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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借条，夫妻间借钱要还吗
律师：看“条”说话还不够，“花”在何处很重要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扫一扫，看夫妻婚内
借款如何处理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陈炜 通讯员 刘笑贫）
去税务局开发票，竟被

告知自己是 3 家公司的

法人代表，这个消息让

家住长沙的凡凌（化名）

女士十分震惊。

近日，记者从长沙市

开福区人民法院获悉，经

长沙两级法院审理，姓

名冒用者郭丽春（化名）

因侵犯凡凌姓名权，被

判赔偿凡凌经济损失共

计 6000 元，并在媒体上

公开道歉。

去年 4 月，凡凌因工

作原因到税务局开发票，

结果被查出自己是 3 家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这是

怎么回事？凡凌很纳闷，

自己的身份证曾被窃遗

失，也没有挂失，难道

是这里出了问题？随后，

她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反映了相关情况。

经部门反馈，凡凌才

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2016 年 9 月 5 日，郭

丽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

提交了设立湖南某科技

有限公司和两家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的登记申请

及相关申请材料，而 3 家

公司的工商备案材料中，

所有的签名均是凡凌的

本名。数日后，上述 3 家

公司登记成立，凡凌便成

了其法定代表人。

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凡凌将郭丽春起诉

至开福区人民法院，要

求其在媒体上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并向其索赔差

旅费、律师费共计 1.6 万

元。

庭审中，郭丽春辩称，

她 2016 年的主要工作是

工商代办业务，受案外人

的委托，来代为办理涉

案 3 家公司的工商设立登

记，相关工商备案材料中

“凡凌”的签名均系她自

己签的。

法院审理认为，郭

丽春在办理 3 家公司登

记备案过程中，在工商

登记备案所需相关材料

中冒用凡凌的姓名，其

行为已侵犯了凡凌的姓

名权，应依法承担相应

侵权责任。故凡凌要求

郭丽春登报道歉的诉求，

法院予以支持。经综合

考虑，法院酌定差旅费

为 1000 元， 律 师 费 为

5000 元。开福区人民法

院作出一审判决，郭丽

春向凡凌支付差旅费损

失 1000 元、律师费 5000

元；郭丽春在媒体上公

开向凡凌赔礼道歉，道

歉内容由法院核定。

郭丽春不服一审判

决，提起上诉。2021 年 2

月 22 日，长沙市中级人

民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办案法官提醒，身份

证遗失，被别有用心的人

捡到，很可能带来不小的

麻烦，如果是被人冒名

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可有 3 种办法来处理：一

是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

登记；二是向公安机关

报案；三是走诉讼程序，

即以作出登记决定的登

记机关为被告，提起行

政诉讼解决，或是以冒

名的公司、公司股东或

直接利害关系人为被告，

提起民事诉讼。

对很多夫妻而言，两口子挣钱一起花，
这些钱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是你的，也
是我的”，不必算得太清。但是，如果夫
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了借款行为，
还打了借条，这个借条有效吗？借款要不
要还？看完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审结的
一起夫妻间借贷纠纷案，我们或许能从中
获得答案。

“没有安全感、幸福感的婚

姻，不如早早结束。”想到这，

王丹遂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与张蒙解除

婚姻关系，拿回恋爱、婚姻期

间借给对方的 35万元钱。

庭审中，张蒙对恋爱期间

向王丹借 20万元钱款一事没有

异议，但对婚姻期间借来的 15

万元“有看法”。

张蒙辩称，他婚内向妻子

借的 15万元并非用于偿还赌

债，而是用来经营公司，目的

是营造更好的夫妻生活。不过，

因自己没有亲自管理在桂林的

公司，公司用人不当导致倒闭

亏损，加之夫妻双方在婚姻期

间没有约定财产分开，故亏损

的钱款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

担。“毕竟，我的公司就是她的

公司。”

不过，张蒙的说法最终被

天心区人民法院推翻。

经法院审理查明，夫妻结

婚，夫妻之间订立借款协议，

以夫妻共同财产出借给一方从

事个人经营活动或用于其他个

人事务的，应视为双方约定处

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离婚

时可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处

理。由于张蒙所述公司成立于

夫妻婚前，且公司法人代表仅

登记为张蒙一人，故张蒙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其向王丹借

款 15万元用于经营公司的行为

应适用于个人事务，应视为夫

妻双方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约

定处理，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

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本案

讼争借条，是张蒙在婚内向王

丹借款的凭证，且张蒙对借贷

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对

王丹要求张蒙偿还 15万元婚内

借款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根据《民法典》第1065 条

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

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

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

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

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由此可以看出，夫妻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可以进行财产

约定，并通过多种方式来对婚

前、婚内财产、债权债务等进

行约定；而借条是财产约定的

一种方式，应当受法律保护。

不过，在认定婚内借款关

系是否成立时，要综合考虑相

关因素，不能仅仅依据夫或妻

出具的一纸借条，还要看是否

实际发生夫妻一方将自己个人

所有的款项出借给另一方的事

实，同时，还应该考虑涉案款

项的来源和去处。比如，夫妻

之间婚内借下的钱款实际上是

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并非用于

个人用途，在这种情况下，借

条无效。

如果夫妻借款一方不是将

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而是

用于其从事个人经营活动或者

其他个人事务，则视为双方约

定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

夫妻之间就形成了有效的债权

债务关系，夫妻一方是需要偿

还其债务的，其间可按照借款

协议的约定处理。

为帮丈夫还赌债，她掏空 35万元积蓄

王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她和前夫张蒙是 2011

年在广西桂林游玩时相识相恋

的。在她的记忆里，对方经常“手

头紧”。

“谈恋爱时，他就经常向我

借钱，说是要发展业务，需要

资金周转。”王丹算了算，自己

前后借给对方 20万元。那时

候，张蒙打了借条，约定“1个

月后还清”，但后来却逾期不

还，王丹也没有催促，她觉得“反

正要嫁给他，还不还无所谓”。

2013 年，王丹被查出怀有

身孕后，两人很快在长沙办理

了结婚手续。只是等待她的，

却是无休止的痛苦。

原来，王丹生下小孩不久，

便经常有陌生男子上门催债，

还往家里泼红漆。随着时间的

推移，自觉难以隐瞒的张蒙这

才向妻子吐露实情。“他说早

在我们恋爱前就因赌博欠下巨

额赌债，之前跟我借的 20万

元并未用于投资，而是还了钱。

结婚后，他又偷偷赌博，又欠

了不少钱。”

在王丹看来，赌博就是个

“无底洞”。但为了孩子考虑，

她决定帮丈夫摆脱赌博带来的

困扰——她将剩下的15万元个

人积蓄全部交给丈夫还债，并

让其写下一张借条。

“我这么做，并非不讲情面，

而是希望他能改掉赌博恶习，

重新回归家庭。”但王丹的良苦

用心却没有换来丈夫的迷途知

返。“那时候，他从不找工作，

整天游手好闲，晚上依然偷偷

溜出去赌博，我稍有埋怨，他

就拳打脚踢，还威胁‘要把孩

子扔下楼’。”

婚内借钱私用，离婚凭借条索偿

■律师说法

这些情况下，夫妻之间借钱也得还
刘悦（湖南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资讯

身份证遗失后
长沙一女子成 3家公司“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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