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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内夫妻共同房产有纠纷
该如何处置
女士是有权利要求分割共有房产的，她可以在婚
内直接起诉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也是法律
对弱势方权益的保护。
妻私自卖房，夫能否追回？

房产分割问题一直都是夫妻离婚纠纷中最普遍、矛盾最多的问题，然
而如果还没有离婚，夫妻之间能否分割房产呢？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遇到房产方面的问题该怎么办呢？笔者在此根据实际案例解答相关法
律问题。
不离婚，可否分割共同房产？

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
利益的除外：(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
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造成夫妻共同债务等严
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二)一方负有
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
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财产原则上是共
同共有，但书面协议分别所有的除外。
《物权法》
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
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
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
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
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
丈夫挥霍度日导致黄女士没有积蓄不能手
术医治，如果其丈夫不同意支付她的医疗费，黄

姚先生家里所有的经济支出都由妻子分配，
妻子前一段时间瞒着他将家里的一套房产卖掉
了。姚先生称，这套房子是他们夫妻三年前购买
的，写在了妻子的名下，房子一直对外出租。去
年房价大涨，妻子竟瞒着姚先生将这套房子卖掉
了。卖房子的钱妻子也没有存在他们夫妻名下，
反而是补贴到自己娘家，给娘家换了一套大房
子。姚先生得知此事时已经是卖房子两个多月
后了,他不知道妻子私自卖房自己能否追回？
律师解答：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登记在夫妻一
方名下的共同共有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
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单方出卖的，属于无权处
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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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一条中规定，一
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
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
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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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第三人如果符合上述
条件，姚先生就很难追回房屋了，但是他有权在
离婚的时候要求妻子作出相应赔偿。可如果姚
先生不选择离婚，那么妻子卖房子所得也应属于
他们夫妻共同财产，应由夫妻共同决定如何分
配。
吕斌

在微信上转错钱，
该如何追回
微信上转错账
对方收走钱还拉黑汇款者
2016 年 12 月 25 日，
刘先生接到朋
友电话，对方说急用 5000 元钱，想让
他支援一下。刘先生很爽快地答应
了，通过微信向朋友转账了 5000 元，
并告诉朋友
“接吧”
。没想到对方发来
一句
“什么意思”
，
刘先生还纳闷呢，
马
上回了一句“给你钱啊”，对方发过来
一个问号。此时刘先生觉得有点不对
劲，
马上确认对方身份，
发现对方不是
他的那个朋友。刘先生马上告诉对方
“转错了”
，
对方没再说话，
也没有接收
钱，刘先生就等待系统自动退回。没
想到不一会儿，对方把钱接收了。刘
先生发消息给对方，表示要求对方归
还其 5000 元。但是刘先生已经被对
方拉黑了。

利纠纷的管辖法院是被告住所地，事
主所在地的法院是没有管辖权的，因
此需要到被告户籍地或者经常居住
地法院起诉。另外，一定要注意保存
好微信转账记录和银行卡明细，这可
以作为证据提交。只要事实清楚证
据完整，事主可轻松胜诉，追回自己
的损失。
4. 不 知 对 方 身 份 信 息 怎 么
办？ 如果对方是以手机号码注册，可
以尝试通过手机号码找到其身份信
息；如果这种方式依然不能确定对方
身份信息，可以通过警方尝试与微信
后台沟通，
寻求工作人员帮助。

眼下，通过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完成转
账，造成错误和意外的越来越多了。万一对
方不愿意归还，
该怎么办？听听律师的建议。

转账错误造成损失，应由谁赔偿？
互联网转账错误造成的损失，受
害人有权要求获利方返还钱款。如果获利方拒
不返还，受害人可以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可以向获利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以
“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起诉获利方，要求返还钱
款。人们在发现自己转账错误后，应当注意保
存相关的打款凭证作为证据。至于银行和互联
网公司，因为受害人是因自己的过错造成的损
失，银行和互联网企业并无过错，因此受害人无
权要求这两者赔偿其损失。
转账错误，如何要回钱款？
1.及时与对方协商沟通。
《民法通则》第九十
二条规定：
“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
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
失的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予贯彻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一百三十一条规定：
“ 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
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
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
收缴”。如果发现微信转账有误，事主应该及时
联系对方，要求对方退还，对方有返还的义务。
如果对方明知转错账，接收钱后拒不返还，就属
于不当得利。如果涉及金额较大的话，还可能构
成非法侵占刑事犯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将他人
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
为己有，
数额较大，
拒不交还的，
将构成侵占罪)。
2.联系客服。让客服与对方沟通，向客服咨
询求助。
3.沟通不成，起诉对方。如果对方拒不退
还 ，事 主 可 以 以 不 当 得 利 为 由 向 法 院 起 诉 对
方。需要提醒的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不当得

相关链接
遇银行转错账应如何维权？
1.在发现汇错账户后，客户最好
尽快到就近的银行柜台，凭转账当天
ATM 机出具的打印凭条向银行工作
人员核实对方账户是否存在。如果
对方账户不存在或无效，则款项将在
一定时间内自动回到汇款人账户。但如果对方
账户真实存在、有效，那么汇款人可以要求银行
工作人员提供对方的联系方式。但碍于公众隐
私，银行有可能不愿为你提供对方个人信息，这
个时候你可以要求银行试着与对方联系沟通，
帮忙协调。
2.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公安机关出面介入
调查。首先公安机关会要求银行查实对方身
份，
然后与对方沟通是否愿意把钱退回。
3.向法院提请民事诉讼，进行维权。转错
账，属于民事行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
转账人在法院起诉的时候，可以有两种案由起
诉，第一种是撤消转账行为，第二种是要求返还
不当得利。
周仁超

下班顺路搭同事的车回家；周末蹭朋友
的车一起出去玩……这样的“蹭车族”在生活
中很常见。嵊泗县的俞某好意让好友徐某搭
顺路车回家，不料途中遭遇车祸，徐某受伤。
徐某向俞某提出赔偿医药费，这让俞某怎么
都想不通：
免费搭乘，
出了车祸却要索赔？
这事最终闹上法庭。2016 年 10 月 28 日，
嵊泗法院判决被告俞某赔偿徐某各项损失共
计 15 万余元。
搭顺风车出车祸
徐某和俞某是同村人，且交情不错。俞
某开了一家小店，平日骑一辆电动三轮车去
码头提货。2015 年 6 月 20 日，俞某在码头运
货时，巧遇徐某。徐某问自己能否顺路乘俞
某的三轮车回家，
俞某欣然同意。
不料，意外发生了。由码头开往家里的
途中，因俞某操作不当，车辆侧翻，徐某从车
上翻下来受伤。
事发后，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书，
认定俞某负全部责任。
徐某被诊断手部、腿部均有不同程度骨
折。先后经历两次手术及住院治疗后，
目前他已康复。
徐某向俞某索要赔偿，遭到对方拒绝。俞某的理由是自己
免费搭乘徐某回家，是做好事，不需要赔偿，出于道义最多给予
5000 元补助。
2016 年 8 月 5 日，徐某起诉至嵊泗法院，要求判令俞某赔偿
各项损失共计 27 万余元。
法庭上，被告俞某称，这起事故中，自己也受了伤，只是没徐
某那么严重。事发后，他忍着自身伤痛，第一时间送当场昏迷的
徐某去医院，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现在对方却要求赔偿近 30 万
元的损失，
这对他犹如一个晴天霹雳。
车主赔偿 15 万余元
做好事顺路载好友回家遭遇车祸，
徐某需要赔偿吗？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中，
俞某出于善意向徐某施以便利，
让
他无偿搭乘自己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但俞某违反交通法规，明知
非机动车后座不能载人而搭乘徐某，
途中操作不当、
车辆侧翻，
致
使搭乘人遭受人身财产损失，其应对徐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
任；
而徐某疏忽大意，
缺乏安全意识，
明知非机动车后座不能坐人
而搭乘俞某的电动三轮车，他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遂应适当
减轻被告俞某的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原告徐某对本起事故承担 40%的责任，被告
俞某对本起事故承担 60%的责任，
赔款 156614.3 元。
黄银凤 方思蝶

面对配偶出轨
如何锁定有法律效力的证据

黄女士最近因为夫妻名下一套房子是否买
卖的问题与丈夫闹得很僵。黄女士称，这套房子
原本是他们夫妻婚后共同购买的，现在还有贷
款。原本丈夫工作很努力，可最近两年认识了一
些有钱人，经常和人聚会甚至参与赌博。时间久
了，丈夫就开始挥霍，花钱大手大脚，不到一年几
乎将家里的存款全都花了。黄女士这两年没少
和丈夫生气，也严重影响了她的身体。前不久，
黄女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于是她想到将名下这
套房子卖掉，换一套小一点的房子，先做手术治
疗，留下一些钱抚养孩子。可是一听说她要卖房
子，丈夫以及公婆全都反对。如果不离婚，黄女
士可以请求分割夫妻共同房产吗？
律师解答：不离婚不是不能分割夫妻共同房
产。
《婚姻法解释(三)》第四条规定：
“ 婚姻关系存

好意让朋友搭车
出车祸被判赔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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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珍视爱情的美好，尊重婚姻的神圣，
但如果婚内夫妻有一方出轨，你该如何锁定
出轨证据呢？出轨方会有何种法律后果？听
听律师的说法。
出轨即俗称的“婚外情”，法律的讲法是
夫妻不忠行为，我国法律上主要规定了三种
夫妻不忠行为，
即同居、通奸、重婚。
三种不忠行为的法律规定及其后果
1.通奸：指偶尔与婚外异性发生性关系的
行为。
法律后果：通奸其实并不是我国法律规
定的过错赔偿责任的行为，也就是说以通奸
为由请求赔偿是没依据的，但是在实践中，法
院一般会在适当照顾无过错的一方，即让与
他人通奸一方适当少分财产。
2.同居：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
妻名义，
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法律后果：这是婚姻法明确规定的过错
行为，行为人为过错方，另一方可以要求损害
赔偿。
3.重婚：指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
同居住生活，且周围的人也认为其为夫妻，或
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还有上述行为。
法律后果：构成重婚罪，无过错方在离
婚时可主张损害赔偿。
夫妻不忠行为的取证方法及注意事项
首先要明白，在民事诉讼上，是“谁主张
谁举证”原则，同时，婚姻问题的举证容易侵
犯隐私权，
收集证据需要特别小心。
捉奸尽可能邀伴同行
当知道对方准备或者正在与他人通奸
时，尽可能邀请两三个愿意出庭作证的人一
起前往捉奸，并尽可能用照相、录音、摄像等方式做好影像记录。
一旦涉诉，
证人很重要。
尽可能多地收集间接证据
间接证据包括 QQ 或微信聊天记录、电话记录、短信内容、电
子或纸质书信、两人在公共场合较为亲密的照片、一起旅游的合
影、租房合同、物业和水电费凭据、开房记录、票据、视听资料、证
人证言、互赠礼物、村(居)委会与派出所的证明等，间接证据形成
完整证据链，
可认定事实成立。
对易消失、
更改的证据及时保全
对于电子版、手机短信类容易被删改的证据，一旦取得最好
及时通过公证的方式保全，这样，即使对方以后删除或者更改，也
不受影响。
监听监视须合法
非法安装监听和监视设备看起来效果很好，但是这样收集的
证据容易因为违法获取证据而被排除，同时还可能因为侵犯第三
方权利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所以监听监视需谨慎而行。
适当借助公权
当发现配偶与第三者在宾馆开房进了房间，
该怎么办?
最好的做法是打 110 报警，说明自己看到配偶与陌生人正在
宾馆开房，怀疑是在卖淫嫖娼，因为自己一个人，如果硬闯进去怕
人身安全受威胁，同时也担心引发其他法律责任，需要求助警察
介入。
徐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