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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是湖北一服装厂的采购员，月薪3500元。7月底，他帮厂子采购拉链，
共花费了5908元。因要得急，小张就用某网络支付平台付款，却意外地中了一
个4888元的红包。

小张将“喜讯”发到朋友圈，称“邀请大家吃饭”，结果却被老板刘先生看
到了。老板在朋友圈下回复：“这算公司财产，按原金额交给财务，一分钱都不
能少。”并计划将这笔钱从小张的工资里抵扣。

接受媒体采访时，小张表示，这个红包3天之内要用完，还只能用自己的
账号消费，“怎么还给公司呢？”而服装厂老板刘先生则表示，这个钱理应属于
公司，因为是帮公司采购时中奖的。

这笔钱应不应该交给公司？此事在微博上引发了网友热议。网友@阿乐
主任认为，自己的支付账号跟公司没有关系。网友@甜咖啡南京也表示，这不
是货款的孳息，是抽奖，不需上交。

8月3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小张，他表示这件事并非像许多网友所说
的那样是为支付平台打广告，他很担心这件事影响到他的工作，“对（我和公
司）两边都不好。”记者试图联系刘老板，但截至发稿仍未拨通他的电话。

七旬父亲起诉养女：
断绝父女关系

三十五年父女情断，收养背后法理须明

3行21字断绝35年的父女之情，77岁的曾明（化名）没有半点后悔。据曾明称，1983
年冬，他和爱人收养了年仅4个月的女儿曾英（化名），多年来，他都与女儿生活在一起，
供女儿上学，看着女儿结婚成家。曾明说，在爱人过世后，还将房产直接过户给了女儿，
女儿结婚后，又拿出了大部分资金帮助女儿购买了另一套房产。

然而，父女俩的关系却在今年出现了恶化。一份字据显示，两人签下协议断绝父女
关系，曾明甚至向成华区法院提起诉讼，欲确认父女关系断绝，追回已过户给女儿的房
产，同时索要在收养期间的生活教育开支共计24万元。目前，法院已受理此案。

父女情一场，如何竟走到了这步田地？

索要索要2424万生活教育开支万生活教育开支，，欲追回已过户房产欲追回已过户房产

全国律师协会民委委
员、副主任律师张承凤表示，
如果父母与子女之间有血缘
关系，那么是不能解除关系
的，而如果是非亲生，属于收
养关系，双方关系又确实恶
化的情况下，在子女成人后，
可解除收养关系。但是如果

想在法律上解除收养关系，
需要走法律程序确认。

北京理工大学民法副教
授孟强表示，对于本案情况，
根据《收养法》的规定，对于
年满18周岁的被收养人，如
果长大后养父母与成年养子
女关系恶化，已经到了无法

共同生活的程度，再维持收
养关系对双方均不利，且被收
养人已经长大成人，具备自我
生存生活的能力时，养父母和
养子女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
系，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的，主
张解除收养关系的一方，还可
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七旬父亲状告养女

“我的东西全部还给我”

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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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称因房产、生病等致隔阂

养女未回应及证实

张承凤表示，如果要解
除父女或父子关系，就意味
着子女方此后可能没有赡养
义务了。这种情况，就需要在
解除关系的时候，就商讨好
具体所付费用问题，老人有
权利要求其承担在抚养其长
大过程中的开支。

另外，对于“赠与”的追
回问题，根据《合同法》192条
规定，受赠人有以下情形之
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
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

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
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张承凤表示，如果不符合《合
同法》法定撤销权的情况，法
官在具体解决事情时，也会
把抚养子女返还费用与赠与
费用结合起来共同考量。

孟强表示，收养关系解
除后，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
养子女，已经具备了工作和
生活的能力，甚至能反哺遇
到困难的养父母，对缺乏劳
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
父母，在解除收养关系后，成

年养子女依法应当给付养
父母一定的生活费。至于在
收养期间赠送的房产是否
可以追回，孟强表示需要看

《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
规定。根据该法规定，赠与
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
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而房产
一旦过户给了养子女，除非
事先有约定，或者因养子女
的违法行为而导致养父母
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
力的，否则无法撤销赠与、
追回房产。

张承凤认为，收养关系
不解除，可能对于老人方更
难受，彼此之间并不愉快，强
行在一起也会发生冲突。对
于解除关系后，老人独居，无
其他子女及亲人赡养，发生
困难时无外乎两个问题，一
个是经济上的帮助，一个是
人情上的关心。而双方关系

已然不好，即这种人情上的
关心是负面的，所以应在解
除关系后，把金钱问题理清
楚，给老人实际补助，再付点
钱请保姆和护工，让老人的
养老问题能得到解决。

孟强则认为，既然《收养
法》第30条要求经养父母抚养
的成年养子女在收养关系解除

后，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
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
活费，那么类推适用该条，则
当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
来源的养父母去世后无人支
付丧葬费用的，解除收养关系
的成年养子女应当负有支付
丧葬费用的义务。这也是基于
人们的普遍情感和道德要求。

孟强表示，老人在解除
收养关系后没有其他子女
的，就属于独居老人、空巢
老人，确实需要社会的进一
步关爱，一是应当在老人失
去或者部分失去民事行为
能力时，给老人确定合格的
监护人帮老人处理日常事
务，照料老人，没有合适的

监护人的，由民政部门担任
监护人，也可以由具备履行
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
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担任。二是应当进一
步完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
险的相关服务，使老人能够
享受到养老金，在病痛时能
够受到良好的医疗照顾。三

是民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均
应当以各种形式展开对老
人的照料和慰问，丰富老人
的精神生活，使老人能够安
度幸福晚年，这也是我国进
入老龄化社会之后面临的
急迫而普遍的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廖晓琴 摄影报道

养父母与子女间是否可以解除关系养父母与子女间是否可以解除关系？？

解除关系后解除关系后，，养父母是否可以要求子女补偿在收养期间的经费开支养父母是否可以要求子女补偿在收养期间的经费开支，“，“赠赠
与与””是否可以追回是否可以追回？？

解除关系后解除关系后，，是否意味着完全是否意味着完全““一刀两断一刀两断”？”？

与养子女解除关系后与养子女解除关系后，，今后养老如何进行今后养老如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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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红包
该归谁？

用个人支付账号
帮单位采购拉链
中数千元大红包
老板要用工资抵

网络支付平台随机派发的红
包，你最高中过多少？小张在帮公司
采购时，一中就是4888元！但老板却
表示，要从他3500元的月薪里抵扣。
此事一经报道，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对于这笔钱在法律上该如何定性，
专家表示，未必属于小张个人。

中了网络支付平台4888元的红
包，可是小张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据多家媒体报道，小张公司的老板
认为这笔钱属于公司财产，要从他
工资里抵扣。

观点一：归公司
“虽用个人账户，
但系职务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史际春认为，这笔钱应该归公
司所有，因为小张帮公司采购
是职务行为。“虽然小张使用的
是个人账户，但他是在代公司
做事，相当于代理。可以理解成
网络支付平台上的这笔红包是
给公司而不是给个人的。”

史际春表示，这件事中的
红包在法律上的性质是职务
成果，属于公司财产。法律上，
员工的职务成果都归公司所
有，同时员工职务工作的风险
也由公司承担。“既然风险由
公司承担，那么成果也归公司
所有。”史际春认为，老板将这
笔钱从工资里抵扣并没有违
反劳动法，因为这和克扣工资
不同，没有使员工收入减少，
只能理解成金额的互换。

观点二：归公司
“从工资里抵扣
并无不当”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劳动

法律师邓庆也倾向于认为这
笔钱属于公司财产。

她认为，从工资里抵扣这
笔钱，属于公司采取自救措
施，并无不当。“如果红包里的
这笔钱是公司的，相当于小张
只是保管了公司财产，还是应
当交还到公司去。”

法律规定，因劳动者本人
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
失的，用人单位可从劳动者本
人的工资中扣除经济损失的
赔偿，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
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
邓庆表示，公司从小张工资中
抵扣这笔钱，不属于惩罚性措
施，不适用上述法律，不过，如
果金额很高一次不够抵扣，公
司还是要考虑到保障员工当
月最低的生活标准。

观点三：不完全归公司
“是射幸行为，
五五开最公平”

江苏省社会法学会理事
刘秋苏则持有不同观点。他告
诉记者，不应该将这笔钱完全
看成公司财产。

刘秋苏认为，抽到网络支

付平台红包，在法律上属于射
幸行为（法律中的射幸行为，
是指当事人一方是否履行义
务有赖于偶然事件出现的一
种合同）。而射幸合同是小张
和支付平台之间订立的，公司
没有做出意思表示。“这个红
包，离开了小张的账号，公司想
得到这个意外之财，绝无可能。”

不过，刘秋苏也承认，此事
的特殊性在于射幸合同产生于
履行职务过程中，员工的行为
是职务行为。“小张毕竟是在买
辅料的公司采购业务中花出钱
后才有机会中奖的，可以说是
公司给的机会。也就是说，小张
中奖，除了要感谢自己的手气
爆棚，也要感谢公司让自己履
行的职务行为。”

他认为，从日常的生活经
验判断，奖项具有稀缺性，对
于小张的工资而言，属于非常
大的利益，因此还要考虑到民
法中的公平原则。

“综合考虑射幸合同、履
行职务、公平原则，我建议好
处都有份，五五开最公平，小
张和公司各得2444元。”刘秋
苏说。成都商报记者 祝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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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他人垫付时产生意外的收益，这笔钱在法律上如何定
性，到底属于谁？公司从员工工资中“抵扣”的做法，又是否合
法？为此，记者采访了经济法和劳动法领域的专家。

诉
讼

11

22

33

44
曾明（化名）在东风路的住房内

父女关系
解除字据

日前，成都商报记者见到了曾明，他
向记者讲述了他与女儿曾英的一些点
滴。曾明介绍，当年与爱人收养了女儿曾
英后，为曾英上了户口。当年他在“郫县
一中”上课，期间为了照顾曾英，夫妻俩
就轮着班来照顾。曾明介绍，之后有机会
调到成都市区上班，进入到了四川省商
业专科学校（后合并到成都理工大学），
为了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又在后续经
过努力，将爱人和女儿也带到了市区。曾
明说，曾英从小到大非常听话，考试成绩
也都不错。

曾明说，除了将东风路房产赠送给女
儿外，还用自己的教职工名额在成都理工
大学附近购买了一套住房，“70%的房款都
是我给的，但房产证上，99%的产权都是给
她了的。”之后，女儿女婿搬到该住房居
住，自己也一同居住，期间也会回东风路
的住房。

按照曾明的说法，他与女儿的关系在
搬家后发生了变化，除了涉诉房子的问
题，在其一次生病住院后，女儿女婿的不
上心，加上生活中一些琐事，渐渐与女儿
女婿间开始有了隔阂。

对于曾明的说法，记者试图与曾英取
得联系。但据了解，曾英近日在外出差，记
者多次拨打其电话，均无人接听或被挂断，
发去短信也未有回复。

目前，父亲曾明的说法，暂未得到曾英
的回应以及证实。

7月上旬的一天上午，77岁的曾明在律师的陪
同下，来到了成华区人民法院。此行，他要状告的是
他的女儿曾英。曾明称，女儿曾英是他和爱人（已过
世）于1983年冬收养的。“当时她只有4个月大，是我
爱人从一对夫妇那里收养的，但那对夫妇其实也不
是她的亲生父母，亲生父母好像是郫县（现为郫都
区）的。”

曾明准备了一份民事起诉状，诉状称，其与曾
英在生活期间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并于2018
年5月25日，双方签订字据，断绝父女关系，请求法
院确认。记者看到，该份字据仅仅3行21字，称双方
经过协商，断绝父女关系。而根据起诉状所述，父女
关系的决裂则源于一套房产。

此前，曾明和爱人在成华区东风路拥有一套住
房，在爱人过世后，曾明放弃了应有的继承权，并将
自己名下50%的产权也赠与了女儿。不过，房产证
一直保管在曾明处，且约定赠与人享有房屋的永久
居住权。起诉书中写道，后由于该房屋位于5层，楼
层较高，因曾明逐渐衰老，每天上下五楼，力有不
支，提出卖掉该房，买套低层的住房，但遭到了拒
绝，之后他又提出由女儿曾英出个二三十万元，容
其买个底层小屋，也未获准。

双方矛盾逐渐增加。起诉书称，后来女儿未经
说明，拿走了由曾明保管的产权证，矛盾彻底激化。

“这样的女儿还是有什么好要的，不要了！”曾明很
坚决，父女俩签下协议，断绝父女关系。

之后，曾明向成华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回赠
与女儿的房产，并要求女儿支付其在收养期间的生
活教育开支共计24万元，“我的东西全部要还给我。”
记者了解到，成华区法院已于7月9日受理该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