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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法制周报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李石江 周智勇 王球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老
年人婚姻状况也广受社会的关注。 在现
实生活中， 有很多老人选择了“搭伴养
老”方式，还有的老人为此签订了“搭伴
养老”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向对方给付
金钱。

但是， 这种以给付金钱来维持双方
婚姻关系的约定， 常常会出现一系列问
题。法官提醒：“搭伴养老”需要谨慎。

以婚姻“索财”之约定无效
2015年3月，74岁的李某和49岁的

王某结婚了。 从通过婚姻介绍所相识到
结婚，仅用了3个月。

结婚之前，两人签订了一份协议，约
定李某负责王某所要交的首次社会养老
及医保的保险费（40岁至47岁）， 并在
2015年上半年交清； 李某对王某婚前所
买的新房提供2万元资助；双方婚前和婚
后财产各自掌管支配。结婚后，双方有一
方逝世，不得占住对方的房屋；如王某反

悔， 则要返还李某为其购买的两险费和
房屋资助费，如李某反悔，不能要回给王
某的费用，再追加给王某5万元。结婚后，
李某按照约定支付了相关费用。

2016年6月，李某与王某因生活问题
不断争吵。随后，王某向李某提出离婚，
李某则要求王某返还为其花费的11万
元。同年8月，王某支付给李某3万元，并
从家中搬出。

2017年4月，李某向长沙市天心区法
院提起诉讼， 诉请判令解除双方婚姻关
系，判令被告王某返还原告10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原、被告双
方婚前缺少了解，感情基础薄弱，婚后不
久即分居，现双方均同意离婚，故对于离
婚的诉请应予支持。本案中，李某为王某
交纳的养老保险金、 医疗保险金及资助
王某赎回房产的费用， 约定以此为维持
婚姻关系的条件，属于无效约定。对于借
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
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第1款
规定：“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离婚时，
如结婚时间不长， 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

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
2017年8月， 天心区法院依法判决：

准予原、被告离婚；被告王某在向原告支
付3万元的基础上再返还4万元。

“夫妻协议”不具法律约束力
近日， 桂阳法院也审结了一起特殊

的婚约财产纠纷案件。
78岁的杨某与43岁的曾某在婚姻介

绍所相识恋爱。2016年12月12日，杨某与
曾某签订了一份“夫妻协议”，约定男方
杨某的工资卡交由女方曾某管理， 共同
开支；男方杨某现有住房，在杨某去世后
归女方曾某免费居住， 直至其百年归寿。
当日，杨某将其退休工资卡及银行存款现
金5万元交付曾某，曾某收取后立下字据，
若女方反悔需将订婚金5万元退回杨某。

2017年1月，杨某认为曾某对其不关
心、不照顾，便将工资卡挂失，工资卡中
的3500元已由曾某支取。为此，杨某要求
与曾某到婚姻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曾某未同意。杨某要求曾某退还5万元订
婚金，遭到曾某拒绝。无奈之下，杨某诉
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 合法夫妻是指根
据《婚姻法》规定取得结婚证，即确定了
夫妻关系的男女双方。本案中，原、被告
未依法登记取得结婚证， 不属于夫妻关
系，双方于2016年12月12日签订的“夫妻
协议” 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 该协议对
原、被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催促与
被告登记结婚，被告未与原告登记结婚，
属于被告违约。由于原告年事已高，且有
病在身，被告收取原告多年的养老积蓄5
万元存款，将给原告造成生活、就医等方
面的实际困难。 法院遂依法判决原告杨
某与被告曾某签订的“夫妻协议”无效，
被告曾某返还原告杨某5万元。

法官提醒：
老人再婚可进行婚前财产公证

恋爱中赠与财物要理智， 双方确定
婚约后，应及时办理结婚登记，从法律上
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特别是老人如选
择再婚，婚前要做好双方婚后生活、财产
等方面的约定或协议， 进行婚前财产公
证并履行合法婚姻登记手续， 减少和杜
绝以后的隐患和纷争。

子女的监护职责
可委托他人

刘先生：我的弟弟和弟妹常年在外工作，有个女儿一直
都和我母亲生活在一起，平时都由我照顾。前不久，我母亲
去世了，但弟弟没把孩子接走。多年来，我和侄女有了很深
的感情，我能否成为侄女的监护人？

律师回复：未成年人和父母长期分离，由于亲情缺失、
监护不力，容易导致未成年人在生活、教育、心理、道德、安
全等方面出现问题。因此，父母因外出务工或其他原因不能
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 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
成年人代为监护。最高法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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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监护人可以
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 因被监护人的侵权
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但另有约定
的除外；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连带责任。”需要注意的
是，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并不消灭监护
人资格，不是监护人资格的转移。受托人因监护人的委托而
代行监护的职责， 其本身并不一定在法律规定的监护人范
围之内。

物业擅自提高收费
合理吗

赵先生：我所居住的小区，物业公司按照每月每平方米
3元的标准收取。但前不久，我们得知，物业费要涨到4元。对
此，物业公司提高收费标准是否合理？我们该怎么办？

律师回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
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物业服务企业违
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或者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定，擅
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者重复收费，业主以违
规收费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业主请求物
业服务企业退还其已收取的违规费用的， 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通讯员 吴林芳 左强

近日，随着8名团伙成员在娄底被民
警抓获归案， 常德警方一举打掉了一个
以湖北老乡组团， 流窜作案于湖南、湖
北、广东等地的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已
被刑事拘留。同时，马某、陈某、杨某等人
因涉嫌赌博犯罪也被刑拘。

这一电信诈骗团伙，以“美女”微友
作为诱饵，专钓博彩收码人。

7月初，在常德做生意的小莫（化名）
在微信上收到陌生人“露露” 的好友申
请，他通过了。从微信头像来看，“露露”

年轻漂亮。之后，“露露”经常向小莫聊
起自己的哥哥“李超”在常德火车站周
边开了家建材店，家底丰厚，平时喜欢
买码，玩得特别大，想找个收码单的人合
伙赚钱。

为了获取小莫的信任，“露露” 把见
面地点约在“李超”的建材店。走进“李
超”的店，高档的装修，“正规”的营业执
照，店内的货物也不少，小莫信以为真。

“你负责收码单，把收来的单子报给
赌博网站， 我和朋友买的码单都报到你
这里。”“李超”告诉小莫，每期码单小莫可
以得到5%的提成，自己则拿7%。小莫想到

每期码单上万元，提成不低就同意了。
除了“露露”，“李超”的妹妹还有“欢

欢”“红红”等人，她们均以同样的方式将
“李超”介绍给马某、陈某、杨某等人，有
的甚至连面都没见， 只是通过电话联系
或者微信转账。

从7月10日起，“李超”在小莫处开始
下码单， 声称开奖后再结账。 起初的几
次，开奖后，“李超”中码，小莫也尝到了
甜头。随后，“李超”开始“加码”，中码后
小莫就转给“李超”，没中码，“李超”就
声称下期一起结算。7月26日，“李超”在
小莫处下了10万元的码单，当晚开码后

没中，就将小莫的微信删除了，将其手
机设置为黑名单，“李超”和“妹妹”们都
消失了。

“李超”等人就是用这种伎俩，向受
害人报单300余万元，非法获利122万余
元。 常德市芷兰派出所所长铁德进介
绍：“这个案子侦破难点在于，受害人不
敢报案，可提供的证据少，‘李超’这伙人
从手机号码到身份证、车牌号等等，全部
是假的。 该团伙的犯罪嫌疑人都来自湖
北，他们每流窜到一个地方，一旦诈骗得
手，便转换地方，反侦查能力强，十分狡
猾。”因收码单涉嫌赌博犯罪，该案的受
害人在被骗后多数选择“打碎了牙往肚
子里咽”，这也给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可乘
之机。

以给付金钱维持婚姻关系引发一系列法律问题

“搭伴养老”须慎之又慎

电信诈骗新套路：“美女”微友专钓博彩收码人

亚运会水上项目

名将周玉再拔头筹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周倜）雅加达亚运会已近尾

声，“湖南速度”依旧在竞赛水域“领跑”。在今天进行的雅加
达亚运会皮划艇静水比赛中，我省名将周玉再拔头筹，携队
友先后斩获女子双人皮艇500米、女子四人皮艇500米两项
桂冠。

来自我省的老将周玉，在业界有“水上飞”的称号。在女
子单人皮艇200米以及500米上，她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竞
技水平。本届亚运会，周玉“改行”出战双人皮艇赛，与名将
李悦联手作战皮艇500米，两人一路过关斩将，闯进决赛后
更是势不可挡，最终以1分45秒266的成绩问鼎，帮助中国
队时隔八年后再次拿到这枚亚运会金牌。

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决赛中， 尽遣主力的中国队派出
了马青/周玉/杨佳丽/黄杰仪搭档的组合。决赛中，四位姑
娘被分在第5道，自出发开始，她们一路领先，最终以1分33
秒896折桂，中国队在该项目上捍卫了“亚运三连冠”。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周倜）湖南
省第十三届运动会足球赛（成年组）今天
上午在邵阳体育中心正式打响。 来自全
省11支队伍、 共251名选手将在8天时间
内竞逐绿茵场。

本届省运会足球赛（成年组）只设男
子组比赛，11支队伍被分成两组分别进
行“循环赛”。根据竞赛规程，比赛将分为
两阶段进行，先“分组循环”，后“交叉淘
汰”，决赛将在9月8日上午展开。

邵阳体育中心的球场崭新且宽敞。根
据赛程，两片球场分别设在体育中心内馆
与露天球场，“内场外场”都有“大战”。

两场揭幕战同时进行， 均为好戏。衡
阳队与岳阳队的较量在内馆展开，水平更
高一筹的衡阳队最终以3比1喜获开门红。

露天球场的比赛，90分钟时间内，怀
化与株洲两队均“颗粒无收”。按照省运
会竞赛规则，每场小组赛必须决出胜负，
且不设置加时赛。如此一来，揭幕战便

有“点球大战”的好戏“吊足”了观众的
“胃口”。

点球大战中，双方较量更显焦灼，轻
推入网、直落网角、假动作……球员们使
出“浑身解数”，惹得在场观众不断拍手
叫好。直到战成3比3平后，双方先后有球
员出现失误，再次增加比赛悬念。此后，
率先罚完全部点球的怀化队以5比4领
先，“倍感压力” 的株洲队在最后时刻出
现失误，球打在门柱上，最终遗憾落败。

湘涛6比1大胜上海申梵
创单场进球纪录，排名升到南区第3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王亮 通讯员 黄泊远）中乙
联赛第22轮今天展开， 湖南湘涛华莱队客场以6比1大胜上
海申梵队，6个进球创下队史单场进球纪录。本场战罢，湘涛
华莱队10胜8平4负积38分，排名从南区第4升到第3位。

对于本场比赛大胜对手， 湘涛主帅孙卫表示球队不会
放松状态，进多少个球，是否破纪录都并不重要，拿到三分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8月初， 上海申梵队老板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拘，
球队也因此深受影响，近3轮全部失利，而且狂丢20球。今
天的比赛也呈一边倒，第8分钟，王君禁区内被放倒，主裁判
吹罚点球，张浩主罚命中。第14分钟，庄佳杰罚球区前接袁
露横传后打远角得分。第18分钟，刘帅和队友撞墙配合后推
射远角被门将倒地封出，王君后点补射得手。第25分钟，王
君右路内切后左脚兜射死角梅开二度。 下半场袁露和谭斯
又各入1球，将比分扩大到6比0。大比分领先后，湘涛华莱
队有些走神，上海申梵队8号赵泓旭从中场吊门得分，打入
挽回颜面的一球。

省运会举行升旗仪式
9月1日， 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升旗仪式在衡阳市体

育中心前坪举行， 来自全省14个市州代表团和省体校代表
团部分代表参加升旗仪式。 傅聪 唐俊 摄影报道

中国汽车漂移锦标赛
株洲站落幕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戴鹏）
经过3天的角逐，2018中国汽车漂移
锦标赛株洲站比赛今天在株洲汽车
博览园落幕，共有来自全国14个车队
40余名赛车手参赛。这是湖南省首次
举办该类比赛，株洲也是省内唯一的
站点。

中国汽车漂移锦标赛 （简称
“CDC”）， 是经过国家体育总局和
中汽摩联批准的国家A级汽车赛
事，2013年至今已在全国14个城市
举办了20余场分站赛。因赛事本身
极具挑战性和观赏性，每年的城市
分站赛都吸引了大量车友关注和
参与。

本次在株洲举行的中国汽车漂
移锦标赛城市分站赛，是2018年首届
中国·株洲国际赛车文化节上的“重
头戏”。 赛车手们不断上演各种高难
度惊险特技，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
冲击。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9月1日， 随着中国男篮以84比72击
败伊朗队， 雅加达亚运会三大球项目全
部落幕，中国队大发神威，在同一天结束
的男、女篮和女排项目上，携手登上最高
领奖台。 加上之前三对三篮球赛男女一
起夺冠，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三大球共
8个项目上，获得了5枚金牌。

四年前的仁川亚运会， 中国三大球
表现非常糟糕，6个项目， 最后一枚金牌
都没有获得。时隔4年，中国队在三大球
项目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三大球中， 中国队在篮球项目上表
现最好，包揽了全部4枚金牌，霸气外露。
尤其是年轻的中国男篮， 小组赛击败实
力强劲的菲律宾队， 半决赛轻松拿下中
国台北队。决赛面对老练的伊朗队，中国
男篮的小伙子们落后时不急不躁， 领先
后保持专注、毫不懈怠。稳定的心态下，
中国男篮三分球全场21投13中。 回顾比
赛，周琦、阿不都沙拉木、方硕、丁彦雨航
等球员都充分发挥出了应有水平， 让球
迷对中国男篮参加2019年世界杯充满新
的期待。

早于男篮结束的女篮决赛， 中国女
篮赢得不轻松。面对朝韩联队，中国女篮
全场没有拉开过比分， 第四节凭借邵婷

的稳定发挥，以71比65取胜，第8次登顶
亚运会。

在中国男篮击败伊朗队后， 中国篮
协主席姚明在观众席上笑得合不拢嘴。
而中国篮球在本届亚运会上包揽4金的
表现完美， 印证了中国篮协近一年的改
革是多么成功。

作为中国三大球中实力最强劲的一

支队伍， 中国女排的夺冠最为轻松。1日
的决赛以3比0击败泰国队后， 中国女排
的8场比赛，不但全部取胜，而且一局未
失。赛后，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表示：“女
排赢得轻松， 源于背后做了大量细致的
准备。 这枚金牌非常特别， 让我回想起
1978年， 自己作为队员第一次参加了亚
运会。时隔40年，我又作为教练拿到了亚

运会冠军。”
中国三大球的其他队伍， 中国女足

获得亚军，中国男排排名第9，中国U23
国足进入了淘汰赛， 但第一轮就被沙特
队以4比3击败，无缘8强。显然，尽管中国
三大球在本届亚运会上整体表现出色，
但中国男排和男足表现仍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

三大球，打了个翻身仗

� � �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王亮）记者
昨天从省体育局了解到， 宣传新能源、
绿色出行的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
环洞庭湖站将于10月12日正式开赛。

2016年， 环洞庭湖新能源汽车拉力
赛横空出世， 成为我省首个自主打造的
国际性新能源品牌赛事。2017年，赛事新
增“京津冀站”，升级为“中国新能源汽车
拉力锦标赛”。今年，赛事影响力进一步

扩大，又新增9月底的四川成都站和11月
中下旬的重庆站， 加上环洞庭湖站和京
津冀站，共4站比赛。

本次环洞庭湖站从常德发车，10月
12日为常德-益阳站，13日为益阳-南县
站，14日为南县-岳阳站，15日为岳阳-
长沙站，16日为长沙站场地赛以及赛事
闭幕式和总颁奖仪式，赛段总长度522公
里。

目前， 参赛车企和车手招募已经开
展， 组委会计划组织来自6个国家的100
名专业车手参赛， 其中不乏来自北欧新
能源汽车拉力赛、达喀尔汽车拉力赛、环
塔汽车拉力赛等国内外知名赛事的高
手。同时，本次赛事依然面向社会大众招
募车手，将在9月上旬启动。

本站赛事由湖南省人民政府、 中国
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主办。

省运会前奏 省运会足球赛（成年组）打响

新能源汽车拉力赛环洞庭湖站10月12日开赛

9月1日， 中国男子和女子篮球队在颁奖仪式后合影。 新华社发

2018雅加达亚运会
8月18日－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