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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父母为子女买房属个人
最高法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今日起施行

! ! !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最高人

民法院
$!

日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重

点针对婚前贷款买房、夫妻之间赠与房

产、亲子鉴定等争议较大的问题作出解

释。这次公布的司法解释共包括
$'

条内

容，将于
!"$$

年
%

月
$&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介

绍，这是继
!""$

年修订的婚姻法施行

后，最高法分别在
!""$

年和
!""&

年公

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关于婚姻法的司法

解释，这次是第三次，解释共有
$'

条。

来自最高法的数据显示，
!""%

年全国

法院一审受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共计

$!%()

万多件，
!**'

年为
#&+,$

万多件，

!"$"

年为
$&-(+

万多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

年全国法院一审受理离婚案件
$$)(.

万件左右，受理抚养、扶养关系纠纷案件
.

万多件，受理抚育费纠纷案件
!,+

万多件，

受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
!,.

万件左右。

“案件中相对集中地反映出婚前贷

款买房、夫妻之间赠与房产、亲子鉴定等

争议较大的问题，亟须进一步明确法律

适用标准。”孙军工说，最高法于
!**%

年

#

月启动了《婚姻法解释（三）》的起草工

作。经过充分论证，特别是在广泛征求公

众意见和建议后，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

过了《婚姻法解释（三）》，重点对亲子关

系诉讼中当事人拒绝鉴定的法律后果、

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不动产的

处理等问题作出了解释。

最高法于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公布了《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

（三）》的征求意见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共收到反馈意见

''-+

条，书面来信
#%#

封。中国法学会

婚姻法学研究会等
#-

家单位专门召开

了有关研讨会，形成了书面修改意见。

! ! ! !

如果夫妻一方在另一方不知情的

情况下，将双方共有的房屋卖给了第

三方怎么办？

司法解释指出，如果夫妻一方未

经另一方同意而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

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

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

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

时，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

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

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有专家认为，如果夫妻双方只有

一套住房，一方未经同意出售住房，可能

损害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则应当允许追

回房屋。但建议最终未被采纳，是因为一

套住房的情况比较复杂：若一套住房是

豪宅，卖了之后还可以买小房，这种情况

下人民法院不支持追回住房的主张；如

果是出售的房屋是唯一的小房，出售之

后将无处栖身，在具体执行判决时法院

可支持追回住房的主张。

! ! ! !

司法解释第一次明确了离婚案件

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

产权登记方所有。孙军工说，离婚案件

中按揭房屋的分割是焦点问题之一。

如果仅仅机械地按照房屋产权证书取

得的时间作为划分按揭房屋属于婚前

个人财产或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标

准，则可能出现对一方显失公平的情

况。

《婚姻法解释（三）》规定，一方在

婚前已经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向房

地产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买卖房

屋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婚后获得

房产的物权只是财产权利的自然转化，

故离婚分割财产时将按揭房屋认定为

一方的个人财产相对比较公平。对按揭

房屋在婚后的增值，应考虑配偶一方参

与还贷的实际情况，对其作出公平合理

的补偿。同时，在将按揭房屋认定为一

方所有的基础上，未还债务也应由其继

续承担。

婚前贷款购房归产权方所有

! ! ! !

司法解释的第七条明确规定：婚

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

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

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

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

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

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

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

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

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

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介绍

说，从司法解释公开征求意见反馈的

情况看，作为出资人的男方父母或女

方父母均表示，他们担心因子女离婚

而导致家庭财产流失。在实际生活中，

父母出资为子女结婚购房往往倾注全

部积蓄，一般也不会与子女签署书面

协议，如果离婚时一概将房屋认定为

夫妻共同财产，势必违背了父母为子

女购房的初衷和意愿，实际上也侵害

了出资购房父母的利益。所以，房屋产

权登记在出资购房父母子女名下的，视

为父母明确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比

较合情合理，多数人在反馈的意见中对

此表示赞同，认为这样处理兼顾了中国

国情与社会常理，有助于纠纷的解决。由

双方父母出资购买不动产，产权登记在

一方子女名下的，按照双方父母的出资

份额按份共有，更为符合实际情况。

孙军工说，这样的规定从我国实际

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

一方联系起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

实意图的判断依据更为客观，便于司法

认定及统一裁量尺度，也有利于均衡保

护婚姻双方及其父母的权益。

婚后父母为子女买房属个人财产

! ! ! !

《婚姻法解释（三）》明确规定，在亲

子关系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拒绝鉴定将

导致法院推定另一方主张成立的法律

后果。孙军工说，由于现代生物医学技

术的发展，
/01

鉴定技术被广泛用于

子女与父母尤其是与父亲的血缘关系

证明。这种亲子鉴定技术简便易行，准

确率较高。在处理有关纠纷时，如果一

方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当事人之间可能

存在或不存在亲子关系，另一方没有相反

的证据又坚决不同意做亲子鉴定的，人民

法院可以按照相关规定推定请求否认亲

子关系一方或者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

的主张成立，而不配合法院进行亲子鉴定

的一方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不配合亲子鉴定承担败诉后果

私自卖房不支持追回有三条件

! ! ! !

在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时，婚

姻关系是否有效呢？现实生活中，常常

有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中存在瑕疵

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如一方当事

人未亲自到场办理婚姻登记、借用或

冒用他人身份证明进行登记、婚姻登

记机关越权管辖、当事人提交的婚姻

登记材料有瑕疵等。在结婚登记程序

存在瑕疵时，如果同时欠缺了结婚的

实质要件，在法律规定的情形内，可以

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但对仅有程序

瑕疵的结婚登记的法律效力缺乏明确

的法律规定。当事人以婚姻登记中的

瑕疵问题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只要

不符合婚姻法第十条关于婚姻无效的四

种规定情形之一，法院就只能判决驳回

当事人的申请。

如果将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但结婚登

记程序上有瑕疵的婚姻宣告为无效，不

仅扩大了无效婚姻的范围，也不符合设

立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本意。这次解释

就第一次明确了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

疵为由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应提起行

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如何确定婚姻关系真实性

! ! ! ! !""#

年修订的婚姻法施行后!针对

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于同年
$!

月
!%

日出台了

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一#!针对婚姻

法修改后的一些程序性和审判实践中亟

须解决的问题作出解释! 包括无效婚姻

和可撤销婚姻的处理程序及法律后果$

提出中止探望权的主体资格$ 子女抚养

费$离婚损害赔偿等问题%

!&&'

年
$!

月
!(

日!最高人民法院

又出台了解释&二#!主要针对彩礼应否

返还$夫妻债务处理$住房公积金及知识

产权收益等款项的认定$ 军人的复员费

及自主择业费的处理等问题! 提供了具

有可操作性的裁判依据%

!&&)

年以来! 全国法院一审受理婚

姻家庭纠纷案件共计
#!)*%'+

件!

!"",

年为
$'%$"!,

件!

!"$"

年为
$'+%$'*

件!

呈逐年上升趋势%案件中相对集中反映出

婚前贷款买房$夫妻之间赠与房产$亲子

鉴定等争议较大的问题!亟须进一步明确

法律适用标准% 为此! 最高人民法院于

!"")

年
$

月启动了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的起草工作% 经过充分论证后!经审

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司法解释&三#%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

删去婚外同居约定补偿条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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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去了此前征求意见稿中有关

婚外同居关系解除后财产问题如何处

理的条款。

据了解，征求意见稿中第二条内

容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

居关系约定财产性补偿，一方要求支

付该补偿或支付补偿后反悔主张返还

的，法院不予支持；但合法婚姻当事人

以侵犯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起诉主张

返还的，法院应受理并根据具体情况

作出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

庭庭长杜万华对删除这一条规定解释

说，婚外同居的情况十分复杂。有些是明

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同居的，有些是不知

道对方有配偶而与之同居的。结束同居的

财产协议中，有些人以个人财产解决偿还

问题，有些企图以夫妻共同财产解决问题。

同居的时间也不能一概而论。此外，婚外

同居还涉及传统道德、善良风俗等问题，简

单的条文难以涵盖复杂的情况，对于该类

问题的解决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认证。

均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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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反对派攻入布雷加东部
卡扎菲政权岌岌可危？

! ! !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利比

亚反对派一名军队官员透露，反对派

武装已于
##

日攻入石油重镇布雷加

市东部的第三居民区，
'

名反对派士

兵死亡，
+*

人受伤。目前反对派武装

正在对该地区进行全面清理，以继续

向工业区进发。

另据利反对派控制的“自由利比

亚”电视台报道，利反对派武装已于

##

日抵达距扎维耶市
!.

公里处的比

尔舒艾卜，继续向扎维耶推进。

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

#*

日公布过渡时期“宪法宣言”，就后

卡扎菲时期的政治过渡列出时间表。

梅氏下令制裁利比亚
俄对卡扎菲失去耐心？

! ! ! !

据新华社莫斯科
!

月
%$

日电 俄

罗斯总统新闻局
#!

日说，俄总统梅德

韦杰夫签署总统令，落实联合国安理

会第
#'-&

号决议，全面禁止与利比亚

的空中交通，并冻结利比亚领导人卡

扎菲亲属及亲信的资产。

根据俄总统令，除以人道主义救

援为目的和紧急迫降的飞机外，禁止俄

罗斯及外国飞机通过俄罗斯领空飞往

利比亚，也禁止在利比亚注册或属于利

比亚公民的飞机使用俄罗斯领空。

俄总统令还宣布冻结卡扎菲亲

属、亲信及其他利比亚法人的资产和

资金，并禁止其中部分人员进入俄罗

斯境内。

总统令同时规定，如果俄方获悉

前往或驶离利比亚的船只运送包括雇

佣兵在内的与利比亚军事行动有关的

人员，或者运送今年
&

月
'

日俄罗斯

总统令中规定的禁运货物，俄罗斯军

舰有权在公海对这些船只进行检查。

联合国安理会今年
!

月
!)

日通

过制裁利比亚的第
#'-*

号决议。
&

月

'

日，俄总统签署落实该决议的总统

令。
&

月
#-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在

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第
#'-&

号决议，

俄罗斯对该决议投了弃权票。利比亚

局势动荡以来，俄方一直呼吁相关各

方停止暴力行动，用和平手段解决争

端。

英国收紧网络监管

发生骚乱时关闭微博、社交网站———

! ! ! !

几天来! 英国暴力骚乱引起世界

舆论关注!人们都在探究其原因%英国

首相戴维'卡梅伦
$$

日说! 英国政府

正研究今后发生骚乱时关闭微博客$

社交网站和(黑莓信使)服务!以阻止

骚乱者利用这些社交网络工具串联%

唐宁街
$"

号的这次表态与其以

往对网络监管的立场迥然不同%此前!

英国政府是绝对网络自由的鼓吹者之

一%

在今年年初的西亚北非社会动荡

中!社交网站$手机等通信工具发挥了

微妙的作用! 相关国家因此有针对性

地对网络进行管理%当时!卡梅伦首相

极力抨击这种做法!称(我们要保持网

络信息的自由流动! 不论我们对 "网

帖*内容的态度是什么% )

造成卡梅伦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

弯的原因是!在此次英国骚乱中!社交

网络成为不法分子串联的工具! 网络

自由被滥用%骚扰伊始!(砸商店+抢东

西++ )(捣乱+ 抢劫++ )等煽动性信息

就不断在英国社交网络和伦敦人的手

机上反复出现%

英国媒体称! 正是由于社交网站

上大量煽动$ 渲染性言论和图片对暴

力骚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统计!

持续多天的骚乱已经造成至少
%

人死

亡和大量财产损失! 警方罕见地一下

子逮捕了
$!""

多嫌疑人%

英国向来以社会治安良好$ 秩序

稳定著称! 此次席卷多地的暴力骚乱

让英伦三岛蒙羞% 经历了此次惨痛的

教训后! 英国政府终于认识到要把握

虚拟空间中自由与监管之间的平衡%

卡梅伦自己都承认,(信息自由流通可

以用来做好事! 但同样可以用来干坏

事%如果有人利用社交网络制造暴力!

我们需要阻止他们% )

为什么有些西方政治人物一方面

往往对其他国家的网络监管不加分析

横加指责! 另一方面又常常认为在自

己的土地上对网络(不管不行)-

这些政治人物不愿了解不同国家

的不同国情!不愿了解不同国家网络发

展的不同现状!不愿了解不同国家网络

监管中的不同内容% 他们常戴着(有色

眼镜)!把(非我族类)的国家不加区别

统统放上被告席! 片面强调网络自由!

试图扩大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

如何进行有效的网络监管! 目前

世界上还没有成熟的经验! 世界各国

的网络监管实践都还在摸索和调整之

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为了公众的利

益! 适当的网络监管是正当的$ 必须

的%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论所

言!(技术是没有道德的! 它在带来便

利的同时也可能扰乱国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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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一群法国学生在匈牙利(岛音乐节)上为自

己喜欢的乐队欢呼% 首届(岛音乐节)举办于
$,,'

年!当时参加演出的都是匈牙

利本地乐队% 从
$,,%

年起!外国乐队开始应邀参加% 如今!该音乐节已成为欧洲

最大的音乐盛会之一% 新华社
2

法新

匈牙利“岛音乐节”开幕

! ! ! ! )

月
$!

日!火炬手刘翔&右一*在点

燃第
!*

届大运会主火炬后向观众致意%

刘翔说!大运会是他梦开始的地方!这个

体育之梦至今还没有结束% 新华社发

深圳第 26届大运会开幕
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大运会开幕

! ! ! !

据新华社深圳
!

月
"$

日电 精彩中

国，再献体坛精彩盛会；青春鹏城，汇聚

五洲青春健儿。深圳第二十六届世界大

学生夏季运动会
#!

日晚在广东省深圳

市隆重开幕。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

式并宣布本届大运会开幕。

夜幕初降，深圳湾体育中心里灯光

闪亮、笑语飞扬，气氛格外热烈。
##*

米

宽的“世界之门”超大电子屏上映现出本

届大运会吉祥物“
33

”的变形图案，状如

网络符号
!

的巨大舞台上表演起充满

青春气息和岭南风情的热场歌舞。现场

的人们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本届大

运会开幕时刻的到来。

!*

时许，在欢快的乐曲声中，胡锦

涛主席和夫人刘永清、国际大学生体育

联合会主席基里安等走上主席台，向场

内观众频频挥手致意。全场报以长时间

的热烈掌声，舞台上
#***

名少女用荧光

鲜花拼成“欢迎”字样。

伴随着《走向复兴》的激昂旋律，
%

名礼兵手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齐步走

进现场。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雄壮的国歌声响彻全场，鲜艳的五

星红旗冉冉升起。

灯光转暗，音乐声起。一道飞驰的光

带反复勾勒出
!

形舞台轮廓，又射向电

子屏，演变成一条“信息高速公路”在深

圳地标建筑群中穿行。当电子屏上变幻

出一面中华大鼓，现场
&**

多名鼓手同

时敲击，一阵阵震天鼓声排山倒海般传

来。当电子屏上变幻出一个古老算盘，全

场观众一起呼喊从
#*

到
*

的数字，迸发

出震耳欲聋的倒计时声。这时，电子屏上

又呈现出深圳街头著名雕塑《闯》的意

象，一位巨人张开双臂奋力撑开“世界之

门”，宽阔的“青春大道”向跃跃欲试的各

国各地区大学生选手铺展开来……

运动员入场式开始，
#.!

个国家和

地区的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沿着“青春大

道”相继入场，受到全场观众的热情欢

迎。大运会期间，运动员们将在
!+

个大

项、
&*)

个小项的比赛中充分展示自己

的英姿与实力。当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

时，全场一片欢腾。

本届大运会组委会副主席、深圳市

委书记王荣首先致辞，表达深圳市民欢

迎世界各地朋友的共同心声，愿深圳的

一切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

本届大运会组委会主席、教育部部

长袁贵仁致辞，代表组委会向来自世界

各地的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向所有关

心、支持本届大运会并为之付出辛勤劳

动的朋友们表示崇高敬意，祝愿大学生

运动员在这次盛会上展现不一样的精

彩、创造新的奇迹。

国际大体联主席基里安在致辞时，

对中国政府和广东省、深圳市为本届大

运会所作的精心准备表示衷心感谢，向

本届大运会的参赛者们献上衷心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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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分，国家主席胡锦涛用洪

亮的声音宣布：深圳第二十六届世界大

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

顿时，全场欢声雷动。电子屏上，五

彩焰火喷薄绽放，彩色流星雨环场而下；

场地中央，彩旗挥舞、彩绸飘飞，数百名

中外大学生欢呼着跑上舞台，跳起活力

四射的激情舞蹈。

在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会歌声中，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会旗徐徐升起。

中国运动员龚园、中国裁判员王晏

分别代表全体运动员、裁判员宣誓。

接着，精彩的演出再次登场。礼赞改

革开放伟大时代的音舞诗画《春天的故

事》，表现莘莘学子追求新知的杂技与模特

表演《与书共舞》，反映当代青年践行绿色

环保理念的自行车特技表演《绿道英姿》，

倾诉着年轻城市的炽热情怀和年轻大学

生的远大志向。“我们梦与岁月同在，青春

的圣火点燃不一样的精彩……”上届、本

届和下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主办国

塞尔维亚、中国、俄罗斯的
&

名大学生，联

袂唱响本届大运会开幕式主题歌《不一样

的精彩》，得到全场观众的共鸣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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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分，主火炬点燃仪式开始。

在清华大学采集、从北京大学开始传递的

本届大运会圣火，经过实物和网上虚拟传

递，由骑自行车环游全国宣传环保和大运

会理念的深圳大学毕业生周子迁带到深

圳湾体育中心。
)

名中国运动健儿在全场

观众瞩目下，展开了火炬接力传递。中国

著名田径运动员刘翔在手中的火炬点燃

后向场地中心跑去，引燃了来自非洲、美

洲、欧洲、大洋洲的
+

名大学生手中的火

炬，并和他们一起跑到点火台前，代表全

世界大学生为本届大运会点火。只见游动

的火龙沿着“青春大道”汇聚到“书山”造

型的主火炬塔，高高矗立的主火炬随即熊

熊燃起，把夜空映照得一片光明。这充满

希望的青春之火、圣洁之火，带动起更加

热情的歌声、更加热烈的欢呼，整个深圳

湾体育中心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