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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婚前房产为共同财产

虽未办理变更手续也不可反悔
【案例】
王某和陈某于 2012 年 5
月登记结婚，婚房是王某在
婚前所买的一套 100 平米房
子。婚后，由于王某的工作
岗位发生变化，经常要与女
同事一道出差，因此妻子陈
某很不放心，并且一直想把
自己的姓名加到王某的房本
上。为此，双方于 2014 年 3
月签了一份协议，主要内容
包括：1、夫妻双方必须忠诚
对待对方，不得有意欺骗对
方；2、王某名下某小区某房
屋属于夫妻双方共同财产 ，
并在 1 个月内办结加名手
续。协议签订后，由于种种
原因，妻子的姓名一直没有
加上 ， 导致夫妻关系紧张 。

最近，陈某向法院起诉离
婚，并主张对该套房屋按夫
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而王
某认为，当初签订协议同意
在房产证上加上妻子的姓
名，这属于赠与，由于一直
没有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
记，他现在有权撤销该赠与
合同，陈某无权主张分割其
名下的房产。那么，法律会
支持他们哪一方呢？

【评析】
法律会支持陈某的主张。
《婚姻法》 第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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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 、
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
用书面形式。”这是关于夫妻
约定财产制的规定。第十九
条第二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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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束
力 。” 这 是 约

定财产制对内法律效力的规
定。依该规定，只要夫妻双
方基于自愿，签订书面协议
就双方名下财产权属作出约
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等
情形，该协议就对夫妻双方
发生法律上的拘束力，自 协
议生效时起财产权属就发
生变化。至于是否办理了
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这不
影响协议的效力。
夫妻约定财产制不同于
赠与。虽然 《婚姻法司法解
释三》 第六条规定：“婚前或
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
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
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
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 ，
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
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
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
理。”而 《合同法》 第一百八
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
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
销赠与。据此，赠与人在所
赠房产尚未办理过户手续的
情况下是可以撤销该房屋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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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同的。但必须明确的
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第
六条之规定，仅适用于夫妻
一方将其个人所有的房产赠
与另一方个人所有的情形。
本案中，王某与妻子陈
某自愿签订书面协议，将自
己名下的婚前房产明确约定

员工递交辞呈后遭遇伤害
单位应否承担工伤责任？

编辑同志：
四个月前，我曾经提前 30
天书面通知公司，表示将在 30
天后的对应日离职，解除彼此尚
有两年到期的劳动合同。岂料，
仅 过 去 17 天 ， 我 便 在 工 作 时
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
到伤害，不仅花去 17 万余元医
疗费用，还落下伤残。近日，我
曾多次要求公司给予工伤赔偿，
但却一再遭到拒绝，理由是我已
经提交辞呈，便不再属于公司员
工，其自然没有包括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在内的相关义务，我也没
有相应的权利。请问：公司的说
法对吗？
读者：钱丽芸
钱丽芸读者：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虽然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
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即法律赋予了
劳动者对劳动合同的预告解除权，
只要劳动者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了
书面告知，无论用人单位是否表
态、是否同意，劳动合同在规定
时间届满后便告解除，
且书面通知
一旦送达用人单位便产生了法律
效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递
交了辞呈，
便自始与用人单位不存
在劳动关系，
也等于彼此之间哪怕
是劳动者遭遇工伤，
用人单位亦没
有保障义务，
因为：
一方面，
在员工
没有实际离职，
用人单位仍然接受
其提供的劳动的情况下，
彼此无疑
还是用工、
被用工关系；
另一方面，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
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
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
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
支付。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 12
个月。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

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确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
不得超过 12 个月。”即员工在通
知期内因工负伤，仍然享有治疗
康复的权利，用人单位不得规避
义务。
再 一 方 面 ，《工 伤 保 险 条
例》 第二十一条规定：“职工发
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
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
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即从这
一角度上说，在劳动能力鉴定结
论尚未作出前，用人单位同样无
权要求员工离职。根据 《工伤保
险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
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如果员
工的伤残等级为一到四级，用人
单位应当保留劳动关系，让职工
享受工伤待遇；如果员工是五
级、六级伤残，经工伤员工本人
提出，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关系，由工伤保险基金
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
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如果员工是七级至十级伤
残，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
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
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廖春梅

为夫妻共同财产，这属于夫
妻婚内财产约定的性质，而
不是单纯的赠与性质，相应
地也就不存在撤销的问题 。
由于该协议对夫妻双方具有
约束力，因此，在离婚时陈
某有权分割该套房产。
潘家永

民事诉讼中离婚案件的管辖
通常情况下，离婚诉
讼适用一般地域管辖，即
应向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
提起，被告住所地与经常
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
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适用特别规定的情
形是：
一、对不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对
宣告下落不明或失踪的人，
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离婚诉
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
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
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
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军人离婚案件的
管辖
1、非军人对军人提
起离婚诉讼，军人方为非
文职军人，由原告住所地
人民法院管辖；
2、 双 方 都 是 军 人
的，由被告住所地或被告
所在团级以上单位驻地的
人民法院管辖。
三、夫妻一方离开住
所地一年的离婚，由原告
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
一年的离婚，由被告经常居
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
常居住地的，由原告起诉时
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四、在国内结婚并定
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

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
缔结地法院管辖为由不受
理，婚姻缔结地或一方在
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
院管辖。
五、在国外结婚并定
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
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籍
所属国法院管辖不予受
理，应由一方原住所地或
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
法院管辖。
六、中国公民一方居
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
内的离婚案件，国内一
方住所地人民法院都有
权管辖。
国外一方向居住国法
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
法院起诉，受诉人民法院
有权管辖。
七、中国公民双方在
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
民法院起诉的离婚案件，
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
人民法院管辖。
八、国内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对外国法院离婚判决
不予承认的，当事人可到国
内原户籍所在地或婚姻缔
结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离
婚诉讼。 来源：法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