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立法目的和意义

2001年10月1日施行的《信托法》
第13条规定，设立遗嘱信托，应当遵
守《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规定。2021年
1月 1日施行的《民法典》首次明确规
定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这
是遗嘱制度的一大突破，是对自然人
依法设立遗嘱信托在继承法律上的确
认。遗嘱信托有效地结合了遗嘱和信
托这两个功能，能很好地满足遗嘱订
立人生前的个性化意愿，可以通过遗
嘱执行人的理财能力弥补继承人无力
理财的缺陷。鉴于遗嘱信托具有法律
约束力，特别是中立的遗嘱执行人的
介入，可使遗产的清算和分配更加公
平，有利于化解继承人之间的遗产纷
争，对现实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 信托和遗嘱信托

1.信托。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
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
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
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
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信托一般涉及三方当事人：投入信用
的委托人，受信于人的受托人，以及
受益于信托财产的受益人。根据《信
托法》规定，委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
法成立的其他组织。受托人应当是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
人。受益人是在信托中享有信托受
益权的人。受益人可以是自然人、法
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

2.遗嘱信托。《民法典》第1133条
规定，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

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
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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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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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可以依
法设立遗嘱信托。
遗嘱信托，是被继承人以遗嘱形式

设定的信托，即根据委托人生前所立遗
嘱，由受托人在遗嘱人死后管理信托遗
产，并使受益人受益。遗嘱信托不同于
普通遗嘱，普通遗嘱通常指定的法定继
承人，一般情况下，在遗嘱生效时一次
性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遗嘱信托包括
三方面的当事人，委托人（被继承人），
受托人（遗嘱执行人），受益人（继承
人）。在遗嘱信托中，该遗嘱并非将遗
产直接分配给其指定的法定继承人，而
是以信托的方式，将其遗产指定给受托
人，由受托人对委托人（被继承人）身后
的遗产进行管理，依据遗嘱信托的规定
对受益人进行分配。遗嘱信托除应当
遵守《民法典》关于遗嘱的规定外，还应
符合《信托法》的相关规定。

■ 设立遗嘱信托应当
注意的问题

1.遗嘱应当符合《民法典》继承编

的规定。我国《民法典》继承编规定的
财产继承制度可以分为法定继承、遗嘱
继承和遗赠，其中自然人通过遗嘱的方
式处分其死后遗产，包括遗嘱继承、遗
赠、遗嘱信托等。《民法典》继承编规定
了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
法财产；遗嘱的形式；遗嘱应当为缺乏
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
留必要的份额；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
胎儿的继承份额等。同时还明确规定

了无效遗嘱的情形：即无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设立的遗
嘱无效；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
表示，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伪
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
内容无效。因此，自然人设立遗嘱应当
遵守《民法典》继承编的相关规定，不能
通过遗嘱信托制度规避《民法典》继承
制度中的强制性规定。

2.设立遗嘱信托必须符合《信托

法》的要求。遗嘱信托是信托制度的重
要内容，因此，设立遗嘱信托必须符合
《信托法》的要求。

设立遗嘱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
式。《民法典》第135条规定，民事法律
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
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
事人约定采用特定形式的，应当采用特
定形式。根据《信托法》第8条第一、二
款规定，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
式。书面形式包括信托合同、遗嘱或者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书面文件
等。第9条规定，设立信托，其书面文
件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信托目的；
（二）委托人、受托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住所；（三）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
（四）信托财产的范围、种类及状况；
（五）受益人取得信托利益的形式、方
法。除前款所列事项外，可以载明信托
期限、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受托人的
报酬、新受托人的选任方式、信托终止
事由等事项。因此，设立遗嘱信托应当
采取书面形式。
遗嘱信托必须有合法的信托目

的。我国《信托法》第6条规定，设立信
托，必须有合法的信托目的。所谓信托
目的，系指构成信托行为的内容，是委
托人通过信托想要实现的目的。也就
是说，信托目的是委托人在设立信托时

意欲达成的目的。信托目的不得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不得专以诉讼或者讨
债为目的设立信托；不得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不得损害国家、集体、他人的合法
利益；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遗嘱信托的财产应当确定且合

法。信托是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制
度，其核心是信托财产。《信托法》第7
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
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
合法所有的财产。本法所称财产包括
合法的财产权利。也就是说，可以成
为信托标的的财产，不仅是实物财产，
也包括无形财产，例如商标专用权、专
利权等。信托关系的产生、信托当事
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都与信托财产及其
信托财产的收益密切相关。因此，确
定的、合法的信托财产是设立一项信
托必须具备的要件之一。

3.增强防范遗嘱信托无效的风险

意识。《信托法》第11条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信托无效：（一）信托目的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二）信托财产不能确定；（三）委托
人以非法财产或者本法规定不得设立
信托的财产设立信托；（四）专以诉讼或
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五）受益人或
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六）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12条还规
定，委托人设立信托损害其债权人利益
的，债权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信
托。设立一份合法有效的信托，一般需
要审查信托当事人、信托财产、信托行
为以及信托目的的合法性。
因此，自然人设立遗嘱信托应当遵

守法律、法规规定，否则，很可能出现无
效的遗嘱，遗嘱信托无效，不仅起不到
遗嘱信托的作用，很有可能导致法定继
承的结果。

韩民立

《民法典》新增加了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的规定，该规定将继承方式更加细

化。作为一项普惠性质的法律制度，成为民众实现多元化遗产处理、达成特定遗产流向的手

段。作为新型财富管理工具，随着信用制度、资产登记等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遗嘱

信托将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个人财富传承的新方向。那么，什么是信托、

遗嘱信托？信托与遗嘱信托之间的关系，以及设立遗嘱信托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法律支持 天津冠达律师事务所

酒驾加玩手机，这样的行为不仅
危险，更是违法！

案情：

2019年 12月某日晚，唐某某与
同事在外聚餐并饮酒。回到家中后，
唐某某获知其已取得北京市网约车
营运资格，当即决定驾车前往北京开
展营运活动。次日0时20分许，唐某
某驾车行驶至河西区某小区附近时，
因查阅手机信息，致其车辆失控与前
方三部车辆及隔离护栏相撞，后被撞
击车辆又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最终
造成六辆机动车及道路交通设施损
坏的交通事故。经司法鉴定，唐某某
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148mg/100ml。
案发后，唐某某主动赔偿5名被害人
经济损失及交通设施维修费用，并取
得被害人谅解。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唐某某酒

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其血液中酒
精含量超过 80mg/100ml 的醉酒标
准，该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唐某
某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
责任，酌情从重处罚。据此，判处唐
某某拘役3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6千元。

法官说法：

本案是一起醉酒后驾驶机动

车，并在此过程中使用手机，导致

连环交通事故发生的典型案例。

车辆驾驶是一个完整、连贯的过

程，驾驶中接打电话、查阅信息等

行为会分散驾驶人注意力，妨碍其

对路面情况和周边环境的观察，一

旦遇到紧急或突发状况，将会大大

削弱驾驶人的应变能力和反应时

间，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唐某

某酒后驾车上路并使用手机查阅

信息，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不仅

需要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接受刑罚

制裁，并最终丧失了网约车营运资

格，可谓是得不偿失。

在此告诫广大司机朋友，在

驾车时不可因信息、电话等纷扰

影响安全驾驶，同时，要深刻认

识酒驾问题的危害性，特别是有

机动车营运资格的驾驶员，更应

提高警惕，绝不可拿自己和他人

的生命作赌注。

河西区人民法院供稿

今年7月份在我父亲病危期

间他口头立了一份遗嘱，经过救

治，现父亲已经好转并出院。请

问，我父亲病危期间所立的口头遗

嘱是否有效？ 读者：李女士

律师解答：

我国《民
法典》第 1138
条 规 定 ，“ 遗
嘱人在危急情
况下，可以立
口 头 遗 嘱 。

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
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
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
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
嘱无效。”
根据上述规定并结合您描述

的情况，您的父亲在病危期间可以
立口头遗嘱，并应当有两个以上见
证人在场见证。现您的父亲经医
治已消除了危急情况，其若能够以
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
此前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天津国鹏律师事务所 李宁 王秀明

漫画 孟宪东

司机酒驾还玩手机
结果……

遗嘱人在危急情况消除后

所立口头遗嘱是否有效？

以案说法

律师信箱

热点聚焦

如何依法设立遗嘱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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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在嘴里
甜在心里
独流镇十一堡村通上自来水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赵斌 董本江

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北辰区多措并举织好食品安全三重防护网

乡村走笔

本报记者 王音 通讯员 刘鑫

农贸市场关系到老百姓的“菜篮子”，学校
食堂、小餐饮等餐饮场所更是牵系民生的重
点。为了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北辰区市
场监管部门多措并举，紧盯农贸产品流通渠道，
把好农贸市场、学校食堂、小餐饮等重点场所安
全关，强化隐患排查，精准执法、科学普法，防范
解决农贸产品流通各环节的风险隐患，实现了
食品安全全程把关、多种检测、问题导向、精确
溯源，为城乡居民织密食品安全三重防护网。

索票快检

织密农贸流通“安心网”

7时30分，几十个盛着各式各样蔬菜水果、
肉类样本的采样瓶被送进高峰路菜市场的快速
检测室。三名工作人员将洗脱剂一一滴在蔬果
样本上，随后用速测卡收集试剂，放入农药残留
快速检测仪中。20分钟后，检测结果全部为阴
性，这表明农药残留符合国家标准规定，全部合
格。即时检测结果被张贴在菜市场6个出入口
的公告栏处，前来采购的顾客“一目了然”。

食品快速检测是强化靶向治理、保障农贸
市场产品流通输出端的必要环节。近年来，北
辰区市场监管局大力推广食品快检在农贸产
品检测的应用，持续推进农贸市场食品快检室
建设，目前全区17个农贸市场已建立快检室，
属地市场监管所积极督促各农贸市场主办单
位落实食用农产品检测，每日开展农药残留抽
检，并及时将检测结果张贴在市场醒目处予以
公示。同时，快速检测也应用在肉类“瘦肉精”
检测中。今年，全区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实行
全覆盖检查，共检查羊肉经营者106户，组织
“瘦肉精”快检94批次、抽检8批次，抽检结果
全部合格。

针对农贸市场产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区市
场监管部门紧盯票据链，加大对市场内经营户
主体资格、食用农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力度，督
促市场内食品经营户认真落实进货查验和索证
索票制度，确保入市后的食用农产品“来源合
法、流转清晰、去向明确”。

防微杜渐

织细校园食堂“放心网”

9月1日开学第一天，北辰区实验小学的教室
里迎来了几位“大朋友”。午餐时间，他们端着和
同学们一样的红烧鸡腿、烩豆腐与炒黄瓜，坐下来
和同学们共进午餐。
“菜味道怎么样？咸不咸？这个鸡腿嚼得动

吗？这一周下来，你们爱吃哪个菜？不爱吃哪个
菜？”几位“大朋友”是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
他们一边吃一边和孩子们聊起来。

每到新学期，北辰区都会开展校园食品安全
专项监督检查，由点及面对学校食堂和校园周边
食品经营户展开“拉网式”排查。学校食堂定期陪
餐制度是其中重要一环，通过陪餐，市场监管人员
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收集意见、督促改进，有效促
进学校食堂食品安全质量提升。
“学校食堂选择有资质的农贸企业，进行大宗

食材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统一配送，确保精
准溯源。目前，全区各学校全部实行’明厨亮灶’，
食品加工制作全过程都可以在屏幕上展现，各市
场监管所实时进行远程视频监控。我们也会对食
堂负责人进行定期培训，随时督查，确保校园食品

安全。”北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科长宋天
水说。

今年的校园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区市场
监管局共回收学校食堂食品安全自查报告262
份，检查学校食堂262家次、配餐企业6家次、校园
周边食品经营者247家次，督促学校食堂整改食
品安全隐患问题7个；对学校食堂肉、菜等原材料
开展农残、瘦肉精等项目快检26批次，检测结果
全部合格。

用情用力

织紧执法普法“暖心网”

小淀镇个体工商户王莉，经营着一家30平方
米的“小炒”店。小店干净卫生，生意也不错。但
就在几个月前，王莉还在为没能办下《食品经营许
可证》而苦恼不已。

由于空间所限，餐馆厨房仅有两个水池，不能
满足“冲洗消”三池分离的条件。眼看装修好的店
铺开不了张，王莉主动求助属地市场监管所副所
长王伟伟。王伟伟带领多名同事来到现场研判，
为店内厨房改管增池设计了新方案。经过一番改
造，小餐馆通过验收，顺利拿到了经营资质。
“每次有市场监管员上门检查指导，我都会拿

个本子把他们说的意见建议都认真记下来，有问
题立即按要求改，有建议也积极采纳。因为我知
道，这都是在帮我们。店里食品卫生搞好了，生意
才会越做越好！”王莉说。

不久前，在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果
园新村街的一家蛋糕店完成了裱花间的改造。参
与指导的市场监管员周士越告诉记者，在入店检
查时，他有了一位“新帮手”，这就是今年新上线的
“查安康”手机APP。

“点开这个APP，就能看到相关法律法规讲
解，还有视频演示操作规范，让商户对整改过程和
整改后的效果一目了然。为我们工作提供了很多
便利，也让商户做到了心中有数、一步到位，省去
了反复整改的麻烦。”周士越说。

今年以来，北辰区依托“天津市餐饮从业人员
培训考核平台”（“查安康”手机APP），全面开展餐
饮从业人员和食品安全管理员培训考核工作，督
促餐饮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用活用好“查安康”
APP，提升了餐饮从业人员素质和食品安全管理
人员管理能力，形成了办证前学习、办证后指导、
检查时巩固、考试后督促的工作流程，并采取线
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在餐饮行业大力宣传《食品
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普及
食品安全常识，规范餐饮经营行为，进一步推动餐
饮经营主体食品安全水平整体提升。

时至中午，记者来到静海区独流
镇十一堡村村民张美玲家，张大姐正
在收拾自家的小院，准备着一家人的
午饭。
“以前喝的是机井水，每天只有两

个小时的供水时间，天天盯着按时放
水，特别不方便。现在接上了自来水，
不仅可以随时用水，水质也更干净更
安全了。”张大姐喜滋滋地说。

为加快自来水村村通工程进度，
今年，独流镇全力推进管网接入工作，
完成了民生街、民主街、团结街、建设
街等8个村街的自来水入网工作。

独流供水厂共承担独流镇19个
村街、12000余户供水任务，目前已有
30000多人喝上了城市自来水。据介
绍，独流供水厂原先有6台7.5KW外
供泵，为确保新增用户后供水压力稳
定和节能降耗，供水厂投资70多万元
新增4台15KW外供泵，最高日供水
量能达到7000吨。同时，保留3台原
有外供泵，以便遇到突发情况能确保
供水安全。目前，独流供水厂日供水
量从最初的 200立方米增加到 4000
立方米。随着用户的增多，独流供水
厂严格执行安全运行制度，确保水的
出厂质量，让村民喝上安全的城市自
来水。
“按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

求，我们定期对水质进行检测，发现问
题及时采取安全措施，停止供水，并及
时上报。对电器设备定期检查记录，
每半年对蓄水池进行清洗消毒，并要
求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值班人员保持
厂区干净整洁，确保老百姓喝上干净、
安全、健康的饮用水。”独流供水厂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
“我们将继续关注群众需求，全力

解决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独流镇副镇
长赵金星说。

新农村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