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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原本恩爱的夫妻，感
情不和后自然会对财物变
得斤斤计较起来。 离婚前
夕， 一方尽量转移或隐瞒
夫妻共同财产， 造成另一
方财产受到损失的现象并
非鲜见。 那么，倘若遇到离
婚前一方转移财 产 后 ， 另
一方该如何维权呢？

离婚前夫妻一方转移财产
该如何维权？
■ 本报记者 张一然

不掌握家庭收入 有碍婚姻稳妥度
玲玲和晓明因收入偏低而导致婚后经济
生活比较紧张。 这时候，恰好晓明的朋友准备
开厂，缺人帮忙。 晓明想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加
入该厂，算是辞职创业。 玲玲为了支持晓明的
事业追求，独自承担起全部的家务，整天忙于
操持家务、抚养子女、赡养老人。
工厂在起步期确实很忙，晓明常常忙
到半夜才回家。玲玲不管多晚，都会坚持等
晓明回家，还会为他准备好煲汤。用晓明的
话说，玲玲的贤惠是“千里难寻”。 一晃两
个人结婚十几年了， 晓明也从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普通人成为资产颇丰的企业家。 而
玲玲这十几年来，因一直为家操持，既远离
了社会和社交，也人老色衰。 俗话说：男人
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见多识广的
晓明与家庭妇女玲玲， 两个人越来越没有

共同语言，晓明对玲玲也越来越嫌弃。
这时候，为了企业的扩张，晓明特别招
聘了一位海归秘书小艾。 小艾年轻漂亮，又
在国外名牌学校取得学位，谈吐见识都很不
俗。 在具体的工作中，小艾显示了非常良好
的职业素养，尤其是一口流利的英文，更是
让晓明在客户面前感到特别有面子。在小艾
的光环下，没有事业、没有魅力，只知道柴米
油盐的玲玲则显得更加憔悴和不体面。
在长期朝夕相处的工作中，晓明无可
自拔地爱上了小艾。 最初小艾并不接受晓
明，觉得他有家有孩，家务琐事太多。 而晓
明觉得倘若在人生后半场能够有小艾这
样的女孩子相伴，才不枉拼搏一场。
他陆续给小艾买了豪车、别墅，还有很
多价值不菲的首饰等礼物， 并向玲玲正式

提出了离婚， 并表示离婚后将目前夫妻名
下的五套房子和存款全部留给玲玲和孩
子，日后孩子倘若出国留学，其全部学费和
生活费仍由他来负担。对玲玲来说，这半生
全部奉献给了家庭， 离婚后的她已经失去
了最大的年龄优势，再加上有孩子，想要再
找个不错的人生伴侣基本上很难。 鉴于种
种现实考虑，玲玲坚决不同意离婚。
起诉一审没有判离后， 晓明认为这是
玲玲以“我不好过，谁都别好过”的心态在
报复他。 时隔半年后，晓明再次起诉离婚。
这时的玲玲才意识到，不管她多么贤惠，男
人的心已经不在自己这里了。 她开始向晓
明正式提出平分夫妻所有共有财产。 但玲
玲这些年来因不懂生意， 又全身心地投入
到照顾老人和孩子的生活中去， 根本不清

楚晓明的公司年收益到底是多少。 玲玲的
律师在调查财产时， 发现男方早在三年前
就已经将企业的股份担保“抵债”给其多
位好朋友。 这意味着，因为男方“抵债”企
业的股权一旦有变数， 将会导致离婚后的
女方在共同财产分割时只能拿到极少的份
额， 男方企业大部分资产可能都因男方
“抵债”而转属他人。 此外，在企业的运转
中，还存在大量的“借款”。 这些借款，女方
很难分辨是真的借款还是男方为转移财产
而伪造的 “借款”。 更令玲玲感到气愤的
是，小艾居住的别墅，早就被晓明通过各种
方式而查不到购房资金是来源于晓明。 小
艾则表示别墅和豪车均属其个人财产，没
有必要向玲玲交代购房资金的来源。
那么，玲玲该怎么办呢？

律师剖析

六种转移藏匿财产方式需防范
—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京涛
——
王京涛表示， 对生
意人或自由职业者等人
群，因其收入不固定，故
而其配偶很难掌握其具体收入。 另外，有
的夫妻有一方是甩手掌柜， 上交了财权
后，完全信任另一方，根本不在意财物的
花销和支出等。 这就造成一旦感情破裂面
临离婚，一方尽量转移或隐瞒夫妻共同财
产的行为很难被发现，或者是即使被发现
也很难确定其转移或隐瞒了多少财产，从
而造成了自己的损失。
那么，面临离婚时当事人该如何避免
和防范财产被转移呢？ 对此案例中，男方将
企业的股份担保“抵债”给其多位好朋友的
行为，王京涛强调说：“如果女方没有男方朋
友是‘恶意’受让的证据，将很难夺回属于
自己的正当权益。 因为夫妻一方擅自处理共
同财产，如果已转给第三人了，除非证明第
三人有‘恶意’，否则一般法律会保护正常
的交易秩序，即会认为转让行为有效。 所以，
如果认定男方的股份转让有效，优质共同财
产在离婚时就不会被分割。 对玲玲来说，基
本就拿不到有关晓明企业的任何财产了。 ”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离
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
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
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
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
方，可以少分或不分。 离婚后，另一方发现
有上述行为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
“事实上，许多能够转移、隐匿财产的
人在婚姻中往往处于强势地位，且目前家庭
资产状况又日趋复杂，除了住房、汽车和存
款外，还有股权、经营权等等。 不可否认的

是，家庭地位偏低的当事人在离婚分割财产
时，常处于证据收集的劣势。当前，发生离婚
诉讼时，一方隐匿、转移财产，甚至编造假债
务的情况并非鲜见。弱势方根本就不知道强
势方到底做了什么，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对方
到底拥有多少财富。 这样的话，弱势方根本
就无法完成法律要求的证据收集任务。当客
观事实不能被完全证明时，只能看着本属于
自己的财产归属他人。 ”
那么，离婚诉讼过程中，哪些转移、藏匿
财产的方式最常见呢？ 又该如何应对呢？
一是隐匿存款事实或隐匿存款账户。
离婚诉讼前， 将平时积蓄或工资卡上的资
金取出，另存于其他银行帐户中，庭审时将
所剩寥寥无几的工资卡交至法院质证。 针
对夫妻共同存款的流向， 可以向存款所在
银行查询账户流水走向，若自己无法查询，
则可以在诉讼过程中申请法院向银行查询
账户记录， 并且需要求对方在法庭上说明
存款的去向和用途， 审核其转款的必要性
和真实性。 此时，如果能够提供对方的开户
行和账号，将使查询变得简单有效。
二是将存款取出后另存他人名下。 擅
自将存款以现金方式取出（为避免转账方
式留有痕迹）， 另存银行或以他人名义另
存银行，却称该款已用于日常开支，这也
是离婚时某一方常采用的隐匿、转移财产
的方法。 通常来看，法院处理财产，是以现
实存在而不是理论存在的数额为准。 故
而， 弱势方要保存家庭存款的流水证据。
在婚姻存续期间，要尽可能地掌握对方的
存款数额和相关资料。 此外，如果对方短
时间内取走大笔存款，则必须具有取款用
途的相关证据。 倘若对方取款声称用于家
庭开销，我们则要提供日常开销的相关证

据。 法院也不会轻易采信一大笔钱款短时
间内“消耗完毕”的说法。
三是不动产隐匿转移的方式及对策。
感情的破裂不是朝夕之间的事情。 当夫妻
感情冷淡后， 有些当事人已经开始着手转
移和隐匿财产。比如秘密购买另处不动产，
为使该房产不在共同财产分割之列， 在离
婚时一般采取隐瞒的策略。 这就要求弱势
方一旦感知夫妻感情不和后， 就应该敏感
地捕捉、对待对方的行为，注意收集并提供
相关信息和线索。 至少要知道对方到底秘
密购买了哪处房产， 否则到时候在完全不
知情的情况下， 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到查询
夫妻共同房产这一环节。王京涛建议，不动
产价值较高， 必要时可以聘请律师或调查
公司调查另一方隐匿的不动产情况。
除了隐匿，不动产的转移还包括将产
权交易过户到他人名下。 当产权证上只有
一人名字的情况下，不能排除一方将房产
擅自过户到他人名下，套取、转移现金的
可能。 采用这种方式隐匿转移财产，虽然
对于交易过程及交易对象的整个流程在
房地产交易中心可以查询，但是固定资产
变成了现金，受损一方追回房款的难度会
很大。 根据法律规定，任何一方均不能擅
自处分夫妻重大共同财产，如买受人知道
该房产系夫妻共同财产还从单方处购买，
则难以认定其属于善意取得。 王京涛建
议， 当发现对方有这种转移财产的可能
时，可以及时起诉，对涉案房产进行诉前
财产保全，并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去要求不
予过户，积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方以他人名义购买房产怎么办？ 在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他人的名义购买房
产，等到离婚之后，再将该房产过户到自

己名下。 这种方式因要支付交易契税，故
而资产转移成本也较大。 此情况常发生在
夫妻感情严重破裂， 一方收入较为丰厚，
不在乎交易契税等情况。 王京涛建议说，
以他人的名义购买房产中的“他人”一定
是关系非常紧密、有足够信任度的人。 在
确有把握的情况下，可查询该房产的购房
款银行出处，从房款来源寻找相关证据。
随着城市限购政策的推出，有些夫妻在
婚前会出现婚前双方出资、购房记在一人名
下的情况。这时就要求出资人一定要保留出
资证据，比如出资汇款银行记录或信用卡刷
卡记录，以证明有出资事实。 此外，婚后，应
尽快将自己的名字写入产权证。
四是企业股份隐匿转移方式及对策。
有的当事人是一家或数家企业的法人或
股东。 对公司的财产分割，主要问题在于
公司财务不规范。 面对这种情况，可申请
法院委托有关机构进行资产审计。
五是股市资金隐匿转移方式及对策。
当一方隐匿炒股信息， 不透露股东代码、
资金号或证券公司，或将股票抛售套取现
金后转移、隐匿。 这时就需要我们借助其
开户银行，股市信息的查询较银行存款相
对宽松，只要凭法院调查令即可到相关证
券管理、经营机构查询，只要打出资金对
账单，便可看出一方资金数额流量。
六是其他家庭动产隐匿转移方式及
对策。 一方趁另一方不备时，将家中值钱
物品，如首饰、古董、家电等转移他处。 这
就需要一方平日里就对家庭重大资产做
到心中有数，最好还有相关的证据能够证
明该物品为家庭动产。 必要时，还可请朋
友作证。 一旦发现家庭动产被转移后，应
立即报警，加强法院采信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