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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首次确立遗产管理人

富阳公证处
解惑遗产管理人制度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实习生 陈奕
霖 通讯员 俞赛琪）最近，一对年近古
稀的夫妻来到富阳公证处要求订立公
证遗嘱。他们表示为避免在百年之后
子女为遗产产生纠纷，想订立遗嘱，根
据生前愿望分配遗产，并特别指定由
女儿作为遗嘱执行人。富阳公证处依
法告知了遗产管理人事宜。
自今年民法典生效以来，遗产继
承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首次正式确
立的遗产管理人制度成为继承领域的
一大创新和亮点。至此，遗产管理人、
遗嘱执行人等概念进入大众视野。

遗产管理人制度填补法
律空白
民法典颁布实施前，
由于我国继承
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缺乏遗产管理制
度，在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交付前，很
可能使遗产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很难
妥善地处理、分配遗产，特别是无继承
人的情况下，被继承人的债权如何主
张、
债务如何履行，
都存在法律空白。
民法典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职
责 、法 律 责 任 以 及 报 酬 规 定 予 以 完
善。但是很多人还弄不明白，遗产管
理人、遗产执行人到底是什么含义。
富阳公证处公证员对此解释，大
多数情况下，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
人是同一人。但是，遗嘱执行人仅有

权执行遗嘱人所订立的遗嘱，使遗嘱
内容得以实现，因此仅存在于遗嘱继
承的情况下；而遗产管理人可以适用
法定继承、遗嘱继承、无人继承遗产等
其他情形。遗产管理人兼具并包含了
遗产保管人以及遗嘱执行人的特征和
内涵。
遗产管理人怎么来确定呢？根据
民法典第 1145 条的规定，
“ 继承开始
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
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
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
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
会担任遗产管理人”。但遗产管理人
也不是不可以变更的，根据民法典第
1146 条，利害关系人对于遗产管理人
的确定有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
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所以在继承开始
之后，遗产管理人的任务就显得格外
的重要。

遗产管理人有效防止遗
产转移、隐藏、侵占、
变卖
今年 2 月，深圳市宝安公证处出具
了 全 市 首 例《遗 产 管 理 人 资 格 公 证
书》。此案中，被继承人是当地一名企
业家，去年底去世。今年 1 月，继承人
们一致推选委任了两位律师做遗产管
理人，处理房产、股权、证券、存款等资
产以及债权、债务。作为遗产管理人

需要做哪些具体工作呢？
公证员说，简单地说，遗产管理人
就是要对去世之人的财产进行清理、
保存、管理和分配，并在管理过程中防
止遗产遭受转移、隐藏、侵占、变卖等
侵害行为。
然而，遗产管理人也不是那么好
当的，作为遗产管理人，一方面需要充
分表达被继承人的生前意愿，另一方
面需要合理分配遗产，使得继承人们
都得到其应有份额，尽量做到公平公
正，若稍有不慎，未尽到自己遗产管理
人的职责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根据民法典第 1148 条，遗产管理
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因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
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早在民法典出台前，就有一些律
师依据继承法做过很多类似遗产管理
人的相关工作，并担任了一些遗嘱的
执行人。在律师界看来，遗产管理人
制度是新的立法亮点，体现了民法典
在立法上回应了社会的需求，填补了
现行继承相关制度内容上的空白。遗
产管理人在保护遗产安全的同时，还
避免了遗产出现无人管理、无人知晓
的真空状态，最大程度地保护继承人、
受遗赠人以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更
能保护被继承人的意愿，避免相关因
遗产继承带来的纠纷，同时也更好地
体现了我国私法自治的立法需求。

警民合力找回八旬失聪老人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孙伟
佳）
“警察同志，我父亲找不到了……”
前两天晚上，
市民方女士求助警方。
新登派出所接警后立即组织警力
开展巡查。值班领导一边安排辅警查
看监控录像，一边联动渌渚镇、野狼搜
救队共同开展搜寻工作。
据方女士介绍，其父亲 80 多岁了，
但能正常行动，耳朵失聪，家人因均有
工作无法做到时时监护，此前也发生
过类似走失情况。老人早上 7 点左右
出门，至晚上 8 点仍未回，家人找寻不
到，于是报警。
民警章晓华带领辅警队员在方女
士的村子附近地毯式搜寻，其间，村民
的一句话给搜寻工作带来了线索。
“我
隐约听到有哭声。”一位村民手指着村
子后方的一处荒山说。民警和搜救队
员们一起上山寻找。该荒山长期无人
进入，枯树横枝、杂草丛生，根本无路
可走。大家打着手电，披荆斩棘，摸爬
前行。
晚上 9 点 20 分左右，民警和搜救人
员在一个山坳里找到了走失老人。老
人由于耳朵失聪，无法听到搜救人员

银湖一理发店厨房燃气瓶爆燃，
消防提醒

夏季高温 千万注意燃气安全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施仁
政）7 月 20 日晚 6 点 17 分，富阳消防救援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银湖街道一家理发
店厨房发生燃气瓶爆燃事故，需要紧急救
援。富阳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派出富春消
防救援站 1 车 7 人、银湖专职消防队 1 车 6
人前往。
到达现场后，消防员看到理发店门口
散落着破损的窗户与碎玻璃，其中几扇窗
户还砸向了停在路边的电动自行车与私
家车。附近居民表示，理发店后面有一间
两三平方米的小厨房，摆放着燃气灶、燃
气瓶等，店里的人平时就在那烧饭吃。晚
饭时分，不知怎么回事，燃气瓶突然爆燃，
强烈的冲击波造成厨房外墙外移。
由于现场没有明火产生，消防救援人
员第一时间将燃气瓶搬至室外，将开关阀
门拧紧。赶来的燃气公司工作人员检查
发现，阀门确实没有拧紧，且阀门型号与
接口处并不匹配，很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况
下引起燃气泄漏，遇到明火便容易发生爆
燃。
富阳消防提醒大家，夏季高温尤其要
注意燃气安全。天然气橡胶管不得穿墙
越室，应定期检查，18 个月内要定期更
换。若是未到 18 个月，但发现胶管老化、
龟裂、曲折或损坏也需及时更换。为确保

厨房燃气瓶爆燃
安全，请用户尽量使用不锈钢波纹管，不
要使用塑料软管。
另外，如果市民碰到燃气泄漏事件，
千万不要慌张，应立刻关闭燃气总阀门；
用湿毛巾捂住鼻和嘴，尽快打开窗户，让
新鲜空气进来，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
气浓度；燃气泄漏时，严禁开启电源开关
（如开关灯）、使用明火，切勿使用室内电
话或手机，特别是禁止使用排气扇、电风
扇排气；如发现邻居家中燃气泄漏，应敲
门通知，切勿使用门铃等各类电器设施；
赶紧去小区物业，或远离泄漏点拨打 119
或燃气公司 24 小时热线服务电话。

停业店面店招摇摇欲坠
城管追踪解决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实习生 陈奕霖
通讯员 杜晓）近日，区城管局城南中队执
法人员巡查至春秋北路时，发现一家足浴
店店招破损严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但
该店已关停很长时间，
无法找到店主。
执法人员走访附近店家了解到，该店
老板已出国多年，辗转通过电话联系到老
板，对方说人在澳洲，这家店早就不开了，
门头砸下来砸到人他会赔的。执法人员
又多方打听，找到该店面房业主单位富春
江房地产开发公司，业主单位派人拆除了
摇摇欲坠的门头招牌。
自“美丽杭州”创建暨“迎亚运”城市
环境大整治、城市面貌大提升长效管理工

作开展以来，城南中队按照“无街不美景、
无处不精细”的高标准，全方位、精细化开
展户外广告专项治理工作，对辖区内的违
规广告、电子显示屏等进行集中整治拆
除。7 月份以来，执法队员已清除灯箱广
告 60 余块、
“ 牛皮藓”小广告 350 多处，清
理破旧、残缺广告 78 块。
下一步，城南中队将建立健全长效管
控机制，强化日常动态巡查，并充分发挥
“行走杭州”
“ 智慧城管”
“ 富春智联”等平
台的作用，将违规、破旧广告作为日常管
理的重点。同时强化宣传，注重引导，做
好审批政策的宣传，从源头上减少违规现
象的产生。

女子与前男友吵架报警
警察却发现他无证醉驾

民警和搜救人员找到走失老人（右）
呼喊，且走了一天，体力不支，幸好被
人听到哭声。9 点 30 分左右，老人被救
下山，送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查。
民警和救援队员的衣服都湿透了，手

臂上也被树枝杂草割破了。
“咱们看上
去有点狼狈，但老人平安被找到，一切
都值得了……”
民警章晓华说。

本报讯（记者 姜炜 通讯员 陈玮）前
几天凌晨 4 点多，城东派出所接到一女子
报警，称其和前男友武某在家中发生争
吵。民警赶到后，在楼下遇到了一名浑身
酒气的男子，
询问后得知他正是武某。
见民警上前，武某立刻慌张起来，民
警见他身上揣着车钥匙，怀疑他酒后驾
驶，当即通知交警。当交警询问他是否酒
驾时，武某语无伦次：
“我不会开车，我真
的没有开车。”但交警很快调取了监控画
面，发现凌晨 4 点 01 分左右，该男子钻进
一辆白色 SUV 车，沿着公望街右转进入
东兴路后靠边停车。交警对武某进行呼

气式酒精测试，结果显示乙醇含量为 222
毫克/100 毫升。此外，交警还发现，武某
没有驾驶证，
属于无证驾驶。
武某交代，晚上他和朋友一起吃夜
宵，喝了约 2 两白酒和 1 杯不到的啤酒，虽
然知道没有驾驶证不能开车，可当时觉得
车子停得不好，怕被其他车辆刮擦，便打
算把车开出去重新停过，没想到会“偶遇”
派出所民警。
后经医院血液检测，武某血液中的乙
醇含量为 202.8 毫克/100 毫升。目前，武
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处理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