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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国立法机关正在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改工作，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和 24 日
召开了继承法修改研讨会，对如何修改《继承法 》进行了深入研究讨论，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 应当
看到的是，我国《继承法》自 1985 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至今已经 27 年了，当时的立法背景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民事主体的财产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继承法的现代化工作迫在眉睫。 修改《继
承法》，就是顺应发展，关注民生，更好地依法调整民事主体的遗产流转秩序。 我国民法学者积极参与
《继承法》修改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黑龙江大学民商法学研究中心通力合
作，日前向立法机关提交了“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对《继承法》提出了全面的修改建议，表达了民法
学者对修改继承法的意见。本刊发表该修正案草案建议稿，以期提出问题，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引发
学术上的争鸣和讨论，更好地推动《继承法》的修改工作。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修正草案建议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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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保护民事主体在遗产继承中的合法权益 ，保障遗产继承顺利进行，制定本法。
第二条［继承的原则］
继承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 一） 保护私有财产继承权；
（ 二） 继承权男女平等；
（ 三） 养老育幼、照顾病残；
（ 四） 互谅互让、和睦团结；
（ 五） 权利义务一致。
第三条［继承开始的时间与地点］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继承于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 、最后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开始 。
第四条［死亡时间的推定］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 ，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生存继承人的人先
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生存继承人的，如数个死亡人辈分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 数个死亡人辈分相同，
*

收稿日期： 2012 － 06 － 07
① “继承法修正案草案建议稿课题组”是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黑龙江大学民商法学研究中心共同组建的，中

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杨立新教授和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杨震教授为课题
组组长。其他课题组成员是：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歌雅；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孙毅；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申建平；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振宏； 黑龙江大学民商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宏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研究
生岳业鹏；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民法学博士研究生司丹；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民法学博士研究生任江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
生王毅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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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其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
第五条［概括承受］
继承开始时，由继承人全体概括承受遗产上的权利与义务 。遗产分配于遗产承受权利人名下时 ，取
得单独的权利。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权利 ，未经登记不得处分该权利。
前款遗产承受权利人包括继承人 、受遗赠人、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遗产酌分请求权人。
第六条［共同继承］
数个继承人共同继承遗产的，遗产在分割前由继承人共同共有 。未经全体继承人同意，任何继承人
不得进行有损于遗产价值的使用 、收益和处分。遗产分割后，继承人取得单独的财产权利。依照法律规
定需要办理登记的权利，未经登记不得处分该权利。
第七条［遗产的范围］
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 ，包括：
（ 一） 房屋、林木、牲畜、储蓄等不动产或动产的所有权；
（ 二） 个人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承包收益 ；
（ 三） 建设用地使用权；
（ 四） 可继承的财产债权及其担保；
（ 五） 有价证券载有的财产权利；
（ 六） 股权或合伙中的财产权益；
（ 七） 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益；
（ 八） 被继承人享有的人格权衍生的财产利益 ；
（ 九） 互联网络中的虚拟财产；
（ 十） 被继承人的其他财产权益。
被继承人的专属性权利和法律规定不得继承的权利不属于遗产 。
涉及被继承人个人信息权、隐私权的互联网络虚拟财产不属于遗产 。
第八条［关于遗产的特殊规定］
经济适用住房的继承人不符合申购条件的 ，可以继承由政府回购所得价款，也可以按照规定标准向
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相关款项后 ，继承房屋。
因被继承人死亡而获得，但未指定受益人的保险金，比照法定继承人的规定确定权利人 。
遗体、骨灰、灵牌、墓地等特殊遗产的继承不得违反公序良俗 。 无遗嘱的，由继承人协商处理； 协商
不成的，依习惯； 无习惯的，可在继承人中合理确定管理人，不进行分割。
祖传物的继承与分割，无遗嘱的，由继承人协商处理； 协商不成的，依习惯； 无习惯的，可在继承人中
合理确定管理人，不进行分割。未经全体继承人同意，不能采取拍卖、变价等处分所有权的方式分割。
第九条［遗产的归入与扣除］
继承开始前，晚辈继承人因结婚、分家、营业、教育、生育等事项，接受被继承人生前赠与的财产，依
据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思表示或者风俗习惯 ，属于提前处分遗产的，应当按照赠与时的价值归入遗产计算
价额。
赠与的价额在遗产分割时应当从该继承人的应继承数额中扣除。但超过应继承数额的部分不必返还。
第十条［继承能力］
继承人应当是继承开始时生存的自然人 。但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是继承开始时尚未出生的
人。
胎儿出生后视为自继承开始时有继承能力 。
经被继承人生前同意，于继承开始后二年内通过人工生殖技术孕育并出生的自然人 ，视为在继承开
始时已生存。
第十一条［继承权的丧失］
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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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故意不法杀害被继承人的；
（ 二） 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 ；
（ 三） 故意不法使被继承人丧失遗嘱能力的 ；
（ 四） 遗弃被继承人的；
（ 五） 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
（ 六） 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的；
（ 七） 以欺诈或胁迫的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销遗嘱的。
继承人因第（ 三） 项至第（ 七） 项规定而丧失继承权，如经被继承人事后宽恕，可恢复其继承权。
被继承人知道继承人有丧失继承权的事由 ，仍然在遗嘱中指定其为继承人的 ，视为宽恕。
受遗赠权的丧失与宽恕准用前三款的规定 。
第十二条［继承权、受遗赠权的接受与放弃］
继承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继承开始并有资格继承遗产之日起三个月内 ，作出是否接受继承
的表示。逾期未表示或者已经接受遗产分配的 ，视为接受继承。接受或者视为接受继承后不得再放弃
继承。接受或放弃继承的表示附条件、附期限的无效。
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遗赠后未作出放弃表示的 ，视为接受遗赠。接受遗赠
后，取得遗赠财产之前，可以放弃受遗赠。
放弃继承、受遗赠的效力，溯及于继承开始之时。相应遗产份额归属于其他继承人 。
第十三条［放弃继承、受遗赠的意思表示］
放弃继承、受遗赠的表示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其他继承人 、遗产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作出。用口头方
式表示放弃继承，本人承认，或有其他证据证明的，应当认定为有效。
没有或者不知其他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的，放弃继承、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向民政部门
作出或者以公证的方式作出。
第十四条［接受或者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得撤销］
接受或者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得撤销 。但下列情形除外：
（ 一） 因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或重大误解而作出的；
（ 二） 遗产分配前，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的。
前款规定的撤销，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可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 因受胁迫而表示放弃
继承的，撤销的期限自胁迫消除时起计算 。
第十五条［概括受遗赠人的地位］
概括承受全部遗产的受遗赠人在接受与放弃意思表示的作出 、权利义务的承担上，视同继承人。
第十六条［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人继承权、受遗赠权的行使］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受遗赠权，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受遗赠权，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或者征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后
自己行使。
法定代理人代理被代理人行使继承权 、受遗赠权，不得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法定代理人一般不能
代理被代理人放弃继承权、受遗赠权。明显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代理行为无效 。
第十七条［代位继承］
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丧失继承权或者放弃继承权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
血亲代位继承。
代位继承人只能继承被代位人的法定应继份 。
代位继承不受辈数的限制，由辈分在先者代位。
第十八条［转继承］
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继
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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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没有表示放弃受遗赠，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接受遗赠的权利转移给他
的继承人。
第十九条［继承回复请求权］
有下列情形之一时，继承人可以请求确认继承权并返还遗产 ：
（ 一） 无继承权的人没有合法依据而占有遗产的 ；
（ 二） 占有遗产的人否认继承人的继承权的 。
继承回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 ，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继承权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
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 ，不再保护。
第二章

遗

嘱

第二十条［遗嘱处分］
自然人可以通过设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 。其个人财产可以由指定的法定继承人继承，也可以遗赠
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社会组织或国家。
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
遗嘱人应当亲自立遗嘱。
第二十一条［遗嘱能力］
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遗嘱
无效。
遗嘱人立遗嘱时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后来丧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影响遗嘱的效力。
第二十二条［遗嘱方式法定］
遗嘱应当依据本法规定的自书遗嘱 、代书遗嘱、打印遗嘱、电子数据遗嘱、录音遗嘱、录像遗嘱、公证
遗嘱、密封遗嘱、口头遗嘱方式设立。
第二十三条［自书遗嘱］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全文并在遗嘱结尾处签名或按指印 ，注明年、月、日。
第二十四条［代书遗嘱］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由其中一人根据遗嘱人的口述，代书遗嘱内容，并向遗
嘱人宣读、解释，经遗嘱人认可后，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在遗嘱每一页内容
的结尾处签名或按指印。
第二十五条［打印遗嘱］
通过打印机打印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内
容的结尾处签名或按指印，注明年、月、日和遗嘱的页数。
第二十六条［电子数据遗嘱］
遗嘱人可以用电子数据的形式设立遗嘱 。电子数据遗嘱应当有可靠的电子签名，并有两个以上见
证人见证。见证人应当记录电子数据遗嘱所在的电子系统和制作日期 ，并保存公钥。
第二十七条［录音、录像遗嘱］
以录音、录像形式设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
录音、录像遗嘱中应当有对录制日期、地点、见证人姓名的说明和见证人自愿做见证的说明 。
录音、录像遗嘱作成后，应当当场密封，并由遗嘱人、见证人在密封处签名或按指印，注明年、月、日。
第二十八条［公证遗嘱］
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 。
公证机关办理遗嘱公证，应当由二名以上公证员共同办理 。特殊情况下只能由一名公证员办理时 ，
应当有一名以上见证人在场。
公证遗嘱应记明年、月、日，由公证员、见证人及遗嘱人签名或者盖章。遗嘱人不能签名的由本人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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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印，公证员将其事由加以记载。
第二十九条［密封遗嘱］
遗嘱人可以将遗嘱密封，并在遗嘱密封处签名或按指印，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交与公证机
关、律师事务所、有关组织机构或个人保存。
密封封面应当记明见证人情况以及该遗嘱提交的年 、月、日，可以附记遗嘱人的其他陈述，由遗嘱
人、遗嘱保存人及见证人签名、按指印或加盖公章。
遗嘱保存人应当向遗嘱人交付遗嘱保存证书 。遗嘱保存证书由保存人签名或加盖公章 。
被密封的遗嘱不符合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电子数据等遗嘱形式，但符合密封遗嘱形式的，
不影响其效力。密封遗嘱形式上有瑕疵、被不当开启或被返还给遗嘱人，但符合其他遗嘱方式的，按照
其他遗嘱方式确定效力。
第三十条［口头遗嘱］
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设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危急情况
解除后，口头遗嘱自遗嘱人能够用其他方式设立遗嘱之时起 ，经过三个月失效。
见证人应当及时将口头遗嘱作成记录并签名 ，注明年、月、日。
第三十一条［遗嘱见证人］
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 一）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 二） 继承人、受遗赠人；
（ 三） 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 四） 因盲、聋等障碍，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
第三十二条［遗嘱证书的涂改］
遗嘱证书如有增减、涂改而变更遗嘱内容的，应在增减、涂改之处另行签名或按指印，否则变更部分
不生效力。
第三十三条［遗嘱的撤回与变更］
遗嘱人可以另立遗嘱明确表示撤回 、变更自己以前所立的遗嘱。
遗嘱人故意销毁遗嘱的，视为撤回。
设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行为 ，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
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前遗嘱抵触部分视为撤回。
第三十四条［遗嘱的相对无效事项］
遗嘱中没有注明年、月、日的，只有存在其他遗嘱且不能确定设立先后时，或不能判断遗嘱能力时，
才可认定遗嘱无效。
遗嘱证书没有标明页数、见证人对口头遗嘱、电子数据遗嘱没有记录、没有保管公钥、没有在每一页
签字的，只有在对遗嘱内容的确定和真实性判断产生实质影响时 ，才可认定遗嘱无效。
第三十五条［遗嘱指定］
遗嘱人应当在遗嘱中亲自指定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未亲自指定的遗嘱不成立。
遗嘱人可以在遗嘱中排除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而不特别指定遗嘱继承人 。被排除的法定继承人仅
在没有其他法定继承人和受遗赠人 、其他法定继承人和受遗赠人丧失或放弃权利的情况下 ，才可以依法
定继承。
遗嘱人可以在遗嘱中指定遗产分配比例或者指定所处分的特定财产 。 遗嘱中没有指定，继承开始
后又协商不成的，在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间平均分配。
第三十六条［附负担的遗嘱继承与遗赠］
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负担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应当以其所受利益为限履行负担 。
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负担的，经其他继承人或受益人请求，可以取消其接受与所附负担相应遗产的权
利。该部分遗产及负担由其他继承人接受 。无继承人愿意接受的，由受益人取得遗产。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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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夫妻共同遗嘱］
夫妻可以设立共同遗嘱。共同遗嘱的效力以配偶一方死亡前婚姻关系存续为前提 。
夫妻互相指定对方为继承人的遗嘱 ，自配偶一方死亡时生效。配偶一方撤回指定的，另一方的指定
失效。
夫妻可以共同指定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若无相反内容，共同遗嘱在夫妻一方生存时对遗嘱继
承人和受遗赠人不发生效力。
夫妻双方经协议，在共同遗嘱中对遗产作出效力上相互依存的关联处分的 ，该共同遗嘱的撤回适用
合同解除的规定。在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效力上相关联的遗产处分不得撤回。 但继承人或受遗赠
人对后死亡一方有丧失继承权情形的除外 。
第三十八条［替补继承人、替补受遗赠人］
遗嘱人可以在遗嘱中为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指定替补继承人或替补受遗赠人 。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先
于遗嘱人死亡、丧失继承权或受遗赠权、放弃继承或受遗赠时，由替补继承人、替补受遗赠人承受相应遗
产。
继承人可以被相互指定为替补继承人 。
第三十九条［后位继承人］
遗嘱人可以指定后位继承人按照一定的条件或期限取得前位继承人已经继承的遗产 。遗嘱人未规
定后位继承人取得遗产条件的，遗产在前位继承人死亡时归属于后位继承人 。
后位继承人可以是继承开始时尚未出生的人 。
后位继承人只能指定一次。
后位遗赠准用后位继承的规定。
第四十条［前位继承人、后位继承人、替补继承人的推定］
遗嘱人在遗嘱中仅指定继承人在条件成就或期限到来时取得遗产的 ，推定遗嘱人的其他法定继承
人是前位继承人。
遗嘱人仅指定继承人在条件成就或期限到来之前为继承人 ，而没有指定此后的遗产承受权利人的 ，
推定遗嘱人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是后位继承人 。
后位继承人推定为替补继承人。
第四十一条［前位继承人的权利义务］
前位继承人对遗产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对正常使用引起的遗产损耗不负责任 。
前位继承人对遗产的处分，损害后位继承遗产的价值或者使后位继承无法实现的 ，不生效力。造成
损害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前位继承人负担对遗产进行保养维护的必要费用 。
第四十二条［后位继承人的遗产取得］
后位继承开始后，前位继承人应当将遗产交付给后位继承人 。
因遗产灭失、占有丧失而对第三人有请求权的 ，应当将该请求权移交给后位继承人 。
前位继承人应担保移交给后位继承人的遗产没有权利瑕疵 。
前位继承人因过错造成遗产损害的 ，应负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后位继承的消灭］
后位继承因以下情形而消灭：
（ 一） 后位继承人丧失继承权、放弃继承权的；
（ 二） 后位继承人在后位继承开始前死亡的 ；
（ 三） 后位继承开始的条件确定不能发生的 ；
（ 四） 继承开始后经过 30 年，后位继承开始的条件仍未发生的 。
第四十四条［遗嘱的生效］
遗嘱自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若遗嘱所附生效条件尚未成就、所附始期尚未到来，则遗嘱自条件
19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年第 5 期

成就、期限到来时发生效力。
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于遗嘱发生效力前死亡 、丧失、放弃继承权或受遗赠权，没有替补继承人、替
补受遗赠人的，遗嘱相应部分不生效力。
遗嘱排除了部分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的 ，该应继份按照其余继承人的应继份比例分配给其他继承
人。没有其他继承人的，依法定继承处理。
第四十五条［遗嘱效力打破］
继承开始后，出现遗嘱人设立遗嘱时尚不存在或不知道其存在的有继承权的晚辈直系血亲 ，该继承
人以其法定应继份为限，可以请求遗嘱执行人或已取得遗产的继承人 、受遗赠人向其移交遗产。
前款规定的请求权，自继承开始时起五年内没有行使而消灭 。
第四十六条［遗嘱的无效］
下列遗嘱全部或部分无效：
（ 一） 伪造的遗嘱；
（ 二） 遗嘱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
（ 三） 遗嘱被篡改的内容；
（ 四） 其他依法应当认定无效的情形。
第四十七条［遗嘱的撤销］
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因受胁迫、受欺诈、乘人之危以及因错误所立的遗嘱，遗产承
受权利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
请求撤销遗嘱的权利，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
第四十八条［必留份］
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
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 ，应按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 。
必要的遗产份额依据继承开始时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
但最高不超过其应继份。
第四十九条［特留份］
被继承人的配偶、晚辈直系血亲、父母享有特留份继承权。 特留份额是其法定继承数额的二分之
一。
特留份额应在继承开始时所存遗产的价额基础上 ，加上继承开始前二年内，遗嘱人赠与财产的价
额，扣除债务额后，依据法定应继份计算。
既符合特留份又符合必留份的，优先适用必留份的规定。
第五十条［不适用特留份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特留份限制：
（ 一） 特留份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
（ 二） 被继承人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使特留份继承人无需承担扶养义务的 ；
（ 三）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特留份继承人 ，不尽扶养义务的；
（ 四） 特留份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或其近亲属有严重违背伦理或犯罪行为的 ；
（ 五） 特留份继承人依遗嘱继承而取得相当于特留份的遗产的 。
第五十一条［扣减］
遗嘱继承或遗赠超过可处分的遗产数额 ，致使必留份、特留份的数额不足的，可以请求扣减遗嘱继
承或遗赠的相应数额。
第五十二条［生前赠与的撤销］
继承开始前二年内，因遗嘱人的赠与行为导致必留份 、特留份遗产不足的，必留份、特留份继承人可
以在不足限度内请求撤销赠与并返还财产 。但以对遗嘱继承或遗赠扣减后，仍不足为前提。
对遗嘱人于继承开始前二年内所为不合理低价的买卖行为 ，以相对人恶意为限，可行使第一款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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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第五十三条［存在遗嘱的通知与遗嘱公布］
遗嘱的保管人或发现人知道继承开始后 ，应立即将存在遗嘱的事实通知可能有继承权的人 。
遗嘱的内容应当向所有已知的继承人公布 。密封遗嘱，应当在所有已知的法定继承人在场时或在
法院、公证处开启。
第五十四条［遗嘱执行人］
遗嘱人可以在遗嘱中指定遗嘱执行人 ，也可以委托他人指定。
受托人应当在遗嘱开启后十日内指定遗嘱执行人 ，并通知已知的遗产承受权利人和其他利害关系
人。
遗嘱未指定遗嘱执行人，又未委托他人指定的，由继承人协商选定。 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由全体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继承人担任遗嘱执行人 。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得担任遗嘱执行人 。
第五十五条［遗嘱执行人的职责］
遗嘱执行人应当严格依照遗嘱人的意愿 ，忠实勤勉地执行遗嘱，使遗嘱内容得以实现。
遗嘱执行人在执行遗嘱的职责范围内 ，视为继承人的代理人。
遗嘱执行人的职责内容、辞任、解任、共同执行，准用遗产管理人的规定。
第五十六条［继承人处分遗产的限制］
遗嘱执行人执行遗嘱期间，继承人不得处分与遗嘱有关的遗产 ，不得妨碍遗嘱执行人执行职务。
第三章

法定继承

第五十七条［继承顺序］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 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 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第三顺序： 曾祖父母、外曾祖父母、伯、叔、姑、舅、姨、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等四
代以内的其他直系或者旁系血亲 。
第五十八条［顺位在先优先］
继承开始后，由前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没有前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后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同一顺序继承人有数人时，原则上平均分得遗产，仅有一人时，则由其单独继承。 但在第三顺序继
承人中，亲等近者优先，只有在前一亲等的继承人死亡、丧失继承权或放弃继承权时，后一亲等的继承人
才可以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
第五十九条［继承人的解释］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养兄弟姐妹、有
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因生存配偶的过错，被继承人已申请离婚或已经同意离婚 ，并具备离婚的实质要件的，配偶不属于
继承人范围。
第六十条［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的继承权］
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无论是否再婚，作为第一顺序继承
人。
第六十一条［遗产酌分请求权］
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 ，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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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具体份额可以根据情况多于或少于继承人 。
被收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 ，同时又对生父母扶养较多的，除可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外，还可分
得生父母的适当的遗产。
遗产酌分请求权人因受遗赠或被继承人生前赠与而取得的财产 ，应当归入到遗产酌分份额中。
遗产酌分请求权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 ，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继承开始之日起二年内 ，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第六十二条［法定继承的适用范围］
继承开始后，没有遗赠扶养协议和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但法律另有规定或遗嘱另有安排的除
外：
（ 一） 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或者受遗赠人放弃受遗赠的 ；
（ 二） 遗嘱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
（ 三） 受遗赠人丧失受遗赠权的；
（ 四） 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先于遗嘱人死亡的；
（ 五） 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遗产；
（ 六） 遗嘱未处分的遗产。
第六十三条［法定应继份的确定］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 ，一般应当均等。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且尽扶养义务较多的继承人 ，分配遗产时，
可以多分。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 ，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 ，应当认定其尽了
主要扶养义务。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 ，所尽扶养义务较少的，应当少分。 不尽扶养义务的，应当不分
或者少分。但愿意尽扶养义务，被继承人明确表示不要求其扶养的 ，不应因此而减少其继承份额。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 ，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第六十四条［隐藏侵吞遗产］
故意隐匿、侵吞遗产的，非经其他继承人宽恕，剥夺该继承人对此遗产继承的份额 。
第六十五条［胎儿应继份的保留］
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法定应继份。胎儿出生后死亡的，该份额由胎儿的继承人继承。胎儿
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 。
未保留胎儿应继份的，应从继承人所继承遗产中扣回。
第四章

遗产的处理

第六十六条［遗赠扶养协议的订立］
需要扶养的人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被扶养人生养死葬的义
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扶养人可以是自然人、集体所有制组织、承担养老职能的法人或社会组织 。
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
关于遗赠扶养协议，本法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本法无规定的，准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七条［遗赠扶养协议的不履行］
遗赠扶养协议生效后，扶养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的，被扶养人可以解除遗赠扶养协议； 被扶养人的
继承人和利害关系人也可以主张解除遗赠扶养协议 。因不履行致协议被解除的，扶养人不能享有受遗
赠的权利，其支付的扶养费用不予补偿，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被扶养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遗赠扶养协议中的义务 ，致使扶养人获得遗赠的目的不能实现的 ，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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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解除遗赠扶养协议。被扶养人应当偿还扶养人已支付的扶养费用 ，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第六十八条［遗赠扶养协议的解除］
扶养人丧失扶养能力的，被扶养人或扶养人可以单方解除遗赠扶养协议 。 被扶养人应当偿还扶养
人已支付的扶养费用。
第六十九条［继承扶养协议］
被继承人可以与继承人订立继承扶养协议 ，由继承人承担比法定扶养义务更高的扶养义务 ，并继承
约定的遗产。
违反继承扶养协议的继承人，除符合丧失继承权的条件外，仍享有法定继承权。
本法未规定的，继承扶养协议准用遗赠扶养协议的相关规定 。
第七十条［继承开始的通知］
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 。 继承人和遗嘱
执行人均不知道被继承人死亡或无能力通知的 ，由负责处理被继承人死亡事件的部门或基层组织通知 。
恶意隐瞒被继承人死亡事实的继承人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七十一条［遗产的临时保管］
继承开始后，遗产的占有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 ，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
财产由被继承人生前自己占有的 ，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或无因管理人可以对遗
产进行临时保管。临时保管人负有向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报告和应遗嘱执行人 、遗产管理人的要求
移交遗产的义务。
遗产占有人在紧急情况下，为保存遗产价值而进行处分的，事后应当及时通知继承人和遗产管理
人，并将所得价款移交遗产管理人。
第七十二条［遗产管理人的选任与指定］
继承人可以在继承开始后协商推选遗产管理人 。有遗嘱执行人的，由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
遗嘱未指定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对遗产管理人选任有争议的 ，由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定继承人
共同管理遗产。
有证据证明继承人的行为已经或将要损害其他遗产承受权利人 、遗产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利益的 ，
经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在继承人之外指定遗产管理人 。
第七十三条［共同遗产管理人］
数个遗产管理人共同管理遗产的，
对遗产通常管理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各遗产管理人负有协助义务。
对遗产管理行为有分歧的，应当经半数以上继承人同意。但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而遗嘱另
有指示的，或为保护遗产采取必要措施的除外 。
第七十四条［遗产管理人的职责］
遗产管理人应当勤勉谨慎地履行以下职责 ：
（ 一） 查明被继承人是否留有遗嘱，并且确定遗嘱是否真实合法；
（ 二） 查明并通知遗产承受权利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债务人；
（ 三） 管理遗产，制作遗产清单并公证；
（ 四） 清偿遗产债务；
（ 五） 分割、移交遗产；
（ 六） 在管理权限之内，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或通过诉讼保全遗产 ；
（ 七） 进行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
第七十五条［遗产管理人的辞职和解任］
继承人以外的人不愿意担任遗产管理人的 ，可以辞任。辞任的意思表示应当向继承人作出。 指定
的遗产管理人不得辞任。
遗产管理人怠于履行职责或不当履行职责的 ，继承人可以解任或者请求人民法院解任遗产管理人 。
受遗赠人、遗产债权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继承人或人民法院解任遗产管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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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条［遗产的禁止分割保全请求权］
遗产债权人在债权没有得到清偿或继承人没有提供担保的情况下 ，可以向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或人
民法院请求禁止分割遗产而首先用于清偿遗产债权 。
第七十七条［有条件的限定继承］
继承人制作遗产清单并公证后，可以其所接受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 ，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
税款和遗产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不负偿还责任 。
第七十八条［制作遗产清单］
遗产管理人应当在就任后六个月内编制遗产清单并进行公证 。
没有遗产管理人的，继承人应当在知道继承开始后六个月内编制遗产清单并进行公证 。
第七十九条［对遗产清单的异议］
对遗产清单有合理异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要求由专业机构对遗产清单进行复核 。异议不成立的由
该利害关系人承担复核费用。
第八十条［限定继承的排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继承人在制作遗产清单并公证后 ，仍应对全部遗产债务承担责任：
（ 一） 隐匿重要遗产的；
（ 二） 在遗产清单中故意漏记重要遗产 ，或者计入不存在的债务的；
（ 三） 处分遗产损害遗产债权人权利的 。
第八十一条［遗产清算程序］
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人可以向继承人 、遗产管理人或人民法院请求开始遗产
清算程序。
进入遗产清算程序后，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应当通知已知的债权人 ，并公告通知可能存在的未知债
权人。公告中规定的债权申报期不得少于三个月 。遗产债权人未在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的，仅就
剩余遗产行使权利。但对遗产享有担保物权的除外。
继承人、遗产管理人在债权申报期限内不得分割遗产或向债权人清偿债务 。
继承人故意不通知债权人的，对该债权人丧失限定继承利益。
第八十二条［债权人的撤销权］
被继承人生前通过赠与或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 ，导致遗产不当减少，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
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
第八十三条［遗产的清偿顺序］
遗产按下列顺序清偿：
（ 一） 合理的丧葬费用、遗产管理费用、遗嘱执行费用等继承费用；
（ 二） 被继承人生前欠缴的税款；
（ 三） 被继承人生前所负债务；
（ 四） 遗赠扶养协议与继承扶养协议中扶养人取得遗产的权利 ；
（ 五） 受遗赠人取得遗赠的权利。
遗产不足以清偿全部遗产债务时 ，同一顺序的债权按比例受偿。
有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 ，即使遗产不足清偿债务和税款，也应在清偿前为其保
留必要遗产份额。
第八十四条［剩余遗产分配］
清偿继承费用、税款、遗产债务后剩余遗产的分配，遗赠扶养协议和继承扶养协议优先于遗赠和遗
嘱继承； 遗赠和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 。
第八十五条［遗产分割自由及其限制］
继承开始后，继承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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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情形的，遗产不得分割：
（ 一） 共同继承人约定不得分割的；
（ 二） 遗嘱禁止分割的，但是禁止分割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 ，超过五年的，缩短为 5 年；
（ 三） 遗产被债权人申请禁止分割保全的 ；
（ 四） 依遗产性质不得分割的；
（ 五） 依法律规定禁止分割的。
第八十六条［共有财产的分割］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有财产 ，除有约定的以外，在分割遗产之前，应当先将共有财产
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
遗产在家庭共有或其他共有的财产之中的 ，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
第八十七条［遗产的分割方式］
遗产的分割应当依照遗嘱中的遗产分割方式进行 。
遗嘱中没有分割方式或者没有遗嘱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分割。
遗产分割时有个别继承人下落不明的 ，由其财产管理人代管分得的遗产 。没有财产管理人的，应依
照本法第九十二条发出寻找继承人公告 ，公告期满后继承人没有出现的，其遗产份额由其他继承人继
承。遗产分割后该继承人出现的，自继承开始时起五年内，可以请求已取得遗产的继承人移交其应继承
的遗产。
第八十八条［遗嘱继承和遗赠的扣减］
遗嘱生效时，实际遗产的数额不足遗嘱所列的遗产数额时 ，应当对遗嘱继承和遗赠的数额按应得份
额的比例进行扣减。
第八十九条［分割对继承人的效力］
遗产分割溯及至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 ，但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利益。
各继承人以其所得遗产的价值为限 ，对其他继承人分得的遗产，按继承比例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瑕
疵担保责任。
继承人以其所得遗产的价值为限 ，对其他继承人因分割所得债权，按继承比例对债务人在遗产分割
时的清偿能力承担担保责任。
前项债权如未届清偿期或者附有停止条件的 ，则各继承人应就清偿时债务人的支付能力负担保责
任。
第九十条［分割对债权人的效力］
遗产已被分割而有未清偿债务的 ，除债权人免除连带的以外，继承人对遗产债务负连带责任。
在限定继承中，如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 ，首先由法定继承人以其所得遗产清偿债务；
不足清偿时，剩余的债务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以所得遗产偿还 ； 如果只有遗嘱继承和遗赠
的，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以所得遗产偿还 。
第九十一条［有无继承人不明］
继承开始后，有无继承人不明的，或者已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丧失、放弃继承权或受遗赠权的，有
关人员、部门或基层组织应将情况及时通知民政部门 。
民政部门在接到通知后，应指定遗产管理人管理遗产。
第九十二条［寻找公告］
遗产管理人应当在接受指定后十日内发出寻找遗产承受权利人 、遗产债权人的公告，催促权利人于
规定期限内主张权利。
前款公告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
第九十三条［无人承受遗产的清算与清偿］
遗产管理人应对无人承受的遗产编制遗产清单 、缴纳相关税款、接受债权申报、主张应继财产中的
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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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满后，遗产管理人应当对死者生前债务进行清偿 。有特定遗赠的受遗赠人的，应当向其交付
特定遗产。有遗产酌分请求权人的，应当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
公告期内没有申报的未知债权，只能就清偿已申报债权后剩余的遗产获得清偿 。
第九十四条［遗产的归属］
继承人、概括受遗赠人在遗产移交国库或集体所有制组织之前出现的 ，遗产管理人应当向其移交剩
余的遗产、遗产清单和有关凭证，报告遗产处理情况。遗产管理人此前的职务行为对继承人、概括受遗
赠人有效。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 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
制组织所有。
无人承受的遗产处理完毕后，有继承人或概括受遗赠人出现的，自继承开始后五年内，可以请求国
家或者集体所有制组织归还相应遗产 。
第五章

附

则

第九十五条［变通或补充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 ，结合当地民族财产继承的具体情况 ，制定变通
的或者补充的规定。自治区的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州、自治县的规定，报
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
第九十六条［涉外继承］
涉外继承关系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九十七条［实施日期］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ditorial Statement： The legislature of China is in the process of modifying the Inheritanc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seminar was held on modific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law to further investigate and
discuss how to modify the inheritance law on May 23 and 24，2012． Some important revision opin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at the semina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China’s inheritance law has been officially implemented since October 1，
1985，and so far it has been 27 years． So the legislative background of the time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and the property status of the civil subject also has changed a lot． Therefore，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law becomes extremely urgent． The amendment of the inheritance law is to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pay close attention to people’s livelihood，and better adjust the heritage circulation order of civil subject according with the law． Chinese civil law scholars actively take part in the process of
modifying the inheritance law． Under a full cooperative job of the Civil and Commer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the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Study Center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 few days ago they submitted an Amendment Advice Draft of the Inheritance Law to the legislature，putting
forward comprehensive modification proposals on how to modify the inheritance law，and expressing the civil
scholars’views on how to amend the inheritance law． This journal published the amendment advice draft，in
the hope of raising questions，arousing widespread concern in the community，causing academic debates and
discussions，and better promoting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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