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信箱

婚前借钱结婚，由谁还钱？

案例：陈某（ 男）与张某（ 女）系恋人，张某提出如果陈某带其去欧

洲度蜜月就结婚，陈某虽囊中羞涩，但为了和张某结婚还是答应了。陈

某向其同事李某借款

10

万元，购买了欧洲十五日游，两人登记结婚，

之后两人去欧洲度蜜月。

8

个月后，两人离婚，因陈某一直未还欠款，

李某要求陈某、张某按夫妻共同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李某要求

按夫妻共同债务由陈某、张某共同承担能否得到支持？

律师解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

二

)

》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债权人就一方婚

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 ”即，

若李某、陈某可以证明该债务是用于陈某、张某婚后家庭共同生活

的开支，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本案中，虽陈某向李某借款是在婚

前，但主要用于支付陈某与张某夫妻婚后的蜜月旅行消费，故，应

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陈某、张某共同归还。

案例：胡某（ 男）与黄某（ 女）因感情不和已分居半年。胡某的姐

夫李某主张胡某在一年前以胡某与黄某共同的公司经营需要资金

为由，向其借款

100

万元至今未还，要求按夫妻共同债务由胡某和

黄某共同承担。 黄某认为分居前公司的效益很好，且家中尚有存

款，无需向他人借款，主张该债务是虚假的。 问：李某主张债务属

胡某和黄某夫妻共同债务能否得到支持？

律师解答：本案中，李某主张胡某向其借款

100

万元用于胡某

与黄某共同的公司经营所需，应承担举证责任，若李某、胡某无法

证明实际支付了借款，且该借款用于公司经营，李某主张债务属胡

某和黄某夫妻共同债务不能得到支持。 婚姻存续期内的非法债务

如虚假诉讼、一方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的债务

等，不受法律保护。

（江西贤和律师事务所宣文丽律师记者贺巍整理）

丈夫对外担保之债，妻子要共同还债吗？

案例：杨某（ 男）与朱某（ 女）结婚后，杨某的同学孙某因公司经

营需要资金向贷款公司借款

100

万元。杨某为了帮助同学孙某，以

个人名义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后孙某未能归还借款，贷款公司认

为杨某对外担保之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要求杨某、 朱某共同归

还。 问：贷款公司主张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能否得到支持？

律师解答：本案中，若杨某在为孙某提供担保时未经其妻子朱某

同意，同时，杨某为孙某担保的债务与杨某夫妻共同生活及共同经营

均无任何关系，杨某以个人名义对外的该担保之债，属于个人债务而

非夫妻共同债务。

丈夫的非法债务，妻子要共同还债吗？

警方行动

德兴警方打响“断卡”行动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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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门 办 ” 变 “ 网 上 办 ”

横峰公安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便民服务

信州法院

主动为征地拆迁工作提供法律服务

本报讯 张卫平 记者贺巍报道：为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打造公安行政审批事项“ 马上办、

网上办、一次办”平台，助力“ 双提升”工作，横峰公安从群众

最关注的难点、痛点问题入手，自主研发了公安行政审批事

项网上流转

APP

， 并于

11

月

2

日率先在全市正式投入使

用。 网上流转平台的推行，彻底终结了群众来回循环跑派出

所、各大队和局领导签字、审批的历史，真正做到了“ 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实现了“ 管理更规范、服务更快捷、便

民更高效、群众更满意”的目标。

在流转平台推行之前，如果群众需要办理户口迁移，必

须先将迁移资料及复印件全部准备齐全后拿到户籍窗口，

户籍民警受理后，社区民警进行实地调查，报派出所负责人

审核同意，再由户政大队、分管领导审批。 审批之后，再由户

政大队通知派出所领取审批材料， 整个过程都需要群众或

派出所民警层层上报，并将纸质材料层层送达，这个过程费

时费力，同时群众颇有怨言。

平台推行后， 所有非即受即办的公安行政审批事项全

部可以通过平台在网上流转完成， 如原来需要群众或民警

多头跑的户籍业务，群众只需将申请资料、证件原件拿到派

出所户籍窗口；治安民爆、特种行业等公安行政审批事项只

需到县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申请， 其后的所有审批程序

全部通过警务通线上流转。 受理民警将所有材料拍摄上传，

社区民警同步会收到系统发送的调查走访提醒短信。 社区

民警可以直接在线上将走访结果提交派出所领导再流转到

业务警种负责人到分管局领导，全部通过系统流转，整个过

程都有短信提醒。 若上级审批不同意退回后，下一级办理人

就会根据短信提醒进行材料增补， 这样不仅提高了审批效

率，而且还为群众节省了资料复印费用。

自“ 放管服”工作推进以来，横峰公安坚持走信息化强

警之路，不断优化服务措施，全力提升便民服务效能，依托

数据流转平台，构建“ 信息能共享、业务能协同、数据会说

话”的智慧服务体系，以真正实现从最初一件事“ 跑很多次”

到“ 最多跑一次”，再到“ 一次都不用跑”。

信州讯 为有效破解征地

拆迁过程中的法律疑难问题，

确保拆迁过程依法进行，尽量

避免因违规拆迁引发行政诉

讼，日前，信州区人民法院灵

溪法庭法官主动到灵溪镇灵

湖村就征地拆迁中遇到的有

关法律问题进行座谈交流，提

供法律服务。

座谈中，相关工作人员围

绕征地拆迁实际工作中遇到

的程序和法律问题以及如何

保障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合

法权益等问题提出咨询，法官

对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对疑

难问题“ 问诊把脉”，并结合审

判实务对征地拆迁过程中的

一些诉讼风险点和工作中要

注意的细节提出了指导意见。

灵溪法庭和村两委均表

示， 今后将立足本职工作，定

期进行磋商，为双方间经常性

的沟通交流搭建有效平台，并

将针对具体问题进行集体会

诊，从而建立行政与司法协调

联动长效工作机制，为推进依

法拆迁和谐拆迁而努力。

近年来，信州区法院不断

强化诉源治理，坚持解难题、办

实事，灵活结合案件审判工作，

全力服务地方政府征地拆迁工

作等各项工作， 稳步提升人民

群众社会安全感和满意度。

（ 叶晔）

本报讯 张贵升 樊葶芸

记者贺巍报道：近日，余干法

院九龙法庭受理了一起远程

离婚案件，该案件的被告在英

国打工，眼下全球各国处于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特殊

时期，被告回国参加诉讼存在

一定困难。九龙法庭法官因时

制宜，利用微信成功调解这起

离婚纠纷。

童某（ 女）与家住余干县

九龙镇的詹某（ 男）因在外打

工相识， 俩人建立恋爱关系

后，即开始同居生活，二人同

居后育有两子，并于

2016

年

9

月在余干县民政局办理结

婚登记手续。 因双方婚前缺

乏了解， 婚后性格不合致使

双方矛盾越来越多， 夫妻感

情逐渐走向破裂。 从

2019

年

上半年开始， 两人开始分居

生活至今。 了解案情后，法官

认为该案存在很大的调解可

能性， 便主动联系双方当事

人进行调解， 但联系当事人

后才得知詹某现在在英国打

工，近期内不会返回中国，于

是法官尝试通过建立微信群

方式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离

婚纠纷进行调解。

近日，法官在征得双方当

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建立了包

含法官、童某、詹某在内的微

信群，对该起离婚纠纷案进行

“ 微信”调解。法官通过微信对

话确认童某与詹某身份后，随

即对双方相识并确立恋爱关

系情况、结婚登记情况、生育

子女情况、分居时间、夫妻共

同财产、债权债务等情况进行

查明，并组织双方就各自提出

的调解方案进行协商。经过法

官的耐心调解，童某与詹某达

成了离婚调解协议，本案最终

调解结案。

余干法院九龙法庭创新

审判方式，巧妙利用微信成功

调解该离婚纠纷，既缩短了办

案周期， 提高了办案效率，又

减轻了当事人诉累，获得双方

当事人的一致好评，收到了良

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万年讯 近日， 万年县人

民法院青云法庭成功调解一

起赡养纠纷案。办案法官以法

晓义，以情动人，使一对有感

情隔阂的父子重归于好。

原告刘某泉与被告刘某

洲系父子关系， 被告成年后

因家庭经济困难等原因入赘

至妻家， 后被告带领妻儿三

口回老家安居， 并与其他兄

弟就父亲赡养达成协议， 即

每个子女每年支付

1000

元给

父亲当作赡养费。 后原、 被

告因日常生活琐事产生矛盾，

致使父子感情产生裂痕， 被

告拒绝按协议履行赡养义务。

经村委会多次调解未果， 原

告遂诉至法院。

案件受理后，青云法庭承

办法官本着“ 办理一个案件、

重拾一份亲情、 挽救一个家

庭”的原则，决定将该案放在

原、被告所在村委会进行巡回

审理，并邀请了乡、村干部一

同参与调解。 调解过程中，承

办法官强调赡养父母，善待双

亲，是子女应尽的道德义务和

法律义务， 力劝被告摒弃前

嫌，善待原告。 尽管老人在处

理子女相互间的关系上也存

在厚此薄彼的情况，导致被告

就赡养问题产生矛盾，但不能

成为不尽赡养义务的理由，这

不仅不符合中华民族“ 百善孝

为先”的传统美德，更违反法

律的相关规定。

经过法官近三个小时深

入浅出、 入情入理的教育启

发，使被告认识到了问题的严

重性，产生了悔意。 在法官的

主持下，被告同意每年支付原

告赡养费

1000

元。 一起家庭

纠纷就此圆满化解。

（ 丁家茂 陈杰）

近日，德兴市公安局举办警营开放日活动，银城一小

一年级（

2

）班的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来到了德

兴市公安局，开展了主题为“走进警营，走近英雄”的主题

研学活动。 活动期间，孩子们参观了警用装备展览，观摩了

特警擒敌拳、棍操等公安警务技能演练，参观了德兴市公

安局指挥中心、警史陈列馆、民警健身房。 活动中，孩子们

认识了许多日常警用装备， 了解了有关拨打

110

的知识，

感受到了公安干警的工作环境及作为警察的危险与不易，

激发了对警察的崇敬、热爱之情，从小培养了孩子们遵纪

守法的观念。 帅冬玲 摄

余干法院

用微信成功调解一起远程离婚纠纷

万年青云法庭

成功调解一起赡养纠纷

本报讯 李玉芳 记者贺巍报道： 自公安部召

开全国“ 断卡”行动部署会后，德兴市公安局强化

责任担当，扎实有序推进“ 断卡”行动。 近日，该局

刑警大队成功破获两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4

名，收缴待售银行卡

3

张。

11

月

12

日， 德兴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上

级公安机关推送的关于辖区沈某、 叶某德二人非

法开办贩卖手机卡、银行卡的案件线索，民警立即

展开行动，将二人抓获。

经调查， 德兴铜矿居民沈某早年在网络上

结识了浙江一外号“ 老鬼”的男子。

2019

年

7

月，

“ 老鬼”告诉沈某可以办理银行卡和手机卡出售

赚钱，沈某觉得有利可图，便叫上朋友叶某德一

起以个人名义办理了多张银行卡和手机卡 ，并

分别将银行卡、网银

U

盾、身份证照片打包成套

出售给“ 老鬼 ”，沈 、叶二人累计出售

8

套银行

卡，收取对方

15400

元，沈某分得

8400

元 ，叶某

德分得

7000

元。

到案后，沈某、叶某德对自己明知对方购买银

行卡是为了进行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而继续

出售相关卡片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经民警

核实，沈某、叶某德二人出售的银行卡和手机卡目

前已涉及网络诈骗金额数十万元。

此外，

11

月

5

日， 该局刑警大队侦办了另一

起涉“ 双卡”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童某、童某某。

目前，两起案件犯罪嫌疑人沈某、叶某德、童

某和童某某四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已被德兴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其他涉案

人员正进一步追查办理中。

警方提醒，对于出租、出借、出售、购买手机

卡和银行卡或者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 公安

机关将依法对其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 广大

群众要深刻认识非法买卖手机卡、 银行卡的严

重危害和法律后果，在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向

他人透露账号、账户密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的

同时，不要贪图小惠小利，不出租、出借、出售自

己的身份证件 、银行卡 、手机卡 ，以免对自己的

个人信用记录造成影响。

本报讯 黄波 记者贺巍报道：今年以来，广信

公安瞄准“ 破小案、保民生”等事关群众利益的民

生案件，始终保持严打态势，以“ 零容忍”态度严厉

打击侵财类违法犯罪。近日，广信公安成功破获盗

窃案数起、诈骗案件一起，抓获犯罪嫌疑人四名，

为辖区群众挽回损失数万元。

近期，广信区田墩镇连续发生多起家禽、稻谷

被盗案件，失主均为普通百姓家，一年的收成“ 不

翼而飞”，群众着急，民警揪心。通过大量的涉案信

息排查， 民警发现嫌疑人可能居住在皂头镇辖区

内，田墩、皂头派出所民警立即联合开展侦察。 结

合前期多起盗窃案所作的大量摸排工作， 最终锁

定犯罪嫌疑人李某河、林某。 近日，民警蹲守一天

后，发现犯罪嫌疑人李某河、林某回到家中，民警

迅速出击，现场将李某河、林某抓获，并在李某河、

林某的住处发现了被盗物品。经初步审讯，两名嫌

疑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和作案过程。 目

前，犯罪嫌疑人李某河、林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退赃工作已展开，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0

月

26

日上午

9

时许， 广信区公安局刑警大

队接龚女士报案称： 其在某超市购物时钱包被盗，

包内有现金约

1500

元、 银行卡若干张和价值约

35000

元左右的金银首饰。接警后，民警迅速展开侦

查，通过细致地摸排，快速锁定了嫌疑人纪某玲有

重大作案嫌疑。 当晚

22

时许，民警依法传唤纪某玲

到广信区公安局接受调查。 经审讯，纪某玲交代其

当天下午

14

时许， 在超市购物时发现一购物台上

有一黑色皮革女包无人看管，便临时起意将包顺手

牵羊盗走的犯罪事实。 目前，纪某玲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被盗物品已追回，该案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自

2020

年

10

月以来，广信区公安局石狮派

出所接多家超市及便利店报警称：在经营期间，

村民江某佑到其店内， 谎称自己或家人要摆宴

席 ，需要预定酒烟 ，承诺摆完宴席后立刻付款 ，

并多次冒充石狮乡城管大队工作人员身份与各

家超市经营者套近乎，使对方深信不疑。 江某佑

拿到烟酒后就将经营者的联系电话及微信删除

拉黑并失联， 以此来逃避支付货款。 接到报警

后 ，民警立即开展侦查 ，经前期细致摸排 ，确认

嫌疑人江某佑涉嫌数次诈骗， 涉案金额达数万

元。 近日，民警经过蹲守，将嫌疑人江某佑抓获

归案。 经审讯，江某佑对其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

讳，并承认自己骗来的烟酒已变现，所得财物已

被挥霍或用于赌博。 目前，江某佑已被警方刑事

拘留，该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讯 黄安 记者贺巍

报道 ： 广信区一男子程某 ，

在领取自己的快递包裹时 ，

顺手牵羊， 多次领走别人的

包裹。 虽然案值不高， 但盗

窃超过

3

次， 触犯刑法。 近

日， 广信区人民法院一审以

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程某拘役

四个月， 缓刑六个月， 并处

罚金

1500

元。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

日，被告人程某到上饶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便民综合服务站

拿取自己的快递包裹时，先后

5

次盗窃他人快递包裹，里面

包含食品、洗漱用品、衣服、日

用品等物品，其中

3

月

1

日盗

取了肥皂，

3

月

4

日盗取了大

刀肉 ，

3

月

7

日盗取了衣服 、

袜子 、晾衣竿 、菠萝 、杯子 ，

3

月

12

日盗取了蓝牙耳机、乳

液 、防晒霜 、汉服 、洗发水 ，

3

月

20

日盗取了浴巾， 价值合

计

900

余元。被告人程某经公

安机关口头传唤主动到案，自

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程某

赔偿了各被害人损失，取得被

害人苏某、 吴某等人的谅解，

另程某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

缴纳罚金

1500

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

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

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构成盗窃

罪。 案发后，被告人程某主动

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

罚，又鉴于被告人程某认罪认

罚，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取得

受害者的谅解， 可从轻处罚，

故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学 生 进 警 营 互 动 零 距 离

广 信 公 安 快 破 一 批 民 生 案 件

取包裹“顺手牵羊”

触刑律被判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