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3 月 28 日，中华遗嘱库向社
会发布 《2019 中华遗嘱库白皮
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首次公
布年轻人立遗嘱大数据 。 截至
2019 年底， 共有 2333 位 60 岁以
下中青年人订立登记遗嘱， 中青
年订立遗嘱人数持续增加 ，“90
后”三年来立遗嘱人数翻近 3 倍。

据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介绍，
此次白皮书公布 60 周岁以下人
群订立遗嘱的相关数据是其成
立至今第一次， 并通过对北京、
天津 、上海 、重庆 、广东 、江苏以
及广西等地数据的详实分析全
面呈现全国遗嘱大数据以及各
地特点。

据了解， 中华遗嘱库启动七
年来，已先后在北京、天津、广东、
江苏、广西、上海、重庆、杭州、新
疆等 9 个地区建立了遗嘱登记中
心。 截至 2019 年底，中华遗嘱库
已向社会提供遗嘱咨询 19.5 万人
次，登记保管了 16.5 万份遗嘱，目
前已生效遗嘱共计 781 份。

中青年女性立遗嘱人数明
显高于男性

蓝皮书显示， 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中华遗嘱库共协助 2333
位 60 岁以下中青年人订立登记
遗嘱，其中男女比例约为 4:6，女
性人数明显高于男性。 从区域分
布上来看，中青年立遗嘱人主要
分布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2017 年至 2019 年间， 中青
年立遗嘱人年龄变化趋势图趋
于一致， 都是呈现增长的态势。
从中青年立遗嘱人的绝对数来
看，年龄段越低，增长趋势越明
显。 以“90 后”为例，2017 年立遗
嘱人数为 61 人，2019 年为 169
人，三年间翻了近 3 倍。

从立遗嘱人的学历水平统
计来看，此类群体中，学历集中
分布在“高中”及“大学”两个阶
段。 同时，三年来，小学、初中学
历的占比在降低，而大学学历及
以上的立遗嘱人数比重在增加。

对中青年立遗嘱人群进行
分年龄段分析，40 周岁至 49 周
岁年龄段立遗嘱人数量增长迅
速， 占比从 2017 年的 27.96%上
升到 2019 年的 34.38%， 平均占
比为 33.99%，成为中青年立遗嘱
人群的“主力军”。

“90 后”遗嘱财产增加游戏
账号等虚拟财产

2019 年下半年，有关“90 后”
立遗嘱的话题引发社会关注。 18
岁是目前我国允许订立遗嘱的最
低年龄。 数据显示，2017 年立遗
嘱的人群中，就有 1999 年出生的
立遗嘱人前来订立保管遗嘱。

从“90 后”人群立遗嘱增长
的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90 后”
接受并愿意订立遗嘱。 白皮书显
示，2017 年有 55 位“90 后”在中
华遗嘱库登记保管了遗嘱，2018
年累计 178 人， 截至 2019 年底，

总人数已增至 344 人。 数据显
示，2017 年立遗嘱的人群中，就
有 1999 年出生的立遗嘱人前来
订立保管遗嘱。

引人关注的是，80%立遗嘱
的“90 后”已经有自己的房产，几
乎所有“90 后”在写遗嘱的时候
都会将自己的银行存款纳入遗
嘱分配的财产当中。

中华遗嘱库管理服务部主
任汤婷婷表示， 在实际工作中，
拥有房产的“90 后”中，父母买房
挂名在子女名下的现象很普遍，
还有的父母甚至会将自己的部
分股权挂在子女名下。“这也是
订立遗嘱的重要原因，防止自己
发生意外财产丢失。 ”汤婷婷说。

与其他年龄段的立遗嘱人
不同的是，“90 后”的遗嘱中，“虚
拟财产”的纳入和安排成为其一
个突出的特征： 支付宝、 微信、
QQ、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是“90
后”遗嘱中常见的财产类型。 这
也使得“90”后群体的遗嘱更显
特别。

40 岁人群为中青年立遗嘱
人群“主力军”

白皮书显示， 从 2017 年至
2019 年间，40 周岁至 49 周岁年
龄段立遗嘱人数量增长迅速，占
比从 2017 年的 27.96%上升到
2019 年的 34.38%， 平均占比为
33.99%， 成为中青年立遗嘱人群
的“主力军”，其次为 50 周岁至
59 周岁年龄段人群，2017-2019
年平均占比 29.1%。

从三年的数据变化情况来
看， 中青年立遗嘱人年龄变化趋
势图趋于一致， 都是呈现增长的
态势。 从三年的中青年立遗嘱人
的绝对数来看，年龄段越低，增长
趋势越明显。拿“90后”来看，2017
年立遗嘱人数为 61人，2019年为
169人，三年间翻了近 3倍。

从立遗嘱人的学历水平统计
来看，此类群体中，学历集中分布
在“高中”及“大学”两个阶段。 同
时，从三年的折线图中可以看到，
小学、初中学历的占比在降低，而
大学学历及以上的立遗嘱人数比
重在增加。由此可见，对于年轻群
体而言， 学历高的市民更能接受

“幸福留言”理念。
从白皮书发布数据中，记者

发现中青年人因为家庭结构、婚
姻状况因年龄变化差异较大，立
遗嘱的原因也呈现出较明显的
不同。

相比 20 多岁的年轻人，30
周岁以上人群的立遗嘱理由更
加多元化。 从“防范自身婚姻风
险”到“防范子女婚姻风险”，随
着年龄的增长，这两项的比例始
终是多数立遗嘱人考虑的核心
问题， 这也与中国人重视家庭，
重视婚姻的习俗相对应。

与“立遗嘱理由”这一数据
相呼应的是“立遗嘱人财产分配
意愿”。

白皮书对于中青年立遗嘱
人选择的第一顺序继承意愿情
况进行了统计， 除了父母继承、
配偶继承、子女继承以及孙子女
继承这几项常见的继承人外，选
择其他选项的比例特别引人注
目。 这一数据在 40 周岁以上人
群尤为突出。

中青年立遗嘱者财产种类
丰富

此次白皮书发布的 60 周岁
以下立遗嘱人群遗嘱数据中，最
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对中青年
立遗嘱人群的遗嘱登记财产类
型进行详细分析。

记者发现， 相比于 60 周岁
以上人群，中青年立遗嘱人群的
遗嘱登记财产种类更为丰富，且
分布更为均衡。 其中，公司股权、

保险单的比例远远高于 60 周岁
以上人群。 拿 2019 年的数据来
对比 ，60 周岁以上人群仅有
1.28%遗嘱涉及公司股权，而此项
在 60 周 岁 以 下 人 群 中 则 达
10.92%，高出 10 倍。

其他财产种类的丰富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社会财产的多样
化，也反映出市民对自己财产保
护意识的提高。 白皮书统计的其
他财产主要包括虚拟财产、合同
权益、债权、收藏品、个人物品、
保管箱等。 对比这个数据，2019
年 在 60 周 岁 以 上 人 群 仅 为
0.28%， 但中青年人的比例为
12.8%。 不过其他财产的比例，无
论是中青年人群还是老年人群
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

在不动产登记的件数上，中
青年人的遗嘱中比较多的是 2
处到 3 处不动产，这个比例占到
了 70%。值得关注的是有 4%的立
遗嘱人没有不动产或没有在遗
嘱中安排不动产。 说明中青年人
群中有一部分在逐渐意识到财
产安排的重要性，即使没有传统
意义上的重大资产，也要提前做
好全面的安排。

记者发现，中青年人遗嘱中
对财产的分配上，除了财产种类
丰富以外，财产中银行存款的比
例高，也是与 60周岁以上人群显
著的不同。2019年，中青年遗嘱中
银行存款比例为 34.57%， 而这一
比例在 60 周岁以上仅为 19.8%。
老年人立遗嘱对存款处理比例
低， 可能原因是老年人主要考虑
存款用于养老，不打算进行分配，
也可能考虑财不外露，不愿意在
遗嘱中处理存款。 但这都是有误
区的，需要进行合理引导。

此外，白皮书对中青年立遗
嘱人的职业分布进行了分析，发
现企业高管和专业技术人员更
偏爱立遗嘱，其中以企业高管比
例最高，达到了 30%，专业技术人
员比例为 23%。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职业和
全职主妇的比例， 虽然比例不
高，但体现了这两类群体对家庭
与风险的高度关注。

单身人群、 再婚家庭立遗
嘱比例偏高

从中青年立遗嘱人的婚姻状
况来看，主要以“已婚”人群为主，
2019年占比为 68.85%，与 60周岁
以上立遗嘱人群中已婚比例相比
还是明显低了许多，60 周岁以上
人群 2019年此项数据为 77.07%。

中青年立遗嘱人群中未婚、
再婚和离异比例相对于 60 周岁
以上人群高出许多。 未婚比例三
年间始终徘徊在 11%至 15%之
间， 而 60 周岁以上人群此项数
据比例不到 1%； 再婚比例三年
间呈现出小幅上升趋势 ，从
8.24%至 9.78%， 而 60 周岁以上
人群此项比例不到 3%； 离异比
例三年间徘徊在 8%， 而 60 周岁
以上人群此项比例不到 4%。 数

据再次显示，年轻人对婚姻的选
择更趋于多元化，再婚家庭以及
单身人群渐成中青年立遗嘱人
中的“刚需人群”。

中青年立遗嘱人夫妻同立
遗嘱的比例和单方订立的比例
相对比较持平，双方同立的比例
要远远低于老年群体的同一数
据。 这一数据也与立遗嘱人的婚
姻状况数据相呼应。

独生子女父母占“半壁江山”

2019 年，中华遗嘱库订立遗
嘱的人群以独生子女家庭为主，
占比 47.75%， 其次为 2-3 名子
女家庭，占比 43.47%；无子女家
庭的人群虽然占比最小 ，但
2019 年有小幅上升。 订立遗嘱
人群的家庭结构近年来分布比
较均匀。

对这一现象， 陈凯认为主要
是由于观念变化导致的结果。 以
前人们都认为遗嘱是为了防范子
女争夺财产， 以为只有多子女家
庭才需要立遗嘱。 可是随着社会
发展，大家发现遗嘱不只是为了
防范纠纷，更能够避免家庭财产
损失。

曾刷爆朋友圈的独生子女
小丽在父母去世后无法继承父
母全部财产的故事，令大家对遗
嘱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白皮书显示，60 周岁以上立
遗嘱人有 11.91%的人立遗嘱的
原因是为了防止子女离婚导致
家庭财产流失。 陈凯表示，这些
数据都表明人们的法律意识增
强，保护自己家庭财产的需求更
加明确。

小数据反映大现象

在此次的白皮书数据中，有
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数据却特别
值得关注和玩味。2013 年至 2019
年 7 年间，共有 781 份遗嘱生效，
也就意味着有 781 位立遗嘱人
去世。

中华遗嘱库在对查询提取
的立遗嘱人情况进行回访统计
后发现，生效遗嘱的立遗嘱人平
均去世年龄为 81.2 岁，最高年龄
为 98 岁。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
据，2010 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
74.9 岁。 而京沪等发达地区人均
预期寿命已过 80 岁。 同时回访
统计还发现。 生效遗嘱的立遗嘱
人的去世原因中，心脑血管疾病
和肿瘤（癌症）去世比例最高，分
别达到 23.8%、22.9%。

白皮书数据还显示，2013 年
至 2019 年间，781份生效遗嘱中，
576 份遗嘱直接办理财产继承手
续， 说明遗嘱得到了所有继承人
的认可； 有 205 份遗嘱进入调解
程序，调解成功的有 165 件，占比
81%；目前仅有 5件仍在调解或诉
讼中。 越来越多的群众对遗嘱表
示认可，7年间，群众认为“遗嘱一
定要有” 的比例从 2013 年的
12.4%上升到 2019 年的 46.87%。

■ 本报记者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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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发布

中华遗嘱库已登记保管遗嘱 16.5万份

不同年龄段立遗嘱理由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