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
2017 年 8 月，程先生与吴女士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将位于某市的一套住宅

以 238 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吴女士，卖方

收到购房款 3 日内交房。程先生告知吴

女士，该房屋已于 2017 年 2 月出租给温

女士，租期为三年。双方口头约定吴女

士半年后接房。当年 9 月 21 日，吴女士

缴齐购房款，程先生将房屋过户给吴女

士。

但是，承租房屋的温女士明确表示

希望继续执行租约，无论程先生如何软

硬兼施都不愿腾房。2018 年 2 月，吴女

士致函程先生，表示希望在当年 3月 1日

接房，并要求程先生将房屋收回后再行

交付。无计可施的程先生遂告知吴女士

其将于 3 月 1 日正式通知温女士处理个

人物品，之后吴女士可以直接雇请装修

队破门进行装修，如果温女士有异议可

以对程先生提起诉讼。2 月 28 日，程先

生委托律师对温女士发出律师函，以温

女士擅自改变房屋用途为由要求解除租

赁合同。温女士则于 3月 14日亦委托律

师向程先生发出律师函，驳斥了程先生

的说法并要求继续履行租约。正在双方

你来我往之际，3月 29日，吴女士对诉争

房屋强行换锁，破坏室内原装修，并开始

自行装修房屋。

2018年 5月 9日，温女士向某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将程先生和吴女士告上法

庭，要求解除合同，两被告支付违约金并

赔偿其经济损失。法院经审理判令吴女

士向温女士支付违约金 108960 元。在

执行过程中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吴女士

向温女士支付了违约金 6万元。

随后，吴女士于今年 2 月 27 日再次

向某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程先生教唆其

强行换锁入室，属于共同侵权。吴女士

还认为，程先生的教唆行为与自己承担

违约责任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程先

生明显存在严重过错，应对自己承担侵

权赔偿责任。某法院一审驳回了吴女士

的诉求，吴女士不服，上诉至某中级人民

法院。

某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吴女士与

被告程先生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虽未

表明诉争房屋系带租约出售，但双方在

签订合同之前，程先生已将房屋租赁之

事告知了吴女士，原告仍与被告签订房

屋买卖合同，并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办理

了房屋过户手续，此后吴女士即成为诉

争房屋的所有权人。法院在审理中还查

明，2018 年 4 月 27 日，吴女士向某法院

提起诉讼，诉请程先生支付逾期交房违

约金。在审理中双方达成调解，程先生

支付了违约金 3.6 万余元。今年 2 月 26
日，吴女士再次向某法院提起诉讼，诉请

程先生将温女士 2018年 9月后支付的租

金转交给自己。在审理中双方达成调

解，程先生向吴女士支付了租金 2.4 万

元。

据此，法院于近期对该案二审宣判，

驳回吴女士的上诉。

说法
租赁期间所有权变动

不影响租赁合同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229 条“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

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的规定，

房屋所有权转移后，设定在该房屋上的

租赁合同的效力仍然延续，房屋买受人

与承租人之间无须另订立租赁合同，而

是在取得房屋所有权时当然地与承租人

产生了租赁合同关系，成为一个新的出

租人，受该租赁合同的约束。故在房屋

过户后，房屋卖方程先生已不再是房屋

租赁合同的相对人。因此，在本案中，程

先生除因未能履行双方在购房合同中约

定的如期交房义务，必须按照合同约定

承担违约责任以外，诉争房屋自房屋过

户后的租金收入也应当支付给吴女士。

而按照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原则，吴女士

也必须对自己在与承租人温女士之间的

租赁合同中的违约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

后果。

针对吴女士起诉程先生共同侵权之

诉，二审法官表示，因程先生与温女士的

房屋租赁合同并未到期，租赁合同仍然

有效，只是出租人变更为吴女士。原告

作为出租人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继续履行

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并自行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在未与承租人解

除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情况下强行

将承租人赶出去，应当向承租人承担违

约责任，原告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

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解除合同，被告的

行为尚不构成教唆或帮助侵权，故无需

向其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文/战海峰 杨青烨 张晓亮

法苑服务
2019.12.2510 责编/段俊利 主任/李玉芬
投稿邮箱：qinghfzb＠126.com

青
海

法律咨询法律咨询

青海新闻名专栏

本栏目由
城西区新媒法律服务所业务范围：应聘担任法律顾

问；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活动；
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主持调解纠纷；解答法律咨询；代
书法律事务文书；协助办理公证事项；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和其他有关业务。

电话：0971-6318431
地址：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79号（乘22、24、29、
30、38、41、42、102路公交车虎台中学站下车即到）

城西区新媒法律服务所

（原方圆第三法律事务所）协办

以案说法

这两天，邵某的心情像坐过山车一般

起伏：因借了两万元赌资迟迟不还，他被

陈某告上了法庭。在恶补了法律知识

后，他理直气壮地认为“赌债不应受法律

保护”，结果，陈某的诉讼请求被驳回。

正当邵某沾沾自喜之时，法院作出了收

缴两万元赌资的裁定。近日，这一起民

间借贷纠纷案，在某市人民法院以戏剧

性的结局收场。

案例
陈某和邵某因在朋友家里守夜相

识。当晚，因闲着无聊，陈某、邵某便和

守夜的其他几个人一起玩起了纸牌“牛

牛”。邵某运气特别差，很快就输完了自

己带在身上的五六千元现金。为了翻

盘，他当晚多次向陈某借钱，一共借了两

万元，但最后连这笔钱也全部输完了。

几天后，陈某带着几个朋友找到了邵

某，要求其就赌博当晚借的钱出具一份

借条。无奈之下，邵某写了一张借条。

随后，陈某凭借该借条多次向邵某讨钱，

但邵某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于是，陈

某向某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邵某归还两

万元借款。

某法院审理后认定，陈某与邵某之间

虽有借贷行为发生，但借款目的是用于

支付赌债，用途不合法。且陈某确认其

对邵某借款用于赌博系明知的，故该借

款行为当属无效民事行为，法律不予保

护。该笔借款系陈某为邵某的非法活动

提供便利而产生，对于邵某所得的该笔

涉案财产，当予以收缴。

据此，某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

求，并出示了一份民事制裁决定书：对原

告陈某出借给被制裁人邵某进行非法活

动的款项两万元予以收缴，限被制裁人

邵某于决定书生效后 10 日内向法院缴

纳。

评析
法官庭后表示，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仍然提供借款的，应认定民间借贷合同

无效。陈某与邵某之间虽有借贷行为发

生，但借款目的用于支付赌债，用途不合

法，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且陈某明

知邵某将该借款用于赌博，故该借款行

为当属无效民事行为，法律不予保护。

虽然该借款合同无效，但因其进行非法

赌博，故依法予以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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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和一个男子在一起两年多，最近他坦白说

自己已有家室，只是长期和妻子分居，但为了孩子

他不想跟妻子离婚。我是出于结婚的目的才和他

交往的，并不想介入他人家庭，为此我决定跟他分

手。分手前他提出给我一点补偿，又说一下子没

办法拿出那么多钱，就写一个欠条给我。欠条上

写明，他欠我 20 万元整。请问，这样的欠条是否有

法律效力？

读者 郭星

郭星：

欠条只是真实借贷关系存在的凭据之一，如

果借贷关系并不存在，那么所谓欠条的效力也就

存疑了。如你所说，这笔 20 万元的所谓借款，其

实是给你的分手补偿，这样的借款一旦对方不予

认可，法院很可能不予支持。因为即使有欠条，

从法律角度看也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这笔

20 万元严格说起来，是给予你的赠与，只是尚未

履行。而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

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因此这样的赠与承诺并

无效力，且由于涉及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可能被

认定无效。

房屋交易后强赶租客 卖家买家谁之过

牌友借两万元不还 起诉讨要

法院：赌资不受保护被收缴

在某市发生的一起侵权纠纷案中，房屋买方吴女士因听信

卖方程先生言辞，单方面对尚有租约的房屋破门入室，强行装

修。随后，承租人温女士和吴女士分别向法院提起多起诉讼维

权。日前，随着该系列案二审在某中级人民法院审结，这场官司

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案例评析

编辑同志：

我在现在的公司工作已两年，期间公司对加班

有考勤和加班费标准，但这一标准和我按照自己

的日工资乘以法定加班费计算公式得出的加班费

有差距。

现在我正在办理辞职，请问，我辞职后必须在

多久之内提出仲裁要求这笔差额？

读者 李海云

李海云：

你如认为加班费遭到克扣，可以提出仲裁要求

追索差额。但你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关系存续期

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劳动关系终止的，应

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加班费遭克扣
追索时效怎么算

编辑同志：

我向人租了一间私房开小店，当初约定的租

期是 3 年，签了一个简单的租房协议，经营至今已

经 3 个多月了。现在有街道工作人员上门来，说

这处房子是违章建筑，马上就要拆除。我去问房

东，他承认这处房子是自己搭建的，但他叫我不

用担心，说房子肯定不会拆。请问，如果现在要

跟他解除合同，我能否得到赔偿？

读者 庄西

庄西：

根据你所述的情况，我们认为房东对租赁合

同的签订显然存在过错，如果当初签订合同的时

候，你并不知道该房屋系违章建筑，则你依法有

权解除合同，并向对方主张合同履行不能的损害

赔偿。

出租违章建筑
合同能否解除

写欠条作补偿
是否具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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