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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二孩上户口“假离婚” 为买房避税施计“假离婚”

“假离婚”背后布满雷区 涉足者法律风险大
吴卫娟

张先生认为， 罗女士现虽租住

子，加上经营公司等日常事务较繁

士遂将刘先生及其父母、 孩子轰出

书》为行政备案手续所需，双方真实

现居住房屋。

以外的家庭财产 （包括存款、 保险

在 140 余平方米的房屋内， 但由于

忙，导致对大儿子张甲的关心和照

意图并不在于就解除婚姻关系后的

等）折合人民币共计 22 万元全部归

近日，一篇名为《现实版“我不

收养了三个 1 岁多的孩子， 雇用了

顾缺失，致使张甲学习成绩下滑，影

刘先生多次尝试复婚， 均被张

夫妻财产、子女抚养问题实际分割。

女方所有。 两人还约定，其中一方首

是潘金莲”，北大博士后骗离婚》的

三个保姆照看连同张乙在内的四个

响了张甲身心的健康成长，法院由

女士拒绝。刘先生认为，双方在民政

刘先生对于离婚协议中的约定并非

先与第三者结婚或同居， 则有此行

帖子在网络上
“火”了起来。 发帖人

孩子， 保姆费及四个孩子的平时花

此确定大儿子张甲由张先生抚养。

局备案登记的《离婚协议》系为了以

其意思自治的表现， 由此产生的效

为的一方须放弃全部家庭财产，另

称，丈夫以给孩子上北京户口为由

销并不低， 张先生觉得这不利于孩

果亦非其真实意愿， 双方在离婚协

一方获得全部家庭财产。

提出“假离婚”，但等孩子落户成功

子的成长。故张先生诉至法院，请求

后前夫却拒绝复婚，女子被“净身

判令大儿子张甲由张先生抚养，罗女士

为买房避税施计“假离婚”
丈夫悔诉离婚协议无效

离婚再复婚的方式规避国家针对购

出户”，前夫却另有新欢，且新欢已

每月支付抚养费 2000 元。法院经审

有身孕。

理后，支持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官释法

在现实生活中，“假离婚”的现

买二套房所需的税费， 并非双方真

议书中的约定并非建立在双方对于

2010 年，李先生再婚，李女士

实意思表示，因此该协议内容无效。

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有明确认知且

一纸诉状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判决

原告刘先生诉称，他与被告张

故张先生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判决

就此达成合意的基础之上。《离婚协

“净身出户”。 法院经审理后，
李先生

女士在婚前共同购买了北京市某套

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书》无效。 法

议书》 中的约定并非当事人真实意

驳回了李女士的诉讼请求。

房屋，并签署了《婚前购房协议书》。

院经审理后， 判决刘先生与张女士

思表示，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法官释法

象并不罕见，但“假离婚”背后映射

我国婚姻法规定， 父母与子女

两人约定：该房屋为双方共有；如双

签署的《离婚协议书》无效。

最终， 法院支持了刘先生的诉讼请

出来的法律问题发人深省，本文以

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

方分手，房产仍归刘先生所有，但其

法官释法

求。

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及是否适

三个典型案例予以阐释。

婚后， 子女无论是由父亲还是由母

应将张女士已承担的全部费用还给

我国民法通则第 55 条规定，民

夫妻为二孩上户口
“
假离婚”
事后丈夫索要大儿子抚养权

亲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张女士；该房屋发生增值的部分，刘

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

生经协商于 2006 年签订了《假离婚

离婚后， 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

先生应按照张女士实际投入的资金

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

妻子因患病与丈夫
“
假离婚”
男方再婚后被诉
“
净身出户”

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乳期

比例向张女士支付增值收益。

力，二是意思表示真实，三是不违反

原告李女士和被告李先生是大

记手续，自此，双方已经解除了婚姻

原告张先生与被告罗女士结

内的子女， 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

2013 年 8 月，刘先生与张女士

婚后，于 2001 年 12 月生育了一子

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

在北京某处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后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 刘先生

毕业后李女士在沈阳工作， 李先生

此外，李女士与李先生于 2006

张甲。 2009 年 1 月，为了给即将出

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

生育一子。 2016 年 2 月，刘先生与

与张女士离婚前与他人签署购房合

在北京工作。 二人于 1991 年 12 月

年签订的《假离婚协议书》内容明显

生的第二个孩子张乙（2009 年 2 月

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

张女士商议以刘先生个人名义购买

同， 购买二套住房， 后双方签署了

登记结婚，并于婚后的 1996 年 2 月

有悖我国婚姻法中婚姻自由的原

出生）上户口，张先生与妻子罗女

的具体情况判决。

位于北京市的另一处房屋，两人打

《假离婚协议书》， 在 《假离婚协议

生育一子李甲。 2005 年，李女士因

则， 不能认定为系双方的真实意思

算通过“假离婚”的方式避税，待房

书》 中明确写明双方离婚是为了规

患躁狂抑郁症先后两次住院治疗。

表示，故该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且

士协议“假离婚”。 双方的《离婚协

在该案中， 张先生与罗女士虽

议书》中约定张甲、张乙归罗女士

已协议离婚， 但作为婚姻存续期间

抚养，张先生每月给付孩子抚养费

生育两子的父母， 对于子女仍有抚

2016 年 3 月，刘先生与张女士

4000 元； 罗女士名下房产一套，由

养和教育的权利及义务。 尽管张先

张先生负担房贷月供 1 万余元。

生与罗女士曾约定两子均由罗女士

产交易完成后再复婚。

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学同班同学，从大二开始自由恋爱，

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李女士
当。 根据查明的事实，李女士与李先
协议书》，并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
关系。

避二套房税费， 同日双方又在民政

出院后， 李女士与丈夫协商决

双方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的主要

局签署了《离婚协议书》，登记备案

定
“假离婚”，并于 2006 年 2 月签订

条款已经履行完毕， 李女士坚持的

签署了《假离婚协议书》，随后在民

离婚， 离婚后双方多次协商复婚的

了《假离婚协议书》，并去民政局办

诉讼请求和主张亦缺乏相关事实和

政局签订《离婚协议书》并登记离

事宜。上述事实可以说明，刘先生与

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约定，现有

法律依据，故法院不予支持。

现如今，大儿子张甲在寄宿制

抚养，但就抚养权变更、离婚后财产

婚。 《假离婚协议书》 上明确约定，

张女士以购买二套房避税为目的办

住房归男方所有； 为更好地照顾孩

学校读书、小儿子张乙跟随罗女士

纠纷双方多次对簿公堂， 此种冲突

“
假离婚”是为了规避购买二套房所

理离婚登记手续， 签署 《离婚协议

子，女方有权居住到购买住房；住房

生活，但是，罗女士拒绝张先生和

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造成了一定影

需的税费。 后该房屋因卖方的原因

孩子的爷爷奶奶探望两个孩子，导

响。 罗女士在租住的房子中带着三

未能完成交易，双方就重签婚前购

致彼此之间产生了矛盾。

个保姆抚养四个刚满一周岁多的孩

置房屋的归属协议发生冲突，张女

（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

出租人未进行催告不能直接解除租赁合同

迟延履行支付房租义务
承租人并非必然承担违约责任

为实现社会、家
庭和谐稳定，湖北英
山县法院遵循重调
轻判的原则，对每一

崔建民

高艳芝

承租人迟延交付房租， 出租人
应当对其进行催告， 出租人未进行

支持。对原告主张被告违约的事实，

同。 2014 年 9 月 12 日至 2014 年 9

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 且未对原告

月 13 日，原告丈夫董某向被告妻子

调解，每年调解结案

造成任何损失， 故对原告要求被告

徐某的手机发送欲单方解除合同的

达 600 多件， 受到

支付违约金的主张亦不予支持。

信息。 在诉讼过程中,被告积极表示

当事人好评。图为英

催告， 直接主张解除双方租赁合同
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本文将以一

法律评析
首先是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当
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认定。
在涉合同案件中, 当事人协商一致,

原告莫某与被告陈某于 2010

可以解除合同。 在没有约定的情况

年 9 月 1 日签订了租房合同一份，

下, 就要探究在哪些情况下当事人

合同约定， 原告将自己的门面房一

可以法定地行使合同解除权。《中华

间出租给被告使用，租期为 5 年（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四条规

2010 年 9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1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当事人可

日），年租金 5400 元，交付方式为每

以解除合同：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

半年一付，须提前交清租金。

可以随时履行支付房租的义务。 所

山温泉法庭法官在

以, 本案被告陈涵不存在违约的情

为一对离婚夫妻对
轮椅上的脑瘫儿抚

形, 原告主张违约金的请求不应予

则案例进行分析说明。

基本案情

件案件均精心组织

养问题进行开庭前

以支持。

的调解。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王思淼 / 摄

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未经他人允许让吸毒人员在合居套间中吸食毒品构成犯罪

哪种“容留”涉嫌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

实现合同目的； 在履行期限届满之

被告未按时向原告给付 2014

前， 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

年 9 月 1 日至 2015 年 2 月底的房

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

租 2700 元。原告莫某认为被告应当

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 经催

行为人未经他人允许，让吸食

杨子良 次仁平措 徐小珍

2016 年 6 月 2 日，拉萨市城关

法。 为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场

再次，“容留”的应有之义。 基

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凯犯容

所便利，既促成了吸毒人员吸毒，又

于以上对立法原意的分析和对实践

留他人吸毒罪，向城关区人民法院

帮助他们逃避打击，更为严重的是

需要的分析，凡是能在字面上解释

在 2014 年 9 月 1 日之前交纳租金，

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当事

毒品人员在合居套间中归他人单独

提起公诉。 11 月 18 日，城关区人民

它还是导致走私、贩卖、运输、制造

进来的行为，即为他人吸食、注射毒

但被告一直未给付。 后莫某以被告

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

使用的卧室内吸食毒品，是否属于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胡凯未经

毒品等上游毒品犯罪发生的重要因

品实际提供场所的行为，均应认定

陈某逾期交付房屋租金为由诉至法

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法

容留他人吸毒罪中的
“
容留”？ 下面

冯某某的允许可否随意进入冯某某

素。 所以，加大源头上治理毒品犯

为容留他人吸毒罪中的
“容留”。 引

院， 请求判决解除与被告的房屋租

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以一则案例进行法律分析。

的房间及胡凯对冯某某的卧室是否

罪的力度，将源头上的诱因行为设

申来看，这里的“容留”应作以下理

有排他性的控制力，本案现有证据

定为犯罪，无疑是治理毒品犯罪的

解：提供场所者可以合法取得场所

无法证实，故宣判被告人胡凯无罪。

必然抉择。 从立法文件来看，立法

的使用权，也可以未经许可或未合

宣判后，城关区人民检察院提出了

机关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而在 1997

法取得使用权；提供者对场所实际

赁合同并判令被告支付房屋租金
2700 元、违约金 2700 元。

由此可见, 承租人迟延履行支

基本案情

付房租的义务, 出租人应当及时进

被告陈某辩称，原、被告自签订

行催告, 并给承租人留有合理的履

房屋租赁合同以来， 被告一直积极

行期限。 承租人经催告后合理期限

2014 年 3 月 28 日， 房屋所有

抗诉。 2017 年 3 月 28 日，拉萨市中

年刑法中新设立了容留他人吸毒罪

获得使用权即可，不必对场所具有

履行合同，不存在违约的行为。其妻

内仍不履行支付房租的义务, 出租

权人参木某将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

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胡

的。 基于这一立法原意，司法实践

所有权或其他排他性权益；提供场

在 2014 年 9 月 1 日之前曾找到原

人可以解除合同。 结合本案来看,承

关花园 C 区某房屋出租给了刘某

凯的行为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

中对容留他人吸毒罪中的“
容留”的

所者取得的使用权可以是长期或永

含义理应作扩大性解释。

久的，也可以是临时短期的，只要提

告交付房租，原告当场拒不接收，并

租人迟延履行支付房租的义务,出

某，房屋结构为三室一厅。 后刘某

应依法予以惩处。 故改判胡凯有期

声称要单方面解除合同。 2014 年 9

租人既不催告, 也不接受承租人继

某将该房屋交由其公司员工居住，

徒刑七个月零四天，并处罚金人民

其次，从惩治毒品犯罪的实践

供者在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时提供

月 12 日至 2014 年 9 月 13 日，原告

续付款的请求。 同时,合同法第九十

其中被告人胡凯与其女友李某住一

币 2000 元，在案扣押的吸毒工具予

需要看“容留”的含义。 近年来，我

了场所供他人使用即可；提供场

丈夫董某向被告妻子徐某的手机发

四条第四项也不适用于本案, 承租

间，冯某某、刘某各住一间，客厅由

以没收。 现判决已生效。

国毒品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

所 者 提 供 的 次 数 和 每 次 时长不

送欲单方面解除合同的信息。 原告

人迟延支付房租并不导致双方合同

三人共同使用。 冯某某、刘某未常

的比例已从 2012 年的 7.73%增至

限，只要足以帮助吸毒者进行吸毒

请求解除双方房屋租赁合同的请求

目的不能实现， 因此出租人解除合

住，且未对各自所使用的卧室锁门

2016 年的 10.54%， 其增长幅度是

即可。

无事实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同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封闭。

法院认为， 被告虽然未按时向
原告交纳租金， 但其行为并不构成

其次， 承租人迟延履行支付房
租的义务是否必然承担违约责任?

法律评析

全部刑事案件总体增幅的 4.12 倍，

在本案中，胡凯为吸食毒品者

2015 年 12 月 24 日， 胡凯、冯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行为人未

成为增长最快的刑事案件类型之

提供其与冯某某、刘某合居的房屋，

某某、刘某外出期间，胡凯女友李某

经他人允许，让吸食毒品人员在合

一。在毒品犯罪中，容留他人吸毒罪

该房屋属于临时使用的相对封闭的

根本违约。 从原告丈夫向被告妻子

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

与朋友罗某在所居住的卧室内聊

居套间中归他人单独使用的卧室内

的增长尤其显著，此类案件在全部

场所，胡凯提供场所的次数为 1 次，

手机发送短信息的内容可以看出，

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

天。其间，与胡凯、冯某某、刘某三人

吸食毒品，是否属于容留他人吸毒

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比例已从 2012

吸食毒品的人员除胡凯外为 3 人。

其目的是为了单方解除双方的房屋

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承担

均相识的季某、罗某男友黄某及汤

罪中的
“
容留”？

年 的 10.17% 增 至 2016 年 的

胡凯利用冯某某外出和不知道其带

租赁合同， 对被告迟延交付房屋租

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

某某先后来到该房屋并在冯某某使

首先，从立法原意看“容留”的

26.22%。 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容留

人进入自己卧室吸食毒品的机会，

金并未进行催告。 原告主张与被告

损失等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履行

用的卧室内闲谈。 当日 20 时许，胡

含义。 何谓刑法中的“容留”，目前

他人吸毒案 2007 年为 878 件、2012

私自允许季某等人在冯某某房间内

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理由， 不符合

合同义务的情形应结合合同的性

凯回到该房屋后，在冯某某所使用

立法、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性文件

年 7761 件、2016 年 30819 件，最近

吸食毒品，属于未经许可和未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

质、目的及证据综合加以判断,在本

的卧室内拿出季某先前让胡凯存放

均未作出界定。 从字面含义看，《现

5 年间增长了 2.97 倍，10 年间增长

取得使用权但事实上取得使用权。

条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形， 双方当事

案中,被告陈涵一直积极履行合同，

于该房屋的毒品，与季某、黄某、汤

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容留是指

了 34.1 倍。 面对毒品犯罪特别是容

依据上述分析，本案应认定胡凯实

人应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 对原

仅在合同约定的最后一年期限内迟

某某三人一起吸食。 随后，前来抓

容纳、收留。 具体到现行刑法中，容

留他人吸毒罪如此大幅增长的严峻

施了为他人提供吸食毒品场所的

告主张解除双方合同的请求, 法院

延履行支付房租的义务。 且被告陈

捕运输毒品嫌疑人季某的侦查人员

留是指提供场所。 但是，司法实践

形势，为了有效治理毒品犯罪，有必

“
容留”行为。 本案二审法院和抗诉

不予支持。 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半年

述其妻在 2014 年 9 月 1 日之前曾

当场抓获了上述四人。 经检验，胡

中对“提供场所”存在不同的理解。

要加大对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打击力

的房屋租金为 2700 元，对原告提出

找到原告莫某交付房租， 原告当场

凯、季某、黄某及汤某某四人的尿样

探寻立法原意，无疑是严格司法和

度，对容留他人吸毒罪中的“容留”

要求支付房租 2700 元的请求予以

拒不接收， 并声称要单方面解除合

中均被检出了甲基安非他明成分。

准确界定特定概念的首要解释方

的含义作扩大性解释。

机关的定罪意见是正确的。
（作者单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