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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鞠劼 沈小会

　　近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探望权纠纷案件，依法判决

变更不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的探望方式。

　　法院查明，2018年11月，王某与刘某因感情不和，经法院调解离婚。

调解协议约定，婚生子女王小某由父亲王某抚养，在不影响王小某生活

和学习的情况下，母亲刘某每周末可探视王小某两次，节假日可适当延

长的滞留式探望方式，除周末和节假日外，刘某还可随时探望王小某。

　　2019年5月，王某向法院诉称，在执行滞留式探望过程中，刘某对孩

子灌输的思想严重影响了孩子的生活学习及身心健康，且刘某对孩子

照顾能力不足，导致孩子经常生病。现有的探望方式严重影响了王小某

的身心健康，请求判令改变原探望方式为刘某每半年可探望孩子一次，

每次不超过半天，且需由王某家人陪同。

　　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双方应当给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睦的氛

围。王某、刘某虽协议约定了刘某探望孩子的时间、方式，但双方在实际

履行过程中发生了诸多问题，已经给双方和孩子都造成了诸多困扰，且

给孩子身心健康带来了不利影响，确有必要进行变更。在父母能够做到

且不至于对子女正常生活产生较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探望子女的时

间应当尽量避免占用子女的学习时间，探望的方式以对子女生活产生

的影响尽量降低为宜。故依法判决刘某在不影响孩子正常生活、学习的

情况下，每两周探望王小某一次，每次两天。

　　法官庭后表示，探望权是离婚后未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依法享有

的对未与之共同生活的子女进行探视、看望、交往的权利。父母离婚后，

子女也有获得未直接抚养其的父亲或母亲对其探望的权利和情感需

求，亦有利于弥合家庭解体给子女造成的感情伤害，这不仅是父母关怀

子女的重要方式，也是子女健康成长的要求，但探望权行使应当有利于

子女身心健康、生活安定、不影响学习为前提，本着有利于子女健康成

长的原则，依法酌情确定探望方式和时间。

不当探望带来困扰
影响成长变更方式法律护航为民解忧 美好生活有典相伴

　　民法典实施已经一年多，各级人民法院审

理了许多新类型的民事纠纷。从本期案例中我

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肯定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

还是重大疾病婚前告知义务，无论是自甘风险

的规定还是居住权矛盾纠纷，这些适用民法典

所作出的判决都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新期待、新需求。

　　人民法院在积极适用民法典审理、裁判相

关民事纠纷案件的同时，还应当采取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形式，让民法典的精神

和规定走近人们身边，走入人们心里，养成遇事

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素养和习惯。

　　今年五月是第二个民法典宣传月，有关部

门应抓住契机、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在广大城

乡、社区进一步提高学习民法典的热度，让民法

典成为人们民事活动的基本遵循，促进社会的

和谐与稳定。　　         胡勇

□ 本报记者  王莹

□ 本报通讯员 陈立烽

　　楼上邻居为租房获利，将自家客厅私改成卫生间，影响到楼下邻居

正常生活，该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近日，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

判决一起相邻权纠纷案，依法判令楼上业主将客厅恢复原状。

　　法院查明，林某与陈某同为某小区楼上楼下业主。住在楼上的陈某

为了赚取更多的租金，将房屋改造成四个带卫生间的套间分别出租。

　　林某在与陈某协商时表示，陈某改建的卫生间产生的排水、噪声及

承租人吵闹等令他身心不堪重负，陈某的行为严重侵犯和影响了他的

休息权、安宁权。陈某则认为自己有权利对自己的房屋格局进行改造，

且改造期间对卫生间、厨房等相关区域均采取了防水处理措施，相关行

为也没有危及建筑物的安全。

　　后因双方多次协商未果，林某诉至法院，要求陈某将不符合户型结

构图要求的建筑物拆除，排除妨碍、恢复原状。

　　经法官现场勘查，陈某改变原有房屋的设计规则，在没有防水要求

的客厅及中间客卧增设两个卫生间，该增设的卫生间产生的排水、噪声

足以对楼下住户的生活环境及心理造成不良影响，构成对楼下住户相

邻权的侵害。法院依法判令陈某将涉案房屋增设的两个卫生间限期拆

除，恢复原状。

　　判决生效后，陈某依法履行判决，已将增设的卫生间拆除。

　　法官庭后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

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小区业主对其所有房屋进行装修改造要符

合防水及安全要求，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

权益。 个别业主为取得房屋最大限度的利用价值，任意改变房屋原有

结构布局，将本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改造成卫生间或厨房间，给相邻住

户及小区安全带来不良影响，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私改乱建影响邻居
限期拆除恢复原状

法定代表人变更未办登记，对外行为有效吗
□ 本报记者  黄辉

□ 本报通讯员 陶然

　　公司已变更新的法定代表人，但未办理变更

登记，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否有

效？近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法院认定法定代表人变更未

办理工商登记不能对抗债权人，原法定代表人对

外代表公司的民事活动仍然有效。

　　法院查明，2018年1月，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

《融资借款协议书》，双方就借款金额250万元及期

限、利率等进行了约定。后因乙公司未按约还款，

甲公司诉至法院。

　　审理过程中，乙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与甲公

司达成和解，于2018年9月8日签订《还款协议书》，

约定乙公司保证在2019年6月30日前向甲公司偿还

借款本金250万元，并按月息1%支付利息，逾期则

按月息2%支付利息。甲公司撤回了该案诉讼，但乙

公司在此后仅返还了部分款项，双方再次涉诉。

　　另查明，根据2018年9月1日乙公司的股东会决

议、会议记录及董事会文件，乙公司已任命刘某为

新的法定代表人，赵某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但未

办理工商登记。

　　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乙公司原法定代

表人赵某对外签订《还款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乙公

司辩称2018年9月8日与甲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时，

其已任命刘某为新的法定代表人，故此协议无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但未

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的，公司不能以内

部工作人员职务变更为由，否认原法定代表人对

外代表行为的效力，更不能对抗善意的债权人。本

案中，法定代表人由赵某变更为刘某后，在工商管

理部门变更登记前，原法定代表人赵某对外签订

的《还款协议书》应视为公司行为，仍应认定为有

效。乙公司未按《还款协议书》约定返还借款本息，

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据此，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乙公司返还原告甲

公司借款本金2474547元及利息。判决书送达后，

原、被告均服判息诉。

　　法官庭后表示，法定代表人是指依法代表法

人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主要负责人。法

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商事主体，对内是最高行政首

长，其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法律后果将由

法人承担。根据法律规定，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

的，应当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公司在

变更法定代表人后，较长时间内仍未完成变更登

记。那么，应如何看待公司已产生新的法定代表

人、却未向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效力？

　　工商登记并非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生效要件。

《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规定，有限

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

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

议。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属于公司意思自治范

畴内事项，亦属于公司内部管理事项。公司股东会

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章程，形成变更公司法

定代表人的决议，只要不违背公司法的强制性和

禁止性规定，决议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法

定代表人变更无需工商机关进行授权，仅实现对

外公示的作用。

　　但是，法定代表人变更未经工商变更登记不得

对抗第三人。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将股

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

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但

该款同时明确，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

抗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过程实际上就

是工商部门代表国家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事

项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将其公开的过程。如法定代表

人发生变更，且未办理变更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仅产

生对内效力，不具备对外效力，其不能以公司内部工

作人员职务变更为由，否认原法定代表人对外代

表行为的效力，更不能对抗善意的债权人。

　　因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于公司相关决

议作出之时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怠于办理变

更登记，将会产生不能对抗第三人的法律后果，甚

至危及市场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利益，公司将受

到登记机关的处罚。本案中，根据2018年9月1日的

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乙公司已任命刘某为新的法

定代表人，赵某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但并未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因此，赵某以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

民事活动，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乙公司承担，乙

公司不能以已选举产生新的法定代表人为由对抗

善意债权人。

　　法官提醒，为避免发生类似败诉现象，公司变

更法定代表人时，不能仅仅依据公司内部股东会

决议等文件，还必须及时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

更登记，从而最大限度降低自身的法律风险。

老胡点评

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张建芳

　　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有大额财产损失，及时联系保险公司确定损失

是后续保险理赔的重要依据，但如果相关损失未经保险公司定损，能否

获得赔偿？近日，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交通事故

致使车上海鲜受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判决被告保险公司赔

偿损失175496元，被告邱某赔偿损失3500元。

　　法院查明，2021年8月，林某驾驶重型货车准备将一车价值179900元

的螃蟹从舟山运至宁德出售，途中与邱某驾驶的小型越野客车发生碰

撞，致使林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发生侧翻，造成螃蟹洒落路面并引发大部

分死亡。

　　林某担心天气炎热导致螃蟹腐烂变质，遂未经邱某车辆承保的保

险公司定损，就托人将剩余的螃蟹转运至福建省福鼎市某市场低价批

发出售，售得13804元。

　　后经交警部门认定，交通事故系因邱某变更车道影响正常行驶的

机动车，邱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林某无过错无责任。但林某向邱某及

其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却以林某未经定损便清理车上货物，无法

确定货物实际损失为由拒绝赔付。随后，林某将邱某及其保险公司诉至

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林某车上货物未经保险公司定损，但其提供

的证据及相关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货物价值及货物残值

处理价格，故对其主张的货物损失予以认定，货物损失及该部分损失共

计175496元由保险公司承担。此外，对于林某主张的运费、搬运费、吊车

费、施救费等费用，根据邱某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合同，不属于保险理赔

范围，且保险公司已就相应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尽到明确的提示说明义

务，故该部分损失3500元由被告邱某承担。

　　据此，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庭后表示，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除向交警部门报案外，若

存在较为重大的财物损失，还应及时联系保险公司定损，以免造成后续

理赔障碍。如因特殊原因无法及时定损的，应当保留诸如进货单等相关

证据以证明货物价值，避免后续纠纷中处于不利地位。

事故造成海鲜受损
未经定损仍可获赔

肯定家务劳动价值
离婚可获经济补偿

　　张先生和王女士结婚3年，后张先生因病瘫痪

在床，一直由王女士照顾。近日，张先生以夫妻感

情破裂为由，请求法院判决与王女士离婚。

　　王女士同意离婚，但认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自己负担了较多的家庭劳务，照顾生病的张先

生并赡养老人，要求张先生支付经济补偿款20

万元。

　　法院认为，结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收入、

年龄以及王女士所提交的证据所反映的双方日常

生活片段等因素，王女士确实负担了主要的家庭

劳务，因此对王女士要求支付经济补偿的主张应

予以支持，但考虑到张先生的收入水平，王女士所

主张的数额过高，法院综合上述各项因素对补偿

数额进行了调整。最终，法院判决双方离婚，依法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由张先生支付王女士经济

补偿款5万元。

　　宣判后，王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

判，现该判决已生效。

　　经办法官表示，经济补偿款是离婚诉讼中较

为常见的当事人诉求，主要集中在“家务活”上。对

此，民法典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

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

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

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判决。

　　相较于此前婚姻法的规定，民法典扩大了离

婚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并增加了补偿的具体办

法。民法典此举，意在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更好

地平衡和保护为家庭辛勤付出、默默牺牲的一方

的合法权利。

　　需要注意的是，离婚经济补偿仅限于在离婚

时提出，包括在协议离婚以及离婚诉讼中提出。如

双方已经协议离婚或经判决离婚，一方再行提出

经济补偿的请求，法院将不予受理。

婚前隐瞒重大疾病
撤销婚姻赔偿损失

　　李女士与赵先生经人介绍相识，并于不久后

领证结婚。李女士满心欢喜步入婚姻殿堂，没想到

婚后赵先生却拒绝与其同房，导致婚姻关系十分

紧张，李女士一度甚至想要自杀。

　　经多次沟通，赵先生向李女士承认了自己患

有勃起功能障碍，很难治愈，因为心存侥幸才在婚

前对李女士隐瞒，致使婚后双方一直没有性生活。

　　此后，李女士以赵先生婚前隐瞒其患有重大

疾病为由，将其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

撤销双方婚姻，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诉讼中，赵先生同意撤销双方婚姻，并承认婚

前知晓自己患有严重疾病，一直吃药治疗，没有如

实告知李女士病情。赵先生表示，如果法院经审查

认为符合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自己同意对李女

士进行赔偿，并认可李女士主张的赔偿标准。

　　法院认为，勃起功能障碍属于性功能障碍的

一类，该疾病属于婚前应当告知对方的重大疾病。

本案中，赵先生明知自己患有上述疾病，但婚前未

如实告知李女士，导致李女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同意结婚，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撤销婚姻的条件。婚

姻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鉴于赵

先生认可李女士主张的赔偿标准，判决撤销李女

士与赵先生的婚姻，赵先生赔偿李女士精神损害

抚慰金5万元。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目前已生效。

　　法官庭后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一方患有重

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

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

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

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关于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被撤销的婚姻自

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

义务。由于当事人之间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效力，

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关系定性为同居关系。同居

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

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婚

姻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父亲再婚产权变更
诉请居住驳回请求

　　小杨的父母离婚，双方协议小杨由父亲杨某

抚养，房屋归杨某所有，杨某承诺小杨可以跟随其

共同生活在房屋内。自此，小杨就一直跟随杨某共

同生活。

　　杨某再婚后，对房屋产权进行了变更，增加了

小杨的继母为房屋共有权人，杨某与继母各占50%

的份额。此后，继母不再让小杨住在房子里。无奈

之下，小杨将杨某和继母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对涉

案房屋享有居住权。

　　小杨的继母认为，小杨对涉案房屋不享有任

何权利，涉案房屋没有设置任何用益物权，小杨主

张居住权无任何法律依据。

　　法院认为，小杨父母离婚分割房屋时未为小杨

设立相应权利，父亲单方承诺小杨可在涉案房屋中

居住，该承诺是父亲作为小杨监护人应履行的监护

义务，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居住权。小杨父亲再婚后

对涉案房屋进行了产权变更，小杨与现房屋所有权

人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向登记机构办理登

记。因此，小杨依据父母签订的离婚协议及父亲单

方书写的承诺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不成立。

最终，法院驳回小杨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办法官表示，民法典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

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

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同时规定，以遗嘱

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居住权章节的相关

规定。因此，居住权既可以通过书面合同方式设

立，也可通过遗嘱设立。

　　居住权在民法典中的设立，将房屋的所有权

和使用权有效分离，能减少因遗产继承和住房需

求问题带来的纠纷和诉讼。居住权的消灭可以直

至居住权人死亡为止，突破租赁期限二十年的限

制，有利于确保居住权人的长期使用。

雪场滑雪追尾致伤
自甘风险无法获偿

　　王先生初次到雪场滑雪，却信心十足地上了

高级赛道。由于高级赛道坡度大，滑行速度快，而

王先生技能生疏，在一个拐弯处撞上了前方的赵

先生，两人都不同程度上受伤。

　　后因两人协商无果，赵先生将王先生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医药费。王先生则表示，自己也受伤

了，赵先生也要赔偿自己的损失。

　　法院认为，滑雪是一项风险系数较高的运动，

需要进行专业学习培训。如果自身并不掌握滑雪

技术贸然参加滑雪，因自身原因受到损害，那么需

要自己承担相应的风险。滑雪场上，通常情况下前

方滑雪者有雪道使用的优先权，后方的滑雪者应

该保持距离、注意避让。王先生因滑行中超越其他

滑行者时未保持安全距离，“追尾”赵先生并造成

其受伤，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赵先生作为无责方，

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经办法官表示，“自甘风险”是免除侵权责任

的一个抗辩事由，指受害者明知某些行为会引发

风险，但表示可以自主承担后果，若损害发生，则

自担风险，免除加害人责任的规则。在民法典中，

“自甘风险”条款首次作为免责事由出现，让被侵

权人不再“受伤就有理”、让侵权人不再“有理说不

清”，只要侵权人遵守相关文体活动的规则，尽到

一定注意义务，对被侵权人所受损害的发生没有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就不需要再为被侵权人所受

损害买单。

　　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

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

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

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从

条文中不难看出，“自甘风险”条款有严格的适用

条件，即行为本身具有风险性；主观上具有明知性

和自愿性；主体上具有适格性；行为具有合法性和

利益性，具备上面这些构成要件的，才能免除其他

参加者的侵权责任。否则若无限制扩大“自甘风

险”的适用范围，将使自甘风险变成自认倒霉。

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三百六十六条 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

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第三百六十七条 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

　　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二）住宅的

位置；（三）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四）居住权期限；（五）解决争议的方法。

　　第一千零五十三条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

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第一千零八十八条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

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

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

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

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条的规定。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 本报通讯员 秦鹏博

　　2021年1月1日，民法

典正式施行，这是与百姓

距离最近的法律，民事案

件同人民群众权益的联系

也最直接、最密切。民法典通篇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着眼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被称为“社

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如今，民法典实施已一年有余，很多新变化温暖人

心。在第二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中，《法治日报》记者

梳理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4起民事案件，以

期通过以案释法，帮助广大群众更好地了解民法典，让

美好生活有民法典相伴。
漫画/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