合法权益

在现实中时常被侵犯，但受“道德义务论”观念的

影响，却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救济。此外，诸多对法

院如何处理离婚问题的经验研究，也揭示了女性

权益在离婚诉讼实践中被忽视的事实。随着男女

平等观念的宣传与贯彻，女性对“离婚冷静期”制

度背后的有关女性服从和为家庭作出牺牲等观念

的认同度，也会逐渐降低。而这就会消解离婚冷

静期制度本身的正当性。 

（二）“离婚冷静期”遮蔽了家庭成员面临的问题

负担 

如果将目光聚焦于整个家庭法领域，将家庭

社会学关于家庭政策的研究考虑进来，那么就可

以发现“离婚冷静期”这一制度可能也仍无法达

至维护家庭的预期后果，反而遮蔽了家庭成员面

临的负担，加剧了不婚、不育的趋势。第一，从“家

庭政策”的研究来看，对家庭的保护，在强调社会

成员家庭责任的同时，更应该强调政府帮助他们

履行责任。第二，具体到中国场域来看，国家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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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较为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但给家庭提供

的支持则相对不足。既往对家庭的保护通常仅从

个人维度入手，实际上也是把家庭不稳定等问题

仅归因于家庭成员的个体因素。而忽视社会结构

性因素对家庭的冲击，也导致了一种预料之外的

结果，即当我们越强调对家庭的保护，客观上就

越加重了家庭成员的负担。 

四、法律对“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可能回应路径 

（一）通过目的性限缩限制“离婚冷静期”的适用

范围 

官方公布的立法说明明确提到新增的“离婚

冷静期”条款所针对的是轻率离婚现象，那么依

此立法目的，应当将“离婚冷静期”的适用范围限

制在轻率离婚这一类别。进而言之，应对《民法典》

第 1077条所表述的“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

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中的“离婚登记申请”作

限缩解释，将其理解为仅指轻率离婚的登记申请。

在实践中如何识别轻率离婚，我们可以通过类型

化的方式对其予以识别。一方面，实践中存在一

些排除适用“离婚冷静期”的案件类型，例如因公

共秩序、因强制性规定而排除。另一方面，我们可

以从当事人的结婚年限、离婚时的状态、离婚原

因、对离婚后果的认识等方面，综合判断当事人

申请登记离婚之举是否是冲动的、非审慎思考的

结果。 

（二）建构发展型的家庭政策 

从法律的外部视角来看，“离婚冷静期”制度

要达至维护家庭稳定的目的还需要政府帮助家庭

承担必要的责任，以减轻家庭成员的负担。对此，

既有的家庭政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对中国发展型家庭政策的建构而言，第一，政府

理应转变家庭政策制定的理念，不能仅关注问题

家庭，致力于事后救济，而是应从补充型导向转

变为发展型导向。第二，政府应在经济上给家庭

提供必要的支持，强化对家庭养老、育幼以及照

料功能的扶助。第三，政府应鼓励或者要求工作

单位制定有利于社会成员承担家庭责任的工作制

度，营造一种支持社会成员承担家庭责任的环境

与氛围。 

五、结语 

国家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来处理婚姻家庭中的

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当

下存在的问题，但实际上难以兼顾到现代家庭中

存在的多元利益，很可能会在实效上违背制度设

立的初衷，出现人们不愿接受的结果。在实用性

逻辑的支配下，国家、家庭、个体之间的权力界限

始终是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家庭价值，

还是个体价值，实际上都难以得到融贯的保护。

在解决婚姻家庭领域的问题时，应该引入整体性

思维，只有在全面考量某一法律制度所涉及的因

素后建构起来的法律制度，才会不仅具有思想和

观念上的意义，而且也能具有实际的操作性与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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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律具有指引作用，能为人们未来行

动提供一种稳定预期。法律的最大功能不仅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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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而在于通过预期的设定来塑造一种行

为模式。亲属法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民族传统，

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当代精神。亲属立法既要

保证个人自由，但又要保障婚姻家庭的稳定。在

处理有关家庭伦理与亲情的问题上,我国的法律

实践还缺少一个统一的家庭法哲学来指导，以至

于在司法实务中处理夫妻、父母与子女人身与财

产关系上做法比较混乱。对《婚姻法解释(三)》的

“只见财产不见人”的批评即是这种混乱的体现。

我国婚姻家庭法哲学既应维护身份关系的伦理属

性，保障夫妻关系的平等自由，也要考虑交易安

全、第三人利益，实现情理法高度一致。 

关键词：伦理属性；衡平；屈从关系；不对称

保护制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编纂

民法典的大背景下，我国民法学界就民法典的起

草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

分的婚姻家庭法自然也不例外。 

在未来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如何把握亲

属法与习俗、伦理、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

关联、相互转化和相互作用，抽象和概括出亲属

法所体现的一般原理和法律原则，推演出亲属立

法所应坚守的价值取向和制度选择，以及实现这

一目标的具体路径与对策，使亲属法的法价值、

法原则、法文化、法制度、法运行和法技术成为一

个有机协调的整体，殊为重要。 

中国人特别珍视家庭亲情，讲究对父母依顺

言从，对子女无私奉献。家庭不仅是中国社会的

基础，也是中国社会的骨干。自古以来，国人就相

当重视“家”，家不仅抚养培育个人成长，也是

个人精神情感的寄托，更常是个人奋斗的目标。

古代社会中对国家、社会的观念较为淡薄的人不

在少数,但无一例外的将家作为其思想、行动的中

心。在国人的家庭观念中，治家和治国处于同等

地位。视家庭和谐为社会和谐的基础，家庭成员

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建立在亲情仁爱的基础

上,这是我国家庭文化传统中积极的因素。但随着

社会多样化和个人需求差异化的发展,深刻的固

化形态的家庭观念也对国人产生了或多或少的伦

理束缚和困惑。 

一、问题之提出 

家庭伦理和道德是法律伦理与精神的重要来

源，而且家庭关系和家庭秩序也是社会关系和社

会秩序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家庭能力还是国家

整体能力的基石。因此，在社会转型全球化已崛

起的整体背景中，我国的法律实践，不仅必须要

为中国家庭的战略地位进行重新定位，而且也必

须要为家庭功能的重塑与家庭伦理的重建提供各

方面的支持。在处理家庭问题上，它既要审慎，也

要开放。“转型中国的法律实践在处理有关家庭

伦理和亲情的问题上采用了一些积极而又零散的

做法，这种能动而混乱的实践逻辑，既表明转型

中国家庭问题的复杂性，也反映出转型中国的法

律实践还缺少一个统一的家庭法哲学的指

导。”[1] 

我们一方面通过司法的方式，将子女“常回

家看看”的“孝道”纳入法律调整之中,将伦理

和道德的义务上升为法律责任，通过法律实践来

倡导家庭伦理、促进亲情，进而防止家庭伦理与

道德底线的一再下滑。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2]并且这种讨论一直持续到最近关于“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中所单列出来的“与老年

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

条款的有关争论中。另一方面，我们的司法又认

为“精神赡养”属于家庭伦理与道德调整的范畴,

法律不应当干涉。 

2011年 8月 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

法的司法解释（三），对夫妻财产归属认定的解释，

更是引发全社会高度关注和争议，凸显出现行婚

姻法存在的制度性缺失亟待再次修订。而后在

2018年 1月 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

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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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实施以后，经过媒体大肆宣传与渲染，大范

围的机械地、狭隘地《解释》整体、简单地解读为

“共债共签原则”。[3] 

法律本就应当符合家庭伦理与亲情，法律不

能离间亲情，我们的司法也不应该挑战基本的家

庭情感环境和社会关系。从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在

明晰家产中的个别财产归属的法律技术操作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理想家庭的法律想象就是：按

照“爱情归爱情，财产归财产”的逻辑，将家庭

变成了分别拥有个人感情和财产的两个人组合在

一起的合伙生意，其理想模式就是“AA制契约婚

姻”。这无疑是充满后现代主义婚姻价值观的激

进想象。在这种理想婚姻模式中，共同家产就是

两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简单组合，以至于当两个人

的爱情消失后，每个人可以很轻松地拿着自己的

财产走人。 

正如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

教授所述：“制定一部完整统一的婚姻家庭法，

既要注重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崇尚意思自治，

保护个人自由、完善婚姻家庭的权利体系；又要

重视和维护健康文明，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婚姻

家庭核心价值观，弘扬家庭美德，强化家庭责任，

维护婚姻秩序，促进社会公正。”[4] 

我国的法律究竟依循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来来

处理家庭问题的?这一是价值理念又是否能够确

保我国家庭的健康存续与发展，以及有助于我国

法律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如果不能，我们应当以一

种怎样的家庭法哲学，来指导中国法律的未来实

践?以一种什么样的家庭观，来支持我国社会的发

展与进步? 

二、我国现行亲属间法律规则体系之检视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伦理道德的基础，

是培育善良风俗和民情习惯的温床。在这个意义

上，家庭纠纷不能由按照司法理性化和行政官僚

化逻辑来行事的普通法院体系来处理。应当按照

道德、良知、伦理、仁爱的逻辑来处理家庭婚姻财

产纠纷，因为法律代表的理性计算实际难以用于

解决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问题。婚姻家庭纠纷的

本质不单单是契约的问题，它关乎人伦秩序，个

人生活与公益保障，蕴含着情感、经济、法律、伦

理诸多因素。 

（一）关于近亲属范围的规定的不一致性 

亲属是具有固定身份和称谓的最基本的社会

关系，基于亲属身份而产生的亲属称谓不仅是亲

属身份的标志，也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所说：“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

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

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

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 12条规定: 民法通则规定的近亲属包

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与

婚姻法规定的近亲属的范围在表述和排序上略有

不同，民法通则以“配偶”代替婚姻法中的“夫

妻”，在承担监护责任的排序上与婚姻法的排序

不同，兄弟姐妹的排序高于祖父母、外祖父母、孙

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说这两个法律及其司法解

释尚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那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则明确缩小了近亲属的范围。依据我国《刑事诉

讼法》第 106条规定，近亲属是指: 夫妻、父母、

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刑事诉讼法将祖父母外祖

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排除在近亲属范围之外。

在我国统一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中，法律术语

应当一致，而不能各行其是，造成混乱，就确定近

亲属范围而言，这个任务应当由调整婚姻家庭关

系的基本法律来规定。未来立法应当通过增设亲

属制度通则，来明确有关亲属的概念、种类、范围、

亲系、亲等以及法律效力等问题，确保我国法律

制度的统一性，规范性，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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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理夫妻财产关系规则的有失妥当 

我们知道，法和司法最大功能不是解决已发

生的社会问题，而是通过设定行为预期引导人们

的行为模式。善变的法律将会扰乱人们的行为预

期，失去人们的信任与敬畏。我国立法与司法关

于夫妻的财产关系处理就是如此。 

1982年颁布的《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制度

的基本规定是：夫妻婚后一切所得，除有特别约

定外，归夫妻共同所有；然而 1993年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

的若干意见》突破了该规则，其第 6 条规定：一

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

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

经过 8 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 4 年，可视为夫

妻共同财产；到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时及随后颁

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又撤销了这一规

则，回归到原来的一方婚前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

系的存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则。 

这对于已婚妇女，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妇

女而言，原本当婚姻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虽然自

己的财产已经消耗殆尽，但是还有基本的生活空

间—房屋来赖以生活，然而却因 2001年回归到原

来的规则上这一改变失去了房屋赖以生活这一预

期利益。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父母出资购房的

规定，并未平息争论，反而激起更为复杂的新问

题。在其颁布之后纷纷出现所谓的“房产加名”

热正是凸显出了夫妻双方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加

剧，该司法解释有离间亲情之嫌疑。根据其规定

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作用来看，未来的婚姻家庭模

式，婚姻的首要因素不再是感情，而变成房子。

“要不要双方共同购房”就成为婚姻面临的首要

问题。并且对于房子，一父母出资或双方父母出

资是否影响共有性质？离婚时的分割应该如何达

到公平？这些问题涉及婚姻法与物权法、合同法

的衔接及优先适用问题，关系到婚姻法夫妻财产

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巨

大分歧，同案异判现象严重，亟需立法统一和明

确；而立法的统一和明确，又必须要有一套稳定

的家庭法哲学来统率。 

(三)关于姻亲关系规定的缺失 

我国现行婚姻法并未将姻亲关系作为调整对

象。对于姻亲之间的权利义务未作考虑，姻亲关

系是否属于禁婚范围也未予以明确，实践中就出

现过前夫与前妻的子女要求登记结婚的问题。我

国台湾地区明确将五亲等辈分不同的旁系姻亲列

入禁婚范围。考虑到我国的人情伦理观念，应当

将直系姻亲和一定范围内的旁系姻亲列入禁婚范

围，以免出现合法但不合理，有伤社会主流伦理

道德观念的现象。 

三、不同家文化语境下的亲属法立法的反思 

“文化解释方法不仅是法学研究的一种方法，

也是观察法律和社会的独特视角，目的是将法律

制度置身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之中，从

而保证做出具有针对性的理论铺垫和价值权衡的

结论。”[6] 

（一）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亲属法立法面向 

概括而言，西方法律文化思想大致包括:自由、

平等、民主、人权、人民主权等理念。这一系列的

思想构成了法治的基本的、核心的指导观念。在

这些观念的指引下，西方社会形成了成熟的判例

法系统，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成文“良法”体系。

同时也是在以上法律观念或者说文化的影响下，

西方法律具有了广泛的“合法性”，[7]得到社会

的广泛接受。这充分说明了法律文化对法律实现

的重要意义。 

在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正如哈耶克所言，“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

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

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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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在大陆法系的现代亲属法中，私法

自治理念也是受到了社会国家或者说福利国家的

挑战。“个人自由受制于连带地兼顾价值更高的

利益的原则：因为个人自由并不是孤立的，它只

能在社会的共同体中受到保护。由这项原则出发，

同时得出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权利主体，

每一个市民理应能够尽可能地信赖他人和由他人

建立起来的关系，并且以此为行动的基础。在这

一意义上，现代民法典已经从古典的自由主义的

私法，发展成为用自由主义的眼光来看具有社会

性的私法，兼顾了社会国家原则。[8]国家基于福

利保护的理念，依法介入家庭自治的范畴，对家

庭关系中的弱势者，依法给予必要之协助，以防

卫其他家庭成员之不法侵害 

大陆法系亲属法的发展变革以法律渊源多元

化，注重人权保护、国家公权力进一步介入家庭

自治范畴为特征。现代大陆法系各国纷纷在修改

既有民法典亲属立法的同时，积极颁行单行法，

并将欧洲人权法的相关规定转换为国内法，内化

为各国亲属法的具体规定中，以反映回归家庭，

强调家庭的价值和作用的社会价值观的变革与发

展，进而出现了婚姻家庭法的同化趋势。 

（二）我国家文化语境下的亲属法面向 

在孔子的大力倡导下,本是规范父子关系的

“孝”上升为协调君臣关系的“忠”,和谐兄弟

关系的“悌”扩充为理顺上下级关系的“顺”,

由此“父父子子”,演绎为“君君臣臣”,从而建

立起了整个社会伦理的关系和秩序,以此来厘定

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9] 

在传统儒家思想发展基础上，法律文化体现

为“权力至上”、“礼刑合一”、泛道德化、“义

务本位”、忽视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等。这些特征

归纳为一点便是“伦理化”，是“家本位”文化

的重要体现。 

长期以来，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家庭、家族为

其实体存在形态,以父系原则为主导,以家庭、家

族成员之间的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身份规定为

行为规范,以祖先崇拜和家族绵延兴旺为人生信

仰的一整套家法族规,并把这一套家法族规从理

论上升泛化到全社会各个层面,成为社会传统中

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把家、家族的

内部结构、身份关系、道德伦理、认知模式、互动

行为规则扩展到家和家族以外的各个社会层面,

成为支配、调节人、组织和社会的思想体系。[10] 

家庭是中国社会形态的本位单元,将家、业、

国、天下的管理只看作是人口和范围的不同,而管

理的模式和方法没有本质的差异。因此,事实上,

儒家思想中的“家本位”集中体现为家族伦理思

想。 

家庭中的人伦关系自然受到普遍的重视。在

古代社会大家族中，特别强调“父慈子孝、兄友

弟恭、夫义妇顺”等，每个人与不同的家人相处

时，都应恰如其分的遵守一定的礼节。这不但古

有明训，也是现在每个中国人思想中最基本的伦

理道德观念。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以家为本位,以血缘、人

情、世俗为特征。血缘、人情两大特点使中国文化

展示出一种人情主义精神;世俗情结的特点在伦

理政治的运作下形成了中国独有的道德政治和血

缘统治秩序。[11] 

现实条件下,家庭依然发挥着给予物质满足、

精神慰藉,同时在公民利益受损求救无门时发挥

“避风港”或者是“疗养院”的作用。家庭依然

是最重要的“堡垒”,其奋斗一身的最终目标无

非在于不断地巩固自己的家园。社会的主流文化

要由主流的人群来界定,而不是由少数当权者以

政策的方式界定或者是建立,站在全社会的现实

的范围内观察,人们心中总是把家放在首位,“国

本位”仅仅是“异化”的权力占有者谋取私利的

借口和托词。 

“某一国家采取何种夫妻财产制立法模式，

受自身立法传统、风俗习惯及思想文化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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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又与社会发展、家庭结构变化，乃至夫妻各自

经济的独立紧密相联系。”[12] 

“夫妻协力行为贯穿于整个婚姻生活，只要

婚姻关系存在，便认定彼此有协力存在，而不考

虑夫妻双方情感状况、家务劳动分配以及对家庭

经济贡献的大小等因素，认可夫妻协力，其根本

目的是维护婚姻的稳定，引导婚姻当事人以家庭

整体利益为重，鼓励配偶之间的互相支持与扶助。

因此，如果认为婚姻在当代社会中仍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认可夫妻之间的协力就是婚姻财产制

度的必然选择。”[13]应当回应婚姻家庭关系多

元化对社会的影响，明晰夫妻财产制度，承认家

务劳动的价值，平衡家庭成员的利益，保护夫妻

共有财产所有权；进一步规范离婚程序，完善离

婚救济制度，保障夫妻离婚后弱势一方的利益。

总之，现代婚姻家庭立法应当注重和强化婚姻家

庭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保护婚姻家庭关系中

弱者的利益。 

必须明确，我国是一个以家为社会基本单位

的国家, 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总是把家放在首位。

可以不无夸张地说，家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经济文

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

我们要在“家本位”文化合理内核的指引下,制

定适合我国文化特征的法律。当今社会“家本位”

文化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其对法律实现

的作用力必须受到重视，任何脱离本国社会结构，

抛弃本国文化体系，恣意生产所谓的“法律”，

并且希望该法律得到实施并取得良好实效的愿望，

无疑都是空想，这样的做法只会创造一个“法律”

多但秩序少的社会。婚姻家庭法有两个基本价值

取向：其一，相互合作而共存共荣；其二，保护弱

者。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之所以受到学界一

致批评，根源在于对家庭关系如同契约法般的物

化这种物化有其历史背景，有学者以一个世纪以

来中国家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视角，考察了家

庭结构在市场经济及其所推行的契约自由原则下

所经历的消解：“在这一过程之中，我们不仅普

遍地接受了通过‘想象’而来的、西方社会的家

庭模式与家庭观念，而且在行动中也始终以此为

摹本来改造并重塑我们的家庭，结果使得传统中

国家庭的‘代际关系’,被现代家庭中的‘平权

关系’所取代。因而我们看到，在当下的家庭关

系和家庭制度中，个人的权利日益被强调，而家

庭成员间彼此所应负有的义务却普遍被忽

视。”[14] 

四、结论 

杨立新教授曾在亲属法新问题与新展望一书

前言中就这种现象提出过批评，“相对于民法理

论其他研究领域研究而言，亲属法律问题的研究

不够大胆，不够深入，与其他民法学者和法官的

交流较少。在立法上，亲属法的立法面对现实不

够，落后于现实发展需要。”[15] 

亲属法主要是起着维持夫妻和家庭的共同生

活，鼓励夫妻间相互扶助，同甘共苦，增强家庭的

凝聚力，实现家庭养老育幼的功能。亲属间的身

份关系不是出于功利目的，由身份关系所创设的

派生的亲属间的财产关系不直接体现交易目的。

其实质是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和家庭职能的要求，

并不强调对价，要求具有等价有偿性。夫妻之间

以及家庭成员之间是利益共同体，讲究的分享、

利他和奉献精神。不能生搬硬套财产法原理来处

理亲属间财产关系。 

以徐国栋教授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学者，就

明确提出过“家庭关系主体不平等说”虽名为

“不平等”，但反对的只是“口号”上的平等，

尤其反对以男女平等之名而在“抬高女性地位的

名目下对她们进行摧残”之做法，实为致力于保

护家庭关系主体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利益。基于此，

徐教授提出了屈从关系理论与不对称保护制。[16]

纵观女权主义各个流派的观点来看，也始终未能

解决好男女平等问题。尤其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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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并不要求对女性进行特殊照顾，只要求给予平

等的机会。 

基于家庭法中的人物形象，家庭法对弱者更

多的适用关怀伦理，家庭成员之间是相互依赖，

相互关怀的。婚姻家庭本身具备生育、扶养、教育、

对家庭成员尤其是家庭弱者的保障等诸多功能，

与儿童、妇女、老人的权益息息相关，决定了婚姻

家庭绝非仅为个人的私事，故在“义”“利”的

抉择之间，只能重“义”轻“利”，如此方能达

致新人文主义家庭法哲学的最大目的和价值归依。 

在两性关系上，也有学者反思了现代法律以

男女平等为旗号，却对事实上的两性差异视而不

见之现实。[17]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些危险，故而主

张，应有所区别地调整构成民法的人身关系法和

财产关系法，对前者实行弱者保护，从而避免为

后者所物化的可能。 

*王蒙，四川省宜宾学院法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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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

《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精神，顺

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积极适应移动化、智能化

发展方向，《法律适用》推出网络优先出版等新型

出版模式。目前，已于“中国知网”上线最新一

期《法律适用》知网全部首发文章，并于微信公众

平台同步推出，敬请关注！ 

 

肖建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

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丁金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本

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

号：22XNH021）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 

摘 要 

人身安全保护令为法院通过司法程序预防和

制止家庭暴力、保障家暴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与人

格尊严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手段。实践表明，申请

人“证据不足”是制约保护令获得法院支持的重

要因素，而证据规则与证明标准尚处于规范真空

地带，是保护令运行实效不佳的根源。以非讼程

序法理构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审查原则和证据规

则，符合保护令“防胜于治”的目标和快速裁判

的实践需求。针对家庭暴力的隐蔽性特点，可通

过降低申请证据资格门槛、加大职权调查力度等

手段纾解受害人证据短缺的“燃眉之急”。保护

令对事实真实性的要求不宜过高，申请证据的证

明标准原则上适用优势盖然性标准，但需预留法

官对证明标准的自由裁量空间，允许对禁止型保

护令和作为型保护令作出必要的动态调整。 

关键词 

人身安全保护令   家庭暴力    非讼

程序    职权探知    证明标准   

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和基本细胞，是充满

亲情与爱的住所，也是温馨的港湾和成长的摇篮。

“从一般意义上说，家庭为我们每个人提供的福

利、友谊、自我价值、保险和爱多于任何一个其他

方面的来源”。然而，本应作为安全港湾的家庭，

却时不时因为家暴行为的存在，让家庭成员遭受

来自身体、精神、情感以及心理上的摧残，致使安

全港湾面临触礁沉船的危险。家庭暴力是一个自

古存在、中外皆然的问题，家暴行为对人身安全

和人格尊严构成危害，破坏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

关系，损害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国家如果

期望从家庭获得发展的动力，就必须设法预防、

制止家暴行为，维护家庭关系的健康和稳定。 

2016年 3月 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表

明了我国禁止任何形式家庭暴力的鲜明态度。其

中，第四章“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

法》中创设的重要制度，也是该法的核心内容。

《反家庭暴力法》将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与诉讼

程序脱离，使其成为“不必然伴随诉讼程序，可

独立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行为保全之外的”新的

法律制度。自人身安全保护令登上民事司法的舞

台，社会各界期待其能够减少潜在的家庭暴力危

险，成为阻断家庭暴力的一剂良方，然而由于没

有形成一套独立而完整的程序规则，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实践运行仍处于自行摸索状态。实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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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庭暴力法》仅仅对家暴案件中常见的证据

形式作出规定，而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核发具

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审查、判断规则和证明标准等

问题未做规定，由此带来了家庭暴力发现难、举

证难、保护令申请门槛过高以及证据的可采性范

围较窄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制度功能的发挥。 

遗憾的是，以上问题在实务中留存多年，却尚

未引起立法者和学者们的充分关注，最高法院

2016年发布的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即

《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相关程序问题的批

复》）中，也并未对保护令的证据法则作出任何安

排。故理论上应运用法律解释及漏洞填补等方法，

以熨平法律的褶皱。基于人身安全保护令证据规

则供给不足的现实考量，本文旨在对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证据规则进行反思与重构，首先从人身安

全保护令运行实践出发，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大

量的裁判案例，证成申请人举证困难是阻碍家暴

受害人寻求保护令救济的重要事由，并结合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法律属性、基本特征，理清其审查

原则，选择与之适配的程序法理。在此基础上，围

绕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审查的重点与难点，优化

保护令案件的证据收集制度，提出保护令证明标

准的设计思路。 

二、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被驳回的现状梳理 

为了直观地把握人身安全保护令在我国的实

施现状，这里结合官方发布的数据报告、典型案

例以及检索到的裁判文书对保护令运行实践进行

梳理。 

（一）驳回申请的原因分类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1）》显示，

2021年我国共审结婚姻家庭案件 183.1万件，签

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3356 份。考虑到我国总共有

3000多家法院，平均每家法院签发的保护令数量

一年不到 1.5 份，甚至很多法院全年都未曾签发

过一份保护令，可见实务中申请保护令并未成为

家暴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主要途径，实际利用

率有待提高。因官方未公布保护令的申请总数，

难以探知保护令申请的真实支持率。故而选择将

研究重点聚焦于法院裁定驳回保护令申请的裁判

文书，以“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暴力”“驳

回”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上抽样检索出 28

份“驳回申请人全部请求”的裁定书，并对驳回

申请的具体理由进行解读与分析，以探知保护令

的适用困境。 

 

由图表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证据

不足”是法院驳回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最主要

原因（下文予以详述）。第二，虽然《反家庭暴力

法》将“遭受家暴”和“存在家暴危险”均设置

为法院支持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条件，二者满

足其一即可签发保护令；但司法实践表明，发生

过家庭暴力行为并不是签发保护令的必要条件，

对于曾经遭受过家暴伤害的申请人来说，如果被

申请人下落不明，或施暴人向法庭保证不再实施

伤害、骚扰行为，法院也有可能以“虽发生过暴

力行为但不存在家暴现实危险性”为由驳回保护

令申请。第三，有两份裁判文书被法院以“不属

于反家暴法调整范围”为由裁定驳回，其中一份

当事人系母子关系，年迈母亲要求未尽到监护指

责且辱骂自己的被申请人迁出房屋，但因双方没

有居住在同一套房屋，法院认为因房屋所有权产

生的纠纷应另行处理，申请人提出的迁出令不符

合法律规定。另一份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曾经是恋

人关系，但申请人已与案外人结婚组建家庭，与

被申请人不再共同生活，已经丧失了家庭成员及

共同生活的关系，其不再是《反家庭暴力法》所保

护的家庭成员范畴，故法院以“申请主体不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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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驳回保护令申请。本案裁判传递出我国保护

令申请主体并未将“前任恋人”纳入保护范围。 

（二）证据不足系驳回申请的高发原因 

家庭暴力纠纷案件中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

一直是诸多关注家事审判学者心中的隐痛，有数

据显示，我国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为 34.7%，但人民

法院对家庭暴力的认定率普遍不足 10%，申请人如

果取得法院裁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如同获

得了“金牌律令”，不仅能够免受暴行，同时增

加了后发型（离婚、侵权）诉讼中权益维护的砝码。

域外的实证调查虽已表明，家庭暴力发生的几率

与保护令之有无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却无法回答

保护令“有法可依”后能否一揽子解决“家暴行

为证明难”的困境。根据北京市顺义区法院对涉

家庭暴力离婚案件审理情况的分析显示：举证难

是家庭暴力情节难以被法院认定的主要障碍。而

在对人身安全保护令运行实践进行调研后，最高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负责人也指出，证据不

足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被驳回的主要原因。这

个结论在上述检索到的 28 份“裁驳”案例中再

次得到了证实。 

如表 1 所示，审判机关因证据问题而驳回保

护令申请的案件所占比例超过 70%，且主要以“申

请人未能举证证明家暴行为存在”为表现形式，

法院在裁判理由部分往往表述为“当事人虽提交

部分证据，但不足以证明家暴行为存在”，或者

“申请人提交的伤情照片、病历等材料，未能体

现该伤情系被申请人对其实施家庭暴力造成。”

这类案件虽然申请人完成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

任，但未能达到足以让法官确信“家暴行为存在”

或“面临家暴现实危险”的证明程度和标准，因

此保护令申请被法院裁驳。也有少部分案件申请

人没有向法院提交除“当事人陈述”以外的其他

证据资料来证明被申请人有家暴行为存在，反映

出部分受害人证据收集能力和证据意识极为匮乏

的现实。 

三、人身安全保护令证据不足的深层次考察 

家庭暴力作为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违反

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暴力行为，在我国已成为社会

公害。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法可依”，理论上

能够提升司法干预家庭暴力的力度，强化司法保

护人权的功能，但无论是官方通报、媒体报道抑

或是裁判文书的检验，均不约而同地表明“证据

不足”已成为制约保护令功能发挥的一大难题，

是阻碍保护令申请得到法院支持的最大“拦路

虎”。通过考察我国家暴案件的复杂性和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证据规则，可以发现三个较为显著的

问题和缺陷： 

（一）家暴受害人举证能力偏弱 

长期以来，家庭暴力始终是我国社会一个久

治未愈的痼疾，它不仅多发于夫妻之间，还发生

在父母与未成年子女、成年子女与年迈父母之间。

国内外数十年来持续的研究表明，社会中的弱势

群体，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更有可能成为

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妇女在家中往往更易于遭受

来自丈夫的家庭暴力。但上述主体大都属于社会

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地处偏远地区的低收入阶层，

其法律意识和证据意识普遍不足，往往不知晓及

时保留证据对民事保护令得以签发的重要意义，

其在遭受家暴伤害后，缺乏收集证据的主观意识，

也不具备收集证据的能力，有的甚至对人身安全

保护令制度全无所闻，如此一来，即便上述受害

人声称多次遭受对方家暴，但没有保存任何证据，

只能承担家暴不被认定、保护令无法签发的尴尬

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曾试图说明当事人对

家暴行为并非“举证不能”，因为当事人向法院

申请保护令时至少做出了曾遭受家庭暴力的陈述

（当事人陈述属于法定证据种类），法官不能置

若罔闻。实践中，也的的确确存在仅依靠“当事

人陈述”便获得保护令支持的案例，似乎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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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一样可以实现目标。但研究发

现，这样的案件在实践中可谓寥若晨星，且极度

依赖施暴人对实施家庭暴力的事实予以自认，

“明确承认使用过暴力对申请人进行殴打”，才

能使“家庭暴力”这一事实被认定。当然，毫无

疑问，当事人陈述应得到法官的重视，甚至域外

法还有“如果仅有原告的申请和陈述，法院也应

签发紧急保护令或通常保护令”的明文规定，但

在我国证据裁判主义的司法模式下，期待申请人

的“一面之词”取代其他证据种类而成为常规救

济手段，却并不现实。受害人要想获得免受暴行

的“金牌律令”，仍应以收集、提交受伤照片、证

人证言、家庭暴力告诫书等证明力明显较高的证

据资料作为最高程度的权利实现方式。 

 （二）家暴事实证明困难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受到“家丑不可外

扬”“清官难断家务事”“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

等观念影响，家庭暴力一直被隐藏在阴暗的角落，

几乎所有归纳家庭暴力特点的研究，都会将隐蔽

性作为其典型特征之一。正如我国著名家庭暴力

问题专家陈敏所言：“家庭暴力多发生在亲密关

系中，一般不为外人所知。”家庭暴力的隐蔽性

特点易使暴力行为在家庭中长期存在却难以保留

证据，不仅加害方不愿意让外界知晓自己的施暴

行为，有可能对受害方进行威胁、恐吓，使其不敢

报警；另一方面，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在当事人住

宅等私密空间，往往缺乏直接目击证人，申请人

难以证明伤情系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所致，从

而陷入“家暴行为”举证难的窘境，影响了家庭

暴力的认定和保护令的签发。 

除此之外，精神暴力、经济控制等隐性暴力可

能会给受害人带来持续的精神折磨或经济受制，

且不具有身体暴力的外显性，他人更加难以知晓，

甚至受害一方因顾及个人面子、夫妻名誉、家庭

完整、子女身心健康等因素，即使自身因长期家

暴而精神痛苦、遍体鳞伤，但却始终隐忍不言，不

愿意或者不敢让外界知道自己遭受的身心伤害，

毋宁说实时记录自己的伤情，保留、固定家暴证

据向法院寻求保护令救济了。在“进退维谷”的

处境面前，受害人一方面担心收集被侵害的证据

会进一步恶化家庭关系，又害怕不保存证据将来

权益受到侵害，求助无门。个别极端案例显示，女

方遭受家暴多年，但她深受“家丑不可外

扬”“离婚对孩子成长不利”等因素影响，选择

忍气吞声，没有报过一次警，直到被男方打死造

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外界才知晓她的家庭长期存

在严重的家庭暴力。由此可见，家庭暴力的隐蔽

性特征加剧了家暴事实证明的困难，故而有必要

在法律规范层面适当调整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据

规则，使之与程序快捷的要求、当事人偏弱的举

证能力以及不公开审理原则具有相称性。 

（三）机械照搬诉讼程序证明标准 

民事保护令的优势包括在法庭上要求的证据

级别较低、为暴力行为达不到刑事诉讼标准的受

害者提供救济途径，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以财产

权争议的诉讼程序作为原型塑造民事诉讼的面貌，

忽视了人身关系、家事纠纷的立法供给。民事诉

讼法未明确区分财产关系诉讼与人身关系诉讼在

原则、制度和程序上的差异，实践中往往简单地

将财产关系诉讼的程序原则、证据规则套用于人

身关系诉讼尤其是身份关系诉讼中，导致身份关

系的不和谐，也未能体现民法典时代对人格尊严

和人性关怀的重视。从《反家庭暴力法》第 4 章

的规范意涵来看，受害人仍需提交证据材料、通

过完备的审理程序、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才能获

得保护令的救济。在一起案例中，女方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提交了手机短信记录、匿名

报警事件单、派出所对被申请人儿子的询问笔录

等三份证据，但法院却认为“申请人提供的证据

未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

其有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暴现实危险的情形”，

故而对保护令申请不予支持。可见，法官在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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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上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对证明标准的

把握尺度，都会对保护令的签发起到举足轻重的

作用，即使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已足以认定家暴行

为存在具有“较大可能性”，但法官依然可能以

“家暴事实需达到高度盖然性”为由裁驳，这不

得不引人深思：将高度盖然性的通常证明标准嵌

入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是否还具有妥当性？ 

毋庸讳言，《反家庭暴力法》具有受害人倾斜

保护的价值取向，考虑到家庭暴力的发生具有骤

然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施暴人随时有可能使

受害人陷入“明显而即刻的家暴危险”之中，因

此在对家暴事实获得确证方面，不能以受害者的

人身安全为赌注。家暴受害者申请人身保护令显

然具有迫切的需求，如果举证责任过重，证明标

准过高，则保护令的签发就会面临重重掣肘。上

文已经论证，受害人在短时间内很难收集到足够

的证据来证明存在家暴危险及签发保护令的必要，

在受害人申请保护令期间，如果施暴人得知受害

人申请保护令的事实，又很可能阻碍受害人进行

举证，乃至对受害人实施报复。事实上，如果获得

保护令后的二次伤害风险超过了预期利益，那么

保护令对受害人来说绝非上策。可见，对受害人

的临时性救济绝非简单规定“紧急保护令应在 24

小时内作出裁判”就可实现，如果法院未能准确

识别保护令的法律性质，机械套用财产关系诉讼

的证明标准，将导致大量家暴受害人因证据短缺

或难以企及高度盖然性标准而无法获得保护令的

救济，显而易见，这与《反家庭暴力法》倡导的受

害人倾斜保护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四、人身安全保护令证据审查和判断规则 

进行人身安全保护令具体证据规则的设计时，

必然要遵循某种合适的程序法理，来为证据的审

查、判断规则提供正当性。换言之，需要设置一个

合适的程序，既能帮助法官克服利益权衡难题，

简化程序，提高保护令制度效能，又能约束法官

自由裁量权，保障保护令审查的程序安定性和实

体正当性。根据程序价值、基本原则、裁判效力的

不同，民事审判程序可分为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

只有在比较各种程序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价值取

向、基本特征匹配度的基础之上，明确人身安全

保护令适用的程序法理，才能建构出一套与之适

配的证据规则，解决家暴受害人证据短缺的“燃

眉之急”，纾解基层法院签发保护令的“后顾之

忧”。 

（一）审查原理：诉讼法理抑或非讼法理 

1.保护令与诉讼程序实质脱离 

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实

现程序，其在程序定位方面归属于诉讼程序还是

非讼程序存在争论。“诉讼程序说”认为：人身

安全保护令程序中的当事人名为申请人和被申请

人，实为对立的受害人和施暴人，二者关于是否

存在家庭暴力、是否有必要签发保护令等问题存

在激烈分歧和利益冲突，体现了争讼性的程序特

征。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

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 31条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视为离婚诉讼的附属程序，要求申请人在诉前、

诉中或诉讼终结后 6 个月提出申请，也可以视为

保护令应适用诉讼程序审查的力证。然而，保护

令的依附性遭到了学界的猛烈批判，因为保护令

制度的唯一目的是“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和减少

家暴案件，而不应沦为离婚诉讼中当事人增加胜

诉概率的工具”，况且，受害人申请保护令也有

可能只是单纯希望制止家暴行为，未曾想过解除

婚姻关系，故而将保护令与家事诉讼人为捆绑，

存在侵犯受害人婚姻自主权之虞。因此，在《反家

庭暴力法》的正式立法中，保护令制度的独立性

获得了确认，使其与离婚诉讼和任何其他家庭纠

纷相分离。 

值得强调的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由《反家庭暴

力法》确定之后，民事诉讼法并未及时修订以提

供相对应的审判程序。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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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相关程序问题的批

复》建议比照民事诉讼法上的特别程序审理此类

案件，这表明司法解释层面也确认了人身安全保

护令无需依附于诉讼程序的“独立性”。从程序

法的角度观之，保护令的申请、审查、执行、变更、

撤销和延长均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其完全可以不

依托于家事诉讼的提起或程序进行而独立存在。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普通诉讼程序审理周期长、

证明标准高，对于急需获得保护令的受害人来说，

如果需要经过漫长的证据收集过程、旷日持久的

民事诉讼程序才能得偿所愿，则签发的保护令可

能会因人身安全、人格尊严的持续受损而沦为

“迟到的正义”。综上，诉讼程序与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基本特征、制度目的不相匹配，故不能按

照诉讼程序原理构建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 

2.非讼法理的程序相称性 

民事非讼程序的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主要

包括法院职权主义、书面审理主义、不公开审理

主义、采取自由证明等。非讼程序注重效率价值，

强调审理程序的“简捷性”和“经济性”。本文

认为，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公布的《民事案件案

由规定》把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列入“非讼

程序案件案由”部分，准确理解和把握了人身安

全保护令“防胜于治”的目的和快速作出裁判的

实践需求，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属于非讼程序，

应以“非讼程序说”构建保护令的程序法理。 

第一，人身安全保护令奉行不开庭审理原则。

人身安全保护令目的在于对正在或持续发生的家

庭暴力行为进行及时干预和事前防范，如果申请

人能证明存在正当、合理理由足以使法官相信其

本人或其家人有受被申请人虐待、威胁的现时或

急迫危险，如不核发保护令将导致无法恢复的伤

害时，法官通过对申请书和证据材料进行书面审

理即可作出判断，并非一定要运用开庭审理方式

让当事人面对面质证、辩论，在紧急情况下甚至

无须申请人必须到庭便可作出签发保护令的裁定，

这与非讼程序“注重效率”的价值取向高度吻合。 

第二，人身安全保护令实行不公开审理原则。

公开审判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家

庭暴力纠纷中不敷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审查重

点系家庭暴力的要件事实，往往涉及到当事人的

个人隐私、身体健康、人格尊严、名誉等，故不公

开审理此类案件既是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

女、父母人格权之需要，更是为了保护上述主体

人身安全，以及安宁地生活、学习、工作的需要。 

第三，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职权干预原则和

职权探知原则。保护令案件看似只调整特定的受

害人与施暴人之间的家事关系，实则带有很强的

公益属性。预防和消除家暴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

任，也是保障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伦理、公共秩

序稳定的重要基础。保护令程序虽具有某些当事

人处分主义的特点，但处分权同时会受到必要且

合理的限制。比如在证据规则方面，一般由申请

人自行承担证明责任，但在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

料的证明力显著性不够充足时，法院应当向其履

行释明义务，指导申请人举证，甚至必要时可依

职权调查“家暴事实”，帮助申请人收集必要的

证据。除此之外，民事争讼程序中的和解、调解原

则，在保护令案件中会被禁止或者受到很大的限

制，即原则上不允许当事人和解或调解结案。 

“非讼程序说”可能的质疑在于，人身安全

保护令必然涉及主张预防性保护的申请人与对立

的被当事人，程序结构上呈现“两造对抗—居中

裁判”的三边结构，是真正的诉讼事件，故不能

适用非讼程序原理。但相反观点认为，真正的诉

讼事件不见得必然对应于诉讼程序，其同样也可

能成为非讼程序的审理对象，纠纷的庭外解决、

诉讼事件的非讼化处理以及通过非讼事件不断扩

展司法救济功能，已成为现代民事司法的发展方

向。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所解决

的是实体事项，不宜以裁定的方式作出，但若使

用判决又会与非讼法理产生内在紧张关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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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将“判决与实体事

项”“裁定与程序事项”划等号，裁定通常指代

解决程序性事项的法律文书，但裁定程序亦具有

独立性，可以独立解决某些紧急性的实体问题，

人身安全保护即是其例。此外，民事诉讼法上的

诉前保全、先予执行等裁定，也属于上述情形。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随着信息技术在民事司

法程序中的广泛应用，我国远程审判、在线诉讼

获得了跨越式发展，《民事诉讼法》增设第 16条

明确规定“线上诉讼活动与线下诉讼活动具有同

等效力”。在线诉讼规则以程序利用者为本，是

在程序利用者视角下的一种诉讼赋权，为了给当

事人利用网络空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提供方便，

快速摆脱家暴行为的侵害，法院可以适用在线诉

讼中的异步审理模式予以审查，异步审理具有的

“非同步”“非面对面”的程序机理，与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非讼性质以及“单方询问为审查原则”

的特征极为契合，通过发挥异步审理灵活、高效、

便捷等优势，可以缩短保护令审查的程序耗时，

减轻申请人权利实现的成本。 

（二）申请证据：降低保护令的申请门槛 

人身安全保护令能够为处在家庭风暴中心孤

立无援的受害人提供可以抵御家庭暴力的“尚方

宝剑”，但保护令的获取仍需满足实体法规定的

条件，以保证其正当性。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

27 条规定，民事主体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提

供能够证明“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

现实危险”的证据。所谓“证明”，指能够让法

官对申请条件中的要件事实形成内心确信，作出

明确判断。但法律之内收集证据手段的阙如和法

律之外家暴事实证明难的双重困境，令申请人心

有余而力不足，也让很多法官不敢轻易签发保护

令，客观上降低了该制度的实际利用率。 

要改变“证据不足”的现状，首先要加大保

护令制度的宣传力度，提高家暴受害人证据意识

和维权意识。家庭暴力一旦发生，受害人要抛弃

“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敢于敞开大门，让街

坊邻居以及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卫生部门和妇

女联合会等单位知晓，这不但可以有效阻止暴力

的进一步升级，还能获取重要的人证，取得更多

的公文书证，有助于消除保护令申请举证难的障

碍。此外，民事审判实践中应对申请证据的资格

和可采性范围方面作出有利于家暴受害人的制度

安排。具言之，应进一步降低申请证据的资格门

槛。目前《反家庭暴力法》中罗列的家暴证据形式

只包括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

见等，但随着司法实践中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判的

铢积寸累，家庭暴力证据的资格门槛不断降低，

可采性范围逐渐扩展。例如，当事人在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时提交伤情照片、证人证言、录音录

像、施暴人的悔过书或保证书、撕扯的衣服、毁坏

的器物、施暴工具、带有威胁内容的短信、微信、

Email以及其他通信软件的聊天记录等，均已成为

合法的证据形式，更容易让受害人形成完整的证

据链条，有效证明“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

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最高法院未来制定人身

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时，可以专门对家庭暴力案

件证据的可采纳范围作出细化规定，为受害人收

集家暴证据提供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则指引。 

（三）职权探知：提升法院职权调查力度 

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法院处理民事

非讼案件，采行职权探知主义，即法院不限于当

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供的证据范围，可依职权主

动收集事实和调取证据。《日本非讼事件程序法》

第 49条规定：“裁判所应依职权调查事实，且应

依职权或申请进行其认为必要的证据调查。”我

国台湾地区“非讼事件法”（2018 年修正）第 32

条规定：“法院应依职权或依声请，调查事实及

必要之证据。法院为调查事实，得命关系人或法

定代理人本人到场。”我国大陆没有出台单行的

非讼程序法典，民事诉讼法与《反家庭暴力法》中

也未充分发掘职权探知主义的适用空间。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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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已凝聚价值共识的是，对于涉及公益的非讼案

件，应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家庭暴力除了危及受

害者的人身安全外，还往往导致家庭关系的破裂，

进而损害家庭关系体系。应当说，家庭暴力不再

是“私事”，更事关整个家庭体系、公益伦理以

及社会秩序的和谐，带有强烈的公益色彩，故而

适用非讼程序审查的人身安全保护令，采用职权

探知主义，具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和正当性。 

2022 年 3 月 5 日，最高法院联合全国妇联、

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健康委，

共同发布《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

施的意见》（法发〔2022〕10号，以下简称《保

护令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人

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受理“绿色通道”，加大依职

权调取证据力度，依法及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虽然《保护令实施意见》并非司法解释，但却为贯

彻落实《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精神，实现人身安

全保护令规则性、体系性和可操作性转变开启了

新的篇章。获取足够多的家暴证据对家庭暴力事

实认定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影响甚巨，在家

暴事实证明困难和当事人举证能力明显不足的现

实环境下，人民法院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

奉行诉讼资料收集上的职权探知主义以及证据收

集上的职权调查主义，是消弭家暴受害人“后顾

之忧”，提升保护令内在效果的上佳之策。 

具体来说，在针对家庭暴力申请保护令的案

件中，法院应积极行使审判权，代表国家依职权

进行干预。在收到保护令的申请后，对于与申请

人请求有关的事项（保护令的形式要件、是否存

在家庭暴力危险的证据），法官以书面审查为主，

采行自由证明程序，如果家暴证据的证明力充足，

法官可直接作出支持保护令的裁定，但在申请人

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证明力显著不足时，由独任法

官依职权就构成裁判基础的证据进行收集，从而

达成简易、迅速而经济的裁判。同时，根据《保护

令实施意见》第 2 条，人民法院也可以将相关情

况通报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司法行政部门、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法律援助

机构等，加大该类组织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帮扶

力度和法律援助，协助当事人做好证据资料收集

工作，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立体式的救助体系。

不过，为了保证裁判的合目的性、妥当性，有必要

在民事保护令的非讼程序中为被申请人提供最低

限度的程序保障，这一方面体现为法官可以传唤

被申请人或双方到场，询问被申请人，聆听其陈

述、质证意见，特别是当保护令内容涉及中止子

女探视权、责令迁出住所等措施的，因对被申请

人权益干涉较重，一般应当组织听证。通过自由

证明程序，对于认定事实的资料及证据调查结果

应赋予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之机会，裁判文书中

也应明示自由证明所用之方法及其依据。在向被

申请人有效送达保护令裁定书后，还要保障当事

人申请复议的权利，但复议的审查也应遵循简洁

明快的原则。  

五、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设计 

证明标准，是指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应

达到的程度，又称为证明要求或证明度。梳理我

国民事程序法规范和多年来的审判实践不难发现，

我国已经建立以以本证之“高度盖然性”为主、

由多个证明标准构成的证明标准体系。具体而言，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由高到低大致可分为“排除合

理怀疑”“高度盖然性”“盖然性优势”等三个

层次。“排除合理怀疑”主要适用于欺诈、胁迫、

恶意串通、口头赠与或口头遗嘱等事实的证明。

“高度盖然性”（又称为“高度可能性”）是我

国和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民事诉讼案件通常的证

明标准，“盖然性优势”（又称为“优势证据”

或“较大可能性”）是指“待证事实的存在比不

存在更有可能”，法官对事实的信任度达到或超

过 51％即可，主要适用于诉讼保全、回避等程序

事项的证明。 

在提供证据总量恒定的前提下，证明标准越

高，待证事实被法院认定的难度越大。同样，在人



564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保护令申请能否获得支持，

取决于法官对“家暴事实”持何种证明标准尺度。

然而，《反家庭暴力法》对核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所

应达到的证明标准未设明文，实践中不同法官所

持态度也莫衷一是，因此，如何构建出与保护令

程序法理相契合、且便于法官操作的证明标准，

法学界须对此作出积极回应。 

（一）人身安全保护令证明标准的应然选择 

证明标准是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调节阀，当事

人按照证明标准的指引，收集整理证据；法官按

照证明标准的指引，审查证据和认定案件事实。

鉴于我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尚处于规范

真空地带，有必要从体系化的角度，将不同的证

明标准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基本特征、程序法理

逐一匹配，从中选择一种较优的方案，并提供充

足的解释论依据。 

第一，“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对家暴受害人

过于严苛，应予排除。家暴受害人收集证据不易，

如果要求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据需要达到

“确实充分和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就会使大量

的保护令申请，因无法认定被申请人具有家暴行

为而遭到法院驳回。其结果是孤立无援的受害人

继续在家庭风暴中心挣扎，保护令制度效能的发

挥大打折扣。 

第二，“高度盖然性”的通常证明标准与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非讼性特征和程序迅捷的要求不

相容。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格权禁令在反家庭暴

力领域中的特殊运用，属于人格权禁令的一种类

型。有学者主张，禁令程序申请证据的证明标准

应当适用民事诉讼一般证明标准，即“高度盖然

性”。诚然，在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采用“高

度盖然性”具备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可行

性，符合民事诉讼自身的特点和司法实践的实际

要求，但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同于提起离婚、

继承等普通家事诉讼，也有别于行为保全制度

“需依附于本案诉讼的暂时性、附随性”特征，

家暴受害人可以独立于诉讼单独提出保护令申请，

法院在审理时可不遵循对席审理、辩论原则，审

理期限较普通禁令更短，法院对保护令申请人提

交的证据要求不能太高，不能等同于离婚案件中

对家庭暴力证据的证明要求，无须达到实体判决

的通常证明标准。 

第三，人身安全保护令本质上属于非讼程序，

不应该径行套用“高度盖然性”标准来审查保护

令的要件事实，而应当适用“优势盖然性”的证

明标准。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通说认为，保护令

对事实真实性的要求不宜过高，在申请暂时保护

令或紧急保护令时，申请人负担的是“释明”责

任，而非“证明”责任。具言之，当事人提交的证

据能够使法院获得薄弱之心证，信其大概真实即

可。此外，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 2008年 5月公布

的《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立法的良好实践》

（Good practices in legislation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也指出：“如果要求申请人提交

陈述或宣誓书之外，还必须提交充足的证据才能

获得保护令，可能会导致听证程序的延宕和反复，

从而危及申请人的安全。”因此，基于保护令的

急迫性和过渡性，申请人一般只需要对“已发生

家庭暴力事件”或“存在继续受不法侵害之危险”

承担说明或疏明（台湾地区用“释明”）责任；考

虑到家暴事实证明难的现实困境，法官不能强求

申请人在短时间内提出足够的证据资料来证成存

在家庭暴力行为或有继续受不法侵害之危险，故

不宜要求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必须达到和争讼案件

一样的证明标准。因此，申请证据原则上只须达

到优势盖然性的疏明标准，法院即可核发人身安

全保护令。 

（二）影响证明标准严格程度的其他因素 

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是针对人身安全保

护令案件的整体证明要求而言，其在不同类型或

内容的保护令案件中还存在些许差异。例如我国

台湾地区通过赋予不同类型的民事保护令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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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标准，来实现有层次、立体式的家庭暴力防

护体系。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将民事保

护令分为三种类型：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和

紧急保护令。在核发终局性的通常保护令时，因

通常保护令救济范围最广、存续时间较长、审理

程序更完备（一般要进行庭审或听证程序）、对当

事人权益的影响最深远，应以更高的证明标准取

代疏明，促使法官签发保护令时更为审慎。对于

非终局性的暂时保护令和紧急保护令，则仅需申

请人对核发保护令的必要性进行充分的疏明（释

明），法院即可予以核发。 

考虑到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并未将人身安全

保护令进行类型化区分，实践中法官可以保护令

的内容为中心，综合考量审理期限、禁令有效期、

对被申请人的权益限制及影响程序等因素，围绕

优势盖然性标准进行小幅度的动态调整和上下浮

动，预留法官对证明标准的裁量空间。根据保护

令内容的不同，可将保护令分为禁止型保护令和

作为型保护令，前者的证明标准通常会低于后者。

其因在于，禁止性保护令所规制的往往为道德、

伦理以及法律层面明确予以否定性评价的事项，

比如任何人不得对家庭成员施加身体、心理、性

的伤害或痛苦的殴打，而禁止施暴令正是通过限

制加害人行为并为受害人提供保护救济而增强受

害人的安全并促进其独立。因此，当保护令的内

容系禁止施暴令（禁止被申请人进行殴打、虐待）

时，对于施暴人权益影响和行为限制较小，应采

用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是，当保护令的内

容系迁出令等作为型保护令时，“迁出令”对于

施暴人权益影响和行为限制较大，因而可采用略

高于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具言之，申请人要

求被申请人迁出住居所，除了要证明存在家暴的

事实之外，还需证明与被申请人长期居住在同一

房屋，且继续共同居住仍会面临家暴的现实危险。

不过，迁出令的审查并不包含对涉案房屋所有权、

居住权以及其它权利负担进行权属判断，故而不

具有争讼性，虽然证明要求略高于优势盖然性，

但应低于高度盖然性的通常证明标准。与此同时，

迁出令的审查虽不采用诉讼程序中辩论主义那样

严格的形式，但需要赋予被申请人实质的反驳、

抗辩、举证和质证机会，并保障其向作出裁定的

法院申请复议的权利。 

此外，如果家庭暴力等损害行为屡次发生，该

事实本身就成为“妨害可能再次发生”这一事实

推定的表面证据，假设已经获得保护令的受害人

在存续期间届满前申请延长保护令期限，申请人

只须履行主张责任，提出“初步证据”，说明家

暴 行 为 存 在 重 复 或 再 次 发 生 之 危 险

（Wiederholungsgefahr），就可以被认为完成了

疏明责任，法官即应作出延长保护令的裁定。该

情形下，当事人陈述甚至可以直接成为认定“面

临家暴现实危险”的基础性证据。 

结语 

自从人身安全保护令登上民事司法的舞台，

我国的家暴防治就掀开了新的一页，社会各界普

遍期待人身安全保护令能够预防大量潜在的家庭

暴力，保障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的人身安

全与人格尊严，为家暴受害人擎起一片自由安全

的蓝天。但事实证明，在证据规则立法供给不足

的情况下，家暴事实证明难、受害人缺乏举证能

力、保护令证明标准过高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保

护令在实践中的适用率和支持率，其制度效能尚

未得到充分激活。保护令案件带有很强的公益属

性，与非讼程序的特征、原理具有高度一致性，应

以非诉法理为基础，构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具体

证据规则。针对家庭暴力的隐蔽性特点，可通过

降低申请证据资格的门槛，加大职权调查取证力

度等方法让家暴受害人从举证难的束缚中挣脱；

而在证明标准方面，由于程序快捷的要求，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证明要求应低于普通民事诉讼的证

明要求，原则上达到优势盖然性的疏明标准，法

院即可核发保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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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视点 

从实操案例看境外遗嘱设立内地房产信托的效力及执行 

原创：2022-06-14  中伦视界 贾明军 袁芳 

https://mp.weixin.qq.com/s/SQjUgXp5WxSXeFOMTtvS0Q 

本文从一则实操案例出发，看通过境外遗嘱

设立内地房产信托的最新司法实践，探讨效力及

执行问题。 

作者：贾明军 袁芳 

近日，笔者作为代理人之一的一则涉外遗嘱

继承案件，经过三年多的审理流程，终于尘埃落

定，获得了生效判决。该案涉及到遗嘱人通过境

外遗嘱[1]设立内地房产信托的司法实践的最新

观点，法官的观点和说理值得相关人士学习参考，

故而将该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提炼改编，抛砖引玉。 

案情简介 

王女士是中国籍公民，David是美国籍公民，

两人在新加坡工作期间相识相恋，于 2003年在新

加坡登记结婚。王女士和 David 实力相当，都是

精英人士，两人结婚时签署婚前协议一份，约定

婚后实行财产 AA制，登记在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属

于各自所有。 

2010年，俩人离开新加坡，共同前往中国香

港工作、生活。2015年，王女士被确诊患了癌症，

从 2016年开始，陆续到德国接受治疗，2018年不

幸在德国过世。 

 

王女士和 David 没有生育子女，王女士、

David各自也没有其他的子女。王女士的父亲和姐

姐仍然在世，母亲早已经过世。王女士的父亲，除

了王女士和姐姐之外，还有其他的子女，日常生

活起居主要由保姆照顾，已经持续十多年。王女

士家族关系图如下： 

 

王女士生前订立了一份遗嘱。2017年，王女

士知道自己的病情，以防万一，王女士和 David俩

人决定各自订立最后的遗嘱。为此，David的美国

家庭律师特意飞到香港，为王女士和 David 分别

订立最后的遗嘱。该份遗嘱由美国律师以英文起

草，签署时由两名香港人见证签署，该美国律师

亦是有效任期内的公证人，亦对上述三人的签署

做了公证。 

登记在王女士个人名下的遗产，既有内地的，

也有美国的。其中位于内地的资产，有相当一部

分是房产，还有一些现金。王女士的遗嘱执行人

为其丈夫 David，其中有一套位于深圳价值约

5000万的别墅，遗嘱中约定，该套别墅在其过世

后，由 David作为受托人，赠与给“父亲信托”，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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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为父亲。如果 David 先于王女士死亡，则

由美国加州的一家信托公司作为继任受托人。该

“父亲信托”的分配规则如下：在父亲存活期间，

如果受托人认为为了保障本人父亲的健康、赡养

和维持习惯的生活方式而有必要，受托人可以向

本人父亲或为其利益分配信托的净收入和本金，

最高可全部分配。“父亲信托”的终止条款如下：

在父亲去世后或信托资产用尽后（两者取较早发

生者），“父亲信托”将终止，剩余财产将平均进

入“姐姐信托”和“侄女信托”。 

遗嘱同时约定，该遗嘱的所有条款，包括与遗

嘱执行人和受托人权利有关的条款，均适用美国

加州法律。 

 

主要争议焦点以及法官观点 

在本案中，最主要的争议焦点是遗嘱的效力、

遗嘱中的“父亲信托”的效力及如何执行。对此，

法官在整个庭审中以及主文分析部分，也着重进

行了分析论证。 

（一）关于遗嘱的效力 

本案遗嘱的效力应当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

律适用法》的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三十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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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

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 

关于遗嘱方式，王女士的国籍国为中国，故而

关于遗嘱的方式可以适用中国法律来判断。该遗

嘱由美国加州的公证人公证确认，形式上与中国

法律规定的公证遗嘱相似，只是囿于两国的公证

制度规定的差异而略有不同。但基于公证制度的

法理，该遗嘱形式并不违反我国的法律规定，也

不违反公序良俗，应当认为是有效的遗嘱形式。 

关于遗嘱效力，王女士立遗嘱时和死亡时的

国籍国是中国，故而可以适用中国法律来判断。

有效的遗嘱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

一般认为，遗嘱的有效要件主要包括遗嘱人在立

遗嘱时具有遗嘱能力、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真实的

意思表示、遗嘱的内容必须合法、遗嘱的形式必

须符合法律规定等。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王女士

的该份遗嘱，符合我国公证遗嘱的形式要件，而

且王女士在订立遗嘱时，有两名见证人在场见证，

且经过美国加州公证员的公证确认，且获得了美

国加州高级法院作出的确认遗嘱检验并被授予非

干预指令及遗嘱执行状，足以证明王女士在订立

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遗嘱的内容也具

体、明确，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

反公序良俗，故而该份遗嘱有效。 

（二）关于“父亲信托”的效力及执行 

关于王女士在遗嘱中为父亲设立“父亲信托”

的问题，首先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信托适用的法

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信托财产所在地法

律或信托关系发生地法律。本案中当事人未协议

选择遗嘱信托适用的法律，而信托财产均在中国，

故而适用中国法律。 

关于遗嘱信托，《信托法》第八条规定，设立

信托，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书面形式包括信托合

同、遗嘱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书面文件

等。《信托法》第十三条规定，设立遗嘱信托，应

当遵守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规定。遗嘱指定的人拒

绝或者无能力担任受托人的，由受益人另行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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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人；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依法由其监护人代行选任。遗

嘱对选任受托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我国原

《继承法》并无关于遗嘱信托的规定，但《民法典》

第 1133 条第 4 款规定了遗嘱信托，可以参照适

用。上述遗嘱合法、有效，“父亲信托”也符合上

述规定，故而“父亲信托”合法有效。 

对于该套深圳别墅，现原告（即 David，受托

人）主张信托财产应当登记至其名下，而被告（即

父亲，受益人）认为，应当直接归其所有。如前所

述，该遗嘱信托应当适用中国法律的规定。《信托

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

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

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

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第十六条规定，信托财产与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

产(以下简称固有财产)相区别，不得归入受托人

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可见，

我国法律规定禁止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直接归属

于受托人。从遗嘱的内容来看，遗嘱信托的受托

人也只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分配的权利，委托人

并未表示信托财产可直接归受托人所有。基于以

上两点，受托人主张信托财产归其所有，不符合

法律规定，亦与遗嘱的精神相悖。 

再从遗嘱的条文来看，其中一条规定，在父亲

存活期间，如果受托人认为为了保障父亲的健康、

赡养和维持习惯的生活方式而有必要，受托人可

以向本人父亲或为其利益分配信托的净收入和本

金，最高可全部分配。由此可见，遗嘱人在立遗嘱

时已经考虑了信托财产的分配形式，最终意愿是

将该别墅的一切权益给父亲。同时考虑到受托人

David是外国人，常年居住在国外，无法管理遗嘱

信托的实际情况，为便利生活，最大程度保障受

益人的权利，直接将该遗嘱信托的财产全部分配

给受益人父亲，更符合遗嘱人的本意，故而受益

人父亲要求取得房屋所有权，本院予以支持。 

律师评析与思考 

对于该遗嘱继承案件，前后经历了三年多的

鏖战，应当说法院的这一判决结果很有智慧，也

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笔者就从法律角度，结合自

己的实务经验，对该案进行一定的评析。 

（一）境外遗嘱的法律适用 

在涉及到境外遗嘱在内地继承案件中的效力

审查时，法律规定非常明确，也即是《涉外民事关

系法律适用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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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条文规定进行排列组合，至多可

能会出现四个法律适用连接点。 

 

而在审判实践中，出现有多个法律适用连接

点时，如果其中有中国，则法院通常会优先选择

适用中国的法律，正如本案一样。但这并不意味

着法院不会查明可适用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规定。事实上，如果存在可适用的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法律规定，大部分法院出于慎重起见，也会

查明遗嘱是否符合该国家或地区的规定，确保内

外效力基本一致。在本案中亦是，虽然法院在判

决遗嘱有效时援用的是中国的法律，但案件审理

过程中，法院亦让我们提供了中国香港的法律规

定、美国加州的法律规定，并且调查了一系列相

关的事实，例如去德国治病还是去德国生活（评

判德国是否有可能构成经常居所地的问题）、是

否在香港获得遗嘱执行授予书、美国公证人是否

可以到香港公证、遗嘱签署时的一些细节问题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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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王女士在遗嘱中选

择适用美国加州的法律，但该法律却并不是有连

接点的法律，也不是当事人可选择适用法律的范

围。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

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

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

制性规定。所以并非所有的法律关系均可以自由

选择适用的法律。遗嘱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

在《民法典》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

均没有明文规定遗嘱人可以在遗嘱中明示选择适

用的法律。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

三条明确规定，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

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这

属于强制性规定，故而，遗嘱人在遗嘱中明示选

择适用加州的法律，没有在内地法院的审理中作

为法律适用的依据。 

另外，法院也提到了“父亲信托”的法律适

用问题。《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七条规

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信托适用的法律，当事

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信托财产所在地法律或信托

关系发生地法律。本案的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为

遗嘱信托选择适用美国加州的法律，是否是有效

的选择？对此，本案的法院并没有作出回应，而

是认为当事人没有作出法律适用的选择，故而适

用信托财产所在地即中国的法律，此问题也值得

相关人士进一步探讨分析。 

（二）境外遗嘱效力审查的要点 

笔者常年从事涉外继承案件的办理，就境外

遗嘱的效力而言，以下几个因素是影响境外遗嘱

在内地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 

1. 境外遗嘱是否经过公证、认证 

是否经过公证、认证不但是民事诉讼法上关

于境外获得证据的真实性要求，也是影响法官判

断境外遗嘱效力的重要因素。如果境外遗嘱经过

公证、认证，通常对于遗嘱人的遗嘱能力、自由真

实意愿是非常好的证明，法官通常不会在这方面

再过多调查。同时，对于认定涉外遗嘱的有效性

也非常有帮助。例如（2020）沪 02民终 8166号、

（2019）沪 01民终 1425号、（2019）粤 13民终

2326号、（2016）闽 02民申 226号、（2018）粤

14 民终 1282号等案例均有这方面的表达。 

2. 境外遗嘱是否已经在境外获得了遗嘱执行文

书 

境外遗嘱是否获得了财产所在地的遗嘱执行

文书或者生效文书，此项也非常重要。虽然说获

得遗嘱执行令并不一定意味着这是境外财产所在

地的最后有效的遗嘱，但此项证据通常能够较好

地辅助证明该份境外遗嘱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例如（2021）沪 01民终 385 号案件，涉案香

港遗嘱已在香港获得认证和登记；（2018）粤 01

民终 17321 号案件，涉案香港遗嘱已获得香港高

等法院的检验认证；（2020）沪 02 民终 8166 号

案件，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最高法院已经对该遗

嘱完成遗嘱检验程序。上述案例中，获得境外财

产所在地的遗嘱执行文书，均是证明遗嘱有效的

有力证据之一。 

3. 境外遗嘱是否符合有适用连接点的法律规定 

正如前文所言，一份境外订立的遗嘱，在内地

法院审查时，法院通常会采取审慎的态度，对于

有适用连接点的法律，均会适度查明，以辅助证

明自己的最终结论。因此，当事人要积极提供相

应的法律规定和证据，必要时，还可以邀请境外

的律师或专家出具法律意见书以支持自己的观点。 

对此，特别值得学习借鉴的一则案例是（2016）

粤 01 民终 9704 号，在该案中，当事人双方分别

是遗嘱人与前妻生育的女儿一方（以下称“前妻

女儿一方”）、遗嘱人的现任妻子及生育的女儿

一方（以下称“现妻一方”）。遗嘱人吕某是美国

公民，2006年在加州订立遗嘱一份，规定遗产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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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妻生育的两名女儿继承。2007 年，吕某来到

中国生活并与现妻结婚，生育女儿一名。2012年，

吕某因病去世，其中涉及一套在中国的房屋继承，

双方就遗嘱的效力发生纠纷。前妻女儿一方聘请

了加州专业家事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援引加州

遗嘱法第 6110 条[2]的规定，认为涉案遗嘱完全

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是一份有效的遗嘱。而现妻

一方也不甘示弱，同样请美国专业家事律师出具

法律意见书一份，其援引加州遗嘱法第 21610 条

[3]、21611条[4]规定，认为遗嘱人吕某没有为遗

漏的子女和孩子遗留份额，故而遗嘱无效。对于

被遗漏的配偶和子女来说，应获得相应份额的财

产。 

最终法院认为，双方均提供美国律师出具的

意见书，但意见不一致，加上客观上难予查明美

国法律，且本案主要遗产为不动产，因此依据原

《继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本案适用中国法较

为妥当。涉案遗嘱主体部分虽是打印，但由遗嘱

人亲笔签名并且有两个人当场见证，可以确定该

打印遗嘱是吕某的真实意思，可认定为有效遗嘱。

现妻已经获得房屋的一半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对

于现妻生育的女儿，立遗嘱时客观上无法预见该

孩子的出生，故而法院也酌情判决一部分预留份

额，已经能够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法院在判决书中虽然适用中国法律规

定，但也适当做了一些自由裁量。 

4. 有无其他相反的辅助材料 

除上述因素外，其他相反的或者有关的辅助

材料，也有可能影响法官最终的判断。例如是否

有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5]、是否有违反公

序良俗的情形、是否有不合法的因素等等，这也

是内地法院在审查时会着重考虑的点。 

（三）关于遗嘱信托的解析 

在这则案例中，可能大家更关心的还是对于

信托房屋的处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笔者

也来解析一下。关于信托房屋的处理，主要有两

个疑问，第一，信托房屋是否应当登记给受托人，

是否真的会造成信托财产与受托人个人固有财产

的混同？第二，法院是否有权直接代替受托人做

决定，行使酌情分配权将信托财产全部分配给受

益人？ 

1. 信托的房屋能否登记至受托人名下？ 

在本案中，法院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论证，为什

么房屋不能登记给受托人所有。第一，法院认为，

根据中国《信托法》第二条[6]和第十六条[7]的

规定，信托财产并非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产，受

托人并不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第二，遗嘱本

身也规定受托人只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分配的

权利，但并未表示信托财产可直接归受托人所有。 

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是否属于受托人，在

中国信托法的理论上一直有争议，笔者在此不再

赘述展开。受托人一方其实也知道这一争议，故

而提出的诉讼请求是把信托财产登记到受托人名

下，由受托人持有，而并非要确认信托财产属于

受托人所有。但基于中国的物权登记生效主义，

物权的登记人就是明面上的所有权人，法院可能

也担心如果将房屋直接登记到受托人名下，权利

外观上将无法与受托人的自有房屋相区分，受托

人在处置信托财产时，也将没有约束。目前民事

信托登记制度还不完善，尤其是个人作为受托人

时，作为信托的房屋是否可以直接登记至受托人

名下，也无官方先例可循，有待司法实践进一步

明确。 

2. 法院是否有权将信托房屋直接分配给受益人

所有？ 

第二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是，法院是否有权

直接在遗产继承案件中将信托房屋分配给受益人

所有？前文说到，法院经过论证分析，认为该房

屋遗嘱信托是有效的。法院认为可以直接分配的

理由主要有二。第一点，受托人的身份是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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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常年居住在国外，客观上无法对位于中国的信

托财产进行很好的管理和分配。第二点，从遗嘱

信托的内容来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是保障父亲

的利益，且明确写了最高可以全部分配。故而法

院直接代为行使了“酌情分配权”，将信托房屋

分配给受益人所有。 

但是，笔者认为，在遗嘱信托有效的情况下，

则应当按照“信托条文”来履行。而根据遗嘱信

托条文以及信托法的基本原理，信托财产应当由

受托人来管理和分配，是否要全额分配给受益人、

什么时候全额分配给受益人，也应当由受托人来

决定。遗嘱条文内容亦写到：“在父亲存活期间，

如果受托人认为为了保障本人父亲的健康、赡养

和维持习惯的生活方式而有必要，受托人可以向

本人父亲或为其利益分配信托的净收入和本金，

最高可全部分配。”可见，是否分配的权力是属

于受托人的。法院直接代为行使酌情分配权，值

得商榷。 

另外，“父亲信托”也并非终点，父亲有其他

的子女、且有照顾其十多年的保姆在侧，遗嘱人

设计在“父亲信托”终止之后，剩余财产将进入

到“姐姐信托”和“侄女信托”，也即此房屋将

在父亲、姐姐、侄女之间传承，这也许更符合遗嘱

人的真意呢？而根据法院目前的处理，该房屋已

经归为父亲所有，未来如何传承，自然也是由父

亲来决定了。 

整体来说，上述这份判决书对于遗嘱信托的

处理有智慧，很好地平衡了双方的利益，也可以

为将来此类纠纷提供一个较好的参考思路。对于

读者及高净值人士来说，涉及到跨境财富传承时，

应提前做好传承规划，而不能仅依靠一纸遗嘱来

兜底。科学的传承规划，可以有效帮助家族有序

传承、节省时间和金钱、减少亲情和精力的损耗。 

[注]  

[1] 为本文讨论之目的，境外遗嘱在本文中是指遗嘱人

按照中国内地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订立的遗嘱。 

[2] California Code, Probate Code - PROB § 6110 

(a) Except as provided in this part, a will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section. 

(b) The will shall be signed by one of the 

following: 

    (1) By the testator. 

    (2) In the testator's name by some other 

person in the testator's presence and by the 

testator's direction. 

    (3) By a conservator pursuant to a court 

order to make a will under Section 2580 . 

(c)(1) Except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 (2), the 

will shall be witnessed by being signed, during 

the testator's lifetime, by at least two persons 

each of whom (A) being present at the same time, 

witnessed either the signing of the will or the 

testator's acknowledgment of the signature or of 

the will and (B) understand that the instrument 

they sign is the testator's will. (2) If a will 

was not executed in compliance with paragraph (1), 

the will shall be treated as if it was executed in 

compliance with that paragraph if the proponent of 

the will establishes 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at the time the testator signed the 

will, the testator intended the will to constitute 

the testator's will. 

[3] California Code, Probate Code - PROB § 21610 

Except as provided in Section 21611, if a decedent 

fails to provide in a testamentary instrument for 

the decedent's surviving spouse who married the 

decedent after the execution of all of the 

decedent's testamentary instruments, the omitted 

spouse shall receive a share in the decedent's 

estate, consisting of the following property in 

said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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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one-half of the community property that 

belongs to the decedent under Section 100 . 

(b) The one-half of the quasi-community property 

that belongs to the decedent under Section 101 . 

(c) A share of the separate property of the 

decedent equal in value to that which the spouse 

would have received if the decedent had died 

without having executed a testamentary instrument, 

but in no event is the share to be more than one-

half the value of the separate property in the 

estate. 

[4] California Code, Probate Code - PROB § 21611 

The spouse shall not receive a share of the estate 

under Section 21610 if any of the following is 

established: 

(a) The decedent's failure to provide for the 

spouse in the decedent's testamentary instruments 

was intentional and that intention appears from the 

testamentary instruments. 

(b) The decedent provided for the spouse by 

transfer outside of the estate passing by the 

decedent's testamentary instruments and the 

intention that the transfer be in lieu of a 

provision in said instruments is shown by 

statements of the decedent or from the amount of 

the transfer or by other evidence. 

(c) The spouse made a valid agreement waiving the 

right to share in the decedent's esta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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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修正）：

有下列情形之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

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

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规定的强

制性规定： 

(一)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 

(二)涉及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的; 

(三)涉及环境安全的; 

(四)涉及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的; 

(五)涉及反垄断、反倾销的; 

(六)应当认定为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 

[6]《信托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

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

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

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7]《信托法》第十六条：信托财产与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

产(以下简称固有财产)相区别，不得归入受托人的固有财

产或者成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 

受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而终

止，信托财产不属于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 

上屋抽梯｜离婚三十六计之二十八 

2022-06-20  家族律评 付忠文 

https://mp.weixin.qq.com/s/8KvycKI-rqIUhnVbomae0A 

编者按：《富人离婚的 36个计策》2009年由

法律出版社出版。后该书售罄，内容已难以找寻。

将婚姻案件办理结合国学“36计”智慧，反映承

办律师在办理婚姻案件中的心得体会。出版 12年

后，2022 年初，作者对文中部分内容作了修订，

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同喜好者分享，以喜迎

2022年新的开始！本文为原沪家律师事务所付忠

文初稿，难免有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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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之以便，唆之使前，断其援应，陷之死地。

遇毒，位不当也。 

——《三十六计·并战计》 

释义 

故意露出自己的破绽并给予对方便利条件诱

使对方上钩，再切断对方的后路，使其陷入绝境。

在离婚诉讼中，为了使对方上钩，需要先给对方

安放好“梯子”，给其小利，待其上钩后断其后

路。安放“梯子”是很有学问的，对于性格贪婪

的人，则用小利益诱惑对方；对于性情骄傲的人，

则给其良好的自我感觉来迷惑对方；对莽撞无谋

的人，则可以设下埋伏使对方中计。 

案例 

负心汉偷偷欠下巨债   

前妻上屋抽梯顺利摆脱 

2009 年 1 月 15 日上午我接到一位老同学的

电话，她说有个亲戚 1 月 13 日刚刚办完离婚手

续，结果在 2009 年 1 月 14 日接到法院传票，要

在 2月 16日开庭并同时附有房屋查封裁定。该案

形成的原因，是同学亲戚的前夫在外借债，现在

债权人要求亲戚一起归还。 

我一听就知道，肯定是夫妻一方隐瞒另外一

方在外借债，现在债权人起诉要求双方共同承担

债务。我问她金额多大，她说本息合计 107 万。

我表示需要看到具体案件材料才可以下定论，并

约她第二天进行面谈。 

第二天，我的同学带着她的亲戚小兰子（化

名）过来了。小兰子神情严肃，内心的紧张都写在

脸上，还没坐下就带着哭腔对我说：“我是普通

的上班族，哪有那么多钱还给债主啊？”我安慰

她不要着急，先把案情谈清楚。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小兰子与前夫大黑子（化

名）在英国读书时是同学，2006 年在英国结婚。

当时二人尚未毕业，直到 2007年二人一起毕业回

国工作。 

2007年 8月，双方育有一子小黑仔（化名）。

新生命的诞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一家人其乐融融。 

然而天公不作美，一年以后，蹊跷的事情发生

了：丈夫大黑子像着了魔一样，经常半夜偷偷发

短信，洗澡时也把手机带在身边。女人天生的细

腻和敏感让小兰子意识到了危机，在这个浮躁的

社会，在情感交错的城市，小兰子只想到了一种

可能——情感的背叛！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想办法得到了丈夫的手

机密码，查询并调查得知，丈夫自 2007 年 10 月

开始，确实与一名离异女人关系暧昧。 

确定自己的推测后，小兰子顿时觉得天塌地

陷。她心中美满的婚姻、刚出生的儿子、曾经无尽

的快乐，顿时都失去了色彩。她也曾试图在黑暗

中抓住丈夫的心，然而丈夫却如释重负地承认自

己确实有外遇，并与第三者生有一女。 

更让小兰子伤心的是，丈夫竟然把出轨的责

任推到自己身上，狡辩说，之所以有外遇是因为

小兰子冷淡他。一番话如同晴天霹雳打在小兰子

心头，她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折磨着她。 

一气之下，小兰子晕倒在地。由于小兰子平日

劳碌，本来就身体欠佳，在这件事情的打击下，她

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住院期间，小兰子度日如

年。她想了很多，觉得自己太傻，被愚弄了，丈夫

有了私生子，自己还蒙在鼓里。小兰子是个自强

而理智的女人，她认为，没有感情的生活、欺骗中

的婚姻，毫无维系的必要，她决定离婚。 

既然离婚，财产分割成为焦点。 

小兰子忽然想到，2008年 10 月 16日，大黑

子要求小兰子将双方一起购置的、登记在双方及

儿子三人名下的一套房公证给他和孩子所有，属

于孩子的份额由他监管至孩子成年，原因是做生

意去银行贷款方便，免得总麻烦小兰子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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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丈夫，小兰子还是很信任的，没多想就同

意并做了公证，但至今未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想

到这件事，小兰子不由心中暗急，她自己也不知

道公证这件事对自己财产分割有多大的不利影响。 

小兰子没有精力再与这个负心的男人周旋，

随即提出离婚并要求房子归大黑子、其余存款及

有价证券等归自己、孩子由自己抚养的离婚条件。 

大黑子感觉妻子的要求并不过分，于是答应

了。本想过太平日子的小兰子没想到离婚第二天

就收到法院的信函，要求自己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束手无策的她只得求助律师。 

听完她的讲述，我明白了，债权人是想将该笔

借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我问小兰子是否知道前夫借钱的事情及钱款

的流向，她迷茫地摇了摇头，说：“我完全不知道，

他是背着我干的。” 

我提醒小兰子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按当

时的婚姻法，借款的时间是在他们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该欠款有被法院认定为共同债务的可能性。

之后，结合案情实际，我们制定了案件操作方案。 

第二天，我安排小兰子给大黑子打电话，谈话

的内容我已经条理清楚地写给小兰子，并告诉她

尽量避免和大黑子争吵，以免他反咬一口，解释

说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同时，我提醒小兰子

要尽量平和地安抚大黑子，并做好录音。 

小兰子接通电话后，一谈到借钱的问题，大黑

子就极不耐烦地说：“这个与你无关，我自己处

理。”随即挂掉了电话。 

小兰子面露难色，我告诉她不要气馁，建议她

继续打，态度再作缓和。 

电话再次拨通了：“不是说了吗，和你无关，

干嘛又打给我！” 

这个负心汉不仅没有丝毫愧疚，还对前妻蛮

横粗鲁。小兰子强压着火气：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关心你一下，毕竟人

家也把我告了，我还不知道呢，那你为何当初借

钱不和我说呢，这个钱拿去做什么了？” 

“你放心，这笔借款不用你还，当初借钱不让

你知道，现在还钱自然不用你处理，我当初骗他

们我有一笔海外遗产，他们才肯借给我的。” 

听小兰子没有要吵架的意思，声音虽低沉，态

度却很缓和，大黑子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小兰子又问了一遍：“你确信跟我无关，你自

己承担吗？” 

“是的，肯定不会拖累你的，这是我一个人的

事情。” 

小兰子将全部谈话都录下来了，这为下一步

交涉和应对庭审，增加了一个重要筹码。 

之后，小兰子得知大黑子不会亲自去开庭，但

聘请了一位律师。 

我建议小兰子把对方的状况摸清楚，知己知

彼，方可百战不殆。 

我让小兰子再次联系大黑子获取他律师的电

话，电话拨通了，另一端的声音透着傲气： 

“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你的当事人当然要

承担责任！” 

看来要进一步探探对方的口风： 

“你的当事人说过，债务是他自己借的，与我

的当事人无关。” 

“我的当事人这么说了吗？他跟我可不是这

么讲的，他不会放弃双方共同承担债务的。我们

要依照法律行事，是夫妻共同债务就要共同承担。” 

对方的态度依旧那么生硬，看来回旋的余地

很小。但仅靠录音在法庭上硬拼也绝不是解决问

题的最佳途径，对大黑子进行心理攻克才是捷径。 

我让小兰子再次电话联系大黑子，不同的是

这次必须态度强硬，质问他为何出尔反尔。 

电话拨通，大黑子明显受了“高人指点”，态

度非常好，但谈话内容却与上次大相径庭： 

“这个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你要和我一

起偿还。” 

小兰子一听就急了：“上次通话内容我已经

录音了，你休想反悔，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别逼我，

你要真敢这样害我，以后别想看见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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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律赋予大黑子探望孩子的权利，但他

知道本身就对不起小兰子，再这样恐怕以后看孩

子真的会成为一件麻烦事。另外听小兰子说有录

音，他自然心虚，知道耍赖不是办法，于是赶紧说：

“和你开玩笑的，别当真，我会嘱咐好律师，放心

好了，你不会承担责任的。” 

开庭前我与小兰子多次交流案件情况，并告

诉她开庭程序以及开庭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一直

忐忑不安的小兰子渐渐有了信心。 

2月 16日，我和小兰子准时到了法院，第一

被告大黑子果然未出庭，而原告债权人胡皮皮（化

名）也没来，两方都是委托律师出庭。 

原告律师的陈述果不出我所料，认为这笔借

款是夫妻共同债务，需要二人一起承担。第一被

告大黑子的律师承认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

不是原告诉称的 107万，而是 80 万，同时也承认

该笔借款小兰子不知情。 

轮到我方答辩了：“该笔债务我方当事人不

知情；至于第一被告是否借款以及借款金额我们

根本不知道；目前两被告已经离婚，不排除原告

与第一被告串通的可能……” 

陈述结束，我向法庭出示了双方婚姻解除的

证据及之前的电话录音。随后，我要求原告出示

借款的资金流水，但原告说大部分是现金交易。 

经过激烈的法庭辩论，法院准备主持调解。当

法官问及是否同意调解时，我立场坚定地说：“调

解只能原告和第一被告调解，我方未享受借款利

益故不同意调解。”既无法调解，法官只得宣布

休庭。 

庭后我主动与原告律师沟通，告知他我方当

事人没什么财产，唯一一套房子也在离婚时给了

第一被告，我说此话的目的旨在将原告的注意力

转移到房子上。 

“如果一审判决我方当事人与第一被告共同

承担还款责任的话，我方肯定要上诉，那样拖延

的时间会更长。” 

原告律师只是看着我点头，一句话也没说。我

没再多讲，因为我知道，必须给原告律师时间，他

会权衡利弊保护自己当事人利益。 

五天后，我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便打电话给原

告律师，我们彼此都很客气。 

我开门见山地说：“等着判决出来，再经过二

审，从我当事人这里执行到钱款有两个问题，其

一，比较难执行，因为我当事人基本没有可供执

行的钱款；其二，周期太长，对原告没有好处。要

想尽快拿到钱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拍卖房屋，而现

在房子中属于小兰子的份额已经归第一被告了。” 

我的话很客观，原告律师基本赞同。当然，我

这样说的目的是在维护我当事人的利益，为原告

安置“梯子”，使他明白要想尽快拿钱只能去拍

卖房屋，而房屋掌控在第一被告手中，若他们达

成一致意见可以节约诉讼时间。 

原告果然顺梯上屋，于 2月 27日与第一被告

自行到法院达成了调解协议，双方约定第一被告

于 2009 年 3 月 10 日前一次性支付原告 86 万元，

原告放弃了对小兰子的诉讼请求。 

事后，大黑子果然未按时还款，胡皮皮遂请求

法院执行房屋。 

执行阶段，我再次接受小兰子委托，代理其子

小黑仔提出异议，认为该房屋中属于小黑仔的份

额不应被执行，这是他们均始料未及的。 

该房屋的评估价为 88万，本以为可以一步执

行到位的原告这时方知中了“上屋抽梯”之计，

但再想把小兰子作为被告要求承担责任已无力回

天。 

 评析 

本案是典型的婚内一方隐瞒另外一方，在外

大量举债，最后因无力偿还，被债权人起诉要求

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案例。若本案不采

取“上屋抽梯”的计策，小兰子很难逃脱还款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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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预先为大黑子安置“梯子”的目的在

于防止他反咬一口，待取得录音后“抽梯”，这

样便断了他的后路。 

诉讼中为债权人胡皮皮安置“梯子”，是抓

住他想尽快拿回钱的心理。金融危机形势下“现

金为王”，他可能会中“计”。待其放弃对小兰

子的诉讼请求后再“抽梯”，方可使小兰子顺利

解脱。 

 

 

图示 “上屋抽梯”策略实施步骤图 

“上屋抽梯”计策的运用中一定要学会抓住

对方的心理，麻痹对方，之后再巧妙地设计“梯

子”，待其爬上屋顶。然后，顺利快速抽掉梯子断

其后路。 

本案中若小兰子最初不注重技巧，直接对大

黑子大吼大叫，必然引起大黑子的反感，他可能

会不计后果地咬住小兰子。虽然小兰子当时一肚

子火，要压着火与对方和颜悦色地交谈，实属不

易，但与承担 100多万的债务相比还是值得的。 

遇到纠纷，不能寄希望于他人良心发现，而应

做好最坏的准备，以不变应万变。 

另外胡皮皮疏忽了该房子还有孩子的份额，

这也是该计策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很多人误以

为孩子的份额可以由父母任意处分，其实这种理

解是错误的，因为物权以登记为准而不问出资是

谁，既然房子登记有孩子的份额必然执行时要保

留而不能作为执行标的。 

本案中小兰子为摆脱该笔无辜的债务，在诉

讼中没有局限于法律规定，而是采取很好的诉讼

技巧，先后两次安置“梯子”然后顺利抽梯，断

对方退路，使自己顺利脱身。 

树上开花｜离婚三十六计之二十九 

2022-06-23  家族律评 刘洁 

https://mp.weixin.qq.com/s/QvcabZj8gT2QhgueuKGaIQ 

编者按：《富人离婚的 36个计策》2009年由

法律出版社出版。后该书售罄，内容已难以找寻。

将婚姻案件办理结合国学“36计”智慧，反映承

办律师在办理婚姻案件中的心得体会。出版 12年

后，2022 年初，作者对文中部分内容作了修订，

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同喜好者分享，以喜迎

2022年新的开始！本文为原沪家律师事务所刘洁

律师初稿，难免有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01 原文 

借局布势，力小势大。鸿渐于阿，其羽可用为

仪也。 

——《三十六计•并战计》 

02 释义 

在我方力量弱小，无法占据有利局面的情况

下，借助一些外部因素或制造出有利于我方的舆

论或评价，使我方获得更多支持从而扩大自己的

阵势，给对方心理上的压力，作出让步，最后达到

自己的目的。 

03 案例 

丈夫遇不幸妻子无情顾财产 

制造舆论树上开花终保弱者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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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

飞。”影视剧中，幸福夫妻因为遭遇灾难而分道

扬镳的故事比比皆是。艺术总是来源于生活，现

实中不乏类似事情发生。 

2006年，律师就遇到了一件“特别”的案件。 

2006年 6月份左右，律师接到了一个咨询电

话，打电话的张大朋，称是帮朋友咨询离婚的问

题。 

他的朋友大黑子（化名）最近被医院确诊患了

精神分裂症，现于医院治疗，但可能无法治愈。用

来给大黑子治病的钱都由他的妻子小兰子（化名）

掌管。大黑子的父母对治病的花销一无所知，但

小兰子对丈夫不管不问，前段时间还突然提出要

和大黑子离婚。大黑子的父母就想把属于儿子的

那部分财产拿回来给儿子治病，但是与儿媳在房

产的问题上一直谈不拢，已经拖了很长时间。最

近，小兰子也不再提离婚的事，面对这种情况，大

黑子的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需要了解具体的情况，律师便和张先生

确定好时间，进行面谈。 

第二天下午，在办公室里，律师见到了张先生

和另外一位老伯。两个人的脸色都十分沉重，老

伯的眼睛里布满红血丝，一看便知是很多天都没

有睡觉了。 

经介绍，得知老伯是大黑子的父亲。据老伯陈

述，大黑子今年 31岁，与张先生既是同事也是老

乡。大黑子老家在甘肃南部的农村，家里条件很

不好，但是大黑子从小就特别聪明好学，在家里

艰难的支撑下，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上海某重点

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 

2003年七八月份，大黑子与上海女孩小兰子

在朋友聚会中相识，之后两人交往一段时间就确

定了恋爱关系。虽然小兰子的家人刚开始很反对

小兰子与外地人谈恋爱，但通过一段时间了解，

大黑子良好的人品与不错的工作和收入，最终使

小兰子的家人接受了他。 

2004年 8月，大黑子和小兰子去民政局办理

了结婚登记，并一起购买了一套位于浦东某路价

值 59 万元的房子。该房首付共 32 万，小兰子家

出了 24万，大黑子一方出了 8万，贷款 27万。 

经过精心准备，大黑子与小兰子在 2004年国

庆假期举行了结婚仪式。婚后，两个人感情依旧，

出入成双成对。在每个人看来，两人都是一对幸

福的小夫妻，前面是一片光明的幸福大道。 

但是，灾难没打招呼就突然降临这个幸福的

小家庭。2005年年底，大黑子因为工作遇到大挫

折，情绪很不稳定，会无端大哭，对任何人都不理

睬，一个人自言自语。单位就给他放了假，大家都

没把他的异常表现想得很严重。 

可是回家后，大黑子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一

天，大黑子一人在家时竟拿家里的菜刀割腕自杀，

幸亏小兰子的母亲正巧到女儿家拿户口本办事，

发现后及时拨打 120送医才避免发生不幸。 

这件事发生后，家人就带大黑子到专科医院

诊治，医生确诊大黑子患了“分裂情感性障碍”，

也就是精神分裂症。 

大黑子出事后，他的父母从甘肃赶到上海，寸

步不离地照顾儿子，满心希望儿子的病能够好转。 

大黑子的妻子小兰子在丈夫出事后，最初还

很积极到医院照顾，但后期，她的态度就起了变

化。 

在照顾大黑子的过程中，小兰子与公婆语言

沟通不畅，两方不免对对方产生一些怨言，小兰

子就找借口搬回娘家住，一周才过来看一次丈夫，

每次也都冷冰冰的。 

大黑子的父母看在眼里倍感寒心，但看在自

己儿子份上，一直忍着没吭声。 

给大黑子治病的钱都放在小兰子手里，医院

每天的基本开销就要数百元，所有花费的单据也

都由小兰子掌管，大黑子的父母从没看到过。他

们从亲戚那借来的两万多块也已经全部花掉了。 

考虑到儿子的病已经治了三个多月还没有任

何起色，以后的医治还需要花很多时间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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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子的父母就问儿媳是否还有存款可以拿出来

供儿子治病，可是小兰子说她与大黑子两人并没

有存款。 

大黑子的父母想到儿子和儿媳还有一套房，

就想到卖房，把属于自己儿子的那一份钱拿过来

给儿子治病。但不管老两口怎么解释，小兰子都

不同意，已经拖了两个多月。 

在最近几次与医院结账时，小兰子还拿出一

份借条让公婆签字，承认她拿出给大黑子治病的

钱是向外人借的。大黑子的父母无法理解，自己

儿子明明有套房可以卖了用来治病，为何儿媳还

向外人借钱，这钱真的是借的吗？借的钱该怎么

还呢？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大黑子的父母

正在千方百计为儿子筹款时，小兰子又突然提出

要和大黑子离婚。 

大黑子的父母想，儿子已经得病，也不要再拖

累小兰子，便同意他们离婚，但双方多次谈判与

协商，小兰子却一直不同意将房子售出拿钱给大

黑子治病。 

最近小兰子干脆对大黑子的父母避而不见，

更闭口不谈离婚的事情。 

面对这种情况，大黑子的父母不知道该做什

么才能保护儿子的利益。看大黑子父亲焦虑和痛

苦的样子，律师决定帮助这位不幸的老人。 

由于大黑子已经被医院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并且当时病情很严重，从法律角度看，他已经是

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有以自己的行为取

得民事权利和负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依据原《民

法通则》的规定（现《民法典》第二十八条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

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律师指导大黑子的

父亲向大黑子单位提出要求指定监护人的申请，

大黑子的单位很快出具了指定大黑子的父亲李峰

为大黑子监护人的批复。 

考虑到双方法律关系明确，如果能与对方协

商解决，将大大节省时间，避免大黑子的父母为

儿子与儿媳对簿公堂。律师联系到小兰子，经过

多次沟通，律师了解到小兰子的想法：小兰子是

愿意离婚的，但因为在买房子的时候，小兰子家

拿出的钱比较多，她认为自己应该多拿房产的份

额，并且不同意把房子出售，因此与大黑子的父

母一直谈不拢。经过多次努力与小兰子协商，小

兰子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丈夫突然重病需要大笔医疗费，妻子却因为

财产分配不肯让步，甚至还要公婆签字承认医疗

款是向别人借的，在财产上如此斤斤计较，完全

不顾夫妻情意。面对着对律师的沟通不肯做任何

考虑的小兰子，律师对与之协商来解决问题的可

能性已经不抱希望。 

按照原《婚姻法》的规定，大黑子与小兰子是

夫妻关系，他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屋

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两人离婚，作为共同

财产的房屋需要依法进行相应分割。大黑子的父

母从尽早让儿子得到最好的治疗，从不拖累儿媳

的角度出发，同意儿子与儿媳离婚，然后分割财

产给儿子治病的想法是合情合理的。 

另外，依照原《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的借款应该是夫妻共同债务，小兰子让大

黑子的父亲签字承认用来给大黑子治病的钱是向

第三人的借款，这种情况下，如果第三人主张债

权，大黑子还有还债的义务。 

如果持续下去，大黑子原本应有的财产没有

落实，而且要背上来源不明的债务。既然协商不

成，律师决定建议大黑子的父亲代儿子向法院提

出离婚诉讼。 

根据对案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律

师认为单纯依靠法律不能对小兰子的行为做出评

判或者谴责，也不能保证大黑子的父母一定能够

得到最大的利益，所以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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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法律的判决上。律师想到了借助媒体和舆论

的力量，一方面给大黑子的父母寻求帮助和支持，

另一方面给小兰子一方心理上的压力。在律师的

建议和指导下，大黑子的父亲以一个无助父亲的

名义，向媒体写了求助信。 

最初，大黑子的父亲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自

己所处的状况以及自己对儿媳小兰子的不满。但

仅在信中谈论自己的困苦和对儿媳的不满只能引

起别人的同情，而不能引发公众对这件事的思考，

更难让人们从道德和法律的高度关注这桩离婚案。 

夫妻之间相互尊重，相互扶持，本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道德，并且《婚姻法》第二十条也规定了夫

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 

因此，律师进一步指导大黑子的父亲在信中

从事实和道德方面着手，不仅要唤起人们对大黑

子一家不幸遭遇的同情，而且让所有看到这封信

的人都产生对自私现象的道德谴责和对夫妻之间

扶养义务的思考。 

这样，大黑子的父亲在信中讲述了当年如何

含辛茹苦把大黑子培养成一位对国家有用的大学

生，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为孩子筹集上学费用

的艰苦日子；为了儿子的婚事，夫妻俩把自己养

老的积蓄全部拿来筹集孩子结婚买房和办婚宴的

费用等；大黑子的父亲还在信中哭诉听到自己正

当年轻、前程似锦的儿子突然得了自己听都没有

听过的病，老两口不顾自己疾病缠身的身体，长

途跋涉赶到上海来照顾自己的儿子，面对不与任

何人交流的儿子，面对儿子的病可能无法治愈的

事实，两位老人依然坚持照顾儿子，希望有奇迹

发生。然而，儿媳在看到自己丈夫病情不见好转

时，不照顾丈夫，还在老两口为医疗费用发愁时

提出离婚，并且对房产分割份额斤斤计较，拖延

时间；更令人发指的是小兰子竟然趁人之危要求

老两口签字承认拿来治病的钱是向外人借款的行

为，都使得老两口觉得雪上加霜，因此不得不替

儿子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具体情况。 

考虑到只用一两个媒体的作用可能较小，律

师帮助大黑子的父亲搜集了中央媒体的法制节目

和上海比较有影响力的报纸如某某晨报、某某早

报、某某晚报等报纸和上海电视媒体的社会节目、

法制节目的联系方式及具体地址，并帮助他将这

些求助信发给媒体。 

律师还帮助大黑子的父亲在互联网上通过化

名以《丈夫遭遇不幸生活不能自理，妻子不管不

问还要财产》为题曝光了此事，引发了网友对夫

妻之间相互扶养义务和这种情况下丈夫该不该离

婚的讨论，这些讨论被几个大的门户网站转载，

一时间被社会公众关注。 

大黑子的不幸遭遇和网络对这个事件引发的

讨论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在做这些事情之后不久，

大黑子的父亲就接到了上海一家媒体某节目工作

人员的电话，在详细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某节

目要制作一期关于“父亲要代理儿子离婚”为主

题的节目。大黑子的父亲接受了节目组的采访，

随后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又去采访小兰子，但是小

兰子拒绝出面并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之后，又有

几家媒体联系到了大黑子的父亲，了解了事件的

详细情况，并且通过各种渠道采访小兰子，都被

小兰子拒绝了。在大黑子的遭遇被媒体报道后，

很多观众都表达了对大黑子和他父亲的同情，并

且不约而同地谴责了小兰子的行为。 

律师的努力受到公众关注和支持，小兰子终

于顶不住压力了。在放弃与小兰子协商解决的两

周后，律师接到小兰子的电话。在电话里，小兰子

责问律师为什么要把事情告诉媒体，周围的人都

知道了这件事，让她怎么面对。电话里的小兰子

已经没有之前与她协商时的强硬，她终于表达了

希望早点将案件结束的想法。在法官的调解下，

开始态度十分强硬的小兰子做出让步，她与大黑

子的父亲终于就解除婚姻关系和房产的分割达成

了一致意见。 

法院也以最快的速度签发了调解书：原告大

黑子与被告小兰子离婚，房产归小兰子所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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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放弃房产产权份额，被告小兰子自调解书生效

之日支付原告大黑子房屋折价款人民币 17 万元，

该房剩余的银行贷款由被告支付。 

 

图示 事件发展脉络图 

拿着来之不易的调解书，大黑子父亲的眉头

终于有稍许舒展，儿子与儿媳的婚姻关系解除，

儿子以后的治疗费用也落实了，也不用再费精力

和儿媳打拉锯战了。 

看着调解书，律师心里一直压着的一块石头

终于落了地，这块石头，是对大黑子一家人的一

份同情，更是作为律师对他们的一份责任。 

评析 

“树上开花”是由“铁树开花”转化而来，

原意为不可能开花的树竟然开起花来了，比喻极

难实现的事情。兵书上把它作为制造声势以慑服

敌人的一种计谋。 

本案中“树上开花”计策基本包含以下几点： 

一、借局布势 

由于小兰子不正面与大黑子的父母商议离婚

事宜，采取消极躲避的态度，致使大黑子的父母

无法售房为儿子治病，而直接提出离婚又不能保

证一审判决解除婚姻关系，这样形势显得非常被

动。大黑子父母聘请的律师借助媒体的声势，制

造对小兰子不利的社会舆论，可谓“借局布势”。 

二、虚张声势 

虽然有了舆论倾向，但是对法院来讲，审理婚

姻案件还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舆

论的呼声和观点只能是一种虚幻的表象，大黑子

的律师利用舆论的评价只能算是一种虚张声势，

但即使是“虚”，也能达到促使小兰子妥协之

“实”。 

三、求之于势 

小兰子是生活在客观社会当中，既有同事同

学，又有朋友亲属。如果周围的人都对她产生不

利的看法一定会使小兰子感觉自己在社会的评价

和声誉日趋低下。大黑子的律师因势利导，利用

了对己有利的舆论，使得整体事态向着有利于己

的方向发展。 

大黑子突遇不幸，与妻子小兰子购买的房子

是夫妻共同财产，按照法律的规定，大黑子对房

屋有权分割。但是小兰子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

夫妻情意，在分割房产时斤斤计较，拖延时间。按

照原《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款

是夫妻共同债务，也就是说，如果第三人主张债

权，因为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大黑子

还有还债的义务。种种角度，对大黑子和他的父

母都是十分不利的，但是单纯依照法律，也无法

对小兰子的行为作出反驳。 

律师们利用大黑子遭遇的特殊性，向媒体、报

纸、互联网求助，利用在媒体和互联网上的传播，

吸引公众的关注，并且形成了同情大黑子不幸遭

遇的社会舆论，身在舆论中心的小兰子不得不去

面对大众对她的评价。 

在大黑子和他父母后面是公众对公共道德的

讨论，是公众对“良心”的支持。在同情大黑子

遭遇的公众舆论的对立面，小兰子被孤立了，她

在道德、公众舆论的面前变得渺小，终于为自己

的自私付出代价。 

强大舆论压力使她做出让步，使法院的调解

有了成功的可能性。最终，经过调解，双方达成财

产分割协议，大黑子得到及时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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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客为主｜离婚三十六计之三十 

2022-06-29  家族律评 吴卫义 

https://mp.weixin.qq.com/s/T8NI4ZylMJpGtAQ7yJmfhw 

编者按：《富人离婚的 36个计策》2009年由

法律出版社出版。后该书售罄，内容已难以找寻。

将婚姻案件办理结合国学“36计”智慧，反映承

办律师在办理婚姻案件中的心得体会。出版 12年

后，2022 年初，作者对文中部分内容作了修订，

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同喜好者分享，以喜迎

2022年新的开始！本文为原沪家律师事务所吴卫

义律师初稿，难免有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01 原文 

乘隙插足，扼其主机，渐之进也。 

——《三十六计·并战计》 

02 释义 

在离婚诉讼中，如果对方有空隙和漏洞，就抓

住机会，插足其中，以致把握其势力的关键，这是

循序渐进的结果。 

03 案例 

不动声色待时机 反客为主突重围 

小兰子（化名）与大黑子（化名）在上海某大

学是校友，读书时在一次偶然的同学聚会中相识，

双方对对方都是一见钟情，很快双方就确定了恋

爱关系。 

之后，在学校的小河边、小树林中能经常见到

两人幸福的身影，树上的小鸟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虽然双方在学校中热恋，但并没有影响两人在学

校中成绩的优秀，两人在大学毕业时都被评为优

秀毕业生，因为两人原籍不在一个城市，大黑子

放弃了原籍优越的工作安排，毅然与小兰子一起

留在上海共同创业。 

大黑子的决定让小兰子坚定了与大黑子私定

终生的决心，虽然小兰子的父母对他们的婚姻极

力反对，但他们还是力排众难，有情人终结连理。 

在婚后的前几年里，双方都非常努力，大黑子

也对小兰子非常体贴、关心、照顾，小兰子觉得自

己幸福得就像一朵花儿，也非常开心自己当然的

选择。在同学的聚会中，他们的故事总是被同学

们提到最多，他们的幸福生活总是被同学们羡慕

最多，小兰子认为自己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美中不足的是，大黑子与小兰子结婚都快三

年了，还没有孩子。 

小兰子知道他们可能有一方在生理上有问题，

小兰子就将自己的想法与大黑子进行了交流，大

黑子非常大度地提出双方抽个时间一起去医院作

个检查。后经医院检查确定，双方未能生育的原

因是大黑子的生理原因。经过医生的治疗，半年

后，小兰子终于怀孕了，这下可让他们高兴坏了，

大黑子马上就让小兰子辞职回家安心养胎。十个

月后，女儿出生了，小兰子及家人都非常高兴，大

黑子的脸上却没有太多笑容，小兰子也感觉到了，

但因太高兴，并没太在意。因为小兰子系难产，所

以女儿出生后，医生就建议小兰子最好不要再生

育子女，否则会影响小兰子的身体。 

因为大黑子是独子，所以大黑子的父母一直

有个心愿，要大黑子再给他们生个大胖孙子，好

让他家后继有人。大黑子就将想法与小兰子讲了。

但小兰子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大黑子思想封

建，并且少生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而且医生也

不建议小兰子再生第二胎，双方就此分歧闹得非

常不开心。 

女儿出生后，小兰子就开始专心做起了全职

太太，大黑子与朋友也合伙开起了公司。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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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非常好，大黑子开始有大老板的气势了，在

家里经常对小兰子进行指责，最后发展到大黑子

常常夜不归宿。小兰子想，为了女儿，也只能忍受，

生活就这样一天天往下过，虽然没有初婚时幸福，

但日子还是勉强维系。 

这样的日子终于在 2007年 2月的某一天被打

破了。2007年 2月 18日大年初一，大黑子就与小

兰子讲，因公司业务在发展，有一些非常重要的

客户需要打点，所以想用春节的时间来安排。小

兰子一听是关系公司发展的重要事情，就非常理

解地同意了大黑子的安排，并且安慰大黑子不用

考虑去给自己父母家拜年的事。 

大黑子走后，小兰子就一人带着女儿去了娘

家，父母对大黑子非常有意见，认为他再忙也不

能不陪着老婆和孩子给他们拜年，但小兰子还是

帮着大黑子解释，与父母弄得不开心，小兰子的

内心非常痛苦和孤单，但一想起大黑子也是为了

让她们母女俩的生活过得更好，也就不再责怪大

黑子了。 

小兰子与女儿在娘家过的几天还算开心。大

年初四上午，小兰子的手机突然响起，是一个陌

生的号码。小兰子问：“喂，您好，请问哪位？” 

对方并未马上说话。小兰子很奇怪，又问：

“你好，哪位，请说话。” 

一会儿，手机中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小兰

子，我叫朱娇娇（化名），是大黑子的现任老婆，

大黑子说了要与你离婚，我告诉你，你还是识趣

点，不要纠缠大黑子了，大黑子现在就睡在我旁

边。” 

小兰子当场听傻了，以为自己在做梦，不敢相

信自己的耳朵，用另一只手重重地掐了一下自己

的大腿！这不是梦，自己没有听错。小兰子故作平

静，给对方回了一句话：“你打错了。”然后用哆

嗦的双手将电话掐断，并将手机关机。 

为了不让父母察觉，她一个人在洗手间平静

了十几分钟。然后告诉自己的父母说，今天有个

同学要去家里，所以现在得回家一趟，女儿就暂

时放在父母家，过几天再来接。 

从父母家出来后，小兰子的心情就无法再平

静下来。平时节俭的她，已无力坐公交，叫了一辆

的士，到家后，打开家门，几天没人居住的家让小

兰子感到凄凉和陌生，平时一尘不染的客厅餐桌

也有一层灰尘，阳光透过窗户的玻璃照到餐桌上，

清晰地看到灰尘在阳光中肆无忌惮地集体跳舞。

虽然房子的女主人回来了，但它们对小兰子视而

不见。 

小兰子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无力，丑陋的灰尘

都可以对她这样，但她却无力反抗，何况人呢！ 

现在，小兰子什么也不愿意想，什么也不愿意

做。不知道怎么想，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一个人躺

在床上，从无声的静默到放声大哭！哭累了，睡着

了，又突然从恶梦中惊醒。平静了片刻，认真地回

想了一下近期大黑子的表现，近几年大黑子总是

出差，经常夜不归宿，接电话总是很神秘，手机总

不离身。 

小兰子开始琢磨这个叫“朱娇娇”的女人电

话中所说的。但受过高等教育的她知道这个时候

一定要平静，一定要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 

小兰子从床上跳起，打开窗户，用抹布将餐桌

上的灰尘用力擦去。在阳光大胆地照耀下，灰尘

已不再那么嚣张，很多灰尘已不见踪影，只有少

量不成气候的灰尘小兵们在胡乱地逃难。 

大年初五下午，大黑子开车回到家中，小兰子

没有主动与大黑子说起这事。大黑子的表现，让

小兰子感到大黑子可能还不知道朱娇娇与她联系

的事，小兰子将计就计，装作没事。 

大年初八，小兰子急匆匆来到上海沪家律师

事务所办公室，与律所前台讲想请两位专业律师

代理她的案件。与吴律师见面后，小兰子详细地

跟律师讲述了她的遭遇和她所面临的问题。 

吴律师听完小兰子介绍后，首先建议小兰子

对此事进行核实，并告知小兰子，如果是他人恶

作剧，轻易采取行动可能会导致一个幸福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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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如果男方有外遇是事实，并且小兰子又决

定离婚，那就应当非常注意一些事项并采取一定

的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律师建议

小兰子在当前阶段应注重收集一些证据，并指导

小兰子如何有针对性地收集证据。 

小兰子听完律师的建议后，觉得律师讲得非

常有道理。离开律所后，她即与大黑子的合作人

及他们的朋友联系了解情况，大家对小兰子的遭

遇都非常同情，纷纷向小兰子披露了实情。 

原来，朱娇娇原是大黑子的下属，因工作原因

双方接触非常多，之后双方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前。两年前两人已生了一个男

孩，大黑子也已购买房产给他们居住。大黑子与

朱娇娇在朋友圈子里或单位都以夫妻名义相称，

大家都知道大黑子有两个老婆，大黑子本人在外

也声称自己有两个老婆。真可谓“全世界人都知

道了，就小兰子不知道！” 

小兰子查明真相后，再次与吴律师取得联系，

真正启动这个案件。律师着手与小兰子分头落实

案件的证据收集工作。当律师调查了解到大黑子

在朱娇娇的老家某市的某酒店举办过婚礼，小兰

子就与律师共赴该地，与酒店、婚庆公司交涉，通

过大量的努力，他们取得了大黑子和朱娇娇以夫

妻结婚名义办理过婚礼的有利证据材料。同时，

关于财产的证据调查工作也有了新进展，大黑子

以第三者朱娇娇的名义购买了上海市另外三处房

产，价值不菲。而且该三处购房款的支付经调查

也都是从大黑子的银行账号直接转账至房产公司

的。最后，经全盘核算，能确定的双方共同财产的

数额价值约人民币五千多万元。 

律师认为这时已到了小兰子与大黑子直接谈

判的时机了，因此，律师建议小兰子自己先与大

黑子谈判，如谈判的结果达不到预期目标，律师

再择机出面参与谈判。 

小兰子按照律师的安排，当晚便向大黑子摊

牌。但大黑子听后，却表现得非常平静。大黑子淡

淡地对小兰子说：“你说的都是事实，我承认，我

也知道你早晚会知道，现在你知道了也好，以后

我们三个人也不用瞒着过日子了，以后你们两个

人好好相处吧，你们两个老婆我都要，如果你不

同意，那我们就离婚吧。” 

听到大黑子如此厚颜无耻的回答，小兰子再

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想到当年很有素养

的大黑子现在变得如此禽兽不如。小兰子认为大

黑子的要求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侮辱，她无论

如何也接受不了。于是，小兰子提出离婚，并且要

求大黑子给她四千万元的财产。但大黑子却是一

位视钱如命的人，坚决不同意小兰子的要求，双

方的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律师开始出面与对方谈判，小兰子与律

师对谈判的准备充分程度，让大黑子非常意外。

最终大黑子答应给小兰子二千万的财产，可是这

个谈判结果与小兰子的心理预期还是存在一定差

距，因此，双方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于是，律师果断建议小兰子可以开始启动重

婚罪的刑事自诉程序。上海某法院受理后，对该

案非常重视，并指派了刑庭业务最精湛的某位女

法官审理。在律师及小兰子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并

且极力要求下，法院与公安部门取得联系并将案

件移送至公安部门进行补充侦查，并且经报检察

院同意，将大黑子和朱娇娇逮捕，之后法院将案

件按公诉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 

在充分的证据下，大黑子和朱娇娇无法抵赖，

他们也感到自己罪责难逃，后双方在法官主持下

进行调解。最终大黑子同意给小兰子价值约三千

余万元的财产（占共同财产价值的 70%以上），小

兰子也愿意出具谅解书，法院按双方的意愿对大

黑子作出了较轻的刑事处分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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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反客为主”策略实施步骤图 

评析 

许多经历过婚姻变故的当事人，都认为离婚

就像一场战争。事实也的确如此，虽然没有枪炮

声，但离婚对一个人的影响却不亚于战争。在离

婚的战场上，可能需要双方比拼体力、精力、财力、

心理、智慧、计谋等，其中最重要的首当是心理和

计谋。如果一个当事人心理素质强、心态调整得

好，而且在处理案件时能依靠计谋，则该当事人

在离婚案件中一般不会吃亏，并能争取处于上风。 

根据我们律所处理过的大量离婚案件的经验，

当事人要想在离婚案件中争取更多合法权益，绝

不能指望对方的大方、同情、自觉，而是要靠自己

的努力去争取，要运用合法的手段、运用合适的

计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离婚案件的处理中，有许多当事人都表示

自己最缺少的是能静下心来思考案件的计谋，在

案件处理的关键时刻，总是冲动多于理性。当然，

因为大部分当事人一般都是第一次经受离婚案件

的冲击，要让当事人当作离婚案件与自己无关，

并理性对待，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此，有

的时候，在自己无法冷静下来决定该如何处理离

婚的问题时，至少应冷静下来知道应去寻求有力

外援。 

本案中，小兰子在最关键的时候，能主动联系

律师，并按律师的安排沉着应战，认真收集案件

有关的证据材料，最终得以反客为主，逼迫对方

就范，是本案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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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官视点/法官风采 

案评|对致丈夫丧失性能力是否侵犯其妻人格权的认定——湖南省郴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李美丽性权利受侵害获赔案 

2022-05-31 法治昌明 陈建华 

https://mp.weixin.qq.com/s/1TRr_AdLpH6JvQ6hICzz7A 

【作者简介】 

陈建华，男，法学博士，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湖南省应用法学研究会学

术委员会委员，曾主持并完成中国法学会部级课

题 2 项，作为唯一执笔人完成全省法院重点调研

课题 2项，曾获得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 2015年会

征文一等奖、全国法院系统 2019 年度优秀案例分

析评选活动一等奖、第四届全国环境资源审判优

秀业务成果评选活动一等奖、国家质量监督总局

《产品质量法》全国征文一等奖等百余项奖励，

曾在《法律适用》《人民司法（应用）》《人民司

法（案例）》《中国审判》《法治日报》《人民法

院报》《执行工作指导》等理论刊物发表百余篇理

论文章，理论文章先后被“最高人民法院”“保

全与执行”“中国执行”“法治昌明”“清湖宪

法研习社”等众多微信公众号所转载。 

对致丈夫丧失性能力是否侵犯其妻人格权的认定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李美丽性权

利受侵害获赔案 

【裁判要旨】 

对本案被上诉人的丈夫丧失性功能，被上诉

人认为这侵害了其权利，要求获得精神损害抚慰

金，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

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的

“严重后果”，应当予以支持。 

案号： 

一审：（2011）桂法民初字第 412号 

二审：（2013）郴民一终字第 532号 

【案情】 

邓果忠、邓伟军等 7 人合伙在桂阳县青兰乡

开办“大顺有色金属矿”，2007年 8月，该矿雇

请李美丽之夫谢扬真到该矿做工，工种为“大转

打掘进”。2007年 11月 7日凌晨 3时许，谢扬真

下班后受邓果忠等人指示乘坐矿斗车从井下返回

地面，因矿斗车脱轨，谢扬真从矿斗车车斗里摔

出来受伤。谢扬真的伤情诊断为永久性膀胱造痿

构成四级伤残，结肠造瘘术后及性功能障碍均构

成八级伤残。今后需要长期换药，定期换造痿管、

袋，每月需 800至 1000元。因索赔未果，谢扬真

将邓果忠等人诉至法院，经终审判决，由邓果忠

等七人赔偿谢扬真医疗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

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

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共计 211,475

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 35,000元）。对于后续

治疗费，因在时间和数额上均具有不确定性，要

求谢扬真在该费用实际发生后再另行主张权利。

2009年 7月以来，谢扬真先后到桂阳县人民医院、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耒阳

市人民医院、耒阳市长坪卫生院治疗，花医疗费

57,053 元，谢扬真于 2011年 5月 30日就后续治

疗费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作出（2011）桂法民初

字第 412 号民事判决，判决邓果忠、邓伟军等 7

人连带赔偿谢扬真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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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费、护理费共计 67,965 元。2011 年 9 月 26

日，谢扬真对自己的损伤是否对性生活有影响，

向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提出鉴定申请。2011

年 9月 30日，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湖南

湘雅司鉴[2011]临鉴字第 1075 号法医学鉴定意

见书，认为谢扬真的损伤情况对性生活有影响。

2011年 5月 25日，李美丽诉至法院，请求判决邓

果忠等七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 000元。一

审法院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

的，以夫妻的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合法结合，在婚

姻关系中，配偶双方有与对方进行性生活的权利

和义务。本案中李美丽由于丈夫受到损害，造成

性功能障碍，损害了李美丽及其配偶谢扬真的婚

姻关系，给李美丽的夫妻生活造成了伤害，生活

幸福指数下降。对于李美丽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

金，应酌情予以支持。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判决

被告赔偿 10 000元。邓伟军不服李美丽主张的

精神损害赔偿一项，遂以李美丽不是本案赔偿权

利人和本案诉讼时效等理由为由向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4

年 1月 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审判】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美

丽作为已婚妇女，与丈夫正常的性行为是其应有

的权利，且该权利属于人格权范畴。本案中鉴定

机关的鉴定结论可以证实李美丽该权利受到侵害，

李美丽作为赔偿权利人有权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至于李美丽遭受人格权损害的严重程度，该权利

的损害后果虽无具体量化标准，但性行为权利对

已婚妇女的重要性无需证明。李美丽此项权利的

受损，应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

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的

“严重后果”，李美丽有权获得赔偿。本案中李美

丽的丈夫谢扬真受伤后，一直处于治疗过程中，

有法院的判决书和治疗发票为证。因此，李美丽

2011年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

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

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件二审宣判后，二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处理的重点主要在于：本案是否已过诉

讼时效及李美丽是否可以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 

一、本案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地达到一定

期间而发生一定财产法效果的法律事实。依照适

用的权利和法律效果，时效分为取得时效和消灭

时效。所谓诉讼时效，也称消灭时效，是指债权人

怠于行使权利持续到法定期间，其公力救济权归

于消灭的时效。我国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规范规

定的时效，就属于诉讼时效。诉讼时效的法律要

件有三个：一是必须有请求权的存在；二是有怠

于行使权利的事实；三是怠于行使权利状态持续

存在达到法定期间。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有两个

方面：一是胜诉权消灭；二是实体权利不消灭。就

本案来言，关键是认定本案是否存在有怠于行使

权利的事实。有怠于行使权利，是过错不行使权

利的状态。如果权利人不知其权利存在，或者虽

知晓其权利存在，但无法行使其权利的，不能认

定为怠于行使权利。我国民法通则第 137条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

起计算……即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没有法律特

别规定的，一律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

被侵害之时开始。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权利

人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呢？对于

因人身受伤害而发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最高人

民法院《民通意见》第 168条规定，伤害明显的，

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

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

日起算。由此可见，伤害明显的，起算时间是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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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当时未曾发现的，起算时间是伤势确诊之

日，表明看起来法条似乎也非常明确，但在我国

的司法实践当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

种观点认为，严格根据《民通意见》168条之规定，

自伤害之日或伤势确诊之日起算。第二种观点认

为，诉讼时效应作扩大解释，应为自治疗终结之

日或损失确定之日起算。这是因为，伤害之日或

伤势确诊之日，权利人（受害人）只是明白了自己

的合法权利遭受到了侵害，至于权利人（受害人）

损失的具体数额，还无法确定，必须要根据以后

的治疗、护理、休息、伤残鉴定等诸多情况来确定，

因此，对“伤害之日”和“确诊之日”不能简单地

理解为事发或确诊当天，要作扩大解释，即治疗

终结或损失能够确定之日。另外，还有一种理由，

就是由于权利人（受害人）一直都处在治疗当中，

损失（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等诸

多费用）也在持续不断地发生和增加，对方的侵

权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治疗终结后，或者损

失确定之后，权利人（受害人）的损失不再增加，

对方的侵权行为才算结束，诉讼时效从此时起算。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有三：1、符合诉讼时

效法律制度的立法意图。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意

图是敦促权利人（受害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

避免权利人怠于主张权利，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可见，诉讼时效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是防止权利

人有条件行使权利而不行使。受害人在治疗终结

前，一直处于治疗状态，损失也一直处于增加状

态，向对方行使权利的具体数额也就无从确定，

不具备行使权利的全部条件。故，这种情况，权利

人（受害人）不是不主动行使权利，而是不具备行

使权利的全部条件。2、能够更好地保护权利人（受

害人）的合法权益，使其安心治疗。在很多情况下，

权利人（受害人）治疗的期间会很长，一年、两年、

三年甚至多年，如果诉讼时效从伤害发生之日或

伤势确诊之日起算，那么就会造成权利人（受害

人）在治疗过程中，害怕超过时效，不能安心治疗；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有相当多的受害人法律知识

严重不足，又没有意识或条件咨询律师，从而造

成他们的许多损失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进而不能

得到法律的保护。3、减少诉累，合理利用国家诉

讼资源。如果诉讼时效自伤害之日或确诊之日起

算，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会是在诉讼时效期限即

将届满前，受害人尚处于治疗之中，损失尚未全

部发生；权利人（受害人）为了不超过诉讼时效期

间，会不顾及今后的治疗而提起诉讼，但其诉讼

请求只能是已经发生的费用，这一次诉讼也只能

审理受害人这些已经发生的损失。权利人（受害

人）在这次诉讼之后再发生的费用，要在一年内

再次起诉，提起第二次诉讼；对于第二次诉讼之

后发生的费用，权利人（受害人）在一年内还要提

起第三次诉讼，……。这样，就会造成一次事故，

需要起诉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情况，这对于权

利人（受害人）和义务人（侵权人）来说，都是极

大的累赘；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法院都存在案多

人少的矛盾，这对于本来就是严重紧张的审判资

源来说，也是极大的浪费。综上所述，诉讼时效应

作扩大解释，应为自治疗终结之日或损失确定之

日起算。根据这一观点，就本案来言，李美丽的丈

夫谢扬真受伤后，一直处于治疗过程中，并且有

法院的判决书和治疗发票为证，因此李美丽的起

诉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二、侵犯性权利应当属于侵权行为 

性行为是人自然的基本生理与心理的要求，

性权利是公民人身权的组成部分。夫妻性生活基

于婚姻关系之社会属性而成为一个性利益整体，

对维护正常的婚姻家庭意义重大。在美国，将这

种案件称为间接干扰婚姻关系的侵权案件，侵权

人对受害人的配偶应承担侵权责任。但是，我国

传统对性一向讳莫如深，目前法律法规也无直接、

明确的规定，虽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多起

侵犯性权利的案件，但是时常常面临无法可依的

窘境。这种现状，造成了不同的法院判决却有截

然不同的结果。的确，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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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还难以评判案件的对与错，但性权利是否需经

法律确认方可成为一项民事权利？侵犯性权利是

否属于侵权行为呢？在笔者看来，虽然在我国民

法通则中并没有提出性权利这样一个概念，但这

是基于人身权益所发生的一个民事权益，应属于

人格权范围下。应当予以保护。理由是：对于人格

权应该作广义的理解，采用概括方式确认性权利

属于人格权。同时，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

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

李美丽与丈夫的性生活是其正当权利，侵犯其性

权利，影响其性生活，应当属于侵权行为，李美丽

有权获得赔偿。 

三、李美丽可以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

属因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人格自由

权等人格权利益遭受不法侵害而导致其遭受肉体

和精神上的痛苦、精神反常折磨或生理、心理上

的损害（消极感受）而依法要求侵害人赔偿的精

神抚慰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

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

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

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

金”。由此可见，人民法院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

应当以公民的人身权益遭受侵犯为前提条件，还

应当严格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

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一般情形下，人民法

院一般综合考虑受害人人身自由、生命健康受到

侵害的情况，精神受损情况，日常生活、工作学习、

家庭关系、社会评价受到影响的情况，并考量社

会伦理道德、日常生活经验等因素，依法认定侵

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

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死亡、残疾（含精神残疾）或

者所受伤害经有合法资质的机构鉴定为重伤或者

诊断、鉴定为严重精神障碍的，应当认定侵权行

为致人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就本案来言，

李美丽是否可以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呢？在笔者

看来，对待本案侵权情形应该综合考虑被害人的

实际情况，灵活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

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八条的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

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

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

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

害抚慰金”中的“严重后果”。通常而言，严重后

果具体是指肢体的伤害，比如：手足残废、眼睛失

明或是精神分裂等等情况。但是，本案法官应积

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于像丈夫失去性能力这种

情况，也是能够认定为对其妻子造成了严重的后

果。这样作出判决，也有利于保护好妇女的性权

益、更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种具体体现。 

（本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未成年人姓名变更的裁判标准 

2022-06-02  人民法院报 罗淋尹 刘婷婷 周娇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6/02/content_217572.htm?div=-1 

【案情】 向某云与郑某原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一子，

取名向某某，因夫妻感情破裂于 2011年离婚，向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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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由郑某抚养。2012年 9月 24日，郑某未经向

某云同意，将“向某某”姓名变更为“郑某某”。

2018年 12月 27日，向某云以郑某未经其同意擅

自变更孩子姓名为由，到向某某户籍所在地派出

所将孩子姓名从“郑某某”恢复为“向某某”。

然而，向某某认为，其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一直

使用“郑某某”名字已有七年之久，但其户籍姓

名却被变更为“向某某”，严重影响了其生活、

学习及健康成长。向某某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被告向某云配合向某某及其母亲郑某将向某某姓

名变更为“郑某某”。经查明，向某某在读小学

期间一直使用“郑某某”这一姓名，以该姓名获

得校内、校外多个比赛奖项，并以该姓名从小学

毕业考入重庆市某知名中学。 

【分歧】 

本案中，关于应否支持向某某的诉求，存在以

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应支持向某某的诉求。因

为变更未成年人姓名，应征得父母双方同意。实

践中，夫妻离婚后，抚养孩子的一方出于愤恨或

再婚等原因，变更孩子姓氏或名字的情况比较常

见，但理应事先征得另一方的同意。本案中，郑某

擅自将向某某姓名予以变更不值得提倡，向某云

予以恢复是正当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支持向某某的诉求。虽然

变更未成年人的姓名通常需要征得父母双方的同

意，但裁判时更应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考量具有一定判断和合理认知能力的未成年人的

真实意愿，结合实际使用姓名的时长、认可与知

晓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审慎保护未成年人的

姓名变更权。本案中，向某某已多年使用“郑某

某”名字，形成了稳定的社会认知，且其已进入

初中阶段，具备参与行使姓名权的相应能力，应

当尊重其意愿。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未成年人姓名的变更关涉未成年人的人格利

益，姓名变更权的行使对未成年人人格利益影响

重大。夫妻离异后一方擅自变更未成年子女的姓

名，另一方要求恢复原姓名，或实际使用姓名与

户籍登记姓名不一致而要求变更的，是未成年人

姓名权变更纠纷中频发的类型。办理该类纠纷案

件应坚持最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审慎保护未成年

人的姓名变更权。 

1.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未成年人

利益最大化原则，是未成年人姓名变更需考虑的

核心要素。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规定，保

护未成年人应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民

法典第三十五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利于被

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未成年人的姓名权

虽由监护人代为行使，但未成年人才是其姓名权

的权利主体。在未成年人的姓名变更问题上，“父

母一致同意”这一规定容易被滥用，成为离异父

母的意气之争，从而使得未成年人在姓名变更上

无法争取最大权益。当父母的监护权与未成年人

利益相冲突或监护人之间对变更未成年人姓名意

见不一致时，法院应坚持最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综合考量变更姓名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进

行判断。本案中，母亲一方擅自变更孩子姓名虽

不值得提倡，但考虑到孩子实际使用该变更后的

姓名已长达七年时间，该姓名已成为其稳定的人

格标志，变更姓名可能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学

习生活等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

化的原则，应判决向某云配合向某某及其母亲郑

某办理姓名变更登记。 

2.尊重具有一定判断和合理认知能力的未成

年人意愿。关于未成年人对姓名变更是否有决定

权，存在“行为能力说”和“意思表示能力说”

两种不同的观点。行为能力说认为，自然人对姓

名决定权的行使，以其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

意思表示能力说认为，公民决定自己的姓名，需

以具有意思表达能力为前提。本文更赞同意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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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能力说，一旦未成年人具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意

思能力，应尊重未成年人对姓名变更权的行使。

实践中，应结合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思想、表

达、认知能力等因素，综合认定未成年人的真实

意愿。未成年人的姓名变更，亦可参考民法典第

一千零八十四条对父母离异时未成年子女的抚养

人确立规则，即尊重已满八周岁子女的真实意愿。

已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具有一定的判断和合理认知能力，尊重其真实意

愿也是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体现。本

案中，向某某已年满十二周岁，按其目前的年龄

和智力水平，已能理解姓名的文字含义及社会意

义，故在变更姓名权问题上充分考虑了其真实意

愿。 

3.综合考量实际使用姓名的时长、认可与知

晓度。姓名，作为自然人的人格标志，应当具有一

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姓名变更权的行使对未成

年人人格利益影响重大，需审慎对待，若罔顾子

女姓名使用的实际情况，变更已实际使用多年的

姓名，会损害未成年人的利益。父母离婚后，若一

方擅自变更子女姓名，另一方发现后要求公安机

关恢复原姓名，将导致未成年人实际使用姓名与

户籍登记姓名不一致而引发纠纷。若未成年人实

际使用姓名已有多年，通过该姓名建立了自我身

份的认同感与稳定的社会人际关系，该姓名已为

亲友、老师、同学所熟知，成为其学习、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法院应根据姓名使用的时长、

认可与知晓度，考量变更姓名对未成年人利益的

影响进行裁判。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重

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 

贾冰一：从分散到聚合——新时代少年法庭实体化运行路径探索 

原创：2022-06-02  法律适用 贾冰一 

https://mp.weixin.qq.com/s/WYvuX3z1bVk91MgjFIE2ZQ 

编者按 

为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

《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精神，顺

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积极适应移动化、智能化

发展方向，《法律适用》推出网络优先出版等新型

出版模式。目前，已于“中国知网”上线最新一

期《法律适用》知网全部首发文章，并于微信公众

平台同步推出，敬请关注！ 

 

贾冰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少年

庭）法官 

摘要 

近些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少年法庭

工作，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大力推进未成年人

审判组织机构建设与司法审判制度机制的体系化

完善，以期切实推进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发挥未

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制度效能。各地法院在积极

推进少年法庭专门机构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少年

审判组织多元化、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机制差异化

等格局，造成少年审判专门机构实体化运行难的

现实问题。新时代要切实推进少年法庭的专门化

建设与实体化运行，必须从少年审判机构的专门

化建设以及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人员配置、考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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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机制这些核心问题入手，探索少年审判机构实

体化运行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少年法庭 专门机构 实体化运行 司法体

制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全面维

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

是新时代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一直以来，人民

法院都致力于推进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不断提高

少年司法审判质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健

康成长，大力推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制度的健全

完善，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

问题也日益关切。2020年 10月和 12月，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新法建

立起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

政府保护、司法保护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大格局，

确立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原则和机制。其

中，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01条和《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7 条都明确规定，应当由

专门机构或者专门人员来负责办理涉及未成年人

案件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很显然，这些都

对新时代的人民法院少年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

求。 

为了积极回应新时代少年审判工作的新要求，

全面布局少年司法工作新战略，2020年 12月，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

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通过

重新界定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在少年法庭配备

专门员额法官、探索加强未成年人审判机构的新

路径、建立新的未成年人案件司法统计指标体系

和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考核机制等创新性举措，进

一步健全、完善各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审判组织

机构体系，切实加强未成年人审判工作。 

这次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

2021年 1月，最高人民法院率先在其已有的研究

室下属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的基础上，又成立了

规格更高、专门化程度更深的最高人民法院少年

法庭工作办公室；同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在

其六个巡回法庭设立少年法庭巡回审判点。由此，

人民法院的少年法庭建设在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层

级，不仅在机构的设置上系统全面地展开，在人

力资源、制度机制等要素配置的专门化上也得到

了进一步加强。 

为了贯彻落实好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的有关

规定，各地法院纷纷成立少年法庭，但以什么样

的形式成立以及成立之后的少年法庭如何实体化

运行，从目前来看，各地法院的方案都不尽相同，

争议点主要集中在专门化机构建设、人员配置、

受案范围划定、考核机制建立等四个方面。这些

议题能否妥善处理，不仅会影响到少年审判机构

专门化建设的目标实现，也会影响少年司法理念

的统一性，还会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推进少年审判

机构专门化的战略意图。 

在推进少年审判机构专门化建设的过程中，

江苏法院经过半年多的统筹联动，尤其是在法院

内部争取和外部沟通协调双管齐下的工作中，通

过独立建制、庭室挂牌、人民法庭挂牌等多种形

式在全国较为先行地完成了三级法院少年案件审

判机构的全覆盖和专门化建设。与此同时，在推

进少年审判专门机构的实体化运行中，江苏三级

法院也进行了深入探索，紧抓“人”和“案”建

立了一系列确保少年审判专门机构实体化运行的

制度机制。这些做法，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切实深

入推进少年审判机构的专门化、实体化、体系化

运行或许具有一定的可复制、可推广的价值。 

二、少年审判专门机构建设的改革基础与推进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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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我国少年法庭工作开始的时间定格在

1984年上海首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这个起

点上，那么尽管少年法庭工作已经走过了 37年的

历史，但一直以来它的探索与发展基本上都遵循

着“自下而上”的模式，由此导致少年法庭的分

布从形式上看呈现“遍地开花”的状况。但就实

质而言，各地法院也因自身的案件情况和未成年

人保护实际需求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少年法

庭模式以及不同的司法运行机理和审判理念。因

此，对于这一轮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自上而下

建立统一的少年审判专门机构的改革而言，这显

然既是优势，更隐含着难点：优势在于有着很好

的基础，难点则在于各地的差异化如何统一。 

（一）少年审判专门机构改革的现实基础 

就少年法庭建制或者人员构成而言，在这一

轮少年审判机构专门化建设之时，有的法院的少

年法庭是独立建制，有的则是以“庭室挂牌”或

者“人民法庭挂牌”的方式存在。在省域三级法

院层面上，有的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少年法庭的建

制方式上都不相同甚至方式多样，由此造成少年

法庭在三级法院条线上的归口不一致、庭室司法

理念不统一、部门间利益掣肘、机制运行不顺畅

等现象。此外，从少年审判专门机构实体化运行

来看，有的地方的少年法庭呈现有其名而无其实

机构空转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存在名实不符机

构乱转的现象，有的地方虽然名实俱有但在运行

的过程中存在部门内或者部门间审判权运行机理

不一致、司法审判工作理念不统一的现象。 

江苏省法院系统的少年法庭建设同样面临这

些问题。从机构建设情况来看，在开启这一轮少

年审判机构专门化建设之时，江苏省法院系统的

少年法庭，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而这两种类型

基本上也是全国法院系统共通存在的。 

一是独立建制的少年家事审判庭或者未成年

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这类机构均是前期少年审判

工作开展较好在法院系统内外有一定的知名度且

经过 2018 年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后仍能够独立存

在的。江苏省法院在此轮改革之前，独立建制的

少年法庭共有 50家。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专门化

的少年案件审判庭实际上仍都是少年及家事案件

审判庭或者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还有极个

别是家事及少年案件审判庭。 

二是挂靠在庭室（包括民庭和刑庭）或者人民

法庭的少年案件审判机构。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一方面在于自 2018 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开展了

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使得法院系统内部的大

量庭室面临被撤并的状况；另一方面，从地方法

院来看，一些对于本院司法工作而言既有悠久的

历史又有良好社会显示度、影响力的司法工作仍

然需要以庭室的方式作为载体继续存在。所以，

在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中，很多地方往往就会

采取保留庭室但庭室的建制并非独立而是挂靠的

模式。少年法庭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此轮改革

之前，江苏法院系统还有 20余家法院选择在庭室

加挂少年法庭牌子的模式，以承载各自的少年法

庭工作传统与社会美誉度。从实际情况来看，这

些少年审判机构都是前期工作基础好，其中一些

基层法院的少年司法工作在全国都有非常大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但近些年来，受人民法院内设机

构改革的压力，同时也面临涉少刑事案件数量少、

少年家事审判工作与民事审判工作在案件来源上

存在一定的重合等现实因素，因此一些地方法院

往往采取变通的办法，保留少年庭或者少年和家

事审判庭（以下简称少家庭）的“牌子”，但同时

将其建制挂靠在其他庭室。 

综上，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些少年审判机构在

机构的建制上各不相同，但共同之处都在于它们

都拥有悠久的少年司法工作传统、良好的少年司

法工作成效以及其对于所在法院而言重要的地位，

因而虽历经几轮司法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法院内设

机构精简，但都在各自的法院里被保留了下来。

很显然，它们是这一轮少年司法改革的优质资源，

也是进一步推进少年审判专门机构建设的良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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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各地法院少年审判

机构建制的多元化格局，使得少年审判机构的专

业化程度不高、归口管理不统一，进而不仅造成

少年审判机构应有的功能无法顺畅发挥，也使得

少年审判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无法最大化地实

现。为此，在此次推进少年审判机构专门化建设

中，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专门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不仅包括机构在形式上的专门化建制，也包括机

构实质化运行上的专门化，还包括机构管理机制

上的专门化以及机构在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内在统

一性。 

（二）少年审判专门机构改革的推进方案 

的确，专门化不仅只是形式上的，更应当是实

质意义上的：前者可以通过机构独立建制这种物

理性的方式来实现，后者则可以通过人员配置、

案件审理以及内在性的审判管理等非物理性的方

式来达致。因此，这一轮少年审判机构的专门化

建设，不仅要补齐法院系统里少年审判机构建设

上的短板，同时也要实现机构运行的专门化，还

要在省一级层面上实现少年审判机构归口管理的

内在统一性。 

以江苏法院系统为例，在这次推进少年审判

机构专门化建设工作中，一方面，将少年审判法

庭的归口管理统一到高院的刑事审判部门；另一

方面，在保持原有少年审判机构建制现状的前提

下，对中级、基层两级法院中尚未设立或者无专

门的少年审判机构的法院，都尽可能统一在刑事

审判庭里设置少年审判机构并由专人负责。具体

来看，江苏法院在推进此次少年审判机构专门化

建设的过程中，设立具有独立建制的少年法庭又

新增至 53家，较为均衡地分布在各中级人民法院

和基层人民法院。与此同时，在独立建制无法成

为首选的前提下则采取挂靠相关业务庭室的模式，

剩余的多数是在刑庭增挂少年案件审判机构，少

数则挂靠在其他庭室或人民法庭。 

这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少年审判机构

专门化建设模式的选择，不仅考虑到江苏法院系

统中少年法庭工作的前期良好基础，同时也考虑

到江苏法院系统的少年法庭指导工作一直以来都

由刑事审判部门主持开展。机构的专门化建设以

及归口的统一性，不仅能够为后续对下指导工作

的有序化、专门化开展奠定基础，也有助于保持

少年审判工作的延续性和效果的最大化发挥。当

然更为重要的是，在机构建制从形式上完成的基

础上，人民法院还需要进一步通过人员配置、受

案范围、考核机制等领域的专门化建设，从实质

上来确保新时代少年审判机构专门化建设成效，

进而将少年司法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 

三、少年审判专门机构实体化运行面临的问题 

就少年审判机构专门化建设的完整要素和丰

富意涵来看，机构建立显然是基础性的，还只是

改革的起点，重要的是建立一整套确保机构实体

化运行的专门化、长效性机制。从目前来看，在形

式上完成机构建设的前提下，少年审判机构的专

门化建设在人员配置、受案范围、考核机制等实

体性层面还存在一系列现实问题亟需破解。 

（一）人员配置的问题 

少年审判机构专门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议题，

就是要配置专门人员从事少年审判工作。但从目

前来看，法院系统中既熟悉未成年身心特点又长

期致力于少年司法审判工作的法官还较为缺乏，

难以满足新时代少年审判专门化的现实需求。 

具体来看，一方面，由于少年审判工作发端、

发展于刑事审判，因而尽管在此轮改革之前，全

国各级法院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少年法官，但这

些法官基本都局限在刑事司法领域，少年民事法

官队伍在各地法院都较为匮乏。与此相关联，有

关少年审判工作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基本都

集中在刑事法领域，少年民事审判的理论研究和

实践探索同样缺乏。另一方面，伴随着综合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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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家事审判改革，原本基础就十分薄弱的少

年民事审判法官队伍，不仅被家事审判所“湮

没”，而且之前培养出的一批优秀少年刑事法官

亦因后期家事审判改革的推进、民事案件的激增、

刑事案件的锐减而被“反噬”，由此带来从人员

构成上看，不仅少年审判所需的法官人数远远不

足，而且现有法官队伍的知识储备以及知识结构

也亟需转型提升。 

从此轮改革前少年法庭人员配置的实际情况

来看，一方面，尽管对于那些独立建制的少家庭

和综合审判庭来说，法官队伍相对稳定、人员相

对充足，但队伍内部审理涉少案件的专门法官和

专门团队匮乏的问题仍存在。因为从司法实践来

看，少家庭的法官将绝大多数的精力都投入到了

家事案件的处理上，而前期培养的专业化的少年

刑事法官，一部分因少年法庭工作出色走向了领

导岗位，另一部分则因为综合审判改革的缘由要

么转岗至刑庭从事普通刑事案件的审理，要么转

岗从事家事案件的审理，几乎无人再专门从事少

年案件的审理工作。另一方面，挂靠在民事审判

庭或者人民法庭的少年案件审判机构，在人员组

成上又是以民事法官为主，基本上没有专业的少

年刑事法官。而挂靠在刑庭的法官基本上都是普

通刑事法官兼办少年刑事案件，缺少专门办理其

他类型涉少案件的法官。 

（二）受案范围划定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案源”是决定一个审

判机构能否有序运转甚至能否存在的重要前提。

与此同时，就上下级法院而言，如果“案源”不

一致，那么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指导也就

变得不可能了。 

从当下中国少年法庭 37年发展历程来看，不

仅其兴其衰几乎都未曾离开过“案源”这个问题，

而且有关少年法庭的改革也几乎都是围绕着“案

源”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详言之，1984 年至

1988年，是我国少年法庭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

时期，少年法庭纷纷组建并快速发展，原因就在

于当时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也随之带来未成年人犯罪进入高发期；激增

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

司法应对青少年犯罪也成为了人民法院的一项重

要任务。在此背景之下，1984年上海首创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合议庭。之后，全国各地法院也都效

仿相继设立少年庭，由此带来少年法庭数量迅速

增加。 

20 世纪 90 年代初，是我国少年法庭发展的

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少年法庭的快速发

展，人民法院通过司法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功能得

到充分发挥，青少年犯罪问题也由此得到较为有

效地控制。因此，伴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数量的回

落，自然也就带来少年法庭“案源”不足的问题。

为解决案件数量不足所造成的少年法庭功能无法

最优化发挥的状况，各地法院又纷纷开始探索少

年法庭建设的新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江

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创立的全国第一家少

年综合庭和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少年

刑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在“案源”不足成

为现实问题的情况下，这两种模式在全国产生了

较大影响。于是各地法院也开始纷纷效仿这两种

模式建设新的少年法庭运行机制。 

21世纪以来，是我国少年法庭发展的第三阶

段。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各地法院的少年

法庭要么以少年综合庭的方式，要么采取“集中

管辖”的方法运行，但这两种模式都没能从根本

上解决少年法庭的“案源”问题。因此，伴随着

涉少案件数量的不断下降，这一时期的少年法庭

发展也逐步走向功能日益分化的状态，呈现出少

年法庭“不能少”但整体效果却又不佳的两难格

局。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前期探索基础上，自

2006年以来开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改革试

点工作并且详细规定了少年综合庭的受案范围；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又进一步开展少年及家事

审判改革试点工作，进一步将家事案件纳入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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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受案范围。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些改革举措来

看，有关少年审判机构改革举措的实质还是围绕

着“案源”展开的。 

目前，从各地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来看，一些

独立建制的少家庭，虽然涉少民事案件和家事案

件占据该庭室案件的绝大多数，但一方面，家事

案件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家事之外的涉少民事案

件数量并不多；而另一方面，涉少刑事案件也几

乎被淹没在民事案件之中，“由于以百万计的家

事案件的数量庞大，目前每年仅约 5 万件左右的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很快被淹没”。与此同时，一

些少家庭或者综合庭审理的案件中，超过半数的

案件都是与未成年人权益问题毫无关联或者无密

切关联的案件；一些法院为了充实案源，将土地

纠纷案件、交通事故案件、劳动争议案件等均交

由少家庭办理。可见，在以案件量为考核核心要

素的大背景下，“案源”问题原本是为了解决少

年法庭生存之难的“利器”，现在似乎却成为了

少年法庭发展之困的“始作俑者”。 

从更微观的层面来看，一方面，挂靠民事审判

庭或者人民法庭的少年案件审判庭几乎均以只办

理涉少民事和其他民事（含家事案件）为主。这意

味着就其受案范围而言，除涉少部分外，与其他

民庭几乎无异。另一方面，就挂靠刑庭的模式而

言，虽然其受理的案件范围大多是涉少刑事案件，

同时也负责包括法治宣传、回访帮教等在内的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但其他的涉少案件却是交

由相关职能庭室负责，比如民事的给民庭，行政

的给行政庭。因此这意味着，由于所属庭室和职

能不同所导致的受案范围差异较大，这使得少年

法庭从整体上无法形成一致性的行动、统一的司

法理念、系统化的司法功能。更重要的是，作为专

门机构，少年法庭一旦设立之后如何尽可能统一

受案范围以便上级法院能够有效监督指导下级法

院的少年审判工作，尤其是在中、基层法院，少年

法庭如何在“案多人少”重压之下得以新生，无

疑成为这一轮少年审判机构专门化建设中的燃眉

之急。 

可见，深受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以及由此所带

来的社会纠纷的影响，少年法庭走过了一条跌宕

起伏的发展之路。新时代的少年审判机构专门化

建设，不仅需要直面这些来自多重因素的共同作

用，也要在此之中总结经验、创新发展，才能在新

的格局中为新时代少年司法工作寻找到新的路径，

进而为当下中国的少年法庭工作开启新的局面。 

（三）考核机制的问题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绩效考核机制的功能，对

于法院系统里的行为选择而言，既是基础性的，

也是方向性、指引性的。因此，要确保少年审判机

构专门化建设的成效、激发少年法庭法官的工作

积极性，显然必须建立科学且专门化的绩效考核

机制。 

在少年法庭建设的工作中，最高人民法院也

一直强调要对少年法庭工作建立专门化的绩效考

核机制。其中，最高人民法院 2010年颁布实施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就明确

规定要将审判以外的延伸工作、综合治理工作、

未保工作等作为绩效考核指标，纳入绩效考核范

围；在 2020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

年人审判工作意见》中，又再一次明确要对未成

年人审判工作实行专门的绩效考核，提出不能仅

以办案数量进行考核，要将社会调查、心理疏导、

法庭教育、延伸帮教、法治宣传、参与社会综合治

理等工作都纳入绩效考核的范围。 

迄今为止，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少年法庭工作

的绩效考核机制仍在探索之中。而从各地法院对

少年法庭工作绩效考核办法的内容上来看，有的

法院是在本院考核基本方法上的基础上略有变通，

更多的法院还是统一考核。详言之，有些法院是

在基本工作量的基础上减少对少年法庭法官的工

作总量，比如某基层法院在考核机制中明确规定

少年法庭的案件量考核可比其他法庭的案件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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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30%。更多的法院则由于面临大量积案未结的问

题，因而不得不将案件量作为首要考核目标，进

而在少年法庭案件量考核上并没有“特殊政策”。

而对于案件量之外的工作，目前大多数法院都还

未将其纳入少年法庭法官的绩效考核范围。 

很显然，如果只是统一地考核案件量，不考核

案件以外的少年法庭法官的其他延伸工作和未成

年人保护综合工作，那么，少年法庭的法官显然

无法在绩效上有所凸显，这会导致少年法官因为

工作量不被体现和“看到”而失去各方面的积极

性，进而在日积月累中导致人员的流失，同时又

使得留下来的少年法庭法官多是充满抱怨。更重

要的是，一旦这些延伸工作不被制度激励和鼓励，

甚至当一些少年法庭的法官在要求其所做的延伸

工作应当被评价被体现时却很又可能面临被责备

时，最高人民法院所提出的“少年法庭工作只能

加强、不能削弱”“无论怎样强调少年法庭工作

都不为过”的改革目标，恐怕很难真正实现。除

此之外，如何通过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考核以

及法院对法官个人的考核，进而建立起一个以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以“重要的不

是办了多少个案件而是帮助了多少个孩子”为指

导思想的考核机制，进而促使整个法院系统乃至

全社会都能够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无疑是

这一轮少年审判机构专门化建设所面临的现实问

题。 

四、少年审判专门机构实体化运行方案的新探索 

面对当下中国少年法庭工作改革的复杂状况，

我们必须要以“做什么事？谁来做？怎么做？”

这三个根本问题的回答为导向，在优化少年法庭

现有运行机制、突破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汇聚起发

展的动力，推进其新的发展，从而确保少年审判

机构专门化建设能够建起来、运行好、可持续。 

（一）受案范围的再探索 

“案源”在某种程度上是制约案件审理机构

能否生存的重要因素。因此，新时代开展少年审

判机构的专门化建设，在受案范围的划定上，必

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专业化的要求。少年法庭审理案件的诉

讼核心，必须是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

案件，是“与孩子有关的案子”。因此在划定少

年法庭的受案范围时，必须要搞清究竟哪些才是

与儿童权益真正密切相关的案件，必须要将那些

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无甚关联或者关系不密切的

案件排除在受案的范围之外。唯有此，才能让新

时代少年法庭工作的核心紧紧围绕着未成年人权

益保护、围绕着“孩子”而不是“案子”来开展。 

二是饱和度的要求。少年法庭案件的数量不

能过多也不能过少，要在饱和度的案件数量值之

内。如果“案源”过少，恐将再次面临生存危机

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案多人少”矛盾日益严

重的情形下。因为少年法庭案件量过少或者长期

过少，那么一方面在以“量”为主要评价标准的

情况下，让从事此项专门工作的法官考核面临困

境，难免会让法院在“案多人少”的重压之下难

以长期给少年法庭一席之地，且在侧面上也反映

出未成年人保护相关问题的概率在逐渐降低，这

其实不利于此项工作良性地、可持续地发展。相

反，如果案件量过多，则又会出现“反噬”问题。

换言之，当从事少年审判工作的法官所有的精力

都要用于解决案件时，那么法官基于利益权衡就

会出现缺乏精力、难以坚持少年审判的教育感化

挽救等延伸工作和其他审判工作。这样，少年审

判机构的功能发挥就不再完整了，少年审判机构

建设的预期目标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对于少年法

庭而言，案件量不仅是一个的微妙数值，更是一

个机构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巧妙支点。 

这个数值点从实践来看，限定在一个比平均

值“略少”的平衡点上可能更加合适。具体来看，

首先，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要适当地从涉少刑事

案件扩展到涉少民事案件。因为如果把少年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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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案范围仅限于涉少刑事案件，那么，尽管与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这一议题密切相关，但案件数

量确实过少，尤其是基层法院的涉少刑事案件数

下降明显。这一点从江苏法院公布的近 5 年来涉

少案件的数据统计来看，也是可以得到印证的。

这种扩充当然不仅只是为了解决少年法庭案件数

量不足的现实问题，从本质上来说也是更加有利

于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延展性保护及其全方位保护

的。 

其次，即便涉少民事案件可以纳入到少年法

庭的受案范围之内，但仍要务实且谨慎地划定。

笔者建议主要考虑三类与未成年的人格权、人身

健康权密切相关的案件：一是案件的一方或者双

方当事人都为未成年人的人格权纠纷案件；二是

侵权人为未成年人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以及被

侵权人为未成年人的由少年庭审理更为适宜的侵

权责任纠纷案件；三是涉及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案件。将这三类案件纳入少年法庭案件

受理的范围，不仅能够在数量上补足少年法庭仅

受理刑事案件所带来的案源不足的问题，也有助

于更加立体化地发挥少年法庭的功能。 

最后，还要更为谨慎地考虑是否将涉及未成

年人抚养、监护、探视等民事案件纳入少年法庭

的受案范围的问题。客观来说，这非常的复杂。一

方面，涉及未成年人抚养、监护、探视的婚姻家庭

纠纷案件是否与儿童权益密切相关，这一点尚需

要斟酌。因为从理论上来看，凡是涉及孩子的抚

养、探望、监护等问题，应当都是与孩子的成长密

切相关的，因而自然要交由少年法庭审理。但从

司法实践来看，尤其是近几年将少年审判的案源

扩大至家事案件后，我们发现此类诉讼的焦点多

是家庭关系和家庭成员利益，相反“孩子”及其

相关问题经常会作为家事纠纷的诸多内容之一，

甚至是双方利益纷争的砝码而出现。这意味着，

在这类案件中，诉讼的核心利益往往已不再是儿

童权益问题；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也往往会

将其审判工作的重心从儿童权益转移至家庭利益

上。此外，一旦将这类案件纳入少年法庭的受案

范围，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

题，那就是近年来的婚姻家庭类案件的基数一直

趋于高位，案件量极其庞大，并且其中的绝大多

数均涉及未成年人抚养、监护、探视等问题。因此，

如果将此类案件一揽子地纳入少年法庭的受案范

围，那么少年案件审判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恐

又将面临“难以承受之重”。 

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此类案件予以更为细

致地类型化。从实践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

的看法及其改革方案：一种方案，由于婚姻家庭

纠纷的案件中未成年人抚养、监护、探视等纠纷

多与离婚纠纷裹挟在一起，两者难以剥离，因此

建议此类案件全部剔除出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

这一方案的优势在于可以迅速让少年法庭摆脱被

家事案件“反噬”困境，但随之而来其所面临的

最大问题不仅是它可能会完全抛弃了涉及未成年

人监护、抚养、探望等与未成年人权益密切相关

的那些案件，也可能会漏掉一些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方面的重要问题。因为在少年刑事案件审理的

过程中我们发现，无论是未成年犯罪还是未成年

人被侵害的案件，涉诉孩子的问题往往出在更前

端，也即家庭环境往往对孩子产生过较大的负面

影响。同时，还有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是，如果将

此类案件完全剔除，让少年法庭仅仅只受理涉少

刑事案件、涉少民事案件（婚姻家事案件除外），

那么案件量仍然可能较少，少年法庭的良性运转

甚至机构的生存危机可能又将重现。 

另一种方案，将纯粹的涉及未成年人抚养、监

护、探视权的案件纳入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之内，

而将既包含未成年人抚养、监护、探视权又包括

离婚纠纷的复杂婚姻家事案件剔除在少年法庭的

受案范围之外。这一方案的优势在于，就案件数

量来看，对于少年法庭的工作饱和度而言较为恰

当。且将未成年人抚养、监护、探视等案件纳入少

年法庭的审理范围，也有助于我们及时发现未成

年人在其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家庭问题，进而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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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让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更加具备完整性、全

面性。但是，这一主张及其方案也存在着一定的

问题，那就是如何将此类案件从家事案件中顺利

地剥离出来。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

策略问题。因为从技术上来看，可以通过在立案

时将案由单一的上述案件纳入少年法庭的受案范

围而将复杂案由的案件剔出受案范围之内。但从

策略上看，伴随着少年法庭后续运转的日渐顺畅，

甚至伴随着少年法庭的日益壮大，那么也可以逐

渐尝试把所有监护、抚养、探视等纠纷均纳入少

年法庭的受案范围。所以，为了避免将少年审判

与家事审判的混同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少年司法理

念的专门化塑造、司法功能的战略性布局，应当

将离婚纠纷案件排除在少年法庭受案范围之外。 

基于此，笔者认为，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可以

做如下尝试：就刑事案件而言，可以最大化扩张，

即包括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 18 周岁

且人民法院立案时不满 20周岁的刑事案件；人民

法院立案时不满 22周岁的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强

奸、猥亵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杀害、伤害、

绑架、拐卖、虐待、遗弃等严重侵犯未成年人人身

权利的犯罪案件；上述刑事案件罪犯的减刑、假

释、暂予监外执行、撤销缓刑等刑罚执行变更类

案件；涉及未成年人，由少年法庭审理更为适宜

的其他刑事案件。就民事案件而言，可以更加务

实谨慎地划定范围，即包括涉及未成年人抚养、

监护、探望的案件，但不建议包含复杂案由的婚

姻家事纠纷案件；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未成年人

的人格权纠纷案件；侵权人为未成年人的侵权责

任纠纷案件，以及被侵权人为未成年人，由少年

法庭审理更为适宜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此处之

所以限定为“少年法庭审理更为事宜”是考虑交

通肇事导致的侵权案件数量过大，建议排除在外；

涉及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涉及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的其他民事案件。就行政案件而言，

主要是指当事人为未成年人的行政诉讼案件。以

江苏法院为例，专门机构全覆盖后，首先解决的

即是全省专门机构的职能统一问题。2021年 10月

25 日江苏省高院发布《关于统一全省法院少年庭

受案范围的通知》，明确将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

人人身权益被侵害等刑事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抚

养纠纷、监护权、探望权纠纷等民事案件、当事人

为未成年人的行政诉讼案件等统一交由少年庭审

理，同时明确涉及未成年人的延伸保护工作归口

少年庭负责，率先在全国实现全省域少年法庭职

能统一，这也为后续实体化运行的深入推进解决

了首要问题。 

（二）人员配置的新尝试 

就制度要求而言，新时代少年审判机构的专

门化建设，不仅要求实现少年审判机构所需的人

员配置上的专门化要求，即由专门团队或者专门

人员负责少年审判工作，也要求人员在司法综合

素养上满足专业化的标准，既能够实现综合审判，

还能够完成诸多延伸工作和其他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方面的工作。但就现实而言，目前各地法院都

面临“案多人少”压力，因此无论是独立建制的

少家庭或者综合庭亦或者挂靠在庭室的少年庭，

要专门抽调出 3 名员额法官组成一个专门合议庭

来负责少年案件审判工作以及未成年人权益的保

护工作，无疑是极为不现实的。 

重要的是转变思路，打破庭室壁垒，将有形和

无形的组织方式同时作为审判团队的组建方式。

具体而言，尽管各地法院的员额法官都处在“一

个萝卜一个坑”的状态，也尽管几乎每个法院的

审判业务部门都面临无人力可被腾挪的局面，但

要实现人员配置的目标，笔者认为现实且可行的

做法： 

首先，如果是在庭室挂牌少年案件审判机构

的，在无法抽调其他部门法官重新组成少年案件

专门审判团队的情况下，建议打破庭室壁垒，跨

部门组成少年案件审判专门团队。当然，专门团

队中起码要由一个刑事、一个民事法官及法官助

理、书记员组成。在团队中还要明确主次和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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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少家庭或挂牌少年案件审判机构统筹负责少

年案件审判工作、延伸工作及其他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 

其次，新设置的挂靠在刑庭的少年案件审判

机构，其虽然无专业的少年刑事法官，但由于这

类模式之前大都延续了刑庭指定专门人员负责少

年审判及相关工作，因此挂牌后仍然可由原来负

责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人员和团队继续负责。如

果此次机构挂牌在刑庭而刑庭人数又过少进而无

法组成专门团队的，则同样要打破庭室壁垒，允

许跨部门选派一名民事法官来组成专门的少年审

判专门团队，共同负责此项工作。有条件的法院

还可以聘请专门的社工、心理咨询师加入该专门

团队。但即便如此，团队的主体责任应明确归之

于专门机构的挂牌部门。 

最后，对于独立建制少家庭或者未成年人案

件综合审判庭的法院，则应当要求在少家庭内部

独立出专门的少年审判团队。为了确保该团队与

家事团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要求团队中至少由

固定的一名刑事、一名民事两名法官，再加上法

官助理、书记员共同组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少年审

判团队。这种团队组成的基本原理，就是避免出

现同一个法官既审理少年案件又审理家事案件，

同时最大可能避免再出现少家庭“全能法官”的

现象。 

（三）考核评价的专门化 

客观来说，绩效考核问题是最为复杂的。一方

面，每个法院及其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

最高人民法院在《意见》中虽然要求实行专门的

绩效考核，但如何“专门”地将审判延伸工作以

及其他相关工作纳入考核，并未给出具体办法。

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理念上也存在一定的冲突。

就目前而言，各地法院的绩效考核往往都是以

“案件量”为主要评价标准的，而少年法庭的工

作重心却不仅是“案子”而更应当是“孩子”。

因此，要想以制度化的方式激励少年法庭工作更

好发展，就要想方设法把围绕着“孩子”所开展

的各种工作，都尽可能地体现在“量”上。从各

地法院尤其是少年法庭的法官来看，他们对于工

作量考核实际上也有着现实性、多层次、复合化

的要求。这些要求之间不仅存在一定的冲突，而

且如何将这些要求体现在绩效考核之中也是一个

难点。 

的确，要通过绩效考核来科学地评价少年法

庭以及法官的工作业绩，进而提高法院以及法官

对少年法庭工作的积极性，同时提升此项工作在

法院内部及外部的双重认可度，在笔者看来，应

当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考核点及其内含的复杂

关系： 

一是如何将少年法官的工作，尤其是围绕着

“孩子”而不只是“案子”所开展的工作体现在

“量”上。笔者认为，从当前我国少年法庭工作

来看，少年法庭工作主要由三大块组成：1.少年

案件审理工作；2.案件审判延伸工作（心理疏导、

法庭教育、社会调查、社会观护、司法救助、回访

帮教、家庭教育等等）；3.其他综合工作（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未成年人保护协调工作、参与综合

治理工作等）。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内容决定了少

年法庭既不能简单以案件数量为考核方法，也不

能完全效仿综合部门考核办法。基于此，建议将

第 2、3项工作根据本地区考核办法进行相应案件

量的细化折算，然后与第 1 项案件量进行求和后

考核。当然，对于那些以案件审结绝对数量为考

核方法的法院，对少年法庭工作考核，可以在全

院平均考核标准的基础上直接打折，这也不失为

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无论如何，要秉持“给少年

法官做延伸工作和其他工作留出充足的精力和时

间”这一总的基本原则。 

二是如何提升此项工作在法院内部的认可度。

笔者认为，要适当加大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少年

法庭工作的考核力度。具体而言，不仅要加强省

一级法院对中级法院、中级法院对基层法院的考

核，而且要把这些考核都纳入到少年法庭工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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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整体工作中的体现中来进行。因为少年法庭

工作不仅仅是一项审判工作，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需加强各级法院，尤其是各级法院领导对此项工

作的重视。从实践来看，通过加强上级法院对下

级法院、人大及政府对法院少年法庭工作等纵向、

横向的考核，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以江苏法

院为例，少年法庭专门机构建设推进以后，江苏

高院专门增加了对各中院少年庭工作的考核，包

括对专门团队建设、综合审判职能、“两条龙”

机制建设等内容。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少年法庭

工作在法院内部的重要度和认可度，以考核促推

工作，使得各级法院要按照考核要求为少年庭配

备专门团队，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解决了人员配

置的问题。当然，这种横向与纵向考核成效的日

益累积，也能够促进少年法庭工作在法院整体工

作重要性的有效提升。 

三是如何提升此项工作在全社会的认可度。

我们要意识到，一个国家对儿童成长环境、权益

保护的重视程度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

文明发展程度。一直以来，少年法庭工作都被誉

为是一项“特殊的希望工程”。在少年法庭工作

开展的过程中，人民法院积极地探索回访帮教、

社会调查、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对我国儿童权

益保护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促进推动作用。新时代

开展少年审判机构专门化建设，一定要进一步加

强对少年法庭工作的创新发展。人民法院要继续

加大对儿童权益保护工作创新奖励，比如对于尚

未完善、尚未探索的诸多儿童权益司法保护问题；

要不断加大对少年法庭工作重要性的宣传力度，

促使全社会对此项工作的高度认可，进而反哺少

年法庭工作更深入开展，力促少年法庭“王者归

来”。 

五、结语 

当下中国少年司法改革虽然已经迈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有关少年法庭机构建设以及机构的实

体化运行尽管也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客观

地来说，一些改革的进一步措施仍然缺乏，深化

改革的空间仍然很大。与此同时，对于各地法院

来说，尽管有关少年法庭建设的框架性方案已经

拟定，各地少年法庭的专门化建设也已初具规模，

但少年法庭的运行效果如何，无疑还需要耐心观

察并整体评估。从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看，更重要

的是最高人民法院还需要根据框架性方案施行效

果，不断深入探索、持续完善少年法庭建设方案，

以期在此基础上从整体上为更系统性地推进少年

法庭建设的深入，为将来成立专门的少年法院做

好必要的准备。 

文章来源：《法律适用》2022 年第 6期 

谁动了贾母的“养老钱”？  

 ——《红楼梦》中的老年人财产保护问题 

2022-06-03  人民法院报 张宏伟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6/03/content_217622.htm?div=-1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之所以经久不

衰，就是因为它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无论何时何

地何人，总能在其中找到对应社会现实的例证。

著名作家王蒙在他的《王蒙陪读〈红楼梦〉》中说，

读《红楼梦》，就是以自己的经验去理解《红楼梦》

的经验，以《红楼梦》的经验去验证、补充、启迪

自己的经验。 

四月份开始的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目的就是要守护好老年人的“养老钱”，让

每一名老年人都安享晚年。笔者作为一名刑事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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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一名中国传统文学爱好者，在亲身参与此次

打击整治活动的同时，也从《红楼梦》中意外找到

了一个与“老年人财产保护”这个话题相关的

“案例”，那就是贾母的“养老钱”之争。 

荣国府中最有资格谈“老年人财产保护”这

个话题的，当属贾母。 

这位荣国府中辈分最长、威望最高的史老太

君，从嫁入贾家当儿媳妇，到自己都有了孙媳妇，

历经 60余载的积累，个人的“体己钱”（私房钱）

数额之巨，恐怕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首先，贾母在四大家族最兴盛时由金陵史家

嫁入贾家，聘礼陪嫁就是一笔常人难以想象的巨

资；其次，她掌管贾府经济事务多年，经手资金

“如流水一般”不计其数，个人所存当然也水涨

船高；再次，逢年过节、贾母过寿等重要日子，子

侄晚辈、亲王驸马或大小文武官员之家敬奉的礼

物多到她不想看，只说“改日闷了再瞧”；最后，

贾母每月在贾府的“月钱”收入、衣服首饰的定

期发放，单笔数额虽然不多，但聚沙成塔，历经 60

余载的积累，也有不少。 

粗粗一笔账算下来，贾母的“私房钱”数额，

恐怕是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数字。 

那么，对这么一笔贾母的“私房钱”（其实就

是“养老钱”），都有谁在打主意呢？ 

《红楼梦》中暴露此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事件，

就是第七十二回，贾琏与贾母的贴身丫鬟鸳鸯，

商议偷拿贾母的金银财物去当铺换银子。 

贾琏因为刚刚给贾母操办完八十大寿，手中

掌管的几千两银子都用尽了，但接下来还有几件

大事需要一笔不小数目的银子，“一时难以支

借”，于是便求鸳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

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

腾过去。” 

这件事最终办成了吗？当然办成了。因为后

来邢夫人还以告发此事相威胁，敲诈了贾琏二百

两银子。 

但这件事其实贾母自始至终都是知情的，因

为忠心耿耿的鸳鸯第一时间就禀告了她。只是贾

母“因怕孙男弟女多，这个也借，那个也要，到跟

前撒个娇儿，和谁要去，因此只装不知道。”此处

也可体会贾母的无奈之情。 

其实在书中，惦记贾母财产野心最大的人，是

她的大儿子贾赦。 

贾赦在《红楼梦》中，是一个为老不尊、贪财

好色的角色，他看上了母亲的贴身丫鬟鸳鸯，要

讨来做妾，无奈鸳鸯拼死不从，贾母又勃然大怒，

贾赦最终才作罢。一般读者都会认为贾赦娶鸳鸯

是因为好色，其实，贾赦背后更大的目的，是“贪

财”！ 

贪谁的财？当然是他母亲贾母那笔数额庞大

的“养老钱”。 

鸳鸯是谁？是自小跟随贾母身边的“家生女

儿”，是贾母最为信任器重的丫鬟。用贾母对儿

媳邢夫人的话来说，就是“留下他（鸳鸯）服侍我

几年，就比他（贾赦）日夜服侍我尽了孝的一般。” 

鸳鸯不但聪明伶俐，更是对贾母忠心耿耿。贾

母所有的私房钱，都是由鸳鸯来掌握管理。“有

了这么个人，便是媳妇和孙子媳妇有想不到的，

我也不得缺了，也没气可生了。” 

所以说贾赦哪里是娶鸳鸯，他是要娶一把打

开贾母财产保险柜的“钥匙”啊！ 

对于大儿子的这点伎俩，阅人无数的贾母怎

能不知，难怪她因此大怒：“我通共剩了这么一

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你们原来都是哄

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 

贾母年已八十有余，亲自管理自己的财产显

然不现实，而身边除了鸳鸯外，竟然再无可靠之

人，难怪一众子侄晚辈，都在以各种方式来“关

心”着老太太的“私房钱”。就连她最喜爱的

“凤丫头”王熙凤，都不止一次地拿贾母的“私

房钱”开玩笑，说老太太的钱多到“金的、银的、

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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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母的“私房钱”多，盯的人也不少，用的地

方更多。她不但承诺要给宠爱的宝玉、黛玉办婚

事（每人大概一万两），甚至愿意给儿子贾赦娶妾

花钱，“他要什么人，我这里有钱，叫他只管一万

八千的买去”，而且对贾琏等晚辈不时地偷拿偷

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尤其是在后四十回，贾

母不断地用自己的“私房钱”来弥补掩盖贾家败

落后的经济窘境，直至荣国府被抄，贾赦、贾珍被

革去世职，发往台站、海疆效力时，贾母把自己积

攒的最后一笔“私房钱”全部分配给了子侄孙辈

救急，只留下了一点“等我死了做结果我的使

用”。甚至在贾母去世后，就连仅存的几箱财物，

都被家贼何三引来的外盗一抢而空，落得个干干

净净、不留一文。 

家贼与外盗，共同觊觎着贾母这个老人的财

产，他们最终联手，掏空了贾母的“养老钱”。从

某个方面来讲，在充满隐喻与暗示的《红楼梦》中，

一家之主贾母“养老钱”的由多变少、从有变无，

正是荣国府这个鼎食之家由盛而衰的隐喻。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红楼梦》中的

这些故事细节，看出老年人财产保护中的一个困

境，即老年人普遍有一定财产积蓄，但他们对飞

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缺乏适应，自身精力体力欠缺

而又无人可依靠，加之有对晚辈的怜恤帮扶之心，

难免会引来各色人等以各种方式惦记着老人的

“养老钱”。 

从全国各地法院公布的涉养老诈骗典型案例

来看，犯罪分子或利用老年人对现代科技的陌生、

或利用老年人贪图小利的弱点、或利用老年人独

守空巢的孤独，层层编制陷阱诈骗老人钱财，最

终导致无数老年人损失了赖以养老的“保命钱”，

坑害了老人和家庭，扰乱了社会稳定，可谓良心

丧尽，祸国殃民。 

宗法制度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一块基石，尊崇

儒家思想，尊老、恤老的原则共同体现在不同历

史朝代的治国思想和法律制度中，是维护社会稳

定的一剂良药。 

西周婚姻制度中有休妻的“七去”“三不去”

原则。其中“七去”中的“不顺父母去”是指不

孝顺公婆的妻子可以被休掉；而为公婆服过丧尽

过孝的媳妇，属于“三不去”之一，不能休掉。 

南北朝时期《北齐律》的“重罪十条”，在隋

朝《开皇律》中被继承为“十恶”制度，《唐律》

又延续之，其中许多规定都与维护老年人权益有

关，比如“恶逆”和“不孝”等，且处罚极其严

厉。 

而中国古代法律原则中，对尊老、恤老思想体

现最为典型的，就是自《北魏律》而始的存留养亲

制度，即“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

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挞，

留养其亲，终者从流。不在原赦之例。”北魏之后，

唐宋元明清皆将存留养亲制度定于法典，直至清

末修律终止。 

可见，维护老年人地位与权益，直接关系到家

庭稳定，而这又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而言至

关重要，这项共识虽历经千年而依旧不变。 

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养

老问题日渐凸显，而随着少子化家庭的大量出现，

养老模式也从家庭养老过渡到家庭养老与社会化

养老并存。如何守护好老人的“养老钱”，成为

政策制定者、立法者以及执法司法者都将共同面

对的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养老事业，对老年人特别关心爱护。

此次为期六个月的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正是全国政法机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为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

有力举措。 

衷心希望，此次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成为开端，共同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在

全国范围内形成“保护每个老年人安享晚年，就

是保护每个家庭和谐幸福”的共识。 

（作者单位：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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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峥 邓宇 金晓丹 | 《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

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重点问题解读  

2022-06-06  人民司法 刘峥 邓宇 金晓丹 

https://mp.weixin.qq.com/s/lTybykTVlbGN5g_bl7-MOQ 

本文刊登于《人民司法》2022年第 16 期 

作者：刘峥 邓宇 金晓丹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目次 

一、深刻理解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

文书释法说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应遵循的

基本原则 

三 、准确把握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几个重点问题 

（一）关于基本定位 

（二）关于基本要求 

（三）关于事实认定 

（四）关于重点案件 

（五）关于运用情形 

（六）关于回应诉求 

（七）关于说理方法 

（八）关于配套机制 

（九）关于理解误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重要论述，指出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战略任务。 

2013年以来，中央先后印发《关于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相结合，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

道德基础。 

2015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印发《关于

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若干意见》《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关于在司法解释中

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

2023)》等文件。 

2020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两批人民法

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大典型民事案

例。 

2021年 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深入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

的指导意见》（法〔2021〕21号，以下简称《意

见》），全面规范了法官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释法说理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主要方法、重点

案件等，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

理中的教育、引导功能。 

2021年 1月 1日实施的民法典第一条开宗明

义指明，立法目的之一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强化规则意识，增强道德约束，倡导契约精神，

弘扬公序良俗。 

近年来，周强院长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讲话中多次强调，要

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司法断案

弘扬真善美，鞭笞丑恶假，引导社会成员增强公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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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意识、规则意识，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引

领社会风尚，努力创造符合时代精神、满足人民

企盼、引领规则导向的伟大判决。 

近期，为全面了解各级人民法院运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总体情况，发现存在的

问题，有力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深入推进此项工作，

我们就此项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 

据调研统计，2016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释法说理的案件共计 85.75 万件，年均增长

率达 24.3%，广布于民间借贷、买卖合同、人身损

害赔偿等 132 类民事案件，公正、法治、自由、

平等、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有效弘扬

和普遍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法官裁

判民事纠纷的重要指引。 

同时我们也发现，各级法院在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过程中仍存在一

些困惑和问题，为便于各级人民法院正确理解、

准确落实《意见》要求，应当注重把握好 3 个方

面问题。 

一、深刻理解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

文书释法说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

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

基本特征。近年来，中央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

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

个方面。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

释法说理，规范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是人民法

院增强司法裁判公信力和透明度的重要举措。裁

判文书是法院代表国家宣示法律决定并证明其合

法、公正的法律文件，是审判过程的有效载体，是

司法活动的最终成果。在现代社会，法院的裁判

文书具有宣示、证成以及教育功能，法官需要在

裁判文书中证明自己的决定合法、正当。法官审

理案件依法具有自由裁量权，但这一权力并不是

专断、任意的，正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指出的：

“一个法治国家的观念包含着，法官的判决绝不

是产生于某个任意的无预见的决定，而是产生于

对整个情况的公正的权衡。”《意见》指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法官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

的重要指引，特别是在民商事案件无规范性法律

文件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情形下，法官应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以最相类似的法律规

定作为裁判依据。在无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的情

况下，法官应依据立法精神、立法目的以及法律

原则作出司法裁判，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运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上述规范性要求不

仅为法官行使裁量权提供了有力指引，也为法官

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有效监督，法官不能肆意

妄为，而必须依照相关顺次找到裁判依据，且其

裁判结果必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

释法说理，有效回应群众诉求，是提升人民群众

对法院审判工作接受度和满意度的关键环节。坚

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努力为人民群

众提供高质量的司法保障和服务，是人民法院义

不容辞的使命和担当。当前，人民群众对公平正

义的期盼越来越高，对人民法院司法能力水平提

出了更高要求。人民群众不仅要求裁判过程公开

透明，裁判结果公正准确，而且要求释法说理逻

辑清晰、通俗易懂，将法理、事理、情理有机结合。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是否恰当、充分、透彻，直接关

涉到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透明度，关涉到人民群

众对司法裁判的接受度和满意度。法官在裁判文

书中向当事人、律师以及社会公众说明在审案件

的事实认定理由、法律适用依据和过程、案件事

实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合理关联，一方面可以帮助

自己把判决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和法律基础之上，

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当事人、律师等群体了解法官

的裁判进路和考量依据，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裁

判结果，不折不扣地执行裁判文书。社会主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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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是全体人民在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

数”，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

书释法说理，用简洁明快、通俗易懂的语言释明

法理、讲明情理，用人民群众接受、认可的方式释

法说理，可以进一步增进人民群众对司法裁判的

法律认同和情感认同。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

释法说理，将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有机结合，是

人民法院践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

要求。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

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法律和道德共同规

范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法律的有效实施依

赖道德的支持，道德的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的约束。

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

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的制度支

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

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

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

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人民法院在司法裁判中

也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审判执行的各

个环节，在司法裁判中深入阐释法律法规所体现

的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

为人民群众在实施见义勇为、正当防卫以及维护

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时，在遇到“扶不扶”“劝

不劝”“管不管”等法律和道德难题时，亮明立

场，辨明方向，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

让群众有温暖、有遵循、有保障。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

释法说理，以公正司法引领社会公正，是人民法

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

径。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于社会公

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

致命破坏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印发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

设的指导意见》等，要求人民法院“用司法公正

引领社会公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法

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年）》也提出，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用法律

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自觉性。《意见》要求人民法院对于裁判结果

有价值引领导向、行为规范意义的案件，应当强

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使符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倡导和鼓励，违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和惩处，促

进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

团结在一起，确保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司法政

策、裁判规则发挥价值引领功能，促进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

护稳定。 

二、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应遵循的

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依法裁判。司法裁判必须遵循司法

活动的基本原则，同时必须遵循审判活动的特有

原则。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法律规定是司法裁判的依据。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集中体现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是对社会自由、平等

和公正的确认，也是对社会主体自由、平等、公正

价值需求的维护和实现。在司法裁判中，严格依

法办事、尊崇法治精神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按照中央下发的相关

文件精神，《意见》相关规定坚持符合司法规律，

避免引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替代或者优先

法律进行司法裁判”的误读和疑虑，突出强调

“法官在法律框架内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

法说理”这一基本定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落脚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进一步理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律规则的内在统一关系。

如《意见》第 1 条明确规定“忠于宪法法律，深

入阐释法律法规所体现的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

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第 5 条规定突出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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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规，即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先行释明法律规

定，再结合法律原意，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进一步释法说理，以强调司法裁判的稳定性、权

威性和人民群众的可接受度。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在书面、实地调研的基础

上，我们查阅了大量典型案例，深入听取一线法

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梳理出司法实践中较

为突出和亟待解决的 3 个问题。第一，理解差异

化。部分法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律规定

的功能定位理解不统一，有的法官没有从根本上

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

功能。同时，在具体运用中缺乏统一规范，有的法

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替法律规定进行释法

说理，有的法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作为

裁判依据，有的法官则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能作为释法说理的依据，等等。第二，运用随意

化。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法官不了解在哪些案件

中应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示范作用，

制约了司法裁判在传播社会正能量、引领社会新

秩序方面的作用发挥。在同类案件中，各地在运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方式、方法、

内容、重点等方面差异较大，法官运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随意性、随机性较大，导

致社会公众对裁判结果的预期降低，影响了社会

公众对裁判结果的信任。第三，说理简单化。我们

通过调研发现，各地在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释法说理中，由于说理简单化、模板化、碎片化，

导致说理重点不突出、说理方式随意、说理效果

不佳等问题。《意见》以解决上述问题为基本导向，

对释法说理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主要方法、案

件范围、适用情形等作出规范。 

三是坚持统筹推进。第一,保持与前期印发文

件的口径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加强

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意见》为人民法院裁

判文书释法说理提供了基本指引，《意见》作为该

文件的细化和延伸，其基本要求与之保持一致和

稳定，并进一步深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

法说理的方式方法。第二，注意与相关改革措施

的配套衔接。裁判文书说理改革涉及不同诉讼领

域、众多文书种类、系列配套机制建设等方方面

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可以说是司法改革项目中

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加之运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释法说理尚未形成较为成熟、可行的经验

总结，为此，我们将此项改革与审判权力制约监

督机制、类案统一机制、案例指导制度等改革统

筹推进、系统集成，形成制度合力，促进协同发力。

第三，强化对各级法院统筹落实的分类指导。从

司法实践出发，《意见》授权各级人民法院结合实

际制定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执行等裁判

文书释法说理的实施细则，细化裁判指引，加强

监督指导。 

三 、准确把握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几个重点问题 

（一）关于基本定位 

《意见》要解决如何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释法说理这一基本问题，就需要先厘清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与法律的逻辑关联。只有准确界定

这一问题，才能正确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

法说理。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具有规范效力

和强制约束力，必须入法入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国家的共同价值，是法治建设的道德基础，

其本身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并没有强制效力。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坚持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相结合，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法律政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

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通过在法律政策、司

法裁判中不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

精神，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2018年 3月 11日，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

修正案，将“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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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宪法第二十四条，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法律政策的根本法源。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律共同规范

社会行为，传导价值取向。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

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作为一种原则性的规范，

不可能把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全面涵盖，一些法

律无法涉及的领域也不能仅仅依靠道德来接管，

而是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鲜明价值导向、弘扬

美德义行，把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体现到立法、执

法、司法、守法之中，推动法律和道德在社会治理

中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发挥两者维护社会秩序

和引领社会风尚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法宗旨，也是

理解和适用法律的指引。民法典将“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宗旨之一写入其中，《关

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 2 条也规

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

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

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

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除外。”可以说，民法典从基本原则到制

度规范、具体规则，通篇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了民法典

的精神灵魂。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属性以及与

法律的逻辑关联，《意见》将“法官在法律框架内

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作为基本定

位，要求人民法院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

结合的基本原则下，积极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指导审判活动，严格依照民法典条文精神内涵，

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在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中厘

清争点，亮明观点。 

（二）关于基本要求 

《意见》第 2 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司

法裁判中的功能定位为出发点，对人民法院如何

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提出了总体要

求，可分为 3个层面。 

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要指引，正

确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充分发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裁判指引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高度融合、内在统一，

法官在理解、解释法律以及适用法律时，必须以

立法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确定裁

判依据，准确适用法律。 

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要标准，检

验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行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规范裁判功能。如《意见》第 5 条

就明确规定，民商事案件无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

裁判直接依据的，除了可以适用习惯以外，法官

还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以最相类

似的法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以监督制约法官合

理行使自由裁量权。 

三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要考量，平

衡司法裁判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导功能。

《意见》要求，对于裁判结果有价值引领导向、行

为规范意义的案件，法官应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切实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

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规范、评价、教育、引领等功

能，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 

（三）关于事实认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可以用于案件事实

认定中呢？从司法实践看，有时我们确需运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事实认定，如对于是否构

成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的认定。但是，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更多是以证

据标准、事实要件等客观因素作为判断标准。因

此，《意见》并未排除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

行事实认定的情形，但是将规范的重点放在法官

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定裁判依据、准确适

用法律上。如《意见》第 2 条规定“社会主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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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应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

指引，检验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行使的重要标准，

确保准确认定事实”；第 3 条、第 5 条至第 7 条

则进一步规范法官如何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确定裁判依据、准确法律适用、说明裁判理由。 

（四）关于重点案件 

针对司法实践中一些法官不知道哪些案件应

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问题，

结合中央相关文件精神和部分典型案例，综合考

量社会关注度、争议度、案件主体以及是否存在

道德评价、具有行为规范和价值引领导向等因素，

《意见》第 4 条确定了 6 类应强化释法说理的重

点案件。在确定重点案件时，我们主要考虑到这 6

类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高、影响较大，对于社会风

气和社会秩序的型构具有较为明显的引导作用，

且在法律解释中可以上升到价值观念、道德规范

层面，更加有利于在司法个案中实现法律效果与

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具体包括涉及国家利益、

重大公共利益，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涉及疫情

防控、抢险救灾、英烈保护、见义勇为等，可能引

发社会道德评价的案件；涉及新情况、新问题，需

要法官对法律规定、司法政策等进行深入阐释，

引导社会风气、价值导向的案件等。针对上述 6类

案件，由于具体案情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意见》

倡导性地要求法官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释法说理，给法官在多元价值评判、复杂利益平

衡裁量以及核心价值观培育、引领、践行等方面

提供释法说理指引，预留了以小案例讲述大道理

的空间。 

（五）关于运用情形 

在司法裁判中，明确案件范围以后，就涉及在

哪些情形中需要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

理，有必要作出细分。《意见》第 5 至 7 条以法

律规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关联为切入

点，分 3 种情形释法说理，为法官提供相对明确

的实践指引，解决法官“不会用”的问题。 

一是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依据的案件。

在此类案件裁判中，法官应结合案情，首先挖掘

法律规定本身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

在要求，找到法律规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关联点。在释法说理时，法官应先行释明规范性

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再结合法律原意，运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明晰法律内涵、阐明立

法目的、论述裁判理由，使得法律规定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相得益彰，形成合力。 

二是无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

案件。《意见》第 6 条在严格遵循“法官在法律

框架内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这一

基本定位的基础上，以“法律—习惯—法律原则”

为适用顺序，提出法官可以采用类推适用的方法

确定裁判依据，并分两个层面予以规定。 

第一个层面，在民商事案件无规范性法律文

件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情况下，根据民法典第十

条“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

违背公序良俗”的规定，《意见》提出，法官除了

可以适用习惯以外，还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指引，以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 

第二个层面，在无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作为

裁判依据的情况下，法官应当根据立法精神、立

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等作出司法裁判，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可以作为阐述裁判依据和裁判理由的重

要因素。这一规定，再次凸显了司法裁判法定性

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成为帮助法

官发现裁判依据、证成裁判理由的利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条类推适用的规定将

案件范围仅限定为民商事案件，主要考量以下 4

方面的因素： 

第一，与已印发的规范性文件保持统一。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

书释法说理的意见》第 7 条将类推适用的案件范

围限定在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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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商事案件的审判特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符合契，与民

法的平等、诚信、公序良俗等原则息息相通。民法

典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目的

之一。相较其他类型的审判工作，民事审判更加

重视个案中的社会伦理评价，是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第三，刑事案件罪刑法定的审判原则。刑法第

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

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在刑事审判领域，类推适用等

于将刑法规范适用于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不仅会

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侵害，也会使社会公众无法根

据刑法规范预判行为性质。因此，刑事审判禁止

类推适用； 

第四，行政案件原则上排除类推适用的原则。

在行政法领域，依法行政强调行政权力行使方式

的法定性，即确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要严格依据

法律规定。虽然，近年来，行政审判领域中也出现

了类推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现象，但是其适用程

序和条件均有严格的限制。考虑到行政案件类推

适用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要求较高，为避免出

现滥用自由裁量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

《意见》并未将行政案件纳入类推适用的范围。 

三是涉及多种价值取向的案件。随着改革开

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不断

多元多样多变，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在多元价值

评判、复杂利益平衡以及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引领

方面仍面临很多挑战。一些案件并没有明确、直

接的法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法官经常要在同一

案件中对不同价值取向进行权衡和取舍。如在

“泸州二奶案”中，涉及意思自治、公序良俗等

价值判断，在“狼牙山五壮士案”中，涉及言论

自由、英烈保护等价值判断，等等。法官如何判断

适用于案情的价值位阶？如何划分优先级？《意

见》提出，法官应当依据立法精神、法律原则、法

律规定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判断、权衡

和选择，确定适用于个案的价值取向，并在裁判

文书中详细阐明依据及其理由。 

（六）关于回应诉求 

随着公民道德意识和文化水平的不断进步，

在司法实践中，诉讼主体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作为诉辩理由的情形时有发生，部分法官或默

不回应，或不知所措。为让人民群众获得良好的

司法体验，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有效指

引法官积极应对，《意见》第 8 条规定，诉讼主

体在诉讼文书中或者在庭审中援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作为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用

口头反馈、庭审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属于本意

见第 4 条规定的重点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

判文书中明确予以回应。 

（七）关于说理方法 

为了指引、规范法官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解释法律，提高广大法官运用核心价值观释法

说理的能力水平，解决“精准用”的问题，《意见》

第 3 条规定了释法说理的基本方法，即坚持以事

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释法说理时，应当针

对争议焦点，根据庭审举证、质证、法庭辩论以及

法律调查等情况，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

点说明裁判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过程和理由。

此规定既是对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

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意见》的延续，

也是对法官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

总体指引。《意见》第 9 条总结归纳了司法实践

和法学界普遍采用和认同的 4种解释方法。 

一是文义解释方法。法律是高度概括和抽象

的，法律语言也不同于日常语言。文义解释要求

解释者根据法律条文的含义进行分析，说明其内

容，是一种最古老也最为基础的解释方法。《意见》

要求法官充分运用文义解释的方法，准确解读法

律规定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

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案中的内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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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具体语境，以避免部分裁判文书脱离具体案

情，简单使用“符合或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等表述。 

二是体系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是指将被解释

的法律规范放在整部法律中，乃至整个法律体系

中，联系此规范与其他规范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

律。《意见》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

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统一关系为出发点，进一步

要求法官将法律规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联

系起来，找到两者的关联点，全面系统分析法律

规定的内涵，并在司法裁判中以释法说理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三是目的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要求解释

者按照立法精神，根据具体案件，从逻辑上进行

解释。《意见》提出，法官应以社会发展方向以及

立法目的为出发点，使释法说理与立法目的、法

律精神保持一致。 

四是历史解释方法。历史解释是指对法律规

范产生、修改或废止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

史条件的研究作出说明，同时将新的法律规范同

以往同类法律进行对照、比较，以阐明法律的意

义。从这一角度说，司法裁判不仅是法治进程的

见证者，更是法治进程的推动者。《意见》从历史

解释的基本要求出发，要求法官结合现阶段社会

发展水平，合理判断、有效平衡司法裁判的政治

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引领社会未来发展

方向。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 4 种解释方法作为司法

实践中采用频率较高的解释方法，以不同的考量

因素和视角为出发点，具有不同的解释要求和解

释功能，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合并使用的。根据理

论界和实务界的基本共识，法官在运用上述解释

方法的时候，一般遵循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

的解释—历史解释的位阶顺序，但也可以根据个

案情况进行调整。 

（八）关于配套机制 

为推动《意见》有效落地，与其他改革措施协

同配合，《意见》制定了以下配套机制： 

一是案件识别机制。《意见》第 11条要求探

索建立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

案件识别机制，立案部门、审判部门以及院长、庭

长等应当加强对案件诉讼主体、诉讼请求等要素

的审查，及时识别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释法说理的重点案件，并与审判权力制约监督机

制有机衔接，以便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及时提示、

引导法官积极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 

二是类案统一机制。《意见》第 12条要求法

官积极通过类案检索等制度，统一法律适用，确

保同类案件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

一致性，进一步增强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和公信

力。  

三是审判监督管理机制。为与其他审判监督

管理机制有效配合、协同发力，《意见》第 13条

规定，对于本意见第 4 条规定的案件，根据审判

管理相关规定，需要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判委

员会讨论的，法官应当重点说明运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意见。 

四是业务培训机制。《意见》第 14条要求各

级人民法院定期组织开展法官业务培训，坚持学

习法律知识、业务技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

重，增强法官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

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不断提升法官释法说理的能

力水平。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发布的民法典、刑事

诉讼法等系列司法解释，不少内容已经充分体现

了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在培训过程中，要结合民

法典贯彻实施工作，积极指引广大法官敢用、会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注重在司法裁

判中体现鲜明价值导向。 

五是文书反馈及改进机制。为切实了解人民

群众对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意见建议，有效提升

法官释法说理的能力水平，将这项工作做实、做

深，《意见》第 15条提出建立裁判文书的反馈以

及改进机制，依托人民法院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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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信平台、12368诉讼服务热线、中国应用法学数

字化服务系统、院长信箱等途径，认真收集、倾听

社会公众对裁判文书的意见建议，探索运用大数

据进行统筹分析，最大程度了解社会公众对裁判

文书的反馈意见，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六是完善考评激励机制。《意见》第 16条提

出，充分发挥优秀裁判文书的示范引领作用，完

善优秀裁判文书考评激励机制，积极组织开展

“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优秀裁判文

书”评选工作，评选结果应当作为法官业绩考评

的重要参考。最高人民法院也将充分依托理论研

究和课题调研的优秀成果，定期发布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以及优秀说理裁判文书

等，加强对下指导，提供裁判指引。 

（九）关于理解误区 

我们发现，部分法院在贯彻落实《意见》过程

中在政策理解方面，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与法律规范的关系定位方面，出现了一些理解

偏差，直接影响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

理的成效。我们总结了以下 3 种可能出现的理解

误区，以帮助各级人民法院及时发现、纠正偏差，

精准、有效落实此项工作。 

误区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替代法律

作为裁判依据 

部分法官认为，以前我们只用法律说理，现在

《意见》要求人民法院积极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释法说理，那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同于法律规范。这种理解是非常片面，也是十分

危险的。我们说，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

说理，亦即法官可以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

释法律依据、说明审判理由、证成裁判结果。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说理依据，可以帮助法

官更好地理解法律规范、说明裁判理由，帮助公

众更易理解裁判结果，但是却并不能与法律规范

等同。法律规范是经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的，

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但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和执行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在入法入规后，才对社会

公众具有强制约束力。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可以作为裁判依据吗？《意见》第 5 至 7 条给予

了明确回答。简言之，即是案件有法律规范应以

法律规范为裁判依据，无法律规范作为直接裁判

依据，应以习惯、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立法精神、

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作为裁判依据，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可以作为理解、寻找法律规范的指引，

可以作为裁判说理依据，但并不能作为裁判依据。 

误区二：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

等于司法道德泛化 

部分法官认为，司法裁判必须并且只能依据

法律规范，即遵循严格的“法律规范主义”，拒

绝在法律之外寻求裁判的理由。他们认为，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类道德层面的要求运用到司

法裁判中即是司法的道德泛化，是以道德审判代

替法律，是道德对法律的挟持。那么，在司法实践

中，面对复杂变幻的案件事实，法官真的能只作

为“自动售货机”的角色，任何案件投置于其中

便可以从另一端输出判决结果吗？法官仅依据法

律而不问世事作出的裁判真的是公正，并符合民

意的吗？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真的

是道德绑架法律吗？这些问题的背后隐含着对法

律与道德关系的深刻判断，牵涉着“相对于道德

价值而言法律是如何被理解的”这样一个难题。

持上述认识的法官很明显陷入了法律的概念“天

堂”，“法律心智从整体上看一直在耗尽心力地

思考法律本身，但却满足于对法律与之相关且与

之区分的那个东西（道德）不闻不问”。他们希望

从现成的规则那里寻找安全感，相信只要遵照规

则的指示行事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行为风险，

但是这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却格格不入，无法

解决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道德失范的问题。在佛

山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中，社

会公众表现出了对当下社会道德境况的深深忧虑。

司法裁判不应、也不能仅仅依据法律规范作出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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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特别是在法律与伦理、法律与道德相互交织

的疑难案件中，裁判的考量必须综合分析政治效

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达到三者的有机统一，

达到法、理、情的有机融合。这也正是我们在推进

依法治国方略下，强调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原因

所在。法律的实施需要道德的有力支持，道德水

平的提高会增强人们的守法意识，使人们更加自

觉地严格遵守法律规定。 

误区三：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

是博眼球的政策导向 

部分法官认为，面对繁重的审判工作压力，要

求法官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是审判

工作的负担，是博眼球、画蛇添足的做法。这样的

思想在一线法官中似不少见。这也是我们在此文

第一部分，花大量笔墨阐述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释法说理重大意义的原因所在。如果法官仅

仅将眼光局限在“案结”，而不是“事了”，把

办案理解为“机械化的流水线”，而不是“社会

治理的贡献者”，把裁判结果视为“个体影响”，

而不是“群体效应”，把裁判过程视为“法律套

用”，而不是“规则引领”，那运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确似可有可无。但是，我们必

须正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司法裁判的多重功

能，即价值引导功能、社会秩序型构功能、教育功

能等。司法裁判通过对事实认定和法律关系等的

判定，向社会提供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的评判

标准，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司法裁判，弘扬真善美、

鞭笞假丑恶，影响、引导、塑造人的价值观、人生

观、道德观和荣辱观。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

释法说理是人民法院一贯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

风尚的重要举措。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依法治国

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正确理解和深刻认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

切实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规

范、评价、教育、引领等功能。 

编者注：为方便阅读，已隐去注释，如需引用，请查看纸

版杂志原文。 

清官能断家务事 

2022-06-10 豫法阳光 

https://mp.weixin.qq.com/s/rXHa38RdJ63gwW-24KRwDw 

家长里短、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看似一目

了然，实则琐碎复杂，天理国法人情交织在当事

人怨愤哀痛的倾诉和针锋相对的争执中，“清官

难断家务事”并非一句空话。而这样的案子，李

玉香已经办了 5000多起，涉及单位 800多个、家

庭 6000多户、金额上亿元。越是疑案、难案、缠

案、陈案，她越是敢于迎难而上。  

李玉香，现任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劳

动者权益保护审判庭副庭长，河南省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今年是她参加工作的第 35个年头。 

在李玉香的调解室，当事人往往来时横眉冷

对、剑拔弩张；走时谈笑风生、同车而行。许多疑

难杂症调解成功，无数冤家对头握手言和，甚至

有外省的群众慕名而来，点名向李玉香求助解决

自家的烦心事儿。有当事人评价李玉香有“化矛

盾于无形，化坚冰为真情”的能力，她却认为：

“我没有啥特别的本事，就觉得家事审判不是简

单的你输我赢，也不是黑白分明的谁对谁错，要

多调解，少敲法槌。” 

1.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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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把南太行最秀美的景色留给了河南焦

作，也让这里的道路崎岖难行。在 3000多年前武

王伐纣的古道边，1965年 11月，李玉香就出生在

这里的一个小山村——庙河村。年幼时贫穷的生

活让李玉香记忆犹新，大字不识的父母靠在贫瘠

的土地上劳作养活了兄妹七个。为了贴补家里生

活，从七八岁开始，李玉香就光着脚上树摘核桃、

采柿子，背着小筐拾煤核。 

“如果不是村里老乡的帮助，我们兄妹七个

不一定能都活下来。”艰难的生活磨练了李玉香

坚强不服输的性格，同时让她从小就拥有了一颗

感恩的心，坚定了长大之后为老百姓服务的信念。 

1987年，李玉香到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

院工作。“那时候，人的法治意识并不太强，法院

的工资也不太高。”李玉香回忆道。守着清贫的

日子，李玉香像一块永不满足的海绵，吸收着、成

长着。每逢有新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出台，李

玉香都第一时间学习研读。无论是庭审、合议，还

是调查取证的路上，她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

业务能力，抽屉里 100 多本笔记记录了她对工作

的热爱与执着。 

“我开始独立办案的时候，正好遇到我国经

济社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新旧体制、意识观念

都在碰撞，诉讼案件开始激增。”兵来将挡，水来

土掩，李玉香按部就班地审理着承办的案件。可

慢慢地，她开始觉得自己的工作哪里有点不对劲

了：“我的案子审完了，判决书下达了，一出法院

门，我的工作是干完了，但打官司双方的矛盾或

许还摆在那儿。” 

她曾承办过一起赡养案，老人含辛茹苦养大

的 4 个儿女没有一个愿意赡养照顾老人。李玉香

审理判决后很长一段时间，老人又找到她：4个子

女还在相互吵闹指责，老人的生活没有得到一点

改善，还住在快要倒塌的老房子里，一天只能吃

一顿饭。“那个老人长得特别像我们村的一位大

娘，那位大娘还周济过我们家。我就想，如果是那

位大娘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李玉香开始

思考，该怎么当好一名法官。 

2. 

“群众到法院打官司，不是为了拿到一纸判

决，他们需要的是有人能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调解结案，真正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做起来并不容易。 

老何的女儿被单位开除，因信不过别人，选择

自己代理案件跟企业打官司，结果从仲裁、起诉、

上诉、发回重审，9年下来，老何还是没有服判息

诉。李玉香分到重审案件后，首先登门拜访老何，

聊案件、聊生活。老何有情绪，经常给她吃“闭门

羹”。李玉香并没有因此灰心，她另辟蹊径，老何

不开门，就在门上留条、留电话，用这种方式表达

着自己的坚持。倔强的老何终于意识到，法院是

来帮他解决问题的，终于说出了心里话：“法院

不支持我的全部诉求，我该怎么向女儿交代啊！”

李玉香一次又一次向老何释法明理，最终案件调

解成功，老何当场深深地给李玉香鞠了一躬。 

多年后，李玉香到老何的社区做普法宣传，听

说老何去世了，赶忙给老何的孩子打电话。“李

法官，谢谢你打来电话。我爸爸去世前还念叨过

你，说你的案子办得好，让我们全家都不能忘……

我一定听你的话，好好孝敬母亲！”电话里传来

的暖心话语，让李玉香更加坚定信心，要做一个

真正化解群众矛盾的法官。 

3. 

彼时尚且年轻的李玉香开始更多地选择用调

解方式实现案结事了，她开始明白：“对于民事

案件来说，依法作出判决是法官守护公平正义的

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 

1994 年，王某和王屯村委签订了一份 30 亩

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为 10 年。1999年，王

屯村委会将未到期的 30亩土地收回，重新给了王

某 5亩地耕种。2006年，王屯村委会新班子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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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要求王某返还耕种的 5亩土地，理由是：1999

年至 2006年期间，王某重新耕种的 5亩地未向村

委会缴纳承包费。王某觉得是村委会违约在先，

不交承包费是对自己损失的补偿。如果村委会坚

持收回土地，自己就以死相拼。王屯村新村委会

认为和王某产生纠纷的是上届村委会，和自己没

有关系。双方就这样顶上了牛，互不相让。 

李玉香意识到，这是一场原被告谁也不服输

的诉讼，下达判决书的那天，将会是双方矛盾升

级的开始。李玉香没有开庭审案，她到村里分别

和村委负责人、王某进行沟通，走访周边群众，查

看争议土地，然后综合施策，分头释法析理。最终，

剑拔弩张的双方听取了李玉香的意见，达成调解

协议：新村委会再给予王某 3 年耕种年限，不收

取承包费；到期后王某无条件将土地交给王屯村

委会。一场潜在的冲突隐患就这样因调解被无声

消除了，充满生机的土地种下的是丰收的庄稼，

而不是对抗和仇恨的种子。 

在长期的调解过程中，李玉香“五心工作法”

和“调解 20法”逐渐形成和完善，被省高院推广。

现在，“五心工作法”和“调解 20法”已经成为

焦作法院培训选拔家事法官的必学教材和指导家

事调解工作的圭臬。 

4. 

参加工作 35年来，李玉香以千锤百炼、精雕

细琢的工匠精神投入到审判工作中。经她调解，

即将分道扬镳的夫妻破镜重圆，互不往来的亲属

重归于好，濒临破裂的家庭修复亲情。焦作中院

的李玉香家事审判工作室先后被评为全国维护妇

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全国法院家事审判工作先

进集体。 

2016年之前，李玉香已经荣誉等身：全国先

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法官、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

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全国模范法官、全国“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十八大党代表……2016 年，

51岁的李玉香承担起引导推动全市法院家事审判

机制和制度改革的担子，在守成的年纪开启了新

征程。她先后推动在全市成立了 43个家事调解工

作站，组织调解员、志愿者倾情化解家事矛盾，家

事案件大幅降低。 

看着李玉香超常规、超体力的付出，他的爱人不

止一次劝过她：“50 多岁的人了，不能太拼

了。”她笑着说：“我再撑两年，等年轻人顶上

来，我就能喘口气了。”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

有的只是细水流长的奉献，没有跌宕起伏的传

奇，却满是烟火人间的情怀，李玉香仿如墙角默

默盛放的玉兰，将芳香随和风送入万家。（赵栋

梁、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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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权，只能“望”不能“留”吗？ 

2022-06-08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D80qiz32j0jVMeFZDfkqng 

父母离异后，爸爸想把女儿定期带回家相处，

可妈妈不放心，只让“看”女儿。一方要求逗留式

探望，一方要求看望式探望，探望权到底该如何

行使？ 

因探望孩子方式起纠纷 爸爸起诉要求逗留式探

望 

陈先生和张女士于 2018 年 11 月登记结婚，

婚后生育女儿小潼。2020 年 10 月，二人办理离

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小潼归母亲张

女士携带抚养，陈先生享有探视的权利，每周可

与女儿相处 1 天，女儿满 9 周岁可偶尔与陈先生

生活 2 至 3 天，寒暑假可延长 5 至 7 天，张女士

有协助义务。 

没过多久，双方因探望权履行的具体时间和

方式发生争议，陈先生因此诉至法院。陈先生认

为，张女士剥夺了他与女儿相处的权利，对女儿

的身心健康成长极为不利。虽然二人离婚，但是

他希望并请求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女儿相处，给

予女儿应有的关怀与教育，使女儿能够健康快乐

成长。 

妈妈有担忧 要求看望式探望 

张女士称，陈先生曾将女儿单独带走，此后女

儿的作息规律完全被打乱，回家后出现不同程度

的腹泻和绿便现象，还经常半夜哭闹不肯入睡。  

张女士认为，3岁内的孩子适宜探望性探视，

陈先生及其家人可到张女士家中探视。张女士请

求：在女儿三周岁以前不能由陈先生单独带出，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单独带出，必须张女士同意且

在场。疫情期间，请求酌情减少陈先生探视的次

数，将探视周期改为半个月一次。 

裁判结果 

陈先生每月探望婚生女儿小潼四次；探望在

每周周六上午 10 时至下午 18 时进行，其中两次

由陈先生到张女士家中探望，其余两次由陈先生

在周六上午 10 时从张女士住处单独接走女儿小

潼，下午 18时前将女儿小潼送回张女士住处；两

种探望方式轮流使用。 

该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本案是探望权纠纷，探望权的意义在于保证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能够定期与子女团

聚，有利于弥合家庭解体给父母子女之间造成的

感情伤害，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现实生活中，一般可分为看望式探望和逗留

式探望。看望式探望是指非抚养一方父或母以看

望的方式探望子女。而逗留式探望在约定或判决

确定的探望时间内，由探望人领走并按时送回被

探望子女。两种探望方式各有其优点和缺点。 

本案是探望权纠纷，探望权的意义在于保证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能够定期与子女团

聚，有利于弥合家庭解体给父母子女之间造成的

感情伤害，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现实生活中，一般可分为看望式探望和逗留

式探望。看望式探望是指非抚养一方父或母以看

望的方式探望子女。而逗留式探望在约定或判决

确定的探望时间内，由探望人领走并按时送回被

探望子女。两种探望方式各有其优点和缺点。 

法官说法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陈俊薇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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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

条是我国探望权制度的核心内容。探望权基于血

缘关系产生，往往要更多地考虑家庭成员之间的

情感关系，不宜作过多干预，因此我国探望权制

度只有相对原则性的规定。因法律对探望权具体

包含哪些内容没有十分明确具体的规定，当事人

在协商探望权时往往对权利界限、范围等出现不

同理解，比如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是否可以和

子女短暂居住，一方携带子女外出时另一方是否

可以在场等，因理解不同，易激发矛盾。 

审查探望权案件时，法院通常会结合双方的

实际情况，例如居住环境、工作时间等情况选择

看望式探望和逗留式探望的适用。无论哪种方式，

直接携带子女的一方都负有协助另一方探望的义

务。 

该义务内容包括： 

第一，除危害子女利益外，探望权人的探望行

为不应受到阻碍，对子女主动要求探望的，应该

积极联系、配合； 

第二，不得向未成年子女灌输错误思想，影响

另一方父母的形象，破坏其与子女之间的和睦关

系； 

第三，引导未成年子女正确面对探望问题，营

造和谐的亲子氛围，使子女能与不直接携带自己

的一方愉悦、平和的相处，从而实现探望权立法

的目的。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六条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

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

助的义务。 

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

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

应当恢复探望。 

10 万元！执行中意外发现一笔离异夫妻关系存续期存款，法院如何处

理？ 

2022-06-08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O0jLq2Cdf0fE4EdZ8-NcUQ 

10 年前，妻子携款离家出走，2 年多翘首期

盼，没有等来妻子回心转意， 

起诉离婚得到支持。 

2021年 4月，因为孩子抚养费问题，他向法

院提起诉讼，申请执行中，发现了一笔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的存款，法院会如何处理？一起来看。 

案情回顾 

老张与妻子婚后育有一子，感情一直尚可。没

想，2012年妻子回娘家探亲，听他人唆使，将家

中财产转移并擅自将夫妻共同存款取出并挂失，

后携财产离家出走。老张多处寻找，杳无音信。 

2013年 5月，老张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被

法院判决驳回。后妻子一直不见回家，婚姻状况

没有改善。2014年上半年，老张再次起诉要求离

婚，法院判决准许离婚。 

2021年 4月，法院在执行老张和前妻子女抚

养费问题中，在银行查询到一笔其前妻存入的存

款本金 90000 元及利息，该财产属于两人夫妻关

系存续期间的存入款项。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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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老张因与前妻离婚后财产纠纷

一案再上法庭，请求法院依法分割存款本金 90000

元及其利息。立案后，老张提出诉讼保全申请，法

院依法冻结该笔存款本金及利息。 

法院判决 

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原告老张在外打工挣

钱，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将工资收入交

其妻子保管。被告无故离家出走，杳无音信，其对

婚生子未尽到抚养成年之义务，对家庭缺乏责任

心，是导致婚姻关系解除的过错方，且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转移共同财产银行存款 20万余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

七条、第一千零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夫妻一方转移夫妻

共同财产的，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

以少分或不分。老张前妻于 2013 年 4 月存在银行

的本金 90000 元及利息余额应归老张所有。案件

受理费、保全费由原告负担。 

法官连线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归

夫妻共同共有，对共有财产的处分，应当经双方

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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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是否为主张抚养费的前提条件 

2022-06-09 人民法院报 姜婕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6/09/content_217802.htm?div=-1 

【案情】 

张某和王某于 2006 年登记结婚，2009 年生

育一子王小某。2015年至 2016年，王小某因上小

学与母亲张某搬离房山区，与父亲王某分开居住。

2017年至 2018年，王某去外地生活。王某自结婚

至今没有工作，也没有给过孩子抚养费，且在生

活上未对孩子给予照顾、关心和教育，没有尽到

抚养和教育的责任。家庭开销一直由张某承担。

张某身有残疾，现因身体原因待岗，月收入不足

5000元。张某与王某目前仍为夫妻关系，王小某

因上学和生活需要，起诉要求王某支付抚养费。 

【分歧】 

/Users/zhaoqi/Desktop/家事法苑/给任小曼的文件（2021-4-14来自张海燕）/3-简报/1-未完成的简报/上游新闻


618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本案中，关于是否应当支持王小某诉求，存在

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应支持。王小某的父母未

约定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且未离婚，母亲张某虽

以自己的收入抚养子女，但其收入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可视为另一方也履行了抚养义务。故王小

某没有理由主张王某支付抚养费。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予支持。王小某的父母已

经长期分居但未离婚，虽然父亲王某常年没有收

入，也未履行相应的抚养义务，但无论是否分居

以及是否实行分别财产制，都不能否定其对王小

某的抚养义务。故王小某有权要求其支付抚养费。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1.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目前

法律并未规定离婚是主张子女抚养费的前置条件，

尽管父母双方并未离婚，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的

情况下，子女也可以要求不直接抚养一方支付必

要的抚养费。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父

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

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

家庭编解释（一）》）第四十三条规定，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

义务，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充分尊重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民法典第

三十五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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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应探究和充分尊

重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本案中，鉴于王小某已

经年满 10周岁，具有相应的认知能力，故法院在

审理过程中探寻了其真实意愿，其表示上小学后，

父亲从来没有回家，未尽到父亲的职责，母亲是

残疾人，收入有限，其与母亲目前生活困难，父亲

应该支付抚养费。 

3.重点分析父母抚养义务的履行情况、分居

时长等，并综合考量父母的支付能力、抚养能力、

孩子的实际需要以及当地生活水平。在具体案件

中，应重点对不直接抚养一方实际抚养、教育子

女的程度、时长予以考量，如果其长期对孩子不

管不问，怠于或拒绝履行抚养义务，则应在抚养

费的支付标准上予以适当增加。反之，则应予以

适当减少。依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四十

九条，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

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并考虑有无固定收入或特殊情况，适当提高或者

降低相应比例。本案中，因为王某没有固定收入，

但是考虑到张某是残疾人，以及王某长期怠于履

行抚养义务的特殊情况，在核算抚养费数额的时

候可进行适当提高。 

（作者单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光明日报|杨桂林：在家事审判中用心用情做好家庭教育指导 

2022-06-11 京法网事 

https://mp.weixin.qq.com/s/qjUHV1ZBsr0AErcIdVlilA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人民法院是家庭文明建设的促进者，家事审判工

作是守护家庭幸福港湾的重要抓手。2014年，北

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成立家事审判庭，我成为该

庭第一批审判员，从此与家事审判结缘，至今已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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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判中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倡导文明进步

的婚姻家庭观念、维护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

同时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审理案件的同时，引

导父母给予子女良好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促进

法的正式实施，对人民法院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提

出了具体的要求。如何将家庭教育指导做实做细，

达到既促进家庭教育又利于案件审理的效果，是

家事审判法官面临的新挑战。 

我审理的小丽、小明父母离婚案件，至今仍让

我牵挂。小丽的父母长期在京务工，小丽自幼随

爷爷奶奶在农村老家长大，弟弟小明跟随母亲在

京生活。法庭上，父母积极争取小明的抚养权，却

就小丽的抚养权争执推让。电话联系小丽时，我

深深感受到她希望得到父母关爱的心情。挂完电

话后，我就跟小丽的妈妈联系，叮嘱她一定要多

关心和关注小丽。 

案件宣判前，我专门组织对小丽父母进行家

庭教育指导，提醒他们担负起对子女进行家庭教

育的责任和义务。在判决书中，我再次提醒小丽

父母要通过微信、电话、书信等多联系、关心子女

的生活、学习和成长。判后，获得小丽抚养权的父

亲表示将多回老家看望女儿，待有能力时将女儿

接到身边照顾。获得弟弟小明抚养权的母亲，也

表示平常会多关心小丽，暑假会带着小明回老家

看望小丽，让小丽感受母爱。我也与小丽爸爸妈

妈约定，将会进行判后回访，继续督促和指导他

们做好家庭教育。 

别让孩子用一生治愈童年，一些父母意识不

到离婚时的不当行为会给孩子带来多大的伤害！

我审理过这样一起案子：小军的母亲是画家，父

亲是大学教师，两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却未能经

营好家庭、处理好子女教育问题。离婚过程中，双

方矛盾激烈，曾当着孩子面激烈争吵，以抱孩子

跳窗威胁对方。双方激烈争夺小军抚养权，却忽

视了对小军造成的伤害。 

看到双方在拉扯中不断伤害孩子，我感到惋

惜和愤怒。当即对小军的父母予以批评教育，同

时对其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庆幸的是，小军父母

幡然醒悟，第二天分别给我打来电话，对其行为

表示后悔，同时表示争夺抚养权的初衷是为孩子

好，无论法庭如何判决都将尊重，将尽力协助对

方抚养教育好小军。 

为让更多家长受益，我总结家事案件中常见

的家庭教育问题，联动教育工作者、心理学专家，

录制家庭教育指导视频，组织离婚夫妻学习，通

过微信公众号、新浪公开课等网络平台向公众推

送，希望推动父母切实承担起对未成年子女实施

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为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营

造良好家庭环境。同心守护，共育未来，我将继续

为促进家庭教育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 6月 11日 05版 

作者：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家事少年审判庭法官 杨桂林 

本文编辑：姚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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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探望老父亲却遭拒 成年子女是否有探望权？| 父亲节特辑 

2022-06-19 柯城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qjUHV1ZBsr0AErcIdVlilA 

近年来，因子女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与老人同

居的子女利用同居条件，阻止其他子女探望、照

料老人而引发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 

近日，柯城法院审结了一起关于老父亲的探

望权纠纷案件。 

· 案情经过 ꔷ 

 

“去年中秋到现在，我已经快一年没见到我

爸！”柯城法院家事调解室中，原告王三（化名）

哭诉道。 

原来，现已耋耄之年的老王膝下有三子女，分

别为大儿子王一（化名）和二姐王二（化名），还

有最小的儿子王三。本来三人约定老王由三人轮

流照看。可在 2021年中秋，大儿子王一以接父亲

到家过中秋为由，将老王从王三家中带走，但之

后王一一直将父亲留在家中并未按约将父亲送回

王三住处，并且拒绝王三前往探望父亲。矛盾无

法解决，故原告王三将王一诉至柯城法院。 

王三认为，自己想对父亲进行探望，但因兄妹

家庭矛盾等原因，王一总以各种理由拒绝其看望

父亲，致使王三长期无法对父亲进行探望，也不

了解父亲日常生活是否被照料周到，担心父亲身

体健康等，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其每星期

探望老王一次，王一应予以协助。 

王一辩称，王三对父亲一直照顾不周，且现在

父亲身体状况与日俱下，需要有人 24小时陪在身

边，而王三还要上班带小孩肯定是办不到，所以

把老王接到家里照顾也是理所当然的。 

·调解现场 ꔷ 

考虑到老王身体不便，无法到法庭上进行陈

述，为了更加真实地了解老王的想法和情况，同

时也能更好地判断老王目前的生活环境是否舒适，

承办团队决定到老王住所进行零距离谈话。 

在与老王沟通后，承办团队了解到老王对现

在的生活环境较为满意，他年纪也大了不想换来

换去，就想待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只希望其他

孩子能经常来看看自己就好了。 

法官向王一表述了老王的意愿，可王一似乎

还是有所顾虑。最后在法官的耐心劝导下，固执

己见的王一有所松动，“那这样吧，爸爸还是愿

意住在我家里的，那就继续留在我家里，我保证

会好好照看他的。王三也可以来探望父亲，我不

会阻扰的。前提是我们要约定好时间由父亲同意

后才行。” 

“那既然父亲这么说了，我也不要求父亲一

定要住到我家来。但是我要有经常探望父亲的权

利，你们需要配合我。”王三回应道。 

“父亲不是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而是你

们大家共同的父亲，就像小时候父亲把你们养大，

他会说只带一个孩子不管另外的孩子吗？如老王

年事已高，他肯定不愿意看着你们为了探望问题

而把关系搞的越来越僵。再说了，允许王三探望，

也可以减轻大家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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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就调解协议达成

一致:原告王三在尊重老王意愿的前提下，每月可

探望两次，具体时间由原被告自行协商。 

· 法官有话说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是社

会各界需要关注的问题。在加强对老年人物质生

活保障的同时，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则也应被关注。 

本案中，王三作为子女要求对父亲老王进行

探望，是其要求履行赡养义务的表现，符合家庭

伦理，有利于家庭关系和谐。 

同时，我们也发现，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些老

人的精神状态和自主意识能力会有所下降。由于

老人身后有着较大的财产经济利益，一旦老人的

行为能力受限，子女之间“抢”老人监护权，一

方子女阻挠其他子女探望老人等现象多有发生。 

  那么，为了充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成年

子女对父母是否享有探望权以及如何行使探望权？

对于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的老年人，其监护人是否

有权阻止其他成年子女对父母行使探望权？ 

一、成年子女对父母是否享有探望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

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

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

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我们说探望

权的本质是一种亲权，系基于血亲或拟制血亲关

系而派生出的自然权利。成年子女探望父母，符

合民法公序良俗原则，其探望权包含在子女赡养

权中，具有身份关系之专属性，非因法定事由不

得予以限制或剥夺。因此，成年子女对父母同样

享有探望权。 

二、成年子女对父母探望权的行使 

  成年子女探望父母是为了让老年人获得亲情

和温暖，以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为原则。子

女探望父母须经被探望者同意才能实现，不能以

强迫的方式要求父母接受探望，只能在征得被探

望者本人同意后，协商确定探望时间、地点和方

式等才可进行。成年子女行使探望权时要充分考

虑被探望父母本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居住

情况等，以老年人最佳利益为原则，保障老年人

的身心健康，使老人在晚年获得亲情上的温暖和

情感上的慰藉，促进家庭和谐，尽享晚年福祉。 

柯城法院家事团队在审理这类案件中，从尊

重客观事实出发，注意倾听有关当事人的真实意

愿，平衡老年人及近亲属之间的利益，促使探望

权的顺利行使，以满足探望权主体的精神需求，

共同为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家庭的和谐提供法

治保障。 

供稿：孟令哲 张鸿曌  

编辑：叶思楚 

初审：章文 

终审：余建华 

分手情侣为钻戒对簿公堂，法官温情寄语恋人树立正确恋爱观 

2022-06-20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EwmTQwlSUfep6OPW23mjAQ 

从古至今，赠与信物一直是表达爱意的方式，

或是一朵芍药，或是一对戒指，或是一双玉镯…… 

“何以道殷勤？约指一双银。”说的是古人佩戴

信物银戒指以表“殷勤”之意。 

双凫一雁，缘起缘灭，温州一对情侣分手后因

一枚钻戒对簿公堂…… 

送钻戒是求婚还是情人节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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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底，29 岁的男生小温与 28 岁的女生

小袁确立恋爱关系。小温称，2021 年 1月，他通

过微信向某微商转账 10000 元，作为购买钻戒等

物品的定金。2月 17日，其又向上述商家转账合

计 45000元。 

2月 18日晚，小温和小袁在外约会。“当晚

我为了求婚，赠与钻戒一枚。”小温说。小袁辩称，

2 月 18日小温未向她求婚，没有收到钻戒，只收

到了其他物品。同时主张自己在 2月 14日当天通

过跑腿给小温送去了在某商场购买的包，提供了

订单佐证。小袁认为，这属于情人节双方互赠礼

物。 

此后不久，双方因故分手而发生财物纠纷。7

月 19日，小温一纸诉状将小袁起诉至温州市鹿城

区人民法院，要求小袁退还价值 47500元的钻戒。

庭审中，小温主张赠与钻戒的目的是达成结婚协

议，属于附条件赠与。小袁辩称未收到钻戒，其收

到的财物是情侣间的礼物互赠，是一般赠与。 

双方争议焦点围绕钻戒是否交付、是否构成

附条件赠与、可否撤销赠与三方面展开。为证明

自己的主张，小温提供与小袁的聊天记录截图、

账单详情、与商家的聊天截图、一张戴钻戒的手

部照片及钻戒证书作为证据。小袁提供与小温的

聊天记录作为证据。 

法院审理 

鹿城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温无法证明钻戒

已在 2月 18日晚交付给小袁。即使有证据证明钻

戒已交付给小袁，这属于情侣间为向心爱人表达

爱意的物品赠送行为，同时小袁也否认小温的求

婚一说，故小温的赠与非求婚或订婚财物，不属

于附条件的赠与，而是一般赠与，即小温将自己

的物品无偿给予小袁，小袁表示接受赠与，赠与

法律行为完成，小温无权要求返还赠与物品，其

主张要求返还钻戒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

法院判决驳回小温的诉讼请求。 

小温不服，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案件已经生

效。 

法官 220 字寄语爱情 

昔日情侣对簿公堂让人惋惜，承办法官多次

组织调解未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双方需要

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本院希望原、被告双方今

后要理解爱情真谛，一束玫瑰、一盒巧克力也能

向对方表达浓浓的爱意，贵重礼物并不当然使爱

情增辉增色，有时只会徒增烦恼……” 

法官提醒：爱情，从古至今一直是人类永恒的

主题，为了向心爱的人表达爱意，恋爱中的男女

乐于为对方无私奉献，赠送礼物，小到玫瑰花、巧

克力，大到汽车、洋房，无一不成为表达爱情的方

式。当爱情离开，往日的激情不再时，不可避免会

出现幸福过后的烦恼。如何处置双方热恋过后的

财物纠纷，考验双方的智力和情商。爱情不需要

用物质来衡量，恋爱须清醒，赠物须理智。 

延伸阅读 

什么是附条件的赠与合同？ 

附条件的赠与合同是指在将赠与物的所有权

转移给受赠人履行过程中，受赠人负担一定的条

件，在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时，赠

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六百六十一条规定： 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

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什么情况下，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

规定：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

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

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

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

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

年内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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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三重法律效力的再审视 – 朱某英、

朱某荣等诉朱某礼共有纠纷案 

【裁判要旨】 

物权变动是当事人关于物权变动的合意推动

的结果。不动产登记的内容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

不一致时，不能发生相应的物权变动效果，且依

据不动产登记的内容不能推定当事人就相应物权

变动达成了新的合意。因此，在当事人对不动产

物权归属进行过明确约定，而不动产登记的内容

与该约定不相一致的情况下，不能仅依据不动产

登记径行推定不动产物权归属。 

【案 情】 

原告朱某英、朱某荣、胡某江、胡某明（以下

简称“朱某英等四人”）诉称：2007年8月13日，

各方就上海市北苏州路某房屋（以下简称“系争

房屋”）拆迁补偿利益达成《家庭协议》，约定朱

/Users/zhaoqi/Desktop/家事法苑/给任小曼的文件（2021-4-14来自张海燕）/3-简报/1-未完成的简报/上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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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辉、朱某礼分别获得上海市松江区古楼公路 X

弄 X 号 102 室房屋（以下简称“古楼公路 102 室

房屋”）、上海市松江区古楼公路 X 弄 X 号 702

室房屋（以下简称“古楼公路 702 室房屋”）。

2015年 9月 7日，朱某辉报死亡，朱某英、朱某

荣作为其法定继承人在继承纠纷案件中得知古楼

公路 102室房屋登记在朱某辉、朱某礼二人名下，

古楼公路 702 室房屋登记在朱某礼一人名下，后

被朱某礼出售。朱某礼未按照《家庭协议》的约定

履行，严重侵犯朱某辉和朱某英等四人利益。故

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分割系争房屋的拆迁

补偿利益；确认古楼公路 102 室房屋为朱某辉的

遗产。 

被告朱某礼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家庭协议》中只约定朱某辉、朱某礼获得两套

安置房屋，并未约定具体的产权份额。朱某辉虽

患癫痫，生活上无法完全自理，但其神志清醒，能

清晰表达自己的意思。古楼公路 102 室登记在朱

某辉、朱某礼名下，经朱某辉本人同意和有关部

门确认，具有法律效力。 

反诉原告朱某礼诉称：系争房屋的《安置签

报》载明，因户主朱某辉有精神病，又是大龄，朱

某荣有病史，经协商一次性补助 360,040 元。因

朱某荣并未有重大疾病史，该款项应归朱某辉取

得。朱某英、胡某江不符合被安置人员标准，相应

的拆迁补偿利益应归其他被安置人员所有。故向

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分割《上海市城

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拆迁补偿利益，

判令一次性补助款人民币 360,040 元属于朱某辉

的遗产；2.依法分割《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

补偿安置协议》的拆迁补偿利益，判令朱某英获

得的拆迁补偿款 201,406.2 元（款项金额的确定

基于《家庭协议》中所明确）、胡某江获得的拆迁

补偿款 211,432.3 元归其他被安置人员共有。其

中一半为朱某辉遗产，另一半归朱某礼所有。 

反诉被告朱某英等四人辩称：不同意反诉原

告全部反诉请求。各方已就系争房屋拆迁补偿利

益协商一致达成《家庭协议》，应当按照该《家庭

协议》履行。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朱某英、朱某荣与朱某

辉（2015年 9月 7日报死亡）、朱某明（2006年

去世）系兄弟姐妹关系。朱某荣与胡某江系夫妻

关系，胡某明为二人之子。案外人张某甲、张某乙

系朱某英之子。朱某礼为朱某明与顾某某之女。 

朱某辉有精神残疾病史，于 1999年开始进入

原上海市闸北区精神病防治院（后先后更名为

“上海市闸北区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静安

区精神卫生中心”）治疗。2009年 9月 3日制发

的《残疾人证》显示朱某辉的残疾类别为精神，残

疾等级为三级，监护人为朱某礼。 

系争房屋为公有住房，承租人为朱某英、朱某

荣、朱某辉、朱某明之父朱某葆（又名朱某宝，已

亡）。房屋拆迁时，在册户籍共计四人，分别为朱

某辉（户主）、朱某荣、朱某礼、胡某明。 

2007 年 7 月 17 日，朱某荣、朱某礼、顾某

某、张某甲与拆迁单位就系争房屋签订的《上海

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该户的《安

置签报》显示，拆迁单位给予该户货币补偿

605,220元；安置该户的房屋为古楼公路 102室、

古楼公路 702 室房屋；按基地口径 20%补偿款为

110,040 元；因户主朱某辉有精神病，又是大龄，

朱某荣有病史，经协商一次性补助 360,040 元；

该户在规定时间内搬迁，给予基地房屋拆迁面积

补贴 38,200元，房屋搬迁奖励费 376,000元，搬

家补助 500 元。上述费用合计 1,490,000 元，扣

除安置房屋价值 634,296.9 元，基地应发

855,703.1元。 

2007 年 8 月 13 日，顾某某、张某甲、朱某

荣、朱某英签署《家庭协议》，载明，朱某辉户分

配方案如下：1.朱某辉、朱某礼安置新凯家园住

房两处（古楼公路 102 室房屋，面积为 78.44 平

方米，总价为 294,150 元整；古楼公路 702 室房

屋，面积为 81.57平方米，总价为 340,146.90元

整），另，朱某辉得 20,000元整；2.朱某荣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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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价款 634,296.90 元整；3.朱某英得安置价款

201,406.20 元整；4.经家庭成员协商一致，推荐

朱某英为朱某辉的监护人。 

2007 年 9 月 14 日，朱某辉及朱某礼签署了

古楼公路 102 室房屋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

2007年 11月 22日，古楼公路 102室房屋的产权

登记至朱某辉、朱某礼名下。 

二审法院另查明：朱某礼曾登记为古楼公路

702 室房屋权利人，后将该房屋出售。 

【审 判】 

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一、驳回原告朱某英、朱

某荣、胡某江、胡某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

反诉原告朱某礼的全部反诉请求。 

宣判后，朱某英等四人提出上诉。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朱

某英等四人上诉请求支持其一审诉请，也即确认

古楼公路 102 室房屋为朱某辉的遗产，该上诉请

求成立，应予支持。故作出判决：一、撤销一审判

决第一项；二、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三、确认上

海市松江区古楼公路 X 弄 X 号 102 室房屋为朱某

辉的遗产。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一、系争房屋拆迁时朱某辉的民事行为能力；二、

《家庭协议》效力及具体约定的认定；三、《配套

商品房供应单》签署行为的认定。 

首先，关于系争房屋拆迁时朱某辉的民事行

为能力。由于朱某辉已经死亡，难以对其在拆迁

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但若因此而直

接推定朱某辉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则过于机械、

武断，亦不利于其本人及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

保护。结合朱某辉的病历记录、能够体现其精神

状态的视听资料等证据，同时参照相关单位和周

边个人对其精神状态的具体感知，法院认为，系

争房屋拆迁期间，朱某辉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必要

的认识和判断能力，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房

产处分行为与朱某辉的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

朱某辉作出的相应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 

其次，关于《家庭协议》效力及具体约定的认

定。系争房屋拆迁时，相关家庭成员就拆迁补偿

利益的分配问题签署了《家庭协议》，并不违反法

律规定。《家庭协议》中虽没有朱某礼的签字，但

该户就系争房屋拆迁补偿利益的分配与《家庭协

议》内容基本一致，朱某礼在本案诉讼前亦未提

出重新划分拆迁补偿利益的请求，《家庭协议》已

经履行，朱某礼关于《家庭协议》无效的抗辩意见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其要求重新分

割系争房屋拆迁补偿利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

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家庭协议》约定，朱某辉、

朱某礼安置新凯家园住房两处（古楼公路 102室、

古楼公路 702 室房屋）。根据该条款文意，仅能

作出朱某辉与朱某礼就两套安置房屋共同享有所

有权的解释，至于共有的类型或具体的份额，则

并未明确。 

最后，关于《配套商品房供应单》签署行为的

认定。法院认为，即使朱某辉在系争房屋拆迁期

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签署《配套商品房

供应单》的行为亦不构成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民

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就房产处分行为

等社会生活中的重大财产处分行为而言，法院在

认定行为效力时一般应基于当事人以明示方式作

出的意思表示。在处理安置房屋权属争议时，不

能仅依据《配套商品房供应单》所记载的购房人

径行推定安置房屋的产权归属；更不能在相关家

庭成员已经就拆迁补偿利益分配达成书面协议的

前提下，以《配套商品房供应单》签署以及后续不

动产登记行为认定相关当事人已就安置房屋的产

权归属达成了新的合意。具体至本案，虽然古楼

公路 102 室房屋登记在朱某辉与朱某礼二人名下，

古楼公路 702 室房屋则登记在朱某礼一人名下，

但不能据此作出朱某辉放弃古楼公路 702 室房屋

的共有产权，或者将该共有产权赠与朱某礼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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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故古楼公路 102 室、古楼公路 702 室房屋仍

为朱某辉、朱某礼二人共同共有。 

朱某辉死亡后，共有基础丧失，朱某英等四人

要求分割上述共有财产，于法不悖。共同共有关

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原则上根据等分

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

小。《家庭协议》中载明，古楼公路 102 室房屋

总价 294,150 元、古楼公路 702 室房屋总价

340,146.9元，价值基本相当。综合考虑系争房屋

拆迁时朱某辉、朱某礼各自可取得的拆迁补偿利

益，并结合朱某礼已将古楼公路 702 室房屋出售

这一实际情况，朱某英等四人要求确认古楼公路

102 室房屋为朱某辉的遗产，应予支持。 

【评 析】 

本案是一起房屋拆迁引发的共有纠纷案件，

相关家庭成员就拆迁补偿利益分配问题签署《家

庭协议》后，安置房屋共有人签署《配套商品房供

应单》并完成相应不动产登记，但不动产登记与

《家庭协议》的约定并不一致，由此引发不动产

物权归属争议。本案生效裁判文书指出：在当事

人对不动产物权归属进行过明确约定，而不动产

登记的内容与该约定不相一致的情况下，不能仅

依据不动产登记径行推定不动产物权归属。这一

裁判要旨对相关争议的处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背景：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 

所谓物权变动，即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

消灭。一般而言，物权变动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

是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二是基于法

律规定而发生的物权变动。其中，基于法律行为

而发生的物权变动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形式，

而基于法律规定发生的物权变动则是例外的特殊

形式。 

所谓区分原则，针对的是基于法律行为而发

生的物权变动，即将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

的结果看作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其成立生效依

据不同的法律规则确定。具体而言，区分原则主

要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物权变动的原因，即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

的的原因行为，属于债权法律关系的范畴，其成

立生效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判断，物权变动是

否最终成就不影响原因行为的效力。这一层面的

内容体现在我国《物权法》第 15 条（《民法典》

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中。 

2.物权变动的结果，则以完成法定公示，即动

产的交付和不动产的登记为必要条件。换言之，

原因行为的成立生效不意味着物权变动的成就，

还需要践行物权法上的公示形式才能实现物权变

动的结果。这一层面的内容则体现在我国《物权

法》第 6条（《民法典》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中。 

区分原则的法理基础，在于物权与债权的二

分法。债权属于请求权、对人权、相对权，仅在相

对人之间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因而其成立生效

无需进行公示，即可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而物

权属于支配权、绝对权、对世权，需要通过一定外

部形式表现，因而物权变动也需要在践行法定公

示形式之后，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动产交

付和不动产的登记，作为物权法上的公示形式，

也因此成为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连结点。 

二、内涵：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登记的法律效力 

以不动产物权变动为例，综合我国《物权法》

的相关规定，登记被赋予了三重法律效力： 

1.设权力。这一层面的内容体现在我国《物权

法》第 14条（《民法典》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

中。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不动产登记具有

积极创设物权的效力。无论是对于相对人而言，

还是对于第三人而言，在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内容

记载于登记簿之前，不动产物权变动都不发生法

律效力。 

2.推定力。这一层面的内容体现在我国《物权

法》第 16条（《民法典》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

中。基于设权力，登记成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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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素，不动产登记得以在最大程度上真实地反

映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法律进

一步推定不动产登记具有正确性，即推定不动产

登记簿记载的物权归属和内容与真实物权归属和

内容是一致的。 

3.公信力。这一层面的内容体现在我国《物权

法》第 106条（《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

中。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是推定力的进一步强化。

基于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即便不动产登记簿记

载的物权归属和内容与真实物权归属和内容不一

致，因信赖该登记簿记载而进行交易的相对人，

仍可如登记簿记载正确时那样取得相应的不动产

物权。 

在实定法确定的三重法律效力之外，仍需要

明确的问题在于，不动产登记如何引发物权变动

的结果。对此，将区分原则引入我国的孙宪忠教

授主张，区分原则的法理基础是负担行为与处分

行为的区分；不动产登记是当事人推动不动产物

权变动的效果意思（即物权合意）的外在体现。以

梁慧星教授为代表的多数学者则认为，区分原则

体现的仅仅是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区分，

我国法的语境下不存在独立的物权行为（即处分

行为）；不动产登记是一种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

为。从立法机关的官方释义来看，《物权法》第 15

条（《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五条）被界定为物权变

动原因和结果的区分，并未提及物权行为（处分

行为）等概念。从司法实践来看，则存在由“原因

结果区分说”向“法律行为区分说”转变的趋势。 

三、外延：不动产登记三重法律效力的再审视 

（一）设权力的再审视：登记并非不动产物权变

动的“权源” 

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素，在民

法理论和实践上必须贯彻意思自治的原则。基于

民事法律行为这一基本特征，物权变动也应当是

当事人意思表示推动的结果。在通说视野下，由

于不存在独立的物权行为，因而也不存在独立的

物权合意，不动产物权变动只能是当事人之间债

权合意推动的结果。不动产登记内容只有在与当

事人之间债权合意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相应

的物权变动效力。而在物权行为理论视野下，物

权行为独立于债权行为而存在，物权变动是当事

人之间物权合意推动的结果，不动产登记被视为

当事人之间物权合意的一种公示方法。但实践中，

显然也存在登记内容与当事人本意不同的情况，

如果当事人没有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则不应当

仅仅以登记确认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因此，无

论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存在，不动产登记本身均

不应当被直接视为物权变动的“权源”，物权变

动的“权源”应当且仅应当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 

（二）推定力的再审视：推定力指向权利推定而

非事实推定 

所谓推定，是指在某些法律规范中，立法者以

一定的事实（推定基础）直接推导出另外一个特

定的法律要件（法律效果）。被推定的法律要件可

以是一个事实（即事实推定），也可以是一种权利

状态（即法律推定）。立足于物权公示的规范目的，

不动产登记的推定力指向的应当是不动产物权状

态，因而这种推定不属于事实推定，而是法律推

定中的权利推定。换言之，不动产登记推定力所

指向的是不动产物权存在与否，至于登记的原因

行为（买卖、赠与等债权行为）存在与否，不能为

不动产登记的推定力所及。 

不动产登记的推定力是建立在不动产登记簿

记载的物权归属与真实物权归属高度一致基础上

的一种法律拟制，这种推定并非终局、确定、不可

推翻的，这一点可以从我国《物权法》第 19条（《民

法典》第二百二十条）和《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

2条（《民法典》物权编解释一第 2条）规定中得

到印证。如果相关当事人就物权归属发生争议，

则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登记权利人首先被推定为

真实权利人，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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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则可以推翻不动

产登记簿的记载。由此，不动产登记簿推定力事

实上是一种证明责任规范，与实体权利的归属并

不直接相关。 

（三）公信力的再审视：公信力不适用于明确共

有产权归属 

罗马法秉承所有权绝对化的思想，强调“发

现己物，即可收回”，在赋予所有权人充分保护

的同时，也给交易相对人带来了巨大风险。大陆

法系国家在继承罗马法观念所有权的基础上，吸

收了日耳曼法“以手护手”的原则，发展出不动

产登记公信力和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所有权人的追及权，从而保障交易安全、

提高交易效率。就不动产而言，不动产登记簿记

载的物权归属和内容被推定为真实的物权归属和

内容，登记权利人就无需另行提出其他权属证明，

从而提高了交易效率。对于因信赖不动产登记簿

的记载而进行交易的相对人，即使登记权利人并

非真实权利人，也无妨其取得相应不动产物权，

从而保障了交易安全。从制度目的来看，赋予不

动产登记公信力旨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

率、维护交易安全，因此，不动产登记公信力适用

于交易场景；对于不涉及交易第三人的权属争议，

如登记权利人与真实权利人之间的权属争议，抑

或是共有人之间的份额争议，则不存在适用不动

产登记公信力的空间。 

四、小结：不动产物权确认类案件的审理思路 

（一）基于本案的分析 

回到本案来看，依据《家庭协议》中的约定，

古楼公路 102室和古楼公路 702室房屋为朱某辉、

朱某礼二人共同共有，但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

载，古楼公路 102 室房屋为朱某辉、朱某礼二人

共同共有，古楼公路 702 室房屋则为朱某礼一人

所有。由此，不动产登记的内容与《家庭协议》的

约定不向一致。 

从设权力的角度看，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

的生效要件，但登记本身并非不动产物权变动的

“权源”。如果不动产登记的内容与当事人之间

的合意不相一致，则不能发生相应的物权变动效

果。 

从推定力的角度看，登记的推定力并不及于

原因行为，仅依据不动产登记不能作出朱某辉放

弃其享有的古楼公路 702 室房屋的共有产权，或

者将该共有产权赠与朱某礼的推定。 

从公信力的角度看，赋予登记以公信力的制

度目的在于维护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因而

仅适用于处理权利人与交易相对人之间的纠纷，

并不适用于明确共有人之间的权属争议以及份额

争议。 

由此，古楼公路 102 室和古楼公路 702 室房

屋的不动产登记内容缺乏相应的原因行为支撑，

属于《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 2条（《民法典》物

权编解释一第 2 条）“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

实权利状态不符”的情形，二审法院据此确认了

古楼公路 102 室和古楼公路 702 室房屋的真实物

权归属。 

（二）类案审理思路的梳理 

1.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

不动产登记具有权利推定效力，但这种并非终局、

确定、不可推翻的。 

2.物权变动是当事人关于物权变动的合意推

动的结果。如果不动产登记的内容与当事人之间

的合意不一致，则不能发生相应的物权变动效果。 

3.在当事人对不动产物权归属进行过明确约

定，而不动产登记的内容与该约定不相一致的情

况下，不能依据不动产登记径行推定不动产物权

归属，而应当进一步审查当事人是否就不动产物

权归属达成新的合意，仅依据不动产登记的内容

不能推定当事人就相应物权变动达成了新的合意。 

4.如果不动产登记缺乏相应原因行为支撑，

则属于《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 2条（《民法典》

物权编解释一第 2 条）“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

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情形，法院应当依据真实

的物权归属作出裁判。 

*为方便网络发布，已删除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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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彩礼后没结婚，彩礼还能要回来吗？ 

2022-06-21  北京海淀法院 冯芸菲 

https://mp.weixin.qq.com/s/RxTgMapQiL_iCnLu5ykTFw 

王女士之子郭先生与张女士曾是情侣关系，

王女士根据张女士要求支付 10万元彩礼，后郭先

生与王女士分手未登记结婚，王女士诉至法院，

要求张女士返还彩礼 1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海淀

法院经审理，判决张女士返还 10万元彩礼。 

案 情 简 介  

王女士称，其子郭先生与张女士曾是情侣关

系，双方由恋人发展到谈婚论嫁阶段。张女士一

家要求王女士家支付 10万元彩礼。王女士与儿子

郭先生于 2017 年某日前往张女士家中交付彩礼

10 万元。后郭先生与张女士感情不和分手，二人

未办理结婚登记。此后，王女士与郭先生多次向

张女士要求返还彩礼，但张女士拒不返还。王女

士以婚约财产纠纷为由将张女士诉至法院，请求

法院判决张女士返还彩礼 1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

用费。 

张女士辩称，其与郭先生曾是恋人，双方相识

半年后相恋，但郭先生从未说起结婚的事情，其

本人也未收过王女士交付的 10万元彩礼，也没向

郭先生索要过财物。在交往期间，郭先生反倒多

次向其本人借钱，直到 2018年，王女士才替郭先

生偿还了借款 82万元，至此双方之间的借款结清。

2018年郭先生与他人举办了婚礼，因此不能排除

郭先生在与其交往期间同时与他人交往的嫌疑，

这种情况下郭先生不可能将财物交给张女士。张

女士也未与郭先生举办过订婚仪式，王女士也没

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本人收取了 10万元财物。因此，

不同意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 院 审 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就是否收取彩礼一

事存在争议，根据王女士提供的录音材料可知王

女士为二人结婚，支付了 10万元的彩礼，张女士

虽对录音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反证。现郭先生与

张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王女士要求张女

士返还彩礼 1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对于资

金占用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法院判决张

女士返还王女士 10万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张女士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现

该案已生效。 

法 官 说 法  

彩礼是我国很多地方的婚俗习惯，一般指男

方为达到与女方结婚的目的而依据当地习俗给予

女方一家的财物。实践中，因给付彩礼问题而引

发的争议较多。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实施之前

的，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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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沿用了

上述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

约束力，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给付彩礼

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应当予以

支持。 

本案中，王女士之子郭先生与张女士经恋爱，

二人已发展到谈婚论嫁阶段，根据张女士一家要

求，王女士向张女士支付 10万元彩礼，但因郭先

生后来与张女士分手，二人亦未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王女士作为实际给付彩

礼一方，有权要求张女士返还彩礼。 

（文章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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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法官”周淑琴：巧断家长里短促家和 

2022-06-23  江西法院 胡锦武、袁慧晶 

https://mp.weixin.qq.com/s/Itutmn8k5jDjpP9tLn3h5Q 

个子小小，音甜爱笑，说起话来让人如沐春

风，亲切得就像邻家姐姐……初遇周淑琴，很难将

她与庭上威严的法官形象联系起来。 

办案两千余起无一错案，因案件里半数以上

为家长里短的“小官司”，被人们称为“家事法

官”的周淑琴，是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泗沥法

庭庭长。在她扎根农村法庭的 18 年里，以法官严

密的法律思维和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在一次次

审判调解中寻找法、理、情的结合点，让法治明灯

悄悄燃起在田间地头、群众心间。 

她说：“要学会和群众共情，有时候当事人心

里憋着一口气，和他们聊聊家常，听他们发发牢

骚，案子也许就调解撤诉了。” 

她接手的“疑难杂症”，经常出现“神转折” 

在许多同事和村干部眼中，周淑琴是家事审

判领域的高手，她接手的“疑难杂症”经常出现

“神转折”。 

贵溪市人民法院院长童力回忆说，今年元旦

前夕，泗沥镇一起已经判离的离婚诉讼官司，女

方突然来到法庭外服下安眠药自杀，“矛盾这么

尖锐，但周淑琴介入调解后，元旦节后第二天双

方摆酒复婚，并邀请周淑琴去吃酒席。” 

周淑琴的助理黄芳记得，在一场继承纠纷案

中，因老人生前未订立遗嘱，子女间存在较大争

议。刚进法庭时，被告就向原告做出羞辱性动作，

庭审过程中双方多次发生争吵。经过周淑琴耐心

细致的疏导与释法，最终双方调解成功。临走前，

之前做出羞辱性动作的当事人对周淑琴竖起了大

拇指。 

“神转折”的背后，是周淑琴做群众工作时

的用心。 

她的协调能力让周坊镇库桥村党支部书记丁

文良十分钦佩。库桥村之前有户人家的屋檐总漏

水到隔壁家，引发纠纷。丁文良调解无果，求助当

时在村里挂职第一书记的周淑琴。周淑琴上门找

两家人聊天，并不评判对错，只对他们说：“你们

两家住一块，以后子子孙孙也会住一块，谁争赢

了都是输家，因为子孙在纠纷中长大肯定会受影

响。”几句话让两家人都服了，矛盾随即化解。 

据了解，43岁的周淑琴原本是一名乡镇供销

社的业务员。2000年，她放弃供销社的工作，考

入南昌大学成人本科法律专业，脱产学习 4 年，

并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贵溪市人民法院工作。从

此，她在基层法庭一干就是 18 年，经手的案件

2000余起，至今无一错案。 

一纸判决：要明辨是非，更要解决问题 

周淑琴擅长和群众拉家常，这是她化解纠纷

的秘诀。 

泗沥法庭副庭长李进原来在刑庭工作，一直

觉得法官就该“端着”才显威严。但他很快发现，

庭长周淑琴一点架子都没有，而且尽可能以最快

速度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周淑琴总说，法庭既是恨的放大镜，也是爱的

万花筒，必须左右衡量，倾听每个声音，才能做到

情、理、法交融。她调解时有一句口头禅：“你要

是我家里人……”，也正是这份把群众家事当作

自家事的同理心，让她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家事无对错，只有和不和。”基于这一家事

审判理念，周淑琴总结出“六步调解法”，即诉

前、诉中、诉后和庭前、庭中、庭后全过程调解。

周淑琴追求的是：一纸判决既要明辨是非，更要

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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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黄涛曾代理过一桩法律援助案。当事人

和她的两个小孩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残疾，她的

爱人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做工时意外身亡，雇

主是两个小孩的亲叔叔。黄涛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帮当事人拿到赔偿，把孩子交给孤儿院。 

但出于对孩子成长环境的考量，周淑琴对被

告说：“赔偿的钱，不论是调解或判决下来，你可

以不支付，但条件是小孩放在你家里养。你们毕

竟是亲人，相信你会善待他们。” 

“这件事颠覆了我对法官的刻板印象。”黄

涛说，农村家事案件不好做，不好取证、传统思想

也难改变，往往是判决容易、调解难。但正因为有

了周淑琴这样积极介入的法官，让最难的调解环

节变得简单，“她用大量的个人时间，节省了司

法成本”。 

2021年，泗沥法庭受理的 114件家事案件中，

撤诉调解率逾六成，还有至少 20 件案子没有进入

诉讼程序就被周淑琴利用休息时间调解好了。有

人问周淑琴，这么耐心细致做调解，为了什么？

她说，为了案件少到法庭上来，“化解总比判决

好。我所做的，就是把人民法庭的前沿阵地功能

再往前推一推”。 

“周淑琴不是院里办案最多的庭长，也没有

主审过重大案件。但正是这份把人民放在心尖上

的家事审判理念，让她在庭审前和庭审后都比别

人多走了一小步。”童力说，这恰恰体现了她对

工作的热爱、对百姓的真诚以及对专业的执着。 

柔性办案探索家事纠纷化解新路 

在周淑琴的推动下，贵溪市人民法院摒弃传

统的对抗式审判方法，不断探索多元化解家事纠

纷新路径。 

家暴，一直是农村女性的难言之隐。2016年

4月，一名女子焦急地来到法庭求助，哭诉她在离

婚案件审理期间，多次遭到丈夫的威胁和殴打。

周淑琴核实情况后向施暴方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

令。保护令发出的日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施行之后的第 53天。 

“家暴伤害的不仅是夫妻关系，还有无辜的

孩子。这张保护令承载着我的期望。”周淑琴曾

把泗沥法庭和贵溪市法院各个庭室的家事案件逐

一归纳、分析、总结，发现婚姻家庭类案子，起诉

时说被家暴的非常多，但是开庭时能提交证据的，

100 个案子里也找不到一个。她走进农村、走进社

区，做反家暴宣传，希望更多被施暴女性能够拿

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这份文号为“（2016）赣 0681 民保令 1号”

的裁定书虽然只有数百字，是周淑琴在没有可参

照的文书格式、认定证据标准的情况下，请教江

西省高院多名法官后，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后成

文的。 

2020年，贵溪市人民法院在泗沥法庭打造家

事审判品牌，在法院建起了“周淑琴工作室”，

统筹全院家事审判工作，并将“周淑琴工作室”

向所有派出法庭延伸，提炼了“周淑琴工作流程”

和“周淑琴工作法”。工作室成立“琴姐姐家事

帮帮团”，录制“琴谈家事”节目，在市级媒体

上播放。这些平台都成为当地家事纠纷诉源治理

的重要载体。 

2020年 4月 22日，周淑琴工作室成立不久，

即发出了全国首份家庭和睦劝诫书，既满足了部

分被施暴方不想离婚的期望，又劝诫了施暴方并

告知不听劝诫的法律后果。“敢于创新，就是为

了给群众提供更高效、优质、便捷的司法服务，也

为老弱妇幼撑起一把安全伞。”周淑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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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风华|少年的你 守护有我——记福州中院少年庭法官刘茂元 

2022-06-22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宣传处 

https://mp.weixin.qq.com/s/GgIeB0do6CkQhYWCdkt4Cw 

 

一路走来，一路收获 

2008 年 10 月，福州中院少年案件审判庭在

原刑一庭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基础上建制成立，

刚参加工作八个月的刘茂元也从民四庭调整到少

年庭工作。十四年来，刘茂元跟随少年庭前进的

脚步，见证了少年庭从涉少审判到少年与家事融

合审判的发展变化，自己也从一知半解的毛头书

记员逐渐成长为独立办案的员额法官。 

履行审判职责  用心用情书写民生判决  

少年庭审理涉少案件、婚姻家事案件以及道

交纠纷案件，均是典型的涉民生案件，事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矛盾纠纷突出，审理过程中当

事人容易情绪化，对抗性、排斥性更强。 

刘茂元在办案时牢固树立每个案件都是庄严

法律的展示成果的理念，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注重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坚持宽严相济政策；在

办理婚姻家事案件时，注重矛盾化解，坚持调解

优先原则；在办理道交纠纷案件时，注重释法析

理，坚持“多调解、快调查、好履行、省成本”思

路，促进社会小单元的和谐。在审理章氏兄弟因

老屋拆迁引发继承纠纷上诉一案时，当事人轮番

到信访局和拆迁办上访，兄弟矛盾激烈。刘茂元

认真分析案件后，找出该案主要问题在于当事人

未充分了解拆迁政策和继承法，多次向当事人释

法析理，劝说维护兄弟感情，三次召集当事人协

商调解，最终兄弟四人放下争执，达成调解协议，

圆满化解纠纷。自参加工作以来，刘茂元共办理

案件 1000 余件，参加合议案件 1500 余件，年均

结案率达 96%以上，曾被福建高院评为“全省法院

少年审判工作先进个人”“全省法院扫黑除恶专

项工作表现突出个人”，因连续三年考核优秀被

市委组织部授予“三等功”，被福州中院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法官助理”。 

发挥岗位优势  凝心聚力开展信息调研 

 

内勤工作沟通上下、协调左右、联系内外，既

繁琐、零碎，却又责任重大。 

刘茂元从 2010年起兼任少年庭内勤工作，把

使命落实在岗位上，认真做好保障、协调、督促、

上传下达和对外联络交流等工作，保障了少年庭

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十多年来，他共撰写总结、汇

报材料 200 余篇，完成少年庭创建“全国法院少

年法庭工作先进集体”“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先进集体”等三项国家级、五项省级、十余项市

级荣誉申报工作。同时，他也总结了工作中行之

有效的审判经验和工作方法，宣传福州法院少年

法庭的工作特色和工作亮点，编写信息近百条，

总结归纳了预防和减少在校生犯罪的“一三五工

作方法”，向全市少年法庭推广；撰写的《反映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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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周边不良环境已成为青少年犯罪重要诱因》的

调研信息被福建高院作为专报报送省委，时任省

委主要领导和省委政法委书记作出批示，推动我

省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工作；撰写的《福州中院反

映未成年人涉毒犯罪形势严峻》的调研报告在省

政府《政讯专报》刊发，省政府领导作出批示，在

全省涉毒重点整治工作会议上做出部署，推动全

省未成年人涉毒犯罪整治工作。 

延伸审判职能  久久为功参与普法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

“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 

为青少年营造尊法崇法守法用法的平台和环

境，提高青少年的法治意识和防范能力，是人民

法院的职责，更是少年法官义不容辞的责任。近

年来，刘茂元经单位推荐，被延安中学、福州十六

中、连江文笔中学聘为“法治辅导员”，被仓山

区教育局聘为“法治副校长”，把责任外化在行

动上，到未管所、社区、中小学开展对象化、互动

化法治宣传活动 30余场次，紧密联系青少年的思

想实际、生活实际，用鲜活生动的案例，宣传保护

青少年的法律和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激励青少年向上提升、向善发展，打通司法

服务青少年的“最后一公里”。 

百尺竿头思更进，策马扬鞭自奋蹄。刘茂元将

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继续为少年与家事审判工

作添砖加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带着更多的法治获得感迈出法院大门。 

【争鸣】顾乐永、陈都冉：执行异议之诉中“实际居住权”的认定规

则 

2022-06-23  徐州审判 顾乐永、陈都冉 

https://mp.weixin.qq.com/s/Eh5q0wEGfPr3BG0EMWCMjg 

我国《民法典》明确居住权的登记生效原则，

但实践中存在大量符合居住权理念和规则的未登

记“实际居住权”。《民法典》施行之初，此类

“实际居住权”如若一律不予认定，将会伤害弱

者利益、危及社会稳定。为彰显居住权制度的社

会保障和现代治理功能，应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建

立规则体系以对“实际居住权”的权利架构进行

确定。基于此，尝试以《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

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和第

三十一条第一项分别作为“实际居住权”权利架

构认定的规则基础和参照，提出“实际居住权”

在执行异议司法解释中的表述更新，同时提出完

善“实际居住权”登记规范的建议。 

作者介绍 

 

顾乐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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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沂法院审管办干部 

 

陈都冉 

新沂法院民二庭员额法官 

一、问题的提出 

A申请执行 B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A请求查

封 B 名下一处面积约为 180 平方米的房产并予执

行。B之父 C提出异议之诉，请求解除查封、停止

对该房产的执行，理由是该房产为其居住养老的

唯一处所，当初卖掉旧房，所得资金由 B 所用，

购得该处房产，以安享晚年。另查明，B无其他可

供执行的房产，C名下并无房产，B系 C数名子女

中唯一具备赡养条件的。经走访调查，确认 C 独

身一人行动不便，已和 B一家持续生活两年之久。

该房产未办理居住权登记。就 B的请求，A以居住

权未登记为由提出抗辩。 

对于该案的正确处理，需建立于深入理解和

正确适用我国居住权制度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以往，我国法律并无居住权的相关规定，2020年

5 月颁布的《民法典》正式将居住权制度归入用益

物权范畴，确立了居住权登记生效的原则。居住

权制度作为一种全新的制度，势必将对民众的婚

姻家庭、商业安排等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既有法

律规则体系和审判执行思路也必会带来一定冲击。

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未予登记的居住权类型，若

一律裁决认定居住权的设立非经登记无效，则会

导致对弱者生存利益的伤害和对社会稳定秩序的

破坏，但若不依法裁决认定无效，则会架空现有

的居住权制度体系。上例中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如未登记居住权是否应当保护？在涉及未登记居

住权的执行异议之诉中，应当构建怎样的裁判规

则？均是实践中迫切需要回应的问题。本文就上

述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对于正确审理该类案件及

平衡法安定秩序和社会安定秩序有所裨益。 

二、现实生活中“实际居住权”的类型 

在经济发展呈现不均衡状态的现实语境下，

以居住权制度这一现代法治方式，有助于实现家

庭养老、亲属扶助等具有鲜明保障功能的社会治

理目标。居住权入典可运用私法手段缓解特定群

体的居住困境，助力房屋所有权实现形式的多元

化，缓和僵硬的物权法定主义。从而，可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房价高企、养老、丧偶、离婚等原因而使

特定群体面临的居住难题。毕竟，实现对特定群

体的居住保障才是居住权的制度精髓。《民法典》

施行之后设立居住权的，自然依照法律规定为之。

然而，《民法典》施行之前，现实生活中存在当事

人之间约定居住权但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未办理

登记的情形。归纳起来，主要包含如下几种： 

1.养老扶助型。居住权制度的创设与养老保

障具有极强的关联。我国目前已逐步进入老龄化

阶段，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传统观念，家庭

养老负担沉重已成客观事实。城镇中，父母在子

女结婚购房时以毕生积蓄出资。农村中，父母倾

其所有为子女建造婚房，所购或者建造的房屋产

权大多登记在子女及其配偶名下。为养老之计，

就所购或者建造房屋或其部分，父母和子女约定

居住权而未登记。作为赡养、抚养义务的具体落

实，负有赡养或者抚养义务的近亲属之间，应予

承担提供居住条件的义务。我国现行法上规定的

赡养义务，在居住事宜方面较为原则、尚待细化。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演进和农村空心化的日趋严重，

随子女在城镇工作生活的农村老人所要面临的养

老居住问题更加迫切。在子女房屋成为执行标的

物时，父母的居住权如何保障？回到农村，显然

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此种情况下，需审慎对待

居住权的真实状态和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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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属依附型。顾名思义，家属依附型居住权

是指存在亲属或者家属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约定居

住权但未予登记之情形。不同于养老扶助型居住

权，家属依附型居住权的当事人之间，往往并不

存在法定的赡养、抚养义务。现实生活中，无自己

宅院的长辈居住于晚辈的住宅，在异地学习或工

作的年轻人借住在亲属所有的住宅里，均可约定

该类居住权。在此，应区分居住权人和实际居住

人，前者在住宅中接纳的家属或家务人员即为后

者。此处所指家属，应区别于实际居住人意义上

的家属。在住宅成为执行标的物时，亲属家属的

居住权如何认定？一般而言，该类居住权的期限

较短，但对当事人的生活居住至关重要。已有判

例支持家属依附型居住权人的执行异议，认为因

公殉职者的遗属对房屋享有居住权，在其居住、

经济状况获得改善之前，可以阻却购房者的强制

执行。实践中，存在如何甄别居住权成立的必要

性以及如何确定居住期限问题。 

3.离婚帮助型。实践中，夫妻之间对房屋的权

属产生纠纷时，为保护弱势一方而在讼争房屋中

为其设立居住权的情形并不少见。最高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离婚时一方以个

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

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所有权，此规定即为离

婚帮助型居住权。离异的配偶一方于其暂无居所

时居住于另一方所有的住房，双方约定居住权但

未登记，在房屋成为执行标的物时，其居住权如

何认定？经济能力较弱一方的居住权应予保障，

但与此同时，假离婚真逃债等现象也严重损害了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实践中，在保障离异的配偶

一方居住权时，也应严厉惩处虚假诉讼恶意讨债

等不法行为。为此，产生如何辨别居住权设立合

同真实性的问题。 

4.赠予保留型。赠予协议中，约定赠予人即原

所有权人保留居住权。这种附居住条件保障的赠

予型居住权，多在近亲属如祖孙之间设立。当事

人之间约定居住权，但未予登记，在赠予房屋成

为执行标的物时，赠予人的居住权如何认定？作

为一种单务合同，赠予合同仅依赠予人的意思表

示即可成立，无需实质的对价支付和义务履行。

若赠予合同双方并不存在赡养、抚养、扶助等亲

属关系，则需审查赠予合同成立背景，确认居住

权成立的必要性，以防范虚假诉讼。 

5.拆迁安置型。因城镇规划或乡村改造，宅基

地民宅或者城中村旧房征收补偿，予以产权置换

的安置房，一般而言产权未有初始登记。安置房

满足居住条件的，当事人之间就其约定居住权而

未登记，在安置房因债成为执行标的物时，如何

认定该居住权？此外，小产权房等其他特殊类型

的不动产，亦存在该情形。此类未登记居住权，其

基础权利即房屋所有权通常未在法律和制度层面

得到正式确认。为此，产生如何认定该类居住权，

进而决定对该类居住权应否予以保护的问题。 

6.公房租赁型。在非家庭法领域，居住权成为

贯彻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的工具，以实现对

住房困难群体提供保护的价值追求。公租房是为

解决不受区域和户籍限制的新就业职工等夹心层

群体住房困难的保障性、政策性住房。此外，因历

史原因，存在单位将公房分配给员工，收取部分

费用，承诺让员工无限期居住的情形，此类权利

被称为公房使用权，其法律性质一直未有定论。

在此，公租房提供两种价值或曰便利，一是承租

人的福利保障，二是权利人的居住使用。承租人

就公租房约定居住权但未予登记，公租房成为执

行标的物时，存在对居住权成立与否的判断问题。 

按照性质和功能，上述“居住权”均可以保障

性居住权称之，本文亦主要以之为考察对象。在

养老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保障性居住权在促进

社会稳定方面的基础作用难以替代。保障性居住

权以无偿为显著特征，大致可分为家庭保障性居

住权和社会保障性居住权，前者以建立在家庭内

部伦理基础上的互助方式，维护老年人、未成年

人等特定身份弱势群体的生存利益，后者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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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单位对其部分社会成员或工作人员的某种

优待。二者均有“为特定人提供便利”之属性，但

社会保障性居住权可以是有偿的。这些“栖身者”

对一项尽可能稳定的法律地位的需求，其合理性，

自无需多言。 

从居住权法律演进的角度来观察，居住权的

人役权属性是其传统功能之体现。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保障性居住权的本质特征在于设立主体和

接受主体之间具有特定的人身或者组织依附性。 

鉴于相关民众的法律意识薄弱和有权部门的

制度建设缺漏，上述未登记居住权大量存在，成

为司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作为一种可供考

虑的选择，可以对其进行界定和识别，评估其对

既有的审理规则可能造成的冲击，以期预设对应

规则和解题模式，维护社会稳定。效仿曾经存在

的法律概念——事实婚姻，将此虽予约定但未登

记的居住权，以“实际居住权”或者“事实居住权”

称之。本质上，“实际居住权”仍然契合《民法典》

定义的为满足生活居住之需而对他人的住宅占有、

使用的居住权内容要件，只不过缺少登记这一形

式要件。 

三、执行异议之诉中“实际居住权”的处理规则 

司法实践中，对房屋的执行，既是实现债权的

重要途径，也是司法权威得以强化的明证。《民法

典》设置居住权制度，无疑会对执行程序中处理

住房产生一定影响。举重以明轻，处理“实际居住

权”房屋，影响尤甚。债权和“实际居住权”，各

自代表不同的制度功能。对涉“实际居住权”房屋

的执行，即是两种制度价值冲突的表现。通过执

行异议之诉，以实体审理方式化解这种法益冲突，

无疑是较为理性、现实的选择。 

（一）“实际居住权”未登记原因分析 

《民法典》施行之后，居住权采登记生效主

义。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采登记生效主义，有过

于绝对化之嫌，主张采登记处分主义，居住权未

经登记不得处分。这种观点虽与现行立法相悖，

但也为实务处理“实际居住权”提供了某种思路

和方向。简而言之，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未登记，

对“实际居住权”的认定，需以当事人不具有处分

该项权利的意图为前提和必要。 

如上所述，未登记是“实际居住权”最为突出

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对未登记原因进行分析。具

体来说，可以归纳为无法登记和未能登记两种。

前者如安置房、小产权房等存在政策法规上的登

记障碍而无法办理不动产初始登记，或者尚未建

立、完备居住权登记制度，如公租房等，但这种情

形并不妨碍所有权的归属，仍可成立“实际居住

权”。后者系权利人法律能力较弱，或者身体健康

状况等非属权利人主观意志的因素，这种情况亦

不影响对“实际居住权”的认定，并可引导限期完

成登记事项。当事人在具备登记条件时故意不予

登记，非属无法登记和未能登记范围，应结合其

主观动机，依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以帮助被执

行人逃避债务为目的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未登记原因的分析，应结合居住权的设立

方式进行。在比较法上，居住权的设立方式一般

包括合同、遗嘱、取得时效、法律规定和法院裁判。

实践中，常见的居住权设立方式，主要包括保留

居住权的所有权买卖、赠与、遗赠，设定居住权的

共有物分割协议或集资购房协议等。合同、遗嘱

等属意思自治范畴内的意定居住权，通常对居住

权均予特别约定，实践中可按约定内容，结合履

行情况，判断居住权未登记原因，进而认定“实际

居住权”成立与否。法律规定和法院裁判确定的

居住权则可予归入法定居住权概念，但我国《民

法典》尚未规定法定居住权。执行异议之诉具备

确权功效，认定“实际居住权”成立的，可以司法

判决径行确定之，这种情况即应视为成立法定居

住权，不以登记为必要条件。 

对未登记原因进行界定，是准确识别和正确

认定“实际居住权”的基本前提，更是防范虚假诉

讼的重要途径。否则，由此产生的权利人缠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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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题，将和申请人提起的追究虚假诉讼、拒执

行为请求相互交织，严重干扰乃至阻碍正常的执

行工作，最终损害司法权威。 

（二）《执行异议规定》第二十八条：“实际居住

权”认定的规则基础 

《民法典》施行之前，我国《物权法》虽未规

定居住权制度，但不能否认居住权纠纷的现实存

在，普通民众主要依赖生活经验而民事法官则倾

向适用法律解释来应对。值得肯定的是，涉案的

民众和法官们均未囿于物权法定原则而简单地否

定居住权概念，而是在不同意义上运用各种解释

方法以达到保护居住权之终极目的。司法实践中，

尚无与“实际居住权”对应的规则体系。现行司法

解释中，可予参照的《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

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

异议规定》）。《执行异议规定》第二十八条所构

建的规则，是关于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

权的保护条件之规定。不动产是一般民众的基本

生活资料，在执行程序中对不动产买受人予以优

先保护，有利于增强民众对法治的信心。 

物权期待权和“实际居住权”，共通之处在于

未予办理登记。由此，凸显出“实际居住权”的规

则构建之必要性。物权期待权中，若已办理过户

登记，则执行程序中自然不会将之作为被执行人

的财产。“实际居住权”中，若已办理设立登记，

则执行程序中自然不会无视。就此来说，对“实际

居住权”的认定，恰和对未过户房屋的物权期待

权认定相同，都需在执行异议之诉中接受司法裁

判的检视。对物权期待权的检视过程，实质就是

对房屋确权的规则适用过程， 对“实际居住权”

的检视过程，根本上是对居住权的价值判断过程。

在检视和适用中形成的判断规则，也是对实体法

律精神内核所作的总结和发散。 

《执行异议规定》第二十八条将据以裁判的

执行案由限定为金钱债权，明显区别于排除妨害

之类的物权纠纷。那么，执行异议之诉中认定“实

际居住权”，是否需将执行案由限定为金钱债权？

有的认为，审理阶段已将需要保护的物权进行了

界定，执行程序中所要实现的是物权的内容，不

会涉及权利冲突的问题。这种认识显然不成立，

无论执行案由是金钱债权还是物权，只要涉及对

“实际居住权”的认定，都有产生权利冲突的可

能，均需通过实体审理来解除权利冲突的状态，

决定相关执行行为是否继续。因此，执行案由限

定为金钱债权实无必要，此观点也为既有案例肯

定。不过，“实际居住权”多发于金钱债权，故也

可突出金钱债权案由。 

《执行异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四项内

容，从形式到实质，逐次递进，确定了物权期待权

的“合同成立、实际占有、对价支付、未予登记”

四个要件。逐一检视，可以发现，四个要件并非均

可作为“实际居住权”认定的权利架构。 

1.以查封时间为轴线检视约定居住权合同的

签订时间。签订在前的，予以确认，签订在后的，

不予确认。如此规定，可以防止案件进入执行程

序之后，被执行人串通他人伪造居住权合同阻碍

执行。然而，在养老扶助型、家属依附型等家庭保

障性居住权情形下，当事人限于法律素养，多数

仅以口头形式约定居住权，实际已对房屋居住使

用，很可能无法举证书面合同。此时，可将举证责

任适当分配给异议人，对于年老无力举证或者存

有异常情况的，实地调查。书面合同的签订时间

存在人为提前的可能，但笔迹书写形成时间鉴定

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限于目前的技术手段，几

乎无法通过鉴定方式予以否定，考虑到执行异议

之诉审限较长，几乎都会经历两审，为了提高效

率，切实支持执行，审理中对合同签订时间、房屋

查封时间先后顺序的鉴定申请，不宜准许，应注

重对相关证据的综合认证。总之，合同成立要件

可以作为“实际居住权”认定的权利架构，但实践

中应加强审查和调查，并就相关鉴定申请加以限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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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查封时间为轴线检视对房屋的居住使用

情况。查封时间，作为判断“实际居住权”真伪的

重要尺度，既可检视合同签订时间，也可检视房

屋的居住使用情况。审理中，可依据水电气网的

开通时间、缴费票据等，判断居住使用的起始界

点。尤其注意，因养老之需而对农村宅基地上房

屋进行居住使用的，往往缺乏上述审查条件，故

应着重对周围邻居或者村组干部进行调查落实。

因此，实际占有要件，可以作为“实际居住权”认

定的权利架构，但应细化。当然，养老扶助、家属

依附等家庭保障性居住权，当事人出于种种原因，

在满足一定条件之前，比如到了一定年龄或者身

体状况变差，可能并不持续居住使用房屋，在长

期住院的情形下，对房屋的居住使用也无法直观

界定为持续。对此，可以参照物权期待权的理论，

以居住权期待权视之。换言之，即使当事人查封

之前因身体原因并未持续对房屋居住使用，但对

房屋具有现实的、迫切的居住使用需要的，也可

认定成立“实际居住权”。应予注意的是，居住权

的实质在于居住使用，未有基于现实迫切的持续

居住，仅以期待需要的养老目的，而主张成立“实

际居住权”，产生堵塞逃避执行的漏洞和化解养

老民生的难题两者之间如何取舍的问题。 

3.以合同对价的支付与否进行检视。居住权

的内容，通常仅能是供居住之用，以商业目的等

其他方式利用他人的建筑物或建筑物的特定部分

的，虽也可作为居住权的内容，但仅能是次要目

的。《民法典》确立了居住权的无偿设立原则，实

践中居住权合同也是为了现实的居住需要而在具

有特定身份的当事人之间成立，对价并非居住权

成立的必要条件。社会保障性居住权的本意旨在

解决特定民众的居住问题，为实现从“居者有其

屋”到“住有所居”的转变。即使在家庭保障性居

住权合同中约定对价，往往也是为了约束居住权

人对房屋的使用。因此，对价支付要件，不能作为

“实际居住权”认定的权利架构。当然，在投资性

居住权场合，当事人以对价为主要合同目的的，

可将合同对价是否支付作为检视“实际居住权”

成立与否的依据。 

4.以未登记能否归责于“实际居住权”人进行

检视。一方面，居住权制度刚刚推行，虽经普法教

育，公民法律意识普遍提升，但居住权人多为老

人、妇女、未成年人等经济和法律能力较弱的群

体，多数并不明晰居住权的概念，遑论办理登记

事宜，未办理居住权登记的情况大量存在；另一

方面，由于住房登记制度的相对不足，很多住房

并未在行政主管机关登记备案，比如农村宅基地

上房屋、小产权房等，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所有

权尚未登记明确，居住权更是无从备案。所以，将

未予登记的原因进行归责，无论是否归责于“实

际居住权”人，都不能准确反映居住权未登记的

客观原因。如上所述，无法登记和未能登记两种

情形均不影响对“实际居住权”的认定，而在当事

人故意不予登记情形下，应结合其主观动机进行

处理，但这属于故意范畴。因此，登记要件，可以

作为“实际居住权”认定的权利架构，但应将审查

重点放在当事人的主观故意方面。审理中发现具

备登记条件的，应向“实际居住权”人予以释明。

对此，有的主张对非因客观原因不能办理登记的，

可以限定“实际居住权”人在一定期限内至有权

部门办理，以此作为打击规避执行行为的手段。

这种做法实无必要。第一，既已认定“实际居住权”

成立，则权利如何行使或者是否圆满，应由权利

人自行处分，实无强制限期登记之必要；第二，权

利人后续会否登记难以确认，若无法跟进处理，

则徒损司法权威。可行的做法，应是释明的同时，

向行政主管机关发送司法建议书并附生效裁判文

书，将认定“实际居住权”房屋的相关情况予以公

示，便于后者及时进行登记、备案。 

（三）《执行异议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一项：“实

际居住权”认定的规则参照 

除第二十八条外，《执行异议规定》第三十一

条第一项也对认定“实际居住权”具有重要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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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作用。虽然居住权和租赁权的权利性质迥异，

但“买卖不破租赁”等规则的适用，让房屋租赁权

具备“准物权”的特征。二者具有较多一致性，如

排他性、期限性、要式性等。就此来说，该项规定

的内容，可以作为认定“实际居住权”权利架构的

参照规则。 

虽然未按第二十八条的方式列明适用条件，

但是根据文意解释，该项规定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在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

第二，在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使用房屋；第三，执

行裁决作出时，租赁期限尚未届满。对比第二十

八条，该项内容显而易见的变化是未涉及租金交

付问题。当然，因为租赁权并非物权无需登记，故

亦不涉及登记问题。 

对这三点内容，可按上述方法逐一分析。第一

点同上，不同者在于，经过几十年的市场经济法

治洗礼，国民对房屋租赁的观念较为成熟，且一

般而言，房屋租赁多在城镇，中介服务发达，很少

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且几乎都有书面合同，

对照观之，居住权制度的真正成熟，绝非一日之

功。第二点亦同上，立足于现实的、持续的而非直

接的、一时的占有使用，就此，占有使用系“实际

居住权”、房屋租赁权成立的共同基础。第三点，

未为第二十八条规定，却是居住权成立与否的重

要判断依据。毕竟，房屋租赁权、“实际居住权”

均应约定期限。居住权是为满足人员的居住需求，

约定期限是否合理，是判断“实际居住权”成立与

否的重要依据。 

上述两个条文均将查封时间作为判断基准。

其中隐意为，约定居住权的合同成立在查封之后

的，不予认定“实际居住权”。然而，若当事人就

居住权合同的签订约定条件（比如居住权人年满

一定年龄，或者身体状况达到不能自理的程度），

条件成就再行签订合同并对房屋进行居住使用，

而查封时所附条件尚未成就。此时，若以查封时

间审视，“实际居住权”显然不能成立。考虑到对

房屋的查封时间长达三年，实践中债权人一般选

择诉前保全予以查封，此后案件历经一审、二审，

时间跨度较大，此情形不能不予顾及。换言之，一

概以合同签订时间是否早于查封时间作为判断基

准，是否恰当？对此，应基于约定内容和所附条

件进行分析。上述约定，性质属于预约合同，在司

法查封（当然理解为第一次查封）之后所附条件

成就，则不受查封时间限制。预约合同可采书面

方式，亦不排除口头协议，但后者应予负担较重

的举证责任，必要时应依职权调查。 

（四）“实际居住权”在《执行异议规定》中的表

述更新 

通过对上述两个条文双边关系的分析可见，

无论是第二十八条还是第三十一条第一项，均不

能单独作为认定“实际居住权”的权利架构。虽然

如此，鉴于两个条文各自规定的内容均有可取之

处，可以考虑将二者的合理之处综合起来。总体

来说，应就当事人之间约定“实际居住权”合同的

意思表示真实与否进行考察，重点审查设立目的。 

基于此，此后修改执行异议之诉司法解释，增

加对“实际居住权”的审查判断规定时，建议修订

为：金钱债权等执行中，合同当事人对登记在被

执行人名下的房屋提出异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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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居住

权书面合同，合同应对设立居住权的原因、期限

等进行明确，养老扶助等家庭保障性需要而约定

居住权，仅有口头协议的，执行异议人应予举证

证明，查封之前虽未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

但当事人之间已就满足一定合理条件后再行签订

合同约定居住权达成预约合同，或者举证证明存

在口头协议，且首次申请查封之后、一审法庭辩

论终结之前，相关条件已经成就的；（二）在人民

法院查封之前已实际居住、使用该房屋，但因身

体、年龄等特殊情况未有持续居住使用的除外，

除外情形，执行异议人应予承担举证责任，存在

疑问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职权调查；（三）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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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权的合同以支付对价为主要目的，执行异议

人已按合同约定的方式支付全部价款，或者支付

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

执行；（四）对房屋的执行裁决作出时，居住权期

限尚未届满。 

学界有人主张借助公序良俗原则保护居住权。

例如，“刘柯妤诉刘茂勇、周忠容共有房屋分割案”

中，对刘茂勇、周忠容居住权的保护，遵循按公序

良俗→按份共有→居住权的顺位原则。对此，有

的认为公序良俗原则所应保护的主要是基本权利

或者公权利，而居住权本质乃是私权，对其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将会危及交易安全并且法官的自由

裁量权势必膨胀。这种观点显然有些主观片面。

实际上，公序良俗原则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

居住权契合养老保障的基本国情，司法裁判过程

中注重以公序良俗原则考察居住权，利于平衡私

权保护和社会稳定。因此，公序良俗原则完全可

以作为“实际居住权”认定中的审查原则。具体来

说，在对房屋或者住宅的居住、使用的需求、方式、

期限等方面，应当符合依据当地风俗和通常认识

所能确定的良好风尚和道德水准。 

“实际居住权”的权利架构组成中，房屋是否

具备唯一性是绕不过去的问题。质言之，是否要

求成立“实际居住权”的房屋系唯一可予设立居

住权的对象？按照上述权利架构以及居住权的人

役权特性进行检视，可以发现“实际居住权”的成

立与否，关键在于当事人之间对居住权的约定能

否体现出真实的居住和使用需求。若有，则应予

认定，若无，则不予认定。即使存在两个以上可予

约定居住权的房屋，若当事人之间仅就特定的房

屋约定居住和使用，也应认定就该房屋成立居住

权，而不能以其他房屋可予设立居住权来否定该

“实际居住权”的成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房屋

是否具备唯一性，并非“实际居住权”成立的必要

条件。 

司法实践中，依据上述规则，结合权利类型，

可就养老扶助型、离婚帮助型、家属依附型、赠予

保留型、拆迁安置型、公房租赁型等“实际居住权”

进行甄别。对于养老扶助型，应着重对权利人养

老原因的认定，考察权利人和被执行人的往日关

系、权利人有无其他房屋可供居住使用；对于离

婚帮助型，应着重对权利人房产所有和支配情况

的认定，权利人离婚之后收入状况、是否需要抚

养子女等均是考察因素；对于家属依附型，应着

重对权利人投亲靠友读书生活必要性的认定，考

察权利人和被执行人的亲属关系远近亲疏、生活

需求正当与否等；对于赠予保留型，应着重对权

利人保留居住权原因的认定，考察权利人和被执

行人的关系、有无其他房屋可供居住等；对于拆

迁安置型，应着重对居住权设立必要性的认定，

考察居住权合同条款、权利人对房屋产权状态的

认知、有无要求就居住权进行登记等；对于公房

租赁型，应着重对权利人居住原因的认定，考察

权利人的职业规划、收入状况、现实困境等。 

四、建立“实际居住权”登记制度之建议 

“实际居住权”的认定和适用规则，仅为解决

居住权制度确立之初面临的相关问题。随着《民

法典》实施和后续司法解释的出台，应严格按照

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由于我国现行法上

对居住权欠缺必要的公示手段，居住权沦为一种

未经登记的“事实物权”。在此情况下，买受人可

能并不知道涉案房屋之上设立居住权，为此承担

额外的交易风险。为此，应建立小产权房等未予

明确法律地位的房地产在未予登记产权情况下的

居住权登记制度。可考虑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单独

建立居住权登记体系，统一居住权登记，即使房

地产所有权因故无法明确，也可保障居住权的设

立，且不会混淆。登记中，应当在不动产登记簿中

增设居住权登记的相应簿页。居住权作为他物权，

不涉及物的归属问题，故登记时应尽量满足实际

生活需求。此外，《民法典》规定了居住权消灭注

销登记制度，在“实际居住权”人死亡或者放弃居

住权的场合，应及时办理注销登记。实践中，为防

止被执行人弄虚作假，应予加强对异议人真实身

份和生存状态的审核。 

注：因篇幅排版限制，本文引注略 



641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英模风采｜陈文军：用热爱将每起案件办到极致 

2022-06-23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小中 

https://mp.weixin.qq.com/s/LTYMrofhyQVcDI-R_JxFrw 

6月 10日，市法院召开全市法院“两个确立”

主题教育英模事迹宣讲会，泰州中院民三庭庭长

王小莉、南京中院民二庭庭长周晔、六合法院城

东法庭法官朱明来、玄武法院孝陵卫法庭庭长陈

文军四位英模用感人的事例、质朴的语言和真挚

的情感，进行了精彩讲述。今天，我们一起倾听陈

文军的故事。 

用热爱将每起案件办到极致 

玄武法院孝陵卫法庭庭长陈文军 

主要荣誉 

 

获全省政法系统先进工作者、全省审判业务

专家、江苏优秀法官、全省法院调解能手、市优秀

共产党员等荣誉。荣立个人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3 次。 

我叫陈文军，现任玄武法院孝陵卫法庭庭长。

2004年从部队转业，有人说：“转业军人的早晨

从中午开始”，如何让中午才出发的自己尽快实

现从军官向法官的转型，我想，唯有付出更多的

努力。这十八年，凭着对审判事业的热爱，我完成

了在职法硕的学习，办理了 3944 件案件，有多起

全国首例案件受到业界普遍好评；也是凭着这一

份热爱，让我有幸站在今天这个讲台。 

 

突破法律框架，这起案例成为司考考题 

我办理过这样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被

告公司购买苹果手机，但被告公司的员工程某却

将货物转售他人，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程某侵占被

告公司货款，构成职务侵占罪，原告起诉被告公

司要求按合同约定给付货物。这起案件看上去原

告的证据很充分，买卖合同、付款记录，还有刑事

判决书认定的职务侵占事实，原告的诉讼请求应

当得到支持。但程某向原告的打款记录引起了我

的注意，原告打款给程某很正常，但程某为何会

向原告打款？通过调取双方的银行流水、向相关

证人调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原来双方在合同

之外另有猫腻，程某利用职务便利以低价卖给原

告苹果手机，原告不实际提货，由程某直接高价

转售他人谋利，利润双方五五分成。双方此前按

照这个模式已合作多次，这次是因为程某赌博负

债，没有将销售回款汇给原告才引发了纠纷，也

就是说，原告应当向程某主张销售回款。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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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清了案件事实只是第一步，本案更大的障

碍在于，民事判决能否作出与生效刑事判决不一

致的事实认定，当时的法律未作明确规定。但我

感到，案件的裁判结果如果违背最朴素的价值判

断，那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判决，原告和程某恶意

串通，不能让原告从中获利！经过反复思考论证

后，我作出了驳回原告诉请的判决，为充分展示

心证过程，增强判决书的说服力，我在说理时引

用了三位专家学者的观点来辅助论证，受到业界

的好评。这份判决书获得中国法学会优秀法律文

书评比一等奖，还成为了 2015 年国家司法考试考

题。中国法学会在颁奖词中称赞这份判决有三个

突破：突破思维定势，突破刑民界限，突破法律框

架，足见法官对所办案件的认真负责精神，对公

平正义的坚守，对刑民交叉案件法律知识的娴熟。

案件审理期间，原告曾拉着两卡车公司员工到法

院门口施压，但在拿到判决后，却没有上诉，我想，

这是判决的力量，也是说理的魅力。这个案件更

坚定了我的信念，当法官就要尽最大努力追求公

平、实现正义，不放过案件中任何一个细小的疑

点，不错过任何一次缩小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差

距的机会。我们的每一次努力，都能让人民群众

离公正更近一步。 

 

全国首例丈夫废弃冷冻胚胎构成侵权案 

我还审理过这样一起全国首例丈夫废弃冷冻

胚胎构成侵权案。夫妻二人在国外留学期间做了

冷冻胚胎，女方因故先回国，由男方每半年续一

次费，后来男方想离婚了，在没有告诉女方的情

况下不再续费，导致冷冻胚胎被废弃。这个案件

中，胚胎跟一般的物一样吗？如何对其法律性质

作出判断？ 

为了这个案件，我到医院走访了生殖专家，了

解到女性一生大约可排出 400 个卵子，而做试管

婴儿，需要服促排卵药，一次排十几个，一次不一

定能成功，穿刺取卵也有一定的风险，整个过程

会造成生理期紊乱、更年期提前，对女性健康有

很大的伤害。在人工辅助生育中，女性的付出和

牺牲很大，其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何况胚胎

带有生命遗传信息，是带有感情的特殊的物，在

夫妻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男方不想续费，应当

征询在国内的妻子的意见。男方在未通知妻子的

情况下不续费，应当认定构成侵权。判决作出后，

杨立新教授评价本案“是我国对人体胚胎物的属

性认定的第一例生效判决，对我国民事立法、司

法和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创造了司法先例。”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是每一个新时代人民法官的初心；司法为

民，就是新时代人民法官的良心。一件事情，一个

案件，如果我们觉得它存在不公平的地方，只要

我们坚守“司法为民”的良心，就一定可以找到实

现公正的办法，攻克一个个司法难题。 

千里赴云南，小乐乐回家了！ 

这个小男孩叫铁乐乐，今年 9 岁了。每年中

秋团圆夜，他都要他的妈妈给我打个电话。他是

我办理的一起撤销生母监护权案的当事人。他的

妈妈年轻时未婚先孕，却发现男友是有妇之夫，

想打掉孩子却被告知她的身体不宜流产，如果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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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堕胎可能此生不能再生育。无奈之下，她瞒着

父母生下了孩子，托人送养。因为怕不舍得，孩子

生下来时她连孩子的脸都没看，甚至不知道是男

是女就让人抱走了。谁知孩子才两个月就被拐卖

到江苏，所幸被铁路警察解救，两个人贩子被判

刑。因为被铁路警察解救所以他姓铁，叫铁乐乐。

案件侦查中，警察曾找生母做过笔录，问她要不

要小孩，她说不要，小乐乐被送到了福利院。转眼

乐乐长到 3 岁，没有户籍，不能上学，福利院无

奈诉至法院，要求撤销生母的监护权，好将孩子

送养。 

 

此时生母家已经拆迁，去向不明。一般来说，

邮件被退回，公告送达也符合法律规定。但是，我

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深知只有让孩子回到原

生家庭，对孩子成长才最有利。生母不想养，如果

外公、外婆愿意当监护人，也有必要征询他们的

意见。所以我远赴云南，查生母的户籍资料，到女

方父亲的工作单位寻访其父亲的老同事，从一些

模糊的线索中，花了两天多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孩

子外婆。 

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这个外婆

吃惊的表情。因为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竟然还有个

3 岁的外孙。这个外婆后来告诉我，她好几天睡不

着觉，一是想这个外孙想得睡不着，二是一个南

京的法官，不远千里找到她，只为将至亲骨肉送

还给她，感动得睡不着！她找到女儿摊牌，女儿失

声痛哭，说当初之所以送养，一是迫于世俗的压

力，二是担心父母责备。现在母亲表态支持，她当

然做梦都想让小孩回到自己的身边！回到南京，

我驳回了福利院的诉讼请求，将铁乐乐判归生母

抚养。《中国妇女》杂志以《“铁乐乐”回家，延

续爱的接力》为题进行了报道。 

我们常说，我们办的不仅仅是案件，更是别人

的人生。通过办理这个案件，我更深刻地理解了

这句话的含义，责任重于泰山，只有忠诚履职，办

好每一起案件，才能不负人民重托。 

精雕细琢，只为写好每一份判决书 

判决书是法官的名片，对传播社会正能量、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判

决书要获得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最大认同，就要

从案件类型特点和受众群体的特点出发，情理法

兼顾，让当事人易于接受。为了写好判决书，我做

过很多尝试。 

 

现代小诗《一碗油盐饭》只有短短的 52个字，

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么平凡的文字却表达出了母

亲给子女深深的爱，以及孩子对母亲的思念。于

是我尝试着把它引用在一对母子争房的判决书中，

在央视《夕阳红》栏目播出后广受好评。 

分居满两年，依法当判离。但妻子患癌正在康

复中，能否有例外？我判不准予双方离婚。对繁

体字“親愛”一词进行了说文解字，“親要相见，

愛要有心。”被网友和媒体称为“最具温情的判决

书”。也有人评价说，这份判决书写出了“鸡汤”

的味道，“有深度，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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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点低，但经过努力，我的工作也得到了组

织的肯定。我先后获得了全省审判业务专家、江

苏政法先进个人、江苏好人、南京市优秀共产党

员等荣誉。如果说人生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

我热爱本职，对法律始终保持强烈的兴趣，十年

如一日地保持学习的状态、思考的习惯，我们不

能高估一年所能完成的，也不要低估十年所能实

现的。 

 

任正非说，磨好豆腐，发好豆芽。每人做好一

件事，合起来就是伟大祖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热爱是做好工作的最大动力。我们对这片土地爱

得深沉，才会设身处地为老百姓着想，将他们看

成亲人的模样，察民情，解民忧，忠诚履职，为人

民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根据现场记录整理，有删减） 

恋爱期间的借款如何认定？ 

2022-06-24  山东高法 

https://mp.weixin.qq.com/s/Rsb6gpw_qRKhEQSQFm0Gxg 

鲁法案例【2022】242 

情侣间多会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平台互相进

行转账，有表达爱意的“小红包”，也有应急用

的大额转账。然而分手后，这些甜蜜的过往却成

为了双方纠纷的焦点。 

情侣间的经济来往，通常不会留下书面凭证，

仅靠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能否认定为借款？ 

一起看看下面的案例吧~ 

原、被告原系男女朋友关系，恋爱期间，原告

多次向被告转账，后双方终止恋爱关系。其中，

2021 年 11 月 17 日，原告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

10000元；同年 11月 21日、12月 6日、12月 23

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向被告分别转账 20000 元、

10000 元、6000 元。原告主张，其向被告转账共

计 46000元，均系被告向原告借款。 

被告辩称，原告向其转账 46000 元是事实，

但 2021年 11月 17日的 10000元，不是其向原告

借款，而是与原告玩微信游戏时原告自愿给的，

其余 36000 元均系向原告借款，其愿意偿还，但

现在没钱偿还。庭审中，原告主张借款利息以

46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2022年 3月 23日）

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案件焦点 

原告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向被告转账的

10000元是不是借款。 

裁判结果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如下：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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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 46000 元及利息（以 46000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3 月 23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 

案例解读 

根据原告陈述，当时其与被告在热恋中，因被

告父亲患病，被告与原告视频时提出向原告借款，

所以原告借给被告 10000元，被告表示一定偿还，

原告虽曾表示不用偿还，但被告坚持要偿还，原

告也没再说不还，之后向被告多次催要。被告辩

称，该款系其与原告玩微信游戏时原告自愿给的，

应系原告赠与被告，且原告也表示过不用偿还，

所以该 10000元不是借款。 

法院认为，被告在与原告微信聊天时称，“你

的 10000 我明天给你哈”，“你放心你的 10000

我一定给你”，从该内容并结合原、被告陈述来

看，原、被告具有借贷合意的高度可能性。从举证

情况来看，原告提交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和转账记录，被告称该 10000 元系原、被告做微

信游戏时原告自愿给的，除自己陈述外，没有提

交证据证实，故对被告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

信。综合来看，被告具有向原告借款的高度可能

性，法院认定该 10000元系被告向原告的借款。 

法院认为，被告共计向原告借款 46000 元，

经原告催要，被告应当及时归还，被告未及时归

还，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

息，法院予以支持。原、被告虽没有约定借款利息，

但原告要求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相关法条 

根据原告陈述，当时其与被告在热恋中，因被

告父亲患病，被告与原告视频时提出向原告借款，

所以原告借给被告 10000元，被告表示一定偿还，

原告虽曾表示不用偿还，但被告坚持要偿还，原

告也没再说不还，之后向被告多次催要。被告辩

称，该款系其与原告玩微信游戏时原告自愿给的，

应系原告赠与被告，且原告也表示过不用偿还，

所以该 10000元不是借款。 

法院认为，被告在与原告微信聊天时称，“你

的 10000 我明天给你哈”，“你放心你的 10000

我一定给你”，从该内容并结合原、被告陈述来

看，原、被告具有借贷合意的高度可能性。从举证

情况来看，原告提交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和转账记录，被告称该 10000 元系原、被告做微

信游戏时原告自愿给的，除自己陈述外，没有提

交证据证实，故对被告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

信。综合来看，被告具有向原告借款的高度可能

性，法院认定该 10000元系被告向原告的借款。 

法院认为，被告共计向原告借款 46000 元，

经原告催要，被告应当及时归还，被告未及时归

还，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

息，法院予以支持。原、被告虽没有约定借款利息，

但原告要求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生父母无力抚养子女可以交由亲友抚养吗？ 

原创：2022-06-27  江西民事审判 吴军 

https://mp.weixin.qq.com/s/cIHDj9CTUJ7ewBMMSgJV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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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案例 

十年前，杨某花因丈夫犯罪入狱，独自抚养 4

岁的儿子李某军。后杨某花另行组成家庭，考虑

到无法尽心照顾孩子，杨某花便与其大姨王某夫

妇商量，将李某军交由王某夫妇抚养，并将李某

军的户口迁入王某夫妇处，当时王某夫妇已经育

有一子。如今，李某军 15岁了，在镇中心中学寄

读，王某夫妇因夫妻关系不和，未再关心照顾李

某军，也不给李某军提供必要的生活费用。学校

老师得知后，发动全体师生为李某军捐款。还有

好心人知道后，收留李某军在家吃住。杨某花知

道该情况后，以王某夫妇遗弃李某军，没有尽到

监护人责任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王

某夫妇与李某军之间的收养关系。法院最终没有

支持杨某花的诉讼请求，这是为什么呢？ 

权威观点 

因为王某夫妇与李某军之间压根没有建立合

法有效的收养关系，所以不需要通过法院判决解

除本就不存在的收养关系，杨某花可以直接要回

小孩自己抚养。法律规定，对于生父母无力抚养

的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友抚养，但如果

是收养，则要办理合法正规的收养手续。 

法官解读 

由于年幼之人并无生存能力，需要依赖父母

双亲的抚育，但在遭遇变故，父母死亡或父母无

力抚养之时，生活便无以为继。所以，孤儿或者生

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

友抚养，有利于充分发挥亲属朋友间的互助互爱，

为处于困境中的未成年子女提供基本生存条件，

充分发挥家庭、社会在扶助弱小方面的积极作用，

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但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抚养的条件 

在上述的抚养关系中，除了有负担能力的祖

父母、外祖父母有法定抚养义务之外，其他亲属、

朋友对于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并无

法定抚养义务，并不能强制其抚养。只有当有负

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法定抚养义务人不

愿意抚养未成年人时，如果生父母的其他亲属、

朋友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意愿，并且更加适合抚养

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也可以在各方

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由生父母的其他亲属、

朋友抚养。当然，应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

则，结合亲疏关系的远近、抚养能力和抚养意愿

等因素，综合确定抚养人。 

（二）抚养与收养的区别 

抚养和收养均属于安置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

抚养的子女的途径，但抚养与收养存在显著的区

别：一是抚养人不需要具备收养人的各项限制条

件，但对抚养人的范围有所限制；二是被抚养人

仅限于孤儿和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而被收养

人除了这两类未成年人外，还包括查找不到生父

母的未成年人；三是抚养人只要履行了抚养行为

就可以认为成立抚养关系，而收养关系必须到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才能成立；四是抚

养不产生收养的法律效果，即不会消除被抚养人

与生父母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也不会让被抚养

人与抚养人之间产生父母子女关系。 

综上，杨某花与王某夫妇并没有成立合法的

收养关系，双方是亲属关系，杨某花将李某军交

由王某夫妇抚养时，并未签订收养协议和办理收

养登记，未明确是将李某军送养，同时，王某夫妇

当时已育有一子，并不符合当时法律规定收养人

条件。故王某夫妇与李某军之间的收养关系并不

成立，王某夫妇应当将李某军送回至杨某花处抚

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五条 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

姻亲。 

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

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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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

家庭成员。 

第一千零七十四条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

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

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有赡养的义务。 

第一千一百零七条 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抚

养的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友抚养；抚养

人与被抚养人的关系不适用本章规定。 

特别提醒 

生父母将无力抚养的子女，送给亲友抚养时，

应当明确是抚养还是收养。如果是收养，应当办

理合法正规的收养手续。 

如何做好家事纠纷案件的调解工作丨办案心法 

原创：2022-06-27  浦江天平 上海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N5xy0RfpFF8kODMd3GEJVQ 

法官办案讲究“案结事了人和”，在家事纠

纷案件的处理中更是如此。纠纷背后是血缘亲情，

处理得当则重归于好、皆大欢喜，处理失当则可

能使矛盾升级。 

本期，我们邀请到上海法院“十佳青年”，上

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

判庭副庭长、法官——白云，她在审理家事纠纷尤

其是涉老家事纠纷的过程中，善用各种方法“调

纠纷、解心结”，总结形成了一套调解指南与大

家分享。 

 

白云，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现任上海市静

安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副

庭长、法官。曾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个人），

获评上海法院“十佳青年”、新时代静安政法干

警榜样人物。撰写案例、文章曾获评最高法院老

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上海法院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上海法院优秀审判白皮书

等。 

家事纠纷的特点使调解成为更具优势的争议

解决方式，但与此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增加了调

解工作的难度。亲人之间的感情用事、情绪对立

使调解工作难以开始，错综复杂的矛盾、盘根错

节的关系使调解工作难以聚焦，而由来已久的误

解、经年累月的积怨又使调解协议难以达成。面

对这些困难，我们可以运用以下方法来应对。 

安抚情绪，明确调解意愿 

“争口气”往往是家事纠纷产生的原因之一，

亲人之间的感情用事在诉讼中就表现为情绪对立。

若直接开展调解工作，双方未必积极配合，甚至

会产生“和稀泥”“以调代判”的误解。为使调

解工作能顺利开展，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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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两个“铺垫”尤为重要：一是安抚情绪，二是

明确意愿。 

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我们可以先将双方

暂时隔开，再采取分别谈心的方式引导当事人宣

泄情绪。谈心的过程要以倾听为主，尽量做到不

打断、不评判、不说服，同时也要收集有用信息，

评估调解时机。待当事人的倾诉欲得到满足、情

绪得以释放后，再引导当事人解决问题，尝试进

入调解环节。 

调解的开始要有“仪式感”，要正式征询双

方对于调解的意见。如果当事人不同意调解，说

明时机尚不成熟或还不具备调解条件，此时我们

可以先开庭审理，另寻调解时机。如果同意，就趁

热打铁立即开始调解工作。这样做，既能够避免

“强调”“硬调”及其负面影响，又可以让当事

人明白，调解系出于自愿，亦是基于双方共同的

意愿。由于调与不调均系当事人自主选择，后续

不论是调解还是开庭，当事人都倾向于表现出更

积极的姿态和更高的配合度。 

例如，在一起再婚夫妻离婚案中，丈夫因妻子

帮助与前夫所生女儿带孩子且忽略丈夫感受要求

离婚。来院后，丈夫情绪异常激动并反复陈述：

“不要给我调解，我现在就得离婚！”我将丈夫

单独请进调解室，丈夫向我倾诉：“我再婚前是

丧偶，上一段婚姻也没有子女，现在她一心扑在

和前夫女儿的孩子身上，对我不管不问，我感到

既愤怒又孤独。”另一边，妻子也对丈夫的心理

活动有所察觉，告诉我日后愿意多关心丈夫，希

望能与丈夫和好。 

见丈夫的激动情绪有所缓解，妻子又表现出

和好的意愿，我向双方征询：“根据法律规定，当

事人可以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进行调解。现在

被告已表示希望和好，若原告坚持离婚致调解无

法进行，法院将开庭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若判

决离婚，则涉及人身、财产关系的处理，婚姻并非

儿戏，离婚不可冲动。双方是否愿意在法庭的主

持下进行调解？”妻子立即表示愿意调解，丈夫

犹豫了片刻，也表示愿意调解。在调解过程中，丈

夫向妻子坦诚了自己的感受，并表达了自己对妻

子的期待，妻子则向丈夫道歉并表示今后会做改

进。最终，双方重归于好。 

有的放矢，分清主次矛盾 

 “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事类案件当事人之

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的，除了涉案纠纷，往往还有

许多案外纠纷。尤其是涉老家事类案件，矛盾多

是经年累积，更显错综复杂。如果法官能在一个

案件中将当事人之间的案内外矛盾一并解决，固

然是好。但事实上，法官很难在有限的审理时间

内将多年纠纷“打包”处理，司法效率原则也不

允许法官过分关注案外纠纷。所以，虽然只是调

解，我们依然要了解当事人的基本观点和双方争

议焦点，同时也要让当事人清楚本次诉讼要解决

的主要问题，从而做到有的放矢。 

在分清主次矛盾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向当事

人释明，对于涉案纠纷以外的其他纠纷，法官也

可以协助双方进行“一揽子”解决。这样做，既

可以让当事人把精力主要放在解决涉案纠纷上，

又为当事人提供了灵活解决案外纠纷的选择空间，

为双方彻底消除积怨创造了可能性。 

例如，在一起案件中，养母去世后，养父起诉

养女要求解除收养关系。调解前，我先向双方了

解基本情况和争议所在。养女表示，养母的遗产

尚未处理，且养父曾向自己借款用于生意周转。

养父表示，养女无权继承养母遗产，因为养母生

前花费巨额医疗费用而养女未出分文。我告知双

方：“本案系解除收养关系纠纷，焦点一般为双

方收养关系是否满足解除条件，双方关系是否恶

化以及是否难以共同生活等，至于遗产继承、民

间借贷、赡养等问题可另案解决。” 

经过对涉案纠纷的明确，养女表示对解除收

养关系没有意见。我向双方征询：“当事人可以

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若双方愿意，可

以协商一致解除收养关系。至于双方之间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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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法官也可以协助进行‘一揽子’解决。”

双方均同意调解解除收养关系。同时，养父还表

示，借款会尽力归还。最终，双方就解除收养关系

达成调解协议，养父还书写了一份还款计划给养

女。 

释明法律，引导合理预期 

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具有合理预期是调解工作

有效开展的基础，但由于对法律的理解存在偏差，

有的当事人会对案件走向或裁判结果抱有不切实

际的幻想。老年当事人诉讼能力相对较弱，错用

法律的情况更为常见，这就需要法官向当事人释

明法律。 

释明法律，包括介绍相关法律规定、诠释法律

概念的内涵外延、解读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以及提

示告知诉讼风险等，也包括建立在法官中立、程

序正当等原则基础之上的法律观点释明。有效的

法律释明，可以帮助当事人准确评估其面临的诉

讼形势，合理预判己方诉讼利益是否能够实现以

及实现的程度、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利

益做出合理安排。 

例如，在一起赡养纠纷案中，王奶奶起诉已退

休儿子老王要求“常回家看看”，老王却表示因

动迁款分割不均要和母亲断绝关系。见状，我向

老王释明，父母与子女关系绝非说断就断，赡养

父母更是法定义务。紧接着，我又对相关法律规

定做了详细介绍。老王自觉理亏，且意识到法律

不会支持自己与母亲断绝来往，遂同意和母亲坐

下来谈谈。 

在调解的过程中，我又向老王释明，赡养父母

不仅包括经济上支付费用，还包括精神上陪伴与

支持，比如定期看望。又释明若因动迁款分割产

生纠纷可另案解决，但无论动迁款如何分割都不

能成为子女拒绝赡养的理由。最终老王同意定期

看望母亲并与母亲达成调解协议。应当注意的是，

释明要注意方式和尺度。语言要简明准确、通俗

易懂，向老年人释明，还要贴合老年人的生活经

验和心理特点。避免使用一般老百姓听不懂或难

以理解的表达方式，对于专业法律术语、用语，要

用“大白话”进行解释，用老百姓的身边事进行

类比。 

释明的限度在于，在保持中立和保证当事人

自由处分权利的基础上，让诉讼能力偏弱的当事

人不因自己对法律的误解和表述的偏差影响其权

利的行使和权益的实现。超过补足当事人理解偏

差的限度属于过度释明，比如直接表明对裁判结

果的观点；未能补足当事人理解偏差属于释明不

足，比如仅复述法律规定而不做解释。具体尺度，

要以案件性质、当事人诉讼能力及诉辩意见、案

件事实等为基础综合把握。 

例如，在一起发生在同胞姐妹间的民间借贷

纠纷案中，姐妹二人都已年近七旬，妹妹欠姐姐

数十万钱款多年未还，姐姐无奈诉至法院。庭审

前，妹妹坚决要求在本案中提出分割公房动迁安

置利益的反诉，依据是“报纸说被告可以提反

诉”。在充分释明反诉法律规定无果后，我用上

海话问妹妹：“阿姨，吾门侬，假如有个人摔跤骨

折，去医院看毛病，挂什么科？”妹妹说：“挂骨

科”。我接着问：“就在医生帮伊看毛病时，伊肠

胃不舒服，是就在骨科看病？还在再挂消化内

科？”妹妹马上说：“消化内科。哦，我明白了！”

之后，妹妹便不再提反诉的事情，并同意和姐姐

协商还钱的事。 

在这个例子中，我试着用老年人熟悉的看病

场景让妹妹明白了其反诉不符合受理条件，弥补

了其对反诉法律规定理解上的偏差。试想，如果

向妹妹表示，即使提反诉法院也不会受理，即为

释明过度；如果表示，你不要在本案提反诉了，另

行起诉效果也是一样的，即为释明不足。 

唤醒情感，逐步解开心结 

家事纠纷的“家”，反映出此类纠纷的人格

情感属性。情感因素虽然是纠纷形成的原因之一，

但也是纠纷解决的重要推动力。家庭成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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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对彼此的需要和对亲情的期待，如果这种需

求得不到满足，加之缺乏沟通导致更多失望、误

解的产生，心结就很容易形成。法律关系纠纷的

背后其实是情感与情绪的纠结，这在涉老家事纠

纷中，更为常见。 

家事纠纷的调解，是在法律框架下“调”处

矛盾，也是在情理范围内“解”开心结。心结因

情而起，还需用情来解。在调解过程中，我们可以

适时帮助当事人回忆过往温馨时刻，唤醒他们内

心对彼此的情感和理解。在情感的推动下，当事

人会重新审视双方关系，也会对自身问题进行反

思，还会尝试站在对方的立场及处境下考虑问

题……直到心结慢慢解开，调解就成了水到渠成

的事。 

例如，在一起案件中，94岁的母亲刚刚过世

一个多月，年过六旬的姐妹俩便对簿公堂，为母

亲生前所在单位发放的抚恤金争执不下。开庭时，

双方情绪异常激动，互相指责发泄情绪。尽管如

此，她们始终未直呼对方名字，而是称“阿姐”

和“阿妹”。庭审结束后，双方对立情绪有所缓

和，我便问妹妹：“爸爸走得早，以前妈妈带姐妹

两个生活，日子苦吗？”还没等妹妹张口，姐姐

先说话了：“老娘一个人带我们两个，日子蛮苦

的……”我没有打断姐姐，而是让她慢慢诉说母

女三人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直到姐姐讲到妹妹

结婚生子，我问道：“是你照顾妹妹月子的吗？”

姐姐脱口而出：“当然咯！”我看向妹妹，妹妹有

点不好意思地说：“当时还好有阿姐……”顺着

姐姐的话，妹妹也说了很多姐妹俩快乐温馨的过

往。 

“我理解，越是亲密的人，闹起矛盾来，才越

让人伤心。”见姐妹俩连连点头，我继续说道：

“你们姐妹俩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手足。小时候，

您是姐姐，您是妹妹。如今呢？如今也是！”经过

一番回忆，姐妹俩都意识到，为母亲的抚恤金对

簿公堂，既是对手足亲情的伤害，也是父母不愿

看到的事情。于是，双方主动要求协商解决。 

求同存异，逐个解决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法官的调解也不

是一蹴而就。尽管对主次矛盾已做明确，但在调

解方案的协商过程中，还是会经常出现当事人反

复提及案外纠纷，以增加己方“谈判筹码”的情

况。在面对多个矛盾时，我们可以向当事人提出

“一揽子”解决方案，但如果“打包”解决难度

较大，我们也不宜花费过多时间，影响司法效率。 

此时，我们可以将“打包”好的争议再行拆

分，分为能够达成一致、尚未达成一致以及不具

备调解条件三类。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将

能够达成一致的方案先确定下来，对尚未达成一

致的争议建议暂时搁置，对不具备调解条件的争

议建议另案处理，不要因为就某一项争议无法协

商一致而影响整个调解方案尤其是涉案争议调解

方案的达成。 

其实，对于家事纠纷当事人长年累积的矛盾

来说，调解更像是一个双方共同直面问题、尝试

解决问题的契机。不论案外纠纷能否解决、能在

多大程度上解决，涉案纠纷的成功调解都是双方

友好协商的起点，是双方修复情感关系的开端，

调解的过程亦为此后双方私下协商解决案外纠纷

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例如，在前述抚恤金案的调解过程中，妹妹虽

然同意与姐姐平分抚恤金，但还反复提及姐妹俩

在老房子动迁款分割、赡养费用分摊以及母亲遗

产分配等方面的矛盾，迟迟不肯签调解协议。就

老房子动迁利益的分割问题，我询问是否涉及其

他人，姐妹俩均表示有所涉及。 

于是我向她们释明因涉及他人利益无法直接

在姐妹俩之间进行调解，并建议搁置该争议。就

母亲赡养费用的分摊，姐姐表示母亲生前是自己

一直在身边照顾，母亲的退休金扣除医药费确实

尚有结余，无需姐妹俩另行支付，结余部分还在

母亲工资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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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姐姐向妹妹公开母亲的工资明细和医

疗费用单据，姐姐表示同意，也愿意在扣除其垫

付的医疗费用后就结余部分与妹妹平分。而妹妹

听后，则表示愿意让姐姐再扣除母亲生前每月的

生活费后与自己平分。就遗产问题，姐姐表示整

理好再联系妹妹。我向妹妹告知，本案调解过后，

就暂时搁置的问题可以继续私下协商解决，如果

协商不成还可以另案起诉，妹妹遂签下调解协议。 

结语 

家事纠纷发生在家庭之内、亲人之间，其处理

难点不在于法律层面的人身、财产关系，而在于

当事人之间长年累积的矛盾纠纷和业已受损的情

感关系。 

因此，我们要用好调解方法，既聚焦涉案纠纷

的处理，也兼顾案外纠纷的解决；既分析矛盾产

生的情感动因，也唤起解决矛盾的情感动力；既

化解纠纷，让当事人握手言和，也打开心结，让爱

人亲人重归于好。让调解工作更好地发挥出化解

矛盾纠纷、修复情感关系、维护家庭稳定、促进社

会和谐的积极作用。 

夫妻一方向父母出具借条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2022-06-30  人民法院报 何建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6/30/content_218461.htm?div=-1 

 【案情】 

陈某系李某某、陈某某之子。2015年 11月，

李某某和陈某某分别向陈某银行卡账户转入 2.9

万元和 2 万元。陈某使用上述银行卡购买轿车一

辆，并于 2015 年 12 月将车辆登记在自己名下。

2016年 5月，陈某向李某某、陈某某出具借条一

份，该借条载明其于 2015 年 11 月因购买车辆而

向李某某、陈某某借款 4.9 万元，其中李某某出

借 2.9 万元、陈某某出借 2 万元。2018 年 6 月，

李某某、陈某某向法院起诉要求陈某、吉某归还

借款本金 4.9 万元及相应利息。另查，陈某和吉

某于 2013年登记结婚，且签有婚前财产协议，但

婚后矛盾不断，2016年初起分居，同年 7月，陈

某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陈某再次起

诉离婚。 

【分歧】 

本案中，关于陈某向李某某、陈某某所出具借

条上的款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存在以下两

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借条虽然只有一方签字，但

款项是用于了购车，属于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

负的夫妻共同债务。 

 第二种观点认为，借条没有夫妻双方的共

同签字，无法证明存在真实的借款合意，不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规定，自然人之

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据此，

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是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两大

基本构成要件。在本案中，陈某收到了父母的两

笔款项，也出具了借条，从形式上看，双方之间似

乎已经形成了借贷关系。但是，从借条的形成时

间上看，有悖于借贷双方会在付款前即明确借贷

关系的通常做法。而且，陈某与吉某婚后夫妻感

情长期不和，双方还签有婚前财产协议，陈某在

收到父母的款项及向他们出具借条后，都未告知

过吉某，陈某的借款行为明显有违常理。笔者认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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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于交付款项后才明确借贷关系的，要着重

围绕该意思表示做出时的相关背景、该意思表示

是否可能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等情形，依法审查该

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和效力。 

其次，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

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据此，子女以个人名义

向父母借款的，需要审查借条上有无夫妻双方的

签名或者另一方对借款进行追认，同时要看该款

项是否用于或者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虽然

父母与子女之间发生一定的资金资助在日常现实

生活中比较常见，但本案中陈某具有较高的工资

收入，况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仅举证证明收到其

父母款项当天的资金情况，是否确实因资金不足

而需要借款购车显然存疑。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

务，第三人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李某某、陈某某既未与陈

某约定借款利息或还款日期，也未对欠款进行过

催讨，而在陈某再次起诉与吉某离婚之时才提起

本案诉讼，结合陈某在夫妻分居后对外借款以及

单方出具借条的行为，难以认定该款项属于吉某

应当清偿的夫妻共同债务。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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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察视点 

孩子一年年长大，以前约定的抚养费能增加吗 

鹤壁淇滨：支持起诉帮助未成年人追加抚养费 

2022-06-02  检察日报 刘立新 王天润 何芳莉 

https://szb.jcrb.com/mobile/2022/20220602/20220602_002/content_20220602_002_13.htm#page1?operate=true 

近日，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检察院办理了一

起支持起诉涉未成年人抚养费纠纷案件。 

小宇（化名）今年 17岁，在父母离婚后一直

由母亲邵某抚养。2018年，经法院调解，小宇的

父母签订抚养协议，约定小宇的父亲晋某每月支

付抚养费 700元。2020年，小宇成为一名高中生，

生活、教育等各方面的支出都明显增加，每个月

700元的抚养费已经无法满足其成长需求。邵某是

一名企业退休工人，工资较低，母子两人生活困

难。今年 5 月，小宇要求晋某增加抚养费，但遭

到拒绝。无奈之下，邵某作为小宇的代理人向淇

滨区检察院递交了支持起诉申请书。 

淇滨区检察院受理申请后，及时启动了民事

支持起诉程序。办案检察官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

晋某曾以小宇不是他的孩子为由拒绝支付抚养费，

邵某为此专门带小宇做了亲子鉴定。虽然误会被

澄清，但小宇与父亲之间的关系降至冰点。 

5月 19日，淇滨区检察院向该区法院递交支

持起诉书，指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不

因离婚而改变，虽然邵某、晋某曾就抚养费达成

协议，但并不妨碍小宇在生活困难时向父亲提出

增加抚养费的合理要求。 

庭审中，检察官与法官向晋某、邵某详细解读

了监护人的职责与义务，积极引导晋某多给孩子

亲情与陪伴，努力为孩子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活环

境。最终，该案以调解成功结案，双方约定晋某每

月支付的抚养费由原来的 700 元增加至 1200 元。 

以房抵债竟是丈夫和情人设的局｜今晚九点半 

2022-06-08  最高人民检察院 

https://mp.weixin.qq.com/s/ryZLM8kVJyKmDHlgnm6uIA 

他们关系已如此亲昵，借钱怎可能打借条，而

且还闹到法庭上，连房子都要拿去抵债。心生疑

惑的妻子，向检察院反映了这一情况…… 

近日，江苏省溧阳市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员额

检察官潘霞接到了当事人任娟打来的感谢电话。

此前不久，经溧阳市检察院提起公诉，任娟的丈

夫袁涛和丈夫的情人刘琴被法院判决虚假诉讼罪

名成立。任娟说，如果不是溧阳市检察院依法监

督，两人精心设计的“以房抵债”虚假诉讼就把

她坑惨了…… 

是假诉讼还是真借款 

“任娟，万景花园这套房子法院已经判给了

刘琴，我确实欠她钱。你不要再上门闹事了！你把

检察日报
最高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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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门锁堵了干什么，丢不丢人！”2021 年 5月

的一天，看着丈夫袁涛发来的责备信息，任娟心

中很是委屈。 

平日里，丈夫和那个名叫刘琴的女人联系很

频繁，任娟怀疑两人关系不寻常。某日深夜，趁袁

涛睡着，她偷看了袁涛的手机，发现袁涛和刘琴

的 聊 天 内 容 十 分 露 骨 ， 而 且 频 繁 出 现

“520”“1314”这样的转账记录。愤恨之余，任

娟心生疑惑：两人已经如此亲昵了，借钱怎么可

能打借条？而且还闹到法庭上，连房子都要拿去

抵债…… 

任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怀疑丈夫和刘琴

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很可能是假的，于是 2021年

6 月，她向溧阳市检察院反映了这一情况。该院经

评估后，受理了该起民间借贷纠纷检察监督案。 

承办检察官潘霞调阅了涉及袁涛、刘琴民间

借贷纠纷案的卷宗，证据显示：刘琴于 2016年 3

月 9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借给袁涛 30万元。袁涛

出具的借条上，除去这笔 30万元转账外，还有其

他 4 笔现金，共同组成了诉讼中的 60 万元借贷。 

“这 60万元就是我欠她的钱啊！不是有转账

凭证么？”“我和她就是朋友关系！”面对潘霞

的询问，袁涛矢口否认自己和刘琴有超出朋友的

关系，也一口咬定 60万元是自己做生意向刘琴借

的钱。 

微信聊天记录现端倪 

正当询问工作陷入僵局之时，技术部门提取

的微信聊天记录让潘霞发现了端倪。 

“袁涛，这 30万元卖房款我原本可以不给你

的。我跟着你那么多年，多少青春都耗费在了你

身上。前大街房子的卖房款我转给你 30万元，剩

下的钱算是对我的补偿。”袁涛把这条信息放在

微信收藏夹里，潘霞觉得这应该就是突破此案的

关键。 

与此同时，潘霞找到了一起发生在 2012 年、

涉及刘琴的民事案件的执行裁定书，由此了解到，

2012年时，刘琴的前夫因赌博欠了不少钱，后来

被起诉，刘琴也受到了牵连。为了帮助刘琴，袁涛

不仅帮她支付了欠债，还在执行过程中买下了刘

琴那处位于前大街的房子，但一直没有办理过户

手续。对于这些，袁涛的妻子任娟毫不知情。 

根据上述情况，潘霞继续询问袁涛：“后来，

刘琴以她的名义把这套房子卖了，可这应该是你

的房子，77万元卖房款，她给你了吗？” 

袁涛默不作答，神色慌张。 

潘霞继续追问：“这 30万元转账到底怎么回

事？” 

袁涛抬起头，看到手机里自己与刘琴的微信

聊天记录，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打“假官司”最终“真获刑” 

沉默良久后，袁涛终于选择开口。 

他坦白，自己和刘琴确实是情人关系。自打刘

琴离婚后，他们就一直在一起。“这 30万元转账

是之前刘琴卖了我前大街的那套房子转给我的款

项，不是借款，其他的钱也都是捏造的。”袁涛说。 

袁涛告诉潘霞，他觉得刘琴跟自己在一起吃

了不少苦，对她有所亏欠。后来两人闹矛盾分手，

他就准备把自己另一套万景花园的房子给刘琴作

为补偿。但妻子任娟察觉后一直闹。他和刘琴就

商量虚构借贷关系，以诉讼的方式把房子抵给刘

琴。然而，法院告知他，依据法律规定不能直接在

诉讼中将万景花园的房屋以物抵债给刘琴，于是

他和刘琴只好达成调解协议，由他归还刘琴 60万

元。 

之后的事情并没有朝着两人预期的方向发展。

刘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却只冻结了袁涛

名下的两辆汽车和银行存款。眼看密谋已久的

“以房抵债”计划落空，袁涛只好拿着执行笔录

中愿意以物抵债的单方言辞糊弄妻子任娟，这才

出现了故事开头那一幕。 

2021年 10月 11日，溧阳市检察院以袁涛与

刘琴民间借贷纠纷案系虚假诉讼为由，向溧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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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并以涉嫌虚假诉讼罪分

别对袁涛、刘琴提起公诉。近日，溧阳市法院开庭

审理该案，采纳了溧阳市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以

虚假诉讼罪分别判处袁涛、刘琴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期一年，各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元。原审民事

调解书也经法院再审撤销。 

（文中案涉地点、人物均为化名） 

找不到的妻子，离不了的婚 

2022-06-22  方圆 

https://mp.weixin.qq.com/s/cjoLAi2po7f5xPXUHlaB2A 

“困扰我十几年的离婚问题在检察院的帮助

下总算解决了，现在我也能及时向银行贷款、享

受政策去买房了。”6月 10日，浙江省云和县某

村村民胡某向亲友展示了前不久刚拿到的撤销婚

姻登记决定书。 

这是 2021 年 12 月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出台《关于妥善处理以

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后，云和

县检察院根据《指导意见》办理的首起涉冒名婚

姻登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案件。 

妻子去哪儿了？ 

说起胡某的困扰，源于他和妻子的婚姻。胡某

生活在相对偏僻的云和县山区，家庭条件一般，

个人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直到 2005年初，当时已

经 35岁的胡某在老乡的介绍下，在云南省西盟佤

族自治县认识了自称卫某的女子。经过一段时间

的相处，卫某跟着胡某来到了浙江云和，并于同

年 10月 17日在云和县民政局登记结婚。 

婚后的生活过得很平静，2007 年初胡某和卫

某有了一个儿子。本以为生活会按部就班地继续

下去，但在儿子出生两年后，卫某却选择了不告

而别，离家出走。胡某四处寻找妻子，都没有结果，

只得边打工边独自承担抚养儿子的责任。 

转眼 13年过去了，儿子也读初中了，卫某还

是没回来，也没有任何音讯。这十余年间，胡某也

曾因妻子离家出走又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在生活上

遇到各种困难，但他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解除这段

婚姻。今年初，胡某所在的村庄被列入下山脱贫

村后，胡某被告知可以享受政府政策购置房屋，

但享受政策、办理银行贷款等都需要夫妻共同签

字，而胡某并不知道妻子卫某的去向。直到这时，

胡某才想着把这桩名存实亡的婚离了。 

离个婚咋这么难？ 

今年 3 月，胡某来到了云和县民政局，要求

与卫某离婚。但工作人员通过胡某结婚证上妻子

卫某的照片与系统内的户籍信息照片比对，发现

两张照片明显不是同一人，卫某可能存在使用虚

假身份、冒名进行婚姻登记的情形。工作人员将

这一比对结果告知了胡某，这让他大吃一惊，也

更加坚定了他要离婚的念头。 

经咨询法律专业人士，胡某得知因其妻子身

份不真实，他将无法提起离婚诉讼，而且因为距

离登记结婚的时间已经超过 5 年，若提起撤销结

婚登记的行政诉讼也将因超过起诉期限无法得到

法院支持。 

“离个婚咋这么难呢？！”胡某经人指点，考

虑再三，再次来到了县民政局，要求撤销自己与

卫某的婚姻登记。县民政局收到胡某撤销婚姻登

记申请后，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将案件线索

移交到云和县检察院。 

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了 

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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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隔多年，胡某及其亲属都无法确定事

情的来龙去脉，加之当时的户籍管理、婚姻登记

等机制不健全、程序不规范，查清案件事实是摆

在检察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收到线索后，检察

官首先查阅了县民政局提供的婚姻登记档案材料，

并向工作人员了解了当年户籍管理、婚姻登记管

理情况，随后询问了胡某案件经过及其诉求，同

时商请云和县公安局配合，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判

卫某的真实身份，调取相关人员户籍信息，并组

织胡某对卫某进行辨认。 

 
检察官到公安机关调查了解情况 

经过深入的调查核实，检察机关查明了“卫

某”的真实姓名，确认她是使用自己的照片及卫

某的身份证号码等信息与胡某登记结婚。为更好

地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今年 4 月中旬，云和县

检察院就该案具体程序性问题召开公开听证会及

专家论证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检察机关在充

分调查核实认定案涉婚姻登记系冒名登记的基础

上，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促进行

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随后，云和县检察院根据《指导意见》的相关

规定，向县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撤销

胡某与“卫某”的婚姻登记。县民政局采纳了检

察建议，于 4月 22日作出了撤销案涉婚姻登记的

决定。 

“这个婚终于离了，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了！”

拿到撤销婚姻登记决定书的胡某如释重负。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在此致谢！ 

作者：范跃红 章锣锣 蓝佳丽 

用事实真相直击虚假诉讼的“隐秘角落” 

2022-06-29  最高人民检察院 

https://mp.weixin.qq.com/s/zq1UC5r0vFdWJLT3PaxeDw 

虚假诉讼在各种生活场景中频繁上演，贵州检察

机关抽丝剥茧，用事实真相直击虚假诉讼的“隐

秘角落”——五花八门的“假官司”难逃法眼  

利用假债务套取住房公积金；离婚时为逃避

债务虚构借款；给非法赌债披上合法外衣……五

花八门的“假官司”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扰乱

正常的司法秩序，破坏社会诚信，虽人人喊打，却

屡禁不绝。 

近两年来，贵州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依法能动履职，不断加大虚假诉讼监督

力度，以敏锐嗅觉捕捉监督线索，抽丝剥茧查明

事实真相，让一件件精心炮制的“假官司”现出

原形。截至目前，该省检察机关共立案受理虚假

诉讼监督案件 2100余件，提出抗诉 360余件，发

出再审检察建议 950余件。 

有人瞄准公积金这块“肥肉” 

检察履职：开展专项监督 

确保住房保障的公共资源不被侵害 

2020 年 2 月 25 日，王某向好友张某借款 10

万元并承诺几天后就归还。3月 12日，还款日期

已过十多天，王某迟迟没有归还借款，张某一纸

诉状将王某告上了法庭。第二天，经法院主持调

解，张某与王某达成调解协议：王某在 3月 15日

前一次性偿还借款 10万元。3月 17日，张某向贵

最高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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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省印江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王某提出愿意执

行其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法院遂强制划扣王某的

住房公积金 10万元给张某。 

从借款到起诉再到执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番操作让人眼花缭乱，但却难逃检察官的火

眼金睛。 

“原、被告双方是朋友关系，在如此短期的借

款过程中，张某轻易便将好朋友告上法庭，而且

双方在调解过程中过于配合，案件非常顺利地执

行结案。”印江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感到了异常。 

在全面细致审查卷宗、依法调取双方当事人

的银行转账流水后，办案检察官发现，法院把执

行款项划拨到张某的账户后，张某将钱转到其与

王某共同好友的账户中，再由这名共同好友将钱

转给王某。如此一来，被执行的款项最终回到了

被执行人王某的手中。 

 

印江县检察院检察官就一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向相关人

员调查核实情况。 

随后，办案检察官对张某、王某进行了询问。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张某与王某将事实真相和盘

托出。原来，王某资金紧张，却又不符合提取住房

公积金的条件，便串通好朋友张某打起了“假官

司”，意图通过诉讼套取住房公积金。 

2021年 6月，印江县检察院以王某、张某恶

意串通、伪造证据、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提起诉讼

为由，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

机关建议，裁定再审，并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

了张某的起诉。 

“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划拨公积金的数量明

显上升。”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一句话，

让办案检察官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个案。 

随后，铜仁市县两级检察院就此开展了专项

监督，共办理通过虚假诉讼套取住房公积金检察

监督案件 163 件，经审查后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

建议 106 件，提出抗诉 5 件，移送违纪违法线索

27 件 27人，涉案金额近千万元，确保住房保障的

公共资源不被非法侵害。 

在夫妻共同债务上做文章 

检察履职：调查核实 

还原事实真相维护司法权威 

2020年 9月，妻子田某甲以夫妻感情破裂为

由，向贵州省余庆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准

许其与丈夫杨某离婚，并共同负担夫妻债务。因

杨某不同意离婚，法院判决驳回了田某甲的诉讼

请求。 

半年后，田某甲再次起诉离婚。在法院组织调

解过程中，田某甲主动撤回了起诉。杨某本以为

妻子回心转意了，谁知田某甲撤诉背后竟藏着一

个“秘密”…… 

原来，在田某甲第二次起诉离婚期间，她认为

离婚后自己可能要分担 10 余万元的夫妻共同债

务。为了少承担债务，田某甲找到哥哥田某乙、妹

妹田某丙商量，虚构向二人借款用于开店、生活

开支、偿还贷款等事实，并指使二人起诉。 

为确保同一天书写的借条不穿帮，几人还用

不同的纸、不同的笔书写借条。同时，为了让借款

显得更真实，三兄妹通过查看之前的实际交易记

录、借用田某丙的银行卡存款金额等，对有转账

记录的就按记录时间填写，让假借条的借款时间

和交易流水时间相吻合。 

2021年 5月，田某乙、田某丙先后向余庆县

法院提起诉讼，分别请求判决田某甲、杨某夫妇

偿还借款 9.6万元和 10.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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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庆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田某乙、田某丙

提供了借条及相应的支付凭证，但因借条没有杨

某签名，且杨某对借款事实予以否认，故判令田

某甲个人分别偿还田某乙、田某丙借款。 

2021年 9月，余庆县检察院接到举报称，田

某甲、田某乙、田某丙涉嫌虚假诉讼。经过调阅原

审卷宗、核查银行流水、询问相关人员等，检察机

关还原了事实真相。 

今年 2 月，余庆县检察院以田某甲与同胞兄

妹田某乙、田某丙恶意串通，采取捏造事实、伪造

证据等手段虚构借款关系，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

意图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为

由，向余庆县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余庆县法院采纳检察建议并启动再审，于今

年 4 月作出判决：撤销原判，驳回田某乙、田某

丙的诉讼请求，并对二人分别罚款 5000元，对田

某甲罚款 1 万元。对于 3 人涉嫌虚假诉讼罪的刑

事责任，司法机关还将依法追究。 

 

余庆县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对一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的当

事人进行法治宣传。 

“这个案件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打‘假

官司’让我付出代价，让我认清了虚假诉讼的危

害。”田某甲因虚假诉讼被罚款 1 万元后，悔恨

地对办案检察官说。 

“法院虽然没有认定虚构的债务为夫妻共同

债务，没有对杨某的合法权益造成实际的损害，

但司法权威不容侵犯。离婚案件属于虚假诉讼的

易发多发领域，通过此案能够更好地教育和引导

人民群众任何时候都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歪心思。”

办案检察官说。 

给非法赌债披上合法外衣 

检察履职：专项行动 

对涉赌犯罪案件重点筛查 

“他们经常都是在我打牌没钱的时候，写个

借条就发筹码给我，没想到会让我欠下 40万元的

巨额债务。”贵州省习水县的陈某原本抱着消遣

无聊打发时间的心态打麻将，却打出了人生的一

场噩梦。 

陈某平时清闲无事，自从结识了甜嘴妹妹钱

某，经常受邀参加牌局。随着牌局越来越大，陈某

也越陷越深，自己和丈夫的工资、家里的存款全

部被输光。 

于是，钱某便向陈某介绍了“钱多心善”的

赵某，并表示只要写下借条，或是当场高息借贷，

或是拿到标注金额的筹码，陈某都可以继续打麻

将回本翻身。不知不觉中，陈某欠下了赵某近 40

万元的债务。 

就在陈某没钱还债时，昔日的好姐妹一纸诉

状将其告上法庭。因有陈某本人书写的借条、部

分转账（取款）记录等，法院判决陈某承担还款责

任。巨额债务不但让陈某丢了工作，还导致其家

庭破裂。 

习水县检察院在开展民事虚假诉讼监督专项

行动中，对辖区内涉嫌开设赌场罪、赌博罪等的

案件进行重点筛查，还通过广泛宣传发动人民群

众举报虚假诉讼行为。办案人员发现，钱某长期

经营麻将馆，赵某多次通过钱某向赌徒出借“资

金”。 

恰在此时，走投无路的陈某向习水县检察院

申请民事诉讼监督，举报赵某在赌场内向其发放

借款，多数都没有给付现金，而是给付标注金额

的筹码。陈某的举报与该院初步掌握的线索指向

一致。 

该院通过进一步调查核实发现，赵某以民间

借贷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多起案件，均是

其在赌场内向他人出借赌资。为使被出借的赌资



659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披上合法外衣，赵某要求参赌人员在借条上书写

“做生意、资金周转”等借款理由，并利用参赌

人员不敢言明所借债务为赌债的心理，让参赌人

员在法庭上自认，使本不受法律保护的赌债合法

化，且多数借款为并没有实际给付现金的筹码。 

2021 年 4 月至 6 月，针对赵某起诉的 14 件

涉案金额合计 100 余万元的虚假诉讼案，习水县

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5 件，提请

上级检察院抗诉 9 件。法院裁定再审 14 件案件，

依法认定赵某与他人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并对其非法所得予以收缴。 

公司股东与公司炮制“假官司” 

检察履职：主动与公安机关、 

法院沟通协作夯实案件证据 

贵州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因拖欠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建设工程款、银行贷款等，被赫章县

某局等债权人提起民事诉讼。案件在执行过程中，

该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却突然成为多起民事诉讼案

件的被告，且当事人共同催促办案法官出具民事

调解书，并申请执行。赫章县法院向该县检察院

通报该情况后，赫章县检察院在调查核实中，发

现了诸多疑点： 

“劳动纠纷案件没有劳动合同备案材料、缴

纳社会保险情况记录、支付工资记录等证据。”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借款合同的落款时

间及借款支付时间均早于公司成立时间。”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钢材、水泥

等原材料的使用量远超正常水平，且重复计算费

用。” 

…… 

赫章县检察院经调查确定，该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罗某甲、股东罗某乙串通

他人，对自己公司提起多件虚假民事诉讼，企图

骗取生效裁判文书、进入执行程序侵害其他债权

人利益。 

赫章县检察院及时将罗某甲、罗某乙涉嫌虚

假诉讼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成立

专案组立案侦查。针对 9 件虚假诉讼的生效民事

判决、调解书，该院向赫章县法院发出再审检察

建议 2件，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 7件；对于 10件

法院正在审理、涉嫌虚假诉讼案件，建议法院中

止审理；对于 26件进入执行程序、涉嫌虚假诉讼

案件，建议法院中止执行。 

2020 年 10 月，赫章县法院以犯虚假诉讼罪

分别判处罗某甲、罗某乙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缓刑二年，各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元。在刑事诉

讼中，罗某甲、罗某乙又供认了 4 件虚假诉讼案

件，赫章县检察院依法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针

对赫章县检察院监督的 13 件该生物制品有限公

司虚假诉讼案件，法院全部采纳该院建议，经再

审后作出改判，使共计 736 万余元企图通过诉讼

进入执行款分配环节的虚假债务被拒之门外。 

“主动与法院、公安机关等单位协作沟通，打

通案件信息壁垒，夯实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案件证

据，突破查办案件的瓶颈，同时积极主动向公安

机关等部门移送涉嫌犯罪线索，是本案能够取得

重大监督成果的关键。也只有加强协作配合，才

能更好地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

打击防治虚假诉讼工作中，切实维护司法秩序和

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贵州省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杜树生说。 

专家观点： 

多部门联手加大虚假诉讼惩戒力度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贵州贵达律师事务

所主任朱山：虚假诉讼的防治是一项系统工作，

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紧密协作。公安机关、

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等应加大对虚假诉

讼的联合惩戒力度，建立灵活、有效的沟通机制，

细化协同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的举措，促进精准

有效打击。对于虚假诉讼行为人，可以探索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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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银行征信系统、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信

息、法院立案判决执行信息等，建立不诚信人员

“黑名单”，以便司法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及

时甄别和发现虚假诉讼。 

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陈玉梅：近年来，虚

假诉讼成高发之势，一方面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和

司法公信力，另一方面也助推社会失信和道德滑

坡，破坏社会公序良俗。整治虚假诉讼，对于建设

诚信社会、保护群众权利、维护司法权威、建设法

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治

理力度，压缩虚假诉讼的生存空间，铲除虚假诉

讼滋生的土壤，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构

建公正、权威、诚信、纯净的司法环境。 

民事行政检察专家咨询网优秀专家、贵州秉

尚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蒋国军：当前经济下行

压力较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受民间融资

门槛低、手续简便、放款快的诱惑，一些企业和个

人转向民间融资渠道解决资金周转问题。但民间

融资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出借人可能假借民间

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借款人签订“借贷”或变

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之后

通过虚假诉讼实现非法利益。建议企业负责人、

公民个人加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通过正

规、合法渠道融资，签订真实的借款合同。如果遇

到虚假诉讼侵害自身合法权益，要及时向公安、

司法机关举报、控告，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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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证专题 

公证遗嘱信托机制架构思路与实务规则 

2022-06-10  长安公证 杨少飞 

https://mp.weixin.qq.com/s/jaTMVI_bAxMBqqH751NE4w 

一、公证遗嘱信托机制的萌盛 

公证遗嘱信托所谓的机制，是因为它隐涵于

遗嘱信托的框架之内，同宗并同源；可以说，公证

遗嘱信托机制是在公证机构的公信力加持下的遗

嘱信托行为的综合体。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1133条“自然

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的条款确认，公证遗

嘱信托机制有其萌生直至繁盛的必然性。 

（一）概念简述 

遗嘱信托（Testamentary Trust）与遗产信

托【1】略有不同，是指通过遗嘱这种法律行为而

设立的信托，一般也称作死后信托。公证遗嘱信

托就是委托人以公证遗嘱的方式把个人合法财产

交付于信托，也就是委托人预先以立公证遗嘱（合

同）的方式，将财产的具体规划的内容，一般指包

括交付信托后按照公证遗嘱信托合同内容对遗产

的管理、分配及给付。遗嘱信托在英美国家是一

种比较常见的财富代际流转的便捷方式，而我国

伴随着遗嘱信托在民法典层面的正式确立，其必

然会成为对现行的赠与、遗嘱和继承等财富流转

方式的替代或者有效补充，而公证遗嘱信托机制

则是其中最为稳妥且极具操作性的选择。 

（二）公证遗嘱信托机制抑或遗嘱信托公证机制 

在笔者思考之初所面临的困惑，并不是关于

遗嘱信托散见于仅有几处碎片化的法规条文，而

是对题目的准确描述，即公证遗嘱信托还是遗嘱

信托公证？表述的不同致使表达的侧重也是不一

致的，遗嘱信托公证，侧重点是委托人办理遗嘱

信托最终进行包括审核、起草、见证等公证过程；

而公证遗嘱信托机制，则涵盖了公证审核、受理、

起草、见证、出具公证书、保管文书甚至财产，以

及公证机构作为受托人或者监察者的制度综汇。 

（三）公证遗嘱信托机制的作用 

简单来说，公证遗嘱信托机制使委托人在公

信力体系内对自己的财富更具有控制性，可以设

立多重或者多种条件下的财产管理或者转移的触

发机制；可以设定给不特定的受益人不同的所需

财产份额，“背靠背”式获取的财产避免受益人

因为多得少取而心生罅隙。杜绝了受益人肆意挥

霍的可能，确定在何种情况可以多次取得适量的

财富额度，满足自我控制力较差的受益人长期得

到财富支持的需求。 

二、公证遗嘱信托机制架构的基础 

（一）理论基础——信托财产为委托而非转移 

根据我国信托法第 2 条的规定，委托人以对

受托人的信任为前提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管

理或者处分。不少学者都认为，当初信托的立法

是进行了模糊化处理以达到妥协的目的，仔细推

敲就能理解立法顾虑。一是解决不了传统“一物

一权”理论与信托“双重所有权”要求之间融合

的问题，立法采取了回避的策略。在以经济建设

为目标的大背景下，《信托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是

规范商事领域的营业信托行为，其价值主要体现

在提高商事行为效率上，【2】财产的归属并不属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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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归作信托制度的本土化

进程必由之路。二是中国传统的财富观念的制约，

攥在手里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缺乏英国

信托所有权与收益权分离的体验，很难接受自己

的财产需要登记在他人或者其他机构的名下。三

是不诚信事件的常发，更是令大家对财产转移的

要求望而却步。 

一物一权与双重所有权孰优孰劣不在本文探

讨范围，信托法目前有关财产“委托”的规定却

是个事实，正是基于此种事实，才赋予了公证遗

嘱信托机制架构的理论基础，即公证遗嘱信托机

制应该以合同形式作为载体，确定委托人、受托

人、受益人、遗嘱信托财产以及信托内容，并以公

证形式加以公信力加持并进行适度监察。 

（二）法规基础——条款欠缺不妨碍机制相对自

由 

包括民法典在内关于信托制度法律条款及解

释，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保持这种零散化的态势，

但并不能因此而导致公证遗嘱信托机制在实践中

的萌生与发展。民法典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

命名的法律，在基本法的范畴对遗嘱信托进行规

定，就是公证遗嘱信托机制最大的保障，虽然缺

乏扁平可视化的具体依据，反而是公证遗嘱机制

设立自由之基础。因为根据民法典第 5条的规定，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设

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即在民事领域内意

思自治，意思自治原则适用具有明显的扩张性，

这从根本上促发了公证机构以及委托人和受托人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而更具主观能动性。 

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典取消了公证遗嘱的优

先效力，必然使遗嘱信托办理更加灵活且不易与

公证遗嘱相冲突，而公证自身的证明力则是公证

遗嘱信托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最大保障。公证机

构会根据公证法及程序规则，不仅对人、物进行

确认，还要对信托合同条款进行梳理增删以符合

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基本要求，减少委托人在去世

后可能出现的扯皮现象。可以说，公证遗嘱信托

的存在是最权威、专业且经济的选择。 

（三）实践基础——公证遗嘱信托机制探索参照

标准 

继承公证是当前财产代际流转的主要方式之

一，据统计，仅在 2020年全国办理继承公证就已

达 164 万件；虽然公证遗嘱优先效力取消，但实

际上民众多年来对公证行业证明作用的认可有增

无减。而公证遗嘱信托机制的开展，首先就应该

参照（遗嘱）继承公证的现有实践模式，与继承公

证相结合，构成公证遗嘱信任、受托义务明确、监

督职能规范和委托目的实现有机结合的机制保障，

完成公证遗嘱信托机制被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初期

目标，逐步走向公证遗嘱信托机制开展即为委托

目的实现的符合社会所谓“高净值”等人群的利

益需求的终极模式。 

三、公证遗嘱信托架构实务操作规则 

从公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层面来说，公证机

构要根据当前社会的财产流转需求主动地去开拓

遗嘱信托业务、宣传公证所具备的优势，但在实

际公证遗嘱信托事项办理的过程，还是要保持自

己的本色为宜。公证理论的研究要以实务为基础，

但论证结果却是为了解决公证业务的实操问题，

笔者在此根据多年来公证实践提出简单的规范指

引供大家参考。 

（一）办理主体要求 

须由两名及以上公证人员办理公证遗嘱信托

有关事项而其中一名应该为公证员，并且要由公

证员本人完成审核相关人员的身份及有关有效证

件，必须遵循公证遗嘱信托相关人员与公证人员

面对面签订信托合同的原则，务必保证在时间和

空间上的一致性。 

视频公证在 AI 换脸技术异常发达的当前一

个时期不宜介入，而且据公证程序规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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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申请办遗嘱公证应当由其本人亲自申办，

在遗嘱公证细则中进一步确定，遗嘱人申办遗嘱

公证应当亲自到公证处提出申请，如果确有困难

的，可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请求有管辖权的公证

处指派公证人员到其住所或者临时处所办理。公

证遗嘱信托，在没有明确法律条文规定的情况下，

要参照已知规则的要求。 

（二）申请主体适格 

分别包括公证遗嘱信托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主

体资格，即委托人与受托人均应具备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如何判断公证遗嘱信托委托人与受托人

是否具备签订遗嘱信托合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从实务上来说，可以询问当事人的出生日期、身

份证号码、学历情况以及家庭人员等，能够从其

言谈举止中所表现出来的状况着手判断；如果确

实有必要，可以使用公证机构所自备的精神状况

检测系统予以确认；确实难以辨识的，还可以要

求当事人提供三级甲等医院所出具的精神状况良

好证明。 

（三）一次性告知 

公证人员须向委托人和受托人提供一次性告

知的全部内容，并据此解释、提醒可能产生的相

关法律后果，告知的形式不能拘泥于某种特定形

式，书面和口头的告知要结合在一起，至少每次

告知均应是完美的公证普法过程，但最终签署告

知材料应该是纸质版，这也是公证留痕的一项基

本要求。 

（四）回避申请 

向当事人申明公证人员有回避的义务，他们

有申请办证人员回避的权利。公证遗嘱信托不同

于一般的公证事项，因为财产的转移会因遗嘱信

托合同的约定而出现较长的时间错位，可能完全

脱离合同签署甚至委托人死亡的时间，公证人员

应当主动提出回避从而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与

公证机构的公信力。 

（五）主体要求：意思表示真实 

判断签署公证遗嘱信托合同是不是申请人尤

其是委托人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意思表示必须

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基本前提，但对于公

证遗嘱信托来说意义更加重大，尤其是公证遗嘱

信托系委托人死后才能生效，诚如前文所述，真

正财产转移的时间和遗嘱信托生效时间存在错位，

公证机构必须更加审慎地了解遗嘱信托委托人的

意思表示是否属实，有没有遭受欺骗或者受到胁

迫的可能性。 

（六）客体要件：财产确定、合法 

确认公证遗嘱信托财产信息，该财产须确定、

合法，根据信托法第 11条的有关规定，信托财产

不能确定以及委托人以非法财产或者本法规定不

得设立信托的财产设立信托的，信托无效。确定

的、合法的信托财产才是设立公证遗嘱信托的核

心要求，公证机构应当积极担负起审查该财产是

否合法所得的职责，例如提供银行存款证明、收

入来源合法证明、购/售房合同、大宗购物收据等，

以此来保证财产的合法性，公证机构还有反洗黑

钱的职责。除此之外，还要确认财产是不是完全

属于公证遗嘱信托委托人个人所有，如是否会侵

害包括配偶在内的其他人的财产权益。 

（七）合同起草与确认程序 

确认公证遗嘱信托合同【3】，核对有无违反

民法典有关规定和不符公序良俗要求等内容，参

照民法典对自书、见证遗嘱的基本要求，双方应

该在信托合同的每一页上都要签名（盖章、捺指

纹）。就具体的公证遗嘱信托合同的内容，能够参

照信托法的基本要求和公证程序规则及遗嘱公证

细则予以确认，但是有关公证遗嘱信托机制是否

能够顺利展开的两个方面要单独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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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遗嘱信托受益人的确定。根据信托法有

关规定，应该明确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甚至

受托人也能够作为受益人，但却是不能作为唯一

的受益人，这也杜绝了受益人以受托人的身份加

害委托人的可能性。按照当前的（遗嘱）继承法的

规定，继承人一般是在遗嘱生效或者继承公证实

际办理的时候生存的人，相对特殊的情况就是对

受孕胎儿的预留份，而公证遗嘱信托合同则可以

跳出有关限制，能够按自己真实意愿设定不同顺

序、亲疏有别的受益人范围，还可以约定可能出

生的后代的财产份额甚至作为分配条件，如某个

子女在三胎政策的鼓励下可能多生孩子，就会多

有负担进而多匹配相关财产。受益人死亡或者约

定的受益人未出生，可能导致遗嘱信托财产进入

法定继承的程序，建议在公证遗嘱信托合同中尽

可能地选择不同的受益人进行详细的标注，避免

将事项拖进法定继承或者诉讼的泥沼，而改变了

遗嘱信托合同签署的最初目的。 

全视角、多层次地设立遗嘱信托计划（目的）。

公证遗嘱信托不能采取非黑即白、简单粗暴式的

表述，必须充分尊重遗嘱信托委托人的意愿，达

成其对信托财产的有效安排目的，完整体现公证

人员法律专家式的服务素养。对其可能的意愿进

行深度地沟通，尤其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

行为能力人的生活安排，还有对子女以及孙子女

的培养计划或其他可能的分配划分；具体到不动

产来说，还有可能会涉及财产的转移登记、居住

权的保障以及出租等问题。 

（八）程序要求之一：全程录像 

公证遗嘱信托办理过程应当全程录像，这符

合当前对公证遗嘱办理要求，也能作为证据确认

办理时刻当事人的状态以及签署文件的真实性。

作为办理该程序的可选择项，笔者建议遗嘱信托

委托人将重要信托信息在和公证人员交流中重点

在摄像设备前进行宣读，所录制视频内容应当完

整地刻录至光盘等电子媒介并随卷宗一并封存。 

（九）程序要求之二：制作笔录 

公证人员要现场制作谈话笔录，确认无误后

由信托委托人签字；如有需要修改之处，简单笔

误可直接修改后签字，如果涉及实质性内容修改，

则需要重新打印谈话笔录，必要的话需要进行补

充录像，一定要注意笔录制作的准确性，实践中

因为笔误而导致公证文书受到质疑的情况并非不

存在。 

（十）程序要求之三：审批权限及流程 

为保证公证遗嘱信托卷宗的真实性、客观性

和准确性，同公证遗嘱类似也应该报请处内二级

审批。二级审批促使公证人员对自己起草信托文

书更加审慎，而且能够发现信托合同中可能出现

的文字或者法律适用的问题，还能对公证人员的

办证行为进行监督。 

（十一）保密要求 

保存有录像内容的光盘等电子媒介及其他所

有公证遗嘱信托卷宗材料均应当以密卷形式进行

保管，公证机构包括公证员和工作人员均负有保

密义务。 

（十二）公证文书的领取 

如公证遗嘱信托公证文书不交由公证处保管，

应由其本人持领证凭据领取公证书自行或者交由

受托人进行保管。 

（十三）信息备案 

公证人员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将公证遗嘱信托

办理信息【4】录入到全国公证遗嘱登记平台，以

备后续程序办理查询。根据信托法第 10条的规定，

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

部分研究人员因为该规定一片哀嚎，认为遗嘱信

托因为登记原因可能无法进行，实际上并未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要求进行登记，反而是公证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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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信托信息的登记填补了这一欠缺，至少从信息

的真实性以及获取的可能性上对委托人有了新的

保障。 

（十四）核实与监察责任 

主动核实公证遗嘱信托委托人的个人生存情

况并承担部分监察责任。公证遗嘱信托的私密性，

造成了受益人并不知道公证遗嘱信托合同存在的

可能，公证机构很难像遗嘱信托委托人亲朋那样

第一时间获知其离世的信息进而启动后续信托程

序。为防止因客观或者主观原因造成遗产被继承

人诉讼继承或者其他方式转移，公证机构应当自

行设立一套公证遗嘱信托程序启动登记备案系统，

可以由信托委托人在约定的时间向公证机构以电

话、短信、邮件或者小程序等方式进行报备，如果

长期未报备，则由公证人机构主动联系委托人、

受托人或者受益人进行核实。据不完全了解，在

某些区域派出所的辖区户口死亡注销率可能不足

三成，很多当事人都是多年后被催促或者办理特

定事项才去注销户籍，同公安机关建立信息联动

不仅难度大，也很难起到关注委托人是否健在的

预期效果。 

四、公证遗嘱信托机制开展可能面临的困顿 

（一）公证遗嘱信托机制理念问题 

受困于公证遗嘱信托机制法律制度以及权威

释义在事实上的缺失还能靠原则性规定去解决，

但是理念基础的不扎实则隶属于更深层次的问题。

《信托法》虽然颁行十几年，信托观念并没有为

大众所知，而遗嘱信托更是寥寥无几。【5】 

一是公证机构的服务理念需要在公证遗嘱信

托机制中得以蜕变，原有的遗嘱及继承公证所附

带的服务惯性以及办理要求要得到突破，有限的

既有服务状态已经无法满足当事人的需求，公证

机构不仅是在公证办理之初要把握好有关程序，

还要保障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协助受托人以及受

益人办理信托财产的转移或者持续部分转移，服

务要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提供。 

二是民众要转变对立遗嘱的看法和体验，不

能单纯地从“防止儿媳女婿受益”出发，而应该

以财富代际传承靶向为目的，基于对遗嘱或者公

证遗嘱信托机制的信任，完成以自身自由意志做

出的个人合法财产在何时、何地、何人在何种情

况下获取的决定，而非客观上以法定继承的形式

被迫转移。 

三是法院对公证遗嘱信托审理方式的理念转

变，至少在公证遗嘱信托产生纠纷，要认有关合

同的合法与有效性。因为民法典正式实施时间较

短，实践中的案例极少而且多集中在是否属于遗

嘱信托范畴。注意公证遗嘱信托与一般民事信托

之间的界限，尽量将二者区分开来，以免在法院

审理中产生混乱。 

（二）公证遗嘱信托机制在当前时期更多注重财

产的精准传承与审慎管理 

目前，遗嘱信托尚不能完全达到促进财产增

益的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公证遗嘱信托机制

没有它应有的价值，“杂糅着海外股权避税、家

族信托代持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鲁南制药如今

陷入的狸猫换太子风波，早已不是赵志全和女儿

赵龙这一赵氏家族的特例问题，大量中国富豪，

似乎都意识到，自己也有赵氏之忧”【6】，近期

的新闻资讯道出离岸家族信托规避税费、隔离财

产背后可能面临的风险。信托违法目的指的是在

设立信托的时候不能有违法，委托人在设立信托

的时候应该遵循法律强制性规范，并且以信托的

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7】所以，信托目的必须

合法，对公证遗嘱信托财产、信托文件的保管、信

托目的实现的法律服务事项，不宜做出对信托财

产确定增值的承诺，一方面公证机构条件有限，

另一方面防止有逃避金融监管之嫌。形式上公证

遗嘱信托要达到最大限度地控制财产流向的目的，

因并未有专业的理论知识或者先例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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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机构有责任进行宣传并提供不同的信托合同

版本或者条款进行交流。 

（三）公证机构能否作为受托人 

笔者认为公证机构作为公证遗嘱信托受托人

在法律逻辑框架内并不存在任何的阻碍，但是建

议作为受托人时，最好是同委托人信任的自然人

成为混合受托人。因为自然人作为受托人一般以

短期为宜，自然人有可能发生意外，且公证遗嘱

信托因为时间周期不确定，可能多重因素导致无

法实现信托目的，且因其私密不为人知的缘由易

侵犯受益人的合法权益，混合受托人则可以互相

监督而避免类似情形出现。 

我国当前仅有的六十八家信托公司主要以金

融信托产品为主，对于公证遗嘱信托中小额、非

货币形式的事务，信托公司不愿也没有能力全盘

承接。公证机构作为一个非营利性机构，公信力

强且不存在道德风险，机构分布全国各个辖管区

县，作为公证遗嘱信托的受托人显然是最佳选项。

根据信托法第 24条的规定，受托人应当是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又根据笔者的

搜索，仅有公证机构可以根据公证法第 12条则规

定，能够保管遗嘱、遗产或者其他与公证事项有

关的财产、物品、文书，且公证机构并未被包括民

法典在内的现行法律、法规排除在受托人的范围

之外。故公证遗嘱信托委托人按照自己的真实意

愿，同公证机构签署遗嘱信托合同以达到自己财

产合理转移的目的，也正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 

如果公证机构作为受托人，其就应肩负起忠

实勤勉的义务。在获知公证遗嘱信托委托人死亡

信息后，公证机构应该在第一时间将遗嘱信托案

卷转为普通卷宗调取，作为受托人积极参与到对

公证遗嘱信托合同内容执行的各个环节，并且定

期制作进程报告附卷。公证机构要尽到尽责保管

的义务，包括对公证遗嘱信托合同以及后续进程

报告和信托财产。公证机构还应该主动承担违约

后果。公证机构作为公信力的代表，虽有司法行

政机关、行业协议的监督与指导，作为合同的一

方也要约定客观违约的情况发生的处理：1.终止

受托人资格，根据信托法的规定，由受益人另行

选任受托人；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依法由其监护人代行选任。

公证遗嘱信托内对选任受托人另有规定的，则从

其规定。2.赔偿损失，根据公证法的规定，公证事

项的当事人或是利害关系人因公证机构及其公证

员的过错而面临利益损失的，赔偿责任由公证机

构承担；在进行赔偿后，对存在重大过失或是故

意心理的公证员，公证机构可进行追偿。在赔偿

方面当事人、受益人、利害关系人与公证机构不

能够达成一致的，可提起民事诉讼。公证机构本

身的公证执业保险，也是能够主动完成对受益人

补偿的保障。 

（四）公证机构担任受托人，是否还要出具公证

书 

公证遗嘱信托受托人不是公证机构的情况，

公证书应当依照公证法及程序规则及时出具并由

委托人或者受托人领取；如果受托人约定为公证

机构或者与自然人共同作为混合受托人的，是否

还需要出具公证书？首先，民法典取消了公证遗

嘱优先效力，公证遗嘱信托合同公证书出具与否

在实际使用效力上来说影响不大；其次，因遗嘱

信托合同的一方本身包括公证机构，另行出具公

证书的实际意义也不大；最后，从公证遗嘱信托

合同的保密角度来说，办理完毕后现场封存起来

交由公证机构密封保管会更安全一些。延时出具

公证书或者法律意见书，才是最优选择；可配套

以委托、遗嘱和继承常规手续来回避这个问题，

只要法院以及其他行政部门认可，能达到财产最

终转移的目的即可。 

（五）公证机构能否作为受益人 

从理论上来说，公证机构作为特殊的需要承

担民事责任义务的主体，是可以作为公证遗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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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受益人的。但是从实际上来看，仅具非营利和

公信力属性的公证机构，很难有包括从业者在内

的委托人会将公证机构作为受益人。根据规定，

受托人可以作为受益人，但是不能够作为唯一的

受益人。但具体到公证机构，其显然不宜作为受

益人再次出现在遗嘱信托合同内，公证机构作为

合同的受托一方，自身应该杜绝利益驱动而可能

去损害受益人的合法权益，而公证机构不以营利

为目的法律定位，不属于实践意义中的公益机构，

否定了公证机构作为受益人的可能性，它也无法

对公证遗嘱信托财产合理有效地进行分配。 

（六）公证遗嘱信托合同的变更问题 

双务合同的变更只要合同各方达成一致即可

补充或者重新约定，此处所要论述的是民法典框

架内公证遗嘱优先效力取消的前提下，新设立的

遗嘱是否能够对抗原公证遗嘱信托合同内容？这

也是公证遗嘱效力取消的一个小瑕疵，而同为双

务合同的遗赠抚养协议在此并不具有完全的参考

性，因为遗赠抚养协议有对等的义务约定。而公

证遗嘱信托合同的变更可能涉及信任、利益获取

以及财产处分等，因其双务特性是尊重受托人与

其进行协商，还是以特殊情况下订立的遗嘱能够

直接变更合同的内容？不论从实践中还是法理上，

都存在一个极大的探讨或者回旋的空间。笔者认

为，在公证遗嘱信托合同中应就该事项进行明确

约定，有必要应设置可变更或者退出机制以期达

到财产平稳转移的目的。 

注释： 

【1】优士丁尼在《法学阶梯》中，将遗产信托界定为“当

某人欲以遗产或者遗赠物给他所不能直接给的人时，他便

通过信托那些能够依遗嘱获得遗产的人来实现之。”见费

安玲:《罗马继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59 页。 

【2】于海涌:《英美信托财产双重所有权在中国的本土化》，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0 页。 

【3】也有研究人员认为遗嘱信托为单方的或者死因法律

行为，但是根据信托法的规定，受托人承诺是信托成立的

条件，笔者更倾向于双方法律行为，即需要委托人与受托

人签署公证遗嘱信托合同。 

【4】所谓的办理信息，仅将当事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公

证机构信息进行备案，仅用作系统信息的查询，不作为核

实以及诉讼的支持信息。 

【5】赵慧廉著：《信托法解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 页。 

【6】参见百亿富豪“托孤”之患：谁制造了鲁南制药“夺

产杀机”？  

https://view.inews.qq.com/a/20211007A09SVI00 

【7】赵廉慧，《信托法解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

年，第 125 页。 

作者：杨少飞，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业务七部公证员 

我市首份“遗嘱保管公证书”来了！ 

2022-06-10  无锡司法  

https://mp.weixin.qq.com/s/TlOvjPPKO9dnD2ahn8ZWVw 

近日，我市第一件遗嘱保管公证在无锡市梁

溪公证处新鲜“出炉”。 

“这个公证服务真是为我解决了很多后顾之

忧啊。”近日，朱女士在拿到梁溪公证处颁出的

“遗嘱保管公证书”后感慨道。朱女士也成为了

无锡市第一位拿到“遗嘱保管公证书”的市民。 

据朱女士介绍，作为一名常年乘坐飞机往返

各地商务出差的“空中飞人”，为防突发事件发

生，她希望通过订立遗嘱妥善安排好自己的财产，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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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如何订立遗嘱问题上她却犯了难：若想申办

遗嘱公证，需提交名下财产的权属证明并接受公

证机构的确权审查。同时，她对遗嘱的私密性也

有顾虑，不希望他人提前获知遗嘱的内容。 

日，我市第一件遗嘱保管公证在无锡市梁溪

公证处新鲜“出炉”。 

 

针对她的疑虑和需求，公证员为她开出一剂

“良方”——“遗嘱保管”公证服务。办理过程

中，由梁溪公证处的公证员向朱女士详细告知遗

嘱保管的具体内容、注意事项，及取回、开启、领

取的条件和程序，随后朱女士将其自书的遗嘱装

入专密封文件袋交于公证员，并保存于公证处专

设的保险柜中。公证处出具《遗嘱保管证书》作为

凭证交给朱女士。 

一本小小的“遗嘱保管公证书”，承载了无

锡公证人良好的服务愿景和服务用心。梁溪公证

处立足需求，创新推出遗嘱保管服务，在保障人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安全道路上迈出“全新

的一步”。 

遗嘱保管公证服务小贴士 

遗嘱保管服务是什么 

公证机构依据遗嘱申请人对其提交的遗嘱（包括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等）进行密封、保管、在满足

领取条件的情况下依据申请，提供遗嘱取回、开

启、领取等一系列公证服务。 

遗嘱保管公证特点 

1、办理过程中需两名公证人员全程参与，具

备专业性； 

2、公证处设有专门保险柜保障遗嘱存储安全、

不易灭失，具有安全性； 

3、保管遗嘱按照涉密档案管理，任何单位、

个人无法定事由不得随意查询，具有保密性。 

稿件来源|公证和司法鉴定管理处   梁溪公证处 

编辑|张永明 

审核|刘建新 

发布|张永明 

河北省承德县公证员—张兴利：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理解和思考 

2022-06-22  家事法苑 张兴利 

https://mp.weixin.qq.com/s/5LD5Xt5OFgTU7G7lMX9_TA 

作者：张兴利（河北省承德县公证处三级公证员） 

声明：本文已经过作者本人的授权许可；如果转发，请务

必征得版权人的同意。 

前言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

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

国说》一直激励着中国少年自强不息。未成年人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是中华

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和伟大战略决策的实践

者。未成年人保护一直是国家高度重视和持续关

注的问题，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了实

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人才培养需求，即促进未成年人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民法典》总则编及其司法解释、新

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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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一系列与未成年人

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构建未成年人立法保障体系。

笔者结合《民法典》总则编及其司法解释，对未成

年人监护的理解与公证实践，谈个人粗浅认识，

不妥之处，望指正。 

摘要 

因未成年人心智处于不断健全过程中且生活

能力不足、抗挫折能力不强、易盲目冲动，故其教

育引导、保护更显迫切和必要。《民法典》总则编

区分未成年人监护和成年人监护，并对未成年监

护专门做了针对性规定；《家庭教育促进法》进一

步强化家庭监护的主体地位，辅以社会监护作为

补充，国家监护兜底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民法

典总则编解释》对监护制度落地实操做了细致有

针对性的规定，明确监护能力的认定标准、细化

监护人确定的立法参考依据、监护人职责及责任

承担等。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均尊重未成年人的真

实意愿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进一步促进

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未成年人监护   监护分类   监护人职

责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监护权协议

公证 

一、什么是监护 

监护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民事权益，进

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监护权属于亲权中的

身份权，其强调的是国家对个人的强制性和个人

对家庭和社会利益服从性。监护人是指对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

和其他一切合法权益负有监护职责的人。 

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父母基于监护对

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所以

抚养、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是父母和其他监护

人的法定或约定义务。 

（一）抚养，是为未成年人的生活和健康成长提

供保障，满足未成年人物质保障、心理和情感上

的需求 

抚养权与人身密切相关，其基于血亲（包括拟

制血亲）而产生，多指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的

法定义务。抚养权是监护的派生权利，其与是否

婚生无关，且不因离婚而丧失，但可协商或裁判

授权。因此有抚养权一定有监护权，有监护权不

一定有抚养权。 

（二）教育，这里仅指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家庭

教育 

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

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

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

的培育、引导和影响。 

《家庭教育促进法》2022年 1月1日起实施，

该法以立法手段强制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

法定权利和义务，从弘扬民族文化、立德树人、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定位未成

年人的健康成长。明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

成年人成长应尽职责，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

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用正确思想、

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

习惯；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自觉学习家庭

教育知识，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家庭

教育的能力；注重家庭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家

庭文化，树立和传承优良家风，弘扬中华民族家

庭美德，共同构建文明、和睦的家庭关系，为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三）保护，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子

女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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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未保法》

第 4 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的原则。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应当

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给予

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在尊重未成年人权利

主体地位方面，应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保护

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听取未成年人的意

见。 

《民法典》第 1068条规定，父母有教育、保

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因性别、身体状况、智力等歧

视未成年人，不得实施家庭暴力，不得胁迫、引诱、

教唆、纵容、利用未成年人从事违反法律法规和

社会公德的活动。 

教育是确保未成年人及时学习知识，树立正

确的“三观”，当然也包括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

的制止和管教；保护既包括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提供安全的家庭环境，也包括出现侵害或危害

未成年人的行为时的帮助和救助。针对未成年人，

教育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而自我保护意识是通过

教育实践来强化提升的，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

进。 

二、未成年监护主体的确定 

（一）未成年人父母 

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这里父母不

仅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同时包括抚养未成年子

女的继父或继母。 

（二）未成年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 

《民法典》第 27条第二款，未成年人的父母

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

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

母；（二）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

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民法典》第 1074条第一款，有负担能力的

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

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

义务。《民法典》第 1075条第一款，有负担能力

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

的未成年弟、妹，有扶养的义务。进一步释明监护

主体的抚养和扶养义务法定性。 

1、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抚养义务、兄姐的

扶养义务是有条件的 

一是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二是

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有负担能力；三是孙子

女、外孙子女未成年或弟、妹未成年；四是此处对

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

体现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亲情和共渡难关的家族

传统。 

2、祖父母、外祖父母及兄、姐监护能力判断 

参考《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 6条规定，

人民法院认定自然人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其年

龄、身心健康状况、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认定有

关组织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其资质、信用、财产

状况等因素确定。 

自然人年龄、身心健康状况、经济条件判断可

参考《民政部》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第 8 条规定，

从年龄、经济收入身体状况、行为能力、人身自由

等方面，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收入

家庭、在监狱服刑的人员认定为本办法所称的无

履行义务能力。但对于监护能力有无及强弱、担

任监护人是否恰当需要综合考虑，并尊重未成年

人真实意愿。 

（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当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

监护能力的；无兄姐或者兄姐没有监护能力的，

由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担任监护

人，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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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监护人时严格按照顺位执行。从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权益原则出发，只有当没有前位顺

序监护人或前位顺序监护人无监护能力才可适用。

这里虽然将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并列安排在同一顺位，但实践中确定监护人应先

个人后组织。一般情况下，自然人监护优于组织

监护，亲属监护优于其他人监护，当然不排除例

外情况。在自然人担任监护人中，未成年人旁系

血亲一般优于其他个人，如未成年人的叔、伯、姑，

舅、姨，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旁系亲属虽

无法定义务，但必定血浓于水，更容易让未成年

人感受亲情的温暖和家的感觉，利于未成年人的

健康成长。 

2、“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担

任监护人”的限制性规定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

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

意”。该限制性规定意义在于，明确未成年人住

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选

任监护人和监督履职的法定义务，为其履行职责

提供法律依据。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除外）担任监

护人系非法定义务，普通民众对监护人履责标准

相对降低，甚至个别有监护资格的人出于甩“包

袱”而不闻不问，因此同样需要村民委员会、居

民居委会和民政部门监督过程对监护人怠于履职

或履职不当，及时劝诫、制止、调解、报告等，积

极发挥国家兜底保护及时有效的救济作用。 

（四）监护人撤销、恢复 

《民法典》第 36条规定，监护人实施严重损

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

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

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严重侵

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行为时，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为维系家庭和睦，基于父母子女的直系血亲

关系，监护资格与继承资格均安排了宽恕制度，

未成年人的父母除对未成年人实施故意犯罪的外，

确有悔改表现的，经其申请，人民法院视情况恢

复其监护人资格，但强调的是尊重未成年人真实

意愿。 

三、未成年人监护分类 

（一）法定监护 

指未成年人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

前述《民法典》第 27条、第 1074 条、第 1075条

已做说明，不再赘述。《民法典》第 31、32、34

条规定，在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被监护

人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紧急情况被监护人处于

无人照料状态时，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对被监护人有法定监护

义务。 

（二）协议监护 

《民法典》第 30条，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

之间可以协议确定监护人。协议确定监护人应当

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突出未成年人利益最

大化原则的落地适用。 

实践中，监护缺位一是父母进城务工，未成年

子女大多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寄宿学校受托监

护，未成年子女缺乏父母照管的家庭成长氛围，

甚至有的父母遗弃未成年子女或怠于履行监护职

责或监护不当。二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死亡或因病、

因伤丧失、部分丧失监护能力，祖父母、外祖父母、

兄姐监护能力不足，无力履行监护职责和监护不

当。三是未成年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去世，无成年

兄姐或上述人员无抚养能力，此时未成年人的监

护面临无法定义务人状态。 

此时，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

指定确定监护人，或国家机关直接担任监护人可

以，但应优先考虑“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

或者组织担任监护人”，其优势不再赘述。可以

指定监护（实践中指定监护也需要其他个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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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愿意担任监护人情况下指定），也可以协议

监护。两者对比，协议监护优于指定监护，即由具

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通过协议方式确定监护人。

因该类未成年人情况特殊，政府从特困、低保、最

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给予经济救助，来减轻监护人

的经济负担。国家救助和其他个人或者组织担任

监护人相结合方式，不失为解决未成年人子女监

护问题的有效途径。生活中祖父母、外祖父母监

护能力欠缺时，未成年子女叔婶或姑姑姑父、舅

舅舅母或姨姨父辅助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也不鲜

见。总之，尽量减少未成年子女因亲属的推诿或

无奈而被“拒之家门之外”，被亲人“遗弃”对

未成年人心理负面影响。 

1、协议监护不能免除父母的监护职责 

《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 8 条第一款规

定，未成年人的父母与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

人订立协议，约定免除具有监护能力的父母的监

护职责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民法典总则编》

司法解释第 13条规定，监护人因患病、外出务工

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将

全部或者部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当事人主张

受托人因此成为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父母法定监护义务具有法定排他性，不能约

定免除，但对于父母外出务工或患病等特殊情况

下，将法定义务委托或部分委托他人代为监护是

法律允许的，但不能通过委托方式使受托人成为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也不等于作为委托人的父母

对“留守儿童”不闻不问等社会问题合理合法，

对于专属于父母的监护义务必须父母自己依法履

行，责无旁贷。 

2、协议监护可以打破《民法典》第 27 条监

护资格人的顺位的要求 

《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 8 条第二款规

定，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依据《民法典》第

30 条的规定，约定由《民法典》第 27 条第二款规

定的不同顺序的人共同担任监护人，或者由顺序

在后的人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由上可见，不同顺序的人可以协议确定监护

人，但协议监护人资格应以第 27 条规定人员为准，

不宜做扩大化解释。参考《民法典》第 1101 条，

有配偶者收养子女，应当夫妻共同收养。监护人

的法定、指定、协议三种产生方式，均未对监护人

的配偶做出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具有监护

资格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法定义务是一致的，不

必考虑。但兄姐作为监护人的情形下，成年兄姐

的配偶自然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对未成年人进行辅

助监护，这里类比于儿媳与公婆、女婿与岳父母

一样，虽无法定义务，但辅助配偶履行法定义务，

兄姐的配偶在兄姐是否担任监护人问题上有一定

话语权，但法律法规无法将监护人资格强加给兄

姐的配偶，这也是法律规定的难度和空白。但此

时兄姐的配偶在兄姐无监护能力情况下，作为其

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人，经未成年人住所地村民

委员会、居居委会或民政部门同意，不改变未成

年人生活学习环境，担任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3、父母可以与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签订监

护协议 

《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 8 条规定，协

议约定在未成年人的父母丧失监护能力时由该具

有监护资格的人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

以支持。此解释与《民法典》第 33条意定监护出

发点相同，不同在于一是被监护对象不同，这里

是父母为未成年子女协议确定监护人，不是为自

己确定监护人，也不是免除自身监护职责；二是

协议当事人有所不同，此处父母只能与具有监护

资格的人协议，并且协议确定的监护人无正当理

由请求解除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样开

放式未成年子女监护问题处理方式，使未成年子

女在父母丧失监护能力时，由具有监护资格的人

作为监护人，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利益的原则，

减轻生活突变给未成年人带来的心理问题，更好

维持家庭和睦，家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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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定监护 

1、遗嘱指定 

《民法典》第 29条，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

护人的，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遗嘱指定监

护人体现未成年人父母的单方意思表示，被指定

的监护人可能是监护顺位在后的人，或指定不具

有监护资格的人。当然遗嘱指定监护人的，对于

被指定人承担监护职责可能不是法定义务，也可

能是无偿的，因此不能强制，其是否发生法律效

力取决于被指定的人。《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

第 7 条规定，担任监护人的被监护人父母通过遗

嘱指定监护人，遗嘱生效时被指定的人不同意担

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第 27 条、

第 28条的规定确定监护人。因此，不难看出，遗

嘱指定监护人的行为效力不仅取决于立遗嘱人的

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更决定于可能承担监护职责

的被指定的人，被指定的人不同意，等同于遗嘱

未指定。 

这里还有一种情况，立遗嘱人作为离婚后享

有未成年人子女抚养权一方，遗嘱指定时故意剥

夺另一方对未成年子女监护义务的情形，该司法

解释规定，未成年人由父母担任监护人，父母中

的一方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另一方在遗嘱生效

时有监护能力，有关当事人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

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第 27条第一款的

规定由另一方担任监护人。明确未成年人父母的

法定监护义务，否定该遗嘱指定在有关当事人对

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时的效力，避免离婚父母将

未成年子女监护权作为双方博弈的筹码，当然还

要考虑另一方是否有监护能力或撤销监护人资格

的情形。 

遗嘱指定监护人中，被指定人无资格限制。但

本着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当遗嘱生效时，其

遗嘱需经检认程序，尤其对于指定监护资格以外

的人（如朋友、同学、战友等），其遗嘱有效性需

经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知晓认可，并尊重未成年人

意见后，经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

人民法院监督确定，实践中一般由遗嘱指定监护

人通过确认之诉来确定自己的监护人身份。 

2、依法指定 

《民法典》第 31条，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

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对指定

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有关

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

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

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

监护。监护人被指定后，不得擅自变更；擅自变更

的，不免除被指定的监护人的责任。 

3、指定监护人原则及参考因素 

这也是《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的亮点之

一，对监护能力确定标准和指定监护人参考因素

作出提示。 

《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 9 条规定，人

民法院指定监护人时，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

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具体

参考与被监护人生活、情感联系的密切程度；依

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顺序；是否有不利于

履行监护职责的违法犯罪等情形；依法具有监护

资格的人的监护能力、意愿、品行等因素。并且明

确指出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监护人一般应当是一

人，由数人共同担任监护人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

人利益的，也可以是数人。 

上述规定不仅为法官衡量评判确定监护人提

出法律依据，也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政

部门指定监护人、调解协议监护提供思路和法律

依据，为担任司法辅助任务的机构和社会调查员

（教师、心理咨询师、司法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员

等）收集未成年人相关数据信息提供思路，更好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更好贯彻执行《民法典》

的立法目的和精神。 

4、监护人指定后的协议变更 

被指定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过程中，出现

影响其监护能力的情况，继续履行监护职责存在

困难，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角度出发，应允许其



674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6 期综合版 

变更，或申请重新指定，或协议变更均可。若协议

变更，协议主体只能是指定监护人与其他具有监

护资格的人之间进行。 

（四）特殊情况下临时和代为照护 

1、临时照护 

《未保法》第 21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不得使未满八周岁或者由于身体、

心理原因需要特别照顾的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看护

状态，或者将其交由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不适宜

的人员临时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不得使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

生活。 

2、代为照护 

《未保法》第 22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

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

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无正当理由的，

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护。这里明确规定了被委托

人条件：除具有监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外，还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

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情况；

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未成年人的意见。对曾

实施性侵害、虐待、遗弃、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

犯罪行为；有吸毒、酗酒、赌博等恶习；曾拒不履

行或者长期怠于履行监护、照护职责和其他不适

宜担任被委托人的情形时，不得作为被委托人。

从代为照护的责任承担看，代为照护只是代为照

顾、看护，监护人很多具体监护职责，比如承担抚

养费、教育、情感联系等都是不可能对外委托的。 

四、监护人职责与法律责任 

《民法典》第 34条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代

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

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

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

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护人职责 

监护人依法代理未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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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监护人因处分不

动产而申请登记的，还应当提供为被监护人利益

的书面保证。父母之外的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不

动产的，有关监护关系材料可以是人民法院指定

监护的法律文书、经过公证的对被监护人享有监

护权的材料或者其他材料。 

《未保法》第 16 条至 19 条对监护人履行保

护职责作出了具体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应当妥善管理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

不得违法处分、侵吞未成年人的财产或者利用未

成年人牟取不正当利益；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

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

智力发展状况，在作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

定前，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充分考虑其真实意

愿。 

（二）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及监督、救济 

监护人消极不履行或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故

意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承担法律责任。在

无充分证据证明基于未成年人存在生活、教育、

医疗等迫切需求或其他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监护

人滥用代理权造成未成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

典》侵权责任编有关规定处理。 

同时法律对监护人履职行为监督主体、程序

做出明确规定。《未保法》第 108 条规定，未成

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其居住地的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予以劝诫、制止；情节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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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向公安机

关报告。 

公安机关接到报告或者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存在上述情形的，应当予以

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人民法

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申请，依法作出

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撤销监护人资格。被撤销监

护人资格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继续负

担抚养费用。 

五、监护权协议公证 

对于监护资格人对监护人确定无争议情况下，

公证机构运用监护协议公证替代法院指定监护的

特殊程序，有效缩短法院审理期间未成年人监护

空白。 

1、协议主体的确定 

监护权协议人不受监护资格人顺序限制，如

监护能力欠缺的离异或丧偶的父或母与外祖父母

或祖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与成年兄姐，监护能

力欠缺的的父母与成年兄姐，其他愿意担任监护

人的个人（如姑伯姨舅等）或者组织经未成年人

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

同意，法定监护义务的近亲属认可均可参与其中，

以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协议确定监

护人、监护监督人等。 

2、明确监护职责和内容，便于监护人履行和

监督人监督 

《未保法》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监护职责

大多方向性比较强，实务中根据未成年子女实际

情况，对法律规定的监护职责可以补充细化利于

量化操作，包括成长环境、教育、生活照管等，其

财产保护可以具体到未成年人父母死亡抚恤金、

作为保险受益人应享有的保险利益、继承财产、

吃穿用度等日常消费。在监护协议内容确定时，

积极引导监护人将未成年人人身照管及财务管理

情况公示公开，对重大医疗决定、重大财产处分

等主要条款的履行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并承诺接

受其他协议人或组织监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社会都要了解少年

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

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社会环境”。未成年人

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网

络、政府、司法等多方面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监护

更趋向于家庭保护，也是未成年人最根本、最重

要的保护，是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

家庭文明建设的基础。作为法律人应积极落实法

律法规，实践中总结提升，共同维护好未成年人

的身心健康，推动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

让少年儿童更好成长。 

2022年 4月 28日 

公证与财富传承——以自然人遗嘱信托的继承权办理实务为视角 

2022-06-28  长安公证 李青 

https://mp.weixin.qq.com/s/R30eeVDByBnfZhIdxMMvFA 

随着时代的发展，财富传承逐渐从高高在上

走进普通人家，越来越多的人群有了财富传承需

求。公证机构在办理涉及财富传承的家事类业务

时，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和丰富的经验，这些公证

事项成为人们在私有财产流转领域普遍使用的基

础法律工具。本文以长安公证处财富传承中心受

理的一个具有“遗嘱信托”性质的打印遗嘱的继

承权办理为例，重点介绍自然人遗嘱信托的概念、

有效性评价、法律实践以及对公证参与财富传承

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国

内中高净值人群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对于这些群

体，财富传承的需求与日俱增，如不及时进行财

富传承规划，可能造成第一代辛苦赚钱，第二代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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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相残”的结局。同时，伴随着老龄化社会

的到来，人们对养老、子女教育和财富传承方面

的需求不断增加，财富传承也不再是有钱人的专

利，而逐步走进了普通人的视野，财富传承涉及

的婚姻风险、债务风险，以及自然人因丧失行为

能力、死亡等各种情况造成的财产变动风险逐渐

引起人们的注意，各类人群对于财富传承的个性

化定制需求也逐渐增加。 

公证制度自诞生伊始，就一直与私人财产的

管理和流转以及相关的家事法律服务密不可分。

遗嘱、继承、财产约定、分割协议等家事类公证事

项一直以来就是公证的传统业务和优势业务，公

证机构在办理这类业务时，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和

丰富的经验，这些公证事项也走进了千家万户，

成为人们在私有财产流转领域普遍会使用的基础

法律工具。 

近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财富传承中心受理

了一个遗嘱继承案件。某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A

生前留有打印遗嘱，内容是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票和其余所有财产全部留给配偶 B 继承。但 B

要将股票未来减持的收益在公司管理层和家庭成

员（包括配偶 B、成年子女甲、未成年子女乙）范

围内进行分配。A还在遗嘱中指定了一名公司高管

C 负责高管部分的分配到位。同时，A还在遗嘱中

明确表示，如果配偶 B 和子女甲乙违反其与 C 签

署的委托表决协议，则丧失未来股票减持的收益

权。 

在前期的咨询对接阶段，公司委托的律师提

出，家庭成员和公司管理层没有任何异议，就想

在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将股票尽快转移登记

至配偶 B 名下，便于公司的债务处理和日常管理

运营。然而一些公证处认为这份遗嘱将财产全部

留给配偶继承，而子女中有未成年人，这违反了

遗嘱“必留份”规定，不能受理，一些认为遗嘱

的内容过于复杂，执行起来难度很大，办理起来

也有顾虑。这个案例的办理引发了我们对于如何

综合运用公证手段，实现家庭财富稳定、有序、和

谐传承的一些思考。 

一、自然人遗嘱信托的概念 

遗嘱信托是委托人（立遗嘱人）通过订立遗

嘱，明确表示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在其去世后

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

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

理或者处分的行为。遗嘱信托是民法典中继承制

度与信托法中信托制度的结合，具有财产管理、

执行遗嘱、遗产保值增值、减少遗产纠纷等多种

功能。遗嘱信托不同于传统的遗嘱明确指定遗产

分配给谁，而是以通过遗嘱来设定具体的信托为

根本目的。具体来说，遗嘱内容会包括，明确的信

托目的、受托人、信托财产的范围、确认受益人的

范围、个性化可实现的信托规则。遗嘱信托是由

立遗嘱人在生存时设立，在立遗嘱人死亡后才产

生效力的，所以也叫死后信托，这让遗嘱信托与

继承领域密不可分，也让其与公证处产生了紧密

联系。 

二、遗嘱信托有效性的评价 

遗嘱信托可以简单理解为“用遗嘱方式设立

信托”，因此遗嘱有效是信托关系成立的前提。

所以，评价遗嘱信托是否成立和生效，也应该分

为遗嘱阶段和信托阶段两个部分，而只有遗嘱、

信托两部分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时候，遗嘱信

托才能生效。从遗嘱的评价上来说，立遗嘱人是

否具备行为能力、相关人员（如见证人、代书人）

身份及行为能力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遗嘱形式是

否合乎法律规定、处分的财产是否合法、遗嘱的

相关执行问题能否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等等方面，

都可能出现问题或瑕疵，导致遗嘱全部或者部分

无效。评价遗嘱的成立、生效、可执行是公证处常

年从事的工作，主要的评价依据是《民法典》继承

编。 

对于信托的法律评价不能脱离遗嘱，而应以

遗嘱有效作为对后续信托进行评判的前置条件。

在遗嘱有效的前提下，再依据《信托法》对信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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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有效进行判定。依据《信托法》，遗嘱信托的

成立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项条件是遗嘱

被评价为有效且可执行。第二项条件是受托人明

确并接受信托。即依据《信托法》第 8 条的规定，

采取遗嘱形式设立信托的，受托人承诺信托时，

信托成立。所以，如遗嘱有效且受托人接受信托，

则信托成立。在成立之后，依据《信托法》第 11

条的规定，评价信托关系是否有效还需要满足下

列条件：信托目的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信托财产确定且系

合法财产；受益人范围确定等。至此，遗嘱信托生

效，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之间的信托关系正式

建立，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得以保障，信托得以开

始运作。 

三、自然人遗嘱信托的法律实践 

2017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李某

1、钦某某等遗嘱纠纷案。静安区法院经审理查明，

委托人李某 4 指定妻子钦某某和李某 5、李某 6、

李某 7 作为受托人，共同负责管理其财产。两审

法院都认为：本案的自书遗嘱符合继承法有关遗

嘱的法律要件，遗嘱的内容符合信托法对遗嘱信

托的要求，虽有部分遗嘱的内容因客观原因不能

执行，但不妨碍在剩余的财产上继续执行。法院

依照《继承法》和《信托法》作出判决，李某 4所

立遗嘱信托有效。这是国内第一次以司法判决的

方式确认了遗嘱信托这一崭新的财富传承方式，

号称我国“遗嘱信托第一案”。在本案中，法院

通过合理解释立遗嘱人之意愿，尽力辨别出符合

立遗嘱人“真意”的法律形式，帮助其个性化的

财富传承意愿得以实现。 

回到本文开头的遗嘱继承案例中，长安公证

处财富传承中心在拿到遗嘱后，也对该份遗嘱进

行了“解释”。 

首先，公证员询问了这份遗嘱的见证人——

两名律师，通过律师了解了当时设立遗嘱的前因

后果，立遗嘱人的精神情况、行为能力，是否有其

他人在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通过律师

提交的现场录像和遗嘱原件以及律师的询问笔录，

确认了立遗嘱人具备订立遗嘱的行为能力，该遗

嘱系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 

其次，在遗嘱的形式上，根据《民法典》第

1136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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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 1140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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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询问律师、家

庭成员、公司管理层有关人员，均确认见证人具

备见证能力，不存在不能担任见证人的情形，同

时确认该份打印遗嘱形式合法。 

第三，在遗嘱的具体内容上，其以书面形式载

明了希望家庭和睦、财富传承、有利于公司经营

管理的目的，我们可以认定为具有明确、合法的

信托目的，属于私益信托；有明确的委托人（立遗

嘱人）、受托人（配偶），且规定了受托人管理、

处分、运用信托财产的方式；受益人范围明确（即

配偶、子女、公司管理层）且受益人权利和义务明

确；财产的范围、种类及状况清晰，遗嘱中明确指

出，处分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立遗嘱人个

人所有的份额，财产包括股权为主的名下所有财

产，来源合法且无权利瑕疵；受益人取得信托利

益的形式、方法也是具体的，比如减持价格、份额、

减持后收益分配的先后顺序、分配比例。综合以

上内容，即使遗嘱中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信托”

二字，我们也有理由通过书面证据材料，询问有

关人员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来确定立遗嘱人的

真实意愿——遗嘱信托。 

第四，关于“必留份”的问题。确认了这是一

份遗嘱信托，而不是一份简单的遗嘱，我们再回

看遗嘱的内容，不难发现，虽然遗嘱表达的是，将

所有财产留给配偶继承，但其真正的意思是将财

产，主要是股票过户到配偶名下，由配偶来管理，

并在未来减持的收益中充分考虑了未成年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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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收益份额。遗嘱是否符合“必留份”规定，

不应简单地看立遗嘱人把财产留给了谁，尤其在

遗嘱信托中，更应综合审查遗嘱是否对缺乏劳动

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作出了妥善的安排。

在本案例中，未成年子女是在受益人范围中的，

也有明确的收益比例，应该认为是符合“必留份”

规定的。 

第五，关于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的确认。

在遗嘱中，A 指定了一名高管 C 负责未来减持后

的收益在高管范围内分配到位，在家庭范围内却

并没有明确的执行安排。经过询问家庭成员，并

与公司高管层部分代表交谈了解，高管 C 不仅是

立遗嘱人的合作伙伴，也是多年的朋友，公司管

理层非常认可 C。而家庭成员包括配偶 B 和成年

子女甲，都对 C十分信赖。C 实际上是立遗嘱人 A

通过遗嘱指定的执行人，但其仅仅负责高管部分

的执行。在公证员单独谈话中，配偶 B 和成年子

女甲也表达了希望 C 能够担任遗嘱执行人的想法。

根据《民法典》第 1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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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遗嘱本身

的安排不够详尽，如对债务承担，何时减持，减持

期限、家庭范围内的执行等不够明确，同时因受

益人中有未成年人，其分配到位的问题，也需要

有人监管，经过中心公证员建议并经 C 同意，由

继承人通过协议方式推选高管 C 作为遗产管理人

并在协议中明确了 C 的职责。同时，考虑到遗嘱

中明确指出，B 和子女甲乙都不得违反与 C 之间

签订的表决权协议，否则会导致其不能受益。如

果仅仅有 C 担任遗产管理人，那么其也可能存在

权力过大，损害受益人利益的行为。因此，继承人

在推选 C 作为遗产管理人的同时，推选了公证处

财富传承中心指派的公证员担任了监督人，对该

遗嘱信托的履行过程中，各方的行为进行监督，

切实保护受益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利益。在明

确各方身份和权利义务后，公证处作为监督人，

召集各方对于遗嘱执行的细节如债务确认和分担、

受托人承诺、信托调整程序等问题达成了《有关

遗嘱的执行协议》。 

最后，针对配偶 B 提出的，部分财产，比如

个别车辆，不打算过户到自己名下，想直接分配

给子女的想法，公证员认为这部分也未在遗嘱中

作出信托性质的安排，只是表述“其余所有财产

全部留给配偶 B 继承”。因此建议其可以就上述

财产放弃遗嘱继承，按照法定继承进行遗产分割。

最终我们为当事人在遗嘱继承权办理的过程中，

设计了《推选遗产管理人协议书》《有关遗嘱的执

行协议》《遗产分割协议》《赠与协议》等一系列

的法律文件。遗产管理人 C、监督人公证处也通力

合作，完成了立遗嘱人 A 生前债务的核实确认程

序，遗产的清点确认，制作了遗产清单，切实帮助

当事人实现了财富传承，家庭和谐，公司管理平

稳过渡。当事人持长安公证处出具的一系列继承

权及相关协议类公证书，顺利完成了股票过户、

登记、偿还公司债务等事务。 

四、公证处在财富传承领域的作用 

我国《信托法》规定，受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在信托领域，很多

信托公司在家族财富传承业务中都取得了瞩目的

成绩。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的民事信托也在蓬勃

发展。然而对于一些需要以自然人作为受托人的

遗嘱信托来说，立遗嘱人大多数会选择寻求律师

的帮助或者选择公证处。 

有以自然人作为受托人需求的，一般有以下

几种情况：一是部分企业家，虽然其资金量也可

以设立以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的信托，但是在设

立的同时，也会考虑企业的传承和经营问题。比

如希望企业的股票仍掌握在自己家族人手里，或

自己有十分信得过的自然人合作伙伴可以托付经

营事务。如果有自己信赖的“受托人”，那么这

部分人愿意选择自然人作为受托人；二是一些特

殊家庭，如父母年事已高，但是家中有无民事行

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子女，如患

有脑瘫、精神疾病等等，父母担心自己去世后，子

女无法管理财产，因此以自己信赖的近亲属作为

受托人，订立遗嘱信托。此类业务又被称为“特

殊需要信托”，往往需要信托公司、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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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证处通力协作，量身定做包括遗嘱信托、意

定监护等在内的全方位法律服务方案；三是一些

突然患病，但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人群。他们会

担心自己过世后，配偶还年轻，可能会再婚，而配

偶作为孩子的唯一监护人，届时无法保障自己未

成年子女的利益。因此希望以自己的兄弟姐妹、

父母等信赖的亲属作为自然人受托人，管理、运

用自己的财产，而不是直接由配偶或父母、子女

继承。上述人群正是公证处在财富传承领域服务

的重点对象。 

设立遗嘱或者遗嘱信托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

避免家庭纷争，实现财富传承，而在实践中，仅仅

持有一份遗嘱或者遗嘱信托仅有遗嘱是不能办理

财产（包括房屋、车辆、存款、股票等记名财产）

过户的。如果家庭有矛盾，可能需要持遗嘱或者

遗嘱信托文件向法院申请诉讼调解，获得裁判、

调解文书才能过户，而对于大部分没有家庭矛盾

的人，选择来公证处确认遗嘱或遗嘱信托的效力，

办理继承权公证，再持公证书过户，确实是比较

便捷的途径。公证处也是判断遗嘱是否有效，是

否可执行，是否能实现继承权的最终审查确认机

构之一，如果其事前就介入财富传承的框架设计

之中，可以为遗嘱受益人办理继承公证时节约大

量的时间成本。 

虽然民法典规定了遗嘱可以采取自书遗嘱、

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

公证遗嘱等多种形式，但是对于较为复杂的财富

传承情形来说，在公证处订立遗嘱，公证员除了

能根据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为其起草形式合法

的遗嘱，更会运用“结果导向”的思维，从立遗

嘱人去世后，他的继承人能否够持这份遗嘱在公

证处顺利办理继承公证的角度出发，为立遗嘱人

提供遗嘱内容规划方面的建议。以本文中的遗嘱

信托继承案例举例来说，如果该份遗嘱在公证处

主导下订立，则在订立之初，公证员就会根据立

遗嘱人的意思，建议其按照遗嘱信托文件来起草，

在遗嘱中写明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受托人、受

益人身份；因受托人是自然人，还要充分考虑若

出现受托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死亡等情况时该

如何处理；考虑到遗嘱执行和监督问题，可以结

合实际，向立遗嘱人建议引入律师事务所、公证

处等机构作为遗嘱信托的参与人，担任遗嘱执行

人、信托监察人。在信托条款的设计上，也可以更

为详尽，减少执行中的歧义。 

在实践中，公证处还会综合运用意定监护、遗

嘱、遗嘱信托、夫妻财产约定等一系列的公证法

律制度设计，为当事人提供个性化的财富传承、

风险隔离服务。在财富传承领域，公证、律师、信

托、保险、税务筹划等各行各业，都各有所长，应

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求同存异，相互赋能，形成

财富传承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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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异域资讯 

婚姻财产法中的个人自由和国家干预——欧洲各国夫妻财产制的评述

和展望 

2022-06-12 意定之爱 沃尔特·平特斯 

https://mp.weixin.qq.com/s/lXj9bmLEz-llwXnLwE0T8Q 

本文原标题为《欧州夫妻财产制》。 

本文摘录自法律出版社 2017 年 1 月出版的

《欧洲婚姻财产法的未来》，该书由樊丽君（北京

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学科带头人、法学

与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

法学博士）编译。 

本文作者沃尔特·平特斯是比利时勒芬大学

教授，德国萨尔大学名誉教授 。 

本文译者常丽是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民商

法学硕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庭

法官助理。 

本篇推送未添加原文的注释，如需查阅，请参

阅《欧洲婚姻财产法的未来》一书。 

  一、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在解决方法方面的差异 

大陆法系一般通过制定 一套专门的婚姻财

产法（特别法）来调整婚姻的财产后果，而不是依

靠一般财产法。虽然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在一般

财产法中设置了一些调整婚姻财产的条款， 如调

整家庭住宅和家庭财产条款，这些条款对于夫妻

财产制度具有独立的约束力 ， 但是在调整夫妻

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仍然是夫

妻财产制度。此外，夫妻双方享有很大程度的自

治权，他们能够通过婚前契约来选择他们想要适

用的夫妻财产制， 而法定夫妻财产制则通常只是

作为一项默视条款（未约定时适用）。英美法系则

不存在与大陆法系对应的婚姻财产法，因此也不

存在法定夫妻财产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自 1882 

年《巳婚妇女财产法》实施以来，婚姻并不导致夫

妻双方的财产所有权发生变化。与大陆法系相反，

传统意义上的英美法系的婚姻契约（婚约）并不

具有约束力，而具有约束力的婚姻契约可能被叫

作分居契约或离婚契约更为恰当。爱尔兰亦是如

此。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对婚姻财产和扶养费作

了清晰的区分，而英美法系国家原则上则对其一

并处理。在法院有分配财产权力的法律制度中，

扶养费的作用并不那么重要。在英美法系，为了

保障夫妻双方的生活水平和确保夫妻之间的公平，

由法院分配夫妻财产是一项特别重要的法律制度。

扶养费采用经济补偿形式，主要是在财产分配不

能保障夫妻一方必要的生活水平的情形下才被援

用。在大陆法系，尽管也可以找到一些法院分配

财产的案例，但是极为罕见。在一些日耳曼制度

中 ，法院拥有重新分配的权力。法国的补偿性给

付和西班牙的津贴平衡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普通

法系的财产分配制度，但是二者兼具扶养费和分

配夫妻财产的类似功能。但是，大部分大陆法系

国家并没有平衡夫妻财产分割的特别条款，并且

在适用共同财产制的情形下，共同财产一般平均

分割。在大陆法系中扶养费被认为是一个单独的

问题，并且扶养费和夫妻财产之间的关系是有限

的，即只有当离婚时一方所得的婚姻财产会降低

其需求时，才会进而减少另一方对其支付的扶养

费金额。本文关注夫妻财产法，并且仅在扶养费

和夫妻财产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情形下才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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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养费问题。首先，本文要解决法定夫妻财产制

度，并关注夫妻财产的构成 和离婚时的财产分配

问题（文章第二部分）。其次， 本文将关注婚姻

契约及其有无约束力问题（文章第三部分）。最后，

以简短的比较性评价总结全文。 

二、法定夫妻财产制 

欧洲各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呈现多元化面貌。

古罗马的家庭法和中欧及东欧国家的法律制度更

为常见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而日耳曼法系和德

国家庭法则采用分别财产制兼补偿性条款或延期

共同财产制。西班牙的地方法，如某些自治区，甚

至只将分别财产制视为法定夫妻财产制。而普通

法系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法律制度 ，也就是在实践

中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引入了一种延期共同财产

制，而不是采用正式的夫妻财产法。荷兰的法定

夫妻财产制为一般共同财产制（第 93 条）。其

曾经试图用婚后所得财产制取代一般共同财产制， 

但此项改革以失败告终， 最终被保留下来的是带

有近代法意义上的一般共同财产制。 

（一）罗马家庭法和东欧法系的婚后所得共同制 

大陆法系国家的夫妻财产制始终忠实于拿破

仑民法典所奠定的夫妻财产制，并将限定共同财

产制作为法定夫妻财产制，这种限定共同财产制

仅限于婚后所得共同制。婚后所得共同制的基本

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创设的共同财产制，其所涉及

的财产包括婚姻存续期间内所有非赠与所得的财

产。在比利时、法国、卢森堡和葡萄牙 ，婚后  所

得共同制是法定夫妻财产制。1942   年《意大

利民法典》摒弃了 1804 年《法国民法典》的共同

财产制，将分别财产制作为其法定夫妻财产制 。

之后，通过 1975 年的《共同财产制法案》，意

大利增加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法定夫妻财产制 。然

而，实际上分别财产制仍被普遍适用，几乎被视

为仅次于婚后所得共同制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夫

妻双方无须通过订立婚前契约而适用分别财产制；

只需在举行婚姻仪式的过程中当 着身份官员的

面作出相应的声明即可（《意大利民法典》第 162 

条第 1 款 ）。西班牙也适用婚后所得共同财产

制（《西班牙民法典》第 1344 条），但是《西班

牙民法典》的适用前提是地方法律和自治区法律

没有其他另行规定，因为根据《西班牙宪法》的规

定（《西班牙宪法》第 13 条第 2 款和第 149 

条第 1 款第 8 项），地方法和自治区法享有优

先权。由此，可以认为西班牙民法只是补充性法

律 ，仅在地区法和自治区法官之间出现空缺的情

形下才适用。阿拉贡 、巴斯克、加利西亚和纳瓦

拉采用婚后所得共同制，成为偏离西班牙民法规

定的几个例外地区。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拉脱维亚、立陶宛、

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

乌克兰在内，大部分的中欧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法

定夫 妻财产 制为婚后所得共同制。爱沙尼亚曾

试图引进德国的净益共同制，但最终失败 。2009 

年 11月 18日新 的《 爱沙尼亚家庭法案 》引 进

了婚姻 契约，坚 持将婚后所得共同制作为法定

夫妻财产制。 

1.财产组成 

虽然不同的国家在调整构成婚姻财产的三种

类型（夫妻双方的各自个 人财产和共同财产）上

存在一些细节上的差别，但是上文提到的所有国

家所遵循的原则都是相同的。在比利时、法国、葡

萄牙和西班牙的法律制度中，个人财产包括婚前

财产、 婚姻存续期间无偿所得（例如 ，因继承、 

赠与或遗赠而取得的财产）以及与个人有紧密关

系的其他财产和权利，例如， 属于夫妻一方的衣

物、专供夫妻一方使用的物品、人身损害赔偿金、

不得让与的债权和投资收入、夫妻一方职业上的

必需之物（劳动工具）。除个人财产外的所有财产

均为共同财产，例如 ，职业收入、养老金、收入

的替代物——社会福利金、保险金以及依靠共同

财产而取得的其他财产。在大部分中欧国家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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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国家的法律制度中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的组成

都遴循了相同的界定准则。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

对职业收入和个人财产所获收益作了进一步的区

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法律规

定，只 有职业收入才构成共同财产的一部分， 而

个人财产所获收益则仍属于个人财产。意大利法

律将夫妻财产区分为个人财产、共同财产和剩余

共同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来自职业收入

和个人财产的收益仍归于个人财产，均不会成为

共同财产的组成部分。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终止

之时保留下来的所有财产均属剩余共同财产。一

旦婚姻关系解除，由职业收入所获得的收益则归

为共同财产。同时，所有共同财产制制度都对夫

妻之间的个人债务和共同债务进行了区分，并且

对应当承担个人债务和共同债务的财产范围进行

了区分。对于第一个问题，在多数适用共同财产

制的管辖区中，夫妻债务包括 共同债务和个人债

务，其中个人债务包括婚前已存在的债务、婚姻

存续期 间因赠与、继承和遗赠而生的债务及夫妻

一方仅为个人利益而签订合同所 产生的债务。由

千夫妻一方违背另一方意愿用共同财产为他人提

供担保而产生的债务、罔顾婚姻责任而签订合同

所负债务和由于犯罪或侵权所产生的债务通常也

都是个人债务。共同债务需要夫妻双方承担连带

责任或者共同偿还。为了家庭、子女  教育或者

共同财产的利益所产生的债务也是共同债务 。由

于职业收入是共同财产的组成部分， 因此职业债

务也为共同债务。至于第二个问题，即哪些财产

承担哪种债务，存在诸多法律解决路径。比利时

法律规定， 个人债务由个人财产负责偿还（第 

1410 条）。共同债务由全部三类财产、双方的个

人财产和共同财产共同负责偿还（第 1414 条第 

1 款）。这两个基本的准则都允许一些重要的例

外情形。例如， 在个人财产已经归属于共同财产

的情况下，个人债务可以用共同财产进行偿还。

由于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债务，个人财产和共同财

产中一半以上的净值都要负责。对于职业债务，

仅由债务人的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负责，并非牵

涉全部的三类财产。法国法律并没有对个人债务

和共同债务作出明确区分。所有的债务原则上都

要由债务人的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负责，除非债

务人欺诈或者债权人不诚信（第 1413 条）。但是

仍存在其他例外情形。例如，婚前所产生的个人

债务和婚姻存续期间因继承、赠与或遗赠所产生

的个人债务只能用债务人个人财产偿还，如果个

人财产已经与共同财产合并， 那么个人财产和共

同财产都应对债务负责（第 1410 条至第 1411 

条）。在只有夫妻一方参与债务的情形下，另一方

无须用自己的收入作为担保， 尽管另一方的收入

也是共同财产的一部分（第 1414 条）。一些债

务， 例如一方贷款以及一方单独签订的担保合

同 ，仅能由个人财产负责（第 1415 条）。扶养

费债务、家庭债务和子女教育债务由夫妻双方的

个人债务 和共同财产负责（第 220 条至第 1414 

条）。 

2.财产管理 

个人财产由个人管理。然而，大部分的法律制

度对此原则的例外作出了规定，其规定主要关于

家庭住宅和家庭财产。共同财产以夫妻双方同时

管理为原则。基于这一原则， 夫妻双方都可以自

主管理共同财产 ，但也必须容忍另一方对共同财

产所实施的法律行为。这种管理包含狭义的事实

管理、处分和使用等权能。但共同财产管理必须

以维护家庭的利益为前提和目的。同时管理的原

则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形。例如，对于某些重大的

处分行为需要夫妻双方的一致同意。比如，出卖

不动产和共同财产赠与就属于适用双方联合管理

的情形。 

3.财产清算和分配 

根据婚后所得共同制，财产的分割和分配仅

在婚后所得共同制终止的情形下发生。同时，在

财产分割之前，必须对财产进行清算。清算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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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种平衡，故而在清算过程中各种财产之间

的补偿问题十分重要。无论是个人财产从共同财

产中受益，抑或是共同财产从个人财产中受益，

后者都有权从前者获得补偿以避免不当得利。例

如，在共同财产已经投资到属于妻子个人财产的

住宅的情况下，妻子的个人财产必须补偿共同财

产。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共同财产被用来清偿丈

夫的个人债务的情形。这种补偿通常是名义上的，

尽管许多法律制度对为了取得、改善和维持一项

财产而进行的投资行为作了例外规定。这种例外

即只有投资行为 造成了财产增值时， 才需要对

投资人进行补偿。当婚姻关系终止时，补偿完成

之后的结算 清单将列举出所有的财产债权和债

务。婚后所得共同制将共同财产平均分成两部分。

夫妻双方均有权获得一半的共同财产。个人财产

仍归属于个人。个人财产的增值仍属于个人财产。

法官通常既不能违背财产平均分配原则自由裁量，

也不能重新分配个人财产。虽然一些国家的法律

制度并非如此，例如，波兰和塞尔维亚允许法院

考虑夫妻双方的贡献而进行非平均分配。但实际

上法院很少使用这项权力。在许多国家的法律制

度中，在分配共同财产时，尤其是针对家庭住宅， 

很可能会给予夫妻一方以优先权。相应地，享有

优先权的夫妻一方必须用享有优先权的资产抵消

自己应得部分财产， 甚至还应在必要时支付给另

一方超过应得财产的该资产价值的对价。共同财

产的分配和扶养费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当扶养权

利人因为对共同财产的分割使其财产增加时，共

同财产分割可能影响其应获得的扶养费  的数

额。这种收入的增加将会使其 需求降低。扶养费

通常采取按月支付的方式，尽管许多 国家规定了

另外一种支付方式， 即一次性支付。在有些国家， 

如法国， 一次性的补偿性给付是基本准则。所支

付的总额包括一方应得的共同财产。实际上，通

常一方在离婚时分得的共同财产或者其他财产，

其数额并不足以实现一次性支付给另一方的扶养

费。在这种情况下， 扶养费仍采用定额的分期支

付的方式。 

（二）日耳曼和德国的分享制度 

在日耳曼和德国的法律制度中， 分享制度是

夫妻财产制的基础。婚姻存续期间夫妻财产保持

独立。然而，一旦婚姻关系解除，夫妻一方就可以

分享另一方的财产。在此有必要对如下两种模式

加以区分：第一种模式，夫妻双方通过延期共同

财产制进行分享；第二种模式，夫妻双方通过法

定补偿条款进行分享。 

1.延期共同财产制 

( 1 ) 日耳曼法律制度 

日耳曼法律制度适用延期共同财产制，这种

制度区分了保留性财产和共同财产。保留性财产

包括以成为保留财产为前提条件得到的受赠物和

受遗赠物以及一些个人财产和权利。其他所有财

产都属于共同财产。这两种财产的区分在婚姻存

续期间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婚姻关系解除时才

会发挥重大作用，此时延期共同财产制便开始适

用。原则上，除了根据一般法的规定，夫妻双方应

承担连带责任的债务外，其他所有债务都应由夫

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承担。在丹麦、芬兰和挪威，子

女教育债务和家庭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但

是限于日常生活的需要。在瑞典，对于家庭债务

没有特别的规定。夫妻双方自己管理自己的财产，

尽管涉及家庭住宅以及动产的法律行为要受到限

制。一旦婚姻关系解除， 延期共同财产制便开始

适用。延期共同财产为夫妻双方财产的净资产。

如果债务高于资产，那么财产将被评估为亏损。

由于对保留性财产的界定是相当严格的，延期共

同财产实际上通常就是共同财产。原则上，延期

共同财产应该被平均分割，这意味着夫妻一方不

仅参与另一方的职业收入，而且参与另一方婚前

财产以及婚姻存续期间因赠与、继承或遗赠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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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财产。除了挪威的法律制度表现出明显的特

殊性外，其他所有的日耳曼法律体系的国家都承

认，法官有权基于公平而不进行平均分割。在婚

姻关系存续时间比较短暂的情形下 ，这种理念就

显得尤为重要。相反，法官也可以基于公平的考

虑，将一方的一部分保留性财产给予经济困难的

另一方。自 1991 年开始，挪威实行了有别于其他

国家的法律制度。夫妻任何一方都可以选择将婚

前财产或者婚姻存续期间因赠与或死因行为所取

得的财产排除在财产分割之外。夫妻一方只需提

供证据证明存在以下情形之一即可——存疑财产

于婚前已属于自己，或者存疑财产是基于赠与或

死因行为才成为个人财产。法官在发现存在明显

不公平的情形下可以不遵守这一普遍规则。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耳曼法律制度正式规定了

延期共同财产制， 但实际上婚姻存续期间夫妻财

产一直保持独立，甚至持续到婚姻关系解除时才

开始适用延期共同财产制。原则上，夫妻双方都

可以获得物权，但是获得物权的一方有权选择实

物清偿或是货币清偿的方式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 2 ) 奥地利 

在奥地利，法定夫妻财产制也是由分别财产

制和婚姻关系解除时的 延期共同财产制共同组

成的。然而，如果夫妻一方参与了另一方的商业

活动，那么前者有权在婚姻存续期间主张来自商

业活动的利润 ， 而不必等到婚姻关系解除的时

候（《奥地利民法典》第 98 条）。延期共同财

产由家庭住宅、婚姻财 产以及婚姻存款组成（《婚

姻法》第 81 条）。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不属于

延期共同财产，但是如果夫妻一方或者双方共同

的子女依靠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包括属于个人财

产的住宅和其他财产）生活，那么该方的个人财

产属于延期共同财产。（《婚姻法》第 82 条第 1 

款）实际上，大部分的财产都是平均分割的，尽 

管法律规定了可以根据公平原则进行不平均分割，

比如考虑子女利益（《婚姻法》第 83条第 1 款）。

并且职业行为、家务劳动和扶养子女的行为都应

给予公平对待。财产分配以实物方式进行。 

2.法定补偿条款 

在第二种模式下，不再创设延期共同财产制

而是适用法定补偿条款。这种模式见于德国和希

腊的净益共同所有制以及瑞士的所得享分制。在

财产组成方面， 这三种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德

国和希腊的法律都不区分个人财产和个人所得，

但瑞士则十分重视这种区分。在上述的所有法律

制度中，债务原则上都要被算为夫妻各自财产的

一部分，除非根据关于债务的一般性法律规定，

该债务应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因扶养子女

或维持家庭生活而产生的债务被视为连带债务。 

( 1 ) 德国 

德国法律只有初始财产和终结财产的概念。

一旦夫妻关系解除，开始实施补偿时，区分最初

财产和最终财产的重要性就显现了。初始财产由

夫妻一方建立婚姻关系时所拥有的个人财产和婚

姻关系存  续期间因赠与或继承而积累的财产

组成（《德国民法典》第 1374 条）。初始财产是

一种净资产。婚前的债务将会予以扣除，并且债

务可能超过初始财产的资产。终结财产是指夫妻

财产制终结时，夫妻任意一方扣除债务之后的财

产（第 1375 条第 1 款）。因夫妻一方过多地无

偿给予的财产 ， 一方挥霍的财产以及由于一方

意图损害另一方配偶的行为而造成另一方配偶减

少的财 产， 均须重新补充到终结财产之中（第

1375 条第 2 款）。因离婚而导致的婚姻关系解

除需要对净益财产进行补偿。在夫妻一方的所得

超过了另一方的清形下，后者有权请求分割超出

的净益部分的一  半（第 1378 条第 l 款）。终

结财产不能是负数， 所以夫妻一方无须对另一方

的负债负责。初始财产和终结财产要根据资产的

市场价值进行估价（第 1376 条）。为了避免由于

通货膨胀 而造成的财产价值上涨 ，需 要编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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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财产目录。由于夫妻一方的全部剩余财产都计

算在内，这就导致不仅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

参与了分配，而且婚前财产的增值也参与了分配。

这是婚姻全面协作的一种制度表达。 

( 2 ) 瑞士 

瑞士法律区分了夫或妻的个人财产和夫或妻

的所得财产，因此夫妻财产制包括四种不同类型

的财产（ 第 196 条）。个人财产包含私人物品、

婚前所得财产、婚姻存续期间无偿所得财产、个

人赔偿金（如人身损害赔偿金和非财产性损害赔

偿金 ）和用自有资金购置的财产（第 198 条）。

其他所有夫妻财产制存续期间有偿取得的财产都

是所得财产。债务依据其不同性质，被分配到个

人财产或所得财产之中（第 209 条）。瑞士所得

分享制规定夫妻一方在离婚后保留自己的财产。

但夫妻双方均有权请求分割另一方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期间所得的一半（第 215 条）。夫妻一方实

施了侵害另一方财产的处分行为而造成的损失价

值，需要重新加入到加害的配偶一方的所得总额

之中。债 务应该被从所得总额中扣除， 但是这

种扣除应限制在所得财产价值的范围之内（第 208 

条至第 210 条）。夫妻双方的请求分割的权利是

平等的，并且用金钱补偿的方式来平衡。与德国

制度不同，瑞士通过将夫妻各自的财产划分为两

种类型的财产，而不必建立初始财产的目录，但

是当个人财产已经投资到所得财产中时，应当支

付个人财产和所得财产之间的补偿（第 209 条）。

与德国法律相比，瑞士婚姻协作的理念不那么极

端，因为瑞士法律仅考虑所得增值，而不考虑个

人财产的增值。 

( 3 ) 希腊 

希腊法律没有界定初始财产和终结财产，但

是其的确将某些财产从补偿金解决机制中予以排

除。夫妻一方仅能分享另一方的夫妻财产制存续

期间的所得财产。婚前所得财产、夫妻一方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因赠与或继承取得的财产和由这些

财产所产生的收益都被排除在外。债务抵消的适

用与法国相同， 通货膨胀也被考虑在内。分享仅

限于夫妻一方由于对子女教育作出贡献或者对对

方的工作作出了贡献等，从而获得请求分割净益

的债权人地位的情形，该享有分割请求权的债权

人配偶一方，有权请求分割负有分割债务的债务

人因所获得的净益（第 1400 条第 1 款）。这意

味着， 与德国或瑞士的法律不同，希腊的净益共

同制并非平均分割财产，而是在考虑夫妻双方贡

献的基础上按一定比例进行分割。但是由于贡献

很难证明， 所以推定夫妻各自对于另一方财产增

值的贡献按 1/3 计算，同时 这种推定是可以被

驳回的。权利人可以通过证明自己的贡献更大，

义务人也可以通过证明另一方的贡献很低甚至从

来没有，进而不适用 1/3 的比例。 

3.分别财产制 

在巴利阿里群岛、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 

分别财产制是法定夫妻财产制。夫妻离婚之后， 

既不会创设延期共同财产制，也 不适用补偿请求

权。在加泰罗尼亚，具 体的补偿可能会判给承担

家务劳动的一方， 或者为另一方的生意工作的一

方。巴伦西亚没有专门的婚姻财产法， 而是参照

适用一般法关于婚姻的规定。 

4.普通法系中婚姻财产法和法定夫妻财产制 

普通法系没有成文的夫妻财产法， 因此也没

有法定夫妻财产制。自 1882 年《已婚妇女财产法

案》实施以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婚姻不对夫妻

双方的财产产生影响，至少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这意味着，依据普通法夫妻双方的财产保持

独立，所有的债务也都是个人债务。爱尔兰和苏

格兰的法律规定与之类似，尽管苏格兰不属于普

通法系。为了应对英国上议院先前关于家庭住宅

的判例法的限制，1973年《婚姻诉讼法》通过财

产调解令给予英国法官在离婚案件中更广泛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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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夫妻 财产的权力。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也存在类

似的立法。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普通法

系的法律制度对财产分割和 扶养费问题没有进

行实质性的区分 。根据一次性解决原则（《婚姻

诉讼法》第 25 条 a ), 普通法通过整体打包解

决的方式，将财产分割和扶养费支付一并处理。

在适用财产再分配时，法院必须全面考虑案件涉

及的所有情况。首先，必须考虑子女的利益问题

（《 婚姻诉讼法》第 25 条第 1 款）。其次，

法院应该特别注意：( 1 ) 夫妻双方的收入、收

入能力、财产和未来可预期拥有的或可能拥有的

其他财产资源，包括可能增加的收入能力，因为

法院有理由预期夫妻一方会设法获取这种能力。

( 2 ) 夫妻双方的需求、义务和未来可预期承担

的或可能承担的责任。( 3 ) 婚姻关系解除之前

所享有的生活水平。( 4 ) 夫妻双方的年龄和婚

姻关系存续的时间。( 5 ) 夫妻双方的身体或精

神的缺陷。( 6 ) 未来可预期的夫妻双方为了家

庭利益而作出的或可能作出的贡献。( 7 ) 夫妻

双方的某些行为法院认为为了公平而不可忽视的

行为。( 8 ) 夫妻双方利益的价值－ 由于离婚

一方将会丧失获得某种利益的机会（《婚姻诉讼

法》第 25 条第 2 款）。从这种表述中能够推断

出，财产再分配首先关注的是需求，夫妻双方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享有的生活水平也必须被考

虑在内。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对因婚姻关系的建

立而带来的经济损失的补偿，同时要考虑妻子放

弃工作在家照顾子女的这种情形。补偿并非法院

考虑的常规问题，因为在许多案例中，实际上可

以利用的财产尚不足以涵盖需求。英国法律制度

的基本原则， 即法官拥有广泛的自由裁址权并且

十分重视当事人需求的原则，这一原则被丹宁法

官在“汉隆诉律师协会”案中恰当地表述为：家

事法院应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

考虑案件  的各种具体情形，如家庭住宅最终由

谁占有和使用以及对妻子和子女的扶养义务等。

法院应该详细地向双方当事人分析这些需要考量

的情形，并确定当事人双方各自符合哪些情形，

然后，依据当事人各自所符合的情形，进行财产

分配，以 满足他们未来的生活需要。法官依据这

些情形对财产进行分配，目的并不在于特别照顾

某一方的法定权利，也并非坚持对财产进行平均

分割， 而在于在未来，实现对母亲、父亲和子女

最为公平的扶养。在过去，按照《婚姻诉讼法》保

证原告方的合理请求 可以得以满足。这意味着夫

妻中较富裕的一方没有义务和贫困一方分享其全

部财产。在某种程度上，分配财产仅限于为了让

需要扶养费的夫妻一方继续保持婚姻存续期间的

生活水平。不同的案件， 财产分配的结果也不同。

在夫妻一方承担了照顾子女的主要责任并且其收

入较少的情形下，财产分配往往会导致夫妻双方

中负有扶养对方义务的一方丧失家庭住宅，这通

常意味着其损失了全部财产。如果夫妻一方拥有

大量的财产， 这并不是说财产会被平均分配，而

是给予另一方维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生活水平

相同程度的扶养 费。在拥有大量财产或正常财产

的情形下， 法院通常会适用所谓的 1/3 的准则， 

即其中 1/3 的家庭财产给予有权获得扶养费的一

方， 另外 2/3 仍然归于负有扶养义务的夫妻一

方。前述案件一方当事人拥有大诫财产，并且其

财产价值明显超过另一方需求的情形下 的判例

规则， 被著名的“怀特诉怀特” 一案的判决所

改变。伯肯黑德的尼科尔斯法官在演讲中非常强

调公平 ，他认为公平是《婚姻诉讼法》的首要目

的，财产调解令应优先考虑公平，无论夫妻双方

是如何自愿选择或者环境如何迫使他们实行了怎

样的劳动分工。只要夫妻双方在某些方面对家庭

作出了平等的贡献，那么原则上谁赚了钱并积累

了财富并不重要。法院不应该倾向赚钱一方，而

贬低家庭主妇或者照顾子女的一方的劳动价值。

由于“怀特诉怀特”一案的判决，下议院拒绝接

受先前财产分配必须遵循合理需求的限制要求。

这意味着在财产价值超过需求的情形下 ，不仅必

须考虑需求和补偿， 平均分割也要作为第三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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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加以考虑 。尼科尔斯法官并没有率先走到创设

平均分配财产制这一步，而是将这个间题留给了

立法者。然而法官现在需要在公平的解决方案和

平均分配的解决方案中进行比较，而这两种方案

实际上有相同的指向。此时指导原则不再是确保

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生活水平一致 ，而是夫妻

待遇的一致。如果夫妻双方都对家庭幸福作出了

相等份额的贡献，某一方创造家庭财富的说法就

不再重要，并且平均分割也就因此是恰当的。上

议院的确为不公平分配保有了可能性，但前提是

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并且之后的判例法继续允许

采取不公平分配。大部分案例对金钱贡献比家务

贡献更为重视， 所以 60 比 40 的分割方式更为

常见。在“兰伯特诉兰伯特” 一案中，上诉法院

对不平均分配的可能性进行严格限制， 将它限定

在特殊案例的范围。上诉法院强调对工作一方比

家务一方更加重视是不可接受的。原则上后者的

贡献的价  值并不低于前者， 因此没有理由不

对工作一方的成果平均分配。只有在有特别贡献

的清形中， 才有理由实行不平均分配。一个好的

创意，创业或者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都达不到特

别贡献的标准。尽管学术界以婚前财产或者继承

所得为例探讨过特别贡献问题。， 这两个概念在

“怀特诉怀特” 一案中也有提及，。但是上议院

对特别贡献的认定没有明确规定。在“米勒诉在

米勒”和“麦克法兰诉麦克法兰”案中上议院遵

循了这一思路，认为认定特殊贡献需要考虑财产

组成的来源，也就是区分婚姻财产和非婚姻财产

（尼科尔斯法官）或者区分家庭财产和其他财产

（黑尔男爵夫人）。上议院在这一问题上态度不

是十分明晰，但其判决似乎表明在财产来源于婚

姻之 外的情形下，例如受赠或继承所得，可以允

许不平均的分配。另外，原则上任何被视为来自

职业收入所得的财产都应被平均分配（除非存在

上文所 述的特别贡献的清形）。值得特别注意的

是，法官享有最终的裁量权，尽管他不得不面对

限制其自由裁量权行使空间的成文法和判例法相

互间的潜在矛盾。在“米勒诉在米勒” 和“麦克

法兰诉麦克法兰” 案中，尼科尔斯法官强调从原

则上讲，如果没有充分的反对理由，公平原则要

求对共同财产平均分配。公平的标准可用作一种

救济，而不是用作规则。 

三、约定财产制 

（一）私人自治 

在几乎所有的大陆法系国家中，夫妻双方都

可以签订婚姻契约，并选择夫妻财产制。但是在

大部分的大陆法系国家中， 夫妻双方仅能就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关系达成契约。虽然他们也

能够离婚后果达成一致，但是不能影响夫妻财产

制的稳定性。他们能够通过缔结的契约仅限于婚

姻是由于死亡而非因离婚而终止的情形所存在的

婚姻利益，他们不能达成这样的契约，即当婚姻

因死亡而终止时夫妻之间适用婚后所得共同财产

制，也不能达成因离婚造成婚姻关系解除的情形

下适用分别财产制的契约。扶养费条款，特别是

放弃扶养费的条款，均被视作有违公序良俗，而

不能包含在婚前和婚后契约之中。在大部分大陆

法系国家中，只有离婚过程中或者预期离婚时所

达成的离婚契约可以包含扶养费条款。在婚前契

约 中不能包含扶养费条款。但是也存在例外，如

奥地利和德国的婚姻契约就可能包含扶养费条款。

在瑞士也存在扶养费契约， 但是实际上夫妻双方

一般会以单独的文件对扶养费另作约定。社会主

义法系国家不承认夫妻意思自治，要求所有夫妻

在任何情形下 都适用共同财产制。随着共产主义

政权的垮台， 这一规则已经被废除，并承认了婚

姻契约。普通法系中，夫妻双方可以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通过制定婚姻契约来调整财产后果，但

这种情况并不普遍。因此婚姻契约不得不被视作

在婚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分居时达成的、以

离婚为预设的契约。这种调整分居后果和离婚后

果的婚姻契约更多一些， 但也不是十分普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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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婚姻契约经常限于巨额财产案件。在大多

数立法例中，夫妻双方大多享有广泛的对夫妻财

产制的自由选择权，例如奥地利、比利时（ 第 

1387 条）和法国（第 1387 条）。夫妻双方能够

在婚姻财产法规定的夫妻财产制中进行选择，也

可以选择国外的夫妻财产制或者自己创设的夫妻

财产制。在许多案例中， 夫妻双方都会选择稍加

改动后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在其他国家，例如丹

麦（《婚姻后果法》第 8 条）、芬兰（《婚姻法》

第 41 条）、意大利、希腊、斯洛伐克（第 143 

条）和瑞士（第 182 条第 2 款）， 夫妻双方仅

能从本国法律提供的夫妻财产制类型中进行选。

择在葡萄牙，带着前婚子女重新组成家庭的夫妻

双方不能适用一般共同财产制，也不能把法律列

举的特定财产带入共同财产。年龄超过 60 岁的

人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在分别财产制的条件下结

婚。（第 1270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虽然普通法

系允许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自由调整财

产关系，但是实际上分居的财产后果是契约关注

的焦点。有些国家对于婚后契约予以限制。在葡

萄牙，婚后契约是不被允许的（第 1714 条）。

在法国，夫妻双方在结婚 2 年之后才能订立婚后

契约（第 1397 条第 1 款）。 

（二）形式与程序 

在大部分国家，例如奥地利、比利时、法国、

德国、意大利和瑞士，婚姻契约需要公证，在丹麦

和芬兰，书面契约必须注册登记。在夫妻双方可

以达成扶养费契约的国家，双方可以在婚姻契约

之外，以私人文件的形式达成扶养费协议。普通

法系在传统上极为重视独立的法律建议。夫妻双

方必须分别寻求独立的法律建议，以确保在当事

人考虑放弃法律提供的保护的情形下，仍然能够

得到保护。大部分国家对婚前契约或婚后契约不

进行区分。确认过程已经被废除，尽管少数制度

仍然坚持予以要求。在法国，在夫妻双方有未成

年子女或者大多数子女或债权人反对变更的情形

下 ，司法确认被规定适用。（第 139 7 条第 5 

款） 

（三）约束力 

在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 婚姻契约是有约束

力的，并且不能被法院排除。契约仅能在合意无

效或者包含有违公序良俗的条款的情形下才能被

宣布无效。在日耳曼法系，婚姻契约原则上有约

束力，但在有违公平的情形下法 院也可以排除适

用。在这种情形下，比如在芬兰和瑞典，法院会重

新分配保留性财产。德国宪法法院也规定原则上

法院可以审查婚姻契约，尽管宪法法院将审查范

围的问题交由联邦议会的最高法院决定。根据一

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判决，最高法院对宪法法院

的判决作出了狭义的解释，只有在涉及重大离婚

后果的情形下 才适用婚姻契约审查。最高法院拒

绝承认那些排除离婚后任何形式的扶养费以及排

除任何抚恤补偿金权利的婚姻契约。原则上 对于

增值所得补偿金的排除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婚姻

是生活的共同体，却  不必一定是财产的共同体。

最高法院仅允许对例外情形实行审查。但这种狭

义的解释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在瑞士， 法院必

须审查扶养费契约（第 140 条）。法院需要核实， 

夫妻双方是否充分考虑了契约内容，核实他们是

否是在没有被胁迫的情形下达成的契约。契约必

须是明确的、完整的 、不明显违背公平的（第 140

条， 第 2 款）。但对于夫妻财产制的约定法院

无权审查。英国法律传统上区分了婚前契约、婚

后契约和分居契约 。鉴于婚前契约制度和婚后契

约制度都先后经历了一些发展变化，而分居契约

具有明确的地位，从而更具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分居契约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并且能够像其他

契约那样被实施。分居契约并非在婚前受胁迫达

成的，而是在考虑可能离婚时才达成的，因此并

不存在可以否定分居契约的公共政策。按照海曼

法则，这些契约不能取代法院的判决。当夫妻双

方中任何一方认为法院的判决能够提供更好的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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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选择时，就可以选择通过法院寻求不同于分居

契约的扶养规定。分居之前达成的婚后契约很长

时间被认为是有违公序良俗的，因为夫妻双方有

责任生活在一起。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合同性质

的契约是不允许的。但是在枢密院审理的麦克劳

德案中， 法院以对待分居契约相同的方式处理了

婚后契约。因为同居的义务不再存在，那么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否定婚后契约的法律依据便不足。

因此夫妻双方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任何时

候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分居契约，但是必须遵守海

曼法则。婚前契约传统上被视为违背公序良俗，

因为它破坏了婚姻作为终生共同体的理念，所以

婚前契约没有约束力。然而《婚姻诉讼法》第 25 

条允许法院考虑婚前契约，因为案件涉及的所有

情形都必须加以考虑。实际上，法官通常会尊重

与案件存在关联并且公平的婚前契约。在“克罗

斯利诉克罗斯利”案中，婚前契约甚至被认为是

十分重要的因素。最近的判例法中，存在依据逆

向推理从而接受婚前契约具有约束力的趋势。在

涉及德国婚姻契约的“拉德马赫诉格拉纳蒂诺”

案例中，最高法院批准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认为

原则上婚姻契约是应该被赋予效力的，“除非承

认它的效力对于坚持婚姻契约的双方当事人是不

公平的。" 因为在多数法律制度中，婚姻契约是

有约束力的，达成契约的时候当事人就信任了这

种约束力，最高法院认为给予契约最大可能的约

束力是一种事实上的公平。尽管案件涉及国外的

婚姻契约，但是判决是适用一般条款裁决的，因

此裁判理由比例关系／分配系数也应该同样适用

于英国婚姻契约。在爱尔兰，婚姻契约可能被视

为案情的一部分。在苏格兰，婚姻契约有约束力，

但是如果契约是不公平或者不合理的，那么就会

被排除。 

四、比较与展望 

（一）法定夫妻财产制 

同在大陆法系下，罗马法系与德国和日耳曼

法系这两种法律制度之间 存在明显的差异。罗马

法系和中欧、东欧法系均赞成共同财产制，而德

国法系和日耳曼法系则适用分享制度，这种分享

制由分别财产制与法定补偿 条款或延期共同财

产制结合而成。比较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定

夫妻财产制功能，英国法律与大陆法系分享制之

间的很多显而易见之处 。虽然英国法律甚至没有

正式的夫妻财产制度，但实际上，有迹象表明，英

国法律越来越趋向于延期共同财产制的模式，并

且法官拥有广泛的自由栽量权。普通法系法官的

自由裁量权比大陆法系大，比那些采用婚后所得

共同财产制的国家也更大。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

的比较揭示出遵循详尽法律规定的制度与实行广

泛自由裁量权的制度之间的矛盾。法律规定提供

了确定性，而自由裁量权具有保证个案公平的优

点。另外，自由裁量权也隐含 着不确定性和不可

预期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审理结果取决于法

官所采用  的方法。共同财产制和分享制均强调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意思自治的重要性，这一

点无论是在财产的构成方面还是在管理权规则方

面， 都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所采用的表述方式不

同， 但是这两种制度都高度关注夫妻之间的协作。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共同财产制的创设，

由夫妻双方共同管理婚姻财产来实现婚姻协作的

目的，因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夫妻任何一方

已经能够参与另一方的财产，这和参与制有很大

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同财产制从婚姻关

系之初就创设了公平。由于参与制的基础是分别

财产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然不存在参与，在

多数情况下通过一般婚姻法实现的也只是有限的

婚姻协作。不同制度对婚姻关系解除时的婚姻协

作也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在共同财产制中，协作

的表达形式是平均分割共同财产，当然这种平均

分割限于所得财产，夫妻双方对于共同财产的一

半享有物权。尽管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没有被考

虑在内，但是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婚姻协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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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因为个人财产的收益通常是共同财产的组

成部分。除非存在优先分割权的清形，多数法官

并不享有自由裁量权，因此也不能按法官意愿对

财产进行分割。分享制导致延期共同财产制或者

补偿制度。不同的法律制度在财产分 配范围和补

偿范围问题上的规定不尽相同 。采用广义财产概

念的大部分法律制度授权法院根据公平原则， 自

由裁量待分配财产的界限。依照有关财产组成的

相关法律规定，共同财产制给予夫妻双方的自治

权少于参与制，但是在共同财产制下，通过让仅

有有限财产或者根本没有财产的夫妻一方直接获

得共同财产或者参与共同财产的管理，夫妻双方

享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支配权。

在分享制下， 赋予夫妻双方更大程度的对财产的

支配权，只 有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才能削弱这种权

利 。没有婚前财产也没有婚后财产的夫妻一方不

享有支配权，因为其没有获得对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的财产的相关权利，所以也不能参与管理。其

只对另一方基于对婚姻的责任交给其日常生活费，

有权自行支配处理。虽然参与制是共同财产制和

纯粹的分别财产制的一种很好的折中方式，更适

合财产独立的夫妻， 但共同财产制更适合财产不

那么独立的夫妻。不同法律制度在财产组成和财

产管理方面的重大差别妨碍了以共同的法律原则

为基础创设欧洲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关于婚姻关

系解除时的对财产的分享，各种法律制度之间存

在诸多共同点，可以从中找到一个共同的核心。

通过平均分配，共同财产制保证了夫妻双方能够

分享另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

分享制也 实现了同样的目标，或是通过延期共同

财产的分割，或是通过重新分配财产， 或是通过

净益补偿。在多数法律制度中， 法官的自由裁量

权和一般法条的例外情形导致分享仅限于夫妻双

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非因赠与或继承的所得。两

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夫妻一方应该能够分享另一

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因此，无论夫

妻双方如何进行分工，这些所得实际上都是双方

共同劳动的成果。协调两种主要法律制度之间的

差别并非易事。支持共同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

的一方强调独立和婚姻协作之间的平衡，强调夫

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共享和管理之间的平衡，包

括没有收入的夫妻一方。此外，支持者对某些分

享制的复杂性进行了批判，特别是伴有法定补偿

条款的分享制。德国提供了一个高度凸显德国法

律制度复杂性的极端立法例，德国法律只在离婚

时对适用对各方的财产净益进行清算，而在夫妻

一方死亡的情形下，则是采用在生存配偶法定应

继份基础上增加固定比例的遗产的方式取代离婚

时的净益补偿（《德国民法典》第 1371 条）。支

持分别财产制兼延期共同财产制或者补偿条款的

一方则主要强调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

独立性。他们担心当夫妻双方共同管理财产时会

发生僵局危机，认为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

而且他们也担心共同债务的问题。然而，在这些

观点和顾虑中，有一些属于误解和极端案例。共

同财产制和德国净益共同制的比较可能是不恰当

的。根据德国净益共同制，夫妻一方不仅分享另

一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增值，而且分享婚

前财产，这种制度导致了极端的婚姻协作。瑞士

法律无疑规定了更好的制度，增值的财产仅包括

劳动所得，个人财产不受影响，从而实现了平等

而合理的婚姻协作。夫妻对财产进行共同管理将

增加管理行为陷入僵局的危险性被夸大了，因为

只有重大行为需要夫妻双方的合意。何况在分别

财产制中关于共有财产的相关事务中，合意也是

必要的。对于共同债务承担问题的顾虑同样不应

该被夸大，因为连带责任受到个人债务和共同债

务区分的限制。 

（二）契约自由 

虽然随着普通法系的演变发展，夫妻双方的

自治权不断扩大，但是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下的

婚姻契约无法进行比较，因为二者内容完全不同。

在大陆法中婚姻契约既关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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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财产制的运行，也关注  婚姻关系解除时的所

有后果，而普通法系则强调在夫妻分居时使用分

居契约。因此，普通法系下的婚姻契约不能和大

陆法系下的婚姻契约作比较，它们仅与大陆法系

的受到法律诸多限制的离婚契约具有一定的可性

比。由于几乎所有的中欧和东欧的司法制度都废

除了强制性的夫妻财产制，允许选择夫妻财产制，

大陆法系在夫妻财产制上其实已经实现了某种程

度的统一。但大陆法系的夫妻财产制之间的差异

仍然存在，差异表现在，虽然大部分法律制度允

许对夫妻财产制进行自由选择，但是在有些国家，

夫妻财产制的选择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三）寻求统一 

主动寻求统一是极为罕见的。原因在于法律

制度之间的差异和法律制度本身高度的技术性。

在 1920 年前后，日耳曼家庭法合作运动促成了

所有日耳曼法系国家适用了相似模式的婚姻财产

法。虽然后来的立法再次导致了诸多差异，尤其

是在瑞士和挪威，但是以相同的法律途径和相同

的婚姻协作理念为基础的日耳曼模式仍然存在。

德国—法国委员会通力合作，通过了关于夫妻财

产制选择的双边协    议，协议确定了以德国

的净益共同制和法国所得参与制为基础的夫妻财

产  制。这项议案将会被纳入这两个国家的民法

准则，对所有的德国和法国人适用，无须考虑他

们的国籍和惯常居住地。但这个项目仅涉及实体

性规范，在国际私法领域是中立的。2004年 2月

4日，法国和德国签署了这项协议，但仍有待正式

批准。所有欧盟成员国都有可能遵守这项协议。

欧洲委员会正在准备调整关于夫妻财产制方面的

法律冲突，包括管辖范围和相互承认的问题。尽

管由于欧盟没有统一成员国婚姻实体法的权限，

这种调整将限于国际私法的范围，但是欧盟委员

会最终交付公布的协议包括了可选择的夫妻财产

制的详细内容。《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81 条

（取代《欧洲联盟条约》第 65 条）规定， 基于

相互承认判决以及法外案例的决定的原则的基础

上，欧盟应开展在跨国民事纠纷上的司法合作。

这样的合作应该包括成员国的相似的法律和规定

所采用的方式。《欧州联盟运行条约》第 81 条提

供了对于跨国案例的实体法统一的基础。欧洲家

庭法委员会目前正在起草欧洲家庭法关于夫妻财

产关系的法律原则，如果可能，夫妻财产关系的

规制应该以欧洲法律制度共同核心为基础，并且

尽可能提供一种更好的法律解决路径。所有这些

愿景都不仅仅激励了已被忽视很长时间的比较法

领域的比较性研究。这些愿景和研究还将促成对

于欧洲法律制度更好的理解和完善，促成自发的

法律协调，并且甚至可能导致法律的统一。对这

种演变无须担心，演变显然利大于弊，因为法律

的统一将在更大程度上促进跨国案件的确定性，

并且将会真正促进欧洲范围内的法律与正义。届

时受益者将会是欧洲的所有公民，而这无疑是欧

洲应该拥有的理想。 

婚前协议和婚后契约——欧州视野中的家庭法契约 

2022-06-18 意定之爱 妮娜·德特洛夫 

https://mp.weixin.qq.com/s/00b7NRdXDSqzALuGvd4NNA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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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标题为《欧州视野中的家庭法契约》。

本文摘录自法律出版社 2017年 1月出版的《欧洲

婚姻财产法的未来》，该书由樊丽君（北京化工大

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学科带头人、法学与知识

产权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法学博

士）编译。本文作者妮娜 · 德特洛夫是私法、

国际私法、比较法以及欧洲私法教授，德国波恩

大学，德国、欧洲与国际家庭法研究所所长 。本

文译者为樊丽君、张敏（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

院副教授）。本篇推送未添加原文的注释，如需查

阅，请参阅《欧洲婚姻财产法的未来》一书。 

一、序言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宣称， 缔结婚姻契约

是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夫妻双方最神圣的职责之

一。在小说《婚姻契约》中，他描述了法国人结婚

前漫长而复杂的谈判过程，并且无论是贵族家庭

还是小资产阶级家庭都奉行这一传统。时至今日，

在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中，婚姻财产契约作为契约

自由的产物，是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此相反，英国习惯法长期认为婚前与婚后契约

有违公共政策，法院只是在晚近给离婚者提供经

济救助时，才让契约扮演一定的角色。 

关于当事人自治权及其内涵的争论是婚姻法

和家庭法的核心问题；在家庭法中，缔结契约会

影响到亲子关系，如当事人缔结关于履行父母职

责的契约，缔结契约还可能影响到非婚生子女确

认或监护代理协议。这类契约牵涉到作为第三方

的子女，而他们是特别需要国家予以保护的。当

成人就他们之间的关系缔结契约时，通常会产生

下列问题：他们有什么理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解体之时，自由决定各自

的权利以及义务？在多元化社会中，伴侣在多大

程度上能通过缔结契约调整他们之间关系，这是

涉及婚姻法功能的根本性问题。随着伴侣关系日

趋多元化以及对不同的生活方式、宗教和意识形

态的宽容，国家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对这些问题

的回答不尽相同：一方面，后现代的理念认为，我

们可以彻底罔顾婚姻法，将亲密关系交给个人调

整；另一方面，一个显著的趋势是，为应对家庭生

活的多样化，而创造新型的伴侣关系。很多西方

国家通过登记伴侣或民事结合，为恋人们提供了

新的选择。而美国的一些地区，开始依照各州法

律的、可供选择的婚姻契约形式，如契约婚姻。各

州针对事实关系或同居关系也作出了更多的规定，

特别是设置了解除伴侣关系时调整财产关系的条

款。 

至于我们是否从身份转向契约，还是从契约

再回到身份，或者能够对事实关系给予更多承认， 

这个问题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存在。相对而言，

上述所有答案很可能都是正确的：家庭生活方式

越多元化，法律也只能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来回

应。法律是否只承认传统婚姻，或是进一步创造

新的关系形式，或者甚至至少在通常情况下将伴

侣关系交由当事人自己安排，但是无论如何，法

律都必须面对两个问题：平衡个人自治权与确保

在双方分手时经济弱势的一方获得实质公平。 

本文旨在通过运用比较的方法对这一日益复

杂的平衡进程进行分析探讨，通过揭示欧洲国家

在处理婚前与婚后契约问题上的立法和司法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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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对当事人在离婚的财产后果方面的自治权及

其限度进行分析，从而达到以下双重目的：首先，

为未来法律改革或判例法的发展，以及未来相关

法律政策的探讨提供更广阔的视野来政策的辩论

开阔思路。其次，正如最近英国 Radmacher v. 

Grananatino  一案的判决所昭示的那样，流动

性的增加导致了跨国婚姻案例的增加，从而更凸

显了不同国家的法律差异问题。因此，为了减轻

不同国家法律冲突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人们提出

了几种解决方案。在这些方案中，一些学者建议

确立相互承认的原则，  如法律委员会婚姻财产

制的调整草案，这一草案中可能包括对公证行为

予以承认的条款。欧洲议会关于欧洲公证行为（涉

及家庭法）的提案，相互承认也其核心。一个更自

下而上的提议是汇总出婚姻契约的模板，供世界

各国选用。其他建议则着眼于颁布任择法律。近

期提出的欧洲婚姻财产制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新近签署的法德条约，提供了一个补充选择的夫

妻财产制，净益均分将成为法德跨国婚姻的选择

夫妻财产制。这可以被视为迈向制定共同财产制

的第一步，因为其他成员国也能采用这一条约。

关于在欧洲婚姻法中推行这一任择模式的提议，

使得实现统一的欧洲婚姻财产制的设想又向前迈

进了一步，因为跨国伴侣在结婚时， 有一个统

一的夫妻财产制可供选择。就离婚的财产后果而

言，以上努力能否成功，取决于对契约自由范围

的界定。下文所讨论的婚前与婚后契约，将涉及

所有伴侣关系，无论是婚姻还是登记伴侣关系，

也无论是同性伴侣还是异性伴侣，毕竟各种伴侣

关系所涉及的根本问题都是一样的。分居契约具

有类似却又独特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二、当事人自治权与离婚后果——共性与差异 

（一）不同法律制度中的当事人自治——传统上

的差异 

任何法律体系中，当事人自治权的享有和范

围取决于相应的法条或默认规则，因此我们必须

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研究。在当事入的自治权问题

上，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共和国与大陆法系

国家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在司法实践中，以英格

兰和威尔士为例，长期以来，婚姻对于配偶双方

的财产没有影响，因此，为了确保结果的公正，法

院在离婚案中享有很大的分配权， 契约自由就很

容易被视为剥夺法院的权力，违反了公共政策。

与此相反，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婚姻契约发挥的

地位则大异其趣，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允许配偶自

行选择夫妻财产制，而不是径行采用默认财产制

度或者对法定财产制进行修改。在多数欧洲国家，

默认的夫妻财产制是夫妻共同财产制。在这一背

景下，婚姻契约的根本功能是允许配偶对婚姻存

续期间的财产进行分割，尤其是当他们希望以此

规避配偶他方的债权人，以保护其共同财产时。 

但是，契约自由也被认为揭示了在离婚发生

时默认的婚姻财产制所具有的刚性：在共同财产

制和所得共同制或所得参与制中，法官背离法律

默认的在离婚时夫妻平均分割财产的规则的自由

量裁权很小。一些国家，比如葡萄牙和瑞士，不允

许有任何背离。多数国家仅在极端情况下允许不

均分：在比利时和法国，只有配偶中有人不当侵

占或隐匿共同财产时，均分原则才有可能被打破。

其他国家通过生活困难条款，赋予法官一定的自

由裁量权。在实践中，背离均分原则，行使权力时

是非常之审慎的。只有北欧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做

法，明确表示允许违背一般的均分原则。但在法

律规定平均分割的多数其他国家，法院的判决无

法考晟配偶双方的伴侣关系如何，他们在经济上

的相互依赖程度，尤其是在配偶双方都有职业、

并且没有孩子的情况， 或者是传统的主妇婚的情

况。显然，没有哪一个尺度能够适合所有人产婚

姻契约使夫妻双方能够根据他们关系的具体情况，

选择恰当的方案。但如果适用法律制度已经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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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离婚时的各种情形，以及针对个案如何实现

结果公平时，缔结契约的必要性就会相应减少。 

（二）英国判例法关于婚姻契约的最新动态：差

异日趋缩小 

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关于婚姻契约的态

度差异正日趋缩小。近年来英国判法，尤其是 C 

rossley v. Crossley, MacLeod v. MacLeod, 

Radmachey v. Granatino 案，对待婚姻契约的态

度巳发生很大变化。现在普遍的观点是认为婚后

契约是有效的、可以强制执行的，但是涉及附加

补偿时，当事人不能通过契约剥夺法院的自由裁

量权，如果有一方当事人提出附加补偿申请，双

方还是会走上法庭。但关于婚前契约的执行一直

以来都很克制。 

2010 年 10 月，英国高等法院调整了关于婚

后与婚前契约的规定，鉴于近来英格兰和威尔 士

法院的判决，比如 Crossley v. Crossley案、

Radmacher v.Granatino 案，对于婚前契约的效

力认定已经与婚后契约相差不多，英国最高法院

由此明确表明，不再认定婚前与婚后契约存在本

质区别。在 Macleod v. Macleod 案中， 法院对

婚前契约采用了对待婚后契约的做法， 英国高等

法院阐释了该案判决的基本原则：法院在考虑附

加补偿时，没有采纳婚姻契约的义务。无论是婚

前还是婚后契约，当事人双方不能通过缔结契约

剥夺法院的自由裁量权 。然而，法庭对于契约内

容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契约得到重视的程度取决于婚前契约的具体

内容，针对这点最高法院提出遵守 Macleod v. 

Macleod 案委员会提出的方案，指出只要是双方

当事人自愿缔结、双方当事人了解契约内容与后

果，法院就应当认定契约的效力，除非执行契约

会造成对双方当事人不公平的情形。婚前契约的

地位因此大大提高，具有强制性或者甚至是决定

性的作用。为了实现公平，最高法院提出，婚姻契

约不能损害涉案家庭中子女的合理要求，但是个

人行使自治权以及合理处分现存财产的条款应该

得到尊重。此外，缔结契约时有些情形是双方当

事人无法预料或者考虑不到的，这意味着婚姻契

约时间跨度越大，出现不公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法院对于契约制定后的情势 变更应当予以考虑。

在程序保障方面，最高法院强调当事人必须出于

自愿没有受到影响或压力，了解契约的后果，没

有信息披露不足和缺乏信息和建议的情况。尽管

这种做法在个案方面允许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从 Macleod v. Macleod 案的判决可以明确看出，

夫妻双方可以期待其现在或将来所签订的婚姻契

约能够发生法律效力，但由于涉及契约内容以及

契约能否通过法院对其公平性的审核，契约能否

发生法律效力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大陆法系国家婚姻财产法中的契约自由：

前提要件与限制 

1.形式要件 

在对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婚姻财产法中契约自

由范围进行审核时，我们既要考量契约自由的前

提要件，也要考量契约自由的界限。首先，契约自

由要满足一定的形式要件：多数法律制度要求配

偶双方在婚姻契约上签字。此外，很多国家要求

对婚姻契约进行公证。采这种做法既包括罗马法

系和德国法系的国家， 如荷兰，也包括涵盖俄罗

斯在内的许多中欧国家。虽然， 采用拉丁式公证

制度的国家可能在民法公证制度的细节上存在差

异， 如关于公证员的角色、职责、所受培训和专

业能力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是，中立地为双方当

事人提供建议，是所有欧洲公证员遵循的基本的

职业准则。在进行公证时，他们通常为双方当事

人提供独立的建议。对于公证真实性的要求是为

了保护当事人中相对弱势并且较缺乏相关信息与

准备的一方的权益。 

同时，缔结婚姻契约的双方当事人同时在场

也是多数国家的必备要件。不过，如果法律允许

代理， 则当事人不必亲自到场。出于安全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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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也为了避免当事人的冲动行为，有些法律

制度对授予代理权的形式作出了具体规定， 如法

国，代理授权需要满足公证的形式要件。与此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其他国家，如瑞士或拉脱维

亚，要求配偶双方必须亲自到场。除了公证外， 

一些国家还进一步要求对婚姻契约进行登记，以

保护第三人利益。因此，只有在完成登记行为后，

契约才可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为了进一步保护第 

三人， 尚未要求公开登记的国家通常要求契约在

公证的基础上，另一方当事人必须知晓婚姻契约

及其相关法律的内容。 

北欧国家不要求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经公证

才能生效，而是要求契约或财产安排方案必须满

足书面形式，并由双方签字，同时，需要两个见证

人签字。以上是瑞典过去的做法，挪威迄今仍然

适用的这一法律。但丹麦、芬兰以及瑞典现行法

规定，婚姻契约的成立必须在行政机关或法院登

记。 

2.婚前和婚后契约 

尽管一般情况下，婚前契约与婚后契约被平

等对待，但一些国家的法律对婚前契约自由有所

限制。在斯洛伐克，只有在结婚时和结婚后缔结

的契约才具有法律效力。在乌克兰，婚前契约只

有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时才能签字生效。与

这些国家相反，另外一些国家则对缔结婚后契约

制定了具体的限制性规则。如法国，不允许配偶

在结婚后自由变更婚姻财产契约。只有在契约生

效 2 年后配偶才可以变更该契约，而且是变更该

契约要符合家庭利益。自 2006 年改革以来，缔

结婚姻契约通常不再需要法律许可或批准，但是

前提是不涉及未达到法定年龄的子女，也不存在

第三人反对的清形。在比利时，随着承认婚前、婚

后契约已成普遍趋势， 婚后契约必须由法院认可

的要求已于 2008 年废止。虽然呈现出婚姻契约

的成立不需要法律许可的趋势，但有些国家的法

律中，法律许可仍然是必要的：依照《荷兰民法典》

第 1:  119 条第一段，在举行婚礼后终止或变

更婚姻契约的，必须 要得到地方法院的认可。马

耳他也有同样的规定。在葡萄牙，受其罗马法渊

源的影响，在婚前选定的夫妻财产制在传统上，

具有不可变更性，在婚礼后，婚前制定的婚姻契

约不能废止或变更。因此葡萄牙的法律体系根本

不包括对婚后契约的规制。 

3.合同法的一般规则 

由于牵涉大量相同的要求，合同法的条款适

用于婚姻契约。撇开欧洲合同法在具体细节上的

诸多差异不谈，至少有一些关于同意效力的普遍

共识：合同不能是错误、欺诈、威胁或逼迫造成的

结果。而且，它一定不能违背道德或公共政策。如

果由于不公平的剥削、过度攫取或滥用环境而造

成了利益交换的不平衡，合同会被很多法律拒绝。 

因此依照英国法律，不合常理可以作为一方

有意利用另一方的弱点、明显有失公允的合同的

抗辩。在法国，利用一方的特殊状况而不当获利

被法学认为一种暴力。有些法律在对此进行认定

时，要求有利用另一方的困境的主观故意心其他

则只要求获利方应当知晓造成另一方弱势情的形。

此外，法庭经常从总额不均来推断一方有利用另

一方的主观故意。 

在这类构成利用的情形不存在时，合同由于

严重实质不公而不被采纳的只有几个国家。例如， 

在北欧的法律体系中，一个明显、严重不公平的

合同会因为不公平而被废止或修改，不需要证明

另一方的处境被有意利用。如果双方的生活状况

在合同结束一年内明显不成比，例斯洛文尼亚法

律允许回避这样的合同。在捷克共和国，内容明

显过分、不公平、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是无效的。 

合同法中关于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合同

可以由于条件变化而变更的共识更少。很多法律

体系承认由于环境变化而需要终止或变更合同的

可能性。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通

过案例法确立这一选择。然而，在法律条文允许

变更合同的情况下，这些条款在执行时，往往受

限于双方无法提前预知或超出其控制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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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完成合同变得任务繁重。一些国家彻底拒绝

由于条件变化而对合同进行变更。总之，关于将

这些法律条文运用于婚姻契约的讨论寥寥无几。 

关于合同有效性的其他成熟、虽然某种程度

上存在差别的一般性规则  如何应用于婚姻契

约在某些法律中是个正在争论的问题，而在其他

法律只是简单地说，既 然是合同，婚姻 契约要

遵从合同自由的法律限制 。此外，法庭有权审核

婚姻契约时，发现多数情况下契约是无可反对的。

尽管依照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说法，合同自由不

能在配偶间划分责任负担时，导致无法接受、明

显偏向一方的结果，依照法院对法律体系中有关

离婚结果法律条款的重要性排序，所得财产平分

制排名最后，在各种扶养主张和养老金调节权之

后。这意味着婚姻财产制， 尤其是所得财产平分

制，需要配偶双方要有能力缔结出目光长远的契

约。摒弃婚姻财产共有所得财产分享制，而选择

婚姻财产分别财产制，通常可以通过法律审核，

从而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总而言之，案例法

稀缺的事实证明了对于婚姻契约的法律控制非常

有限。 

4.婚姻法特别法条 

除合同法一般性的规则外，不少法律中还有

专门针对婚姻契约的明确规定。现有条款往往仅

仅要求婚姻合同或者这类合同中的具体条款，不

能与公共秩序或道相对抗德。或者像西班牙、马

耳他和立陶宛的做法那样，明确宣布这样的契约

或条款无效，或者像希腊那样，法院有权认定它

们无效。在北欧国家，义务法只是辅助法律。因此，

丹麦婚姻法规定，如果存在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

（ 如欺骗、强迫、能力缺失等），法院有权终止

婚姻契约。此外，所有的北欧法律体系针对不公

婚姻合同，都制定出了特别规则对其进行调整。

虽然法条中公平的概念给了法院更大的自由裁量

权，在实践中，即使在这些地方，法院仍然严格恪

守有约必守的原则，在婚姻契约变更方面显得非

常克制 ，虽然法律研究人员对此不无批评。俄罗

斯的情形与此相同，《俄罗斯家庭法》第 43条第

2款参照民法有关合同修改和终止条款。依据这些

条款，俄罗斯法院可以按照《俄罗斯民法》第 451 

条， 因条件变化修改或终止合同。然而， 关于这

些通常针对商业合同的一般性民法条款是否适用

于婚姻契约，在俄罗斯学界颇有争议。 

另外， 包括波兰、立陶宛、俄罗斯、西班牙

在内的其他不少国家，要求合同不能违反夫妻间

法律平等的原则。详细审查需要达到什么程度仍

然难以预期。例如，立陶宛要求以严重违反这一

原则，或契约对夫妻中一方显失公平为条件。如

果违背了这一原则，可以依照《立陶宛民法》第六

册规定（《立陶宛民法》第 6.204 条）所作出的

判决，修改或废止婚姻契约。＠ 匈牙利家庭法案

规定， 法院在裁决夫妻财产问题时要考虑是否公

平；然而，关    于夫妻在挑战现存婚姻契约

时是否可以援引这一原则存在争。议© 在意大利，

夫妻可以选择或修订某一财产制来缔结婚姻协议；

但是，为了  避免日后由于离婚财产后果导致 

冲突而缔结的婚前或婚后合同无效 。在瑞士，一

个普遍但不无争议的观点是，婚姻契约不需要像

分居契约一样通过严格审查。因此，即使在有特

别法条的地方，在实践中似乎存在很大的不确定

性和一定程度上不愿宣布婚姻契约无效或不愿修

改约定。 

（四）离婚后扶养以及离婚的其他财产后果方面

的契约自由 

如果仅仅孤立地考虑婚姻财产问题，人们是

不能正确理解海峡对岸的私人自治权利的。在英

国能获得批准的附加补偿的种类很多，包括经济

资助令，比如一次性总付或者定期付，还有财产

调整和养老金令，对于夫妻 离婚总体财产状况的

考虑，关系到对婚前或婚后契约权重的认定。虽

然在大陆法系中，婚姻财产、扶养费，以及在可能

情况下的养老金权利分担， 一般要通过不同的手

段，也一样考虑离婚的总体财产后果：传统上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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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扶 养方面的个人自治权是非常受到限制的。虽

然准备离婚时、在离婚期间或之后缔结的关于扶

养的契约通常得到法院采纳，但对待婚前或婚后

关于扶养的契约有更多附有权益保留。 

在一些法律体系中，扶养完全属于禁区。以波

兰或挪威为例，婚姻存续期间不允许缔结契约， 

但是在离婚过程中除外。在荷兰契约必须在婚姻

存续期间缔结，不能在婚前制定。在意大利抚养

权受《意大利民法》第 160 条保护， 据此婚前或

婚姻存续期间以调整未来离婚为目的的契约不具

备法律效力，因为它们违反了婚姻中不离不弃的

法律效果的原则，然而申请离婚时，双方可以缔

结扶养契约。其他国家仅仅对扶养契约的范围进

行了限定，禁止夫妻一方（或双方）放弃其将来的

扶养权。 

然而即使婚前或婚姻存续期间扶养契约得到

允许，契约仍有可能被法院审核并拒绝：有可能

在离婚审理过程中，也可能在扶养契约强制性的

判决中。尽管阈值可能不同，都是以公平与合理

作为衡量标准。契约不能违背善意原则、显失公

平、荒谬或者严重不利于一方。在缺乏更具体的

标准的情况下，很难预测到什么会构成对一方的

明显不公。扶养契约也不能对抗子女的利益。因

此，在子女需要照顾时，以影响增加收入的就业

而免除抚养是不符合子女的利益的。 

合同自由在离婚其他财产后果方面受到的限

制更多。除了婚姻财产规定之外，一些法律规定

要求支付离婚补偿，以取代或补充定期扶养费。

比如法国与彻底分开原则一致，目的在于调节夫

妻间经济差距的补偿金，一般包含一次性全付，

是不能免除的。在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法律中，

认定从事家务劳动或者帮助夫妻另一方生意的当

事人有要求补偿的权利，该权利是否可以以及在

何种情况下能通过契约加以排除或限制却不是很

清楚。 

像瑞士或德国那样有养老金调节机制的国家，

在养老金分割方面的自治权也常常受到更多的限

制。在德国，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养老金调节权利

位次处于扶养和所得财产调节之间， 因此也只是

给予了有限的自由。在瑞士，只能在离婚契约中

对养老金进行调整。 

在扶养方面以及养老金分担方面，契约受到

了更大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婚姻财产

法中契约自由似乎没有边界限定的消极后果。对

于需要持续关注的子女的抚养问题尤其如此。但

是就此对当事人自治权的进行限制的同时，也尽

可能避免对另一方造成不应有的生活困难，同时

尽量避免对福利体系，乃至对公众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在没有或很少涉及扶养的法律体系中，这个

安全阀的作用就无从发挥了。离婚后扶养主张得

到支持的程度大小相差很大。在一些国家，只有

在时间和/或数额很有限的时候能得到支待，原因

之一是女性，尤其是有孩子的女性的就业率比较

高，另一个原因是法院倾向于彻底分开的原则。

而在其他国家， 扶养主张在更大程度上得到了实

现。总而言之，放宽眼界将其他财产后果纳入考

量，进一步缩小了大陆法系和英国法律之间的差

别。 

三、自治权及其边界：学术界的不同观点 

（一）自治原则 

考虑到法律体系总体仍然存在相当多的差别，

我们现在不妨把关注聚焦起来，寻找夫妻们在多

大程度上可以就离婚的后果自行缔结契约方面是

否存在一些共同之处。契约自由从根本上讲是自

决原则的体现，这一原则不但受到《欧洲人权公

约 》第 8 条的保护，以确保私人和家庭生活得到

尊重，同时也被人们广泛接受，甚至有时受到宪

法的保护。家庭法问题不能被排除在外，因为它

们通常涉及非常个人的问题，自决是最为重要的。

鼓励夫妻在结婚前或结婚后考虑离婚可能造成的

后果并非鼓励离婚，正相反，反倒能够促进婚姻

的稳定。双方的意愿得到表达，由此减少了双方

未来关系可能出现的潜在异议，也减少了在责任

分担和必要的付出方面的矛盾分歧。由于离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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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后果的不诉诸法律的非正式制度应当得到支持，

契约不应该被忽视或者随便搁置一边。但是，承

认婚姻契约并不意味着自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限

制。 

（二）契约自由的界限 

1.法理 

为什么要对非正式制度予以限制？婚姻契约

应该与商业合同区别对待。一般意义上的合同与

夫妻就相互关系缔结的契约有本质区别。在婚姻

关系中，不存在货物或服务的即时交换，而是长

期的互惠。构成的关系通常建立在爱与信任的基

础上，时间长短不定，且包含情感与经济方面的

所有方面。婚姻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通常在双方

达成契约的基础上，双方都需要随着时间推移，

对大的变化作出调整适应。这种过程可能涉及外

部环境，比如疾病或失业，新工作或子女出生，但

也可能是夫妻个人偏好、个性发展或相互关系的

发展。提前预知这些环境变化以及夫妻对变化会

作出怎样的调试，通常这是很难预测或者无法预

测的。 

鉴于婚姻关系的以上特点，家庭契约经常不

像商业合同通常或者至少在理想状态下那样，是 

通过充分议价之后缔结的一个公平的合同 。议价

杠杆取决于一些外部、内部因素，比如有关结婚

或同居伴侣关系的法律制度、双方的感情投入、

关系中涉及的子女或者已经进行的投资。因此结

婚的价值对不同的当事人会有很大的差别。同样，

婚姻契约终结的成本取决于如果契约失败分手的

可能性。依据合同终结的时间节点，重新议价的

需求也许会降低。此外， 当其中一方特别富有，

议价能力存在差别时，会产生缔结契约的愿望。

再者，夫妻在结婚时通常不能严肃对待离婚的风

险。即使他们缔结了婚姻契约，也通常表现得缺

乏远见或者过于乐观。他们的特点是不够理性。

因此，会低估不利条款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忽视

针对未来变化制定详尽条款的需求。配偶也可能

担心议价会被对方视为缺乏信任。由于这样的心

态，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制定条款会被认为是

成本过高。 

2.特别法的要求 

其他领域的合同也同样具有上述特点，比如

雇用合同、合作合同或其 他长期关系合同，考虑

到婚姻或其他具有可比性的亲密关系所具有的特

殊特点，至少需要对于一般规则进行修改，或者

制定一套不同的规则。这些规则必须有效解决合

同在制定阶段所存在的不完善，同时也要预防现

实变化所带来的后果。 

( 1 ) 程序保障 

程序保证能够事先减少由认知缺陷带来的风

险或者抵消实质失衡的危险。这减少了法律控制

的需要，从而增加可预测性。遵守形式上的要求

有利于在契约缔结后获得法律许可的需要 ， 在

一些体系中，能够避免缔结显失公平的契约。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比如公证形式，能够为当事人

提供信息和独立咨询，能够避免冲动行为或过分

索取。确保契约的重要性及其含义能够得到充分

理解。当配偶一方没有法律或经商经历时，这点

特别重要。在议价过程中的口译以及相应文件的

翻译必不可少。要求对婚姻契约进行公证，也能

够帮助双方当事人理解，在可能待续一生的关系

中，物质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有效的

辅导应该包括建议双方对于变化提前有所计划。

为了满足这一形式要求，要求当事人亲自到场看

来至关重要。此外， 在公证形式要求契约由当事

人双方现场签字时，最好对双方分别进行辅导，

确保同意的有效性。 

在没有公证制度的国家，确保两位律师分开

进行辅导之外，书面形式和签字的要求也能起到

同样的作用，在功能上等值。无论如何，要求书面

和签字都能起到证据的作用。它也有助于避免模

糊条款，增强契约的明确性、法律的确定性，从而

减少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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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时间问题的重视远远不够。缔结婚前契

约， 应该在婚礼举办前留一段充足的时间。如果

在婚礼的前一天缔结契约，这意味着决定仓促，

未得到应有的警示。因此，美国法律机构在其《家

庭解体法的原则》中，要求契约至少要在夫妻结

婚前 30 天前缔结，以便有时间咨询律师或充分

考虑婚姻契约的意义。这样，有利于契约满足 ”

另一方的同意是建立在知情与不受威胁的基础上” 

的预设。 

是否要求提供经济状况信息应该取决于两个

方面：对于婚后约定， 信息披露通常是必须的， 

因为契约的意义只能通过离婚时的权利来衡量。

而对于婚前约定，答案在于财产制是否有共享婚

前财产的规定，以及共享在多大程度上能通过缔

结约定加以排除。 

( 2 ) 司法调控 

在缔结阶段的程序保证还不够：在契约缔结

后，还特别需要法律控制，以应对由于环境巨变

而带来的危险。在这些变化没能被当事人预见而

导致条款不公平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另外， 针

对虽然保证满足了程序要求，但明显包含不公平

条款的契约，法律控制也是需要的。 

( 3 ) 判断公平的标准以法律制度的基本原

则为准绳 

⑴由婚姻引起的财产上的不利后果的补偿 

为了预见法律控制的程度，仅仅进行公正评

测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提供更加详尽的标准。衡

量是否公正的标准，应该是离婚经济后果法律或

默认规则的根本原则，从 而确保实现其基本目标。

尽管在细节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比较研究发现了

一些基本原则， 这里只能简要介绍：多数法律体

系在婚姻导致夫妻间经济不平衡时采取某种方式

提供补偿。这些经济差异是由于配偶分工不同而

出现的，如果没有这种分工，其中一方也无法追

求其事业，由此增加资产，提高获取收入的能力，

而另一方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减少了在事业中的

发展机会。因此， 这些差异可以看作婚姻存续期

间所获得的财产权、资产权以及养老金权利，并

且影响离婚后获取报酬的能力。在大陆法系中，

通过不同体系对此进行平衡，婚姻存续期间所得

财产平均分配，这是几乎所有大陆法系婚姻财产

制的规定，基于分离财产制的体系体现在离婚时，

基于共有财产制的甚至体现在婚姻期间， 其法理

依据不仅包括配偶双方对于资产增加的贡献，也 

包括这样做可以对一方当事人由于婚姻导致的损

失进行补偿。鉴于过错原则已被放弃，多 数欧洲

国家赡养法也将关注聚焦于婚姻引起的不利益的

补偿 。一些法律，比如法国和加泰罗尼亚，甚至

规定特别补偿支付。《英国婚姻法令》第 25 条关

于批准实施补助救助有众多标准，在考虑这些标

准时，其核心就是，对于经济资源差别和获得收

入的能力差别进行平衡，尤其要考虑到配偶的贡

献。 

⑵当事人行使自治权的后果 

第一，对由婚姻引起的损害赔偿免除的法律

限制。 

本着这一目的来考虑法律控制的程度意味着，

在这些婚姻相关的不利益不存在时，夫妻双方通

常应该能够排除资产均分，排除养老金或扶养，

大陆法系和英国法都能实现这一结果。在这种情

况下对于契约自由的限制应该非常有限。由此，

人们会考虑是否要限制一方在婚姻多年后，在没

有提供的清况下离开生病的配偶即使能确定其经

济能力没有收到婚姻的影 响。除此之外，法律约

束必须确保能严格限制配偶不利益补偿的免除。 

相反，如果存在这样的不利益，更应该对自治

权加以限制。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无论出发点是

大陆法系的契约自由，还是一套辅助救济批准的

标准，法律控制的程度或者自治权的界限可以 ，

并且应该相同。在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在英国由

于 White v. White 一案的判决，也 越来越倾向

于此：默认规则或法律规则制定了配偶平均分配

婚姻财产的规定，但是当事人可以通过契约来减

少这种共享的程度， 特别是没有需要来补偿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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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不利益时；换言之，另一配偶的收入明显

是自己个人技能所得，尤其是在婚前已经掌握的

技能。法律制度规定对婚前财产进行分配时，比

如除挪威以外的北欧国家实行递延共同财产制，

荷兰的总体共同财产制，或英国的辅助救助制度。

配偶一般应该能够通过契约来排除平均分配婚姻

财产的规定， 例外情况将在下面列出。除此之外，

法律控制必须严格限制对伴侣关系相关的不利益

免除补偿。 

不可否认每个人都有对所有不利益补偿予以

免除的自由。多数法律体系承认对一个人的未来

的约束力是有限的。比如，同意免除离婚权或让

离婚更困难是不现实的；经过长期婚姻，免除婚

姻相关不利益的补偿，会使一个配偶失去或者大

大减少出路选择。在有子女的家庭中尤其如此，

子女的存在会实质性改变出路选择。同时，不这

样做的结果通常是女性承担负担，因为在多数情

况下，她们仍然在承担持家的角色，至少在一段

时间内，减少了经济回报更高的就业，或者为了

照顾子女而放弃一个更有前途的事业。 

此外，如果契约从一开始就对其中一方显失

公平，对于婚姻引起的不利益的补偿的免除，明

显是议价能力实质性不平衡的结果。如果只是后

来由于环境变化而对其特别不利，如子女的意外

到来，契约未能对充分应对这些变化的常见原因

则是制定婚姻契约时的理性思考不够。 

对于一方由于婚姻而遭受的经济影响进行界

定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婚姻存续时间越长，夫妻

双方关系开始时越年轻，他们对于双方关系的投

资 方式在离婚时对于一方更加不利时，要明确配

偶可能达到的职业发展也越困难。 

第二，离婚的财产后果的全面考扯 

对于婚姻所引起的不利影响是否得到充分的

规避的评估，需要考虑离婚的总体财产后果。通

过较大的财产份额或补偿金，能够对另一方经济

能力减少进行补偿，减轻定期支付或扶养的需求。

尽管英国法律对此有更好的机制设计，大陆法系

国家对于财产、扶养费和抚恤金/年金/养老金的

区分，也在对此作出回应：评价婚姻契约时，法官

必须考虑总体财产后果。同时，其他目标也要兼

顾，比如越来越多国家所青眯的彻底分开原则。

在不让一方独自承担双方关系不利后果的前提下，

一次性彻底结束经济联系，显然是更好的目标选

择。要同时达到彻底分开与足够补偿的双重目标，

有时可能需要共有婚前财产。这一点特别适用于

这样的 情况：在婚姻存续期间，一方在另一方作

出牺牲的前提下，专业技能和经济能力明显提升， 

但是在离婚前尚未有足够的时间未获取、积累其

资产。因此，有必要对当事人双方通过缔结契约

排除婚前财产的自由加以限制。另一个可能限制

契约自由的目标关系到需要持续照顾的子女的利

益。配偶双方必须承担由父母职责所产生的经济

责任，因为离婚不是父母亲子职责的终结。因此，

如同多数情况下抚养子女是不能免除的责任一样，

对孩子必要的抚养或定期支付是不能免除的。 

四、结论 

无论是讨论国家法律的改革，还是对于跨国

婚姻契约相互承认以及任择工具创建的考虑， 离

婚的财产后果问题中，契约自由是一项基本原则。

然而，其界限必须依据具体的婚姻关系而予以确

定。合同法的一般性规则不足以防范对于其中一

方当事人可能造成根本伤害的条款内容。实行形

式保障是必要的，可以解决认知缺陷，从而降低

实行相应法律控制的必要。进行法律审核也是必

要的，尤其出于潜在的时过境迁的考虑。从总体

财产后果的考量来看， 完全免除由婚姻所致不利

的赔偿的契约是显失公平的。与生活一样，在法

律中以家庭法尤甚， 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确定性。

但是，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仍是值得追

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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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书籍推荐 

荐书|《单身社会》|艾里克·克里南伯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 08

月 

2022-06-25  家事法苑 [美]艾里克 

https://mp.weixin.qq.com/s/xw60e9HehvtRpObVQSQsFQ 

《单身社会》 

 

书籍简介 

作者：【美】艾里克·克里南伯格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 08月  

开 本：32开 

页数：272 

包 装：精装 

国际标准书号 ISBN：9787020128693 

商品编码：12857047 

编辑推荐 

单身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无论是中国

还是美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或者像巴西、印度

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本书的研究对象正是这个越

来越普遍的单身现象，以及独居生活给社会、政

治、经济带来的变化和变革。 

这才是人类的走向！每个人的唯一一次生命，

不过是为了证明独自生活的能力和生活本身所有

丰富的可能性。婚姻，家庭，这种种古老的迷信！

那个时代业已沉沦！ 

内容简介 

在 1950年代，美国人口中只有 22%的人单身

生活，而今天，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正处于单身，而

其中，3100万人独自生活，——这差不多占到了

美国成年人口的 1/7。独居人口占到了美国户籍总

数的 28%，这一比重使之成为美国普遍的家庭形

式，甚至超过了核心家庭的所占比重。在本书中，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向人们证实，这一数字背后

绝非是一时的潮流走向，事实上，这正代表着自

婴儿潮以来重大的社会变革——我们正在学习单

身，并由此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 

克里南伯格以他前瞻性的研究为基础，探索

了单身社会的崛起，以及这一现象给我们的社会

文化、经济、政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尽管传统思

想一直告诫我们，独自生活将导致孤独和与世隔

绝的孤立，克里南伯格却向我们揭示了，绝大多

数单身者正热忱地投身社会与社交生活中，他们

比同龄已婚人士更热衷于外出就餐、锻炼身体、

参与艺术及音乐课程、公众活动、演讲以及公益

活动。甚至有证据表明，比起与配偶居住的已婚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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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独自生活的人们身心更为健康，而他们都

市公寓的生活方式，相较郊区独栋家庭住宅，也

更为绿色环保。 

克里南伯格专业地分析了这些独居人士所面

临的挑战和机遇：年轻的专业人士，支付高额的

公寓租金，以换取自由和隐私；三四十岁的单身

人士，不愿为了不尽如人意的伴侣而牺牲自己的

事业或生活方式；离婚人士不再信任婚姻是幸福

与稳定的基础；以及那些宁愿独居也不愿与朋友

或者孩子共同居住的老年人。根据针对三百多名

不同年龄和阶层的男女所做的深度访谈，克里南

伯格得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论：在如今这个媒

体无处不在、人与人高度紧密相连的社会中，独

自生活令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以及更懂得享受

伴侣的陪伴。 

克里南伯格在本书中，用令人耳目一新的统

计数据、*手资料，以及对于独居人士的生动刻画，

颠覆了人们对于单身的传统认知，并为改变着美

国的单身社会这一形式，给出了结论性的评价：

单身社会，正成为一次空前强大、无可避免的社

会变革。 

作者简介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

1970-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公众文化》编

辑。他的部著作《热浪》获得了七项文学和学术奖

项，并被《芝加哥论坛报》誉为“最佳著作”。他

的调查研究被《纽约客》转载，被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CNN）以及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转播，

他的文章则刊登于《纽约时报杂志》《滚石》和《美

国生活》。 

媒体评论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写就了一本关于单身

社会的研究著作。他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独自生活

所带来的喜悦与痛苦。《单身社会》提出了对于城

市规划的一种全新观点，并阐明了深入研究独居

者心理的学术需求。克里南伯格写这本书绝非哗

众取宠，恰恰是为了与人们分享沟通他的观点。

推荐。” 

——理查德·斯奈特，《共处：合作的仪式、

快乐以及政治》作者 

“一本引人入胜、不偏不倚的关于单身社会

崛起的著作，阐明了单身社会为个人所带来的挑

战，但更为重要的，它揭示了由此带来的对我们

社会的深远影响。极具启发性。” 

——斯蒂芬妮·库恩兹，《婚姻已成历史：爱

情如何战胜婚姻》作者 

 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中明晰地指出，

独自生活的人更容易拜访朋友或加入社会团体，

他们更容易聚集或创建有生气的充满活力的城市。

更准确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一个保护人们免

受伤害的社会，转变成了允许人们将自己才能最

大化的社会。        

——《纽约时报》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导言  

第一章 独自生活 

第二章 独自生活的能力 

第三章 分离  

第四章 自我保护  

第五章 共同的孤单  

第六章 独自老去  

第七章 重塑独居生活  

结论  

前言/导言 

《旧约》之初是这么写的：上帝创造了这个世

界——乐园与人间，水，光，昼与夜，以及人世间

的万物，每天的创造之后，上帝都说:“这很好。”

然而，当上帝创造了亚当之后，他的语气变了。上

帝突然宣称这是他件不甚完美的作品:“他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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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孤单一人。”于是，上帝创造了夏娃，从此以后

亚当不再是孤单一人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对孤单的反对从一种神学

的禁令延伸到了文学与哲学的领域。亚里士多德

在《政治学》一书中写道：“被孤立的人，无法从

政治的联盟中分享获益，又或者已然自给自足而

无需分享获益，这样的人已不再是城邦中的一部

分，因而也与野兽或神无异。”古希腊诗人提奥

克里图斯也坚称“人类永远彼此需要”，而罗马

帝国的皇帝、斯多亚学派的马可 middot;奥勒留

更是宣称：“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 

以上信息资料、图片来自京东网，如若购买请直接登录该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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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电影推荐 

荐影|《剖析丑闻》|家庭伦理片|来源：豆瓣、百度百科 

2022-06-11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 

https://mp.weixin.qq.com/s/27V3tKvMKggttNp3YzIA9Q 

 

《剖析丑闻》 

英语   家庭伦理 

导演:S·J·克拉克森 

编剧:梅丽莎·詹姆斯·吉布森 / 大

卫·E·凯利 / Sarah Vaughan 

主演:鲁伯特·弗兰德/米歇尔·道克瑞/西

耶娜·米勒/娜奥米·斯科特/约瑟特·西蒙/乔

纳森·考尔/本·拉德克利夫/Rita McDonald 

Damper/凯瑟琳·怀德/Missy Malek/戴维·奥拉

瓦 莱 · 阿 印 德 / 雷 · 伯 内 特 /Sophie Jo 

Wasson/Violet Verigo/Ralph Davis/Kudzai 

Sitima 

类型: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英国 

语言:英语首播:2022-04-15(英国) 

集数:6 

又名:丑闻真相 

IMDb:tt12748084 

剧情简介 

基于 Sarah Vaughan所著同名畅销小说，聚

焦英国特权精英的丑闻和被卷入其中的女性。原

著讲述一名雄心勃勃的威斯敏斯特政客在被控强

奸后婚姻破裂的故事，妻子相信丈夫是无辜的，

而控方律师同样坚信他是有罪的。  

弗兰德饰演詹姆斯·怀特豪斯，是一位雄心

勃勃，富有魅力的初级部长，一直以来分享着妻

子的好运。米勒饰演他的妻子苏菲，牛津大学毕

业，育有两个孩子，看似完美的生活即将被引爆。

道克瑞饰演主攻性犯罪的刑事律师＆王室法律顾

问凯特·伍德克罗夫特，她在自己的领域迅速崛

起，刚刚接手了一个百年难遇的案子。 

剧集宣传 

2022年 3月 24日消息，Netflix新剧《剖析

丑闻》发布正式预告。 

演职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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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沙龙活动 

家事法讲坛（网络）第十七期预告|公告 

原创：2022-06-05  中国民商法律网  中国民商法律网 
https://mp.weixin.qq.com/s/nIhOpdQsK1rR1tarxI-6Bw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于 2021年 1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其中婚姻家庭编、继承编所涉及

的家事问题历来是社会关注热点。2016 年 5 月，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部分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方式

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2018年 7月，最高人

民法院在试点工作结束后又发文进一步深化家事

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为进一步加强婚姻家事法领域理论界与实务

界的交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婚姻家庭法研究

所、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特创

办“家事法讲坛”系列活动，将邀请法律职业共

同体各界嘉宾从多学科、多视角为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继承编立法完善以及家事审判改革及家事

诉讼程序立法及完善建言献策。 

一、主题 

离婚经济补偿的理解与适用研究 

二、活动时间  

2022年 6月 9日（周四）晚 19:30-21:30 

三、活动方式 

小鹅通（开放式直播，不设回放） 

 

四、主讲嘉宾 

 

金眉，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研

究领域为婚姻家庭法及其历史，在《法学研究》、

《政法论坛》等杂志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多次主

持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出版个人专

著两部：《中国亲属法的近现代转型——从〈大清

民律草案•亲属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和《唐代婚姻家庭继承法研究——兼与西方法比

较》，参与多部婚姻家庭法教材的编写。 

五、与谈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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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河法庭

（家事审判庭）庭长，二级高级法官，北京市委政

法委“十百千”人才库“百”层级人才,荣立个

人二等功、三等功，获评“北京市三八红旗奖

章”“北京市公务员管理先进个人”“北京市法

院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法院系统优秀共产党

员”。审结全国首例民法典“分居判离”婚姻关

系解除案。获得全国法院系统年度优秀案例分析

评选优秀奖，撰写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指导与参考》《民法典新规则案例适用》，多

篇调研成果发表在《法律适用》《中国审判》《民

主与法制》《人民法院报》等核心期刊和主流媒体。 

 

2.廖宇航，海南医学院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

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海南省医疗体制改革委

员会专家组成员、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项目评审专

家，长期从事健康经济与政策研究。主持省部级

课题 6 项，主编或参编专著 7 部；在《中国人口

科学》、《人口与经济》、《统计与决策》等期刊

发表学术论文近 30篇，获海南省高层次人才称号，

获得海南省第十一届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 

 

3.汪洋，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

师。主要研究领域：民法、家庭法、土地法。出版

中文外文专著多部，在《法学研究》《中外法学》

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10 余篇文章

被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荣获中国法学会董必武

青年研究成果奖等荣誉、清华大学第十六届“良

师益友”等荣誉。 

 

4.郝佳，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硕

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21年度）。主要研究

方向为婚姻家庭法学、特定群体利益保护。兼任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陕西省法

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陕西省女法

律工作者协会副会长；陕西省政策法规性别平等

及儿童优先评估咨询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第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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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小非，广东五美律师事务所主任，广州市

律师协会婚姻家事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省

律师协会婚姻家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

省律师协会律师学院教师；广东省地方法规政策

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最高人民

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专家咨询网”专家；荣获

广东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已出版《婚姻家

庭案件办案策略与技巧》、《私人财富保护与传承

的法律智慧》、《婚姻法律故事》等著作。 

六、点评嘉宾 

 

龙翼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婚姻家庭法研

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

心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

副会长。 

 

孙若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婚姻家庭法研

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

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 

七、举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婚姻家庭法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家事法苑公号二维码  

 

中国民商法律网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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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法讲坛综述 | 金眉 | 离婚经济补偿的理解与适用研究 

原创：2022-06-20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 
https://mp.weixin.qq.com/s/nIhOpdQsK1rR1tarxI-6Bw 

 简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 2021年 1月 1

日起施行，其中婚姻家庭编、继承编所涉及的家

事问题历来是社会关注热点。2016 年 5月，最高

人民法院在全国部分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

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2018年 7月，最高人民法

院在试点工作结束后又发文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

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为进一步加强婚姻家事法领域理论界与实务

界的交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婚姻家庭法研究

所、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特创

办“家事法讲坛”系列活动，邀请法律职业共同

体各界嘉宾从多学科、多视角为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继承编的立法完善，家事审判改革、家事诉讼

程序立法及完善建言献策。 

家事法讲坛（网络）第十七期于 2022年 6月

9日晚成功举办。本次讲坛的主题是“离婚经济补

偿的理解与适用研究”。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

所段凤丽律师主持，龙翼飞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

由金眉教授主讲，张琳法官、廖宇航教授、汪洋副

教授、郝佳副教授和李小非律师五位嘉宾进行与

谈。孙若军教授进行总点评。 

 

内容实录 

开场致辞（龙翼飞老师） 

 

龙翼飞教授致辞 

家事法讲坛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婚姻家

庭法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

中心共同发起主办，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协

办，邀请法律职业共同体各界嘉宾从多学科、多

视角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立法完善以及

家事审判改革及家事诉讼程序立法及完善建言献

策，旨在进一步加强婚姻家事法领域理论界与实

务届的交流。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将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范

围扩展至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由此引发在夫妻共

同财产制度下如何构建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结构

以及在离婚救济制度框架下对于离婚经济补偿、

损害赔偿、经济帮助三者进行体系化的协调问题。

为了更深入了解解决上述问题，我们本期讲坛确

定主题为“离婚经济补偿的理解与适用研究”。 

今天，本期讲坛我们特别邀请对该主题具有

卓越研究成果的中国政法大学的金眉教授，其对

该制度的研究也是全国领先的成果，同时我们也

file://///Users/zhaoqi/Desktop/家事法苑/给任小曼的文件（2021-4-14来自张海燕）/3-简报/1-未完成的简报/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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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到其他与谈嘉宾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研究

和讨论。 

下面邀请金眉教授进行分享，期待本期讲坛

取得圆满成功。 

主讲环节 

 

金眉教授主讲 

金眉教授发言内容： 

《民法典》第 1088 条规定了离婚经济补偿

（又称家务劳动补偿），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制度，

从 2001年《婚姻法》修订入法到现在也就二十年

左右的时间，当时的规定是只适用于夫妻分别财

产制，现在《民法典》将其适用扩展至夫妻共同财

产制，其正当性是什么需要我们探讨。从《民法典》

颁行后一年多的司法实践看，至少有下面一些问

题是需要我们关注的：（1）离婚经济补偿中补偿

的是什么？制度的深层意义是什么？（2）较多义

务如何认定？是否需要考虑劳动分工？（3）补偿

数额大小与财产制和受益的团体性是否存在一定

关联？（4）对第 1088 条的解释如何避免社会劳

动与家务劳动在价值上的不对等？（5）离婚经济

补偿与财产分割和其他离婚救济制度的关联。 

首先，我们需要对第 1088条作文义解释、历

史解释和立法解释。第 1088 条是一个完全规范，

由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组成。在构成要件中，我

们需要注意的是法律规定的“负担义务”包括了

法定义务（家务劳动）和特定的非法定义务（协助

另一方配偶工作）；而一方存在的过错并不是排

除第 1088条适用的因素。在满足构成要件之后离

婚时一方配偶即享有经济补偿请求权。此补偿与

合同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皆不相同，旨在弥补配

偶因为家庭付出过多所受的损失，从类型上言，

它不属于完全补偿类型，而应当将其界定为非完

全补偿，理由如下：（1）造成配偶人力资本贬损

和机会损失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社会因素和自

然因素，对于后者，不论结婚与否，都会随着时间

的流逝存在自然贬值的可能；（2）受益者是包括

另一方配偶在内的整个家庭，不能将补偿责任全

部由一方配偶承担；（3）共同财产制已经体现了

一定程度的补偿。从家务劳动获得经济补偿的历

史看，它发轫于夫妻适用分别财产制的情形，原

理在于分别财产制下，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各自

所有，承担更多家庭义务、协助配偶工作的一方

无从分享配偶的财产收益，在此情形下法律需要

用受益配偶的个人财产对其给予补偿。但在共同

财产制下，这样的解释就会遇到挑战，因为承担

家务劳动、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较多劳动的一方通

过共同财产制的适用已经分享了另一方配偶的财

产收益，在此基础上法律还要对其给予经济补偿，

就存在双重补偿是否正当的问题。破解这一难题

的关键在于需要我们超越纯粹经济价值的思维，

摆脱经济补偿与家务劳动表象的关联，寻求隐藏

于具体劳动之中的抽象价值。 

其次，我们需要对第 1088条的正当性作出恰

当的解释。对第 1088条我们可以在三个层面理解：

第一层理解是将其理解为是对具体劳动的补偿，

那么补偿的标准就可以参照家政服务标准，但这

样的理解不仅限制了补偿的范围和高度，还会导

致家庭生活中的计较。对第 1088 条正当性的第二

层理解是基于“协助另一方配偶工作”而享有补

偿权利，但协助工作不是法定义务，因此协助就

不是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劳动强度自然不能与被

协助一方的工作强度相比，此时寻求经济补偿的

正当性又是什么？对第 1088 条正当性的第三层

理解是承认具体劳动中存在抽象价值需要法律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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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保护，而离婚时对共同财产的分割不能满足对

这种抽象价值的补偿。《婚姻法》第 40条标志着

法律首次对家务劳动社会价值的认可，而《民法

典》第 1088条将其适用范围扩张至共同财产制则

是立法的又一次革新，它意味着凝聚于家务劳动、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具体劳动中的配偶利益损失不

仅仅是劳动的付出，还包括人力资本价值和机会

成本的损失。因此，从对具体劳动社会价值的肯

定发展到对其抽象价值的肯定才应当是《民法典》

第 1088 条将最初保护分别财产制下从事家务劳

动者（主要是家庭主妇）的利益扩展至夫妻共同

财产制也适用的恰当解释，因此，回到立法解释，

对此制度最恰当的称谓应当是离婚经济补偿而不

是家务劳动补偿。 

但对第 1088 条的三层理解也会存在另外的

问题：是否会导致财产共同制下社会劳动与家务

劳动不等值？结婚是否就意味着必然要承担另一

方配偶的人力资源贬损和机会损失？对此类问题，

需要区分家庭的不同情形而论。尤其是在夫妻存

在内外劳动分工的情形，全职家务劳动者从事的

是与职场上的配偶同等价值的劳动，双方的劳动

成果作为共同财产为家庭成员共享，此时如果仅

仅因为全职家务劳动的角色在离婚时就获得经济

补偿请求权，就有可能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公

平，导致出现法律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评价高于社

会劳动的结果。 

再次就经济补偿的标准而言，目前没有明确

的法律规范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可据。如果将其解

释为对具体劳动的补偿，补偿的就是劳务，法官

裁判时需要考量的就是劳务量的大小、强弱问题；

如果解释为对抽象劳动的补偿，补偿的就是超越

具体劳动的抽象价值的损失，法官需要考量的就

不仅仅是劳务量大小与强弱的问题，还应当考量

受益者所获利益与家务劳动付出者所受人力资本

减损与机会成本减损之间的关系。但如前所述，

立法机关将《婚姻法》第 40 条修改为民法典第

1088条，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从分别财产制扩展

至共同财产制，实现这一跨越的正当性在于立法

者承认在财产共同制下离婚时财产的分割不能满

足承担较多家务劳动者的公平诉求。在确定补偿

数额时我们需要依据个案酌情考量下列因素：（1）

首先考虑家务劳动和协助另一方工作的强度、时

间、繁杂程度，没有具体的劳作，也就没有抽象价

值的损失；在此基础上，考虑因照顾家庭、协助另

一方工作而放弃的个人发展机会等，考量在具体

劳动之外是否还存在抽象价值的损失，即是否存

在诸如人力资本、机会成本等的减损；（2）婚姻

存续时间：短暂婚姻的当事人不存在人力资本减

损和机会成本减损的问题；（3）受益配偶所获得

的利益，包括因此获得的有形与无形财产利益，

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等； 

（4）家庭经济的状况：无论是采用分别财产

制还是采用共同财产制，经济补偿都既需要考虑

受益一方配偶的收入状况和支付能力，也要考虑

家庭经济的现状。 

至于承担补偿的责任财产，需要区分财产制

而论：在分别财产制下，责任财产只能是个人财

产。在共同财产制下，法律将损失扩展至人力资

本减损和机会成本减损，单纯依靠夫妻共同财产

制就难以承担利益平衡的功能，此时用婚后的个

人财产和离婚后的个人财产进行补偿就是正当的。

至于婚前个人财产则应当排除在责任财产之外，

因为家务劳动与协助另一方工作所生效益在时间

上只能向后延展而不能回溯。 

最后，就法律体系而言，离婚经济补偿与共同

财产的分割、其他离婚救济制度共同决定着当事

人离婚时取得的经济利益。其中，就离婚共同财

产的分割看，法院裁判依据的法律规范是《民法

典》第 1087条，体现了性别照顾和道德照顾。离

婚经济帮助是为了解决离婚时一方配偶存在经济

困难的问题，由于司法解释采行的是绝对困难标

准，因此从法律追求的价值而言，它是对配偶生

存利益的保护；离婚经济补偿则是对配偶因承担

较多家庭事务和协助另一方工作而致自身资本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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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弥补，体现的是对夫妻家庭事务付出不均等

所致利益损失的一种平衡；离婚损害赔偿适用的

前提是配偶一方存在法定过错，制度设立的目的

是对无过错方的精神损害进行弥补，体现法律对

过错方的责难和对无过错方的安抚。若对上述离

婚财产分割与离婚救济作体系性的考察，我们会

发现针对性别的照顾在离婚财产分割和经济补偿

中（家务劳动现阶段主要由女性承担）存在双重

保护，道德照顾在离婚财产分割和离婚损害赔偿

中也存在双重保护，但是无论是财产分割时的照

顾还是离婚时的多种救济途径，最终要回应的是

婚姻当事人在离婚时可以得到的总经济利益能否

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时代，

则是能否保障其维持体面的生活？对于前者，法

律已经提供了基本保障，但对于后者，尽管我们

有如此多的救济途径，但实际效果并不如人意，

制度的碎片化已经影响了公平价值中总经济利益

的考量，在此情形下，我们需要推动对经济补偿

制度作深层意义的解释。 

与谈环节 

 

张琳法官与谈 

张琳法官与谈内容： 

离婚救济制度包括离婚经济补偿（家务劳动

补偿）、离婚经济帮助和离婚损害赔偿三部分，制

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事人离婚后的生活

变故，消除其生活顾虑，保护离婚当事人中处于

经济弱势一方，保障离婚后弱势配偶的正常生活。

这些制度所针对的情形及其体现的价值理念都存

在区别，法官应对其内涵予以深刻把握和甄别。

一方面在法律适用中最大限度地彰显制度价值，

发挥立法功能；另一方面也应格外注意各项制度

的选择和取舍，在特定的案件情形下适用与之相

应的制度，同时对夫妻双方经济条件、子女抚养、

有无过错等因素综合考虑，平衡双方利益，保护

子女权益，既要避免家务贡献在离婚时态下的贬

值，避免过度保护、重复评价和权利滥用，也要运

用制度设计对婚姻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多为女性）

和无过错方予以照顾和保护。 

民法典第 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

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

法院判决。结合司法实践，该项制度应严格把握

以下具体适用问题：一是不同的夫妻财产制下的

适用标准应如何区分；二是不同家务贡献的形式

或内容是否对适用标准有所影响；三是证明家务

贡献多的举证责任如何具体分配；四是补偿的数

额如何计算；五是补偿的方式如何细化等。 

 

廖宇航教授与谈 

廖宇航教授与谈内容： 

家务劳动是服务于家庭成员，且相对封闭地

在家庭内部开展的生产活动，同时又是一项消费

活动，家庭成员享受家庭服务，获得效用满足感

后，可以更好地投入市场劳动，赚取更多的收入，

家务劳动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其服务对象的特定性、计量的困难性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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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并没有纳入国民经济的核算中，一直作为一

种无酬性劳动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利用 CHNS 的调查数据中 2011 年的截面数据

和中国统计局中城镇职工人年均工资、各行业年

均工资等指标，采用机会成本法、综合替代法和

行业替代法三种方法估算中国的家务劳动价值，

研究发现采用机会成本法核算的各地区的家务劳

动潜在价值占 GDP 的比重在 1/3 左右，且南方的

潜在价值高于北方；采用综合替代法核算的各地

区的家务劳动潜在价值占 GDP的比重大约为 1/4，

地区分布上没有显著的南北差异；采用行业替代

法核算的各地区家务劳动潜在价值占 GDP 比重约

为 30%，且南方的潜在价值高于北方。综合不同估

计方法的结果得出家务劳动潜在价值约占 GDP 的

30%，说明家务劳动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的贡献，

家务劳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劳动力商品的水

平和质量，从而影响整个社会再生产的稳定有序

的进行，建议将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科学合理地

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中。 

 

汪洋副教授与谈 

汪洋副教授与谈内容： 

《民法典》第 1088条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

适用范围拓展至夫妻共同财产制。正当性基础有

三，一为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权、却无财产可

供分割之实情形下，双方利益失衡；双薪制下家

务劳动的贡献和价值依靠分割共同财产未能得到

合理评价。二为基于家庭效用最大化作出的家庭

分工，造成牺牲一方的收入能力损失，这一面向

未来的失衡局面无法通过离婚时共同财产分割得

以矫正。三为后果层面由于未能在离婚之际对收

入能力损失予以重新分配，不当的激励机制导致

婚姻行动的扭曲，对子女抚养以及社会稳定产生

负面影响。在共同财产制下，原则上不对家务劳

动贡献方的家务劳动价值进行补偿，针对基于家

庭效用最大化作出的家庭分工造成面向未来的人

力资本损失应当予以补偿。应对第 1088条“负担

较多义务”采广义解释，包括因“抚养子女、照

料老年人”为代表的家务劳动所作出的特定牺牲

决策，以及因“协助另一方工作等”非家务劳动

范畴作出的特定牺牲决策两种类型。特定牺牲决

策在“家庭利益最大化”层面应具有正当合理性，

不能仅仅采用经济理性标准，需要考量家庭短期

收益与长远收益，以及情感和伦理因素的导向作

用。补偿标准应当围绕特定牺牲决策所带来的收

入能力损失进行判定。离婚损害赔偿与离婚经济

补偿两项制度原则上并行不悖，经济补偿数额与

损害赔偿数额也分别计算。如若原本“生活困难”

的客观状况因损害赔偿或经济补偿而得以消解，

则不能叠加适用离婚经济帮助制度。 

 

郝佳副教授与谈 

郝佳副教授与谈内容： 

《民法典》颁布实施后，既已公开的涉离婚经

济补偿案件判决书呈现出的数据，与以往对此类

案件的认知有较大的出入。协议约定离婚经济补

偿，占到了当事人提起离婚经济补偿方式的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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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个样本案件中，有 24 个案件都是双方当事人

通过协议约定了离婚经济补偿。 

从约定的内容上看，离婚经济补偿协议及其

争讼案件的特点主要有三。第一，离婚经济补偿

协议往往与离婚、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离婚

经济帮助、离婚损害赔偿等人身、财产关系交揉

在一起，24个样本案例中未见单一以离婚经济补

偿为唯一内容的协议；第二，离婚经济补偿协议

约定的补偿金额较之于法官酌情判定的补偿金额

更高。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在 8万—180万之间，

法官酌情判定的金额最高可见 10万的判决，且在

酌定的情形下，最终的判决往往会在当事人请求

的基础上“打折”。而对于当事人自行约定的补

偿金额，最终的判决均呈现判如所请的结果；第

三，离婚经济补偿协议多以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出

现，往往首见于协议离婚中的离婚协议，发生争

议的导火索多是离婚协议的不履行或履行瑕疵。 

从裁判思路来看，对于离婚经济补偿协议，判

决书多以法律行为理论作为法理逻辑基础，以《民

法典》第 143 条、464 条为基础，以意思表示真

实、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来确认相关协议的

效力。《民法典》第 1088 条、第 1090 条往往被

作为协议合理性、合法性的论据使用。值得深思

的是，在关注协议作为法律行为的共性的同时，

是否应当对其离婚补偿协议的特性做进一步的考

察，进而再行最终的效力认定。 

 

李小非律师与谈 

李小非律师与谈内容： 

非常荣幸受邀参与论坛，从家事律师的角度

与大家探讨《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的

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中的实务问题。金眉教授在论

文中指出，离婚经济补偿既是对具体家务劳动的

补偿也是对抽象价值的补偿，对家务劳动应做扩

张解释而并非局限于法定义务。我非常赞同以上

观点。 

在婚姻存续期间因夫妻一方负担了较多义务

而另一方在离婚时应因此作出相应的经济补偿的

具体情形，法律都有明确规定。但实践情况却不

尽理想。以《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和抚

育子女作为关键词检索筛选出多个案例对比发现，

即便是针对法定义务中抚养子女这一规定，在一

方负担了较多义务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仍然难

以对其作出有效的认定。 

关于补偿金额方面，实践中当事人面临的主

要问题是举证困难。除了结婚存续时长以外，其

余几点在证明上都存在不同难度。以家庭经济状

况为例，实践中承担较多家务劳动的一方往往不

能全面知悉家庭的经济状况。此外，关于家务劳

动强度，不仅实践中认知水平较低，在举证上也

存在较大难度。目前各地法院对于这方面补偿金

额的认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司法判定存在较为

随意的情形。 

综上所述，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在理论研究和

实务当中还存在不少亟待突破的问题。期待通过

学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在理论研究中有更大

突破，在实务中做出更多具有指导和参考意义的

经典案例，为弱势群体争取更多合法权益。 

点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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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若军教授总点评 

孙若军教授点评内容： 

《民法典》规定的离婚经济补偿不再限于夫

妻分别财产的情形，如此离婚经济补偿具体补什

么？如何补？从目前看，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尚

存在一定的脱节，而经济学现有的研究成果，也

远不足以支撑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实施，据此，

今天的讲坛旨在推动经济学界和婚姻法学界理论

的进一步研究，推进离婚经济补偿在司法实践中

的妥善适用，为促进男女平等和法律的公平正义

做出贡献，在此特别感谢金教授和所有嘉宾高水

平的专业分享和经验交流，谢谢大家！ 

家事法讲坛（网络）第十八期预告|公告 

原创：2022-06-20  中国民商法律网   
https://mp.weixin.qq.com/s/_RITNwcOzPZfkFuY6Xihgg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于 2021年 1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其中婚姻家庭编、继承编所涉及

的家事问题历来是社会关注热点。2016 年 5 月，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部分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方式

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2018年 7月，最高人

民法院在试点工作结束后又发文进一步深化家事

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为进一步加强婚姻家事法领域理论界与实务

界的交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婚姻家庭法研究

所、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特创

办“家事法讲坛”系列活动，邀请法律职业共同

体各界嘉宾从多学科、多视角为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继承编的正确实施、立法完善以及家事审判

改革及家事诉讼程序立法及完善建言献策。 

一、主题 

家族信托实务和民法典 

二、活动时间 

2022年 6月 30日（周四）晚 19:30-21:30 

三、活动方式 

小鹅通（开放式直播，不设回放） 

 

四、主讲嘉宾 

 

file://///Users/zhaoqi/Desktop/家事法苑/给任小曼的文件（2021-4-14来自张海燕）/3-简报/1-未完成的简报/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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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廉慧，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

学院商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

学信托法研究中心主任，信托法研究公众号

InlawweTrust 主持人；主要研究领域：信托法相

关民商事法律，慈善法等，代表著作有《信托法解

释论》《中国慈善信托法基本原理》等。 

五、与谈嘉宾 

 

1.姜雪莲，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日本

法学博士，北京法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英国玛

丽皇后学院访问学者（2017-2018），中国商事法

研究会理事，澳门金融法律制度工作小组成员，

日本信托法学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民法、信托

法。出版个人专著《信托制度中忠实义务的展开

与功能》，译著《信托法入门》《日本信托银行年

报与信托税制》。在《中外法学》《北方法学》等

期刊发表多篇论文。主持课题有国家社科基金后

期资助项目《大陆法系框架下信义义务的法理》；

民政部项目《慈善信托的备案效力研究》；日本信

托协会《高龄人财产管理制度的信托与委托》。 

 

2.吴至诚，牛津大学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

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普通法中心主任助理、营商

环境法治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国际商事争端预防

与解决研究院副秘书长、未来法治研究院研究员。

在中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若干，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青年项目一项，合译中国民法典英文译本

（Brill 出版社 2021 年版），负责翻译总则编、

物权编第三至五分编、合同编第三分编。研究领

域为民商法、信托法、公司法、不当得利法、物权

法、英国私法。 

 

3.李辰阳，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公证员，中国公

证协会公证培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公证

协会业务和培训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公证协会

“遗嘱信托”课题召集人，上海市公证行业老年

人遗嘱公益服务活动发起人，中国公证遗嘱研究

报告起草成员。执业领域重点在家庭法领域，如

成年和未成年人监护、遗嘱信托、继承、遗产管理、

婚姻契约等。研究领域侧重于监护和信托的交叉

运用、职业监护人和社会监护组织、老年人等特

殊人群利益保障。参与编译《信托遗嘱公证实务

问题研究》、《美国 2010年公证示范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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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萱，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财富管理事

业部执行总经理。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律师资

格、（伦敦）国际信托与财产管理协会（STEP）成

员；曾就职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和美国美迈

斯律师事务所；有十九年的税务筹划及争议解决、

高净值个人事务服务、公司法律及合规、跨境并

购、私募投资等经验；在国内外知名专业期刊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axation 》《Tax 

Notes International》《清华金融评论》等发表

多篇税务及法律相关专业文章。 

 

5.李魏，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广东省律师协会信托与财富管理专业委

员会主任、深圳市律师协会家族财富管理法律专

业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律师协会行业发展研究与

促进工作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家族办公室促进会

首届副会长；《财富管理》杂志“年度杰出领袖人

物”和“私人财富规划师优秀个人一等奖”获得

者，英国钱伯斯 2016-2022 亚太律师指南与高净

值财富指南榜单上榜律师，国内外多家金融机构

及家族客户信托与财富规划顾问，发表过相关主

题论文二十多篇。 

六、总点评嘉宾 

 
龙翼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婚姻家庭法研

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

心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

副会长。 

 

孙若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婚姻家庭法研

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

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 

七、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婚姻家庭法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家事法苑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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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商法律网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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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家事法苑”家事法实务交流系列微信群群规则 

（2019年 2月修订版） 

“家事法苑”家事法实务交流系列微信群由“家事法苑”律师团队创建，目前包括以下

12 个群：家事法苑实务交流微信群（A-I群）、继承法苑实务交流群（A-B群）、涉外家事

法苑实务交流群；此外，还有法律人电影.音乐休闲主题微信群（1-3群）。 

总群主：杨晓林 

其中，涉外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分群主：赵宁宁；副群主：李丹、陆珊菁、冉维佳 

各群管理员：杨晓林、段凤丽、邓雯芬、陈贝贝；王志锋、徐文丽、杨竹一、李琳、李

炜、辜其坤、严健、万薇。 

1、建群宗旨 

家事无小事。真诚欢迎对婚姻家事继承及相关领域感兴趣的律师、法官、检察官、学

者、公证员、房管、民政、妇联等政府公务人员、法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从业者、学生、媒

体朋友加入，共建阳光下专业领域内法律职业共同体业务探讨交流的和谐平台。 

2、本系列群分享、交流的主题及范围 

本系列群定位为特定专业领域主题群、学习型群。 

本系列群主题为婚姻家事继承相关问题，群内分享资讯及交流范围原则上应限于与主题

相关的实体及诉讼与非讼程序理论与实务问题。继承法苑实务交流群和涉外家事法苑实务交

流群分享资讯及交流范围特定于继承问题和涉外家事问题。 

群内主要分享国内外婚姻家庭立法、司法及理论研究动态，如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典型

婚姻家事案例等资讯。在主题上涵盖婚姻家庭继承领域权利保护问题，如性别平等、妇女权

益保护、未成年人及老年人权益保护等基础法律议题；与婚姻家庭继承有关的新型财产、新

型权利等新型法律实务难题；婚姻家庭伦理方面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社会科学议题。 

本系列群无意走向综合群，如单纯刑事、商事、劳动、交通事故等其他领域话题可另行

解决，但与家事主题相关及交叉领域的除外。 

3、入群方式 

为保障本群安全、高质量及可持续发展，防止滥加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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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群友入群由群管理员专

人统一审查、邀请新人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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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拟申请加入“家事法苑实务交流微信群”者可先添加群主 

段凤丽律师（微信号：D13552693593） 

邓雯芬律师（微信号：13167578960） 

陈贝贝律师（微信号：18817836410） 

申请信息务必请注明：“城市+单位简称+真实姓名，申请加入家事法苑实务\继承\涉外

\法律人电影.音乐群”； 

新群友认真阅读管理员发送的本群规、承诺将严格遵守后，管理员方可拉其入群。 

家事法苑实务交流微信群（A-I群），管理员每天统一分享资讯，群友只加一群即可，

不必重复加群。 

4、实名交流 

本群实行实名（真实身份）交流制！ 

群友入群后应马上按要求修改群昵称，点击群界面右上角三个点标志，向上划动屏幕，

出现“我在本群的昵称”点击即可修改： 

1.律师署名方式：省份+城市+姓名+律师，如：北京***律师、山东淄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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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证员署名方式：省份+城市+姓名+公证员，如：上海公证员李**； 

3.学者署名方式：学校简称+姓名，如：北大王**，广西师大李**； 

4.学生署名方式：学校简称+身份+姓名，如：中科大博士生张**，吉大硕士生李**，北

大本科生丁**； 

5.法官、检察官署名方式：省份+真实姓氏+法官或检察官的方式，如北京李法官、黑龙

江王检察官；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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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司法务***，人民日报***。 

群友不能接受实名规则的免入，入群后应当立即按照要求修改群昵称，经过群管理员三

次提醒仍不配合的，管理员有权将其移除出群。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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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禁违反群友意愿，发送广告等商业信息、擅拉群友加入其他主题群等不良行为，一经

举报，立即移除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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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温馨免打扰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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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友善发言及禁忌 

本群群友来自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各界别，大家非常难得聚在一起，特别要注意自身形

象，互相尊重； 

群内严禁闲聊，只研讨专业问题。发言交流要注意顾及他人感受，就事论事，不要有任

何人身攻击、贬低他人人格或针对其他群体的偏激言行。 

严禁转发或发布招聘、推销、心灵鸡汤、拉票、优惠券信息；严禁转发涉及政治性的资

讯；严禁转发律师个人及律所营销的帖子；与本群专业领域不相关的公、检、法等机关、机

构及组织的纯官宣资讯同样不宜转发本群。 

本群除农历大年三十、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公历 12月 31

日及 1月 1日外，不允许在群内发红包。 

8、分享注意事项 

本群鼓励群友分享与本群第二条主题及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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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尤其鼓励群友分享自己原创的相关实务研究文章，包括分享自

己个人网站、博客、微信公号上的文章。故本群禁止任何形式的营销行为，群友分享的文章

页面上尽可能不要附有过于明显带有营销色彩的个人照片、宣传文字及过于详细的名片式联

系方式。 

本群谢绝分享过于简单的普法、相关问题说明性的“软文”及单纯诉讼技巧类的文章。 

群内严禁功利性地推送微信个人名片及公众号名片；微网站名片及链接；个人网站链

接、博客链接，严禁将相关专业资讯贴到自己的个人网站、博客或公众号上再推荐链接到微

信群这样以提高点击率、博粉为目的商业推广做法。【注：“家事法苑”公众号（微信号：

famlaw）已做到了去商业化，可参考】 

9、交流方式建议 

鼓励、提倡群友开展与群主题密切相关的理论与实务的互动交流。 

本群交流问题，可由个案切入，但禁止单纯的个案办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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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旗帜鲜明的问题进行讨

论。 

本群交流问题的方式建议为：应先主动查找必要资料，一次性把基本案情、事实叙述清

楚（不要再让群友追问事实）并注明自己的初步看法，能附上相关法律法规法条及司法解释

等依据为宜，抛砖引玉，希望听取群友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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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友在解答问题时，也应先思考，较系统阐述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及观点，不要采用漫

无边际地三言两语聊天式交流，以免造成刷屏、影响群友。 

群友可在群内畅所欲言，严禁群友不管基于任何目的、未经发言群友同意、擅自截屏在

群外分享、使用，如有违反，一经发现，管理员有权清理出群。 

10、尊重智力劳动成果 

尊重智力劳动成果，群内分享资讯仅供群友学术及实务探讨、交流及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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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友不宜经常性地或整体性取材本群资讯信息，上传到网络(个人网站、博客、公号等

自媒体)、转到自己或其他的微信群、QQ群，或为其他非研究用途使用。 

规范使用本群资讯，应注明资讯来源于家事法苑实务交流微信群。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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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违反群规则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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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不回应、不接受，管理员可直接移除本群； 

群友间应友善相处，如发生争议，应保持克制，务必不要与其他群友或管理员争执、造

成刷屏，影响其他群友。建议发生争议时，建议群友及时向群主或管理员反映，由群主或管

理员给出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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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阳光下专业领域内律师、法官、检察官、学者、公证员、房

管、民政、妇联等政府公务人员、法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从业者、学生、媒体等法律职业共

同体的探讨交流的和谐平台！ 

“家事法苑”微信群管理员团队 

2019年 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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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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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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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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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友署名基本方式：地域（省、直辖市）+城市+单位简称+姓名+职业。 

入群后当天必须完成修改群名片。不接受实名规则免入，经群主或管理员一次提醒，仍

不配合的，劝退！ 

律师及相关职业群友头像，不得显示律所（团队）字号、具体部门职务、业务方向、及

其它带有商业营销色彩文字。 

群名片署名示例： 

1）律师，地域（省或直辖市、市）+律所字号+姓名，如:北京天驰君泰所段凤丽律师、

天津君申所王志锋律师、山东（淄博）建仑所所徐文丽律师、江苏（南京）众贤所严健律

师。 

群名片中不得显示电话、律所部门、职务、业务方向及其它带有商业营销色彩文字。 

2）高校学者、同学：如：“重庆西政***”或“西政-***”，如果是在读学生，应注明

学生字样，以区分于学者，如北大学生***! 

3）法官、检察官，入群申请必须提供城市单位及真实姓名，但在群内如果确有顾虑可

使用地域+真实姓氏+身份职业方式，以示区分身份，如“湖北王法官”、“贵州法院杨法

官”、“广东李检察官”！ 

4）公证员，城市+单位简称（或职业）+姓名，如 “北京**公证处王**”，“杭州公证

员李**”。 

5）其他司法所、房管、民政、妇联、媒体等界别朋友，城市+单位名称或简称或职业身

份+姓名，如：北京**司法所**，武夷山房管李炜，山东潍坊奎文婚登刘彩霞，上海妇联

***，北京法制日报赵**，山东公司法务***等。 

4、尊重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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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设立的其他群，一经接到举报，立即清除出群。 

5、友善发言 

本群群友来自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各界别较广泛领域，大家非常难得聚拢在同一平台上，

珍惜缘分，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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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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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群鼓励、提倡群友开展与主题密切相关的理论与实务的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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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思考、只用三言两语提过于简单的问题；群友不宜就过于具体的个案展开交流，应先概括

基本事实，从中提取有理论及实务研讨价值的一个或几个问题集中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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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清楚（不要再让群友追问事实）并注明自己的看法，能附上相应的法律法规法条及司法

解释等依据最佳，抛砖引玉，希望再听取群友的意见和建议！如此这样，真正达到大家共同

探讨、共同交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本群建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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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式交流，以免影响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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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目的截屏在群外分享。 

7、鼓励、提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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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审判意见，鼓励分享自己原创的相关实务研讨文章，包括上传在自己个人网站、博客、微

信公号上的上的，但页面上尽可能不要附有较为明显的营销宣传文字及联系方式；本群谢绝

律师普法、营销、单纯表现诉讼技巧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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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名片及链接，严禁将相关资讯贴到自己的个人网站、博客上再推荐网页链接的变相以提高

点击率、博粉为目的功利性商业推广做法（“家事法苑”公号 famlaw已做到了去商业化，

如果分享可参考），请群友自律！ 

8、尊重智力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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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需日复一日，耗费相当时间与精力，正常情况下，我团队每天收集、分享、推送的资讯信

息，月底汇编起来就是每月的“家事法苑”婚姻家事法律资讯简报（下载：

http://www.famlaw.cn/Do_index_gci_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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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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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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