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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老年人的婚姻状况、财产权益、
外出旅游等方面受到社会的关注。昨天是
重阳节，北京多家法院对近年来审理的涉及
老年人权益的案件进行了调研，法院发现，
老年人离婚案件上升趋势明显，以低价出境
游为名骗取老年人旅游保证金的新型犯罪
不断出现，以老年人为目标的侵财犯罪也逐
渐成为经济犯罪领域的一个突出现象。

老年人婚姻
与保姆及看护人员结婚后离婚率高与保姆及看护人员结婚后离婚率高

2016 年到 2018 年，丰台法院共收老年
人离婚案件 403 件，从收案数看，老年人离
婚案逐年上升。根据怀柔法院的统计，在离
婚案件中，怀柔法院共收案 504 件，其中涉
及老年人案件有65件，占比超过了10%。

丰台法院调研发现，老年人再婚前考虑
不足，“闪婚闪离”现象比较突出。值得注意
的是，在法院审理的涉老年人离婚案件中，
老年人与照顾自己的保姆结婚或者是养老
机构看护人员结婚的情况较多。然而到了
婚后，往往因为老年人对对方的期待错位或
过高，预期与现实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逐渐
增大，造成再婚老年人离婚多发。

从丰台、怀柔法院审理的涉老年人离婚
案件来看，老年人的婚姻自主权易受成年子
女较多干涉，虽然子女不是当事人，但是很
多案件中，子女直接影响了老人的意见。

在父母离婚时，子女往往对财产分割问
题进行干预，增加案件处理难度。再婚情况
下，部分子女对老人再婚持抵触情绪，甚至
对老人的再婚伴侣态度恶劣，担心将来财产
继承、利益分配出现问题而极力鼓动老年人
离婚，致使矛盾愈加复杂。

此外，老年人离婚案件中，情感因素与
经济因素混杂，多种家庭矛盾纠纷交织在一
起，处理难度大。老年人退休后的一段时间
往往是离婚诉讼的高发期，夫妻双方个人志
趣、爱好的差异逐步显现，以往长期隐藏的
深层次矛盾更容易集中爆发，导致夫妻关系
紧张。另外，老年人离婚财产纠纷是重要因
素，且经济利益纠葛的影响权重越来越突
出，财产继承、分家析产、拆迁补偿以及遗赠
抚养等经济因素都可能是左右老年人离婚
的重要问题。

老年人旅游
受到损害后果往往较为严重受到损害后果往往较为严重

在涉及老年人的旅游纠纷中，北京二中
院则在调研中发现，造成老人死亡、残疾等
的侵权后果往往较为严重。

在一起案件中，70 岁的王某外出旅游
时，因旅游团人数不够，王某先后被四家旅
行社转手三次才得以出行，结果王某在旅游
过程中出现行走不稳，伴恶心、呕吐，导游叫
救护车将王某送往医院治疗，医院检查结果
未见异常，后王某回到酒店休息。次日凌
晨，王某开始意识不清、呼之不应、伴寒战，
导游再次叫救护车将其送往急诊抢救中心
治疗，后王某因脑梗抢救无效死亡。法院经
审理，判决四家旅行社对王某的死亡承担
30%的赔偿责任。

据二中院法官介绍，从 2014 年至 2018
年，二中院共审理老年人旅游人身损害案件
共 27 件，主要集中在侵权责任纠纷，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等方面。虽然案件
数量整体不大，但侵权后果往往较为严重，
其中 2 件案件中的老年旅游者造成死亡的
后果，7件案件中的旅游者造成残疾。

法官表示，从这些案件来看，显示出老
年人没有及时得到救助措施。老年人旅游

人身损害案件一般事发突然，情况紧急，特
别是突发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等急性疾病
后，不能立刻得到专业医疗人员救治，就容
易失去黄金抢救机会。一些老年人在旅游
过程中参加登山、骑行、徒步、海钓等项目，
因远离城市和人群，地处偏僻，遇到险情后，
救助难度大。

另据北京三中院法官介绍，近年来，以
低价出境游为名骗取老年人旅游保证金的
新型合同诈骗犯罪不断出现。

犯罪分子一般虚构能够提供出境旅游
服务，或者虽然提供真实的低价出境旅游服
务，但是要求老人交纳高额的保证金，再以
各种理由拒绝退还保证金。比如，在一起骗
取保证金的案件中，犯罪分子虚构了一家旅
游公司，并制作了假的公章和合同，谎称只
需缴纳一定数额的押金即可零团费参加境
外旅游，回国一定期限内便将押金如数返
还。但老人交了保证金后，迟迟等不到出游
的通知，方知被骗。

据法官介绍，这类骗取旅游保证金的骗
局专盯老年人。中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差，难
以识别骗子明显的诈骗意图，对于只需缴纳
一定数额的押金即可零团费境外旅游，几百
元游巴厘岛、日本、美国这样明显的诈骗手
段缺乏识别能力。

老年人理财
多以高息理财等旗号侵犯财产权益多以高息理财等旗号侵犯财产权益

在老年人财产权益方面，近年来，各种
打着“高息理财”“低价养老”等旗号侵犯老
年人财产权益的案件频发。根据北京三中
院的调研，以老年人为目标的侵财犯罪逐渐
成为经济犯罪领域的一个突出现象。

三中院发现，在这类案件中，目标就是
以老年人群体作为欺诈对象，一般多以高息
理财、低价买房、低价旅游等方式骗取老年
人钱财。而老年人的法律意识和判断能力
相对较弱，进入犯罪分子的圈套后往往不能
很快觉察，甚至在一些非法集资案件中，老
年投资人获得些许收益后会主动帮助犯罪
分子宣传介绍。

丰台法院同样对涉及老年人的财产权
益案件进行了调研，法院发现，老年人购买
理财产品后导致财产受损的案件呈现高发
趋势。

据丰台法院介绍，近三年，丰台法院共
受理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 442 件，其中，原
告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有 327 件，占比 74%。
法院在审理中发现，这些案件中，区域集中
性明显。涉及同一被告的诉讼中，原告少则
三五人多则二十余人，其居住地均集中于同
一街道或区县。

丰台法院法官介绍，“以我们办理的某
公司理财案为例，投资人居住在同一街道的
占比60%；另一公司理财案中，涉案166个委
托理财合同纠纷的投资人绝大部分居住在
统一区县，这与老年人群体说服带动能力
强，拉拢说服亲朋、同事、邻居一同投资、一
同起诉密切相关。”

老年人理财案件后果往往较为严重，
容易引发家庭矛盾。法官表示，老年人投
资资金多为其多年积蓄或亲友拆借而来，
或是为了给子女买房置产，或是为了留作
养老所需，在资金闲置期想投资获利，但因
理财公司一方违约，甚至人去楼空或者因
虚构投资项目、违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嫌
刑事犯罪等情况，致使投资人陷入多年积
蓄无法追回的境地，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
与家庭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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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多老人都为刚工作结婚的子女出
资凑钱买房，但不少小两口闹离婚后，都有一
方拒绝还款，认为这是老人的“赠与”。而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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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施行，夫妻
一方事后追认是向父母借钱买房，且有父母出
资证明，依据新的司法解释，则属夫妻共同债
务，父母债权人主张权利将获法院支持。

典型案例典型案例
岳母诉小两口还买房钱证据充分获法院支持

已退休的李玉华女士称，出资为女儿女
婿在北京和河北分别购买了两套住房，原打
算等小两口工作生活安稳后，她也有了依靠，
可以安心养老了，却不料小两口诉讼离婚，女
婿还否认岳母资助买房。

年近六旬的李女士家住北京市海淀区，她
早年丧偶，与女儿小莉相依为命，为了给女儿更
好的生活条件，她辞去公职下海经商，在商海上
沉浮三十余载，终于挣得一些产业，女儿也在她
的悉心培养下，顺利考上北京的重点大学。

毕业后，小莉与男友王先生登记结婚。
王先生在河北老家工作，小两口每周往返于
两地，他们的儿子小豆一直随小莉和李女士
住在北京。母女俩多方求助，想将王先生调
动到北京工作，但无果。长期异地生活加之
工作压力，小两口之间出现矛盾，王先生于去
年提出离婚，二人都同意儿子由小莉抚养，但
在房产分割上争执不下。

李女士说，王先生固定月收入仅够维持
自己的日常支出，小莉收入也不高。在女儿
婚后，李女士就资助小两口购买了北京朝阳
区和河北保定市的两套住房，仅朝阳的三居
室就花费 500 多万元。买房时，李女士直接
刷自己的银行卡，向开发商交了费。买保定
的房子时，小两口只拿得出部分首付款，李女
士便出资将首付款补齐，还让自己的租户将

北京商铺的租金直接转交给小莉，让小莉付
新房月供。就连小外孙的学费、特长学习班、
家教、保姆等费用，也都是李女士支付的。

虽然这两套房都登记在王先生和小莉的
名下，王先生还住着河北的房屋，但李女士不
禁提出质疑：“我辛苦了一辈子，为了女儿一家
生活幸福，出钱给他们买房和生活。8年里，
我至少为女儿女婿提供了 900 多万元资金。
现在女婿提出离婚，难道他没有义务偿还吗？”

李女士认为这些借款属于小两口的夫妻
共同债务，遂起诉要求二人还款。但在庭审
中，王先生极力抗辩，称他和小莉都有稳定的
收入，无需向李女士借款。他认为原告李女
士与被告小莉母女串通，进行虚假诉讼，而他
对李女士出具的小莉所写的“虚假借条”完全
不知情。他坚称婚后购买的两套房屋是他和
小莉的夫妻共有财产。

王先生提出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
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
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
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即使李女士出资购
房了，也发生在我和小莉结婚之后，依据这一
法律规定，应属对夫妻二人的赠与。”与此同
时，还有不少人也持有这样的看法。

为了证明自己为小两口出资，李女士提
交了第三方证据，包括银行、房产开发商提供
的存取款单据、转款凭证、购房发票等。经北
京海淀法院查明，小莉与王先生在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为了购买北京市朝阳区、河北保定
市的房产，王先生的工作调动，在北京抚养小
孩、小孩上幼儿园、上小学的费用，交纳保险
及家庭生活支出，向李女士借款。李女士向
地产公司、学校付款，向小两口账户汇款、存
款等，或者指示自己的租户将租金汇给小两
口，以多种形式提供了借款。

法院认为李女士能够提供相关证明，在小
两口婚姻存续期间，为二人提供了巨额借款。
加上李女士和小莉补签的借条，足以认定借款
事实的存在，而小两口并未提供还清借款的证
据。所以，法院确认原告与二被告之间存在民
间借贷关系，认定借款事实存在，借款属于王
先生和小莉夫妻二人的共同债务，二人应当共

同偿还，并支付第一次起诉日起至实际付清之
日的利息，按照年利率5%计算。

新规出台新规出台
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借钱 属夫妻共同债务

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张海霞律师说，
2018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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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施行。根据该解释第一条规定，“夫
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
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第二条也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
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而此前，这类情况能否认定债务或属夫
妻共同债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有的
案件中被认定为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法律
依据就是王先生提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有的则被认为
属于签字借款一方的个人债务。

根据新的司法解释，小莉事后签字追认
的借条可认定属夫妻共同债务。存在第三方
证据能证明的付款事实佐以夫妻一方出具的
借条，可认定借款事实的存在，只有一方签名
也得两人一起还钱。夫妻一方父母在婚后的
出资可能成为夫妻的共同债务。

今年初，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个
生效案例，可据此作为指导案例使用。小余和
黄先生婚后打算购房，5年前，小余母亲毛女
士在小两口购房的开发商处刷卡8万元作为
购房定金，向黄先生银行卡转账汇款2万元，
又向银行提交贷款申请：毛女士向银行贷款
60万元，期限24个月，委托支付给黄先生。该
贷款获批后，60万元划入黄先生的账户，黄先
生将这62万元用于购房，后房屋登记在他的

名下。前年6月因原借条遗失，在父母要求
下，小余向父母出具70万元的借条。同年小
两口离婚，小余父亲向二人主张 70 万元借
款。黄先生承认收到钱，但认为这是老两口赠
与他们的购房款，他没有还款义务。最终，法
院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判决黄先生、小余偿还
老两口本金70万元。法院认为，因子女婚后
经济困难，父母为其婚后买房出资，且父母未
对该出资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子女主张该借
款为赠与，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承担不利后
果。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的关系宜认定为民
间借贷关系，子女应承担偿还借款的义务。

律师解析律师解析
事后补的借条算不算数 关键要看证据

按照新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难道夫妻
一方没借钱，补个借条，也算是夫妻共同债
务，另一方就要一起还债？对此也有人质疑：
如此一来，夫妻一方背着另一方借债、借高利
贷，会不会都会变成夫妻共同债务，需要两个
人共同偿还欠款？

张海霞律师认为，这并非都会成为夫妻
共同债务，关键还在于该债务是否真实存在，
能否提供第三方转账凭证，该借款是否用于
夫妻家庭共同生活支出，借款数额是否巨大，
是否在正常家庭支出的合理范围之内。

如果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举债，尤
其是数额较大的债务，已经超出了家庭日常
生活所需的范畴时，认定该债务是否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的标准，就需要债权人证明该债
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
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这无疑是基
于公平、公正原则对夫妻非举债一方的保护。

在此张海霞律师建议，对于年轻人来讲，
持续啃老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夫妻二人共
同努力同步成长才是维系夫妻感情、家庭和
谐最为重要的因素。另外，像这位李女士，很
多情况下是直接将现金给了女儿小莉或女婿
王先生，之后则因缺乏证据支持，很难追回。
所以对于老人而言，从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
角度讲，还是要提前固定证据，以防止一旦发
生情况，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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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警惕高息理财类骗局

老人资助小两口买房遇麻烦老人资助小两口买房遇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