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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索要“带孙费”
法院是否该支持？

全国多地出现老人追索“带孙费”案件，专家称“老人有权追索”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带孩子本是父母的责任，但这一职责在不少家庭里
实际上由隔代的老人承担。

最近，山东济南一名老人起诉儿子索要两万多元“带
孙费”获法院支持的案件冲上热搜。记者检索发现，全国
已有多地出现类似老人追索“带孙费”的案件。

这些案件引人思考：“带孙费”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费
用？老人是否有“带孙”的义务、是否有权利索要“带孙
费”？老人索要“带孙费”的背后反映了什么问题？

最近，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法院审结的一起“带孙费”案件中，
老刘念及儿子刘某某和儿媳在外奔
波，带两个孩子不容易，主动将大孙
子带在身边抚养。刘某某还给老刘
写了份协议，承诺每月支付抚养费
300 元，但此后这一协议成了“空头
支票”。老刘碍于亲情，多次与儿子
沟通此事，但儿子总以各种理由搪
塞过去。老刘一怒之下，将儿子起
诉到法院，要求儿子刘某某支付欠
付的“带孙费”两万余元。

经调解，刘某某不同意支付，开
庭时也拒不到庭。法院依法作出判
决认为，父母对子女负有抚养义务，
刘某某具有抚养子女的能力，抚养
孙子小刘并非老刘的法定义务。且
刘某某在与老刘签订的协议中承诺
每月支付小刘抚养费300元，但其却
未依约履行，此举势必导致代其承
担抚养义务的老刘付出增加。老刘
不仅需要投入精力照顾小刘，还不

得不投入更多的费用以保证小刘的
正常生活，老刘作为利益受到损害
的一方，有权要求刘某某支付欠付
的抚养费。最终，历城区法院依法
判决刘某某支付老刘“带孙费”两万
余元，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除了上述这宗判决外，记者检
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共有三宗
分别来自江苏无锡、江西萍乡、陕西
丹凤的老人追索“带孙费”的案件。
此外根据公开报道，广东汕头、四川
德阳、广西陆川等地也有类似案件。

“实际上，‘带孙费’不是一个法
律概念，只是有些人的一些通俗叫
法。”广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事法律
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经纶君厚律
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游植龙律师表
示，“所谓‘带孙费’，实质是未成年
子女的父母因各种原因无法履行监
护照顾子女的职责时，对自己的父
母代为照护未成年子女而支出费用
的补偿或报酬。”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
所得的三宗案件中，一宗为无因管
理纠纷，两宗为劳务合同纠纷。

根据法律规定，无因管理指的
是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为了
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损失而进行的管
理行为。无因管理人有权请求受益
人偿还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和受到
的实际损失。

在无锡中院二审的无因管理纠
纷案件中，蔡婆婆与张阿伯系夫妻
关系，张某某系张阿伯与前妻所生
儿子。张某某与王某原系夫妻关
系，两人于 1990 年生育儿子张某，
后于1999年离婚。2000年，张某某
与缪某某再婚。蔡婆婆起诉说，自
张某出生第二天起直至13岁，张某
一直由蔡婆婆抚养教育。蔡婆婆没
有法定抚养义务，多年来一直要求
张某某、缪某某向其支付张某的生
活费、教育费、伙食费等费用，但张
某某、缪某某均不予理会。为此，蔡
婆婆起诉至法院，要求张某某、缪某
某以 2017 年宜兴市职工平均工资
73866 元为基数，参照离婚案件抚
养费的标准，向蔡婆婆支付共十年
的抚养费。

法院最终认为，首先，蔡婆婆主
张因其照顾抚养张某，故而其与张
某某、缪某某形成无因管理的债权
债务关系，该主张依据并不充分，在
日常生活中不排除祖父母（继祖父
母）基于血缘关系及亲情等因素而帮
助照看孙子女（继孙子女）的情形。
特别是张阿伯、蔡婆婆在近二十年前

照顾张某，而蔡婆婆直至本案诉讼前
从未主张过支付相关抚养费，直至张
阿伯去世后，在双方就张阿伯的遗产
（房产）发生纠纷的背景下，蔡婆婆才
以无因管理之由提起本案诉讼，印证
了在蔡婆婆、张阿伯照顾张某时，蔡
婆婆与张某某、缪某某之间并无形成
无因管理之债的初衷。退一步讲，即
便蔡婆婆主张的无因管理之债的构
成要件成立，蔡婆婆在照顾张某这一
事实发生近二十年后才提起诉讼，其
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故法院不支持蔡
婆婆的主张。

在陕西丹凤县法院审理的一宗
案件中，因儿子儿媳外出打工，爷爷
奶奶承担起了照管孩子的责任。老
人声称，其与儿子儿媳“约定在代管
期间每月支付 2000 元”，但从 2016
年起至 2020 年，老两口倾其所有、
精心看护，儿子儿媳却毫不领情、违
反约定，拒绝支付代管孙女的费用，
将老人的付出看成理所当然，“让人
寒心”。老两口于是起诉到法院，要
求 儿 子 儿 媳“ 支 付 约 定 的 工 资
960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老两口与儿
子儿媳之间并未有书面或口头的劳
务合同，双方之间并未形成事实上
的劳务合同关系，老人所主张的“带
孙费”实际是指老人代替其子女花
费在孩子身上的费用，并不是老人
所主张的劳务工资，现因儿媳已全
部支付其应承担的孩子抚养费，因
此法院对老两口的诉讼请求依法不
支持。

人民法院在多宗案件中明确：老人
对孙辈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

在汕头市濠江区，2007年 9月 1日
出生的女孩小陈在父母离婚后，由妈妈
姚某抚养。后姚某因病去世，小陈跟着
外婆李姨一起生活，外婆照顾她的生活
起居，由此产生的生活费、教育费大部分
由小陈的父亲陈某支付，其中李姨也承
担了一定费用。当小陈考上某民办初中
后，李姨为她交纳了近万元的学杂费并
要求陈某给付，但陈某拒绝承担。双方
因此产生纠纷，李姨将陈某告上法院。

汕头市濠江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根
据民法典第 1043 条第 2 款规定，该案
属于婚姻家庭纠纷。父母对子女有抚
养教育的义务，在被告陈某有抚养能力
的情况下，原告对孩子没有法定的抚养
义务，却代替被告长期抚养孩子，所以
有权要求被告偿付其代为抚养孩子所
支付的必要生活费用和教育费。法院
酌定孩子每月生活费按 800 元由被告
按月支付给原告，并对被告的行为予以
严肃批评教育。

大量案例表明，老人帮忙照顾孙辈
是基于家庭亲情和无私的爱。而一些老
人索要“带孙费”更多的是为了一个理。

“我国固然是一个重视家庭伦理的
国家，大多数老人也在默默为自己的
子女付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付出就是
一种必须，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老
人的付出感到理所当然。”江西萍乡中
院的经办法官在一起老人追索“带孙
费”案件的判决书中写道，“或许‘劳务
费’的提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老人的
付出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作为晚辈
要感谢老人的帮助，尊重老人的感情，
体谅老人的辛苦，缺乏这份爱与关心，
老人带孩子便会变成一种单向付出，
心理上的失衡最终可能外溢，寻求法
律的救助。”

房地产市场低迷是各地陆续放松
调控政策的主要原因。据克而瑞的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30个重点
城市的一手住宅成交量同比下降约
58%。在新推产品的去化率方面，4
月，湾区内地 9 市的平均去化率仅为
25%，仍处在低位运行状态。深圳、珠
海去化率较高，也仅为33%和35%。

今年前4个月，广州房地产市场行
情不太乐观，一手住宅成交量约为 2.2
万套，而去年同期则为 4.1 万套。但在
多部委提振市场信心支持改善和刚性
住房需求之下，广州开发商积极应市，
楼市交易开始回暖。

据合富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广州一手住宅成交较4月
周均水平环比上升 195%，同比下跌
20%，但跌幅相对收窄。羊城晚报记者
了解到，在上周末正式推售的荔湾区全
新改善型住房项目，售价为每平方米
6.4万元至7.5万元，首推去化率接近六
成；同为面向改善型需求的海珠区琶洲
全新项目，售价约为每平方米10万元，

一些购房者称“一房难求”。不过，外围
区域的一些项目还得依靠积极促销才
有可能获得成交，广州楼市区域分化情
况仍比较明显。

广东省房协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委员赵卓文认为，此次央行和银保监
会将首套房贷利率下调，发出了强烈的
激活楼市的信号，“这是一次很重要的
政策转向、是积极的第一步。”他认为，
此举有利于提振房地产市场信心，促进
刚需买家入市，但房地产市场不会一夜
回暖，预计在金融支持和政策推动下，
有较大希望在第二季度走出低谷。

李宇嘉认为，近期，楼市纾困政策
的力度和范围明显扩大，力度上从之前
的购房补贴、增加公积金额度等升级到
松绑或取消限购、限售，范围上从三四
线城市扩散到了能级较高城市。这些
政策调整符合当前的政策导向，即房住
不炒、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
和健康发展、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
需求等。结合楼市基本面及稳增长的
重要性，新一轮政策松绑期已到来。

老人对孙辈
没有法定抚养义务

父母的抚养不可或缺

自今年 4 月下旬以来，广东多地
陆续发布楼市新政，内容涉及二手
房、人才购房、限购调整、首付款比
例调整、增值税征收年限调整、二孩
或三孩家庭购房等。

4 月 26 日，佛山市住建局一则调
整商品房交易的通知流出，通知提
到“对最近一次契税缴纳时间或不
动产登记时间满 5 年的商品住房，不
计入居民家庭拥有住房套数”。对
此，官方确认：正对业务系统功能进
行调整完善，视工作进展情况及时
公布。

4 月 28 日，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发布通知称，凡持有大专
以上（含大专）学历证书、专业技术
资格、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的非中山户籍人才，允许在本市
范围内购买 1 套新建商品住房，房屋
自网签之日起 2 年内不得上市交易。

4 月 28 日，肇庆市高新区发布通
知称，符合条件的第六至第八层次
人才可获得 2-10 万元购房补贴。

4 月 28 日起，江门市住建局联合
江门市商务局对在江门购置新建商
品住房并办理合同网签手续的若干
购房人，按房屋建筑面积分档发放
9000 套、总价值 3700 万元的购房消
费大礼包。

4 月 30 日，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相关通知提
到，满足惠阳区和大亚湾经济技术
开发区范围内的合理住房需求，不
再纳入限购重点片区。

5 月 1 日，梅州市住建局等 7 部
门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提到，二套房
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从当前执行的
三成降至二成。

5 月 14 日，东莞市住建局出台楼
市新政：居民家庭符合国家生育政
策生育二孩或三孩的，可以新增购
买一套商品住房；对于居民家庭持
有或购买“双（多）证房”但实质作为
一套住房使用的，在核验购房资格
时视作一套商品住房；个人住房转
让增值税征免年限由 5 年调整为 2
年；商品住房取得不动产权证满 2 年
的可以进行交易转让等。

除广东以外，近期全国数十个城
市出台了各式各样的楼市新政，支
持市民的合理购房需求。

花式松绑叠加降息利好
楼市有望加速回暖

羊城晚报记者 陈玉霞 徐炜伦

房地产市场又迎重磅利好消息。5月 15日中国
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
称，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
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20个基点。在这
一消息发布之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多市已陆续推出
相关政策，松绑房地产市场。业内专家认为，系列政
策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复苏，但复苏不会一夜出现，预
计在金融支持和政策推动下，房地产市场有望在第二
季度走出低谷。

5月 14日，东莞市住建局等8个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的通知》，对房地产市场松
绑。其中，生育二孩或三孩者可新增购
买一套商品住房、持有或购买“双 (多)
证房”但实质作为一套住房使用的可视
为一套商品住房、个人住房转让增值税
征免年限由5年调整为2年等政策受到
关注。广东省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
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东莞发布的

政策力度较大且措施较多，可支持改善
性购房需求，激活市场交易。

除东莞之外，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
市如佛山、肇庆、惠州、中山、江门等，也
陆续出台松绑楼市政策。这些城市的调
控放松主要从限购、限售两方面展开。
其中，限购条件从放松人才购买拓展至
满足养老投亲、多孩家庭，再到降低远郊
购房资格门槛，多人群考虑；限售调整方
向为取消限售、缩短限售年限。

湾区多个城市陆续松绑楼市

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除了行业
自身政策外，还受金融信贷和税收等影
响。近期的金融政策变化，为房地产行
业注入活力。

4 月，央行宣布降准 0.25 个百分
点，释放资金5300亿元，增强了稳定经
济增长的预期，一定程度上对房地产行
业也是利好。

5月15日，央行和银保监会宣布下
调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
限，最低房贷利率由4.6%降为4.4%。以
按贷款金额250万元、期限30年、等额本
息还款估算，利率从4.6%降至4.4%，30
年月供可节省利息支出超过10万元。

不过，这样的最低房贷利率目前在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中还比较少
见。据克而瑞的统计数据显示，至4月
底，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9个城市（以下
简称“湾区内地 9 市”）主流首套房贷利
率为5.17%。就广州来说，羊城晚报记
者走访了解到，目前广州在售楼盘的首
套房贷利率为5.2%至 5.4%之间。虽然
有银行面对优质客户能执行 4.8%或
4.6%的利率，但眼下这并不普遍。

克而瑞广佛区域首席市场分析师肖
文晓认为：“央行和银保监会对首套房贷
利率优惠作出清晰指引，是一种鼓励地
方大胆释放刚需需求的表现，既能提高
刚需买家入市的积极性，也能敦促地方
及早因城施策，进一步利好楼市复苏”。

金融领域一边开闸一边降息

多管齐下助房地产市场复苏

广东各地
“暖”楼市新政

羊城晚报讯 首套房贷利率下限下
调20个基点，广州的银行是否已跟进？
16日，羊城晚报记者通过走访致电多家
银行及其网点了解到，当前广州房贷利
率无明显变化，其中，四大行房贷利率仍
执行首套房在LPR基础上上浮80个基
点（即 5.4%），二套房在LPR基础上上浮
100个基点（即5.6%）。汇丰和渣打两家
银行的首套房贷利率执行LRP基准（即
4.6%），二套房贷利率在LPR基础上上浮
80个基点（即5.2%）。

为何广州地区房贷利率没有变
化？有银行业内人士分析，这主要是
体现了央行通知中传达的“因城施策”
精神。通知称，在全国统一的贷款利
率下限基础上，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各
派出机构按照“因城施策”的原则，指
导各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根
据辖区内各城市房地产市场形势变化
及城市政府调控要求，自主确定辖区
内各城市首套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加点下限。 （戴曼曼）

“因城施策”加点下限

广州房贷利率暂无变化

广州楼盘再现首付分期

纠纷不断
有案件因“无因管理”产生亲子纠纷

闹上法庭
起诉儿子索要两万余元“带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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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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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某楼盘售楼部 羊城晚报记者 陈玉霞 摄

关于老人追索
“带孙费”，你怎么
看？扫码上羊城派
参与互动

游植龙说，祖父母、外祖父母在照
护孙子女、外孙子女时，往往需要一定
的物质支出、支付一定的费用并付出大
量的时间、精力，因而有权要求未履行
监护职责的子女予以补偿。

他解释说，对于父母健在且有抚养
能力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祖父
母、外祖父母并无法定的抚养义务。祖
父母、外祖父母对未成年孙子女、外孙
子女履行抚养义务是有条件的，对此，
民法典第 1074 条规定得很清楚“有负
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
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
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22 条规
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
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
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
照护；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
为照护。

“在子女抚养中，父母的亲自抚养
照料对于子女的健康成长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子女尚年幼时，更
需要父母的亲自教育和言传身教，这样
才更有利于亲情的培养和子女的健康
成长。”游植龙说。

羊城晚报讯“首套房贷利率下限
下调 20 个基点”的政策引发广泛关
注。在广州，“有楼盘降低首付比例至

一成”的消息也备受关注？羊
城晚报走访了解到，现阶段在

广州购买首套房的首付款依然是最低
三成，但一些楼盘为了降低首次购房
者的支付难度，同意购房者将原本一
次性支付的三成首付分期支付，便有
了“楼盘一成首付”说法。

记者了解到，在增城朱村板块，主
打刚需型产品的大华城东郡，目前均
价约为每平方米2万元，其首付款按照
规定需在 7天内付清。但销售人员听
说记者支付有难度时表示，可以向公
司申请延期至两个月内付清首付。而
在荔湾区价格为每平方米4万元至4.5
万元的越秀天瀛一盘，销售人员介绍
该楼盘的首付款可以分期，“第一期为
一成，到今年年底支付一成，明年三月
份时再付一成，期间无需多加费用”。

据悉，现阶段广州多个楼盘可以
首付分期支付，购房者支付了一成首
付后，其余首付款因楼盘而异可在1个
月至1年内付清。 （陈玉霞 黄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