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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告周某既不知晓王某某借钱干什么用，也不清楚借
款时宋某是否知道。被告宋某陈述对借款事宜不知情，现有证
据无法推知两被告有共同举债的合意。

妻子不担责
张衡
日前，江苏省徐州市
铜山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民
间借贷纠纷案，判决驳回周
某要求夫妻未举债一方承
担非日常生活负债的请求。
该判决双方当事人均未上
诉，现已生效。
被告王某某与被告宋
某（女）1991 年登记结婚，2015 年办理离婚登记手续。2013
年至 2014 年间，王某某陆续向他人借款 700 余万元给某公司使
用，其中本案原告周某分两次借给王某某 7 万元，约定月息 2
分。后因借款未能偿还，2017 年 11 月，周某以所欠债务为夫妻
共同债务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王某某、宋某共同偿还。
被告宋某到庭后辩称对借款事宜不知晓，已经离婚，不愿
意承担还款责任。
就宋某是否应当承担还款义务问题，承办法官综合本案审
理情况及王某某其他关联案件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第 40 条规定：
“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应当共同偿还。”该条文概括了共同债务的重要特性，即负债
的目的是为夫妻共同生活。

质加强识别，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本案中，法官处理了多起将王某某作为被告的民间借贷案

王某某以给某公司使用的名义大量借款，结合涉案借据所

件，对其借款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作为第一个将其前妻宋某

载明的“某公司开业后优先偿还此款”字样，能够推知王某某

作为被告起诉，要求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法官充分考虑

所述借款系用在某公司，该债务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现周

了债务的基本特征，并从夫妻共同生活的基本特征出发，判决

某以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由，要求宋某共同负担于法无据，法

不支持债权人要求宋某承担责任。（作者系江苏省徐州市铜山

院不予支持。

区人民法院法官）

□ 法官提示
在 2018 年 1 月 18 日前，就夫妻共同债务承担问题的法律

丈夫私自借债超出日常生活所需

强事前风险防范，在形成债务尤其是大额债务时，要对债务性

规定，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你的工作年限很有用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24 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

别不当回事！

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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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

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连续工作年限和在不同单位的累计工

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 19 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

作年限，对自身的权益产生重大的影响，既决定了经济补偿、

外”。该条规定就夫妻共同债务的区分并未作出明确界定，实

赔偿金的数额，也决定了年休假、医疗期的享受天数。

践中债权人起诉要求夫妻共同承担还款义务的，参照该规定原
则上由夫妻中未举债一方承担举证证明债务为个人债务的责任。
但未举债一方很难举证证明债务为个人债务，故债权人一旦起
诉，法院大部分情形下会支持其诉求，判令夫妻共同承担还款

工作年限对年休假的影响
年休假享受资格和享受天数都和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有关。
依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 2 条的规定，员工只要符
合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的，就可享受带薪年休假。

义务。基于此，未举债的夫妻一方莫名地背负巨额债务，尤其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解释，
“连续工作 1 年以上”
，

是在家庭中往往处于弱势的妇女群体，很难摆脱该条法律规定

既包括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 1 年以上的情形，也包括在

的“束缚”，从而也诞生了“反 24 条联盟”等维权群体。

不同用人单位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的情形。

2018 年 1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
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解释当日即生效。
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

“连续”强调的是“不间断”
员工累计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年休假 5 天；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年休假 10 天；已满 20 年的，年休假 15 天。
累计工作年限包括职工在同一或者不同用人单位工作期间。
“累计”工作年限是允许间断的。

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

特别注意：年休假计算中的“累计工作”时间，是指

意思表示的除外。”新司法解释通过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

有效平衡了债权人和债务人配偶一方的利益保护。在夫妻一方

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从事全日制工作的时间，从事非全

具名举债的情况下，尤其是大额债务，债权人主张该债务属于

日制工作的时间不予计算在内。

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由其承担举证
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今后在民间借贷过程中，债权人要加

工作年限对员工医疗期的影响
医疗期并不是员工治疗时间多长，医疗期就有多长，期限
长短取决于劳动者累计工作年限和本单位连续工作年限。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第 3 条规

如果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符合上述条件下拒不订立无固定期

定，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

限劳动合同，法律处以二倍工资的惩罚。

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 3 个月到

工作年限对经济补偿金的影响

24 个月的医疗期：
（一）实际工作年限 10 年以下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5 年
以下的为 3 个月；5 年以上的为 6 个月。
（二）实际工作年限 10 年以上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5 年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四）
对工作年限的合并计算做了
进一步规定：

劳动合同法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6 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 6 个月的，向劳
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
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
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
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

以下的为 6 个月；5 年以上 10 年以下的为 9 个月；10 年以上 15

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应当从劳动者向该用人单位

同法第 38 条规定与新用人单

年以下的为 12 个月；15 年以上 20 年以下的为 18 个月；20 年

提供劳动之日起计算，即在劳动者入职之日开始计算。劳动者

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

以上的为 24 个月。

与用人单位未订立劳动合同的，不影响工作年限的计算。

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

注意：这是国内绝大多数地区的计算方式，上海的算法不
一样，本文暂不作详细介绍。
工作年限对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影响
当劳动者工作年限达到法定的期限，法律对其进行解雇保
护，不允许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因用人单位的合并、兼并、合资、单位改变性质、法人改
变名称等原因而改变工作单位的，其改变前的工作时间可以计

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

算为“在本单位的工作时间”。

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以上是正常的计算方式。但有一种特殊情况需注意，依据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

劳动合同法第 42 条规定，劳动者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 15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3 倍

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

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 3 倍的数额支

40 条、第 41 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 12 年。

考虑到老职工对于企业的贡献较大，再就业能力较低，劳

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

关于工作年限计算的几个问题

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
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
（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
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
（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
调动；

动合同法加强了对老职工的保护，对符合上述工作年限及年龄

1.“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时间”和“本单位工作年限”。

（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

的老职工，不能以其医疗期满不能从事工作、不能胜任工作、

劳动部在劳办发(1996)191 号复函中认为，“同一用人单位

（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作为理由解雇，也不能对其进行经济性

连续工作时间”是指劳动者与同一用人单位保持劳动关系的时

裁员。

间。在计算医疗期、经济补偿时，“本单位工作年限”与“同

同时，对符合上述条件的劳动者，劳动合同到期时也不能
终止，需续延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工作年限对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影响
依据法律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 10 年的，或
者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

（五）其他合理情形。
4.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计算年限。

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时间”为同一概念。

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

2.员工医疗期会不会影响连续工作年限的计算。

法的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计算年限自用工之

按照劳动法及有关配套规章的规定，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

日起计算。赔偿金是劳动合同法的新规定，根据法不溯及既往

负伤，依法享有医疗期，因此在计算“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

原则，劳动合同法施行前的工作年

时间”时，不应扣除劳动者依法享有的医疗期时间。

限本不应参与计算赔偿金，但实施

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 10 年且距法定退

3.工作年限的合并计算。

条例该规定突破了法不溯及既往

休年龄不足 10 年的，只要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

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

原则，规定赔偿金的计算年限实际

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

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

上是劳动者的全部连续工作年限，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

包括劳动合同法施行前的工作年

注意，这里的“连续工作满 10 年”是指在同一个用人单位

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

限。

的连续工作年限，并且包括了劳动合同法施行前（即 2008 年 1

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

月 1 日前）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的连续工作年限。

人单位的工作年限。

(扫描二维码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