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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白瀛）国家电影局 7
月 16日下发通知规定，低风险地区在电影院各
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可于 7 月
20 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中高风险地区暂不
开放营业。

这份《国家电影局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
件下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指出，一
旦从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高风险地区，开业的影
院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从严从紧落实防控
措施，及时按要求暂停营业。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同
日发布的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
放疫情防控指南要求，未戴口罩
和体温 37.3度以上者不得进入；
全部采取网络实名预约、无接触
方式售票；实行交叉隔座售票，保
证陌生观众间距 1米以上；每场
上座率不得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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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风险地区影院7月20日恢复营业
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30%

一瓶水就是一份希望

独生子女不等于唯一法定继承人独生子女不等于唯一法定继承人

从法定继承的角度来看，如果父母没
有遗嘱，独生子女很难百分之百继承遗产，
与独生子女同为第一继承顺序的继承人
还包括逝者的配偶和父母，他们都有继
承权。若父母希望确保独生子女完全继
承遗产，立遗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据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李汉
东教授等人于 2018 年进行的估算，截止
到 2015 年底，中国独生子女人口数为
2.246 亿，占同期出生人口的 43%。这意
味着有千万个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独生
子女继承问题。

民法典第 1127 条规定，遗产按照下
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
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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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继承人侄甥适用代位继承被继承人侄甥适用代位继承

代位继承作为法定继承制度的一种
补充，解决的是法定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
去世所出现的遗产继承问题。

民法典第 1128条扩大了法定继承人
的范围，新增了关于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

的子女可以代位继承的内容，旨在最大程
度地保护私有财产的继承流转，即使出现
了被继承人未婚或者丧偶、无子女等情况
下，作为其第二顺位的兄弟姐妹等人如存
在死亡等情况时，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

子女可代替其父母继承被继承人的遗
产。此次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赋予侄、
甥的法定继承权利，不仅有利于延伸孝
道，而且有利于更大限度地保障权利人的
私有财产权。

继承游戏装备不是玩笑继承游戏装备不是玩笑

“理论上，‘你以后从爸妈那儿继承
的就只有游戏装备’，这再也不是一句玩
笑了。”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姚志斗
幽默地说道。关于社交账号、游戏装备、
网络财产等是否属于遗产、能否继承等
问题，民法典迈出了重要一步。

民法典对遗产范围采取了概括式规

定，具有更强的涵摄力和更好的开放
性。因此，判断什么属于遗产、什么不属
于遗产也变得容易了。

然而，实践中，社交账号、游戏账号
和游戏装备等不能一概而论，能否作为
遗产来继承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结合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来看，判

断具有价值的虚拟账号能否继承，要看
遗产是人格权属性多一些，还是财产权
属性多一些。财产权属性比较多的账号
应该可以继承，反之则不能继承。”中央
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
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与副秘书长雷明光
表示。

遗嘱形式和效力优先有变化遗嘱形式和效力优先有变化

现行继承法并未明确录像、打印等
形式遗嘱的订立形式和要求，实践中存
在诸多争议，民法典对录像、打印等形式
遗嘱的订立形式和要求作出了规范，明
确了其法律效力。

民法典第1137条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
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
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另外，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一个人立
有多份遗嘱的情况，虽然现行继承法规定
以最后一份为准，但如有公证遗嘱，则以公
证遗嘱为准。民法典对此作出修改，删除
了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

“删除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体现
了对遗嘱人真实意愿的尊重。”上海外国语
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绮表示，现实生活中
存在很多遗嘱人需要改变公证遗嘱内容的
情况，但客观条件可能使遗嘱人无法到公
证处订立新的公证遗嘱，导致无法按照其
心愿变更遗嘱。

引入遗产管理人制度引入遗产管理人制度

民法典引入了遗产管理人制度，对各
种情形下遗产管理人的选任作出明确规
定，同时明确了遗产管理人的职责及所需
要承担的责任。遗产管理人的协调可以有

效减少各方争执，满足多元化遗产分配需
求，有利于社会稳定。

“随着人民群众日益富起来，其去世后留
下的遗产类型、数量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说，通过遗产
管理人制度可以引入专业机构和人士，从而
让遗产继承更加顺畅地进行，同时有效解决
以往在继承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争端。

增加继承增加继承““宽恕制度宽恕制度””

此次民法典继承编的一个突出特色，
就是设立了对继承人的“宽恕制度”。在列
举了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五种行为的同
时，民法典规定：“继承人有前款第三项至

第五项行为，确有悔改表现，被继承人表示
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将其列为继承人
的，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

“‘宽恕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和谐的家

庭关系。”王轶认为，“宽恕制度”在此前的司
法解释中已得到认可，实践效果也很好，这
实际上是给了继承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同
时也体现了尊重被继承人意愿的规则设计。

为为““老有所依老有所依””提供更多选择提供更多选择

民法典在现行继承法基础上扩大了扶
养人的范围，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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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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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轶介绍，遗赠扶养协议制度是现行

继承法认可的一项法律制度。民法典扩大
扶养人范围，一方面反映出我国社会组织

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体现
了对老年人自身意愿的尊重，以及法律对
实现“老有所养”目标的积极助力。

（孙少龙 白阳 黄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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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关系着自然人死亡后财产的传承，事关千
家万户。2021年 1月 1日民法典正式施行后，从
1985年起施行的继承法将被替代。从妥善管理遗
产，到减少遗产纠纷，民法典在继承编中作出了一系
列新的规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认为，民法典继
承编最大的亮点是尊重被继承人的意志。关于遗嘱形

式的完善、遗产管理人制度等，都体现了这种精神。
从遗嘱这个角度来说，只要被继承人的遗嘱内容是
真实的，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遗嘱又在外观形式上
符合法律要求，就可以按照他的遗嘱去处分其遗产。

民法典继承编的这些规定，可以说是尊重被继
承人的合法权益，来保障被继承人支配合法遗产的
一个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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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兴虎身着印有孩子失踪信息的伍兴虎身着印有孩子失踪信息的TT恤恤

7 月 16 日，西安市太白路一家超市里，只见
某品牌苏打水瓶上印着失踪儿童的信息。看到
儿子伍嘉诚的照片被印在了苏打水瓶上，对于
来自渭南市蒲城县的伍兴虎来说是个好消息。
在寻找儿子的 12 年时间里，他总是想尽一切办
法将孩子丢失的信息散播出去。他说：“多一个
人喝这个水，找到孩子就多一份希望。”

据该苏打水生产厂家介绍，从 2017 年开始
他们便和“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合作，在产品
瓶身印上走失儿童的照片信息。今年二季度，
产品进驻陕西市场，目前在部分大型超市进行
了铺货，其促销价为 1 元/瓶。厂家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此次在瓶身上一共印有 6 名（组）走失儿
童的信息，包括失踪儿童的照片、出生日期、走
失时间、走失地点、联系方式等。

陈飞波 摄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张棋）7月 15日，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
布数据，今年上半年，陕西 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受
理全省消费者投诉、咨询和举报 250971件，其中消费者
投诉 36482件。共办复消费者投诉、咨询和举报 243678
件，办复率97.1%，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077.54万元。

上半年受理消费者投诉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了 4.4%。其中，商品类投诉 16552 件，占总投诉的
45.4%；服务类投诉19930件，占总投诉的54.6%。

全省投诉类前五位的是：销售服务类、交通工具
类、食品类、防护用品类和服装鞋帽类。销售服务类
投诉问题主要有：办理预付卡因店铺关门或转让要求
退卡；购买加油券、团购优惠券无法正常使用；办理会
员卡，商家限制或拒绝消费者使用。

陕西上半年受理消费者投诉36482件

省财政3.94亿元义务教育补助金直达县区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7月 15日，记者从省财政厅

获悉，近日，经财政部备案同意，省财政下达了 2020年
第二批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3.94亿元，用于保障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校舍安全保障、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以及特岗计划政策落实。

省财政厅要求，各地要专款专用，足额落实本级应
承担的资金。这部分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实行特殊
转移支付机制，全部直达县区。各地要建立好台账，确
保资金落实到基层，迅速发挥效益。资金要加注特殊
标识，并贯穿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并纳入直达
资金监控系统，实施全覆盖、全链条监控，确保数据真
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

据央视 7月14日，记者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获悉：
江西鄱阳湖地区和河北唐山地区相继发生洪涝和地震
灾害后，该中心启动快速响应机制，调配高分十号、风
云 4A等卫星对灾区进行紧急成像观测，为抗洪抗震救
灾提供遥感、气象数据支持。

7月 7日和 11日，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接到中国资
源卫星应用中心两次应急任务，调配高分十号卫星，
应急注入载荷数据，对江西鄱阳湖及其周边地区进行
遥感成像，使卫星用户方第一时间接收到受灾区域的
遥感影像。

7月 12日 6时 38分，河北唐山市古冶区发生 5.1级
地震。11时 50分，收到卫星用户方申请后，西安卫星
测控中心再次调配高分十号卫星，对河北唐山地震情
况进行应急成像观测，协助相关部门对受灾情况进行
评估分析。

西安卫测中心为抗洪抢险等提供技术支持

本报讯（郭沛然）7月 15日，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召开 2020年二季度业务运行分析暨上半年工作会
议。据悉，今年上半年新增缴存单位 3555个，新增归集
住房公积金159.15亿元，完成计划任务的54.32%，累计归
集额2227.50亿元。

截至6月底，当年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83.56亿
元，完成计划任务的62.83%，个贷总额1142.11亿元，个贷
率 84.96%；当年提取住房公积金 79.67亿元，提取总额
1277.02亿元。

目前，西安地区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单位达到3.9
万个，352.34万职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体系。

前6月西安新增归集住房公积金近160亿元

连日来，西安兴庆公园荷花竞相开放，散发出淡淡
荷香，婀娜多姿，美不胜收，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
观赏拍照。 杜成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