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子先于婆婆去世，儿媳是否有权

继承婆婆遗留房产？ 丧偶儿媳尽了赡养

义务， 该如何为自己争取婆婆的遗产？

近日，经过天园司法所工作人员和社区

驻点律师的调解，居住在天河区天园街

的李女士，每个月能从婆婆遗留房产出

租所得租金中拿到属于自己的份额。

丈夫先于婆婆去世， 遗产继承

情况复杂

李女士是天园街居民，其丈夫有弟

妹各一人。 2001年，她的公公去世后，将

名下位于黄埔大道的房产过户给婆婆。

李女士夫妇和婆婆共同居住在这处房

产中。 2012年，李女士的丈夫去世了。结

婚数年来， 李女士和丈夫未育有子女。

此后，李女士仍与婆婆同住，并供养侍

奉婆婆，直到2017年婆婆去世。 在丈夫

的弟弟和妹妹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

情况下，这处遗留房产中属于李女士应

得的份额有多少呢？ 想从婆婆遗留房产

中取得自己应得份额的李女士到天园

司法所寻求法律援助。 天园司法所人民

调解员和社区法律顾问广东法制盛邦

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莅鹃为其提供法律

咨询服务。

李莅鹃律师认为，李女士享有从其

丈夫享有的遗产份额中获得的相应继

承份额。 然而，其丈夫是否享有遗产份

额，需要考虑公公生前对遗产是否留有

遗嘱、遗赠；在无遗嘱、遗赠的情形下，

还需考虑婆婆、丈夫、小叔子、小姑子等

第一顺序继承人对该部分遗产是如何

处理的。 如公公过世前留由遗嘱，其遗

产由婆婆

（配偶）

一人继承，则子女不享

有继承权，那么李女士的丈夫对该部分

遗产不享有遗产份额。 在无遗嘱、遗赠

的情形下， 如儿女办理了放弃继承声

明， 该部分遗产仅登记在婆婆个人名

下，则李女士的丈夫基于放弃继承该部

分遗产，不享有遗产份额。 在无遗嘱、遗

赠的情形下，如公公过世时遗产未进行

分割，此后丈夫过世，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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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 则李律

师的丈夫享有遗产份额，而该部分遗产

份额由第一顺序继承人李女士的婆婆

和李女士共同继承。

尽了主要赡养义务， 丧偶儿媳

可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丈夫去世后，李女士还侍奉了婆婆

五年，直到婆婆2017年去世。 对于婆婆

遗留下来的房产，李女士希望能多争取

遗产份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

（以下简称“《继承法》”）

第十条之规

定， 儿媳并不在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

根据《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丧偶儿

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作为

第一顺序继承人”， 假如李女士能提供

证据证明其对已故婆婆尽了主要赡养

义务，则在法律上可被认定为第一顺序

继承人，有权继承婆婆遗留房产的应有

份额。

了解了相关法律条文后，李女士和

丈夫的弟弟、妹妹就遗留房产的分割问

题进行协商。 目前，该处房产对外出租，

李女士每月从租金中获得属于自己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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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楼宇水管破漏困扰街坊

耀华社区居委持续跟进解决问题

设三个专业窗

服务来穗人员

街道政务中心

一周最热业务榜

海珠区江海街

过去一周， 海珠区江海街政务

服务中心办理人次前三的业务分别

为人社业务、居住证业务、集体户业

务。 据江海街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由于辖内来穗人员较多，特

设三个专业窗， 主要负责办理与来

穗人员和房屋租赁相关的业务，包

括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居住证办理、

出租屋综合税征收等。

业务介绍：

No.1人社业务

近一周：356人次

其中包含人社、就业下沉业务，

退休申领等相关业务。

温馨提醒：

每季度首月为企业

申领招用下岗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

贴、 创业补贴、 高校毕业生补贴时

间。 与此同时，2019年3月起社区资

助补贴已经取消， 原符合条件的参

保居民先到地税部门参加养老保险

与医疗保险后， 需在每季度首月到

政务服务中心申领对上一季度的个

人灵活就业补贴。

No.2�居住证业务

近一周：212人次

近一周共接待市民212人次。街

辖区范围广，流动人口多，随着积分

制业务的深入开展， 市民对居住证

办理意识逐渐增强。

温馨提醒 ：

2019年1月1日起实

施居住证新规， 已缴纳社保或居住

在自有

（直系亲属）

产权房屋的流动

人口办理居住证业务， 不受居住登

记满半年限制。

No.3集体户业务

近一周：105人次

近一周共办理街道公共集体户

管理业务105人次。 自2015年3月起

启动设立“公共集体户”相关业务以

来， 江海街集体户人员已达到736

人，随着人员逐步递增，江海街进行

系统化管理制度。

温馨提醒：

目前江海街已按政

务数据局要求统一设立“广东政务

服务网”网上预约办理，广大市民可

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或关注微信

小程序“粤省事”进行预约办理和查

询相关业务。

记者 温倩茵 通讯员 朱泽玲

办事满意度：

有求必应

街坊有所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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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说出您的烦心

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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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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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一则施工告知让住在逢

源街耀华社区长寿西路25-1， 耀华

西3号， 存善西18号、20号这几栋大

楼的住户高兴不已。 施工队已于近

日进行入户外墙钻孔施工， 困扰街

坊多年的大楼自来水管网破漏问题

终于得到了推进。

据了解， 逢源街耀华社区有许

多上世纪 90 年代初建起的 9 层大

楼， 这些老旧楼宇的自来水管网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漏问题。 大楼总

表后的管网破损导致居民要多交水

费、 设备损坏导致停水、 水池以及

管道年久失修导致用水卫生问题

……给街坊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其中， 上述四栋大楼存在的自来水

管网破漏情况最为严重， 甚至还有

部分底层住户需要多交一倍的水

费。 针对自来水管网破漏问题， 社

区居民曾屡次多次向社区居委进行

反映。

“自从街坊反映过这个问题，从

2014年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跟进协

调这个事情。 期间我们协调过荔湾

供水管理所与街坊开过会议， 也有

向有关部门反映过， 但问题一直没

有得到解决。 如果要街坊自行出资

维修管网， 每户住户动辄需要交上

好几千元， 部分街坊表示以自己的

经济能力实在难以承担。 ”耀华社区

居委会主任说道。

今年， 耀华社区居委工作人员

通过逢源街城管科、 人大工委的介

入，通过人大代表联名建议，把供水

服务到终端的建议提交到区人大、

市人大。 通过人大的推进，多个部门

和领导到社区调研和开现场会，初

步定出了解决方案。 根据相关通知，

此次用水设施改造无需居民出资，

用户共用用水设施改造费用由市、

区财政及供水企业共同承担， 解决

了最大的难题。

据了解， 目前四栋大楼的供水

水管改造进展顺利。 除了以上四栋

大楼， 耀华社区居委还协助居民向

区水务局提交了27栋大楼的改造公

共自来水管道的申请， 老旧大楼自

来水管网破漏的问题有望得到进一

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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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去世，儿媳能否继承婆婆遗产？

社区法律顾问：如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可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荨 ▲

长 寿

西路

25-1

号 大

楼及施工告示。

信息时报记者

陈丹婷 摄

遗产继承纠纷在日常生

活中并不少见，继承人数量多

且关系复杂时，尤其容易导致

家庭矛盾。 在上述案例中，丈

夫先于婆婆过世，丧偶儿媳是

否享有继承权及继承份额成

为矛盾的焦点。 根据《继承法》

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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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顺序

继承人。 因此，丧偶儿媳、丧偶

女婿主张其享有继承权，应举

证证明其对公婆、岳父母尽了

主要赡养义务。

法律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