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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位继承———

兄弟姐妹子女
可代位继承遗产

2021 年 1 月 4 日，上海虹口法
院适用 《民法典》 代位继承相关规
定， 通过调解方式成功化解了一起
侄甥代位继承的法定继承纠纷案

件，王荣纠结近了 10 年的继承烦恼
终于从法律层面上得到了化解。

2011 年 2月 16日，王阿婆去
世，由于生前未婚、没有儿女，父母
早已离世，仅有的一个弟弟也先于
其去世。但王阿婆的弟弟王伯育有
王荣、王群、王丽、王坚（1999 年死
亡）四个子女，王阿婆晚年一直是
侄子王荣在照顾。按照《继承法》有
关规定，王阿婆走后遗留的房产无
人能继承，属于无主遗产，虽然侄子
王荣一直在抚养老人，但继承人以
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仅
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所谓适当
的遗产，其实份额很少。”虹口法院
诉调对接中心主任黄凯法官表示。

2020 年 1 月 1 日，《民法典》
正式实施，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二十七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
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
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
按该新规，王荣等人可继承姑妈的
遗产。2020 年 12月 8日，王荣起诉
到法院，请求继承姑妈名下的房屋。

2021 年 1月 4日，王老先生与
其他两位当事人如约来到法院第五
调解室。在黄凯的主持下，调解员姚
卫民组织调解。由于姑妈晚年由王
荣一人照看，哥哥和妹妹体谅王荣
这些年的辛苦付出，主动放弃了遗
产的继承权，最终当场签订调解协
议，由王荣顺利继承姑妈王阿婆的房
屋遗产。（当事人均系化名）

黄凯法官表示，《民法典》规定
的代位继承方式，范围相较于《继
承法》有所扩大，由“被继承人子女
的晚辈直系血亲”扩大至“被继承
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本案中，按
《继承法》规定，王荣不属于法定继
承人范围，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
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
当的遗产。为此，王荣只能分得适当
的遗产，遗产中的剩余部分要被认
定为无主遗产，归国家所有。但《民
法典》规定侄甥的代位继承权利，
增加财产在亲人之间传承的可能
性，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可继、
收归国有的情况，体现国家对公民
私有财产的保护。

《民法典》实施后，法院据此判了多起案例，记者邀请专家就所涉及法律问题进行解读

遭遇霸王条款，《民法典》给你“撑腰”

见习记者 陈泉 晨报首席记者 张益维 晨报记者 荣思嘉

2021年 1 月 1 日，《民法典》正式施行。 作为新中国历史上首个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的实施关系到市民百姓
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作“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婚姻、贷款、买房、遗产继承……对于这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民法典》都有着明确规定，多家法院均引用
《民法典》判决了多起案例。 本期新闻 CT，记者结合最新案例和判决，邀请法官、律师，对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详细解读。

生活中，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
状况， 和网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
却发现实际所付借款利率，远高于
合同展示利率？ 看样板房、沙盘购
买楼盘，却发现开发商已在购房合
同中声称，样板房、沙盘、宣传册等
资料仅供参考？面对这些被隐藏在
复杂合同中的关键细节，消费者该
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

2017年 9 月，田某、周某和中
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
信托”）签订《贷款合同》，约定田
某、周某向中原信托借款 600 万
元，贷款期限 8年。贷款利率具体
以《还款计划表》为准，平均年利
率为 11.88%。还款方式为分次还
款，《还款计划表》载明每月还款
本息额和剩余本金额。

根据合同约定，田某、周某按
期归还了 15期本息。随后，田某、
周某提前还款，实际支付本息 740
余万元。田某、周某认为实际利率
高达 20.94%，远高于合同约定的
11.88%，且中原信托在借款合同
履行过程中从未披露过实际利率。
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贷

款人应当明确披露实际利率。本案
中，《还款计划表》仅载明每期还
款本息额和剩余本金额，既未载明
实际利率，也未载明利息总额或其
计算方式。最终，上海金融法院作
出终审判决，撤销原审判决，改判
中原信托返还田某、周某多收取的
利息 84万余元。

购房前，周某等业主在宣传
册、沙盘、广告片等宣传资料中看
到，其所购买的小区设有人车分流
设施和露天泳池。但后来业主们得
知：在开发商天福公司向有关部门

备案的建设规划中，该小区并非人
车分流，天福公司是在通过竣工验
收后，以草皮覆盖地面车位的方式
营造人车分流的“假象”，而有关
部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刻责令天
福公司进行整改、恢复地面车位。
至于“室外泳池”，则系违法建筑，
不能使用。
当业主找到天福公司交涉时，

却被告知，《商品房预售合同》中
约定其保留对小区平面布局的修
改权以及宣传资料所载内容不列
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上海一中院认定《商品房预
售合同》中约定开发商保留对小
区平面布局的修改权以及宣传资
料所载内容不列为合同组成部分
的格式条款与购房者具有重大利
害关系，而天福公司对此未尽提示
或说明义务，故该条款不应成为合
同内容，维持一审法院关于天福公
司赔偿周某等业主相关损失的判
决。

上海一中院法官刘佳表示，
《民法典》实施后，其第 496 条规
定了格式条款不订入合同的情形，
即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
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
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
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
成为合同的内容。因此，开发商作
为格式条款的提供者不仅必须公
平地设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还必
须对相对方尽到提示或说明义务，
否则不能视为双方对该条款内容
达成合意，该条款内容亦不得订入
合同、进入效力评价的范畴。

在上海扬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扬看来，《民法典》实施后，适用
格式条款的相关判例显示，条款制
定方利用地位优势制造“霸王条
款”的空间将越来越小，市场交易
将更加公平、规范。

婚前身患重大疾病却并未告

知对方，是否可以结婚，又该承担
怎样的责任？近日，上海适用《民法
典》新规，判决了首例撤销婚姻关
系案。

原告李某与被告江某经人介
绍相识，订婚后开始同居。2020 年
6月，李某怀孕，双方登记结婚。登
记不久，江某终于向妻子坦白，其
已身患艾滋病数年且长期服药。虽
然李某坚持表示其所罹患的艾滋
病已不在传染期内，传染李某及其
腹内宝宝的可能性极小，且最终证
明李某确实并未被传染，但丈夫的
病依然让李某无法接受。
尽管两人此前感情基础不错，

但李某在几经内心挣扎思量后，还
是决定终止妊娠并向上海闵行法
院起诉要求撤销婚姻。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艾滋病并

不属于导致婚姻无效的疾病。
本案中，被告虽然患有艾滋

病，但经过长期的药物控制，已经
不在传染期内，因此若原告起诉要
求宣告婚姻无效，将无法得到支
持；而若原告起诉要求撤销婚姻，
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可撤销的
情形；原告作为无过错方，也无法
得到有效的救济。

由于案件的特殊性，立案后，
法官进行了大量细致充分的论
证，从保护无过错方利益出发，根
据刚刚正式实施的 《民法典》
1053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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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被告在
结婚登记之前未如实告知原告其
患艾滋病的事实，原告在知情后
一年内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婚
姻，应予以支持，故依法判决撤销
原被告的婚姻关系。

原被告的婚姻关系被撤销后，
双方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据闵行法院办理上述案件的
法官介绍，《民法典》实施之后，不
仅将登记结婚前隐瞒重大病情作为
无过错方可以撤销婚姻的情形之
一，而且还赋予无过错方主张损害
赔偿的权利，原告因此得到了最有
效的维权途径。在上述案件中，原、
被告登记结婚时间虽然在《民法
典》实施之前，但原、被告的婚姻状
态一直持续至今，所涉可撤销情形
属于《民法典》的新增规定，从保护
无过错方的利益出发，按照有利溯
及的原则，法院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董劼律
师表示，以前的《婚姻法》规定，对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的人，禁止结婚。但是，对于“医学
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虽然
有《卫生法》等规定类推，但一直没
有明确规定，并且随着医学的不断
进步，这类疾病也在不断减少。
“这种情况下一刀切地规定

‘禁止结婚’，就有一部分人因有
重大疾病彻底丧失了结婚的权
利。”董劼律师说，《民法典》出台
后，疾病不再是结婚禁止项的规
定，体现了对病人的尊重，体现了
对当事人结婚自主权的尊重。
但同时，《民法典》明确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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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这一规定强调了伴侣的婚前
告知义务，有利于保障另一方的知
情权，防止因隐瞒疾病导致婚后病
发，给另一方带来过重的扶养义务，
以及防止骗婚等道德风险的存在。
董劼律师强调，撤销婚姻不等

于离婚，不产生离婚的法律后果。

格式条款———

合同关键信息需“高亮”
婚姻———

用《民法典》判首例“撤销婚姻关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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