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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欠钱没借条，利息该怎么算？

南洲街社区法律顾问主张，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可主张逾期利息

借钱给朋友，利息应该怎么算？ 近

期， 生活在海珠区的市民吴先生就遇

到了这个难题。 热心肠的吴先生借给

朋友 10 万元，然而，超过还款约定时

间一两年了，朋友仍拒绝还钱。 为此，

愤怒的吴先生向海珠区法院提起诉

讼，并要求朋友偿还利息。

借钱给朋友周转，怎料对方是老赖

据悉， 吴先生是一名在广州奋斗

的打工者， 经过多年的打拼， 稍有积

蓄。 2018 年 10 月，吴先生的幼时好友

范某在微信上提出借款 10 万元应急，

因双方幼时相识，长大后也常有联系，

故吴先生当即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方式

出借了 10 万元给范某。 范某当时表示

借款 1 个月即可归还。 吴先生出于帮

忙救急的考虑， 并未提及借款利息的

问题，也未让对方签署任何书面借据。

后来，借款期限即将届满，范某又

以经济暂时周转不开为由， 需延迟 1

个月还款，并提出可支付利息，但却未

说明利息标准。 吴先生考虑到年底很

多人确实会有经济周转困难的情况，

遂同意延后借款期限 1 个月， 也没有

和对方确定好借款利息。

然而，两个月的借款期限到期后，

范某却迟迟未偿还该笔借款， 吴先生

多次催促对方， 范某始终以经济周转

不开、需等待一段时间为由进行拖延，

甚至当 2019 年 6 月吴先生父亲生病

住院急需用钱时， 范某也没有及时还

款。 后期吴先生多次通过微信和电话

联系范某，范某始终拒接电话，也经常

不回微信信息， 甚至在吴先生多次催

告后， 范某还表示就算自己不还钱吴

先生又能拿他如何？ 吴先生为此十分

生气， 决定无论如何都要通过法律途

径追回这笔钱， 而且一定要对方支付

借款利息。 但在今年 1 月提起诉讼时，

吴先生却遇到了难题， 如何计算借款

利息？

社区法律顾问相助厘清借款利息

在民间借贷纠纷中， 如何计算利

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对此，广东

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南洲街道中约

社区法律顾问林允槟指出， 在民间借

贷中，存在两种性质的利息，一种是借

款期限内的利息

（以下简称 “借款利

息”）

，即借贷双方事先约定好、在借款

期内借款方应当支付的利息； 一种是

逾期还款的利息

（以下简称 “逾期利

息”）

，即当借款方逾期还款时，逾期还

款期间应当支付的利息。

本次案例中，按照目前《民法典》

及最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的规定，由于吴先生和范某属于自

然人之间的借贷， 双方没有约定借款

利息，仅约定了两个月的借款期限，因

此，林允槟律师表示，吴先生无法主张

借款利息，但可主张逾期利息。 鉴于吴

先生是在 2018 年 10 月份出借款项，

借款期限两个月，月底清偿借款，即该

笔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应当是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视

为范某逾期还款的时间。

厘清借款利息后， 吴先生随即向

海珠区法院提出诉讼， 该案目前仍在

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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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社区

车陂别名龙溪， 在广州城区东

郊、中山大道与黄埔大道之间 ，原属

东圃镇，现属天河区。 南宋大学士兼

兵部尚书王道夫之裔孙王龙溪建村

并大力发展，后人为纪念王龙溪的功

德，故将本村改名为龙溪。 并于每年

端午的龙舟上面，插上有龙溪字样的

旗帜以示怀缅。 后又因本村属车陂

堡，明代称车陂乡，现称车陂村。

龙舟传统文化在车陂村等到很

好的传承。

2017

年，车陂龙舟成功入

选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基础

上，村民中的积极分子以龙舟文化为

纽带，在车陂发起“一水同舟，守望相

助”活动，汇聚多支“民间河长”队伍，

让更多居民参与到亲水、 护水中来，

以期早日实现车陂涌“水更清 、人更

善、景更美”的美好愿景。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影报道

民间河长让车陂村

水更清景更美

有求必应

倾斜路灯破损严重

金花街多方联动亮新灯

“感谢政府行动迅速， 让

我们过了一个放心、 明亮的春

节。” 农历春节前， 荔湾区金

花街光复北路一带的破损路灯

被及时修缮， 街坊们过了一个

放心年。

前不久， 金花街辖内市民

通过拨打 12345 热线反映， 光

复北路 761 号对面有路灯灯柱

出现破损和严重倾斜， 存在安

全风险。 12345 热线平台收到

工单后， 转派给广州供电局有

限公司路灯管理所进行处理。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路灯管理

所进行处理到现场查看后， 发

现路灯灯柱上有大量外单位悬

挂设备， 需要相关单位到场协

调拆走其他悬挂设备后才能拆

走倾斜灯柱。

春节前， 荔湾区“令行禁

止、 有呼必应” 综合指挥调度

平台牵头广州供电局、 电信广

州分公司、 移动广州分公司、

联通广州分公司， 以及属地金

花街道、 金花派出所、 三甫社

区居委会， 在光复北路对路灯

修缮问题现场踏勘确定解决方

案。 有呼必应， 多方联动， 成

效显著， 当天上午工作人员就

移除了路灯附属设备， 随后又

进行了路灯换新。 在农历春节

前， 街坊心头的大难题终于解

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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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民法典

借款利率

不得违反国家规定

广东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南洲街

道中约社区法律顾问林允槟指出，今年

1

月

1

日民法典正式实施后，国家再次

修改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在明确继续

采用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利

息计算新标准的同时， 进一步明确规

定 ：“借贷合同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

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

2020

年

8

月

19

日的利息部分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对于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到借款返还

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

利率保护标准计算”。 同时民法典第六

百八十条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

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因此 ， 如果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以前的，在计算借款

利息、逾期利息时均需进行相应的分段

计算 ， 以

2020

年

8

月

20

日作为分界

线，在

2020

年

8

月

20

日以前的利息计

算，可沿用以前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相

关规定， 即仍可适用年利率

24%

、

36%

和

6%

这三个明确数据进行计算； 而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的利息计算，则应

当采用对应时间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进行计算，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

维护出借人的合法权益。

春节前，金花街联动多方

拆走倾斜灯柱并进行路灯换

新。 受访者供图

车陂涌经过一河两岸的整治之后，水更清景更美。

每年，车陂晴川公祠都会举行龙舟宴。

每年端午节前后，车陂村都会举办龙舟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