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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3 月 20 日，中华遗嘱库天津分库在其位于我市和平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的办公地点一楼大
厅，举办“中华遗嘱库八周年庆典新闻发布会”，发布《2020 中华遗嘱库白皮书》
（以下简称“白皮
书”
），向社会全方位解读遗嘱大数据，并对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社会对遗嘱的接受程度的变化、民
法典实施对遗嘱服务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白皮书还通过对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
据了解，目前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6 亿人，

东、江苏等地数据的详实分析，全面呈现全国遗嘱大数据以及各地特点。

约占总人口的 17.5%，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正持续加深，
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
自中华遗嘱库 2013 年启动以来，遗嘱咨询量逐步上
升趋势明显，共登记保管遗嘱

190866 份。

天津遗嘱库

遗嘱大数据中的新变化

6 年登记保管
2.5 万份遗嘱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全国法院 2017 年到
2019 年一审继承案件收案数为 117937 件、141134 件和
143580 件 ，其 中 遗 嘱 案 件 分 别 为 6006 件 、6521 件 和
6872 件。遗嘱案件占继承案件比例不足

5%。

■ 本报记者 姜凝

去年遗嘱咨询办理数量不降反升
中华遗嘱库是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
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共同发起主办的
公益项目，是中国遗嘱专业服务的开创者，通过遗嘱咨
询、起草、订立、登记、保管等成体系化的服务，促进家庭
和谐、避免家庭纠纷，
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尝试。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华遗嘱库已向社会提供
遗嘱咨询 25.6 万人次，登记保管了 19 万份遗嘱，目前已
生效遗嘱共计 954 份。
中华遗嘱库天津分库数据显示，
天津遗嘱库自2015年

订立遗嘱更多选择

6月成立以来，
共接待咨询3.1万人次，
登记保管遗嘱2.5万份。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华遗嘱库暂停线下服
务两个月，但全年遗嘱咨询办理的数量不但未受到负面影
响，反而出现了一定比例的增长。
从 白 皮 书 数 据 上 看 ，2020 年 咨 询 办 理 遗 嘱 人 数 比
2019 年增长了 12.15%。其中最高峰 3 月份咨询量达到
6201 人；疫情形势最严峻时，每天线上咨询量达 400 人次，
其中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咨询量增加不少；
咨询人群中，医护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企业高管的

立遗嘱者趋向年轻化

职业占比分别为 21.51%、20.42%、17.66%、13.33%；咨询
办理遗嘱人群集中在华北、华南地区，占比分别为 30.02%
和 20.98%。
疫情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和观念。根据数据显示，咨询
办理遗嘱人中认为“即便没有疫情，也会提前立好遗嘱”的
占 59.4%，认为“因为疫情的原因，才想到要提前立遗嘱”的
占 40.6%。不少咨询者表示“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承受生
死考验的不只是医护人员，对于
‘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
先到来’
这句话，
每个人都有着比平常更深的体会”
。

财产给子女继承比率逐年下降
优先保障配偶晚年生活

白皮书显示，
“90 后”人群立遗嘱增加了更加丰富的财产种类。从分配财产的内容中可以看到，
81.61%立遗嘱的“90 后”处理的是银行存款，71.54%涉及房产。与其他年龄段不同的是，
“虚拟财产”的
纳入和安排成为一个突出特征：支付宝、微信、QQ、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是“90 后”遗嘱中常见的财产类
型，其次为证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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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至 2020 年间，订立遗嘱人群年龄段集中在 60 岁至 70 岁之间，
且该年龄段比例逐年上升
白皮书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20 年间，中华
立遗嘱总人数达到 503 人，短短 4 年时间，翻了将近 6
遗嘱库咨询量有逐步上升趋势，遗嘱观念逐步在
倍。其中，2020 年比 2019 年增长了 2 倍多。据中华
国人心中得到认同，总体登记保管量占总咨询量
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分析，该数据暴涨，与 2020
比例达 75.57%。
年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有一定关系，
“‘80 后’作为社会
“随着人们遗嘱观念的变化，
遗嘱越来越被大
的中流砥柱，肩负着家庭、社会等巨大压力，使得他
众所接受，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提前立
们不得不思考及早订立遗嘱。
”
遗嘱、做好财产规划。”据中华遗嘱库天津分库创
从数据上来看，
“80 后”的遗嘱中，有 97.23%是
始人周立莹主任介绍，通过白皮书对遗嘱数据的
涉及房产，存款为其次。另有调查发现，
“80 后”人群
分析，无论是中华遗嘱库还是其天津分库，近年来
较 有 投 资 理 念 ，有 13.16% 的 遗 嘱 涉 及 公 司 股 权 ，
均呈现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逐步下降、遗嘱人年
15.89%遗嘱涉及证券基金，这个比例远超其他年龄
龄趋向年轻化的情况。
段的人群。专家分析认为，
“80 后”订立遗嘱的原因
数据显示，7 年多以来，在中华遗嘱库立遗嘱
主要是
“避免财产下落不明”
和
“照顾家人”。
的人群平均年龄从 77.43 岁逐步下降至 69.87 岁，
白皮书还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已有 553 名“90
遗嘱人年龄趋向年轻化。2013 年至 2020 年间，
后”
立下遗嘱。据统计，2017 年，有 55 名
“90 后”
在中
订立遗嘱人群年龄段集中在 60 岁至 70 岁之间，
华遗嘱库登记保管了遗嘱；2018 年这个数字是 123；
且该年龄段比例逐年上升，已成为老年人订立遗
2019 年，人数为 166 人。
嘱的“主力军”，订立遗嘱者年龄段在 60—70 岁、
“在天津遗嘱库，立遗嘱人中最年轻者 30 岁出
71—80 岁、81—90 岁和 91 岁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头，是一名‘90 后’。”周立莹说。白皮书显示，
“90
43.91%、36.58%、19.31%和 0.2%。
后”人群立遗嘱增加了更加丰富的财产种类。从分
立遗嘱人群呈年轻化趋势这一情况，在天津
配财产的内容中可以看到，81.61%立遗嘱的“90 后”
尤为突出。
处理的是银行存款，71.54%涉及房产。与其他年龄
根据天津遗嘱库的数据，2017 年至 2020 年，
段不同的是，
“ 虚拟财产”的纳入和安排成为一个突
天津地区立遗嘱人群总体以 60 岁至 70 岁为主，
出特征：支付宝、微信、QQ、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是
且比例逐年上涨，以 2020 年数据为例，订立遗嘱 “90 后”
遗嘱中常见的财产类型，其次为证券基金。
者年龄段在 60—70 岁、71—80 岁、81—90 岁和
针对为何“90 后”立遗嘱人中 71.54%拥有独立
91 岁以上占总体立遗嘱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62%、
住房的问题，陈凯表示，在实际工作中，他发现这部
26.55%、11.39%和 0.06%。天津 60 岁到 70 岁订
分“90 后”的父母买房挂在子女名下的现象很普遍，
立遗嘱人数的比例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较
还有的父母甚至会将自己的部分股权挂在子女名
2017 年增长了 18.52%，说明天津老人接受遗嘱
下。
“这也是这些人要订立遗嘱的重要原因——防止
这种新事物的能力更强，需求量也更大。天津地
自己发生意外财产旁落，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避免
区立遗嘱人群主要处分的财产以不动产为主，保
财产下落不明。
”
陈凯说。
持在 99%的水平线；银行存款类财产则仅次于不
值得关注的是，
“00 后”也开始立遗嘱了。数据
动产。
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
此外，白皮书显示，
“80 后”订立遗嘱的人数，
嘱最年轻的遗嘱人是 17 周岁（法律规定年满 16 周
每年呈上升趋势。在 2017 年，共有 73 名“80 后” 岁以上、有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来源，视为具有完
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到了 2020 年，
“80 后”订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白皮书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20 年间，遗嘱中
所涉及的继承人多为配偶或子女；
“子女直接继承”
的比例逐年下降，而
“配偶先继承，子女后继承”
的比
例逐年上升，说明群众开始普遍意识到要优先考虑
保障配偶的晚年幸福生活。
天津的数据也表明了这一趋势。白皮书显示，
2017 年至 2020 年，天津地区立遗嘱人群的遗嘱在
分配方案上，配偶和子女是主要继承人。从数据可
以看出，遗嘱人选择
“配偶先继承，子女后继承”
的分
配方案有上升的趋势，选择“子女直接继承”的分配
方案有所下降，选择“其他分配方案”的人群比例逐
年上升，表明分配方案的选择上更加合理化、多样
化。周立莹对此表示，现在很多市民的法律意识在
不断提升，更懂得保障自己的权利：
先保障配偶的生
活，最后再给到子女。
陈凯表示，民法典引入了
“居住权”
这一概念后，
市民既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确定房产分配给子
女，防止因为配偶在自己去世后再婚导致财产外流，
同时也能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保障配偶在自己
去世以后依然能享有居住权，防止子女提前卖房，可
谓一举两得。

再婚、离异家庭立遗嘱渐成
“刚需”
白皮书数据显示，随着人们对婚姻的选择更趋
于多元化，再婚家庭和离异人群渐成立遗嘱人中的
“刚需人群”。
周立莹介绍说，2017 年至 2020 年，天津地区立
遗嘱人群的婚姻情况多数集中在已婚（均一次婚姻）
状况；
离异人群订立遗嘱的比例上涨较为明显，其他
人群分布比例基本保持稳定。
中华遗嘱库的情况也是类似。2020 年，60 周
岁以上立遗嘱人群中已婚比例为 71.91%。与立遗
嘱人的婚姻状况数据相呼应，中青年立遗嘱人夫妻
同立遗嘱的比例也要远远低于老年群体的同一数
据。陈凯对此介绍，单方订立的通常为单身人群或
再婚家庭，而再婚家庭一般情况比较复杂，在双方意
愿不一致的情况下，同立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房产非公证继承受欢迎
据周立莹介绍，自 2016 年房产继承取消强制公
证后，直接办理继承过户的人变多了，
不动产登记新
规的出台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根据中华遗嘱库与《中国不动产》杂志联合调查
显示，2016 年以来，天津全市继承过户房产数量维
持在每年 1 万余件，但无论是公证继承过户，还是法
院判决过户，其中遗嘱继承的数量均超过了法定继
承的数量，说明天津市民的遗嘱观念较强，对遗嘱予
以充分的重视。
但房产非公证继承过户的方式在给老百姓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有如继承人的范围、遗嘱的效力、遗
嘱的真实性等难点问题，给不动产登记实际工作带
来了不少困扰。为推动这一领域便民利民工作的开
展，中华遗嘱库与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
《民主与法制》杂志、
《中国不动产》杂志等单位发起
联合征文活动，即日起向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从
业人员征文，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相关学术和实务研
讨活动，以期汇聚行业智慧、博采众家之长，为不动
产继承登记尤其是非公证继承登记工作探索创新路
径，提供多元化选择。

打印遗嘱 文盲遗嘱问世
“今年 1 月 1 日民法典实施后，老百姓在订立遗嘱的
方式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周立莹告诉记者，
“ 打印遗嘱”
是民法典确认的一种新的遗嘱形式。在登记过程中，登
记人员会根据遗嘱人的意愿，打印出遗嘱文本，再由遗嘱
人签字确认，并且有两名见证人在场见证。同时，通过人
脸识别、录音录像、精神评估、指纹采集、文档扫描、司法
备案等技术手段，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确保订立的遗嘱
是真实、合法、有效的。遗嘱人最快可以在 40 分钟内完成
遗嘱登记全过程，比之前的自书遗嘱提高了至少 3 倍的速
度。打印遗嘱出台后，对于书写困难的人士来说，订立遗
嘱更加方便。
“目前，天津遗嘱库已登记保管 1563 份打印遗嘱。”
据周立莹介绍，打印遗嘱出台后，天津遗嘱库订立该项遗
嘱者的年龄段分布情况为：
60—70 岁，969 人；
71—80 岁，
415 人，81—90 岁，178 人，
91 岁以上，1 人。
同时，中华遗嘱库还创新了“盲文遗嘱”
“ 文盲遗嘱”
“录音录像遗嘱”的登记服务，以满足盲人、视觉障碍、书
写障碍、识字困难等有特殊需求的人群。
目前，天津已为一名 89 岁高龄的文盲老人完成遗嘱
订立，而且完成了遗嘱证的颁发。
天津遗嘱库工作人员孟宪文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给这
位大娘办理“文盲遗嘱”的过程：
“这位大娘只会写自己的
名字，她想把个人财产只留给实际赡养她的子女。像这
样的服务对象，如果用有文化水平的人的方式办理遗嘱，
很可能导致遗嘱无效。因此，这类人群需要用适合他们
的方式来订立遗嘱。
”
孟宪文说，为了市民权益得到有效保护，中华遗嘱库
在 2020 年特地研发了适用于文盲人群订立遗嘱的方法，
来帮助不识字的老百姓订立遗嘱，
“这套体系特别为这类
人群在录音录像环节进行了相关设计，简短明了、便于引
导，最重要的是合法、有效。
”
孟宪文也坦言，这类人群订立遗嘱的前提是其必须
具备记忆和反应的能力，而且要做好比一般人群完成过
程相对复杂的思想准备。
“ 不过，当为那位大娘终于办理
好所有手续后，大娘连声对我们说‘你们做的遗嘱很专
业，我现在终于踏实了’，这让我们顿时觉得一切辛苦都
是值得的。
”

遗嘱库创新家庭保护服务
据了解，随着民法典的实施，中华遗嘱库还新增了
“家庭财产协议登记”
“ 遗产管理人”
“ 安心都护”
“ 监督服
务”
“遗嘱信托”等新型“家庭保护”服务，让服务对象的财
产保护需求更多样化。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华遗嘱库已登记保管了
11 份遗嘱信托。其中，天津遗嘱库完成了全国首例慈善
遗嘱信托的订立。
据周立莹介绍，这名服务对象 40 多岁，未婚、无子女，
到天津遗嘱库咨询时表示希望有人帮自己在过世后变卖
房产，并将变卖后的现金捐赠给某基金会，还要监督某基
金会对这笔钱的使用情况。对此，天津遗嘱库作为其遗
嘱订立方和遗嘱执行人，一方面根据委托人的意愿订立
并保管遗嘱、起草信托协议，另一方面负责将来在其身故
后，清点和接管委托人的遗产并变卖，将变卖后的现金捐
赠给委托人指定的某基金会，还要担任遗嘱的执行人，监
督某基金会对这笔受益金的使用情况，
“目前该信托已订
立完成，这充分说明了遗嘱信托不是所谓有钱人的专属，
普通老百姓也能设立遗嘱信托。
”

新的问题

建议设立遗嘱检视程序
陈凯表示，民法典删除了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
老百姓订立遗嘱有了更多选择，但也导致了新的问题。
“一个人可能在不同时期在公证处、律所、中华遗嘱
库和司法所等各类不同机构订立多份遗嘱，当这个人去
世时，如果法院、公证处、房地产登记中心未进行遗嘱检
视就办理相关继承手续的话，很可能遗漏了某一份遗嘱，
可能导致遗产处理的严重错误。”
陈凯说。
他建议，借鉴大多数国家遗嘱检视的做法，人民法
院、公证处、房地产登记中心在处理遗产继承事务时，首
先进行遗嘱检视。同时，遗嘱库与公证处、司法所、律师
共同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打破信息“孤岛”，并在此基础上
打造覆盖全领域、
全体系的继承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