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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以养女名义买房
感情破裂后想收回

案
例1

买房或贷款受阻，用家人的名义购房，会有风险吗？把房子登记在
给自己养老送终的孩子名下，房子拆迁了怎么办？一家人一同买房，算
家庭共有还是个人所有？房产由于价值大，往往成为家人间争议和矛
盾的导火索。律师提醒，不管是借名买房还是遗赠扶养都需要签下纸
质文件，列明相关情况。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梅耀 朱萍

本期主题：房产纠纷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亿诺烟酒商行遗
失朝阳工商所 2006 年 7 月 20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0898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佳飞传媒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9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M
A4L6E3G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湘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发的
机构信 用 代 码 证 ， 代 码 ：
B2043068200000410D，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湘西顺畅油品贸易公司股东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决定解散公
司，并成立清算组。为保护本公司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日内，债权人向清算
组申报债权。清算组责任人：穆太
清， 电话：13907434998。

遗失声明
茶陵县平水仙人湾采砂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茶陵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4年 11 月 11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为：4302
24000014529，声明作废。

◆黄宇轩（父亲：黄灿，母亲：
孟仙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30938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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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伟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 430122005317，声明作废。

◆张伊荷（母亲:尹霞英，父亲:
张祥）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410184，声明作废。

用家人的名义购房或将房子过户到家人名下，你想过风险吗

孙子“独吞”拆迁款，祖孙俩对簿公堂

老两口行动不便， 买了一套电梯
房安度晚年，因为年纪大不能贷款，用
了养女的名字登记。数年过去了，他们
资助孩子买房、买车，孩子却难回来看
他们一眼，甚至称房子是自己的。老两
口无奈， 只得把养女告上了法院。近
日， 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
案。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该房子为老两
口所有， 养女刘女士应在一个月内配
合过户。

永州刘先生夫妇年过七旬， 十年
前，因为行动不便，两口子买下一套电
梯房，总价23.5万元，其中贷款16万元。
由于两位老人年事已高， 贷款很难批
下来，一家人一商量，用了养女刘女士
的名义购买了这套房。首付以及按揭贷
款全部由老人支付。2014年3月， 所有
贷款均已还清。

在此期间，一家三口共同签了一份
说明，说明中明确表示，这套房由两位
老人以刘女士名义购买，所有权归两位
老人。刘女士也在这份说明上签字。

2015年，老两口请了保姆在家，养
女与老两口渐渐疏远， 关系大不如前，
甚至基本无来往。 老两口觉得养女照
顾不力， 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这房子
归两位老人所有。

庭审中，刘女士辩称，房屋所有权
应以登记为准， 房屋已登记在她名下，
已赠予给她，发生了法律效力，不具有
可撤销性。“买房时我出了钱，装修的时
候也出了力， 就算这套房不是我的，也
应该属于家庭共有，何况已经赠予给我
了。” 刘女士说，“现在他们两位老人住
在这套房子里，我对此没意见，我也一
直照顾他们，房子没必要重新过户。”

零陵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借名买
房，即借用他人名义购买房屋。在本案
中，二原告因年事已高，如以自己的名
义贷款则额度低、年限短，于是借用女
儿（被告）的名义买房，申请商业按揭贷
款，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二原告支
付了购房首付款， 此后又逐年还清了
按揭贷款， 完全符合借名买房的法律
特征。 二原告属于借名买房人和实际
出资人，被告属于名义买房人。因所购
的房屋属于普通的商品房， 没有身份
和资格的特殊要求， 也未用于逃避税
费、债务或隐匿财产，更没有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 因此该借名买房行为应有
效。因原、被告之间未签订书面的赠与
合同或协议， 二原告也未作赠与的明
确意思表示，赠与不能推定，没有明确
的赠与意思表示不能视为赠与， 借名
买房还清按揭贷款后， 未立即要求过
户，并不等同于就赠与了。法院据此做
出上述判决。

买了房子想养老，把房子
登记在未成年的孙子名下了，
没想到遇上拆迁，孙子一家独
吞了拆迁款，老人住处成了问
题，状告孙子。近日，岳阳市岳
阳楼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这样一起附义务赠与合同
纠纷案件，判决被告徐某在诉
争房屋征收补偿款中向魏老
太支付13万元。

魏老太年过七旬，她有几
个子女。2010年，魏老太以5.6
万元的价格买下了岳阳楼区
一处房屋， 装修后住了进去。
2013年5月，她在办理房屋过
户手续时， 跟子女们商量后，
决定将该房屋直接过户到还
没成年的孙子徐某名下，为此
徐某的父母出资2万元， 分配
给魏老太其他子女，并商量好
魏老太生前可以一直住在该
房子里。

没想到，几年后，该房屋
列为棚户区改造范围，政府决
定征收该房屋，徐某的父母与
当地征收安置局签订了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货币补偿总金
额为36.7万元。

房子被征收，不仅没拿到
拆迁款， 老人家都没地方住
了。为此，她不得不起诉孙子。

法院一审认为，魏老太将
出资购买的房屋直接过户至
徐某名下的行为是赠与，该赠
与行为是魏老太真实意思表
示，合法有效，且物权已经进
行了登记， 赠与行为已经完
成。 但是该赠与附有一定条
件， 就是魏老太在有生之年
必须将该房屋作为固定住
所， 该附加条件双方均予以
认可，亦合法有效。附义务赠
与，是指赠与可以附义务，受
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的赠与行为。 而目前因政府
需要征收， 而必然导致魏老
太会丧失这一固定住所。魏
老太赠与时的附加条件实际
就是对该赠与房屋的物权进
行了部分限制，也就是被告目
前尚不能获得完整的物权，现
房屋征收已经进行了全额的
货币补偿，该补偿款中被告应
分出部分用于保障原告有生
之年的居住场所。遂根据其事
实、情节等依据相关法律条款
作出如上判决。

老太将房子过户给孙子
孙子一家“独吞”拆迁款

案
例2

两口子婚后买房，登记
在妻子名下，没想到几年后
分道扬镳，双方签下的离婚
协议上，写明了“无共同财
产”。离婚半年后，男方又向
法院起诉，称前妻隐瞒财产，
要求重新分配这套房子，能
行吗？近日，郴州汝城县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离婚后财产
纠纷案件， 法院依法判决驳
回男方的诉讼请求。

朱 先 生 与 何 女 士 在
2013年登记结婚， 婚后，两
口子恩爱，不久，两人以何
女士的名义购买了某小区

商品房一套。没想到好景不
长，2016年9月，两口子因感
情不和协议离婚，离婚协议
中在夫妻共同财产一项写
明“无夫妻共同财产”。

没想到， 离婚后半年
多，朱先生以未对夫妻共同
财产进行处理为由，把何女
士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
法判决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即何某名下的商品房。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
何某名下的商品房系原、被
告共同购买，办理房屋贷款
和其他相关手续时原告均

在场，原告对该房产是明知
的，不属于一方隐藏、转移、
变卖、毁坏夫妻共同财产的
情形；且该离婚协议是由第
三方打印并经原、被告签字
确认的，没有证据存在表明
欺诈、胁迫等情形，因此，该
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
力。 离婚协议明确约定男、
女双方无共同财产，应视为
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
理，应按离婚时各自占有的
状态维持，现原告单方请求
进行变更， 没有法律依据，
遂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案
例3 婚内购房登记在女方名下

离婚后男方想分配房产

湖南凯威律师事务所李容律师介绍，受到限购、税收、资金流动、躲债等多重因
素影响，有些人在购买房屋时采用“借名购买”，被“借用”的名义往往是家人。同样，
一些老人在买房时，考虑到自己百年后，继承的一方过户费用、手续麻烦等问题，往
往直接登记子女或孙辈的名字，由这位后辈来养老。这种借名买房和口头的遗赠扶
养都有很大的风险。

“借名购房的风险太大，可能房子被卖掉，真正的主人都知道。并且政策、市场
的不确定性，很容易造成‘钱房两空’的局面。”李容说，“在其他地方曾有经济适用
房借名购买，法院判决借名无效的案例。”

遗赠扶养同样面临这样的风险，由于老人对子女的交代往往以口头为主，一旦
子女翻脸不认人，老人很难安度晚年。

李容建议，如果不得不借名买房，一定要签署借名合同，明确约定房屋归属，写
明借名买房，而不是借款。同时保存好各类付款凭证、购房发票等书面材料。如果老
人借孩子的名买房，一定要签署遗赠扶养协议，该协议可以通过公证，最大力度保
障老人权利。

借名买房存在风险，遗赠扶养应签协议

律师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