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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亮教授（中国法学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
常务理事、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

珠海中院发布“十大案例”恰逢其时。这是珠海法院
自觉担当使命，主动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和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建设的一项创新举措，是打造涉澳专业化审判品牌，
促进珠澳两地法治深度融合的有益探索。典型案例的发
布，有利于推动涉澳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事业，加大司法保
护力度，进一步筑牢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治屏障，走出一
条具有珠海特色和珠海智慧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之路。

唐晓晴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区基本法委员会
委员、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

加快司法融合将更好保护珠澳两地居民的权益，珠
海两级法院为此做出很多探索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十大
案例”的发布，既是创新涉澳居民民生服务，深化民生权
益保障的重要举措，又有利于促进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发
展。相信在珠澳两地法律界的共同努力下，将形成更多
具有示范效应的裁判规则，推动大湾区法律规则衔接和
机制对接向着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

案件1 >>>

涉澳离婚纠纷适用内地民法典
——周某与赵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周某（女，澳门居
民）与赵某（男，内地居民）登记结
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
女。周某以双方性格不合、经常争
吵为由要求离婚，赵某不同意离
婚。一审法院以争吵并不代表夫
妻感情破裂为由，判决不准许离
婚。周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改判准许双方离婚。

裁判结果：珠海市中级人民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可以适
用内地法作为审理争议的准据
法。因周某和赵某婚姻基础不
牢固，并已处于事实上分居状
态，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
判决准予离婚。

典型意义：涉澳离婚诉讼在内
地法院审理，适用我国民法典的相

关规定。本案中周某与赵某处于
分居状态，虽不满法定两年时间，
但并不代表不能判决离婚。对于
初次起诉的离婚案件，法院本着维
护婚姻家庭稳定的原则，一般判决
不准离婚，但对于夫妻感情确已破
裂的双方，则是一种时间与精力的
无谓消耗。对于夫妻感情的把握
应当交予夫妻双方本身去判断。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

涉澳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十大案例
案件6 >>>

认可和执行澳门法院民商事判决
——欧某申请认可澳门法院强制性财产清册民事判决案

基本案情：被继承人梁某2017年
在澳门死亡，待分割财产管理人欧某
（女，澳门居民）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初
级法院申请财产清册。法院于2021
年做出强制性财产清册案编号CV2-
17-0072-CIV确认判决，确认被继承
人梁某在珠海某银行账户结余84161
元。欧某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认可上述判决。
裁判结果：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澳门法院做出确定的民事判决，欧某
申请符合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
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相关规定，裁
定对澳门法院强制性财产清册案民事判
决予以认可。

典型意义：2006 年最高人民法院

颁布《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
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

《安排》的实施能够避免跨境继承纠纷
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诉累，有效保护当
事人及其家庭利益，为两地不断拓展
和深化司法交流和合作奠定更坚实基
础。本案即是珠澳两地区际司法交流
协助的范例。

6月1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发布珠海法院涉澳妇女儿童权益司
法保护十大案例，涵盖婚姻家庭纠

纷、合同纠纷、认可和执行澳门法院
民商事判决、未成年犯罪等方面，从
不同层面反映了当前涉澳妇女儿童
权益司法保护的重点、难点和热点
问题，类型具有新颖性、典型性、代
表性，案件办理过程和法律效果具
有教育性、指导性、示范性。

这些案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珠
海法院在审理涉澳案件中，开通人

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绿色通道、创新
“内地调解员+港澳调解员”的跨境
联合调解模式、选任澳籍人民陪审
员参与涉澳案件审理、依托社会力
量开展延伸司法服务、为境外当事
人提供在线授权委托见证司法服务
等创新做法，体现了珠海法院保障
涉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坚定决心
和使命担当。 本报记者 郭秀玉

基本案情：毛某（男）与邓某
（女）为澳门居民，2005年在澳门
结婚，婚前约定夫妻财产采用候
补适用的“取得分享制”。毛某与
麦某（女，内地居民）1998年在澳
门非婚生育儿子毛某俊。2006
年 1月，毛某出资在珠海为麦某
购买一套房产并已办理预购登
记。

后毛某在内地法院起诉称，自
己对麦某的赠与行为损害了妻子邓

某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确认涉
案房产赠与无效或撤销赠与，房产
归毛某和邓某所有，第三人某公司
协助办理房屋登记过户手续，银行
注销抵押登记。

裁判结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毛某与
邓某约定的夫妻财产关系适用澳
门法律规定的“取得财产分享制”，
毛某对涉案房产处分行为直接影
响了邓某财产权益。非婚同居有

违夫妻忠诚义务，故法院判决麦某
所签合同无效，房产归毛某和邓某
所有，某公司和银行协助办理产权
登记手续。

典型意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若一方向配偶隐瞒实情，将出
资购买房产赠与有不正当关系第
三者，既违背夫妻忠诚义务，违反
社会公序良俗，又剥夺了另一方知
情权和对重大财产的处置权，理当
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

案件5 >>>

婚内赠与“第三者”财产行为无效
——毛某诉麦某赠与合同纠纷案

案件2 >>>

涉澳离婚后财产纠纷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
——林某与倪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林某（女）与倪某
（男）原为内地居民，后取得澳门
永久性居民身分并定居澳门。
双方在澳门登记结婚时约定夫
妻财产制度采用“一般共同财产
制”。2018 年 6月，双方经澳门
法院判决离婚。此后，林某就分
割倪某名下位于珠海市某套房

产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

法院认为，双方均为澳门居民，经
常居住地为澳门，应适用澳门法作
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法院
判决涉案房屋全部产权归林某所
有，林某补偿倪某房屋一半价值。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根据涉外民事
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选择适用双
方共同经常居所地澳门地区的法
律，规制澳门居民在内地投资房
产，充分考虑到司法争议应当满足
个体对法的可预期性,有利于吸引
更多澳门居民到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工作生活。

案件3 >>>

澳门籍调解员参与调解温情化解抚养纠纷
——李某诉梁某抚养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李某（女，澳门居
民）与梁某（男，内地居民）多年
前离婚，婚生儿子梁某峰一直由
梁某抚养，现因梁某罹患肝癌晚
期，李某诉至法院请求取得儿子
抚养权，并愿独自承担全部抚养
费用。

裁判结果：该案进入审理程
序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

法院法官委托澳门籍律师调解员
参与调解。澳门籍律师调解员与
法官、当事人通过线上线下联合
调解方式，促成当事人自愿达成
协议，由李某抚养梁某峰，并承担
梁某峰从某技工学校毕业为止全
部抚养费，梁某可以随时探望梁
某峰。

典型意义：本案是粤港澳大湾

区内地法院法官和澳门籍调解员
联合主持调解，通过律师调解员协
助查明澳门法律化解纠纷的首次
成功尝试。创新跨境联合调解机
制，由澳门籍律师调解员与法官和
当事人直接沟通，无须另行出具法
律查明意见书，提高了域外法查明
效率，增加了裁判结果的可预期
性。

案件4 >>>

非婚生子女抚养费受法律同等保护
——赵某红与刘某峰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

基本案情：赵某红（女，内地
居民）与刘某峰（男，澳门居民）非
婚生育女儿刘某，刘某峰为女儿
办理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
信息登记但极少与母女俩生活，
赵某红独自抚养女儿。后刘某峰
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
徒刑。

赵某红诉请撤销刘某峰监护
人资格，指定自己为唯一监护人。

内地法院于2021年判决撤销刘某
峰监护人资格，指定赵某红为唯一
监护人。后赵某红再次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单独抚养女儿刘某并由
刘某峰支付抚养费。

裁判结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非婚生
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
综合考虑刘某峰正在监狱服刑的
情况，由赵某红抚养刘某为宜，刘

某峰应当承担未成年女儿的抚养
费。

典型意义：在处理非婚生子女
抚养费纠纷时，应当充分考虑未成
年人能得到的照顾、健康情况、种
族和国籍情况、父母的收入情况等
多种因素，综合判断确定抚养费数
额，在司法判决中遵循“有利于保
护弱者利益原则”，彰显法律人文
关怀。

案件7 >>>

《出生医学证明》可作为认定非婚生子女抚养权依据
——陈某与邹某变更抚养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邹某烨于2005年12月7
日出生，根据户口本记载，2012年5月
15日登记为邹某女儿。2015年2月，依
据DNA分析结果与内地医院出具的《出
生医学证明》，邹某烨母亲为邹某（女，内
地居民），父亲为陈某（男，澳门居民）。
经邹某烨同意，陈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非婚生女邹某烨由陈某直接抚养。

裁判结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人民法院委托调解组织主持调解，当
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邹某烨由陈
某抚养，邹某无需支付抚养费，在不影
响邹某烨正常学习生活情况下，邹某
可随时探望邹某烨。

典型意义：《出生医学证明》是内
地证明新生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以

及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的法
定医学证明。而在澳门，非婚姻关系
所产生的亲子关系，确认程序更为细
密繁杂。在父亲与子女未有共同经
常居住地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内地法
律作为确认非婚姻关系所产生亲子
关系准据法，更有利于高效便捷地保
护未成年子女利益。

案件8 >>>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涉澳诉讼中的运用
——李某璟与李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李某璟（女，澳门居民）
与李某（男，内地居民）2013年9月登
记结婚，次年生育儿子李某镇。2015
年10月，李某璟诉讼离婚，法院判决
不准离婚。此后，双方未共同生活，无
经济往来。

李某璟在澳门赌场工作，月收入
19000元，李某镇出生后一直随母亲李

某璟在澳门居住生活。李某原在澳门
务工，后回内地散工，收入仅维持在珠
海市基本工资水平。李某璟再次诉讼，
请求判决离婚，并取得儿子李某镇的抚
养权。

裁判结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李某璟第一
次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未共

同生活，感情确已破裂，准予双方离
婚。判断抚养权归属的决定性因素是
父母的抚养条件，故判决婚生子李某
镇由李某璟抚养。

典型意义：本案着眼于未成年人的
合理需求，遵循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
则，确立涉澳离婚纠纷中子女抚养权的
归属。

案件9 >>>

父母无法履行监护责任时可依法变更监护人
——曹某某与钟某、严某某申请变更监护人纠纷案

基本案情：曹某某系被监护人钟
某怡、钟某龙（澳门居民，未成年人）
祖母。钟某（男，内地居民）与严某某
（女，澳门居民）协议离婚，在澳门上
学的婚生儿女由钟某抚养，严某某负
担抚养费。后钟某被他人打伤，致一
级伤残，被法院确认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曹某某诉称，严某某拒绝照顾
两孙子女，从2007年起，俩孩子一直

随曹某某在珠海共同生活，严某某自
离婚后处于失联状态，曹某某申请变
更自己作为钟某怡、钟某龙的监护
人。

裁判结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因本案中钟
某已无监护能力，严某某又处于失联
状态，基于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与
教育考虑，判决钟某怡、钟某龙的监护

人变更为曹某某。
典型意义：监护权既是一种权

利，更是法定的义务。本案曹某某向
法院提起变更监护权诉讼是为了解
决学龄儿童入户珠海及上学问题。
考虑到监护人角色一直缺位，曹某某
一直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变更其为
监护人能更好地抚养和照顾未成年
子女。

案件10 >>>

对涉澳未成年人犯罪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谭某熙、谢某贤寻衅滋事罪案

基本案情：被告人谭某熙、谢某贤
均为澳门居民（犯罪时均未满 18 周
岁）。2018年，谭某熙、谢某贤误认为
被害人陈某瑚偷拍同行女性朋友，对
被害人拳打脚踢离开后，谭某熙又返
回现场，扒窃被害人现金86元。经鉴
定，被害人伤情构成轻伤二级。

裁判结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

院审理认为，鉴于被告人谭某熙、谢
某贤犯罪时未满18周岁，在被羁押
后能如实供述罪行，依法从轻处罚。
最终判决谭某熙犯寻衅滋事罪、盗窃
罪，数罪并罚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
罚金1000元；谢某贤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拘役五个月。

典型意义：珠海法院积极贯彻“教

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
罚为辅”原则，积极探索珠澳两地在未
成年人犯罪帮教与预防方面的司法交
流，帮助涉澳未成年罪犯悔过自新、重
返社会。本案中，法院秉持挽救、保护
未成年人的司法理念依法对其从轻处
罚，既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有利于
对涉澳未成年人帮教改正。

专家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