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产继承是百姓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法律问题。前不久，一位88岁独居老人将其价值
300万元的房产留给楼下毫无血缘关系的水果摊摊主，并做了公证，此事经媒体报道引发热
议。面对质疑，水果摊主出具了一份遗赠扶养协议。该水果摊主能否依据遗赠扶养协议继
承老人的遗产？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法律支持 天津冠达律师事务所

与法同行 典亮生活——法律人士教你如何正确“打开”《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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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养人可依据遗赠扶养协议继承遗产 出借车辆造成他人损害
如何承担责任？

郭明龙

关于继承方式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了法定
继承、遗嘱和遗赠、遗赠扶养协议继
承方式。
1.法定继承。法定继承即在被继承

人无遗属的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的继承
人范围、继承人顺序、遗产分配原则等进
行的遗产继承方式。《民法典》第1127条
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一）第一
顺序：配偶、子女、父母；（二）第二顺序：
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
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
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第1129条
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
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
继承人。例如，被继承人甲生前没有订
立遗嘱，甲去世后，其妻子、子女、父母依
据法律规定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甲个人合法财产。
2.遗嘱继承。遗嘱继承是指继承

人按照被继承人生前所立的合法有效
的遗嘱进行继承的一种方式。《民法
典》第 1133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可
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
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又如，被
继承人乙未婚，生前订立遗嘱将其个
人所有的坐落于某处的房屋一间，由
父亲继承40%、母亲继承40%、弟弟继
承20%的份额。
3.遗赠。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

的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的一部分或者
全部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
或国家、集体组织的一种遗产处理方

式。《民法典》第1133条第三款规定，自
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
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
人。又如，被继承人丙生前以遗嘱的方
式将其个人所有的某某型号汽车一辆
赠送给朋友李某。

4.遗赠扶养协议。遗赠扶养协议
是指遗赠人生前与扶养人订立的关于
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义务，并
于遗赠人死亡后享有按照约定取得其
遗产权利的协议。《民法典》第1158条
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
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
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
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
利。再如，孤寡老人丁与邻居戊订立
遗赠扶养协议，邻居戊承担孤寡老人
丁生养死葬义务，并于丁死亡后按照
约定取得其遗产。

关于继承方式的相互关系

《民法典》规定了法定继承、遗嘱
继承和遗赠、遗赠扶养协议继承方式，
那么，其相互之间具有什么关系呢？
《民法典》第 1123 条规定，继承开始
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
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
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继承编的解释（一）》第3条规定，
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有遗赠扶养协
议，同时又立有遗嘱的，继承开始后，
如果遗赠扶养协议与遗嘱没有抵触，
遗产分别按协议和遗嘱处理；如果有
抵触，按协议处理，与协议抵触的遗嘱

全部或者部分无效。
根据上述规定，继承开始后，即优先

考虑遗赠扶养协议，遗嘱或遗赠次之，法
定继承最后考虑。当遗赠扶养协议与遗
嘱两种方式并存，两种方式所涉及遗产
没有抵触的，遗产分别按照遗赠扶养协
议和遗嘱处理；如有抵触的，优先按照遗
赠扶养协议处理，与遗赠扶养协议相抵
触的遗嘱全部或部分无效。

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应注意的问题

1.遗赠扶养协议的特点。（1）遗赠扶
养协议是双方法律行为，属于合同，与一
般合同不同的是，其带有遗赠的性质又不
同于遗赠，扶养人取得遗产需以履行扶养
义务为前提；（2）遗赠扶养协议是双务、有
偿法律行为。扶养人承担对遗赠人生养
死葬的义务并享有接受遗赠财产的权利；
被扶养人享有接受扶养的权利，同时负有
将遗产遗赠给扶养人的义务；（3）遗赠扶
养协议是诺成性法律行为。遗赠扶养协
议自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即成立生效。
自遗赠扶养协议订立之日起，被扶养人即
可要求扶养人履行义务；而在被扶养人死
亡之前，扶养人不得要求被扶养人履行转
移其财产的义务。
2. 遗赠扶养协议的主体。根据《民

法典》第1158条规定，遗赠扶养协议的
遗赠人是自然人，而扶养人必须是法定
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个人。
3.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民法典》

第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
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
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

背公序良俗。当事人订立遗赠扶养协议
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应同时具备以上条
件方可有效。
4.遗赠扶养协议应当明确扶养人履

行义务的方式。遗赠扶养协议一经签
订，双方应当遵守协议的各项约定。扶
养人应按照约定履行扶养义务，协议约
定扶养标准的，从其约定，未约定的，应
当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扶养义务
不能仅仅理解为物质供养，精神支持或
者陪伴等均可作为扶养人履行遗赠扶养
义务的方式。鉴于遗赠扶养协议的特殊
性，扶养人除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扶养义
务外，还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完成被扶养
人的丧葬事宜。因此，明确扶养人履行
义务方式尤为重要。
5. 遗赠扶养协议应当指明遗赠给扶

养人的遗产。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
义务，并于遗赠人死亡后享有按照约定取
得其遗产的权利，因此，协议应明确约定遗
赠给扶养人的遗产。被扶养人对协议中指
明的财产，在其生前可以占有、使用，但不
能处分，如买卖、交换、赠与等。
6.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导致遗

赠扶养协议解除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
编的解释（一）》第40条规定，继承人以外
的组织或者个人与自然人签订遗赠扶养协
议后，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导致协议解除
的，不能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其支付的供养
费用一般不予补偿；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
履行，导致协议解除的，则应当偿还继承人
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已支付的供养费用。
由此可见，遗赠扶养协议当事人的权

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的，相对应而存在，当
事人应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生活中，因出借车辆发生
事故导致他人损害时，应当如
何承担责任往往存在争议，《民
法典》对之作出专门规定。其
第 1209 条规定，因租赁、借用
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
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
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
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
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
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机动车使用人对保险赔
偿后剩余责任基于“运行控
制”承担严格责任
首先，机动车交通事故发

生后应当由该机动车投保的第
三者强制责任险（交强险）和商
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三者
险）予以赔偿。《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76条分两款分别规定了
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归
责原则及免责事由，该条第一
款规定：发生交通事故首先由
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第三人承
担赔偿责任。发生交通事故
后，应先区分责任，然后再由交
强险的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
有无责任，分别按照有责和无
责确定赔偿责任。交强险未能
覆盖的部分，由商业第三者责
任险予以赔偿。保险赔偿虽然
由保险公司承担，但与车辆所
有人的保险费率联系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说其实机动车所有
权人已经开始承担责任。
其次，机动车使用人对剩

余责任直接赔偿的依据是“运
行控制”。各国或地区确定道
路交通事故责任主要有两种依
据：运行利益，即谁能够从车辆
运行中获得利益谁就应当承担
责任，按照这种做法车辆所有
权人与使用人应承担连带责

任；运行控制，即驾驶行为是危险
的来源，谁控制和开启风险谁就
应当承担责任，使用者单独承担
责任。2009 年《侵权责任法》和
2020年的《民法典》均采取了“运
行控制”规则。对于使用人而言，
其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
责任，即其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是
否存在过错已在所不问。

机动车所有人应承担与过
错相应的按份责任
首先，机动车所有人只在有

过错时才承担责任。这种过错
主要表现在管理方面与选任方
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规定，主要包括：(一)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
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
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
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
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
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
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
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
的；(四)其他应当认定机动车所
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只
有存在以上过错时才能追究车
辆所有人的责任。
其次，机动车所有人承担的

是按份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所
谓按份责任，是指只承担一定份
额，对于车辆使用人无力赔偿或
不予赔偿的责任不再承担。
由此看，《民法典》搭建了交

强险、商业三者险、使用人严格
赔偿责任、所有人过错责任相互
配合的责任体系，对于出借人而
言，不仅会影响来年的保险费
率，还可能要承担按份责任，可
谓责任重大，步步惊心。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天津市

法学会民法学分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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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打造津冀交通生态绿廊
乡村走笔

■本报记者 陈忠权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杜洋洋
通讯员金南潘巍

近年来，津南区以“战区
制、主官上、权下放”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为统
领，以网格管理工作机制为抓
手，探索建立“一网统领、一站
统办、一抓到底、一心为民”基
层社会治理的模式，打通基层
社会治理“最后一米”，加快推
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目前，东丽区新冠病毒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全面展开。全区
18至59岁没有禁忌症的目标人群和社区居民均可免费接种。
图为天钢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记者 刘玉祥 通讯员 翟鑫彬 摄

完善基层治理“空白点”
——津南区建立“四个一”工作模式全面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10个街镇紧密相连，127个社区、村上
下一心，1570 个基层网格血脉相通，
1500余名网格员带着初心全力以赴，把
鲜红的党旗牢牢插在津南区每一个基层
阵地。

党建引领打牢为民服务坚实根基

“社区将服务前置，让我们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解决问题，这种零距离服务群众的
方式，大家相当满意!”谈到基层网格服务，
双港镇林景家园社区居民无不拍手称赞。

按照1:300的比例，林景家园社区每
300户配备1名网格员，实现了全部楼栋
入户率100%，社区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
提升。

社区、村是最小的战区，最前沿的阵
地。近年来，津南区将党支部（小组）建在
网格上，大力实施网格党建“织网计划”，构
建街镇党委、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小
组）党的三级组织架构，形成街镇党委统
筹，社区党组织管理，网格党支部（小组）落
实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红色引擎最大推
动力。

同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1+12+N”
管理机构，成立1个区级网格化管理中心、
10个镇街级网格化管理中心和开发区、农
业园区2个网格化管理机构，各镇街社区
（村）全部建立网格管理工作站，形成科学
规范的网格化管理三级架构。

“一网统领”管好群众的“大事小情”

“以前下水道堵了都是自己找人修，楼
上住户也不愿均摊费用，好几天解决不完，
现在一个电话社区就给解决了，真是赶上
好时代了。”短短一句话，道出了双新街欣
盛家园社区居民李大娘的心声。

前不久，李大娘在做饭时发现厨房下
水道堵塞，情急之下她便拨打了社区网格
员的电话。接到电话后，网格员二话没说
就立刻联系了专业疏通人员，一面指导修
理师傅开井盖、抻水管，一面记录厨房水池
的流水情况，楼上楼下跑了好几个来回。
此情此景，让李大娘感动不已，一个劲儿称
赞是网格员为居民办了实事、行了方便。

群众的“芝麻绿豆”小事情，却是关乎民
生的大事情。
为了更好地为民服务、便民利民，提升城

市基层治理工作，津南区一方面出台《网格化
管理工作考核办法》《网格员管理制度》等文
件，把公共安全、矛盾纠纷、社情民意、市容环
境、安全生产、交通秩序等9大类、39小类、
238项事务纳入网格员巡查范围。
另一方面打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问题

解决通道，扎实推进“网格化+”行动计划，将
“网格化+”向8890便民服务、四失五类人员
管理、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延展发力，强化与
政法、综治、信访、民政、应急等部门的联动机
制，将重点工作、重点人群压实入格，加强管
理。努力构建“一元领导、一体运行、一网覆
盖”市域社会治理新体系。
与此同时，深度融合“津治通”、网格通、

8890便民服务热线、“雪亮工程”、智能推送、
职能部门推送等非紧急类热线系统平台，打
通部门之间的壁垒，形成渠道统一、覆盖全
面、服务高效、群众满意，巡逻可视化、指挥精

准化、通讯灵活化、证据数字化和监督实时化
的线上线下“市域社会治理综合指挥调度体
系”高效运转平台。
“我们用足用好‘雪亮工程’综治分平台，

共接入交通路口、高速、商业综合体等一类高
清视频监控点位7081路和80处电子卡口，
建设制高点监控、‘鹰眼’监控366路，人脸识
别功能监控945路。”区网格中心负责人说，
“此外接入二类视频监控点位1.5万余路视
频，三类视频监控点位实现全区新建小区公
共区域视频监控100%全覆盖，初步实现了
人防、技防的有机结合。”

截至目前,区级网格化管理中心已上报
处置涉及城市管理、城市设施、公共安全等各
类事件近5.2万件，为提升全区基层社会治
理工作水平提供了保障。

实现多元共治 推行一站统办

津南区把实现接单派单、处置落实、催办
督办、问题解决、考核验收全过程闭环管理

“一站式办理”的理念方法运用到社会治理
领域，严格执行首问首办负责制，打通部门
壁垒，形成“发现—上报—分拨—处置—监
督—验收—评价”贯穿于一体的全周期、规
范化、闭环式问题解决机制，实现“小事一
格解决、大事全网联动”。通过建立联勤联
动工作机制，实现一站式服务、一体化管
理、7×24小时响应。

区网格中心负责人介绍说，对于“市域社
会治理综合指挥调度体系”主动发现和被动
受理的各类矛盾纠纷、问题隐患事件和群众
诉求，由各级指挥中心（网格中心）根据事项
类别分别登记受理，重大事件要及时向同级
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报告。按照发
现受理信息类型，实行差异化管理和分类处
置。对一般性咨询类或者其他能够直接回复
的事项，由信息受理的指挥中心系统工作人
员或区相关部门直接回复解答；属于处置队
伍受理范围内的事项，由指挥中心按照职责
目录，及时分拨到本级处置队伍进行处理。

针对直接受理或区指挥中心分拨的事
项，镇街指挥中心协调本级处置队伍无法办
理解决的，镇街可按照工作程序“吹哨”召集
相关区级处置队伍进行处置。镇街指挥中心
对经“吹哨报到”无法解决的重大疑难诉求或
事件，可向区指挥中心申请提级办理，由区指
挥中心进行认真研判，认为确实需要提级办
理的，向区主管领导进行汇报，经区主管领导
同意后，由事件信息涉及的分管区领导亲自
带队，组织区相关部门进行办理。对本区无
法解决的事项，由区指挥中心协调相关职能
单位提请市级协调解决。

为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切实推动力量资源下沉到基层一线。区网
格中心在全区创新推出“4468”工作法。
“4468”工作法中的“4”即“四必到”，联系户发
生突发事件、邻里纠纷、家庭重大变故、有重要
诉求网格员第一时间必到；“4”即“四必报”，发
现安全隐患、不稳定因素、集体民意诉求、涉黑
涉恶线索网格员必须上报；“6”即“六必清”，对
所属网格内基本户情必清、人员类别必清、公
共设施必清、隐患矛盾必清、服务需求必清、群
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网格员必须清楚；“8”
即“八必访”，网格内困难群众、贫困户、独居老
人、留守儿童、残疾人家庭、复退军人、信教群
众、信访户等网格员每月必访。

从党建引领社区网格化治理，到加快基
层网格考核体系建设；从扎实开展日常监督
检查，到创新打造“处置队伍”……津南区始
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为民服务为第
一要义，有效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春回大地暖，植树造林忙。连日来，在宁河区通往河
北省玉田县的滨玉公路两侧，施工人员正挖坑、栽种、浇水、
培土，植树造林一片火热，一行行高大整齐的树木在春光里
绽放着嫩芽……

滨玉公路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项目，起于滨玉公路与
112国道交口，止于河北省玉田县，全长27.9公里。改造后
的滨玉公路宁河段由原来的双向两车道、路面宽9米，提升
为双向六车道、路面宽29.5米。为高质量搞好道路绿化，
经过严格招投标，最后由国内一流绿化园林单位——武清
区雍阳园林公司（国企）中标并开展绿化。

滨玉线绿化分为中间隔离带绿化和路肩两侧绿化，总
共铺设了20万平方米花草，让整条道路显得郁郁葱葱。与
此同时，在道路两侧还栽种了高大的乔木和花冠木，有国
槐、金枝槐、太阳李、海棠、碧桃等10多种，胸径大都在10
至15厘米。

令人好奇的是，乔木高都在5米以上，却都在2米多高
的地方分枝，整齐划一。项目负责人刘玉杰告诉记者，行
道树绿化要兼顾司机行车视野开阔和绿化美化，之所以选
在树干2.6米处分枝，就是让司机行车时视野不受低枝干
树叶遮盖，确保行车安全。为选好符合这一标准的树苗，
他们除了在自己苗圃精选外，还到其他地区挑选，然后又
统一做好检疫，确保树苗安全健康。他们还把原来路肩的
施工灰土全部换掉，新覆盖了1米多深的新土，高质量完成
绿化造林。

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深挖树坑，保留树苗根部大土台，做
到了根系保留完整。为此，他们配备了多台大型吊装机，采取
高空吊装方式，让树苗安全、快速移栽到树坑里，避免树苗受
损。“精心选苗，科学栽种，精心养护，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作
出我们的贡献。”武清区雍阳园林公司负责人郑立平表示。

站在滨玉路边看到，平坦的道路、碧绿的草地、整齐划一
的行道树，堪称一条高质量的津冀交通生态绿廊，美不胜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