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法学 PekingUniversityLawJournal

Vol.33,No.5(2021)pp.1188-1207

企业数据权益原论:从财产
到控制

梅夏英*

摘 要 企业数据权益在法律上如何定位和保护是当前互联网法学面临的理论难题。既

有的理论主张主要从信息私权和财产权角度试图将数据纳入实体权利的框架中,参照传统私

权规则来对企业数据进行调整。信息私权中的“数据库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规则与企业数

据保护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但在实质利益形态和涵盖范围上有根本差别,由此导致“信息内

容保护”导向的失败。企业数据保护问题源于互联网的普及,只在数字技术语境中才有意义,

故必须在区分信息问题和数据问题类型的背景下进行考察,由此企业数据权益应在整体上作

为一个纯粹的数据问题予以讨论,企业数据财产理论因其客体无法确定很难成立。企业数据

在利益形态上表现为对现实数据的有限自我控制,这种事实控制所含法律利益本质上体现为

信息自由。基于此,企业数据的保护应当以维护数据的控制为基础,可通过侵权法、合同法和

竞争法对围绕数据控制的争夺可能涉及的各种实际利益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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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据确权问题已在法学界经历了诸多讨论。这一问题是继互联网发展早期出现的个

人信息保护和虚拟财产界定问题之后自然发生的,但在早期讨论中,企业数据常常与个人数

据、虚拟财产等相提并论甚至纠缠在一起,其独立的价值和利益形态并未获得充分认识和理论

彰显。当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企业数据的价值和地位被重新认识,社会普遍认

识到企业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存在的必然性,近年来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的各种政策和法律文

件,将企业数据提升到事关数字发展战略和智慧管理体系建设的一个新的高度,并对数据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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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定和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提出了实际要求。〔1〕企业数据产权问题再次成为法学领域的

争论焦点。但目前关于数据产权问题的法学研究进展并不顺畅,甚至陷入一个缓滞的状态:其
一,尽管数据产权问题被充分重视,但在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政策和立法文件中,并未体现出这

一问题的前置性价值,相关文件更多集中于个人数据、公共数据分享、数据安全和保护、数据市

场监管和数据竞争等内容,数据产权并未处于重要地位,甚至被一笔带过;〔2〕其二,现有的研

究范式囿于传统私法权利思维模式,〔3〕在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之间寻找企业数据的利益形

态表达术语,通常很难自圆其说,尤其是无法处理好数据的分享与独占、公开与控制以及技术

载体与信息内容之间的紧张关系,每种理论方案的涵盖面有限,例外情形甚多;其三,现有讨论

局限于信息内容的归属,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电子数据这一新生事物的独立运行规律。事实上,
数据产权问题的产生并非源自信息内容的归属问题,而是电子技术致使信息高度集中的后续

应对问题,依目前情形看,现有的理论探讨并未在数据与信息的界分和两者交互的相对独立性

上建立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尝试。
有鉴于此,关于企业数据确权问题,目前缺少的是对于企业数据利益形态的基本理论判

断,这种判断应是宏观的、基础的和方向性的,是建立在对于电子数据本身的充分了解和传统

信息法律的精确运用上,以及对于数据、信息和传统稀缺客体等法律调整规律的宏观比较研判

上,而非自我设限将关注点集中于传统权利体系的框架之内。目前既有的理论探讨素材和丰

富的行业实践使对企业数据基本理论进行总结性探讨变得可能,本文拟在此方面做出努力,文
章将在回顾传统信息领域的法律规制数据局限性的基础上,考察企业数据利益的问题类型和

性质,探讨将其归于独立数据问题的可能性,并探讨企业数据价值的来源、表现形式和保护方

式,以供同仁商榷。

一、传统信息私权调整企业数据利益:信息内容保护导向的失败

将数据权属问题归属为传统法律体系中有关信息权益保护范畴,是目前法学界流行的做

法。这种做法致力于在传统法律体系中找到与信息保护相关的制度,并比照既有的相关制度

来界定数据权益的保护规则,其理论基础是,电子数据无非服务于信息的生成、传输、流通和利

用等,将信息归属问题解决之后,数据归属问题亦随之解决。这种做法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
因为我们先前无法找到将数据本身作为独立要素进行法律规范的先例和理论依据,且这种做

法也可以直接实现“保护数据的目的在于保护信息”的初衷。由此,传统以信息内容的保护为

目的的私法制度被陆续挖掘出来,为企业数据权益的定义和定性提供营养。但从现有私法对

于信息保护的制度来盘点考察,其能提供的具体权益类别和保护制度甚少,具体体现在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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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2021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统筹数据开发利用,加快建立数据资源产权等基

础制度和标准规范。
《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曾经提出“数据权”的概念,但在最终正式版中删除。
参见张文显:“中国民法典的历史方位和时代精神”,《经贸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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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的隐私和标识性人格权(姓名、肖像等),以及知识产权(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和数

据库)等。对于除此之外的信息,人类几千年来并不提供任何私法上的保护(公法规制在此不

论),将之悉数置于公共分享领域。人类对信息的私法限制相当谨慎,正是这一显而易见的事

实使数据权属问题变得困难。即使如此,在上述对特定信息保护的种类和框架中,企业数据亦

难以获得一席之地,以下详述之。
(一)以传统信息权益规则调整企业数据的理论主张及评析

在传统私法关于信息利益的保护方式中,人格权和知识产权均为考察对象。但企业数据

适用人格权法保护的局限比较容易理解,目前也鲜有学者提出此种主张。因为无论是隐私,还
是标识性人格权,都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企业数据。但将个人数据及相应部分的企业数据推及

至人格要素或利益的做法,却成为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主流理论基础。关于个人信息

是否一定属于人格要素,以及个人信息权益与隐私权如何协调,甚或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否以阻

止公众分享个人信息为目的等问题,都尚有讨论余地,在此存而不论。〔4〕现实情况是,企业

数据虽然包含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和人格要素信息,但是分属固有的不同法域(如个人信息保护

法和人格权法)调整,其他企业数据则被置于另一领域独立讨论。同时在企业履行去标识化或

匿名化义务后,企业数据利益与人格权中的信息保护规则又被区分开来,企业对其所控制之大

数据享有何种利益便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
企业数据适用知识产权保护则是目前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就专利权和商标权而言,理论

上很少有将企业数据利益归入专利权和商标权的主张,否定的理由主要是企业数据缺乏专利

和商标所应具备的创新性、新颖性等法律要件,这类理由是合理的,但并不充分,因为企业数据

不适用专利和商标规则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利和商标的获取、流通和利用等都以信息公开为前

提,这与企业数据依赖自我控制以防外泄的理念完全不符。除此之外,尚有著作权保护的观

点,此类观点并不轻率地主张企业数据适用著作权法保护,而是通过当代既有的数据库保护理

论来获得支持。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主张,亦有相当数量学者和业内人士赞同。因此,目前

主张在知识产权领域保护企业数据的有影响的观点主要有两种,即“数据库保护说”和“商业秘

密保护说”,在此进行重点剖析。

1.数据库保护模式

数据库保护源于著作权法对具有独创性的汇编作品的保护,即虽然作品内容由汇编人收

集,并未提供独创性贡献,但如果内容收集者对于数据的选择、整理和编排做出独创性贡献,则
能够从整体上对该数据集合享有汇编作品的著作权。这种做法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北欧国家

尝试的“目录规则”(theNordicCatalogueRule),其后1996年欧盟颁布的《关于数据库法律保

护的第96/9/EC号指令》(以下简称“数据库指令”)则有所丰富和深化,该指令同时采用著作

权和特殊权利模式来保护数据库,其中著作权保护适用于原创性数据库,特殊权利保护则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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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目的等问题,参见王利明:“和而不同:隐私权与

个人信息的规则界分和适用”,《法学评论》2021年第2期,第15-24页;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

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第63-72页。实际上,即使《民法

典》也未能将个人信息完全权利化,参见赵宏:“《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权的国家保护义务”,《经贸法律评论》

2021年第1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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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原创性数据库。〔5〕欧盟“数据库指令”反映了从传统汇编作品向电子数据库保护的转

变,且对两者的保护同时兼顾。但在电子数据库产生以来有关企业数据库的立法争论中,著作

权的影响在逐步消失,企业数据库的特殊保护力度也在逐步弱化。如美国针对当代互联网电

子数据库问题曾提出多个数据库特殊保护立法方案,均因科学界和网络行业的反对而失败,现
今美国只是在司法创设的“热点新闻学说”(hotnewsdoctrine)的框架下,对不受著作权保护

的实时事实消息提供非常有限的保护。〔6〕

采用数据库保护模式保护传统汇编作品和企业数据,无论是著作权方式还是特殊权

利方式,都可理解为一种权宜之举,这主要体现在:其一,数据库保护只是保护“条目”的
独创性或所谓的资金“投入”,因此对于经多方途径收集而来的数据库内容(无论公开与

否),都不能由数据库创建人主张权利。只要分享者调用数据库的信息量不超过影响数

据库整体价值的程度,原则上都应该是被允许的;其二,数据库保护与数据个别内容的保

护相互区隔,即数据库内含的人格要素内容或知识产权内容受相应法律保护,法律对整

体数据库的保护相对独立。〔7〕无论个别数据内容是否公开,数据库保护都无需搭具体

内容保护之便车,除非当事人行为触犯了数据库的独创性和整体价值;其三,数据库保护

倾向于原创性数据集合,即对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的数据内容进行收集、整理和编排形

成的数据集合,而非针对尚在形成中的、处于动态收集状态的数据集合。这一点对于传

统汇编作品当无疑义,因为传统数据库(包括纸质和电子形式)的价值就在于对现有零散

信息的归集和整理,但对于网络企业数据库而言,就存在一个非原创的问题,欧盟“数据

库指令”特殊权利保护的对象是否确定适用于尚处于通过动态信息收集阶段的数据库,
即非原创性的、动态数据库,存在着一个由肯定到否定的理解过程。

依上述对数据库保护模式的分析,可以发现电子数据库保护的立法目标并未建立在一个

稳固的法律基础上。如果说原创性汇编作品因具有“条目”的独创价值和社会增益功能,适用

著作权法保护比较容易理解,那么对于当代企业电子数据库而言,因其涵盖内容庞大,并处在

数据收集和分享过程中,且“条目”的价值因算法的客观存在和搜索、复制等网络技术的运用,
其独创性价值大大降低,此时便不宜再适用著作权规则保护了,这已成为业界共识。在无法适

用传统信息私权保护的情形下,欧盟“数据库指令”采取特殊权利保护的法律理由就不再清晰

明了。虽然该“数据库指令”在第7条第1款规定要保护数据库制作者做出的实质性投资,似
乎此一规定可以适用于非原创性的、动态的企业数据库,但在解释“数据库指令”时,欧盟法院

强调提供激励的目标是基于已经存在的信息创建数据库,而非创建新元素后再基于此搭建一

个数据库,亦即针对获取数据库内容所作投资给予的保护,并不涵盖数据库创建者为创建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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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欧盟《关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的指令》第7条第1款规定:“各成员国应为在数据库内容的获取、检
验核实或选用方面,对证明在质量与或数量做出实质性投资的数据库制作者,赋予防止对数据库内容的全部

或在质量或数量做出实质性投资的数据库为实质部分进行摘取(extraction)与或反复利用(re-utilization)的权

利。”
参见崔国斌:“大数据有限排他权的基础理论”,《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7页。
参见欧盟《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第96/9/EC号指令》第3条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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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所进行的投资。〔8〕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FeistPublications,Inc.,v.RuralTelephone
ServiceCo.案中,既不支持对缺乏独创性的数据库予以保护,亦不承认建立数据库的投资是获

得著作权保护的充分理由,并据此认为,数据库权不保护未经加工创造的原始数据。〔9〕至

此,企业电子数据库的特殊权利保护方式前景黯淡,对数据内容集合进行合理保护的努力在电

子化时代几近失败,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立法上找不到一个合理控制数据库内容信息流动的

强有力理由,这是私法对信息予以保护和控制的前提条件。〔10〕

2.商业秘密保护模式

在所有传统信息私益的保护方式中,商业秘密应是最接近企业数据保护目的的选项。因

为其他人格法益或知识产权方式都不完全强调信息内容必须保密,其权利利益由内容决定,而
非源于针对内容外泄的自我防护。支持商业秘密保护企业数据的合理理由:一是企业数据中

有相当部分本身即构成传统法律中的“商业秘密”,如用户或客户数据、交易记录、经营信息、行
程记录等,这些都无形中支撑了对企业数据进行保护的必要性;二是企业数据通常都被有效储

存于平台服务器的私人空间,并为保密措施所覆盖,致使他人大规模获取甚为困难,客观上也

使企业数据因具有一定的保密性,而产生适用商业秘密规则的可能性。即使在通常情况下少

量数据信息由他人分享,亦不影响整体数据的商业秘密性质;三是企业数据具有特定的适用语

境和归集、整理和筛选方式,“这使得大数据集合中数据条目信息的存在状态与公共领域的分

散数据形态有很大差别,更加符合商业秘密保护的秘密性要求。”〔11〕上述理由使商业秘密规

则对于企业数据保护的意义在现实中有所呈现,因为在一些特定行业平台中(比如航空公司和

医疗机构等),数据集合构成商业秘密的集合,适用商业秘密保护即为己足。
但是采用商业秘密规则来保护企业数据只是在局部范围或特定情形下可以奏效,并没有

普遍适用的意义,因为毕竟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在比照适用中会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具体

而言:首先,商业秘密保护的主张无法合理解释企业电子数据库和非电子数据库在定性上的差

别。目前企业数据库保护问题的产生源于在线企业电子数据库的兴起,而在传统媒介时代,企
业依然存在自身的非电子数据体系,这些企业数据也不可能被置于公共领域并有管理制度制

约,但从未产生过企业所有的数据都适用商业秘密保护的问题,商业秘密规则通常被限制在一

个特定的范围发挥作用。信息表达形式的变换是否就直接导致信息内容定性的改变,是值得

慎重思考的问题。其次,企业数据是否都具有商业秘密的价值性,也值得推敲。商业秘密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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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相关判例首次出现在欧盟法院关于CaseC-203/02,BHBHorseracing[2004]ECRI-10415案判

决的第31段。即便如此,欧洲法院于2005年在BritishHorseracingBoardv.WilliamHill案中大大缩小了数

据库的权利范围,认为通过大量投资搜集的数据不属于《欧盟数据库保护指令》的保护范围,只有数据库的原

创性结构才是保护对象,所以部分调用数据库中的数据不构成侵权。

See499US340(1991).
对数据库要素提供事实上的保护(特别是对单一来源资料的保护),实际上相当于以专有权的形式

来保护数据库内容。为避免这一风险,欧盟《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第96/9/EC号指令》规定了一项内容提

取的门槛(第7条第1款),一项欧委会的报告义务(第16条第3款)以及适用一般性竞争规则的提示(指令前

言部分第47条)。
崔国斌,见前注〔6〕,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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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具有实质价值的信息,并以具体信息内容展现出来,而企业数据就

其所含庞杂的信息而言,并不一定都符合这一要求,事实上对于一些“头部”平台企业(如腾讯

和中国电信等)而言,定期清除用户的通信记录或交易记录是其惯常作法。在此基础上,以企

业数据被保密为由,主张企业数据在整体上具有商业秘密的价值也很难成立,这可类比现实生

活中广泛存在的排斥他人访问的藏书馆、资料库等,相关机构对其所控制的整体信息从未产生

类似商业秘密保护的问题。第三,企业数据的保密性远不如商业秘密所应具有的保密性。企

业数据通常会通过多种途径由他人分享,如部分开放给用户、通过API等方式与其他平台进

行数据互享以及依法定程序提供给政府机构等,这些都不是商业秘密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

当企业数据整体与他人互通或整体提交他人分享时,“商业秘密”的权益属于谁就成为问题了。
关于商业秘密与企业数据保护的违和之处尚有其他情形,在此不予赘述,但商业秘密保护法理

与企业数据的保护并不完全契合,在诸多方面甚至有根本差别,充分说明理论界对于企业数据

保护的理解存在着某种结构上的偏差。
(二)企业数据保护中“信息内容保护导向”失败的原因

上文将传统私法上的信息权益比照企业数据保护所作的分析,是对目前企业数据保护的

目的在于保护数据所承载信息内容这一普通观念和与之相关制度的解读。关于企业数据权益

的其他观点(包括所有权和用益权的二元区分方法)将会在下文涉及,此处不论。结合上文分

析来总体观察,从信息内容保护的角度来定义和设计企业数据保护的意义和规则,总体来说是

不成功的,上文对最具参照意义的“数据库”和“商业秘密”保护规则在企业数据保护领域失灵

现象所做的分析,就可以部分证明这一点。通常观点认为,对企业数据进行保护即同时保护了

数据所承载的信息,这种命题并没有谬误;但若反过来,企图通过保护信息内容的方法来达成

对企业数据的保护,依上文所做的分析就不尽合理,甚至是失败的。但为何通过“信息内容保

护”方式难以达到企业数据保护的目的,其原因可做如下阐述。
首先,传统私法对于信息内容进行法律上的干预和控制,需要强有力的理由。在人类私法

自萌芽始直至今天的漫长过程中,私法对信息鲜有干预和控制。目前私法体系中只有人格权

法和知识产权法对于特定信息内容(如隐私、作品或商业秘密等)予以赋权保护,且有与法律所

尊崇的系列基础价值直接相关的充分理由,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信息都被置于公共自由领域,
由公众自由分享。当然,特定信息也会基于公共安全或舆情管控等原因而被公权力限制流布,
但这些信息管控措施也必须服务于必要的、特定的公共目的。对于企业数据而言,通过对其所

含信息进行广泛的、抽象的法律赋权,来达到限制或阻止公众分享信息的目的,尤其是对人格

要素或知识产品之外的信息也做如此安排,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何在? 信息的社会化分享历来

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和延续的基础规则,它构成社会交流和行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媒

介的进步通常会强化信息交流,而不是相反。〔12〕因此,对企业数据库信息进行整体性赋权,
既与公共的信息自由相冲突,又缺乏基础性的、强有力的法律理由。

其次,对企业数据库进行信息赋权与企业数据保护的保密机理并不相符。传统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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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eeArunSundararajan,TheSharing Economy:TheEndof EmploymentandtheRiseof
Crowd-BasedCapitalism,Cambridge:TheMITPress,2017,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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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权中,除了隐权和商业秘密是将自我保密作为权益保护的先决条件外,其他信息私权(包括

标识性人格要素和专利、商标和著作权标的等)都不要求权利人实施信息的自我控制,甚至在

大多数情况下都以标的信息的公开为原则。如姓名、肖像、专利、商标等相关信息自权益发生

时起即处于公开状态,著作权作品也不例外,自作品创作、发表至流通各个环节,法律并不禁止

他人获知作品信息,只是禁止未经权利人许可非法出版和流通。人格权规则重在救济,知识产

权规则重在保护特定信息的商业化利用,都不完全依赖信息的自我保密,如侵犯隐私的行为并

不影响隐私的完整存在,盗版他人作品也不影响著作权的完整性。至于商业秘密保护方式,虽
然强调自我保密,但又局限于特定信息,学者对其是否属于一种财产性法益仍然存在争

议。〔13〕但企业数据库的保护则完全不同,它以防止泄露和被他人非法分享为目的,适用信息

学上的“阿罗不可能定律”,这种宽泛的保护及于所有数据信息,与信息内容并不发生直接联

系,故这种建立在自我防护基础上的法律运行机理与传统的信息权益具有根本差别。〔14〕

第三,对企业数据所含信息进行赋权会造成权利叠加和权利冲突的现象。抽象地将企业

数据赋予一个类似数据库或商业秘密的定性,会造成这种定性与信息内容自身法律定性的叠

加,比如数据库中的作品信息既属于著作权保护对象,又属于企业的商业秘密;数据库中的企

业自身的商业秘密同时又附加了数据库本身的商业秘密等,甚或本已公开分享的普通信息因

存在于数据库中,又成为了数据库权益的组成部分。这种信息权益的机械叠加会造成不必要

的法律适用的混乱。权利冲突则体现在,当企业数据因自愿、约定或法律规定由公众、相对方

或政府机关分享时,企业数据的信息权益便不再明确了。比如当企业数据通过API方式与其

他平台共享或提交给政府时,此时企业数据的数据库利益或商业秘密的归属就很难确定,很显

然企业数据一经大规模分享,传统的信息权益保护方式在此对于后续数据获得者的约束力不

再有效。
除此之外,尚有整体赋权与局部信息分享的矛盾问题等,受篇幅限制在此不予展开。通过

寻找“信息内容保护”导向在企业数据保护上失败的原因,可以将社会的关注力转移到电子化

信息的分享规律上。实际上,在没有私法上信息“原权”保护的情形下,电子信息的分享和流通

仍然适用传统信息运作的“元规则”,即由信息控制者享有在“保密”和“分享”之间的自主选择,
此外无他。在信息控制者不愿分享的情形下,因保密措施不力或他人非法获得信息,外泄的信

息本身若无“原权”保护便自始进入公共领域,无从救济。但对于非法行为的责任追究,适用的

便是其他相关法律,与信息本身不再有实质联系。

二、作为整体的企业数据保护:一个纯粹的数据问题

从信息内容角度保护企业数据,因面临信息“原权”的缺失而无法胜任企业数据保护的目

·4911·

中外法学 2021年第5期

〔13〕

〔14〕

参见黄武双:“商业秘密的理论基础及其属性演变”,《知识产权》2021年第5期,第3-14页。
关于“阿罗不可能”定律,seeF.ScottKieff,“OntheEconomicsofPatentLawandPolicy”,in

ToshikoTakenaka(ed.),PatentLawandTheory:A HandbookofContemporaryResearch,Cheltenham:

EdwardElgarPublishing,2008,p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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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企业对所拥有的数据库应该享有某种客观利益,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法律应当对现有

的网络企业数据进行相应的保护,也已成为目前理论界和业界的普遍诉求,甚至成为数据要素

市场的一个前提条件。因为若法律不对企业数据进行一定的利益界定和保护,企业数据的控

制和流通秩序便无法建立。在通过对数据的信息内容赋权进行保护的方式失效之后,法律如

何看待或定义企业数据的性质,以及以何种方式保护企业数据库,已成为数据立法中的争论焦

点。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在知识产权领域内寻找数据的权利外衣之外,法学界尚有从财产权角

度对企业数据进行确权的尝试,如“数据资产权”说、“数据所有权与用益权”的分离说、“数据公

开传播权”说、“数据块权利”说等。〔15〕这些理论主张倾向于在数据的来源方、数据控制者和

第三方分享者之间建立一个数据利益的分配和平衡秩序,并且大多坚持数据的来源方即用户

为最终所有人,企业数据控制方为用益人或实际权利享有人。这些主张都有各自的合理关怀,

具体论证细节在此不予介绍,但都面临对两个根本问题的进一步回应,即企业数据保护的对象

是电子数据库的形式还是内容,是作为整体的数据库还是个别数据的集合? 对这两个问题的

深入探究有助于在理论上还原企业数据的真实利益形态。

(一)作为整体的企业数据保护属于纯粹的数据问题

通过传统财产权规则来定位企业数据库的权益形式,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企业数据库保护

的是数据本身的完整,还是保护数据所载信息内容的归属,两者的区别在现今的理论论述中常

常被忽视,同时数据和信息作为探究对象在概念上被不加区分地使用甚至被相互混淆,致使所

论述的对象并不固定。比如说在论述用户与企业数据关系时,采用数据所有人与控制人(资产

方或用益人)的表达,很明显这里数据指向的是“信息内容”,因为用户与企业在授受之间传递

的只是信息内容,数据形式可能不尽相同。但在论述企业数据被爬虫等非法获取时,此时数据

指向的则是服务器中储存的“数据形式”。又比如数据财产权主张中常常提及个人信息被收集

成为数据库的一部分,数据指向的是“信息内容”,但在论述个人信息被去标识化或匿名化后形

成一个抽象的权利客体时,数据指向的无疑又是“数据形式”。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企业数据

保护的对象究竟是整体数据库还是单个数据的集合上。比如用户通过代码分享平台数据库的

相关信息时,此时数据库指向的是“单个数据的集合”,而在用户违背“robots协议”分享操作权

限之外的信息时,此时数据库指向的则是数据整体,因为此时数据内容并不重要。这种企业

“数据”指向上的游移不定并非单纯文字游戏,而是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企业数据保护针对的

究竟是数据还是信息。

数据和信息概念的区分问题已受学界普遍关注,只是关于这种区分有何法律意义,学界一

直缺乏深入探究。仅从概念上进行区分,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因为在数字化时代数据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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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数据资产权”说,参见龙卫球:“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其体系研究”,《政法论坛》2017年第4
期,第63页;关于“用益权”说,参见申卫星:“论数据用益权”,《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第117-120
页;关于“公开传播权”说,参见崔国斌:“大数据有限排他权的基础理论”,《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20-
23页;关于“数据块权利”说,参见许可:“数据权利:范式统合与规范分殊”,《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第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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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主导形式,且网络大系统中的数据与信息直接相对应,很难适用传统媒介和信息的区

别,两者之间甚至只存在一个“读取与否”的差别。〔16〕在各种场合的表述中,数据和信息概念

的互换并不能使人产生误解。但数据和信息概念的差别终究会在特定的场合适时显现出来,

即依据数据信息纠纷中不同诉求指向对象的差异,理论上可以把数据纠纷中的问题类型区分

为信息问题和数据问题,对此已有论述。〔17〕信息问题和数据问题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指当

事人对于信息内容进行主张,以维护自身的信息权益,如知识产权的网络侵权、个人信息保护

和信息安全等;后者指当事人对自身控制的数据完整和安全提出主张,以防止因他人非法访问

和攻击而致使自身控制的数据变动或流失,如虚拟财产、算法规制和网络安全等。在此前提

下,信息问题所要解决的是信息内容免受侵犯,法律随顺信息的流向予以救济,无论信息流向

何地;数据问题则要解决数据的访问和流通秩序,它产生于网络系统,亦在网络系统内通过适

用特定法律予以解决,且以自我防护为主。除了上述纯粹的信息问题和数据问题以外,网络世

界中尚存在两类问题兼有的实际诉求,比如政府电子数据库的开放、数据跨境流动等,就同时

涉及信息的流动和数据形式的维护,但在解决问题时两者相互独立,并不冲突。

信息问题和数据问题区分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信息数据问题中的具体

对象和利益形态。依此观察,企业数据问题应当归入纯粹的数据问题范畴,其原因在于:其一,

企业数据问题的发生源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兴起,这是将其归入数据问题类型的基础。因

为在传统社会中亦存在以其他媒介形式存在的“数据库”,也存在该类信息库被侵犯的问题,但
并未产生类似企业数据保护的诉求,这充分说明企业数据保护问题来源于互联网技术系统,而
并不源于信息内容本身,依此逻辑,既然企业数据问题是互联网数字系统的原生问题,其解决

方式亦不应脱离该系统而存在。其二,目前的企业数据保护并不区分各类数据所含信息的内

容,而是在整体上都适用一个抽象的保护方式。无论是个人数据、隐私数据、知识产权数据甚

至无用数据,也无论是公开数据还是非公开数据,都适用企业数据保护规则,此时基于具体信

息的保护规则和抽象数据的保护规则同时存在,且互不矛盾。这充分说明了企业数据的保护

具有抽象性和工具性,其形式保护的特征决定了企业数据保护属于数据问题类型的合理性。

其三,企业数据保护并不排斥部分数据内容的公开或分享。任何平台企业都会公开部分数据

由用户分享,或通过“API”方式与其他平台互享,或依法提供给政府机关,在上述诸情形下,信
息内容已由他方整体或部分获得,但并不影响企业对其数据库保护的需求,企业数据保护问题

仍然完整存在。上述诸多原因的存在,决定了企业数据保护问题属于典型的数据问题类型,这
种理论判断对于企业数据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将企业数据保护定位于纯粹数据问题的法律意义

将企业数据问题聚焦于数据问题领域,可以在理论上锁定企业数据的利益范围,消除现有

学术争议在概念上的模糊或矛盾之处,并为探讨企业数据保护的解决之道建立一个确定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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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和信息的差异,参见许可:“数据安全法:定位、立场与制度构造”,《经贸法律评论》2019年

第3期,第54-56页。
参见梅夏英:“信息和数据概念区分的法律意义”,《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第151-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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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背景。具体而言,其法律意义存在于下述方面:首先,将企业数据保护归为数据问题类型,可
以有效消解物权法思维对该问题的误读。因为无论采用何种论证思路,物权或财产权主张都

强调一个排他性的财产或客体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权利分离。但在权利对象的设定上,

物权法思路时而将之确定为信息内容,如在个人信息与企业数据的生成关系与前后制约方面

的论述,以及在企业数据库被分享或交易时企业对第三人利用信息的限制等情形下,将企业数

据的利益定位为内容的排他性控制;时而又将之确定为数据形式,如企业数据在被他方超越权

限爬取时,企业数据利益又被理解为企业对电子数据的技术控制。这两种指向对象的交替适

用,使企业数据权益变成了一个在物理上具有固定的代码空间、在内容上又具有追溯力的强大

权利,这种权利对信息的控制力度甚至远远超过传统法律对作品、隐私、商业秘密等特定信息

保护的力度,也与网络作为公共媒体所应具有的更快更利于信息分享的传播功能相违背。另

外,物权法思路在将信息内容作为客体时,既不符合物权法对于客体稀缺性的要求,也无法将

客体固定下来,甚至在私法上从未存在过将信息“物权化”的成功做法,能够在形式上确定的只

能是平台控制的以比特形式存在的数据。因此,将企业数据作为纯粹数据问题看待,有效缓解

了理论上企图将信息内容归于特定主体“所有”的乌托邦幻想,又可将企业数据问题还原为对

企业自身控制的电子数据保护的事实,因为客观来说,只有在比特数字世界中,企业数据保护

问题才是真实且可为的。

其次,将企业数据作为纯粹数据问题看待,才能将企业数据保护当作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而免受整体与局部关系的干扰。如果将信息内容作为企业数据权利来源,将不可避免地会遇

到整体数据库和部分数据之关系的难题,比如企业数据内容被用户分享或第三方共享时,企业

数据权益因内容的输出应该受到影响,但通常又认为此种情形并不影响企业数据权益的完

整;〔18〕又比如针对企业数据相当部分由收集到的个人信息组成的事实,依物权说主张,用户

个人对其信息的“所有权”与企业对相应信息的“利用权”形成主次关系,但此时这种关系仅仅

只是适用于部分涉及个人信息的企业数据,企业对其数据库中非个人数据的利益在此被忽视,

如果认定企业对非个人数据享有所有权,则企业数据权益将变成部分所有权和部分用益权的

大杂烩。〔19〕另外,从对信息内容支配的角度来理解企业数据权益,还会遇到企业对其数据库

中的公开数据享有何种权益这一问题,如果企业对此不享有信息上的权益的话,那么物权或财

产权的主张就无法对整个企业数据权益作一个完整的定义和描述。因此,企业数据保护问题

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问题对待才有意义,才使法律规则的探讨变得可能,根据信息的走向来探

究企业数据利益,只会使问题变得支离破碎,且偏离解决问题的正常轨道。将企业数据作为整

体来探讨,意味着企业数据保护问题不再与信息的来源、内容和流动直接相关,它无差别地对

待企业所控制的电子数据,所有的数据分享同一个确定的局部代码空间,并且受到平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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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例如,在腾讯和今日头条的争议中,用户基于个人信息权益同样有权将其头像、昵称授权第三方使

用,今日头条可因用户主动的提供行为重新将头像和昵称数据化,生成新的数据权利,但其不能在未取得腾讯

的同意下,直接调取或通过抖音间接取得微信或QQ平台中的数据,因为后者侵犯了企业数据的完整性。
参见程啸:“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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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将企业数据保护定位为纯粹数据问题,就可以将其作为电子网络领域的特定问题,

并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解决。上文已述及,企业数据库早已以不同形式存在,但企业数据保护

问题却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应运而生,说明该问题是派生于数字技术的原生问题,并没有

脱离网络环境的普遍存在性。从信息内容控制角度进行的理论探讨,因其不适用于传统媒介

的数据库,同样也不应适用电子数据库。只有将比特形式的数据和代码空间作为观察对象,才

能使我们找到一个解决数据保护问题的立足点,美国学者莱斯格(Lessig)在其著作《代码2.

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中将代码(code)作为理解和解决网络问题的钥匙,这一点无疑也应

适用于企业数据的保护。〔20〕企业数据保护并不一定涉及确认新的权利存在,正如汽车的出

现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并催生了现代交通规则,电子数据改变了信息分享方式,也需要产

生适用于互联网的数据分享规则。但是,正如交通规则并不涉及交通工具的权属一样,企业数

据保护亦无须过于关注以电子形式存在的信息的归属,以互联网的方式解决企业数据应当成

企业数据保护的着力点。

关于企业数据保护问题的类型性质及其法律意义的分析,是研究企业数据利益形式和保

护方式的前提条件,这是对企业数据问题的一个基础理论判断。在此前的理论研究中,学术界

常将关注点置于信息流动的轨迹和结果上,并尝试用传统私权理论来制约信息的流动,一定程

度上忽视了数字化技术本身也会产生独立的新问题,并对适用于这类问题的新规则的产生提

出了客观要求。

三、企业数据利益的法律形态:有限的数据自我控制

目前网络经济已经进入“数据驱动型”时代,企业数据和公共数据的价值引起社会高度关

注,企业数据的保护和政府数据的开放成为时下热点问题。同时,促进数据利用和保护数据权

益构成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的双重目标,如2020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数据战略》,便

以推动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最安全和最具活力的数据敏捷型经济体为直接目标;〔21〕

又如英国近期发布的《数字监管计划》即明确将保护创新、释放数字技术的巨大利益,同时将现

在和未来的风险降到最低,作为该计划的宗旨。在此大背景下,社会对数据分享和数据安全两

者的需求因同样强烈而处于一种空前的紧张关系,并考验各国在数据治理方面的智慧。如何

理解和界定企业数据的利益形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法律问题。

(一)企业数据利益的法律来源

企业数据的价值是对其进行产权干预的基础。企业数据的巨大利用价值和商业价值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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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美)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38-141页。

SeeEuropeanCommission,“EuropeanDataStrategy:MakingtheEUaRoleModelforaSociety
EmpoweredbyData,”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fit-digital-age/europe-
an-data-strategy,lastvisitedon24June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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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时代不言自明,目前社会都接受其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具有鲜明的“资产性”,并存在商业

估值的可能性。如有商业机构尝试以将“数据势能”概念引入公共数据的估值体系,强调数据

的价值不在于建立其所依赖的成本,而是更多地体现为公众使用过程中潜在的社会和经济效

益的逐步释放。〔22〕这一理论也部分适用于企业数据,即大数据的价值释放是在社会的分享

或利用过程中实现的,这也是企业数据商业价值的来源。大数据的这种价值实现方式充分体

现了数据的充沛性原理,并以此与物权法的稀缺性背景相区分。但大数据价值主要通过分享

来实现的特性,却直接与大数据的产权界定存在天然的矛盾,也给企业数据保护的法律基础的

确定带来了理论上的困难。目前基于企业数据的价值而主张为其赋权成为企业数据保护的通

行观念,这主要是考虑到企业为数据的收集和创建付出了成本(包括劳动和资金投入等),如若

不对其进行保护而由他人搭便车自由分享,将损害企业经营大数据的积极性。这种将成本与

产权直接联系的主张面临如下质疑:

首先,企业投入的劳动或资金是否与数据库的创建存在直接对应关系,是值得商榷的。除

非是以汇编既有信息为目的的传统数据库,当代网络企业的相应投入并非指向企业数据,而是

以构建有竞争力的平台运营模式为目的,在此过程中,数据的收集只是某种“副产品”,正如汽

车的行驶并非只是为了获取“行车记录仪”的信息一样。事实上社会生活中的任何行为和事件

都会产生信息,且通常都为“副产品”,在互联网出现前后,“没有任何法律原则要求,数据信息

权利必须从一开始就分配给特定的法律主体。”〔23〕事实上,传统社会中的无数人为收集信息

付出了诸多努力,在法律上却从未出现过为其赋予某种信息权的尝试,单纯电子信息工具的进

步并不能导致新的信息权利的产生。

其次,企业创建数据库并不代表企业能独占数据库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企业的投入只是

收集了现实生活中的相关数据信息,而信息主要是生活事实的记录,它没有天然的“主人”,也
没有起始的权利(信息私权除外),在这个意义上讲,为企业数据赋权会遇到与数据来源的关系

问题。利用物权法的权能分离理论来解释此问题时,通常会强调信息来源方即用户个人的“所
有权”,企业为数据的利用方,但在信息流动的情况下,用户对其提供给企业的数据真的享有

“所有权”吗? 如果用户提供给平台的信息既不为自身所创造,又是通过某种途径继受获得,那
么就不能认定其为原权利人,原权利人的确定还得向信息源追溯;同样,企业从他方收集的数

据可以由其他人分享,那么我们如何认定分享之后企业相对于分享人具有某种优越的地位,并
以此制约分享人对数据的再利用和传播? 因为从形式上来看,数据一经分享,企业和分享人之

间对数据的掌控和处分的可能性没有任何差别,两者都是信息流动环节的一个节点,除非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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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参见《开放数据资产估值白皮书》,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21年7月10日召开的2021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数据新要素,转型新未来”论坛上发布,载微信公号“168大数据CDO研究习社”,2021年7月4日

上传。

JosefDrexl,RetoM.Hilty,JureGlobocnik,FranziskaGreiner,DariaKim,HeikoRichter,Peter
R.Slowinski,GintaréSurblyté,AxelWalz,KlausWiedemann:“马克斯·普朗克创新与竞争研究所就欧盟委

员会‘关于构建欧洲数据经济征求意见书’的立场声明”,刘维、张嘉莹译,《电子知识产权》2017年第7期,第

92-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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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约束,法律没有合理的理由通过排他性权利来区分信息流动中数据控制人之间的利益。

第三,信息的公共性特征决定了信息的价值实现以社会分享为常态,以法律控制为例外。
信息的公共性特性表现在,信息与有形世界的资源不同,它只有在以分享为基础的社会场域中

才有意义,单个主体对信息的绝对控制并不能达到信息交流的目的,最终的结果是既不能完全

利己,又不能有效利他。信息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以互惠利他的方式来进行传播

的,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并不能改变信息传播的基本规律。故基于简单的成本、劳动或投入观念

将信息赋予特定主体专有,是对信息公共性特性以及它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势能”的忽视,也可

理解为对社会公共信息资源的“侵占”。除此之外,赋予企业数据专有权还会造成干扰经营自

由和竞争自由的,以及阻碍其他依赖存量数据的市场参与者进行经营活动的风险,并对下游数

据市场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24〕数据专有权会创造出一个影响竞争的市场壁垒,传统社会

中信息天然具有的自由分享基因在网络上可能会被不当限制甚至消除。
关于企业数据利益的法律探讨,除了以成本为法律赋权理由外,尚有以信息权益和财产权

益为代表的各种主张,上文已不同程度上都有涉及并进行了分析,在此不赘述。总体而言,理
论界就企业数据的保护尚未形成适应数字化技术的有说明力的法律理由,诸多理由和主张都

在信息提供、获得、控制和流通领域探讨企业数据利益的来源,并与个人信息保护、信息开放和

数据安全等问题纠缠在一起,愈发增加了为数据确权的困难。如果我们将企业数据作为数字

代码世界中产生的一个新问题,并将其作为一个纯粹的数据问题看待,那么企业数据问题将因

不受信息内容的牵绊而变得简洁明了,且在规则确定和适用上更有成效。
(二)企业数据利益与企业有限的数据自我控制

从数字化技术对于信息的获取和交流角度来观察,企业数据问题属于数字技术的派生物,
即比特形式的数据快速大规模聚集形成了巨大的数据池,并被平台企业实时控制。这种对信

息的掌控方式为传统社会难以想象,因为传统社会信息的零散收集和获取依赖于独立的媒介,

信息库的形成也依赖于存放媒介的物理空间。但正如传统信息获取并不导致信息归属问题一

样,企业数据库的形成也并不必然与信息归属相关,而是信息集中后的应对问题。依照传统信

息领域的“元规则”,即信息持有者享有保密和公开的选择权,企业数据的利益形态即为企业对

数据库的自我控制。企业对数据的控制并非一项权利,它是一种法律事实,也是企业对信息处

理方式进行选择的事实基础。法律对这种控制状态予以尊重和保护,并非基于财产因素,而是

对信息自由的一种承认与尊重。这一点也适用于对传统信息持有者的保护,即除非个人自愿,
无人能强迫信息持有者提供信息(公共利益除外)。依此而言,企业对数据的控制并不必然与

财产利益相关,它可以基于自身的考虑,选择控制或公开自身获得的全部或部分数据,亦即企

业数据对于企业是否构成一种正面利益,并不来源于企业对数据的控制本身,而是源于自身对

数据处理方式的选择,如果公开分享数据对自己更有利的话,企业就会做出相应的选择。但企

业对数据的自我控制成为企业做出选择的前提,法律尊重企业对数据的控制状态类似于物权

法上的“占有”保护,故这种数据控制事实不能构成实体权利,只能作为一种防御性的“法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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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同上注,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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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且在诸多情形下,这种事实控制也是相对有限的。对于企业数据的法益形态,可从下述方

面来予以理解。

1.企业数据控制利益是一种相对较弱的利益,体现为一种非基于内容的有限排他权

企业数据利益主要是基于企业对数据的事实控制,上文提及的商业秘密保护则是基

于特定信息内容的价值,故企业数据保护的力度应弱于商业秘密。有观点认为,虽然单

个数据信息可能不构成商业秘密,但数据库因具有整体价值可能构成商业秘密。〔25〕但

企业数据整体被他人非法获取的情形鲜见,另外在部分企业数据被他人非法获取时,是
否构成侵害商业秘密就又成为问题。何况企业对其数据并不总是严加控制的,它总会释

放部分数据由社会分享,这也与商业秘密强调保密的做法不同。就上文所介绍的数据库

保护方式中,也可以发现法律对于非原创的、动态的电子数据集逐步摒弃了知识产权和

特殊权利的保护方式,致使对动态电子数据库的保护在理论上仅剩下一个“空壳”,有学

者称之为“有限排他权”,具体内容称之为“公开传播权”,这种判断从形式上看是合理的,

同时更意味着从客体对象来为企业数据确权的失败。〔26〕企业数据利益的弱势表现并不

意味着企业处于弱势地位,它只体现在企业对信息流动和分享过程干预的弱化上,与此

同时,企业的信息处理自由和公开传播自由则是完整和充分的。

2.企业数据法益范围依赖于自身对数据的控制力度

企业依赖数据的自我控制来实现自身的数据自由和数据利益,意味着企业对数据控制的

力度决定了其所享有自由和利益的大小。这种控制体现在技术控制和安全管理上,与传统信

息库的控制原理相同,只是传统媒介构成的信息库主要依靠物理空间的隔离来实现,在技术创

造和延伸上远不如电子数据库。平台企业在保护自身数据时,都会首先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来实现这一目的,有时也会基于公法目的(如个人信息或基础设施平台数据的保护)对数据施

以更加严格的保护,同时也会通过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来杜绝或最大限度地减少数据泄

露的机率。企业的数据控制与数据安全是直接相关的,通常平台企业部分公开的数据或非经

过特殊技术手段可以轻易获得的数据,则客观上已进入公共领域,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这种

保护上的局限可能会使平台企业倾向于减少数据的外部分享,同时努力将数据分享控制在自

身服务器范围内,力求“数据不出门”。为了扩大企业对数据的有效控制,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是

首要的。如防爬安全技术、隐私计算技术、联邦学习技术、数据集多版本控制以及访问权限控

制技术的开发利用,甚至运用区块链技术对于数据的分享进行跟踪控制,都使得对企业数据的

控制手段和范围得以增强。〔27〕企业对数据控制所做的努力,旨在实现企业在数据被分享的

同时,还能尽量保留其对数据的有效控制,将数据利用的效用最大化。

3.企业对数据的控制有可能产生数据“垄断”,国家干预和技术进步大有可为

  基于数字化技术的特性,企业对于数据控制的规模超出想象,由此形成了头部企业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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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Drexl等,见前注〔23〕,第95页。
崔国斌,见前注〔6〕,第20页。
程啸:“区块链技术视野下的数据权属问题”,《现代法学》2020年第2期,第120-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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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上的“垄断”优势地位。这种“垄断”地位阻止了新的市场参与者获取既存企业数据,又使

得头部企业缺乏动力授权新的竞争者访问自身数据,当这种累积达到影响竞争和创新的程度,

强制性数据访问的监管就会产生。如《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就为市场参与人获得访问权限

提供了竞争法上的依据,但设置了严格的条件。〔28〕当然,采用竞争法干预方式会遇到诸多不

确定因素的影响,很难作为常规方式来干预企业数据的访问,但不排除未来会通过企业数据访

问规则的立法来限制企业对大数据的垄断性占有。同时,对于原始数据垄断的破除也在尝试

中,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20条关于数据可携带权的规定即为其例。除此之外,以技术

方式打破企业对数据的“垄断”已成为一个新的领域,如2019年万维网创始人蒂姆·伯纳斯·

李(TimBerners-Lee)直陈互联网的垄断已经使“长尾效应”失效,大公司形成数据孤岛,个人

和社会失去了对数据的控制权,他提出了一个“Solid”技术解决方案,以强化用户对个人数据

的控制。〔29〕同样,目前网络业界也在尝试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大数据开放社区,

使用户可以上传共享自己的数据来获得收益,通过用户自己控制个人数据,可以打破数据垄

断,使个人或普通企业通过极低的成本就能获得大数据应用价值。

上述对于企业数据控制利益的分析和理解,贯穿着一条矛盾主线,即企业数据的控制和分

享之间的矛盾。就企业自身利益而言,数据的价值需要通过交易或互享来实现,但同时数据的

控制就会被动摇;数据的控制是企业数据利益的基础保障,但同时数据的流动就会受到抑制。

这种矛盾映射到社会层面也会体现为企业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即强调企业对数据的控制

利益,会减少社会参与分享数据的机会,形成数据壁垒甚至“垄断”;采用政府监管和干预来强

制他人访问或强制数据公开,又会导致数据基本占有秩序的破坏。总体而言,企业对数据的控

制享有的只是一种有限的自我控制利益,它追求企业在控制数据上的自身利益的平衡,以及企

业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随着网络行业的发展,这种平衡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中。

四、企业数据的法律保护模式

企业数据的利益源于对数据的事实控制,决定了企业数据的保护主要依赖于自我防护,即

强化对自身数据的有效控制,这也是传统信息控制的基本方式。在此基础上,法律将这种控制

状态作为一种新型的“法益”予以适度保护。在此基础上,由于企业数据缺少传统信息私权或

财产权等绝对权的利益外衣,不再适用传统绝对权请求权中回复性的保护方式,这种保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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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IngeGraef,ThomasTombal,andAlexandredeStreel,LimitsandEnablersofDataSharing.An
AnalyticalFrameworkforEU Competition,DataProtectionandConsumerLaw (November27,2019).
TILECDiscussionPaperNo.DP2019-024,AvailableatSSRN:https://ssrn.com/abstract=3494212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494212,lastvisitedon20August2021.

参见DeepTech:“互联网要推倒重来! 长尾已死,数据垄断”,载搜狐网,http://www.sohu.com/a/

290315855_354973,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7月3日。“Solid”技术解决方案即将用户数据储存在自己的Solid
POD上,而非互联网公司的服务器上,个人数据可以通过新的标准化协议,并且使用相同的全球通用的Solid
API,在不同的APP连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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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事实控制为利益表征的企业数据利益来说,并没有实质意义。因为企业数据利益并没

有固定的客体或以信息内容为支撑的利益支点,数据一经扩散,传统财产法上的恢复原状或返

还财产方式已无适用的可能。对于预防性的绝对权请求权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

方式,尚有适用空间,但在网络特有的虚拟环境下,上述请求的适法判断并不易实施,其判断因

素内化在企业数据风险预防和控制措施体系中,且大部分为网络或数据安全规则所吸收。依

上文所述,由于数据控制状态并不必然体现为实际利益的类型,只是为企业各种实际利益的实

现提供一个基础或可能性,故在保护企业数据时将依实际利益被侵害的类型,存在不同的保护

方式。具体可分为侵权法、合同法和竞争法保护模式,以下分述之。
(一)侵权法保护

侵权法保护模式是企业数据保护的基本方式。在企业数据没有法律权利外衣的情形下,
侵权法通过“法益保护”模式可以有效实现数据保护的目的。私法上“法益保护”与“权利保护”
的区别首要在于被侵害的对象是否属于法定的、类型化的权利,此外这种区别还在于适用法律

的不同和损失性质的差别上。〔30〕企业数据属于非权利化的法益,依大陆法系法益保护原理,
应适用相应的“保护性法律”,即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同时应将法益被侵害所致损失作为

纯粹经济损失来认定,由受害人向侵权人主张赔偿。对企业数据侵权法保护所适用的“保护性

法律”,包括以保护企业和用户安全控制数据的相关法律,如《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

信息保护法》当中有关企业数据安全的规则,还包括我国《刑法》第285条、《电子商务法》和《电
子签名法》当中的有关企业数据安全的规定等。这些法律以公法为主,私法一般不直接涉及,
除非数据之上存在隐私或知识产权这些特定信息。随着网络行业的发展,行政监管机构也会

对企业数据的访问或公开做出规定,相关规定也将构成侵权法适用的对象。实际上,跟企业数

据保护直接相关的应该是数据访问规则,因为目前大多数企业数据纠纷都与他人的不当访问

相关,但目前关于数据的访问并没有统一的立法或制度来保障,而是由平台企业自身制定规约

来指引,基于访问规则在企业数据保护上的重要地位,数据访问规则日益引起社会和立法界的

重视,未来有可能通过立法建立数据访问的基本规则,或通过监管机构对企业的访问规约进行

指引。
通过访问规则保护企业数据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对于访问人的不当访问行为是否构成

侵权行为,包括最具代表性的爬虫技术是否构成侵权,一直存在争议,〔31〕其中以美国在适用

《1986年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CFAA)上体现最为充分。CFAA对未经授权或超过权限访

问计算机早期的认定标准是,网站发表“限制访问”的明确声明或网站在使用条款中明确禁止

网络爬虫。〔32〕但其后在CraigslistInc.v.3TapsInc.和Facebook,Inc.v.PowerVentures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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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参见朱虎:“侵权法中的法益区分保护:思想与技术”,《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5期,第44-59页。
对该问题的体系性研究,参见许可:“数据爬取的正当性及其边界”,《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第

166-188页。
《1986年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CFAA)第1030(a)(5)(A)(2008)条是美国规制数据爬取的主要

条款。根据该条,“未经授权”故意访问计算机或超过授权访问权限,从任何受保护的计算机获取信息或者“故
意造成程序传输,并且对未经授权且受保护的计算机造成损害”均构成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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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院又否定了“使用条款”可以触发CFAA,同时明确了在有禁令信或技术手段(cease-and-
desistletterandIPblockingmeasures)情形下,才构成“未经授权”。2017年的hiQLabs,Inc.

v.LinkedInCorp案又有大幅反转,法院认为爬虫公开信息不构成CFAA意义上的“未经授

权”或“超出授权”行为,事前的“使用条款”、事后的禁令通知、实施IP封锁技术都不再有

效。〔33〕这种对爬虫行为性质认定的转变反映出企业数据保护的复杂性和微妙性,即企业数

据虽然由企业暂时控制,却关涉到公共利益和信息自由,美国法院甚至认为数据的分享与言论

自由相关。侵权法对数据的保护不能忽视这一背景,但在我国现有的爬虫抓取数据的案件中,

法院多认定为爬取行为为不法行为,以不正当竞争规则对其进行责任追究,甚至追究当事人的

刑事责任。除了爬虫行为外,在其他不当访问行为的认定中,除了坚持获取的是非公开信息

外,还应将企业是否采取了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作为侵权行为认定的必要条件。

(二)合同法保护

合同法对于企业数据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场景:一是数据分享合意;一是数据交易。数

据分享合意的典型形式即是通过“开放应用端口”(API)进行的数据共享,数据交易则是企业

之间通过约定或通过数据交易所进行的数据交易行为。API数据共享是双方约定相互开放应

用端口进行的数据分享形式,双方基于合意就互享的形式和权限达成了一致。合意分享方式

在实际中的纠纷大多来自于共享方超越权限获取对方信息的行为,如2016年“新浪微博诉脉

脉不正当竞争案”,以及2019年腾讯就“微信昵称、头像、好友关系链数据”诉抖音、多闪不正当

竞争案等。〔34〕对于超越约定权限获取共享方数据给对方造成的不利,上述案例中当事人均

选择通过不正当竞争规则来主张救济,并没有选择合同保护方式。数据交易形式目前处在探

索和发展过程中,自2015年贵阳数据交易所建立以来,通过各类交易所成交的数据量并未如

预期般形成爆发之势,其中针对数据的易于流传性和及时分享特征所做的交易安排,应当有别

于传统存量资产的交易方式,并构成交易所设计的交易构架的重要部分,作为交易关系法定形

式的合同也应纳入交易保障的体系。

从合同当事人的角度客观分析,合同法保护方式并非首选项,其原因在于:一是违约损害

很难确定和计算。如上述案例中的越权分享行为即使被认定为违约,也无法确定损害(包括直

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因为简单的数据分享行为并不一定导致现实确定的损害,并形成直接因

果关系;二是违法责任的追究并不能阻止数据的分享或再流通,尤其对于数据交易市场而言,

防止交易相对人获得数据后再传递给第三人是当事人关注的重点。对于违约损害难以确定的

问题,合同法提供了相关途径比如违约金制度来解决。至于如何制约数据受让方不再与第三

人分享的问题,其蕴含的立场是值得怀疑的。除了带有信息“原权”的数据(如隐私和作品等),

其他数据一经分享即脱离原有控制人进入流通领域,这是由信息流动的“元规则”决定的,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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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SeeCraigslistInc.v.3TapsInc.,942F.Supp.2d962(N.D.Cal.2013);Facebook,Inc.v.Power
VenturesInc.,844F.3d1058(9thCir.2016);hiQLabs,Inc.v.LinkedInCorp.,938F.3d985(9thCir.2019).

参见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纠纷,天津

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津0116民初20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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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企图强制性地要求经过交易已由相对人掌握的数据不再流动,在法律上并不具有可行性,

原因在于:一是在数据交易后相对人获得了对数据的完全控制状态,这种状态与原控制人并无

两样,也不可能形成某种从属的权利关系,受让方享有信息传播自由;二是数据交易并非排他

性的财产交易,它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服务,且可同时与多方交易,另外交易达成后原数据控制

方的信息控制并不受影响。合同法可以通过保密条款来设定交易双方的利益分配,这属于意

思自治范畴,理应受到法律承认和保护。至于如何避免数据分享人擅自将数据再行交易,除非

原数据控制人能够通过现实技术阻止数据再次分享,否则数据将进入公共市场流通,并形成涟

漪效应,原数据控制人处在与分享人同样的地位,通过改进信息服务、提升数据质量和研发数

据产品等来实现企业数据的价值。

(三)竞争法的保护

通过竞争法保护企业数据目前成为企业首选项,原因如上文所分析,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

确定法律的依据和损害的范围。竞争法保护分别体现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两种方式。数

据“垄断”是由2019年“菜鸟—顺丰”事件引发的现实话题,近来又有公众提出对知网“垄断”的

质疑。〔35〕但数据垄断的概念并不清晰,通常可以在多个意义上被使用。比如它可以从数据

由单个主体独占而拒绝共享的角度使用,也可以从企业自行控制数据而不受用户制约角度理

解,还可以从企业独占数据收益角度来阐述等。但从反垄断法角度理解就复杂得多,因为一般

意义上的数据独占并不构成竞争法意义上的垄断,数据的独占是否带来市场支配地位,不宜一

概而论,应结合市场占有率、市场进入壁垒等相关因素进行综合考量。〔36〕除非在替代性较弱

的产品和服务上,存在一方所获取数据为另一方进入相关市场的基本前提情形,此时数据控制

者的数据因符合“必要设施原则”基本要求,必须承担开放使用该设施的义务。另外,在企业拒

绝开放数据时也应当区分是否因数据本身导致垄断,即使在由数据拥有导致的垄断情形,还须

判断其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是否还存在其他正当理由。〔37〕由此,通过反垄

断法强制公开数据的适用条件非常严格,一般情形下对于数据的公开贡献甚微,现实生活中存

在更多的则是因企业对于数据独占使用而无法为社会分享的困难。

现实中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运用频率要明显高于反垄断法。但现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
于数据行业的规定并没有多少针对性的规则,只在第12条和第6条有一定的涉及,且集中在

网络应用合法状态的维护上,几乎不涉及数据的无序竞争问题。〔38〕基于此,司法裁判主要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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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参见孙晋、钟原:“大数据时代下数据构成必要设施的反垄断法分析”,《电子知识产权》2018年第5
期,第38-49页。

参见丁晓东:“论数据垄断:大数据视野下反垄断的法理思考”,《东方法学》2021年第3期,第108
-123页。

比如,在反垄断法领域,证成反垄断干预的主要方式就是以竞争损害作为认定垄断行为的效果要

件。参见兰磊:“论垄断行为分析模式的配置逻辑”,《经贸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第47页;叶明、张洁:“数
据垄断案件的几个焦点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12月6日。

参见张建文:“网络大数据产品的法律本质及其法律保护———兼评美景公司与淘宝公司不正当竞

争纠纷案”,《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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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适用上,并通过个案逐渐发展出了一些实际的适用标准。如

通过“山东食品进出口公司诉青岛圣克达诚贸易公司”不正当竞争案,最高院确立了适用第2
条的三要件:即法律对该种竞争行为未做出特别规定;其他经营者因该行为受到实际损害;该

竞争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性。〔39〕此三要件也适用互联网

领域,并在其后的360公司和腾讯的“扣扣保镖案”以及奇虎公司和百度的“百度插标案”中,法

院分别提出了“正当商业模式”观点和“非公益必要不干涉”原则。〔40〕对于数据的不当利用的

判断,在“汉涛诉爱帮”案中,法院认定爱帮网对于特定网站信息的利用造成了市场替代的后

果,故构成不正当竞争。〔41〕在“新浪微博诉脉脉案”中,法官对判断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的

行为的标准又进行了细化。〔42〕上述通过个案在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时发展了一些

适用标准和方法,总体上遵循“道德标准”和“客观效果”并重的考量方式,对行为的违法性认定

有着积极的意义。总体来看,采用竞争法来保护企业数据缺乏普通性,竞争法不太关注企业行

为的适法问题和不法行为的责任追究,而是着重判断企业的竞争利益是否受到损害,故在竞争

利益受到侵害时,竞争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结 语

上文关于企业数据权益的基本理论分析和判断,是对企业数据利益问题在法律上所做的

一个系统的、整体的理论尝试,这只是问题讨论的开始,随着网络行业实践的深入和数据纠纷

的充分展现,学界对于该问题在法律上的理解将会更为全面和丰富。目前人类处在大数据时

代的开始和人工智能的前夜阶段,数据的分享并没有过剩,而是正当其时。数据的汇聚释放了

数据的威力,并对更高的数据分享提出了要求,这个过程的节奏会逐步加快,促使人类向全息

社会迈进。尽管在理论上数据的分享是前提性的,在现实生活中基于数据收集和处理的相对

区隔,数据的分享仍然存在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当政府或网络企业的利益与数据开放

形成冲突时,数据分享就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了,它需要法律予以促进和保障。与此同时,出于

数据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被可能用来操纵公共生活的担忧,国外互联网领域的学者对数据的

公有化提出相关设想,呼吁应当通过立法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捐赠数据以用于公益事业,对于私

·6021·

中外法学 2021年第5期

〔39〕

〔40〕

〔41〕

〔42〕

参见山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山东山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山孚日水有限公司与马达庆、青岛圣克

达诚贸易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9期。
参见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高民终字第2352号。
参见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爱帮聚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爱帮聚信(北京)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海民初字第24463号;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与爱帮聚信(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
一中民终字第7512号。

参见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淘友天下技术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海民(知)初字第126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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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平台控制的公共数据,可以将其传递给公共机构,扩大数据在社会的非营利利用范围。如英

国学者尼克·斯尔尼切克(NickSrnick)基于平台资本主义正在形成不可撼动的垄断,激进地

呼吁将谷歌、脸谱网和亚马逊“国有化”的必要性,认为在人工智能已经贪得无厌地吞食社会数

据时,提早对这些数据基础设施进行控制,是控制未来社会风险的必要举措。〔43〕数据最终社

会化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因为公司有其生存寿命,数据则有永续性,未来的数据归

属无疑会向社会化迈进,这只是时间问题。基于数据的社会公共品属性,探索未来数据社会化

控制和分享的具体方式,将成为日后的现实课题。

Abstract:Howtoallocateandprotecttheenterprisedatarightsandinterestsinlawisatheoretical

probleminthecurrentInternetlaw.Theexistingtheoryprotectsthemaccordingtothetraditionalprivate

lawrules,mainlybyincorporatingthemintothelegalframeworkofstatutoryrightsfromtheperspective

ofinformationprivaterightsandpropertyrights.The“databaseprotection”and“tradesecretprotection”

rulesininformationprivaterightsaresimilarinformtoenterprisedataprotection,buttheyarefunda-

mentallydifferentinsubstantiveinterestandcoverage,whichleadstothefailureof“informationcontent

protection”orientation.TheproblemofenterprisedataprotectionarisesfromthepopularizationoftheIn-

ternetandisonlymeaningfulinthecontextofdigitaltechnology.Therefore,itmustbeconsidereda-

gainstthebackgroundofdistinguishinginformationproblemsanddataproblems,andenterprisedata

rightsandinterestsshouldbeconceptualizedasapuredataproblemasawhole,enterprisedataproperty
theoryisdifficulttobeconstructedfortheuncertaintyornon-existenceofitsobject.Intermsofinterest

form,enterprisedataisthelimitedself-controlofdata.Thelegalinterestscontainedinthisfactualcon-

trolareessentiallyembodiedasfreedomofinformation.Forthisreason,theprotectionofenterprisedata

shouldbegrantedthroughthemaintenanceofdatacontrol,andthevariouspracticalintereststhatmaybe

involvedinthecompetitionfordatacontrolcanbeprotectedthroughtortlaw,contractlawandcompeti-

tionlaw.

KeyWords:DataRightsandInterests;Database;InformationPrivateRights;DataControl;PureData

Problem

(责任编辑:贺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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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SeeNickSrnicek,“WeneedtonationaliseGoogle,FacebookandAmazon.Here̓swhy”,https://

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7/aug/30/nationalise-google-facebook-amazon-data-monopoly-plat-
form-public-interest,lastvisitedon30August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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