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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热点资讯

1. iPhone 12 不配备充电器，苹果被巴西罚款 200 万美元

https://m.huanqiu.com/article/42P88MHrbQT

苹果公司最新发布的 iPhone 12 系列手机因为没有配备充电器，被巴西消费

者监督机构 Procon-SP 处以 200 万美元的罚款。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 21 日报道称，去年 10 月，苹果公司表示，出于环保考虑，

iPhone 12 系列手机将不再配备充电器或耳机。但 Procon-SP 认为，并没有看到

苹果为此带来了任何环境效益。该机构批评苹果公司涉嫌进行误导性广告宣传，

销售不带充电器的设备，以及存在不公平条款。

Procon-SP 的执行董事卡佩兹在对苹果公司罚款后发出严厉警告，希望苹果

遵守巴西的消费者法律和相关制度。同时，苹果有权对处罚提出抗辩，要求执法

机构重新作出评估。

来源：环球时报

时间：2021 年 3 月 22 日

2. 美法官发布初步禁制令，阻止美国国防部对小米公司禁令生效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4079950395069674&wfr=spider&for=p

c

彭博社消息，距离美国限制小米股票交易的禁令生效仅几天时间，美国一联

邦法官当地时间 12 日就小米公司起诉美国防部一案发出初步禁制令，禁止美国

国防部将小米列为所谓“与中国军方相关企业”政策的生效或实施。

报道称，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鲁道夫·孔特雷拉斯认为，美国国

防部此举“具有任意性且反复无常”，剥夺了该公司的正当法律权利。他还表示，

随着诉讼展开，小米很可能会赢得全面撤销禁令，并发出初步禁制令以防止该公

司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害”。

此前 1月，特朗普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将 9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与

https://m.huanqiu.com/article/42P88MHrbQT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4079950395069674&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4079950395069674&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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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方相关”的名单中，其中包括手机制造商小米。随后，小米公司在美国哥

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对美国国防部和财政部提起了法律诉讼。

报道提到，孔特雷拉斯对美国政府的所谓担忧置之不理，并表示，“法院对

国家安全利益是否真的牵扯其中有些怀疑”。

来源：环球网

时间：2021 年 3 月 13 日

3. 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网民“辣笔小球”被批捕

https://news.cctv.com/2021/03/01/ARTIqfwXkC2mGMAE1ZUs3RwL210301.shtml?

spm=C94212.PZd4MuV7QTb5.Euuu2IJOvZIL.1365

2021 年 2 月 19 日 10 时 29 分、10 时 46 分，犯罪嫌疑人仇某明在新浪微博

上使用其个人注册账号“辣笔小球”，先后发布两条信息，贬低、嘲讽卫国戍边

的英雄烈士。相关信息在微博等网络平台迅速扩散，造成恶劣社会影响。2月 20

日，犯罪嫌疑人仇某明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介入

侦查。2月 25 日，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仇某明利用信息网络贬低、嘲讽英雄烈士，

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社会影响恶劣，情节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之一的规定，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侵害英

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犯罪嫌疑人仇某明批准逮捕。

英雄烈士用鲜血、生命捍卫祖国领土，其名誉、荣誉不容诋毁。《中华人民

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对侵害英雄烈士的

名誉、荣誉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2021 年 3 月 1 日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

誉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仇某明

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侵害英雄烈

士名誉、荣誉，严重损害卫国戍边英雄烈士的人格尊严，严重损害卫国戍边军人

形象，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予追诉。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

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

https://news.cctv.com/2021/03/01/ARTIqfwXkC2mGMAE1ZUs3RwL210301.shtml?spm=C94212.PZd4MuV7QTb5.Euuu2IJOvZIL.1365
https://news.cctv.com/2021/03/01/ARTIqfwXkC2mGMAE1ZUs3RwL210301.shtml?spm=C94212.PZd4MuV7QTb5.Euuu2IJOvZIL.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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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央视网

时间：2021 年 3 月 1 日

4. 网购苹果手机却收到苹果味酸奶？警方：嫌疑人已被抓获，系快递货运司机

https://news.cctv.com/2021/03/02/ARTIV6KT9LOWUV7GQg6kXc4l210302.shtml?

spm=C9212.PZd4MuV7QTb5.Euuu2IJOvZIL.1311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一起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 月 16 日，合肥市民刘

女士在苹果官网购买了一部 256G 金色 iPhone12 ProMax 手机，总共花费了 10099

元，使用微信付款。2 月 18 日，刘女士收到了 EMS 快递配送员的电话，称快递

已经达到小区。因为在上班并没有在家，在快递员表示可以放在快递柜里后，刘

女士就没有坚持当面签收。

当天晚上 9时左右，刘女士回到小区后便从快递柜取出包裹。回到家打开一

看便懵了，包裹里面没有手机的踪影，而是一盒外表非常肮脏、生产日期为

2020/10/13、250 毫升绿色苹果味的蒙牛酸酸乳。受害人随即向警方报案。

接到报警后，合肥市包河分局迅速开展调查。2 月 24 日，警方立案调查。

经过多方摸排走访，细致研判，2月 28 日 21 时许，民警将租住在肥东县撮镇某

小区的犯罪嫌疑人龚某某（男，31 岁，霍邱县人，曾因盗窃被判刑）抓获。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龚某某如实供述了盗窃手机的犯罪事实。据龚某某交代，

2 月 6 日至 2 月 18 日期间，其往返合肥、上海两地运输货物。在此期间，龚某

某打开快递包裹，实施盗窃。为防止被发现，将自己平时喝的酸酸乳饮品放入原

本装手机的快递包裹中。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来源：央视网

时间：2021 年 3 月 2 日

5. 360 导航、UC 浏览器等为色情低俗信息引流被整治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21-03/24/c_1127250372.htm

https://news.cctv.com/2021/03/02/ARTIV6KT9LOWUV7GQg6kXc4l210302.shtml?spm=C9212.PZd4MuV7QTb5.Euuu2IJOvZIL.1311
https://news.cctv.com/2021/03/02/ARTIV6KT9LOWUV7GQg6kXc4l210302.shtml?spm=C9212.PZd4MuV7QTb5.Euuu2IJOvZIL.1311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21-03/24/c_11272503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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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24 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今年 2月以来，国家网信办部署深入开展“清

朗·春节网络环境”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影响上网体验的网络生

态乱象。截至目前，累计清理相关违法违规信息 208 万余条，处置账号 7.2 万余

个。360 导航、UC 浏览器、书旗小说等一批问题突出的网站平台被整治。

据介绍，为积极营造欢乐祥和的春节网上氛围，专项行动依法查处首页首屏

生态不良、色情低俗信息引流、恶意炒作营销以及不良网络社交行为、网络暴力

等问题。截至目前，累计清理相关违法违规信息 208 万余条，处置账号 7.2 万余

个，封禁违规主播 7200 余个，协调关闭、取消备案网站平台 2300 余家，下架

APP520 余个，专项行动取得积极成效。

专项行动启动后，主要网站平台积极响应，结合自身特点针对性开展工作。

但同时，巡查还发现了一批问题突出、顶风作案的网站平台。其中，360 导航、

UC 浏览器、书旗小说推送违法违规信息为色情低俗小说引流；淘宝、拼多多部

分店铺发布色情低俗图文信息；新浪微博部分账号发布淫秽色情网站链接；久久

热、5号房、金牛棋牌、凌霄阁等网站发布色情低俗、赌博诈骗信息；趣头条推

送低俗不良信息。

针对上述问题，视违规情节和问题性质，国家网信办指导属地网信部门对相

关网站平台依法采取约谈、限期整改、暂停功能、限期下架、罚款等处罚措施，

对问题严重的色情、赌博网站，协调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关停、取消备案，坚决查

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家网信办将继续加强网络空间治理，

坚决遏制网络生态乱象，切实为广大网民营造清朗网络环境。

来源：新华网

时间：2021 年 3 月 24 日

6. 公安机关下架 636 款教育类 App 和网课平台

https://news.cctv.com/2021/03/26/ARTIWLhagDmlhkU65EZNEiv2210326.shtml?

spm=C94212.PZd4MuV7QTb5.Euuu2IJOvZIL.161

公安部 26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副局长李彤介绍，

https://news.cctv.com/2021/03/26/ARTIWLhagDmlhkU65EZNEiv2210326.shtml?spm=C94212.PZd4MuV7QTb5.Euuu2IJOvZIL.161
https://news.cctv.com/2021/03/26/ARTIWLhagDmlhkU65EZNEiv2210326.shtml?spm=C94212.PZd4MuV7QTb5.Euuu2IJOvZIL.161


7

针对一些网课平台和教育类 App 存在低俗视频链接、有害信息等问题，2020 年 8

月，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为期 4 个月的“中小学网课网络环境专项整治”，共排

查属地教育类 App 和网课平台 4900 余款，行政处罚 423 款，责令整改 1058 款，

下架 636 款，给广大青少年创造安全清朗的网络环境。

来源：央视新闻

时间：2021 年 3 月 26 日

二、 互联网执法动态

1. 郭树清：鼓励互联网银行发展 但必须按照金融的规律和规则实行统一管理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2103-4664919.htm

郭树清3月2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推动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互联网平台在中国参与金融的规模和范围在全世界是最大的，也取得了积

极效果，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提供数字信贷、数字保险和其他方面的服务，做得

很好，在世界领先，也有很多创新，对小微企业服务走到世界最前列也有很大帮

助。“我们鼓励这些创新。”他说。

郭树清表示，但与此同时，也要求不管任何业态的金融业务，都要按照相应

规则规范和法律法规来管理，不能有任何例外。对于互联网银行比如网商银行、

微众银行等，都鼓励其发展，但必须按照金融的规律和规则实行统一管理。“我

们不认为有限制它们、不适合它们发展的金融业务。”郭树清表示，但做任何金

融业务都要按照行业相同的规则进行监管。相信相关机构按照对应的要求调整后，

能得到更健康的发展。

来源：中国证券网

时间：2021 年 3 月 2 日

2. 工信部下架 10款侵害用户权益 App，因未按要求完成整改

https://mp.weixin.qq.com/s/wec46KZMMkWUWUI7RDmdcQ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2103-4664919.htm
https://mp.weixin.qq.com/s/wec46KZMMkWUWUI7RDmd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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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5 日，我部向社会通报了 26 家存在违规调用麦克风、通讯录、相册等

权限 APP 企业的名单。截至目前，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核查复检，尚有 10 款 APP

未按照我部要求完成整改。

依据《网络安全法》和《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

（工信部信管〔2016〕407 号）等法律和规范性文件要求，我部组织对上述 10

款 APP 进行下架。相关应用商店应在本通报发布后，立即组织对名单中应用软件

进行下架处理。

来源：工信微报

时间：2021 年 3 月 3 日

3. 公安部：“净网 2020”专项行动全年侦办网络犯罪案件 5.6 万起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21-03/08/c_1127185335.htm

在 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国忠通报，2020 年，全

国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净网 2020”专项行动，全年共侦办网络犯罪案件 5.6 万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8万余名。

这些案件中，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类案件 6524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3

万名；侦办黑客攻击及新技术犯罪案件 1782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975 名；侦办

网络黑产类案件 1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5 万名，扣押“手机黑卡”548 万

余张，查获涉案网络账号 2.2 亿余个，及时阻止 1850 万余张物联网卡流入黑市。

据悉，2021 年，公安机关将深化“净网”专项行动，组织开展打击“网络

水军”、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黑客攻击破坏等十大会战。“不断压缩涉网犯罪活动

空间，切断网络犯罪利益链条，净化网络空间环境，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网

络空间的安全感。” 李国忠说。

来源：新华网

时间：2021 年 3 月 8 日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21-03/08/c_11271853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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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高法：全国一半以上案件实现在网上立案

https://news.cctv.com/2021/03/04/ARTIk4NbDMfibeyUWJXgYDQe210304.shtml?

spm=C94212.PZd4MuV7QTb5.Euuu2IJOvZIL.1269

为了让老百姓打官司“只进一个门、最多跑一次、可以不用跑”，近年来，

最高人民法院部署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今天（4 日），最高人

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基本建成。

最高法介绍，2020 年，全国法院多元解纷区、在线调解室、自动繁简分流

实现 100%全覆盖。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钱晓晨：通过速裁、快审方式审理案件 693.27 万

件，一审服判息诉率达 95.5%。平均审理周期 36 天，不到一审民商事案件平均

审理周期的一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解纷格局基本形成，在

法治轨道上更加及时有效保障权益、维护正义。

最高法介绍，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诉讼服务工作的深度

融合，诉讼服务工作正进入更加便捷、透明、高效的“智慧时代”，努力让人民

群众全时空、全流程“一网通办”各项诉讼事务。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钱晓晨：全国 3501 家法院全部上线中国移动微法

院小程序，并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保全平台、委托鉴定平台以及各地法院审判

流程、诉费交纳等系统互联互通，通过一个公共服务入口，为当事人提供立案、

查询、交费、调解、庭审、保全、委托鉴定等 29 项在线诉讼服务。

据介绍，2020 年，全国法院接收网上立案 1080 万件，占一审立案量的 54%。

当事人在 8小时之外的非工作时段提交的网上立案申请，占全部网上立案申请量

的 23.6%；非工作日的立案申请，占网上立案申请量的 10%左右，实现立案服务

“零距离”“不打烊”“指尖办”。

来源：央视网

时间：2021 年 3 月 4 日

5. 全国首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办结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21-03/17/c_1127223315.htm

https://news.cctv.com/2021/03/04/ARTIk4NbDMfibeyUWJXgYDQe210304.shtml?spm=C94212.PZd4MuV7QTb5.Euuu2IJOvZIL.1269
https://news.cctv.com/2021/03/04/ARTIk4NbDMfibeyUWJXgYDQe210304.shtml?spm=C94212.PZd4MuV7QTb5.Euuu2IJOvZIL.1269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21-03/17/c_11272233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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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7 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诉国内

某知名短视频公司（以下称“某公司”）侵犯儿童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日前

办结。据介绍，这是民法典实施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后，检察机关针对“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全国第一案。

案情通报显示，近年来杭州市余杭区发生的几起相关违法犯罪案件反映，某

公司在开发运营该公司 APP 的过程中，未以显著、清晰的方式告知并征得儿童监

护人有效明示同意允许注册儿童账户，并收集、存储儿童个人信息。在未再次征

得儿童监护人有效明示同意的情况下，向具有相关浏览喜好的用户直接推送含有

儿童个人信息的短视频，同时也没有采取技术手段对儿童信息进行专门保护。

在最高检直接指导下，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成立由省、市、区三级检察机关未

检干警组成的专案组。专案组全面梳理分析某公司 APP 存在问题，走访网信部门、

公安机关、法院、互联网法律专家和技术专家。

根据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定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办理此案。经诉前公告，检察机关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公司立即停止实施利用该公司 APP 侵害儿童个人信息的

侵权行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并将款项交至相关儿童保护公益组织，

专门用于儿童个人信息保护公益事项。

诉讼期间，检察机关积极推动某公司立行立改，该公司积极配合，对所运营

APP 中儿童用户注册环节、儿童个人信息收集环节、儿童个人信息储存、使用和

共享环节以及儿童网络安全主动性保护领域等四大方面细化出了 34 项整改措施，

并明确了落实整改措施的具体时间表。双方依法达成和解协议。

2月 7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庭审中，某公司对检察机关

依法履行公益诉讼职责，积极推动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促进和帮助企业合法

合规经营表示感谢。在法庭组织下，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与某公司就前期达

成的和解协议进一步确认，形成了调解协议。2月 9日，依照公益诉讼法定程序，

由法院进行了公告。

3 月 11 日，该案经杭州互联网法院出具调解书后结案。某公司对检察机关

提出的诉求均无异议，目前已针对存在问题全面开展整改。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表示，检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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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及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不仅可以及时消除儿童个人信息被非法处理的危害，

而且彰显了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态度，维护了法律实施的严肃性，促使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依法规范经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在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方面持续发力，依法通过行政和民事公益诉讼、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等

方式开展法律监督，督促和推动网络运营商、互联网企业以及监管部门落实未成

年人保护责任。

来源：新华网

时间：2021 年 3 月 17 日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加强对语音社交软件和涉深度伪造技术的互

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

https://36kr.com/newsflashes/1143031305143425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指导各地网信部门、公安机关加强对

语音社交软件和涉“深度伪造”技术的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工作。针对

近期未履行安全评估程序的语音社交软件和涉“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指导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方网信部门、

公安机关依法约谈映客、小米、快手、字节跳动、鲸准数服、云账户、喜马拉雅、

阿里巴巴、网易云音乐、腾讯、去演等 11 家企业，督促其按照《网络安全法》

《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等法律法规及

政策要求，认真开展安全评估，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和措施，并对安全评估中发现

的安全隐患及时采取有效整改措施，切实履行企业信息内容安全主体责任。

来源：36 氪

时间：2021 年 3 月 18 日

7. 市场监管总局对提升直播带货平台产品质量开展行政指导

https://36kr.com/newsflashes/1140486183486593

https://36kr.com/newsflashes/1143031305143425
https://36kr.com/newsflashes/1140486183486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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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对提升直播带货平台产品质量组织开展了行政指导。行

政指导会上，市场监管总局对直播带货平台提出六点要求。一要提高质量意识，

筑牢直播经济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二要做学法守法模范，落实产品质

量法、标准化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切实增强守

法合规的自觉性，依法依规规范发展；三要立行立改，各直播带货平台要迅速对

直播带货产品质量进行自我对照和全面检查等。

来源：36 氪

时间：2021 年 3 月 16 日

三、 互联网立法动态

1. 《网络交易监管办法》重磅落地

3 月 15 日，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办法》提出，

推动完善多元参与、有效协同、规范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治理体系，对新业态监

管、平台经营者主体责任、个人信息保护等重点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其中，《办法》对当前社交电商等网络交易活动中的经营者定位作出了明确

规定。网络社交、网络直播等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经营者同时提供网络经营场所、

商品浏览、订单生成、在线支付等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应当依法履行网络交易

平台经营者的义务。通过上述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开展网络交易活动的经营者，应

当依法履行平台内经营者的义务。

2. 六部门联合公布《关于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严格落实监管要求的通

知》

3 月 22 日，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公布《关于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

严格落实监管要求的通知》，自 2021 年 3 月 18 日起实施。

《通知》明确，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范围扩大至所有自贸试验区、跨境

电商综试区、综合保税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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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及区域），今后相关城市经所在地海关确认符合监管要求后，即可按照

商财发〔2018〕486 号要求开展网购保税进口（海关监管方式代码 1210）业务。

《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及时查处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二次销售等违规行

为。

3. 五部委联合公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

工作的通知》

3 月 17 日，银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公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

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从四个方面实施监管，切实维护大学生合法权益。

《通知》加强放贷机构监管，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

费贷款，加强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监管，未经监管部门批准

设立的机构一律不得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加大对大学生的教育、引导和帮扶

力度，做好舆情疏解引导工作。加大违法犯罪问题查处力度，严厉打击针对大学

生群体以套路贷、高利贷等方式实施的犯罪活动。

4. 信安标委就三项数据安全指南国标征询意见

2021 年 3 月 11 日消息，信安标委近日公布《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支付服务

数据安全指南》、《信息安全技术 网上购物服务数据安全指南》和《信息安全技

术 网络音视频服务数据安全指南》，征求意见至 2021 年 04 月 24 日。

其中，《网络支付服务数据安全指南》规定了网络支付服务可以收集、使用、

存储、共享、转让、公开披露的数据种类、范围等，以及数据安全保护要求；适

用于网络支付服务运营者规范数据活动，也适用于主管监管部门、第三方评估机

构对网络支付服务数据活动进行监督、管理、评估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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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典型案例

斗鱼主播唱歌侵权平台称尽到提示义务，法院判赔千元

http://www.chinanews.com/cj/2021/03-27/9441466.shtml

日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 1份民事判决书显示，被告武汉斗鱼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斗鱼公司)的斗鱼主播“刘飞儿 faye”未获得授权，在多次

直播中演唱涉案歌曲《小跳蛙》，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原告北京麒麟童文化传

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麒麟童公司)认为严重侵犯了原告对歌曲享有的录音

制作者权。斗鱼公司则称已尽到了合理的监管提示义务。北京互联网法院认定原

告享有涉案歌曲录音制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而被告上述行为构成侵权。最终，

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涉案侵权行为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000 元。

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 0491 民初 28732 号)显示，原告麒麟

童公司与被告斗鱼公司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纠纷一案，法院于 2019 年 8 月 1

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

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

判员张连勇独任并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麒麟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天，

被告斗鱼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庆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麒麟童公司称，歌曲《小跳蛙》(以下简称涉案歌曲)由彭钧、李润共同创作

并收录于原告制作发行的专辑《我们爱音乐》(ISBN：978-7-7994-3346-2)中。

原告是该专辑的录音制作者，享有该专辑及其全部歌曲的录音制作者权。

然而在被告未获得原告授权、许可，未支付任何使用费的情况下，其斗鱼主

播“刘飞儿 faye”(斗鱼房间号 265438)以营利为目的，在自 2017 年至 2018 年

的多次斗鱼直播活动中，共计演唱了至少 1次涉案歌曲，演唱为全部时长演唱，

且播放有涉及歌曲原版伴奏，并于在线观看粉丝形成实时互动，接受粉丝巨额打

赏礼物，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直播结束后形成的相应直播视频被制作并保存

在斗鱼视频网站及互联网应用平台上，粉丝及网络用户均可以随时随地对该侵权

直播演唱视频进行播放、下载和分享。

麒麟童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删除斗鱼主播“刘飞儿 faye”

所有演唱涉案歌曲的相关侵权视频；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5000 元。

http://www.chinanews.com/cj/2021/03-27/94414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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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鱼公司辩称，被告并非涉案行为的实施主体，在用户直播表演的过程中仅

提供了中立的直播技术服务，属于网络服务提供商。被告作为网络服务平台，对

涉案行为的发生没有明知应知的过错，且已尽到了合理的监管提示义务，并未因

涉案行为直接获益，无须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法院认为，涉案视频产生于斗鱼直播间，直播方与斗鱼

平台签订的《斗鱼直播协议》中，约定直播方在被告平台提供直播服务期间产生

的所有成果的全部知识产权由被告享有。根据上述协议内容，斗鱼公司对涉案视

频成果享有利益，应当有义务审查涉案视频内容是否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斗鱼

公司未尽到审查义务，将网络主播使用涉案歌曲《小跳蛙》的视频内容通过网络

进行播放和分享，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浏览视频内容，该视频中

播放了涉案歌曲的片段，故该行为侵害了麒麟童公司对涉案录音制品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

鉴于被告涉案行为构成侵权，故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关于原告主张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原告称不清楚涉案视频是否删除，被告主张

其未曾找到涉案视频，但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视频已经删除，故法院对原告这

一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经济损失的赔偿金额，法院将综合考虑斗鱼公司的主

观过错、涉案歌曲的市场价值、涉案视频传播、影响范围等因素，对原告主张的

经济损失酌情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第四十

二条、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

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

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被告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涉案侵权

行为；

二、被告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北

京麒麟童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损失 1000 元；

三、驳回原告北京麒麟童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经中国经济网记者查询，北京麒麟童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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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月 22 日，注册资本 667.86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组织音乐创作等。

斗鱼官网显示，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斗鱼是一家致力于为所有

人带来欢乐的弹幕式直播分享网站，是国内直播分享网站中的佼佼者。斗鱼的前

身为生放送直播，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更名为斗鱼，力图在现有的基础上

稳步提高，做到最好。目前，斗鱼以游戏直播为主，涵盖了体育、综艺、娱乐等

多种直播内容。

来源：中国新闻网

时间：2021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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