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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免费为您刊出。 请在来信或者电子邮件中注明您的详细联络方式， 以便律师及时和您联系。

我要找律师B2-3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有意向求助者提供咨询、 帮助或代理诉讼的律师， 可直接与 《律师周刊》 联系。

《律师周刊》 将及时刊登律师提供的咨询。

无论是求助者还是律师， 都可通过来信或电子邮件与 《律师周刊》 联系。

来信请寄：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4 楼 《上海法治报》 “我要找律师” 栏目， 邮编 200032。

或发送电子邮件到 lszk99＠126.com； 也可扫右边的二维码关注 “法律服务” 栏目， 并提出咨询。

物业房产

两人共有房产，如何加产权人

我 2015 年离婚 ， 因

为当时男方有婚外情这一

过错， 因此离婚协议写明

房产归我所有。

当时我们婚内所购房

屋 （产权人是他） 由此归

我所有， 也由我居住， 但

没有办理过户， 他婚前所

购的房屋归他所有。

后来他父母从外地到

上海， 他就把自己的房子

让给了父母住， 当时我正

好买了新房准备搬家， 他

就和我商量能否住我的房

子并愿意支付租金。

最近我跟他提房子的

事， 他却一口咬定那处房

子是他的， 因为产权人也

是他。

请问律师， 我现在应

该如何取得这处房产的真

正所有权。 ———吴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首先， 房屋所有权以

登记为准， 因此该处房产

的登记产权人仍旧是吴女

士的前夫。

在过户前， 其前夫完

全可以将房产出售 、 出

租、 办理抵押贷款， 这些

对吴女士来说都是巨大的风

险。

因此， 吴女士应尽快依

据离婚协议， 要求对方配合

办理房产的过户登记， 因为

过户需要双方到场， 吴女士

单凭离婚协议是无法办理

的。

如果男方反悔不配合，

吴女士应当通过起诉确认房

屋产权。 根据吴女士所述的

情况， 虽然协议的约定不够

细致， 但基本可以证明男方

离婚时放弃了房屋产权。 吴

女士可凭法院的生效判决书

去办理房产转移登记。

分房未办过户，如何取得房产

我和父亲在 5 年前共

同出资购买了现在居住的

房子， 父亲出资比较多。

现在我妹妹要求父亲将她

的名字也加到产权证上，

父亲已经答应了， 但是我

不同意。

请问律师， 现在增加

产权人是否需要经过我的

同意？ 如果我不同意， 父

亲是否就不能添加其他产

权人？

———周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该房产为周先生与父

亲共有， 根据我国有关法

律规定， 共有人对于共有财

产的处分， 须经全体共有人

一致同意。

据此， 周先生的父亲要

在产权证上增加他妹妹的名

字 ， 必须经过周先生的同

意， 通过买卖或者赠与的方

式加名， 否则在交易中心无

法办理。

资料图片

我去年驾车撞伤一

人， 由于对于赔偿问题无

法达成一致， 他起诉到法

院， 最终由法院判决确定

了赔偿数额。

最近此人又来找我要

求赔偿， 说是有新的检查

和医疗费用要我承担， 还

说这些费用是不包含在当

初法院判决的赔偿数额之

内的。

请问律师， 难道法院

判决也不是一次性解决赔

偿问题的么？ 这些钱我是

不是该付？

———汪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这笔钱该不该付， 需

要看法院判决书的具体内容

来加以分析。

一般来说， 如果人民法

院判决汪先生承担了先期发

生的医疗等费用， 则后续治

疗的费用， 即使法院以尚未

发生为由， 没有一并判给受

害者， 但当这些费用实际发

生后， 汪先生还是需要赔偿

的。

判决确定赔偿， 后续费用谁担

王某的公司曾取得我

公司的授权， 在特定区域

代理我公司产品的销售和

推广。

但在合同期内， 我们

发现他们屡次出现严重违

约的行为。 依据原合同中

的解约条款， 我们提前和

对方解除了代理关系。

可是最近我们听说，

王某的公司仍旧打着我公

司代理的名号在招揽生

意。

我们担心牵涉日后的

纠纷 ， 因此想跟该公司

“划清界限”。

请问律师， 我们具体

该采取什么措施？

———刘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刘先生的公司可以聘请

律师或通过公司的法律顾

问 ， 向王某公司发送律师

函， 表明已解除代理关系的

立场。 还可以在媒体上发布

有关声明， 明确告知公众公

司授权其它公司的范围和权

限。

此外， 刘先生的公司还

应向自己的重要客户直接进

行相关的告知和说明。

中止代理关系， 如何进行告知

我朋友发现丈夫偷偷

汇了 30 万元给一个不认

识的女人。

在她追问之下， 丈夫

说对方是一个朋友， 这钱

是暂时借用的， 还给她看

了借条。

我朋友怀疑丈夫和这

个女人关系不寻常， 而且

大额借款没有经过她的同

意， 因此要求他马上将借

款要回来， 丈夫说已经写

了借据把钱借出去了， 不

可能提前要回来。

请问律师， 这笔借款

能够提前索要么？ 如果借

钱的男方不愿索要， 女方

能否以借款未经夫妻中另

一方同意为由， 要求索回

借款？

———吴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该笔借款能否提前索

要， 关键要看出借人与借款

人之间的具体约定。

只要当事双方未违反法

律的强制性规定， 就应当遵

守该借款对还款时间的约

定。

但如果借款期限已到，

男方不积极索要， 那么女方

可以该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

权为由， 向借款方提出归还

借款的主张。

单方对外借款， 能否提前索回

公司事务

我儿子和媳妇共同购

房， 其中有部分资金是我

们老两口资助的。

虽然我们并不需要儿

子还钱， 但是担心万一他

们离婚， 这笔钱就说不清

楚了， 因此想让儿子写一

张借条， 写明这钱是他个

人向我们借去用于购房

的， 我们随时有权要求他

偿还。

请问律师， 这样的借

条是否有效？ 万一他们离

婚， 我是否可以要求他先

归还这笔钱？

———冯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该借条是有效的。 冯

先生夫妇和儿子虽为直系

亲属， 但依法均为平等、

独立的民事主体， 有权自

主决定建立合同关系。

上述 “写明这钱是他个

人向我们借去用于购房” 的

借条在法律上有两个证明效

力：

第一， 证明冯先生夫妇

和儿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

系， 儿子负有偿还借款的义

务； 第二， 证明该债务系夫

妻共同债务， 因此应由夫妻

共同财产偿还 ， 即如果离

婚， 冯先生夫妇是可以要求

先归还这笔借款的。

资助儿子购房， 能否算作借款

交通事故

员工侵吞货款， 涉嫌何种犯罪

我公司的一名销售人员在辞职

前， 将几笔货款存入了自己的银行账

户， 辞职后他更换了住址和手机， 导

致我们找不到他。

请问律师， 他这样的行为是否已

经涉嫌犯罪 ？ 具体涉嫌的是什么罪

名？ ———项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项先生公司的这名销售人员， 涉

嫌构成了我国 《刑法》 规定的职务侵

占罪， 该罪是指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

单位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

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的

行为。

现该销售人员将本属于公司的销售

款项， 恶意侵占并存入自己的银行帐

户， 其行为显然是故意的， 已经涉嫌构

成犯罪。 至于该罪 “数额较大” 的起点

数额， 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

违反公司受贿、 侵占、 挪用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即侵占公

司、 企业等单位财物 5000 元至 2 万元

以上， 属于 “数额较大”。

现在公司既然找不到他了， 就应当

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 由他们立案侦

查。

刑事行政婚姻家庭

遗嘱内容打印， 是否具有效力

我们兄弟姐妹一共 5 人， 父亲很

早以前就过世了， 而母亲也在最近过

世。

处理后事时， 小妹拿出一份电脑

打印由母亲签名的遗嘱， 其中将主要

遗产即一处房产给了小妹。

由于我们从未听母亲说过立遗嘱

的事， 而且母亲显然不会使用电脑，

因此大家对这份遗嘱的真实性都很怀

疑。

小妹说， 如果怀疑签名的真实性

可以去鉴定， 但鉴定费用需要由怀疑

的人出。

请问律师， 这样的遗嘱在形式上

是否有效？ 如果对笔迹的真实性作鉴

定， 费用是应当由继承人分担， 还是

如小妹所说， 需要由提出怀疑的人支

付？ ———曹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我国的 《继承法》 规定， 自书遗嘱

必须由立遗嘱人亲笔书写， 且是立遗嘱

人处分自己个人合法财产的真实意思表

示， 现曹女士的小妹拿出电脑打印的遗

嘱， 显然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 我个

人认为是无效的。

至于遗嘱上母亲的签名是否真实，

可以通过司法鉴定加以辨别， 并结合其

他有效证据， 来确定立遗嘱人的真实意

思。 至于司法鉴定的费用， 应当由继承

人依据各自继承的财产份额来分担。

欲提离婚诉讼， 能否冻结账户

赵女士的丈夫有外遇， 被发现后

索性更加肆无忌惮。 现在赵女士想要

离婚， 但生怕丈夫将财产都转移到情

妇那里。

请问律师， 赵女士提起离婚诉讼

时， 能否要求冻结丈夫的账户？

———许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我国 《民事诉讼法》 有关规

定， 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

行为或者其他原因， 使判决不能执行或

者难以执行的案件， 可以根据对方当事

人的申请， 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

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可以

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 申请人不提供担

保的， 驳回申请。

因此 ， 若赵女士担心丈夫转移财

产， 可以在提起离婚诉讼时依法向法院

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 将丈夫的帐户冻

结。

经历两次婚姻， 咨询继承问题

何某早年离婚， 唯一的女儿跟随

前妻生活。 后来何某再婚， 几年后和

妻子生育了一个儿子。

现在何某去世， 请问律师： 他和

前妻所生的女儿是否有继承权 ？ 另

外， 该女儿已经结婚， 如果她可以继

承何某的遗产， 那么她所继承获得的

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宋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何某虽然已经离婚， 且亲生女儿和

何某的前妻共同生活， 但她仍然是何某

的女儿， 并不会因此而丧失法定继承

权。

现如果该女儿已结婚， 那么她通过

法定继承获得的何某遗产， 依法应当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

结婚时间很短， 离婚能否获准

我朋友和妻子结婚才两个月， 他

们当初是相亲后很快结婚的， 由于认

识和交往时间不长， 婚后两人矛盾很

多。

我朋友觉得无法忍受， 因此提出

离婚， 但女方出于种种原因不同意。

我朋友无奈之下想去起诉离婚，

但听说如果没有法定可以离婚的情

形， 第一次起诉法院一般不会准许，

必须半年后再起诉。

请问律师， 实际情况是否如此？

———唐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离婚的法

定理由，是夫妻感情确实已经破裂，无法

继续共同生活下去， 这也是人民法院判

决夫妻离婚的主要标准。

如果唐先生的朋友第一次起诉离

婚，而对方坚称感情未破裂不同意离婚，

法院很可能判决不支持离婚。 根据法律

规定，如无特殊情况，他在前次判决的六

个月之后才可以再次提起离婚之诉，而

另一方则不受此时限约束。

欠款已经 3年， 是否过了时效

张某 3 年前欠我一笔钱， 至今都

没有还给我。 我想去法院起诉， 有人

说已经过了时效， 可能无法通过法院

要到钱， 也有人说我这些年一直在向

张某要钱， 他也陆续还过一些， 因此

并未过时效。

请问律师， 像我这种情况究竟是

否过了诉讼的时效？ 我该如何证明没

有过时效？

———孙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法律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

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2 年， 诉

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知道权利被侵

害时计算。

但法律同时规定， 诉讼时效因当事

人一方提出要求而中断， 从中断时起，

诉讼时效重新计算。 虽然张某欠孙先生

的钱已有 3 年多， 由于孙先生一直在主

张权利， 而张某也在陆续还钱， 因而本

案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孙先

生可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

遭遇欠款不还， 咨询如何维权

黄某欠我一笔钱， 但没有借据，

经多次催讨， 她曾在 2016 年给我发

过一条短信， 说已把一笔钱汇到我的

账户。

可是我并没有收到这笔钱。

从此以后她就像人间蒸发了， 怎

么也找不到她， 手机也联系不到。 我

除了知道她的名字， 其他什么都不知

道。

请问律师， 我该怎么办？ 可以凭

那条短信去报案或者起诉么？

———陈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我国 《民事诉讼法》 对于民事案件

的起诉条件予以了明确规定， 其中包括

被告必须明确。 因此， 原告起诉时必须

具备明确的被告， 包括姓名、 住所等信

息， 上述内容为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必

要条件， 如果缺乏相关信息， 法院一般

会不予受理。 建议陈先生求助律师调查

获取黄某的基本信息， 因为律师具有一

定的调查权， 可以获取黄某的身份户籍

信息等资料。

已经放弃继承， 是否须担债务

父亲病故后， 我和妹妹都放弃了

遗产继承， 全权交由继母办理继承事

宜， 此后也未过问此事。 最近继母找

到我们， 说父亲有很多债务， 现在遗

产还不够还债的， 多出的部分要求我

们共担。

请问律师， 我们既然已经放弃继

承了， 是否父亲对外的债务也就不关

我们事了？ 我们是否有义务和继母一

起分担多出的债务？ ———冯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根据法律规定 ， 继承人放弃继承

的， 对被继承人依法应承担的债务的不

负偿还责任。 由于冯先生和妹妹都放弃

了对父亲遗产的继承权， 因此， 他和妹

妹对父亲的债务没有偿还义务。

债权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