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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享和控制之间

    数据保护的私法局限和公共秩序构建

梅夏英*

摘 要 目前法学界在数据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对传统法律理论(尤其是私法)予以机

械适用的路径依赖现象,而缺乏对于“数据”这一新型法律对象在理论和立法模式构建上的有

效创新。现有理论倾向于在私法上通过赋予个人或企业某种“数据权利”来建立数据归属和利

用秩序,这种理论尝试遇到了私法理论局限的制约和数据应用实践的挑战。数据作为天然的

公共品服从固有的互惠分享的原理,在此基础上数据法理论应实现思维模式上的转换,即实现

从基于稀缺的法律到基于充裕的法律、从私益保护面向到公益保护面向和从数据控制的强化

到数据控制的谦抑的观念转变,由此在确立“分享”作为数据法基本价值取向的理论前提下,探

讨数据受局部控制的正当理由,以此涵摄现有的各种数据控制理论学说,并消除现有理论上各

种“权利”之间的冲突。通过“分享—控制”一体化理论结构,在立法上可以完善相关制度以释

放分享的潜力,并在严格确定数据控制理由的基础上构建公法上系统的数据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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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互联网科技和平台应用的快速发展,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现实法律问题,对传统法

律理论和立法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信息或数据的法律规制问题因此成为近年来法学界关

注的重要领域。有关数据法律问题的探讨,近年来法学界主要是在依循和回应现实问题的基

础上,开辟了个人信息保护、虚拟财产、大数据交易和数据安全等问题领域,并取得了积极的理

论进步和现实效果。但值得关注的是,法学界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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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采用传统私法的权利理论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公法干预原理来对数据问题进行理论展开,这
种理论上的路径依赖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上述数据问题板块的形成。但随着现实网络数据分享

和应用的进一步复杂化和理论探讨的逐渐深入,法学界在传统法律尤其是私法理论背景下解

释和发展数据法律现象和规则,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论上的不适应和应对迟缓的状态。目

前就数据现象所做的理论研究存在着离散化和碎片化的特征,对同一研究对象“数据”在不同

的问题场域所作的界定和理论判断,存在着相互矛盾和不能通约的状况,无法形成一个稳固和

统一的理论基础。例如,将数据同时作为“人格要素”和“财产”的理论解释问题,数据的公开分

享性和权利化的矛盾问题,以及数据的“工具性”特征与信息本体的关系等问题,一直都困扰着

理论界,而这些问题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下很难有效地贯通和得到澄清。这种状况要求法学理

论界在“数据”的研究上不应囿于传统法学理论,而应当将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法律现象,尝试

在理论上如实把握数据的特性和现实流动规律,建立数据法律自身的基础理论判断和分析模

式,并以此作为具体数据法律关系的理论解释和规则构建的基础。这种理论努力无疑是困难

且富有挑战性的。本文拟在检视现有数据理论观点局限性的基础上,关注数据的公共性原理

及其对传统思维模式转换的客观要求,进而探讨如何建立关于数据分享和控制的理论框架,并

尝试对数据的立法和救济提出理论建议,希望对现今的数据法研究有所助益。

一、目前私法对于数据权益界定的理论尝试及其局限性

在探讨数据法律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确定本文所用“数据”概念的内涵。数据概念可以在

多个意义上使用,且与信息概念有一定区别。〔1〕数据具有工具性,它作为生成和传输信息的

数字编码技术,体现为以二进制为基础的比特或比特流,进而可以通过应用代码显示为信息。

数据与信息的关系大致类似于传统媒介中的介质和信息内容的关系,介质服从物理学上的技

术规律,而信息本体则服从社会传播学规律。但在互联网技术条件下,介质和信息的关系又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比特为单位的数据作为信息的外在表现元素和基本度量单位,使数据

与信息之间的对应和转换变得即时和直接,它们依赖于一个更大的、全球互联的网络介质系

统,数据作为介质的一部分与信息取得了直接的联系。〔2〕在这个意义上,基于数字化技术的

普及,现有各种正式文件中将数据与信息不加区分地使用,符合绝大多数场合的实际情形。但

数据和信息的基本区别仍然存在,并在不同的场合显示出来,一旦现实问题涉及到数据的工具

层面,数据问题就有可能与信息问题本身区分开来,而适用工具本身的规制方式,比如虚拟财

产和数据运行安全问题即属此列。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概念是基于其与信息在内容上的一

致性角度使用的,基本上与信息概念互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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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和信息的差异,可参见纪海龙:“数据的私法定位与保护”,《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
第72页。

比特———信息论先驱香农最初提出的这一计量信息单位最终成为了数据的单位。这充分说明了

计算机数据和信息的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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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国对于数据问题的理论探讨,总是从个人与数据的关系开始的,对此欧盟和英美法

国家均不例外。〔3〕中国目前在数据法律方面不大可能直接从其他国家获得既定的、成熟的

借鉴,这样就使理论上的各种尝试变得可能了。目前,从私法上界定数据及其上的权益,主要

是沿着个人信息保护、个人虚拟财产、平台数据保护和大数据交易这一理论链条展开的,其核

心在于数据的确权问题。在数据权问题的探讨上,现有的理论观点五花八门,只要形式上可

能,同样的数据在理论上就有可能同时成为隐私、知识产权或财产权的对象。〔4〕关于数据权

的相关理论观点,理论界主要在个人信息和企业数据两个相互区分的领域分别展开,以下试分

述之。

(一)个人信息的权属界定理论观点及其评价

关于个人信息法律属性的理论观点,有学者统计有八种之多。〔5〕但归纳起来不外三类,

即人格利益说(包括隐私权说和具体人格利益说)、个人信息权说和人格兼财产权说。兹予以

介绍与评价。

1.人格利益说

人格利益说分为隐私权说和具体人格利益说。先看隐私权说。该说之所以将个人信息作

为隐私看待,主要是基于早期通过保护个人信息来保护个人隐私的初衷。早期各国对电子数

据保护的立法如美国1974年的《隐私权法》、欧盟1981年的《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保护公约》

和1995年的《欧盟数据保护指令》,都是为防止个人隐私被非法公开和泄露而制定的。美国立

法一直对于个人数据的保护使用“隐私”的概念:从1999年到2002年,提交两院的个人数据立

法草案中,绝大多数都在草案名称中出现“隐私”概念。但即便如此,将个人信息作为隐私来保

护的观点在我国已鲜有学者支持。其原因在于,当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已大大超过了传统

隐私的范围,且个人对于信息的控制并不能排斥企业的合理使用,这与传统隐私的法理有较大

差别。美国使用的隐私概念较为宽泛,它并不附属于类型化的人格权体系,故在概念内涵上与

大陆法系国家有着重要区别。在最近生效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GDPR”)序

言的中文译本目录中,已没有任何“隐私”的用语出现。

再看具体人格利益说,该说将个人信息作为人格权体系下的一项新型人格法益予以认定。

我国《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了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但没有明确表述为“个人信息权”,由此

产生了个人信息是“民事权利”还是“民事法益”的不同理解。关于人格利益是“权利”还是“法

益”,属于理论上对于人格权的理解和立法选择问题,但问题并不在此,而是在于个人信息是否

能够成为现有人格要素之外的新型人格要素存在。尽管这种观点几乎已成主流观点,将个人

信息作为独立人格利益仍然存在两个重要的理论障碍:一是个人信息与隐私无法区分。在现

有的法律中,个人信息无疑包括隐私,且保护公民隐私是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重点目标,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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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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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首部针对数据的立法是以个人数据为规制对象的1970年《德国黑森州数据保护法》,三年

后,瑞典制定了旨在保护个人数据的第一部全国性法律。
由于虚拟财产问题更偏重数据的工具层面,不完全属于信息本身的问题,故本部分暂不涉及。
参见叶名怡:“论个人信息权的基本范畴”,《清华法学》2018年第5期,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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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的范围远远大于隐私,若将个人信息笼统称为独立的人格利益,那么如何处理与隐私的

关系便成为难题。二是个人信息的范围过于宽泛,难以都认定为人格利益。如目前立法都通

行以“可识别性”作为个人信息的范围,这就有可能引发一个问题,即由于当代数字处理技术中

“个人画像”的出现,通过间接个人信息的分析来识别个人身份的机率大大增加,那么是否这些

间接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从而属于人格利益呢? 如果通过一个未知的人某种行为的时间、地
点和活动场景等能推断出其真实身份,是否这些时间、地点和场景等就成为法律保护的个人信

息呢? 上述两个理论障碍决定了个人信息被作为独立人格利益来认定的理由并不充分。

2.个人信息权说

个人信息权说目前在理论主张上存在两种不同理解:一种理解方式将个人信息作为人格

权的一种类型,且明确主张应予权利化;〔6〕另一种理解方式是认为个人信息权并不完全属于

人格权,而是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以法律赋予的个人对于数据的控制权为核心内容。〔7〕对

于第一种理解方式,其面临的理论难题与“具体人格利益”主张一样,且将个人信息人格权化并

不能消除上述两种障碍,在此不重复论述。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种理解方式,这种理解在我国并

没有学者系统提出,不过可以从以下的转变趋势中解读出来:西方国家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

方式从隐私保护逐渐演进到了个人信息自决权保护。如美国学者(AlanWestin)认为,隐私必

须被重新界定为“个人、群体或机构对自身信息在何时、何地以及在什么程度与他人沟通的主

张”,〔8〕倡导个人对自身信息控制的独立意义。德国理论界认为通过“小普查案”和“人口普

查案”等案例,德国已经确立了个人信息自决权。〔9〕以此来解释GDPR也应顺理成章。这种

以个人自决为核心的个人信息权脱胎于隐私保护,强调个人对自身信息的控制,似乎具有独立

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信息支配为核心的“权利(束)”既不能完全以隐私保护来解释,

也保留了财产化的可能,近年来国外学者倡导的个人信息财产性理论同样是建立在个人的信

息控制基础上,如英国剑桥大学乔舒亚·费尔菲尔德教授近年就倡导对个人数据的控制从财

产权角度予以保护。〔10〕

认为基于个人信息自决而形成的个人信息控制行为能成为私法上的个人信息权,在理论

上有如下缺陷:一是这种个人信息权并不周延。从西方个人信息自决权提出的社会背景和立

法轨迹可以得知,个人信息保护或自决权乃电子计算技术出现并广泛应用后的产物,它仅适用

于电子网络环境下的个人信息控制,并不适用于日常生活和传统媒体的信息控制。这种不周

延决定了个人信息自决与人格的保护并无必然或天然的联系,也不能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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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立新:“个人信息:法益抑或民事权利”,《法学论坛》2018年第1期,第34页。
参见彭礼堂、饶传平:“网络隐私权的属性:从传统人格权到资讯自决权”,《法学评论》2006年第1

期,第60页。

AlanWestin,PrivacyandFreedom,NewYork:AtheneumPress,1967,p.7.
参见彭礼堂等,见前注〔7〕,第57页。
英国剑桥大学JoshuaFairfield教授在其Owned:Property,Privacy,andtheNewDigitalSerf-

dom 一书中,系统阐述了数据产权化的必要性。参见朱悦:“数据时代的产权再造”,https://mp.weixin.qq.
com/s/KEcGjY4ORN-TnsLukP5npg,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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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二是若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私法上的权利来理解,则它应具有一定的绝对性和对第三

人的效力。但是我们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体系中并不能找到相关规则,使个人对信息的控制

能排除他人合理的使用、分享和流通。个人信息自决权似乎更多地倾向于服务一种特定的立

法目的,即有效地阻止个人信息被非法滥用,而非使信息为个人所独占。如GDPR第1条第2
款明确规定:“本条例保护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特别是保护自然人享有的个人数据保护

的权利。”即表明个人享有的并非独立的私权,而仅仅是获得个人数据保护的权利。三是个人

信息权观点(包括具体人格权观点)不能解释的是,为何这一具体人格权或独立私权在私法上

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企业或第三人非法使用或交易个人信息的行为,
除非其涉及到隐私,否则在因果关系的认定和赔偿的确定上都存在很大的困难,难以救济。

GDPR主要是通过高额罚款来预防和阻吓,并没有涉及任何私法救济方式。〔11〕

除此之外,德国学者温弗里德·弗埃尔认为个人信息自决权是一种类似乌托邦的幻想。
因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信息自决受到了过多的法律限制(如GDPR中存在30多种基于公共

利益的限制以及非经同意收集的情形),不宜将其确定为一般原则;从现实层面来看,信息自决

忽视了个人大量信息已经由他人分享的现实,尤其是那些进入公共领域的个人,他们早已对自

己的形象和外表等信息失去了控制。就自决本身而言,“受限于信息获取等因素,个人常常会

在无知的状态下做出决定”。〔12〕上述事实导致数据保护和通讯自由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紧

张关系,因为在私主体之间,不需要设置如此高的默认禁止的预防措施,私主体之间自主分享

信息本来就是一项基本权利。总体而言,个人信息自决权明显有些理想化了,它将网络上的局

部信息控制无限地扩大到个人对自身信息的全面控制,甚至提升到基本权利的地步,形成了凌

驾于诸如通讯自由等基本权利之上的“超级基本权利”。

3.人格权兼财产权说

此说目前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有持此观点的学者不将人格和财产加以区分,而统一内

含于个人信息权。其实这种观点与上述个人信息权观点的第二种理解也有类似之处,只是在

解读和定性上增加了财产权的内容。此说主张个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两种权利,即防御性的

人格权和支配性的财产权,以此实现如下可能:个人在保护自己人格利益的情形下,可以自主

决定是否通过信息许可或交易来获利。该说大多借助人格财产化现象或美国法上的“公开权”
或“形象权”来进行论证。这种主张意图通过个人信息的此种认定来解决个人信息同时成为人

格利益和财产的理论难题,顺便为企业数据的财产性问题打开理论空间。针对此种二元界定

主张,就个人信息是否成为人格利益,上文已有评论,问题在于个人信息是否能够成为财产权

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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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依据我国张新宝教授的研究统计,我国司法实践中个人通过私法上的损害赔偿救济个人信息受侵

害的情形少之又少,几乎可忽略不计。参见张新宝:“民法总则个人信息保护条文研究”,《中外法学》2019年

第1期,第71页。

WinfriedVeil:“GDPR:皇帝的新衣———论新旧数据保护法的结构性缺陷”,朱家豪编译,https://

mp.weixin.qq.com/s/pLH6C4_ElzN4L4cpmDKjag,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6月11日。WinfriedVeil博士是

德国内政、建筑和社区部顾问,他代表德国政府参加了欧盟理事会工作组DAPIX关于GDPR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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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主张主要是基于大数据财产价值日益显现的社会现实,力图使作为信息之源的

个人数据的财产价值得到保护。但这种主张会面临下列难以解释的问题:其一,将个人信息作

为财产予以交易,缺乏现实生活经验和常识的支持。在个人的绝大多数生活、工作和社交场

合,以及在诸多民事合同中(除了以信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外),存在着大量提供个人信息

的情形,但从并没有出现有偿使用个人信息的惯常作法,也没有出现原合同与信息许可或服务

合同并存的先例,为何独独在用户与网络服务商之间强调个人信息的财产权,这在理论上值得

斟酌。其二,通过人格财产化来解释个人信息财产权并不充分。姑且不论个人信息是否构成

人格利益,即便在人格“财产化”情形下,也不能证明人格要素就是财产权的标的,因为人格权

财产化是通过人格权主体与人格要素使用方之间的许可合同实现,并没有涉及财产转移或交

付问题,法律通过合同关系即可得到充分调整,并不需要另立一个“人格财产权”,这一点无疑

也适用于个人信息。在信息领域重要的是信息供给和分享服务,而非财产交易。其三,目前各

国在大多数情形下,以个人“同意”作为网络企业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前提,用户欲行使个人信

息财产权也只能在“同意”环节与企业交易,但问题是,在法律规定无须“同意”即可收集个人信

息的情形下,是否法律就剥夺或侵害了个人信息财产权呢? 最后,个人信息财产权解释不了现

实生活中的信息交互性问题,即一项信息为多个主体共同分享的情形。比如一次小型聚会的

信息应为所有参与者分享,无法由某个参与者独享财产权,否则就会造成权利的直接冲突;又
比如在买方与淘宝商家的交易中,此交易信息因买方和卖方共同参与而应共同分享,无法归于

任何一方。上述关于个人信息财产权观点的疑问,说明传统理论对于信息法律属性的把握尚

不完整,它在关注信息财产价值的同时,并没有追问信息的价值来源之所在。
(二)企业数据的权属理论观点及其评价

上述对于个人信息权属的法律讨论,有助于理解企业数据的权属问题,因为两者的分析对

象为同一事物,即数据信息。企业对于收集到的大数据享有的权利,与个人信息权面临着一样

的问题,因为两类数据都具有一定的商业利用和交易价值。总体而言,现有关于企业数据权属

的认定分为知识产权保护和财产权保护两类观点。

1.企业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

在知识产权领域内,理论上不外对企业数据采取著作权保护或商业秘密保护两种方式。
大数据在著作权保护方式中,对应的是《著作权法》第14条规定的有独创性的汇编作品,这是

数据库保护的法律基础。对于大数据是否符合该条所要求的“独创性”,有学者理解,大数据虽

然具有一定的选择和编排方式,但其价值在于数据的巨量和混杂性,而不是数据的结构和编

排。〔13〕由于大数据存在编排或结构并不一定代表其具有独创性,故在各国著作权法上无法

以汇编作品作为大数据保护的主要方式。对此《德国著作权法》第87条规定了用邻接权来保

护通过实质性投资而建成的大型数据库,以此补充汇编作品保护的不足。〔14〕《俄罗斯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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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参见(美)维克托·舍恩伯格,肯尼迪·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30页。
参见(德)M·雷炳德著:《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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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第1333条和第1334条也分别规定数据库的“制作者”和“专有权”来保护数据库的“邻接

权”。〔15〕但这种通过邻接权来变通保护数据库的方式着重于保护数据库的实质投资,而非其

独创性,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邻接权。因为邻接权本身应重在保护“大全型”数据库的传播和

利用价值,而非实际投资。欧盟立法则另辟蹊径,通过1996年生效的《关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

的指令》,在著作权之外赋予数据库控制者特殊权利获得法律保护。〔16〕上述立法尝试说明通

过著作权保护企业数据并不能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常规方式,在大数据的著作权保护中,有价

值的是对数据内容的著作权保护,而非整个数据库的保护。

主张通过商业秘密来保护企业数据的观点,则放弃了将大数据著作权化的努力,将大数据

置于一个相对保护的状态,并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方式保护企业在大数据上的法益。这种主张

总体来说较之前者更符合实际情况。但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的规定,商业秘密应当

具有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的基本特征,企业数据并不完全符合上述要求:其一,就秘密性而

言,大数据与商业秘密的不同在于,组成企业数据的单一数据可以通过不同的合法途径获得,

但将这些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的数据由企业集中收集形成的企业数据具有整体的价值。由

此,作为数据集合组成部分的个别数据,便很难受到商业秘密制度保护。其二,关于企业数据

的价值性,在实践中也很难确定。企业数据的价值性是相对企业本身而言的,是否一定有着经

济价值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大型平台甚至对于冗余信息建立了定期清除制度。另外,单个信

息、部分信息和整体数据库的价值也无法分别估算,这导致数据部分或全部泄露后的价值损害

是否存在以及损害大小无法确定,这一点与商业秘密的实用价值确定性存在较大区别。其三,

企业数据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也不好确定。一般情况下企业基于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对其数

据设置了管理权限和密码等保密方式。但企业是否系为了保护商业秘密而设置保密措施,对
此缺乏直接的判断标准,因为企业数据的加密属于常态,数据安全的加固和升级亦为服务于多

种目的的需要。但即使存在上述困境,商业秘密保护的法理仍是最接近企业数据保护的理论

基础。

2.企业数据的财产权属保护

由于知识产权方式不能足够应付复杂的企业数据利用和交易问题,理论界更多地呼吁建

立数据财产权来保护企业数据,即将企业数据当作财产关系的客体并于其上建立财产权利结

构,以解决数据流转的权利基础。学术界注意到了数据权与物权的不同,故有学者主张依据

《民法总则》第127条,将其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权对待。〔17〕也有学者提出,基于个人信息与

企业数据的复杂关系,建议给个人配置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给企业配置数据经营权和数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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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参见《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全译本)》,黄道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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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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18〕还有学者在判断数据在信息层面上无法被权利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赋予数据

文件绝对权的可行性论证。〔19〕这些理论尝试体现了民法学者对于企业数据民法保护的关注

和努力,但数据权利化理论仍共同面对如下问题的挑战: 
第一,企业数据权理论面临数据的隐私性和财产性的关系问题。假如在将个人信息保护

和企业数据财产权区分对待的前提下,认为包含隐私的个人信息成为他人之财产权是正当之

举,那么在法律上将财产权赋予给个人,直接将隐私权打造成财产权是否会更为直接了当? 因

为相对于信息收集人,将个人信息的财产权赋予个人比第二手的收集人更为正当和必要,毕竟

个人用户才是信息的直接来源。另外,企业数据类别众多,不同数据的适用领域和经济价值或

许完全不同,因此,可以普遍适用于所有数据相关问题的抽象化规范是难以想象的。〔20〕我们

很难想象电商平台的交易数据与高铁公司的高铁运营数据能统一在数据“所有权”概念下获得

同样的规制。

第二,企业数据权理论很难合理解释企业数据权与其他数据控制人的关系。通常情形下,

企业数据库的任何一条信息可能为多个主体控制,至少每一条信息都有对应的用户享有和控

制,比如每条网络行为信息在单个用户的Cookie里都有存留。对此,要如何理解企业数据的

排他权? 这种权利冲突在理论上如何解决? 当企业非法收集个人信息之后,企业对数据占有

的状态又如何描述? 我们不可能使一个财产权的客体无端消失,在此适用返还规则也没有实

际意义。在数据可分享前提下,若赋予数据控制者某种绝对性权利,则超大型网络平台可能基

于这种新的权利变得更加强大,同时数据控制主体若以 “数据权利人”身份授予第三方访问

权,交易成本也可能因此而大幅增加,并可能导致缔约各方谈判地位的失衡。特别是将“数据

权”分配给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缔约方时,这种失衡会尤为显著。〔21〕

第三,企业数据权理论不能很好解释企业数据被无偿分享时数据权还存在与否这一问题。

比如当公共机关强制企业提交企业数据,或者企业通过各种 API(Application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无偿向特定用户分享自身数据时,在数据为第三人所获取的情

形下,企业数据权是否被剥夺或部分放弃? 此时企业数据权是否还完整存在? 在企业将数据

通过交易许可另一方有偿使用后,同样的问题仍然存在。

第四,当企业数据被第三人通过不法手段获取时,企业数据权作为民事权利的效力和救济

方式如何体现? 权利的弹力性和追及效力在此并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权利请求权也没有实

质表现形式。基于信息的可分享性,在企业仍完好掌握大数据的情形下,企业自身对数据的控

制状态并没有受到实质破坏,故在法律救济上只能体现为要求对方停止非法行为。至于私法

上的损害赔偿是否构成,还需要具备诸多因素和条件。就侵权后果而言,目前企业数据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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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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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纪海龙,见前注〔1〕,第72页。
参见德国马普创新与竞争研究所:“数据所有权十问答”,梁晓阳、韩伟译,https://mp.weixin.qq.

com/s/T7DPIDOk5UkzfZIOZp8pAQ,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6月11日。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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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并不能体现出私权被侵犯的相应法律后果和救济方式,更多地体现为公法上的强制救济

措施,且司法判决并没有对非法分享的数据本身从数据权利角度予以关注和救济,这也是司法

机关主要还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解决相关纠纷的原因。

上述关于数据的私法定性的理论尝试及局限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将数据纳入私法

权利体系的困难。无论是人格权还是财产权,个人权利还是企业权利,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数据

的流动和控制问题。其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于,个人信息与数据财产如何统一于同一数据之上,

以及如何在数据可由众多主体合法分享的前提下,体现出数据权利在私法上的排他性和救济

性特点。另外,个人信息与企业数据的保护在理论维度和价值目标上具有很大的不同,其对数

据控制的力度、广度和方式也有差别,因此一概“权利化”并不能真正解决本质问题。承认数据

在网络时代的价值只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问题在于这种价值如何体现和实现。将数据客体

化和权利化并未能真正契合数据价值的来源和运作方式。当今数据权利理论的出现针对的主

要是互联网技术下数据的运用和流通的问题,而非适用于所有的信息领域,那么这种“数据权”

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又源自何处? 实际上,通过数据权利化这种强保护方式来保护相对局部的

数据利益,忽视了数据本身的分享和流动的惯常性存在,以及数据排他性占有的现实困难。于

此,法学界需要重新审视数据的特性和运作规律,观察数据在私法视角以外的公共面向,以补

充或修正已有理论的不足。

二、数据的公共性价值与法律保护思维模式的转换

从个人对信息的控制延伸到企业对数据的控制,通过迭加式的私法赋权以实现数据主体

的不同利益,这属于典型的私法保护进路。这种进路之所以遇到上述理论困难,主要是因为其

将数据作为一种权利客体对待,而忽视了数据本身的无形性、可分享性以及公共性的特点,以
及信息数据主要通过社群分享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客观事实。数据的私权保护没有充分顾及到

数据分享的价值及其更为基础的地位,因而在私权化的过程中常常受到数据分享的干扰。以

数据的公共性特征来中和私权化的片面性,有助于在理论上科学把握数据的分享和利用规律,

并对既有的思维模式适当调整。

(一)数据公共性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数据具有公共性当无疑义。它符合经济学上的“公共品”(PublicGoods)核心特征,即非

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前者指一人对公共品的使用不影响他人对其使用,后者指多人可以同时

使用公共品而互不排斥。信息还符合经济学上的“纯公共品”的要求,即同时具备制度公共性

和自然公共性的特点,在传统社会具有效用上的不可分割性,并以此区别于准公共品。〔22〕在

公共品体系内,信息相对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如公物和国防等),某种程度上又具有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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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准公共产品是指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它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

间,如教育、政府兴建的公园、拥挤的公路等都属于准公共产品。对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在理论上应采取政

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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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性,因为它不受容量和空间的局限,可以及于任何人。但信息本身又依赖于传统或当代

媒介而分享和传播,故媒介又决定了受众的范围,这一点与其他公共品又有不同。法律试图对

信息进行局部个人化处理是晚近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段,信息一直处在公共领

域,且社会长时间处于信息饥渴状态。

人类在历史上解决信息匮乏的途径之一,是通过媒介的扩展和革新来创造和传输信息。

从非洲人的鼓、希腊人的烽火、埃及的象形文字、印度的贝叶书、西亚的羊皮纸,到近代印刷术、

报纸、电话、电影、摩尔斯电码,以及现当代电视、电脑、多媒体和互联网等,以上种种无不体现

了人类对于信息获取的努力。〔23〕另外一个途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互惠利他方式来最

大程度地分享既有信息。“互惠利他”在进化心理学中指的是传统社会的一种社会合作模式,

即一人给另一人提供了好处,并不期待立即获得报答或补偿,但每个人都认为这种利他行为的

普及可以引起合作的盈余。〔24〕在早期的传统社会中,信息的互惠利他是当然之理,同时互惠

利他也会延伸至人们生活上的物质馈赠和扶危济困之帮助,现代经济学则用“礼物经济”来定

义这种社会状态。自法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在其著作《礼物》中提出礼物互惠的社会学原理以

后,社会学便开始关注礼物互惠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认识到礼物和回报机制对于建立人与社

群的亲密关系,以及对治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某些缺陷的意义。〔25〕在以私有化为前提的

当代西方商业社会,社会结构性的礼物和回报机制已不多见,但对于信息而言,它一直在事实

上遵循互惠利他和礼物馈赠的传统。

信息较传统的实体礼物馈赠更具有互惠的特性。基于信息分享的时效性和聚集性的特

点,对其进行分割和交易在经济上变得不可行,另外信息互惠分享创造的盈余较传统礼物馈赠

更为显著和快捷,这决定了在互联网从产生到普及的过程中,互惠利他形式的分享一直充当人

们努力的目标。如互联网先驱佩里·巴洛(PerryBarlow)1996年发表了著名的《网络空间宣

言》,呼吁保持网络空间的中立性和排斥政府和法律对互联网的干预,并倡导信息自由分享。

其后,信息共同分享和协作的模式受到注目。自开放源代码运动以后,2001年起,以自由访

问、编辑和协作的美国维基百科计划开始实施,并成为开放式许可集体协作的典范。我国目前

也有网络上的字幕组、戏仿和知识共享 〔26〕等在线社群努力建立开放式创作与分享的环境。

这些网络开放分享和协作方式是传统的信息互惠方式在网络上的延伸,反应了信息互惠的强

大生命力,通过互惠利他和分享协作,互联网最快捷、最大范围地满足了用户对信息的饥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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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关于非洲人的鼓和希腊人的烽火的介绍,参见(美)詹姆斯·格雷克著:《信息简史》,高博译,人民

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4页。
互惠利他主义是美国学者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L.Trivers)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一种生

物进化理论。他在1971年的论文《互惠利他主义的演化》(TheEvolutionofReciprocalAltruism)中阐述了三

种生物进化的数学模型,指出互惠利他是生物的进化模式之一。该理论在现代进化生物学上具有重要影响。
参见(美)哈里·李伯森著:《礼物的回归》,赖国栋译,商务印书馆2014版,第132页。

CreativeCommons(知识共享),简称CC,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也是一种创作的授权方式。此组织

的主要宗旨是增加创意作品的可流通性,作为其他人据以创作及共享的基础,并寻找适当的法律以确保上述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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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并创造了空前的合作盈余。从早期信息门户网站、即时通讯工具、网络论坛、搜索工具,

到目前的各类商业在线平台,从web1.0时代的信息单向发布、web2.0时代去中心化的信息

交互到web3.0时代的网际互联和数据互通,每一次技术的升级和应用创新都促进了信息的

分享和盈余的扩大。当前正在蓬勃兴起的分享经济更是将信息分享与现实闲余资源的利用直

接结合起来,改变了传统中介机构的业态和人们的财富观念。〔27〕未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

和机器学习技术的进步和现实应用,信息的分享、聚集和智能应用将朝人类未知的领域发展。

在用户以互惠方式向网络贡献信息这一渠道之外,各国也在逐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举

措,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信息的实际需要。

数据的互惠分享是互联网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态规则。但互惠利他或礼品经济并非没有约

束模式,它要求个人的利他必须带来足够合作的盈余,并且群体成员在他人无互惠行为的回报

时,可以在未来不再做出利他行为。这种对于互惠的道德要求在有限的群体和空间中,可以通

过查明和惩罚非互惠者(“骗子”)并将其踢出群体来得到维护。〔28〕对于信息的分享,上述情

形也会存在,比如在文件互享的网络应用上,提供文件的一方在对方拒绝同等提供文件时,可

以通过取缔“吸血鬼”的技术将其排除在用户之外;也有些网站要求用户在分享信息后及时完

成反馈,以此作为下次分享的条件。但是互联网世界中的信息互惠比传统的财产馈赠和帮助

行为更为广博,因为网络参与者甚众,甚至跨越国界,且用户大多处于匿名状态,故适用于局部

社群的互惠约束机制可以适用于社群内的传统信息交流,却不一定适用于整个网络的信息互

惠。网络信息互惠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从正面角度看,它不能从受局部时空限制的地域文化

中获得完全支持和解释;从反面角度看,它也不能为目前互联网面临的局部信息控制所动摇。

对网络信息互惠这种理论层面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正确运用数据公共性原理来认识和规制现实

生活中的各类网络信息控制现象。

(二)基于公共性基础的数据保护思维模式转换

对于数据公共性特性的理论揭示,使我们在讨论数据保护问题时增加了一个可以参考的基

础背景,这个背景的存在使数据私权化理论的论证负担无形中大大增加了。数据私权化无疑会

对信息的分享产生实质性影响,且因为数据逃逸与传播的门槛较低,数据私权在实践中易受侵害

且易丧失。在数据公共性背景下适时转换数据保护思路在理论上有其必要性。以下试述之。

1.由基于稀缺的法律到基于充裕的法律

传统私法的权利化体系起初建立于客体(主要指有形物)的稀缺之上,客体的稀缺导致了

法律上定分止争的必要。这种稀缺性导致的资源权利化分配模式在传统社会中是一种普遍有

效的方式,在法律上也形成了客体与权利的相互依赖性。与稀缺相适应的经济规律是,当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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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SeeArunSundararajan,TheSharing Economy:TheEndof EmploymentandtheRiseof
Crowd-BasedCapitalism,TheMITPress,2017,p.47.

进化心理学常使用雌性吸血蝙蝠的血液互惠分享这一事例关于来说明这种情形。在蝙蝠群体中,
基于个体的差异,蝙蝠经常给那些没有自己采集到血液的蝙蝠回吐血液,捐助方相信它们自己可能有一天受

受益于类似的捐助作为回报。骗子(拒绝分享的蝙蝠)将被蝙蝠群体记住,并且被排除在这种协作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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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越来越多时,物品就会逐渐贬值,这即是工业社会的饱和法则。信息的公共互惠原理则颠

覆了上述工业社会的基本法则,因为就像传真机或电话的普及会增加传真机和电话的价值一

样,网络的价值来源于数据的充足和普及。据此美国著名网络学者凯文·凯利(KevinKelly)

认为,“任何能被复制的东西,价格都趋于零或免费”,因为网络的数据和服务越丰富,就越有价

值,同时也就越便宜。这种网络产业的反馈环路体现了与稀缺经济相反的充裕原理,即“最有

价值的东西应该是那些普遍存在而又免费的东西”,故唯有慷慨才能在网络中胜出。〔29〕事实

上,全球互联网在近二十年间有如打开了信息流动的潘多拉之盒,通过分享和升级,信息仿佛

具有生命,急切地互相拥抱并如涡流般整合和旋转,创造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虚拟生态更迭,
完美地诠释了数据的充裕性法则。

信息具有充裕性和分享性的一面并非理论上的想象,在法律上也有其客体特性上的必然

性。从本体范畴而言,信息与私法上的典型客体(物)属于完全不同的理论范畴,前者属于无形

的、主观性的信号,后者属于有形的、客观的物质或能量,两者之关系亦如遗传基因中的基因排

序和脱氧核糖核酸的关系,前者的目的在于复制,后者的目的在于自我生存,这是理解自然界

两个最基础但又迥乎不同的维度。人类对于物质能量世界的依赖、开发和调整持续了很长时

间,形成了稀缺性的思维模式。而关于信息,除了晚近的知识产权和人格要素外,人类没有成

熟的认识和实践去系统地把握、运用数据化信息流动的充裕性原理。另外,不同于其他传统公

共品,在技术上尝试对于无形的信息进行私有化的可能性甚微。在自由主义和商业化推动下,
传统的公共品基于物理性和稀缺性往往可以不同程度地私有化,从而进入私权领域,如目前西

方国家存在的私人海滩、岛屿、博物馆、公园甚至公共基础设施等,都说明了在商业逻辑下科斯

定理的最大限度的运用。而信息则除了与“国防”等纯公共物品具有效用上的不可分割性外,
在客体层面上对其进行私权化具有不可逾越的现实障碍:一是信息本身的价值和目的在于复

制和分享,若由个人封闭式独占,则其价值无法实现,而一旦由他人共享,其独占性将不复存

在;二是将信息赋予私人独占并没有现实的法律手段来彰显和维护,恰如传统不动产中的田界

和动产的占有,这使得信息极易被复制和传播出外界。传统社会对于信息的独占是通过自身

保密方式来短暂实现的,在网络社会则更依赖于加密技术。在以分享为前提的信息法秩序中,

想要对于当前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信息、知识产权和企业数据财产提供保护,就应当减少对于信

息本身权利化的努力,而将重点放在规制互联网用户的操作行为上,同时强化规则的预防功

能,以保障特定目的的实现。

2.从私益保护面向到公益保护面向

从数据与私人的关系入手展开数据法理论体系,必然以考量私益为先,这种思路某种程度

上忽视了基于数据公共性本质而衍生的公共目的的普遍性。先从个人信息保护谈起。现今个

人信息保护的理论是从最初的私人隐私保护出发,逐渐扩大到了一般人格利益甚至财产权,这
种私益保护的思路是值得探讨的,其理由如下:

其一,各国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非遵循私权的类型化思路,而是将相关个人信息不加以区

·658·

中外法学 2019年第4期

〔29〕 参见(美)凯文·凯利:《新经济·新规则》,刘仲涛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6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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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一并予以保护。具体而言,个人信息包括敏感信息(通常与隐私重合)和非敏感信息(主要

包括可以构成识别性的行为信息),但这种分类方式在个人信息保护中并没有成为个人法益的

定性区分方法,也没有强调不同信息之上存在的权利差异。在此基础上就个人信息实际上形

成了两种保护方式的竞合,比如侵害隐私的数据利用行为既违反了人格权法上的规定,也构成

了对个人信息法的违反,故应该同时适用两种不同的救济方式。这种法律样态令人产生疑问:
如何理解这两种救济方式并存的理由?

其二,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可识别性”作为所保护信息的范围判断标准,且以“同意”
为信息收集的合法来源,二者在私法上均不能得到合理解释。就可识别性而言,有学者

合理地观察到,“可识别性”是社会交往的基础,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禁止相关个人信息流

动的根本理由。〔30〕事实上,网络上大量公开的个人信息都保持可识别性特点,但似乎又

不能纳入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另外,可识别的信息与个人利益并非直接相关,如个人

相关信息并不一定与个人有实质的联系,只是通过相关性而对识别起到辅助作用。例

如,时间、地点、参与人等中性的信息是否构成个人信息,纯粹取决于它们可否对识别他

人有所贡献。这种理解个人信息的方式并不能圈定个人信息的本质范围和属性,其范围

既宽广又不确定,更谈不上将它们都归入人格利益范围。另外,有学者还指出:“在当今

信息处理的条件下,宽泛的个人数据可识别性标准(GDPR第4条第1项)变得越来越没

有意义。除了纯粹的机器、传感器和天气数据外,再也没有非个人的数据了。”〔31〕就“同
意”的意义而言,它也不能完全从私法上获得理解。经过用户的同意平台可以收集个人

的信息既不能从私法上的交易来理解(其中没有有偿和对价因素),也不能从防御性的人

格利益来理解,因为这种“同意”增加了人格遭到侵害的风险,更何况现实中存在诸多无

须用户同意即可收集的情形。另外,尽管同意制度本来是彰显个人信息自决权的主要手

段,但“同意协议简而无用,多而无功,实际上是确保信息自决的最糟糕的法律手段”。〔32〕

其三,个人信息保护主要适用于个人与网络平台的关系,并不能普遍适用于其他场

景下的个人信息使用和分享领域,且其立法目标一直不甚清晰。如德国、欧盟、欧洲理事

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分别通过国内宪法、人权公约或国际条约确定了不同

的个人数据保护目标,这些目标又分别归属于数据保护权、人格权、私人生活权、基本权

利和自由、保证信息的机密性和技术系统完整性的权利、信息自决权等领域,而这些领域

差别巨大,无法通约。这种状况揭示了各种立法倾向于将个人数据的保护作为一个预设

的前提条件。GDPR也努力将每一项数据都纳入一套精心制定的保护规则,其理念可以

理解为“全面预防”,即以默认禁止信息获取为基础规则,除非在法律中发现例外情况或

数据当事人同意提供,这样就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抽象的数据保护法。因此,在存在上述

多种立法目标下,数据保护法的目的可以被解释为是防止任何损害,而在缺乏明确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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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参见高富平:“个人信息保护:从个人控制到社会控制”,《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93页。

WinfriedVeil,见前注〔12〕。

WinfriedVeil,见前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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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保护目的的情况下,数据保护本身就可能是对其他权利的一种威胁。〔33〕对于数据保

护的抽象探究,遮盖了其应服务的正确立法目标。数据无疑具有技术性和工具性,它本

身并不具有天然的价值或目的,数据保护的目的应当存在于数据之外。

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法进路忽视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目的。这种目的并不一定存在于

私法,其直接目的更多地体现在公共领域,即规避因信息可能的泄露和滥用而导致的社

会风险。我国目前有学者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有学者提出个人信息并不是基于个

人控制的诉求,而是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34〕也有学者认为西方个人信息的保护直接

服务于消费者权益和公法目的。〔35〕个人信息本身并不存在问题,而是因为现代电子系

统大规模的收集、利用和流通造成了信息泄露和滥用,故法律应予以规制来控制这种社

会风险。从社会风险的防范角度来理解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具有较强的涵盖性和解释

力,它可能与隐私或人格的保护有一定关联,但数据保护本身只能被理解为某种合法权

利的有效附属保护方式,也就是说数据保护本身只有在个人自由或权利有被侵害的可能

时,才作为一个有效的公法保护方式存在。社会风险包括个人受侵害和社会利益被侵害

两种情形。前者如2016年“徐玉玉电信诈骗案”、2018年“万豪酒店客户信息”失窃案,

后者如Facebook数据泄露对美国选举的干扰等。〔36〕这种对公共风险的防范体现在世界

各国的立法实践中。如GDPR在用户同意的基础上,又采用风险大小的识别来决定个人

信息控制的程度。〔37〕又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则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提出设计原

则、选择原则和透明原则,在强化对数据收集和利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采取全方位的控

制,甚至对企业内部的例行工作和日常事项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38〕我国2017年的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则在同意机制的基础上,根据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区分不同的内容

和告知方式来对同意机制进行细化,体现出实际风险防范的面向。GDPR生效后学界和

产业界都在质疑其对于个人数据控制是否过于严格。依此分析,应该从消费者权益保护

和风险防范的角度分析这种控制是否必要和充分。

除了个人信息保护具有直接的公共面向外,对于企业数据的保护也可以从公共目的或公

共秩序的角度来理解。我国对于网络企业之间的纠纷目前主要是从竞争法的角度来予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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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参见 WinfriedVeil,见前注〔12〕。
参见高富平,见前注〔30〕,第93页。
参见丁晓东:“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195页。

2018年3月,美国媒体曝光Facebook上超过5000万用户信息数据被一家名为“剑桥分所”
(CambridgeAnalytica)的公司泄露,该公司利用算法向用户进行“精准营销”的商业操作,对2016年美国

总统大选施加政治影响。
在GDPR的序言和正文中,GDPR根据数据对于识别主体的作用和几率差异,对数据利用的

风险进行评估,并以此来匹配相应强度的保护规则。从已识别个人数据、可识别的个人数据、假名化的

个人数据、无需再恢复识别的数据到匿名化的数据,其利用过程中的风险越来越小,保护的力度也相应

递减。
参见谢琳、祝林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政府监管模式探析”,载张志安主编:《互联网与国

家治理发展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3-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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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裁决。对企业是否可以赋予数据权,上文已有评析。但是如果免费从用户那里收集来的数

据都能成为企业的私权,那么如何理解政府公开社会公共数据的行为呢? 政府将权利转移给

所有人了吗? 因此,“引入‘数据所有权’非但不会促进数字经济和实现数据访问,反而会产生

截然相反的效果,尤其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而言”。〔39〕企业数据的私权与数据的公共品特征

的直接冲突,决定了对于现实生活中企业之间的数据纠纷,更多地只能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角

度来考虑,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是从竞争秩序的维护来保护企业的有限法益。但判断一个行为

是否侵害了竞争秩序,则需要从原告是否有损失以及被告是否构成不合理竞争行为来衡量。

既然企业数据缺乏一个明确的法定权利外衣,通过私法权利的效力来获得救济便不再可行,行
为的违法性判断便依赖一种科学的数据控制和操作规则体系,这种规则体系是在考虑数据主

体、数据控制者和社会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利益平衡的结果,具有鲜明的公共秩序特征。

3.从数据控制的强化转向数据控制的谦抑

电子数据因计算机和网络的普遍应用而进入了社会控制的领域,由此衍生出个人信息保护

和企业正当数据权益保护等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的普遍性,因为在非电子化时代,上述问

题并不存在,由此理解,数据控制问题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直接相关,且解释和实现数据控制问

题也一定不能脱离互联网技术体系的特殊语境。尽管当代数据立法仍处于探索和试错的阶段,

但强化数据保护业已成为当代社会和产业界的现实诉求。从对个人信息保护空前严苛的欧盟

GDPR,到纷繁芜杂的数据权利化理论主张,再到国家之间的数据跨境流动的“主权”争夺……种

种尝试都在力争锁住数据流动的关节点,在“人我界分”间建立可控的数据利用秩序。〔40〕这种

现实发展趋势体现了社会尝试驾驭和驯服电子数据这一新生事物的努力,有时是合理且有成效

的,但并没有做到驾轻就熟,其原因在于,上述努力带有浓厚的将数据比照现实物质看待的“客体

化”思维痕迹,也未能真正揭示将数据控制限于数字技术系统的真正目的和要求。

数据控制来源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系统的传播特性对现实秩序的威胁,快速和大规模的

数据收集、运用和流动造成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数据控制的必要性在于,在承认数据技术对

于信息分享的积极意义上,抵销或纠正不正当的数据利用方式带来的冲击,而非通过控制数据

流动去影响数据的分享。对此现有的司法实践存在用力过猛的现象。如上海晟名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侯明强等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一案中,法院因为被告使用技术手段绕过服

务器身份校验等系统保护措施并获取数据的行为,依《刑法》等285条第2款判决被告上述控

诉罪名成立。〔41〕该案存在的问题,被告确实存在规避反抓取措施的不当行为,但行为人抓取

的是可由被授权用户正当访问的开放数据,亦即这些信息可由一般用户合法获得,从行为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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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德国马普创新与竞争研究所,见前注〔23〕。
美国CLOUD法案改变了之前《存储通信法》下“数据存储地标准”,旗帜鲜明地采取了“数据控制者

标准”,将数据主权从物理层边界延伸到技术上的“控制边界”,即美国政府可以取得相关科技公司所拥有、保管

或控制的数据,无论数据存储于何处。与美国扩张向境外获取数据的权力不同,欧盟GDPR限制了数据向境外

的流动,根据其第45条的规定,只有他国或国际组织对个人数据提供了充足的保护,才可以将个人数据转移到

第三国或国际组织。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刑初2384号判决书。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和结果不法的后果看是否构成犯罪,尚有斟酌余地。〔42〕又如在百度与大众点评网的不正当

竞争一案中,法院最后支持了原告的请求,认定百度构成不正当竞争。〔43〕但在属于同一类型

的美国“hiQ诉LinkedIn“的纠纷中,LinkedIn因为采取技术手段禁止hiQ公司爬取其网站上

公开的用户资料,而被法院通过禁令要求其移除上述阻止手段。其理由是,LinkedIn公司限

制对方获取用户已选择公开的信息,违反了不正当竞争法。这种认定与上述案件完全相反。
这两个案件反映了在有关用户公开数据问题上,我国与美国的不同倾向:前者以限制网站获取

为主,后者则支持和鼓励网站公开信息。我国这种将数据画地为牢的做法同样体现在新浪与

脉脉的诉讼中。〔44〕法院判决被告淘友公司违背了第三方通过OpenAPI应坚持“用户授权”
加“平台授权”再加“用户授权”的三重授权原则,从而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下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但这种三重授权原则在案件中要求充分说明,淘友公司在API授权范围内是否

有现实获得三重授权的可能,还要说明在授权范围外想获得相关信息是否存在符合规定的“用
户授权”程序。即使满足上述条件,淘友公司的行为也应被认定为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并承

担相应后果,而非直接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这其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判决并没有就新浪微博

和淘友公司对于数据本身的控制利益和界限作一基本判断。
目前我国对于数据的控制还处于探索之中,立法和司法界主要倾向于加强规制,而业界和学

术界则大多倾向于数据控制的谦抑态度。目前对数据的控制我国应当保持适当谦抑态度的原因

在于:一是数据的分享和流动是目前我国网络产业得以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数据释放了基于

传统社会在资源配置上的信息匮乏而产生强劲数据需求,产生了巨大的信息聚集效应,辅以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升级和应用,这种趋势的前进动能仍很强劲,在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社会危

害的前提下,国家不宜采取简单激进的方式干预这一进程,而应采取及时引导和相对容忍的态度

来促其发展。二是当代数据规制的目的是对数据滥用或竞争失序的纠偏,而非阻止数据的分享

和流动,这决定了对数据的控制应服务于数据产业的良性发展。从信息的公共品特性角度来看,
甚至可以认为,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分享并不需要特别论证,对于数据的控制才需要充足的理由。
实际上从网络蓬勃发展以来,用户自愿贡献信息、网络平台撮合信息、搜索引擎提供链接和网络

企业之间跨界流量互享等等现象就广泛存在,这些网络信息分享常态充分体现了信息的互惠原

则。只是在此过程中,基于特殊的社会安全和隐私保护目的、风险防范和竞争失序的调和等因

素,国家有必要进行适度的干预和调控,使之与社会各种利益协调统一发展。

三、分享前提下数据法律控制的理由体系

基于数据的公共性原理而适时进行法律调整思维模式的转换,在理论上要求建立分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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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参见刘明:“数据抓取行为的规制路径”,https://mp.weixin.qq.com/s/aubGZAG3bogmspy9uMDhlQ,
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5月27日。

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73民终242号,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三(知)初字

第528号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知)初字第12602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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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的数据控制体系。如果在理论上接受“数据分享是前提性的,而数据控制需要充分理由”

这一前提,那么对于数据的控制就可以在同一个基础上进行一体化的论证和构建了。这里“一
体化”的含义意指我们不必要先入为主地将数据先行定位为“个人数据”或“非个人数据”,“数
据隐私”或“数据财产”,以及“用户数据”或“企业数据”等,这些划分对于数据分享这一前提并

没有实质意义,它仅仅是在对于特定数据实施控制时作为具体考量因素时才有必要。由此整

个数据法律体系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尝试展开,且不似已往的研究中将数据问题通过个人信息、

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和企业数据权保护等分割开来,因为这种分割状态常常导致同一数据在

不同领域难分轩轾且相互冲突。事实上,在传统以物质世界规则为主的法律体系中,关于隐

私、知识产权、竞争法和财产权属的领域划分是相对清晰的,其规制的对象少有重叠。〔45〕但

对于数据这一当今蓬勃发展的新型对象,上述各个法律领域奇妙地集中于其上,在司法判决中

法官的解释和论证也在上述领域穿梭往来,似乎数据本身没有固定的法律领地。这种现象充

分说明了法律缺乏对于数据的定位。如果不能以数据的公共品属性来对其进行初步定位的

话,那么传统法律领域对数据的争夺将会使数据在无望的“私有”道路上无所依归。

当然,上述现象并非指数据中的隐私或知识产品不重要,在传统法律范畴内上述区分仍然

是清晰的,也受到既有的法律调整。在此前提下,当数据信息不能顺利归入传统法律领域进行

调整时,就有了法律上的合理化论证的需要,其论证的重点在于,法律究竟基于何种理念或目

的对数据进行规制,选择何种方式来实现上述目的,并且这种规制的正当限度在哪里? 通过此

种方式来建立数据控制的规则体系,就会使传统条块分割的数据控制制度被放置于同一前提

下,且有利于消除板块之间的理论和规则矛盾。以下分述之。

(一)数据控制理由之一:个人信息保护目的和限度

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法局限,揭示了个人信息控制的理由存在于公共领域,即其针对的是数

字技术时代个人数据的滥用或泄露问题,从消费者保护和公法上的社会风险控制这一角度来

理解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更接近事物的真相。从公法对于风险的规制角度就可以合理解释个

人信息保护中非隐私数据保护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上并没有体现出隐私

保护的私法性。只是在风险评估和规避上,隐私处于较高的防范层级。“可识别”这一概念可

以理解为是在规避风险源的意义上使用的,它主要是防止他人通过相关信息的挖掘而将个人

识别出来。另外,用户的“同意”也是在风险规避意义上使用的,法律通过此种方式让用户有机

会知晓自己的信息被利用的方式,并以此来评估自身是否愿意承担相应风险,这也可理解为是

用户对个人信息滥用的合理的自我防护。但个人信息保护的公共目的并不意味着其受保护程

度的不受制约,现今理论和立法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限度明显失之过宽。如目前大多数个人

信息保护法(如GDPR)通过预防原则和一般性的禁止规定设置了大量预防措施,但并没有为

数据控制者设定责任标准,使其知晓何种风险对应着何种权利或责任,这与传统立法中以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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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需要指出,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学者将该关系比喻为:商标法、
专利法和著作权法好比是浮在海面上的三座冰山,反不正当竞争法则是托着这三座大山的海水。参见刘春

田:《知识产权法》(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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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规定对应特定责任的做法相违,这样就使数据控制者使用数据的风险无限扩大;又如

GDPR通过简单划一的方法对所有的个人数据采取同等保护的态度,违背了个人数据保护的

风险评估背景。它没有区分平台与个人、公益数据与商业数据、公开数据和非公开数据、大型

公司与小型企业,以及上述不同情形下个人数据在法律保护程度上的差别,也没有充分区分不

同群体的实际需求,GDPR只对儿童和“特殊类别”数据进行了有限的关注;再如,“可识别性”
标准使欧盟新近出台的《欧盟非个人数据在欧盟境内自由流动框架条例》无法对于个人数据和

非个人数据划分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标准,因为所谓的非个人数据并不代表其对个人的识别就

一定没有实际贡献。“这就导致了在数据爆炸的时代,GDPR对商业和私人生活的大多数领域

造成了过度监管,而且会导致其成为实际上无用的僵尸规则。”〔46〕

基于以上分析,个人数据保护程度在立法上应进行合理的限缩:一是立法不应强调抽象的

一般性预防原则,而应适度简化数据保护的强度和广度。即个人数据保护应与特定的目的结

合起来,当网络存在不合理的对私人自由和权利侵害的风险时,才有控制个人数据的必要,且
其强度应与风险相适应;二是个人数据保护应关注社会风险类型及其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
比如早先的个人数据保护基于信息泄露或滥用的防范,倾向于强力控制数据流动,但当今个人

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使个人面临的风险发生了变化,即被“个人画像”技术所监视、操控或歧

视。因为“同意”制度只是个人信息保护的第一步,对于平台收集数据后如何使用,用户便很难

有直接的控制力,即使法律赋予用户一系列的权能来干预平台对数据的操作,也不能完全排除

被识别的可能。〔47〕GDPR从源头对数据进行控制,固然是最为安全和稳妥的方式,但这种方

式是否对数据的利用造成阻碍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GDPR对于个人画像对人的监视、操控

和歧视除了在第22条有一般规定外,也没有提供细致有效的应对方法。事实上,完全控制数

据的收集和流动在技术上和经济成本上都不是最优方案,欧盟各国依据GDPR的严格条件越

来越多地出现对世界大型平台(包括Google和Facebook)课以巨额罚款的执法案例,但导致

相关投资减少也是必须面对的事实。〔48〕在应对算法对于人的操控和歧视方面,法律并不能

通过对个人数据的追踪而进行有效控制,未来个人数据保护的重点应转移到强调个人免受算

法的无理监视、秘密操控和不当歧视上来。通俗来说,法律要求无论算法对人的画像如何精确

可控,其都不能堂而皇之成为企业做出相应的、针对个人的决策的理由。
(二)数据控制理由之二:企业数据利益的发现

数据在经过个人数据保护的洗礼之后,在企业控制环节便存在企业对于数据享有何种利

益的问题。企业数据私权化的理论困境并不意味着企业对于数据不享有某种利益,不然企业

数据便处于彻底外部性状态且服从数据丛林规则。但是在法律上如何理解和界定企业数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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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WinfriedVeil,见前注〔12〕。
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斯威尼就通过对匿名数据中的性别、生日和邮编等信息的配比,破解了州保险

委员会发布的匿名政府雇员医疗数据。参见武长海、常铮:“论我国数据权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河北法

学》2018年第2期,第41页。
关于欧盟GDPR的经济影响,参见许可:“数字经济视野中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财经法

学》2018年第5期,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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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目前尚处于司法个案探索阶段,且多数案件是以不正当竞争法作为结案依据。总体而言,

司法上判断企业数据利益正当性的标准存在劳动成果说、投入说和商业道德约束说等。

将企业数据作为“劳动成果”而予以保护是一种直观的法律判断。在法律上劳动与权利的

联系主要体现为物权的取得和债务的履行,前者要求有劳动所获得的特定对象或成果,后者则

与权利无直接关系。事实上,企业数据的收集并非企业劳动的成果,它是用户的参与和算法互

动的直接结果,最多也只能算是企业和用户共同“劳动”的结果,因此企业的劳动与数据池的形

成没有法律上的利益生成关系。此外如果法律直接肯定劳动或“额头流汗”对于数据的利益正

当性,那么如何处理这种利益与用户数据利益的关系? 同样的逻辑也可用于评判“投入说”。

商业投入对于数据利益的归属也很难被认定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因为商业投入是一个与“产
出”相对应的经济学概念,经济上的“产出”主要指投入的最终回报,而非与经营过程和经营要

素直接相关;另外商业投入具有风险性,除非投入与权利的取得有直接关系,否则并不一定能

从所涉及的经营环节中获取具体利益。上文对于数据权的质疑说明了商业投入并没有导致数

据权的产生。至于因商业道德约束的存在而反向认定企业数据利益的正当性的观点,则存在

这种商业道德所对应的实证法规则基础缺乏的理论缺陷。缺乏这种规则基础,商业道德就可

能被主观化且有被随意使用的风险。

上述对于企业数据利益来源的观点的分析,并不否认企业对于数据享有某种利益,但基于

数据的充裕性原理,可以肯定这种利益只是有限的和局部的,它不能被独占化和排他化,甚至

没有权利的外衣,只能属于民法上的“法益”范畴。实际上数据的价值并非来源于“额头流汗”

和“投入”,大多数是来源于因为数据具有相当规模而具有的商业利用价值,只有突破一定的流

量临界点,这种价值才有可能迸发出来。有学者注意到数据价值的体现存在一个大数据周期

“关系化”的过程,即信息被吸附进数据化体系之后,又被数据处理技术创造转化出新的“关系

化”信息,并提升了信息价值,之后又通过再次数据化后重新产生新的“关系化”信息。这种周

期性转化是数据价值提升的过程,需要数据开放的辅助,且只有能够提升数据价值的企业才能

够享受财产性的保护和补偿。〔49〕这种观点实际上不赞成原始数据之上存在某种权利,而强

调数据产品的保护的正当性。也有学者通过网络运作存在的三要素即账户、数据和评分建构

了现实与虚拟空间的博弈场所,认为国家、平台和用户在生产或控制中的相互争夺,决定了应

抑制数字劳动的商品化,并催生出由用户参与平台价值分享和治理的必要性。〔50〕这种主张

不仅将用户的利益体现在与平台共同分享数据上,更是延伸至与平台分享整个平台价值上。

这些对于企业数据价值来源的不同理解和界定上的困难,说明在数据具有公共性的前提下,不
宜一味通过数据本身的“归属”来理解数据的权益和保护,而是应当通过理解企业在自身数据

控制环节的真正利益所在,并通过在法律上建立行为导向的数据基础秩序来获得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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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参见苏今:“大数据时代信息集合上的财产性权利之赋权基础”,《清华知识产权》2017年第1辑,第

263页。
参见胡凌:“超越代码:从赛博空间到物理世界的控制/生产机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

1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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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据的价值在于企业自身对于数据的利用和数据的交易,前者为企业利用数据的惯

常方式,包括企业对于数据的算法统计和精准化营销等,还包括企业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

和挖掘生产出数据产品;后者则包括企业就所控制的数据与他人进行交易。企业对于数据的

利用和交易的经济价值并非遵循同一逻辑,对于企业自身利用数据而言,其价值来源于数据这

一公共品对于企业本身所具有的商业利益价值。这种价值并不依赖于数据本身的权属界定,

只以获得数据为必要,并不一定排除他人享有。但在此基础上生产的数据产品具有有别于原

始数据的“产品”特性,可以具有某种“独占性”。对于通过市场交易获利而言,其价值来源于

“数据鸿沟”的存在和企业对于数据的“现实控制”这两个条件,没有“数据鸿沟”的数据实质上

是处于公共领域的数据,因多种替代获得方式的存在而没有稳定的价值。同样,如果没有企业

对于数据在收集源头上的现实控制,“数据鸿沟”也就无法形成,企业也就无法通过为他人提供

数据服务而获利。由于企业对自身数据收集和利用本身并不需要法律确权来实现,只存在排

除外界的破坏和干涉的需求,故对企业数据保护的主要任务便是维护企业对数据控制的现有

状态,以维持相对的“数据鸿沟”存在的状态。如上文所述,对这种状态的保护仍然无法采用对

数据本身的确权等强保护方式来实现,采用“事实控制+交易”的弱保护模式更为合理。具体

而言,法律之所以对企业数据进行保护,仅是因为企业目前已合法控制数据的这一事实,这有

点类似于物权法上的“占有”保护方式,它不涉及保护对象的权利归属,但承认主体对对象控制

的合法状态,这种保护主要是对抗他人未经本人许可而现有控制状态的干涉和破坏。如果说

物权法上的占有保护仅是针对他人对占有秩序的破坏而对物权保护力有不逮的话,那么对于

企业数据一经泄露便很难挽回的情形,这种保护便再合适不过。

通过“事实控制+交易”模式来进行保护,这是由数据具有公共性、易于流失和“数据鸿沟”

的相对存在决定的,任何对于数据进行权属认定的方式都会与数据的上述特性相冲突。这种

弱保护模式既合理保护了企业对所控制数据的自我利用状态,也保护了企业利用数据服务和

交易获利的可能性。这一点可以通过法律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来获致理解。从利益衡量上来

分析,传统的商业秘密保护相较企业数据保护应当具有更强的保护力度,因为商业秘密比数据

更具有特定性和直接的商业价值,但法律并没有为之确权,且采取的也是较弱的基于自我控制

的保护规则,基于“举重以明轻”的法理,对于企业数据采取弱保护模式便有了明确的参照。但

企业对于数据事实控制状态的保护在法律上如何理解和归类? 应当认为,它与物权法上的占

有状态具有类似的一面,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的数据可由多方同时控制,

而不具有物权法上占有的独占和排他性,故企业数据的保护不宜完全通过民法上的占有来保

护,而应通过公法上的保护性规则来建立数据控制基本秩序,这种秩序体现了数据“游戏”的工

具性规则,对于数据秩序中的失范或“犯规”行为有时可以通过侵权损害赔偿获得救济。但与

商业秘密的保护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犯规并不一定涉及侵权后果或不正当竞争后果,

而主要通过公法上的行政执法措施来予以惩罚和遏制。
(三)数据控制理由之三:不正当竞争的规制

将数据纷争适用不正当竞争规则进行法律处理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的方法,这种

方法的好处是,它有效回避了对于数据权属的认定和讨论,也缓解了保护性法律缺位的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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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损害赔偿不足的缺陷,但它有可能将不属于不正当竞争法域的纠纷不恰当地纳入其中考

虑,也存在对于网络数据不正当竞争的认定欠当的情形。不正当竞争规则对于数据的控制不

如个人信息保护和企业数据事实保护来得直接且稳定,它一定程度上处于个案的、散乱的不确

定状态,但它的确是企业维护自己数据控制利益的一种手段。

现有的《反正当竞争法》对于数据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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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此,司法裁判主要聚焦在《反正当竞争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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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标准总体上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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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类网络应用平台的出现和发展,大平台的优势地位逐渐确立,

早期网络企业对流量入口的争夺逐步让位于对于大平台既有数据的分享努力上。对于流量入

口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判断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流量入口是网络企业成长和发展的根本,可以

将流量入口视为企业的核心利益。但在对于数据的不当利用上,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

的适用上就会出现模糊地带,以此来观察目前司法实践上的“道德标准”和 “客观效果”衡量标

准,便会出现如下弊端:

一是对于网络公开数据的竞争法保护与数据的公共分享产生了较大的冲突。相关案例都

无一例外就网络企业对另一企业所公开数据的分享进行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那么在什

么情形下网络企业之间可以在缺乏协议的前提下利用对方公开的数据呢? 美国法院在

“LinkedIn与hiQ”案中,基于自由竞争的理由明确一方的公开数据另一方可以正当使用。我

国法院局限于衡量诉讼双方的利益,对此持完全相反的态度,没有从整个互联网数据流动的大

趋势和整体利益角度进行判断。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任何网络企业平台公开的数据原则上

都不能为其他平台所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二是不正当竞争法解决的应是一项市场行为是否严重影响了竞争秩序,而非仅仅行为本

身具有不当性的问题。当代网络企业的市场生存依赖于技术、商业模式、劳动力和数据等多种

要素,其中数据作为经营要素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基于数据的公共性,法律不能仅仅

因为数据的不当利用而一票否决数据的分享。网络业态具有波动性和整体性,它们既具有公

共虚拟场所的免费社交特性,也有商业运作的交易性特性,前者决定了数据流动和社会再利用

的价值,后者则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在不同商业模式之间的数据分享有可能会导

致数据贡献方的某些不利,但判断是否构成竞争失序则需要较高的门槛。

三是过度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有可能混淆不同法律领域的保护规则。比如以

是否“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自主选择权、知情权和隐私权”来认定不正当竞争,就与消费者保

护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相冲突;又如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来认定行为违法

性,则又失之过宽,这些行为都可以通过《合同法》《网络安全法》和未来的“数据安全法”等来规

制;再如在对于损害后果的确定上,相关案例对于经营者的竞争利益损失缺乏明确的衡量方

法,也无法确定相关“损失”是因竞争利益受损所致,还是因他人对数据的正当分享所致。

上述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中的问题揭示了互联网数据分享和控制基本秩序的缺

失,在此前提下,司法对于不正当竞争的认定仍应采取谦抑的态度,在个案的利益衡量中,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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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互联网数据分享和垄断的规律,将本应属于为事前防范的数据基本保护规则调整的内容留

给立法和公共执法来完成,而将重点转向互联网业态下合理竞争秩序的探讨和规制上来。总

体而言,不正当竞争规则对于数据控制的要求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故在数据控制体系上不能作

为一种稳定的方式存在。
(四)数据控制理由之四:网络安全的保护

基于网络安全而对数据采取保护和控制是国家和社会层面安全保护的基本要求,它属于

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维度的强控制领域,当然构成数据控制的合法理由。这种控制与数据分

享并不构成任何冲突,并且成为数据分享与流动的保障。在我国《网络安全法》中,涉及数据本

身的控制有如下体现:一是该法第12条规定禁止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非法信息的流通;二
是该法第27条规定的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干扰和窃取网络系统或数据等内

容;三是该法第31条规定的对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特别保护;四是该法第4章以下规定的

对于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等内容的保护。〔51〕其中第一和第四项属于信息安全保护的范畴,
第二和第三项属于网络运行安全的范畴。我国目前没有正式制定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故该

法中的第4章的大部分内容将与未来个人信息保护规范相重叠。《网络安全法》对网络运行和

信息安全的维护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在判断不法行为的性质和后果时,应在价值判断序列

中处于优先地位。但该法对于网络企业数据本身的保护语焉不详,只在第42条规定:“未经被

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

外。”该条似乎确认了企业数据的分享和交易空间。除此之外,该法第3章和第4章规定的网

络运行和信息保护方法也适用于对于企业数据的保护。《网络安全法》第37条还对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中数据存储的本地化作出了规定。国家网信办发布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

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对数据的双层评估进行了强化,并增加了相关部门的执法权限。目

前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争议主要在于,数据跨境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个人隐私域外保护

的风险。数据跨国流动是未来的趋势,但其能否有效实现则依赖国家间在博弈基础上的协商

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关于数据控制的理由并没有将知识产权的保护纳入其中,其原因在

于,对于本身不属于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数据信息,采用知识产权保护方法,如上文分析存在

较大困难,很难构成数据规制的理由。

四、“分享和控制”理论结构下的数据立法

在对数据私法保护的局限进行分析,且基于公共性原理对数据法律思路转换进行探讨之

后,数据立法的基本逻辑和结构大致上便逐步清晰起来,即数据立法是介于数据分享和控制之

间的公共规则体系,这种体系受制于数据分享和控制之间的天然张力。随着互联网的应用和

业态的发展,分享的潜能将进一步被挖掘出来,而控制的理由在法律上则更趋严格,其实现则

·668·

中外法学 2019年第4期

〔51〕 参见《网络安全法》第12、27、31条,及第4章条文。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依赖理论判断的明晰和技术设计上的实用。
(一)分享和控制理论结构下数据系统操作规则的基础价值

以数据的“分享和控制”作为数据的理论和立法结构,有效避免了将数据的法律理论置于

一个相互割裂甚至矛盾的状况之中。另外,从私法入手对数据进行定性的思路受到了现实中

数据主要是受公法规范这一事实的困扰,在数据领域中现有私法理论和现实立法体系很少取

得一致,我们目前没有观察到任何数据“权利”在私法上被类型化,并有可能被纳入私法既有体

系进行系统规制的迹象。即使在强调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欧盟立法中,否定数据权利化的主张

仍占主流观点。〔52〕数据“权利化”的主张似乎更多地只是为了揭示公法保护背后的私人法

益,而这种私人法益又总是与公共秩序相关。

将分享作为数据法律的基础价值,并辅以充分理由下的控制规则,就可以建立数据流动和

限制的理论模式。这种理论模式可以有效解决目前数据理论面临的基本矛盾问题:一是私法

研究进路中存在的数据成为多个“权利”的共同对象的理论困境,基于数据公共性和分享特性,
我们若将上述所谓的“权利”理解为控制数据流动的理由,就可以使上述理论上的冲突得以消

除。二是上述理论模式可以如实地反映当代数据法律中公益和私益的高度融合的现实。私主

体在分享前提下享有的数据利益永远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且其利益保护离不开公共利益面

向,从个人信息保护至企业数据保护都服从这一逻辑,这种利益只能通过数据基础秩序的建立

来得以彰显,故从公法的控制角度就可以理解个人利益是如何通过控制得以呈现和释放。三

是上述模式将数据置于公共品地位,就使数据法律理论从对数据的客体定性上解放出来,而专

注于设计数据在计算机和互联网系统下的 “导流图”。实际上对于数据属于何种权利客体这

一问题的探讨,目前并不能对解决数据问题有实质帮助,我们可以为数据的某种特性“着色”,

但其结果最终会回归到回答如何平衡数据分享和控制这一根本问题上来。
在分享前提下建立数据控制体系,因缺乏数据权利这一前提,数据法益的保护实际上主要

依赖于主体之间在网络空间中数据操作规则秩序的建立,故数据工具系统上的操作规则在解

决现有大多数数据纠纷中具有核心意义。这种论断似乎浪费了学者在精深的权利理论方面的

大量努力,但却更切合实际,其原因如下:一是数据问题虽然是信息问题在互联网数字系统上

的延伸,但问题在于,现今我们面临的数据信息问题在非数字化领域并不一定存在,故在理论

上应避免将数据问题扩大到所有的信息领域,而应将上述数据问题局限在互联网系统中。既

然数据问题仅由互联网工具系统引发,则解决之道也应存在于数据工具系统中。二是数据工

具系统的网络化使信息的生成、分享和控制过于直接和高效,这种特殊形态决定了传统社会的

信息控制之道无法适用于网络环境,故在特定的数字化环境下,用户或企业通过技术手段自我

控制数据是建立基础数据秩序的基本选择,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访问和操作规则来评判当事

人的行为正当与否就具备了基础法律依据。三是现有的GDPR虽然以个人“信息自决”作为

理论依据,但整部条例体现的无非是关于用户、平台和第三人在互联网环境下对于个人数据的

操作规则的集合,并无明确的、抽象的权利规则存在。同样司法机关之所以对于目前企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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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参见德国马普创新与竞争研究所,见前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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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诸多案例的解决感到困难,从数据访问规则角度分析,原因主要出现在平台对于数据自我控

制存在疏漏或不足。数据利益在网络中来源于自我控制,在数据公开或控制不足的情形下当

事人以抽象的权利或利益受损向行为人提出请求,一定程度上缺乏充足和直接的法律依据。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数据纠纷的解决一直没有涉及数据权属的问题,而是通过《1986年计

算机欺诈与滥用法》(CFAA)来对行为的性质进行认定,并且通过系列案例对于平台的数据控

制标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法律要求。德国学者也将数据实际控制和访问规则作为数据纠纷解

决之主要依据:“通过技术保护措施也可以排除未经授权的第三方数据访问。换句话说,对数

据的实际控制,使公司能够签订关于数据访问的合同。对数据的实际控制与合同法相结合,为
数据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3〕亦即实现数据自由流通的不是所有权规则,而是对

数据访问规则的设计。
(二)数据控制和救济的立法逻辑

数据分享的途径不在于创造,而在于挖掘和释放。但数据控制则如上文所述,应具有严格

和必要的理由,并保持立法上的谦抑态度。在此基础上,通过理由的分列甚至重叠,就可以形

成数据控制的立法体系。基于数据的公共品面向,法律出于不同的理由对于数据进行控制,由
此形成了数据控制法律体系。因此数据的控制和保护主要体现在公法层面上,私法一般很少

直接涉及,除非信息本身属于传统私法保护的范畴(比如隐私和知识产权)。这种公法体系主

要体现为强管制的法律,如《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刑法》第285条以及正在制订中

的“数据安全法”;也有管制相对较弱的法律,比如《电子商务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有技

术配套的法律,如《电子签名法》等。这些法律均体现出保护性的特点,它们既服务于数据技术

体系的安全,也关注信息本身的安全,但两者并不完全重合。在上述数据保护法律体系中,应
当澄清两个理论问题:一是法律基于不同理由对于数据进行保护的体系中,存在规范的重叠现

象,对此应如何理解;二是“数据安全法”在上述体系中,应如何定位,如何处理与相关法律的关

系。
法律保护的重复或重叠现象,典型地体现在个人信息保护上。《网络安全法》在第四章“网

络信息安全”部分,从第40条到第45条对于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具体规定;《电子商务法》第

23、25条也涉及个人信息的保护,我国正在制订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专门规定个人信息

保护问题,未来的“数据安全法”也会有系统的个人信息保护内容。另外,网络运行安全的问题

在《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都有规定,在未来的“数
据安全法”中也将成为主要内容之一。对于这种法律规定内容的重复,不能理解为是应当避免

或消除的现象,这一点与私法教义学上的科学规范体系的要求不同。在数据控制理由体系中,
各种功能和目的是可以同时存在甚至叠加的,控制的理由之间并不存在完全冲突的现象,只会

相互强化。如果立法者成功地在私法上完成了数据赋权,则不会存在上述现象,因为私法上的

赋权将为数据圈定特定的私法领域,而不能容纳过多公法上的指涉。正是因为数据无法在私

法上被完全权利化,故对于数据的保护只能基于各种理由进行公法控制,这种控制体系中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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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德国马普创新与竞争研究所,见前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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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理由会在特定的立法目的下会被同时涉及,但不同的法律规制的侧重点会有不同。比如在

个人信息保护上,《网络安全法》重在系统运行安全的保障上,《电子商务法》则立足于消费者权

益保护,“数据安全法”兼顾数据防护和个人信息脱敏化处理,《个人信息保护法》重点防止信息

被滥用和泄露等。对于网络运行安全同样如此,它被体现在不同的数据保护场合,比如个人信

息和企业数据运行安全的防护上。

2018年被列入立法计划的“数据安全法”目前正式进入立法讨论阶段。这部法律与《网络

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如何,以及如何定位“数据安全法”无疑会成为首要问题。

关于数据运行安全,《国家安全法》第25条和《网络安全法》第76条都在运行安全上做了原则

规定,前者强调保护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的安全,后者强

调保障网络技术系统免受攻击和可靠运行,并保障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而

《个人信息保护法》则重在保护个人信息内容,对此《网络安全法》也有较多涉及。在此情形下,
“数据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和重点内容如何确定? 从数据多层次控制体系出发,“数据安全法”

同样涉及到数据运行安全和数据内容保护,但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其一,“数据安全法”在数据

运行安全上主要保护企业数据的安全,而非国家机构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数据安全,后者都被

统摄于《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由专门法律和制度规制。在此基础上,“数据安全法”保
护的数据主要针对企业收集和运营的商业数据,并不重点关注国家战略安全意义上的“重要数

据”。〔54〕另外,“数据安全法”所称“数据”应为电子数据,电子系统以外的其他国家数据应适

用传统保密法等相关法律保护。其二,“数据安全法”对于信息内容的保护应在沿袭个人信息

保护的整体制度之上,侧重企业数据利益的保护,亦即“数据安全法”主要保护企业数据不被他

人侵扰、窃取、破坏和非法利用等。它处理的主要是企业与其他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保

护企业对于数据的正当商业利益,同时也兼顾企业对外分享数据时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

性,以此间接保护企业在数据交易或互享方面的利益。其三,“数据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具有保

护数据控制者法益的面向,它补充了《网络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企业数据利益考

虑和保护的不足,主要解决企业数据控制利益的维护问题。在此基础上,该法也将采用《网络

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关于数据运行和个人信息安全的一些制度和方法,是对上述两

部法律法在数据运行和内容安全保护领域的细化和延伸,故在相关法律立法目的大体一致的

基础上,“数据安全法”也具有自身独立的地位。
“数据安全法”基于其保护性法律的公法地位,主要目的在于建立网络企业间的数据控制

基本秩序,它不涉及数据确权。在企业数据的保护上该法将提供系统的规则,但在救济上是否

仍旧需要独立的私法规则支持? 依据上文的分析,数据确权在理论上很难推行,人类对于信息

的权利化目前也只停留在知识产权和隐私等人格权上,即便如此,法律对上述应当特别保护的

信息,也未能在信息本身的确权上做出努力,而是通过可以操作的利益划分和行为模式来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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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重要数据主要针对的是国家安全,而非企业和个人。一般包括不涉及国家秘密,但如果泄露、窃
取、丢失或被其他非法破坏和利用会损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未公开数据。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基因、疾病、
国家经济统计数据、人群和重要设施定位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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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保护。如知识产权主要着重于知识产品的商业流通利益部分,隐私权则着重于隐私信

息不被非法泄露和公开的防御等,从保护等级和力度上,企业数据的保护应当弱于知识产权这

种较强保护方式,体现为一种弱保护模式,如上文所述,它应弱于商业秘密这种特定信息的保

护。其原因在于,数据可被知晓或分享的门槛较低,采取强保护措施无异于阻止数据的流动,

阿罗的信息悖论(Arrowinformationparadox)较好地阐明了这一点。〔55〕在此基础上,对于企

业数据的保护更适合通过非法行为的负面清单列举的方式,在“数据安全法”中对不法行为予

以阻却和预防。企业数据利益因此体现为一种基于事实控制的利益,它没有以权利为基础的

私法规范控制,企业对数据的事实控制本身构成了法律上一个完整的、相对明确的利益判断。

在法律救济上,针对他人对企业数据的侵害,受害方主要是基于“数据安全法”中保护性条文的

违反,请求对方停止侵害。如果同时要求对方赔偿自身相关损失,则应适用纯粹经济损失法

则,通过侵权法一般条款获得救济。当然在此过程中,行政执法甚至刑事责任的追究是较民事

救济更为有效的遏制非法行为的方式。

Abstract:Atpresent,thelegalresearchondataprotectionhasapathdependencephenomenon.Tra-

ditionallegaltheory(especiallyprivatelaw)isappliedmechanically,buttheeffectiveinnovationintheo-

reticalanalysismodelsandlegislativeconstructionofdata,anewlegalobject,islacking.Currenttheo-

riestendtoestablishorderofdataattributionandutilizationbygivingindividualsorbusinesses“data

rights”inprivatelaw.Theseattemptsencounteredconstraintsofprivatelawtheory̓slimitationsanddata

applicationpractice̓schallenges.Dataisanaturalpurepublicgoodwhichshouldbesubjecttotheinher-

entprincipleofreciprocalsharing.Onthebasisofthisprinciple,thetheoryofdatalawshouldrealizepar-

adigmshifts,fromtheconceptofscarce-basedlawtotheabundance-basedlaw,fromtheprotectionof

privateintereststotheprotectionofpublicwelfare,andfromthestrengtheningofdatacontroltothe

modestlyrestrictionofdatacontrol.Underthepremiseofestablishing“sharing”asthebasicvalueorien-

tationofdatalaw,thesystemofreasonsforthepartialcontrolofdatashouldbeestablishedtocapture

existingtheoriesofdatacontrolandtoeliminateconflictsbetweenvarious“rights”incurrenttheories.

Throughthe“share-and-control”integratedtheoreticalstructure,therelevantlegislationcanbeimproved

toreleasethepotentialofsharing,andthedatapublicorderofpubliclawcanbeconstructedonthebasis

ofnarrowingthegroundsfordata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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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ToshikoTakenaka,PatentLawandTheory:A HandbookofContemporaryResearch.Research
HandbooksinIntellectualProperty,EdwardElgarPublishing,2008,pp.4–5.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在分享和控制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