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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伯、姑、舅、姨、

侄子女、 外甥子女能

否列为第三顺序的法

定继承人

焦点1

百年之后，我们

的虚拟财产怎么办？

在新的《继承法》

中，虚拟财产能否成

为新型遗产

《继承法》今年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网络虚拟财产、继承人范围等都成为关注焦点

照顾傻叔叔 却不能完全继承

锦江区陈女士一家，对这一点特别

关注。陈女士老公王先生有个40多岁的

傻弟弟，常年需要人照顾。王父去世后，

80多岁的王母为了留给傻儿子一点财

产，将自己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过户

到傻儿子名下。如今，房价可观，这套房

已升到60多万元。

今年年初，陈女士一家人出租傻弟

弟的这套住房时，无意间问了律师一个

房屋日后继承问题，这才知道侄儿不能

继承叔叔的全部财产，他们才知道事情

的严重性。

昨日， 陈女士告诉记者，80多岁的

婆婆多数会在傻小叔子之前去世，而丈

夫身体也不好， 担心活不过傻弟弟。

“如果真有这一天，傻弟弟肯定由我儿

子照顾， 但又不能完全继承他的财

产。”陈女士说，这公平吗？

开始，陈女士一家人想到，先通过

公证等方式将房屋过户到婆婆或哥哥

等人名下，但傻弟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作为监护人的母亲只能保管他的财

产，不能进行处分。而且，就算傻弟弟立

个遗嘱也是无效的。

“我去咨询过律师，律师也没有

办法，按现行法律规定，无法解决她的

困惑。”陈女士说，律师告诉她，法律为

了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

他的财产监护人是不能随意处分其财

产的，除非是有利于他才行。所以将房

子无偿赠与他人， 监护人做不了这个

主，也不能代写这样的遗嘱。

陈女士一家人想尽办法之后，她

现在急切地盼望《继承法》能尽快修

改， 让她的儿子成为名正言顺的法定

继承人。

支招 可用遗赠扶养协议

昨晚， 四川琴台律师事务所曹毅律

师介绍：目前继承时，如果出现母亲与哥

哥都先死亡，侄儿对叔叔进行了照顾，可

以分得适当遗产。侄儿具体能分多少，由

法官根据案件中侄儿照顾时间长短等因

素裁量。他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如果

能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确实尽到了正常的

照顾，一般可以分80%左右的财产。

曹律师还帮陈女士想了个办法，叔

叔可以通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形式，

将房子留给侄儿。母亲是监护人，可以

代傻儿子立个遗赠扶养协议，这时处分

他的财产属于对儿子有利， 是有效的。

法定监护人都不在了，如果侄儿进行细

心照顾，管生老病死，叔叔死后房子归

侄儿所有。同时，侄儿以后万一拿了房

子不去管叔叔，遗赠扶养协议会失效。

“但很多人不是学法律的，很难想

到这样的办法，所以还是希望将侄子女

列为法定继承人。”曹律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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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5律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建议：

QQ号 游戏装备…

出租绕道谁证明？

车内终端将自动录音

成都商报讯（记者 赵素冰）

出租车

绕道，除了GPS轨迹查询，还有的哥和乘

客的对话录音作证。昨日，成都商报记者

从市交委了解到，目前，出租车终端正在

进行改造，预计年内能改造完成。所有出

租车将实现智能化管理， 普通出租车将

和速腾出租车一样， 顶灯上有LED显示

屏，显示是否载客等信息。同时，车辆内

的终端设备可以实现拍照、录音、记录车

辆行驶轨迹等功能。届时，终端能自动完

成乘客和的哥之间的对话录音， 并以此

作为处理纠纷的重要依据。

据了解， 目前出租车信息平台正在

建设，出租车终端也将同步改造完成。所

有出租车将实现智能化管理， 普通出租

车将和速腾出租车一样， 顶灯上有LED

显示屏，显示是否载客等信息。同时，车

辆内的终端设备可以实现拍照、录音、记

录车辆行驶轨迹等功能。在乘客上车后，

出租车驾驶员可以根据道路拥堵情况和

乘客商量行驶路线， 并根据商量结果决

定。驾驶员和乘客的对话可以录音，如果

事后发生纠纷将作为重要依据。

到锦江妇幼保健院就诊

对门就有正规停车位

成都商报讯 （李明昭 记者 王圣）

昨日上午， 交警三分局三大队在辖区开

展机动车乱停放专项整治。10时30分，一

辆川A号牌的轿车占道停在锦江妇幼保

健院大门南侧，不仅干扰了救护车进出，

也对其他车辆的通行造成了影响， 交警

随即调来拖车将其拖移。 在昨日的专项

整治中，仅在三官堂街一线，就有两辆车

被拖移，3辆车被现场处罚，另有6辆车被

纠正教育。

“三官堂街连接着顺江路、二环路

和锦华路， 且有锦江妇幼保健院的救护

车辆进出，沿线交通压力较大。”交警介

绍， 由于锦江妇幼保健院内停车条件有

限，社会车辆前往医院就诊的，请即停即

走，或选择正规停车泊位停放。“医院大

门街对面就有正规的临时占道停车场，

附近300米范围内的小区白天空出车位

也比较多。”

7月新增违建16处 拆了15处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强）

前日，市规

划局发布通告， 要求对中心城区主要道

路两侧及重要点位周边违法建设自行拆

除。昨日，市规划局通报了7月五城区新

增违法建设情况：锦江区2处、青羊区4处，

金牛区5处，武侯区4处，成华区1处，共16

处。除武侯区一处正在查处外，所有新增

违建都已拆除。 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对于新增违法建设， 发现一起要制

止、拆除一起，而现存违建将逐步拆除。

新津国际名校赛艇赛落幕

选手乐游成都

成都商报讯（记者 雷浩然）

前一天

还是同场争夺输赢的对手，昨天，他们又

都拥有了相同的身份： 来自世界各国的

大学生游客。第三届（2012）中国新津

“汇津” 杯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队员在

赛事结束后， 用自己的相机记录着成都

这个休闲之都的大小符号， 更用自己的

心灵感受着这一年一次相聚的美好时

光。3天的比赛让他们认识了解了成都这

座热情的城市， 也让他们感受到了蓉城

的魅力。随着比赛的顺利落幕，队员们将

陆续回国， 而他们此行不仅收获了真挚

的友谊与宝贵的见闻， 更对成都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临行前，他们参观了熊猫基

地和锦里， 和中国的大学生举行了文化

交流活动，并相约明年再聚水城新津，再

叙友谊。

猝死卖家淘宝店的归属，似乎已

经尘埃落定， 但它也引出了一个事

实： 目前国内在虚拟财产立法层面

的空白， 是多数用户和网民共同面

临的尴尬。

长沙有一个真实的案例， 王某车

祸后， 其QQ邮箱里保持了他与妻子

的往来信件和照片。 妻子夏女士虽觉

得珍贵，但又打不开丈夫邮箱。

对此，腾讯已经明确：QQ号码目

前无法继承。

“根据腾讯公司与用户之间达成的

协议，QQ号码所有权归腾讯所有，用

户只是拥有号码使用权。 如果用户长

时间不使用，该账号将被收回，这是互

联网行业的惯例。” 腾讯公关部负责

人告诉记者， 用户不能将QQ号码作

为个人财产处置， 因为不属于法律上

遗产继承的范畴。

那新浪微博账号呢？ 其负责人的

答复是“不好说”。不过记者注意到，

其大门也未牢牢关死。 在去年动车事

故中，小伊伊母亲的微博“一一成长

回忆录”，就交给了其亲属继承。

而在网游行业，由于涉及游戏内

的虚拟经济体系， 账号的继承较为

敏感。

“此前我们还没有玩家提出过有

关虚拟财产继承权的问题。 将来在实

际工作中， 盛大游戏愿意根据实际情

况配合并帮助玩家进行有关确认。”

盛大方面回应称，回复诚恳，但并没有

提出成型的流程、方式。

昨天，著名网络游戏“魔兽世界”

的中国代理商网易公司杭州客服也做

出解释：如果游戏玩家不幸离世，家属

却只知道账号，不知道捆绑邮箱，则可

以通过向网易提交逝者身份证复印件

等证明寻求修改捆绑邮箱， 进而获得

密码修改资格找回账号。

不久前，淘宝女装皇冠店女

店主小艾猝死。 在悲痛之余，她

的亲人也面临着一个难题：对她

苦心经营两年的网店这种虚拟

遗产，究竟该如何继承？

其实，很多人或许终有一天

都会有同样的困扰： 一个账号、

一个博客 、一件游戏装备 、大量

虚拟货币 ，百年之后 ，这些虚拟

财富将去向何方？

已经实施了长达

27

年的《继

承法》中 ，对这样的财产没有专

门的规定 。为此 ，成都曹毅律师

等

5

家律师事务所的

5

名律师，昨

日 联 名 向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建

议———增加

QQ

、邮箱、微博等网

络虚拟财产等新型遗产。

今年7月17日，24岁的淘宝网女店

主“艾珺aj”在家过劳猝死。此前有媒

体称，艾珺去世后，她的网店随即就被

系统关闭。在此期间，她的男友曾试图

继承店铺，却遭淘宝拒绝。

昨天， 淘宝公关部蔡小姐向记者

回应称：“我们并未接到她男朋友的

诉求。 淘宝没有权利去剥夺财产的继

承和分配。”

那淘宝是否可以帮助艾珺的家人将

网店重新开张？答案是：这得听法院的。

“只要继承人根据司法部门的要求，

提供相应的材料即可继续经营网店。具

体的步骤就是法院判决书提供过来，淘

宝会根据法院判定，给予转让店铺。判决

若生效，淘宝就会帮继承人换上他的身

份信息到后台。”蔡小姐表示。

阿里巴巴首席市场官王帅， 也在

微博上对此表达了态度：“我们的原

则很简单，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另外， 对于大家关心的支付宝账

户，淘宝方面表示，支付宝账户不可继

承。账户持有人一旦死亡，家属持法定

继承人资格证明可从淘宝取回账户中

的资金， 但取钱完毕后该支付宝账户

会被强制注销掉。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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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的《继承法》 中的规

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

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

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

畜和家禽；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法

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 公民的

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公民的

其他合法财产。

“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是一个兜

底条款，5名提出建议的律师（

四川琴

台律师事务所曹毅，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邓庆， 四川兴华中律师事务所郭莉，四

川恒融律师事务所刘彤，四川师维律师

事务所杨鹰

）认为：这一项包括了当时

不能、不宜列举的财产。而随着科技的

发展，当时未曾料到的新型财产正在不

断出现：Q币、网游装备、名人微博等。

对这些物品，记者发现，国外已经

出现了相关明确规定。

在韩国， 法律规定网络游戏中的

虚拟角色和虚拟物品外在于服务商，

具有独立的财产价值。 美国更有一州

议会已经立法承认了虚拟财产属于财

产，可以进行继承。

而我国的《继承法》也在酝酿变

化，新的修改草案目前正在调研阶段，

预计年底或明年就将公布。成都5名律

师就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

我国的《继承法》中增加网络财产、电

子财产应当作为遗产的规定， 借此减

少和避免新型财产继承纠纷， 保护继

承人的合法权益。

《侄子女争遗产败诉》追踪>>>

继承人可否增加

七大姑八大姨…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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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在产业布局方式上，成都坚持“集中

发展”，把产业园区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

主平台，大力推进工业企业向工业点、工

业集中发展区和产业功能区集中； 在产

业组织方式上，成都坚持“集群发展”，按

照“一区一主业”的原则，坚持以园区为

载体、以产业为纽带、以集群为路径，加

快打造电子信息产业万亿集群和汽车、

食品、生物医药等一批千亿集群；在产业

发展方式上，成都坚持“集约发展”，突出

高新区、经开区的龙头地位，推进全市各

类工业园区提升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完

善配套服务功能、加快产业升级步伐。

在产业倍增战略中，成都切实强化科

技驱动， 坚持走创新型工业发展之路，体

现新型工业化的根本优势；成都积极承接

产业转移， 坚持走开放型工业发展之路，

抓住新型工业化的历史机遇；成都着力打

破产业界限， 坚持走融合型工业发展之

路，体现新型工业化的新兴趋势……

“五大兴市战略”里的其他战略，也

为成都的新型工业化助上一臂之力。交

通先行战略， 努力把成都建成西部地区

融入全国、 连接世界的中枢节点和战略

通道，大大节约产业发展的成本；立城优

城战略，无论是“立”好以天府新区为代

表的新城，还是“优”化以中心城区为代

表的老城， 都为新型工业化提供了承接

载体； 三圈一体战略， 推动圈层结对发

展、共建园区，统筹抓好市域重大工业项

目流转， 鼓励工业总部基地向一圈层集

中布局、鼓励工业生产基地向二、三圈层

集中布局， 为新型工业化优化了空间布

局；全域开放战略，大规模、成建制、全链

条地承接国际国内重大产业转移， 在抢

抓机遇做大经济规模的同时推动产业重

大升级，这正是新型工业化的应有之义。

“五大兴市战略”合力而为，成都的

新型工业化道路清晰可见， 成都贯彻落

实“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因而

获得了持续、强大的动力。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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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书信

随他的离去锁死在电子邮箱

女店主猝死

男友能否继承她的网店？

建议

成都5律师：

虚拟财产列入遗产

“教授死后留下遗产，唯一的亲人是侄子女，但他们无法

继承伯父的财产。”本报昨日独家报道《侄子女争遗产败诉》。

有法学专家直指这是我国《继承法》继承人范围过窄导

致的，并建议修改《继承法》，现立法部门正在调研如何修

改。在成都

5

名律师近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议中，也

提及相关问题：将叔伯、姑、舅、姨、侄子女、外甥子女列为第

三顺序的法定继承人。

1

财产不能给“二奶”

“男子认为老婆对其不好，去世前

立遗嘱，将财产都给了二奶。”曹毅律

师说，四川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法院

当时认为遗嘱无效，还引起很大争议。

5名上书律师建议，现行《继承法》

可以增加规定，对遗赠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或者违背社会伦理道德及公序良

俗时，应为无效。

2

弱化公证遗嘱效力

“大儿子对父亲不好，为了得到父

亲房子等财产，先假装对父亲好，骗得

公证遗嘱后又对老人不好。”曹毅律师

说，现行《继承法》规定，公证遗嘱效力

最高，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老人最

后反悔了，又写书面遗嘱，要给二儿子

遗产，但因公证遗嘱效力问题，最终还

是违背了老人本意。

为此，5名律师建议，修改公证遗嘱

效力最高的规定，可以变更、撤销公证

遗嘱，以形式上和实质合法的最后遗嘱

作为有效遗嘱。

成都商报记者 李海夫

综合新闻晨报 新闻晚报

更多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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