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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尔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上强调

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
推动我市
“十四五”时期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唐良智张轩王炯参加

▲

2版

#孩子的红包能不能自己保管#冲上热搜

家长们请注意，
根据民法典

孩子的压岁钱，你只能管不能花！
▲

热议三题

1

萌娃理财

春节假期刚过去，
春节假期刚过去
，孩子今年收到的压岁钱由谁来保管
孩子今年收到的压岁钱由谁来保管？
？这几天
这几天，
，微博
话题#父母能花孩子的压岁钱吗
话题#
父母能花孩子的压岁钱吗#
#、#民法典解答孩子红包能不能自己保管
#先后冲上热搜
先后冲上热搜，
，
孩子的压岁钱究竟归谁、
孩子的压岁钱究竟归谁
、怎么花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
怎么花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
。
昨日，
昨日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采访了重庆部分家长和孩子后发现
上游新闻记者采访了重庆部分家长和孩子后发现，
，不
少 00 后、10 后孩子已开始学习理财了
后孩子已开始学习理财了。
。
.压岁钱归父母还是孩子？

在#父母能花孩子的压岁钱吗#这一热议话题中，有部分网友坚持：大部分
的压岁钱都是用父母的钱换回来的；本来就是家长的钱，先给出去又收回来的，
怎么就成了孩子的了？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院长、
教
授、民法典宣讲团副团长张力：
就部分网
友认为孩子压岁钱是父母的钱换来的，
孩
子压岁钱应归父母的说法而言，
第一，
从
法律上看，
父母给他人孩子压岁钱与他人
给自家孩子压岁钱是两种相互独立的法
律行为，
不能混为一谈，
更不会在法律上
互为因果；
第二，
他人给孩子压岁钱的行
为属于赠与行为，
对孩子而言，
此种行为
是纯获利益的行为。
根据《民法典》第 19 条的规定，8 周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可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
行为，
因此 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自
己接受他人的赠与，由此获得的压岁钱
属于自己的财产。根据《民法典》第 20 条
规定，
不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该条规定从文义上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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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法定代理人即监护人代为接受他人
对未成年人赠与的压岁钱，但若理解为
必须由监护人代为接受他人的赠与则难
免过于僵化。一是，赠与压岁钱是纯获
利益的法律行为，孩子也不需要负担任
何义务，因此孩子在接受他人赠与时不
需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是，
从社
会生活的实际出发，
未满 8 周岁的未成年
人也能够从事某些民事法律行为，比如
自行购买文具，超市购买零食等；此外
《民法典》第 16 条在涉及胎儿利益保护时
规定，胎儿在接受赠与时视为具有民事
权利能力，结合第 19 条关于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可独立从事纯获利益民事法律
行为的规定，
也可得出未满 8 周岁的未成
年人可无需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或者
其代理而自行接受他人赠与。综上，未
成年人可以自己接受压岁钱，压岁钱属
未成年人的财产。

.小小年纪花钱会学坏

还有网友表示担心：小孩根本没有自控力，
现在的小孩儿随随便便就几万块
压岁钱，
如果真的八岁就可以自己花钱了，
那肯定就学坏了。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院长、
教
授、
民法典宣讲团副团长张力：
就孩子能否
自由支配自己的压岁钱而言，
他人对孩子赠
与的压岁钱属于孩子个人财产，
其能够处分
自己的财产。但《民法典》第19条规定，
8周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
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
但是，
可以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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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
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20
条规定，
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综上可知，
孩子能自由支配多少压
岁钱也要根据年龄、
家里的财务状况等情形
具体对待，
如果超出了范畴还是要由法定代
理人代理或者经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

.孩子的压岁钱到底谁来管？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院长、
教
授、
民法典宣讲团副团长张力：
在明确压岁
钱归属孩子所有之后，孩子压岁钱可自
行保管也可由父母保管。根据《民法典》
第 27 条、第 34 条第 1 款以及第 35 条第 1
款的规定，
父母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
法律行为，
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
财
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在

履行监护职责时应遵从最有利于被监护
人的原则。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
益外，
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因此父母作为孩子的监护人，
应该保
护好属于孩子财产利益的压岁钱。父母
对孩子压岁钱的保护主要通过两方面体
现：一是监督孩子保管及合理支配压岁
钱；
二是不得随意
“没收”
或非为子女利益
而使用压岁钱。

韩怡乐
的账本

韩怡乐在查看账本

10 后小学生：自己收钱自己记账练财商
11 岁的韩怡乐是两江新区童心小
学五年级学生，
今年收到了7000多元压
岁钱，
每一笔压岁钱都被他记录在小账
本上。
妈妈唐娇告诉记者，从小怡乐二年
级开始对钱有了一定认知，
并主动提出
“压岁钱是我的，
我要自己管理”。
考虑未成年人开户存银行有些麻
烦，小怡乐爸爸建议孩子自己收钱、记
账，钱存在爸爸那里，每年还可按照年
利率 4%来收取一笔利息。
唐娇介绍，孩子日常要用钱，可以
申报，
经家长同意用之后自己记账。
“他
的钱主要分三种用途，
第一买自己喜欢
的东西，二是给家人买礼物，三是表现
不乖受惩罚时会扣钱，
当然表现好的情

况也可以获得相应奖励。
”
小怡乐向记者展示他的记账本，除
吃德克士、买跳绳等日常开支外，他更
多选择用这笔压岁钱为家人买礼物、请
家人吃饭，
“ 平时用零花钱的地方不算
多，压岁钱也不能随便乱用，我希望可
以用这笔钱让家人更开心。
”
唐娇介绍，孩子每年都会盘点，如
去年剩余 7000 多元，看看记录都花到
哪里去了，
“ 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不错
的，能够培养孩子的理财意识，同时作
为孩子成长的记录，可以记录下某年
某月因为什么事情获得奖励、做错什
么事情而被罚款，哪一次生日给家里
人送了什么礼物，请家里人吃大餐等
等，都很有意义。”

00 后大学生：几万压岁钱自己来理财
“在我拿到压岁钱后，如果这笔钱
不打算用来充当生活费或急用于其他
地方，我会全部拿来理财。”今年春节，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大三学生何
本宇收到了 5000 多元压岁钱，他计划
继续用于理财。
何本宇告诉记者，
在上大学之前，
每
年压岁钱都由父母单纯存在银行卡里，
“2018 年高考后，父母将存好的这几万
元压岁钱交给我，让我自己打理。”大学
期间，
就不再单独给生活费。
“一开始，父母也是抱着可能会亏
完的心态提议让我理财，最开始自学，
通过看书、看财经频道、跟亲戚交流来
慢慢入门。而恰好这两年行情还不错，
每年收益率达到了 20%。”何本宇说，
根据自己承担风险的能力，他一般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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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60%的钱用于风险较大的股票或
股票型基金上，其余 40%的钱则用于
风险较小的债基或定期。同时，这个比
例还要随着市场行情而调整，比如在大
盘高位抛出后，折现的钱则存到活期或
余额宝以过渡，待到低位时再买进。
何本宇还表示，最近一两年，他发
现身边越来越多大学生也逐渐开始有
了理财意识，会选择入门门槛较低的基
金类产品。
“参加理财的过程，我最大的
收获并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在学习法
律专业的同时，培养起了经济学的兴
趣，我会阅读很多经济学相关的书籍，
锻炼经济思维，而现在法律经济更是一
个热门的方向，之后我可能也会考虑往
这个方向发展。”
重庆晨报·上游新
闻记者 王乙竹 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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