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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点资讯

1. 阿里等 8 家机构免费开放 28 件信息无障碍技术专利

http://tech.cnr.cn/techyw/technews/20211109/t20211109_525656497.shtml

为着力解决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上网时遇到的困难，提高全行业的无

障碍化普及率和适老化水平，11 月 9 日，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阿里巴巴、蚂蚁集团、快手、饿了么、腾讯、哔哩哔哩、360

共同发起成立“信息无障碍技术和知识产权开放工作组”，宣布将向社会免费开

放信息无障碍技术专利，首批开放 28 件。这 28 件专利涉及手势操作、眼动追踪、

语音交互、视频播放等技术，在适老、助残方面具备丰富的应用场景。

首批免费开放专利最多的三家企业是阿里巴巴（11 件）、蚂蚁集团（9件）

和快手（4 件）。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屠剑威在发言中说，阿里巴巴既要深耕自

立自强的高科技，也要践行人人受益、责任担当、开放共享的“好科技”。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表示，工作组将围绕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

在使用智能产品中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进行前瞻性技术研究，促进信息无障碍工

作经验与成效向更多企业推广复制，加快推进适老化、无障碍化改造工作，“让

信息技术的发展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来源：央广网

日期：2021 年 11 月 9 日

2. 监管资源有限、违规成本低 虚拟货币营销仍屡禁不止

http://tech.cnr.cn/techyw/technews/20211113/t20211113_525660051.shtml

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已经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为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提供营销宣传等的，依法追究责任。但“新华视点”记者

近日调查发现，一些网站依旧在为虚拟货币营销鼓吹。这类网站不仅假借“区块

http://tech.cnr.cn/techyw/technews/20211109/t20211109_525656497.shtml
http://tech.cnr.cn/techyw/technews/20211113/t20211113_5256600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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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元宇宙”等名义炒作虚拟货币行情，还发布文章教程、组织活动、直播路演，

为各类境外虚拟货币营销引流。

业内人士表示，之所以还有很多网站铤而走险，主要由于打擦边球的形式多

样，而监管资源有限，违规成本低。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为构建多

维度、多层次的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防范和处置体系，金融管理部门、网信部

门、电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密切协作，从切断支付渠道、依法

处置相关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加强相关市场主体登记和广告管理、依法打击相

关非法金融活动等违法犯罪行为等方面综合施策。

来源：科技日报

日期：2021 年 11 月 13 日

3. 8 家网盘企业正式签署《个人网盘服务业务用户体验保障自律公约》 承诺

推出“无差别速率”产品

http://www.news.cn/info/20211117/f70280205c8d48be86bd707a5b015b3f/c.ht

ml

为引导网盘企业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感知，维护公平竞争、合理有序

的市场环境，促进个人网盘服务业务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下，

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信通院组织国内主要网盘企业制定了《个人网盘服务业务

用户体验保障自律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于 11 月 17 日在京召开签署发

布会，百度网盘、腾讯微云、天翼云盘、和彩云、阿里云、迅雷云盘、360 安全

云盘和网易网盘等首批 8 家网盘企业现场共同签署《公约》。

《公约》共 4 个章节 22 项条款，主要从提供无差别上传/下载速率服务、加

强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优化资费介绍、规范宣传行为、畅通咨询投诉渠道

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http://www.news.cn/info/20211117/f70280205c8d48be86bd707a5b015b3f/c.html
http://www.news.cn/info/20211117/f70280205c8d48be86bd707a5b015b3f/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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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上，8 家网盘企业分别发布了落实《公约》的具体举措,承诺将严格遵

守和履行《公约》的各项规定，特别是承诺 2021 年内将推出“无差别速率”产品，

为各类用户提供无差别的上传/下载速率服务，改善用户体验，提升服务水平，

积极为个人网盘服务业务的健康有序发展做出努力和贡献。

来源：新华网

日期：2021 年 11 月 16 日

4. 阿里云加码亚太布局 将新增韩国泰国数据中心

http://tech.cnr.cn/techyw/technews/20211116/t20211116_525662010.shtml

11 月 16 日，阿里云宣布进一步加码亚太布局：将在韩国及泰国新增两座云

数据中心，并于 2022 年内正式启用，为当地客户提供本地化的数字技术服务。

此前，阿里云已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日本、德国、迪拜、美国

等 25 个地域建立了数百座云数据中心，是亚洲规模最大的云计算平台。

目前，阿里云在韩国及泰国已经建立了本地化的团队。其中，在韩国，阿里

云为本土零售、金融、制造、物流、互联网等行业客户提供服务，并与 Megazone、

Lascom、Bankware Global 等本地伙伴达成合作；在泰国市场，阿里云已与诸多

本地企业与伙伴达成合作，包括泰国知名房产开发商 K.E. Group、食品包装零售

商 Brother&Brother 等等。

下一步，在新建本地数据中心的基础上，阿里云将继续推进与当地客户和伙

伴的合作，在韩国推出中小企业加速合作计划，在泰国推出百家合作伙伴联盟的

“百合计划”，旨在促进双方合作，支持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

来源：央广网

日期：2021 年 11 月 16 日

http://tech.cnr.cn/techyw/technews/20211116/t20211116_5256620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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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1（第七届）中国互联网法治大会线上召开

http://www.news.cn/info/20211118/3bd167aed07048acaca520add4648f94/c.ht

ml

11 月 18 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 2021（第七届）中国互联网法治大

会在线上召开。大会围绕“守正创新 依法强网”主题，展示互联网法治前沿技术，

总结互联网法治创新成果，共话互联网法治趋势热点，同绘互联网法治发展蓝图。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尚冰出席大会并致辞。

尚冰表示，为坚定不移全面推进互联网法治化进程，聚焦互联网发展中的新

问题、新挑战，探索深化依法治网新思路、新模式，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完善法治体系，坚“守”法律底线。要深入落实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强

化网络强国战略思维，开展法律理论研究，完善网络法律制度，要加快网络监管

立法工作，着力健全完善网络法治体系，积极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进程。

二是保障网民权益，维护公平“正”义。互联网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努力维护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要加强网络监督，重视网络舆情监测，

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互联网自由与秩序

平衡、安全与发展并进。

三是倡导多元共治，“创”建良好生态。要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和网络强

国重要思想，倡导建立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企业、网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协商

共治的互联网治理体系，构建依法治网、依法上网、依法办网的良好生态，促进

我国互联网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是科技赋能法治，创“新”监管模式。在建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

的时代潮流中, “互联网+政务管理”已成为监管创新的必然趋势。要充分利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大力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一站式多元纠纷和诉讼服务平台、移动微法院、区块链存证等新模式，培养和打

造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监管执法队伍。

来源：新华网

http://www.news.cn/info/20211118/3bd167aed07048acaca520add4648f94/c.html
http://www.news.cn/info/20211118/3bd167aed07048acaca520add4648f94/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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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 年 11 月 18 日

6. 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召开

http://news.jcrb.com/jsxw/2021/202111/t20211119_2338722.html

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 19 日上午在京开幕。大会主题为“汇聚向上向善力

量,携手建设网络文明”,由中央网信办、中央文明办、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互联网企业和网络社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

和网民代表参加大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大会的召开

表示诚挚的祝贺,向出席大会的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网络

强国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互联网内容建设,弘扬新风正气,深化网络

生态治理,网络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要坚持发展和治理相统一、网上和网下

相融合,广泛汇聚向上向善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担当责任,网络平台、社会组

织、广大网民等要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以时

代新风塑造和净化网络空间,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

来源：新华社

日期：2021 年 11 月 19 日

7. 中央网信办：严把娱乐明星网上信息内容导向 建立负面清单

http://tech.cnr.cn/techyw/technews/20211123/t20211123_525668588.shtml

http://news.jcrb.com/jsxw/2021/202111/t20211119_2338722.html
http://tech.cnr.cn/techyw/technews/20211123/t20211123_52566858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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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旨在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维护良好

网络舆论秩序，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

《通知》从内容导向、信息呈现、账号管理、舆情机制等 4 个方面提出 15

项具体工作措施；按照信息内容属性、影响作用等因素，将娱乐明星网上信息划

分为演艺作品、个人动态、商业活动、公告、公益、权威发布等 6 种类型；要求

加强对明星、经纪公司（工作室）、粉丝团（后援会）、娱乐类公众账号、MCN

机构等账号和主体的管理；要求严把娱乐明星网上信息内容导向，加强正面引导，

建立负面清单，禁止娱乐明星网上信息含有宣扬畸形审美、低俗绯闻炒作、恶意

刷量控评、虚假不实爆料、诱导非理性追星等内容，力求有效规范娱乐明星网上

信息。

来源：央广网

日期：2021 年 11 月 23 日

二、执法动态

1. 国家安全部公布三起危害重要数据安全案例

http://www.news.cn/info/20211101/b21cc3f1219f48f7bc9ecb70b6c91b84/c.html

31 日，在反间谍法颁布实施 7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公布三起

危害重要数据安全的案件，旨在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共同维

护国家安全。

案件一：某航空公司数据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网络攻击窃取案

2020 年 1 月，某航空公司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该公司信息系统出现异常，

怀疑遭到网络攻击。国家安全机关立即进行技术检查，确认相关信息系统遭到网

络武器攻击，多台重要服务器和网络设备被植入特种木马程序，部分乘客出行记

http://www.news.cn/info/20211101/b21cc3f1219f48f7bc9ecb70b6c91b84/c.html


9

录等数据被窃取。经深入调查，确认相关攻击活动是由某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精心

谋划、秘密实施。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协助有关航空公司全面清除被植入的特种木

马程序，调整技术安全防范策略、强化防范措施，制止了危害的进一步扩大。

案件二：某境外咨询调查公司秘密搜集窃取航运数据案

2021 年 5 月，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境外咨询调查公司通过网络、电

话等方式，频繁联系我大型航运企业、代理服务公司的管理人员，指使其广泛搜

集提供我航运基础数据、特定船只载物信息等。办案人员进一步调查掌握，相关

境外咨询调查公司与所在国家间谍情报机关关系密切，承接了大量情报搜集和分

析业务，通过我境内人员所获的航运数据，都提供给该国间谍情报机关。为防范

相关危害持续发生，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对有关境内人员进行警示教育，并责令所

在公司加强内部人员管理和数据安全保护措施。同时，依法对该境外咨询调查公

司有关活动进行了查处。

案件三：李某等人私自架设气象观测设备，采集并向境外传送敏感气象数据

案

2021 年 3 月，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国家某重要军事基地周边建有一可

疑气象观测设备，具备采集精确位置信息和多类型气象数据的功能，所采集数据

直接传送至境外。国家安全机关调查掌握，有关气象观测设备由李某网上购买并

私自架设，类似设备已向全国多地售出 100 余套，部分被架设在我重要区域周边，

有关设备所采集数据被传送到境外某气象观测组织的网站。该境外气象观测组织

实际上由某国政府部门以科研之名发起成立，而该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搜集

分析全球气象数据信息，为其军方提供服务。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开

展执法，责令有关人员立即拆除设备，消除了风险隐患。

来源：新华网

日期：2021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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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名青年组团为境外赌博集团洗钱 仅一个月涉案数额超千万

http://gx.cnr.cn/cnrgx/yaowen/20211105/t20211105_525652373.shtml

为坚决铲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土壤、斩断犯罪链条，11 月以来，南宁警方

组织开展“绿城反诈·断卡 3 号”专项行动。截至 11 月 5 日 13 时，行动共抓获电信

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嫌疑人 164 人，捣毁犯罪窝点 7 处，查缴涉案电脑 61 台、GOIP

设备 5 套，手机 128 部、银行卡 69 张、摄像头 4 个、设备移动电源 2 套、车载

天线 40 余根等一批涉案物品。

11 月 4 日，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分局刑侦三大队接到一条重要情报：辖区星

湖路一居民小区内隐藏着一地下洗钱团伙。经侦查确定目标后，青秀公安分局组

织民警于当天 16 时对该小区目标出租房实施收网，将洗钱团伙 5 名成员全部抓

获，并缴获电脑、手机、银行卡等作案工具和现金 4 万多元。根据警方的初步调

查和统计，该团伙仅仅 1 个月的时间，就为境外赌博集团洗钱超千万元。目前，

5 名犯罪嫌疑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被依法刑事拘留。

南宁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甘斌表示，为进一步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打击力度，坚决打赢“绿城反诈·断卡 3 号”专项行动攻坚战，南宁警方将对南

宁市的涉诈“两卡”线索开展集中抓捕；集中铲除涉诈 GOIP 设备、洗钱跑分、前

端引流等窝点；对藏匿在我市的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逃人员进行集中抓捕；开

展清查整治，在开办“两卡”的金融、通讯行业网点等进行警示宣教

来源：央广网

日期：2021 年 11 月 5 日

http://gx.cnr.cn/cnrgx/yaowen/20211105/t20211105_5256523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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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昆仑 2021”专项行动侦破利用互联网侵权假冒犯罪案件 1600余起

http://www.news.cn/info/20211111/db3623572e964e30814d32faf94d4d46/c.ht

ml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深入推进“昆仑 2021”专项行动，持续保持对利用

互联网侵权假冒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截至目前，共侦破相关案件 1600 余起，

抓获一批犯罪嫌疑人，斩断一批涉网制假售假犯罪链条，切实保障了广大消费者

和企业合法权益，有力维护了良好市场秩序。在“双 11”来临之际，公安部公布依

法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侵权假冒犯罪 10 起典型案例。

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继续深入推进“昆仑

2021”专项行动，不断推动打击侵权假冒犯罪工作向纵深发展，切实保障广大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同时，公安机关提示广大消费者，在“双 11”网上购物高峰期，要增强法治

意识和防范意识，通过正规平台网店购物，切勿轻信不具备相关资质的平台和个

人，避免落入“假冒伪劣”的网购陷阱。

来源：新华网

日期：11 月 11 日

4. 工信部下架 540款 APP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1118/c1004-32285217.html

工业和信息化部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APP 违规处理用户个人信息、设

置障碍、骚扰用户、欺骗误导用户等问题，纵深推进 APP 侵害用户权益整治行

动，取得显著成效。据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日前透露：“截至目前，

http://www.news.cn/info/20211111/db3623572e964e30814d32faf94d4d46/c.html
http://www.news.cn/info/20211111/db3623572e964e30814d32faf94d4d46/c.html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1118/c1004-322852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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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组织检测 21 批次共 244 万款 APP，累计通报 2049 款违规 APP，下架 540 款

拒不整改的 APP，对违规行为持续保持高压震慑。”

根据工作部署，工信部将进一步强化综合治理，努力为用户营造更健康、更

干净、更安全的信息通信消费环境。一是完善监管政策和标准。二是建立全链条

监管体系。三是进一步拓展监管手段。四是加强多主体协同共治。

来源：人民日报

日期：2021 年 11 月 18 日

5. 最高法：“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首次排进刑事案件数前十

http://tech.cnr.cn/techyw/technews/20211123/t20211123_525669048.shtml

最高人民法院 23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法院整治年底不立案相关工

作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审管办副主任刘树德介绍，就全国法院整体情况来看，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15 日，全国法院共受理案件 3051.7 万件，同比 2020 年同

期，新收案件数量增长 10.8%；与 2019 年同期相比，新收案件增长 3.8%，两年

平均增长 1.9%。结案 2391.9 万件，结案数增长 6.9%，未结案件 659.8 万件。全

国共计约 12.7 万名员额法官，人均受理案件 240 件，人均结案 188 件。

刑事案件中，排名靠前的罪名主要是：危险驾驶罪 28.5 万件，盗窃罪 16.8

万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9.6 万件，故意伤害罪 9.5 万件，诈骗罪

9.1 万件，交通肇事罪 6.2 万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4.7 万件，强奸罪 4.2

万件，寻衅滋事罪 3.7 万件，抢劫罪 3.5 万件。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首次进入前十，排名第七。刘树德介绍，下一

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密切关注此种态势，进行有针对性地对下指导。

http://tech.cnr.cn/techyw/technews/20211123/t20211123_5256690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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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新社

日期：2021 年 11 月 23 日

三、立法动态

1. 《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个人信息保护法》（见附件 1）正式实施。法律明确

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对人脸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作出规

制，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工作机制等，充分回应了社会关切，为破解个

人信息保护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个人信息保护法》共 8 章 74 条，在有关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

善个人信息保护应遵循的原则和个人信息处理规则。针对 App 过度收集个人信

息、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和人脸识别设备等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个

人信息保护法》给出回应。针对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大数据分析、评估消费者个

人特征用于商业营销的“大数据杀熟”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给予明确禁止。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个人信息的权属权益，未来互联网平台利用个人信息

需要从用户获取授权，也将在使用、存储过程中承担更多信息保护的责任。

2.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

2021 年 11 月 14 日，国家网信办公布《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

稿）》（见附件 2），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建立数据分

类分级保护制度。按照数据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影

响和重要程度，将数据分为一般数据、重要数据、核心数据，不同级别的数据采

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国家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进行重点保护，对核心数据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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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护。

此外，征求意见稿也提到，数据处理者利用生物特征进行个人身份认证的，

应当对必要性、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不得将人脸、步态、指纹、虹膜、声纹等

生物特征作为唯一的个人身份认证方式，以强制个人同意收集其个人生物特征信

息。平台不得利用收集掌握的用户数据，无正当理由对交易条件相同的用户实施

产品和服务差异化定价等损害用户合法利益的行为，不得利用平台收集掌握的经

营者数据，在产品推广中实行最低价销售等损害公平竞争的行为等内容。日活用

户超过 1 亿的大型互联网平台运营者平台规则、隐私政策制定或者对用户权益有

重大影响的修订的，应当经国家网信部门认定的第三方机构评估，并报省级及以

上网信部门和电信主管部门同意。

3. 《“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描绘未来 5 年信息通信业发展趋势

2021 年 11 月 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指出，“十四五”期间信息通信行业的总体目

标是：到 2025 年，基本建成高速泛在、集成互联、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

数字基础设施体系，为支撑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夯实发展基础。

《规划》全面部署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包括 5G、千兆光纤网络、IPv6、

移动物联网、卫星通信网络等新一代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基

础设施、区块链基础设施等数据和算力设施，以及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融合基

础设施。此外，《规划》还提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新

问题，并且提出了解决思路。

4. 工信部《关于开展信息通信服务感知提升行动的通知》

2021年 11 月 1 日，工信部印发了《关于开展信息通信服务感知提升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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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3 月，开展信息通信

服务感知提升行动（简称“524 行动”）。

《通知》解读内容显示，主要互联网企业（TOP100）开屏信息“关不掉”问

题基本解决，“乱跳转”误导用户问题发现率大幅下降至 1%。《通知》同时提出了

推动实现服务举措“五优化”：一是优化资费套餐设置展示方式。要求相关基础

电信企业进一步全面梳理在售套餐名称，及时提醒用户流量使用情况，合理设置

套餐外流量单价。二是优化双千兆服务宣传方式。要求相关基础电信企业要严格

履行服务承诺，有序推进 5G 业务发展，并指导用户充分了解影响固定宽带速度

的各个因素，更好地使用固定宽带服务。三是优化隐私政策和权限调用展示方式。

要求涉及调用用户终端中相册、通讯录、位置等敏感权限的，应当以适当方式，

在服务场景实际发生时同步向用户告知调用权限的目的，让用户更清晰地了解权

限用途，充分保障用户知情权，从而便于用户更明确地作出主动性选择。四是优

化 APP 开屏弹窗信息展示方式。要求所有互联网企业应在其 APP 开屏信息和弹

窗信息窗口设置明显、有效的关闭按钮，且不得使用整屏图片、视频等作为跳转

链接，误导用户点击。五是优化网盘类服务提供方式。从宣传和满足用户基本需

求两个方面，对相关企业提出了优化产品服务资费介绍，提供合理的上传和下载

速率，满足免费用户的基本使用需求等要求。

四、典型案例

称浏览器插件劫持流量 百度公司起诉运营者一审获赔

http://bjhdf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1/11/id/6370138.shtml

因认为上海政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凯公司）运营的“新媒体管

家「Plus」”浏览器插件在百度网页面中插入链接，强制跳转至其运营的新媒体

管家网相关页面，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公司）将政凯公司

http://bjhdf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1/11/id/63701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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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至法院，要求政凯公司赔偿百度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并消除影响。海淀

法院经审理，一审判决政凯公司赔偿百度公司经济损失 80 万元及合理开支 3

万元。

百度公司诉称，其发现用户在电脑浏览器中安装政凯公司开发运营的“新媒

体管家「Plus」”浏览器插件后，进入百度网的搜索框进行关键词搜索时，搜索

结果页面中的专题搜索栏中出现“微信”专题及“实时热点”版块链接（以下简

称涉案链接）。用户在点击涉案连接后，将直接跳转至政凯公司运营的新媒体管

家网的相关页面。百度公司认为，政凯公司的前述行为属于强制插入链接并跳转

的行为，干扰和破坏了百度公司产品的正常运行，构成不正当竞争。

政凯公司辩称：百度公司的证据不能证明被诉插件影响了百度网服务的正常

运行，百度网的功能可以正常使用。政凯公司的行为亦未劫持百度公司的流量，

用户均是先下载涉案插件，才能再使用该插件的聚合检索功能，政凯公司的用户

并非来自于百度公司。点击涉案链接跳转进入的页面仅容纳不同的搜索引擎，并

无政凯公司的内容。故不同意百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百度网是百度公司合法运营的搜索引擎产品，百度公司

在运营过程中所收获的经营收益及竞争优势属于合法权益，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保护。关于政凯公司的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认为：

首先，政凯公司在百度网插入的涉案链接，足以使用户误认为相关内容是由

百度公司所提供，并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吸引至政凯公司经营的网站，干扰

了用户对百度网搜索结果的正常使用，亦影响了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其次，政凯公司在百度公司所控制的产品经营范围内，未经其同意，通过插

入链接的方式强行加入了政凯公司的服务内容，干扰了百度网的正常搜索服务。

第三，政凯公司插入涉案链接并无合理理由，且使用“微信”和“实时热点”

字样吸引用户点击，同时被插入内容的展示方式和位置与百度网中的原有页面设

置高度融合，均体现主观恶意明显。

第四，涉案链接将用户引出百度网，大大降低了用户使用百度网进行搜索的

交易机会以及再次回到百度网中浏览相关信息的可能，而政凯公司却据此获取了

本不属于其自身的用户流量，从而获取不正当利益。综上，政凯公司在无合理理

由的情况下，利用涉案插件在百度网中插入“微信”专题和“实时热点”版块链



17

接，使用户在点击上述链接后进入政凯公司运营的相关页面，上述行为影响了用

户的选择，干扰了百度网搜索服务的正常运行，损害了百度公司的合法权益，属

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在诉讼

过程中，法院还曾就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作出行为保全裁定，政凯公司及时履行

了该裁定。

最终，法院作出上述判决。IT 之家了解到，宣判后，被告政凯公司提起上诉。

法官说法：

流量是互联网环境下市场主体的重要经营资源和核心竞争优势，市场主体可

以在流量基础上通过各种流量变现方式获取经济收益。互联网行业内的市场主体

应投入经营成本通过提升自身产品服务质量、扩大经营宣传规模等正当经营方式

获取流量，而非劫持、抢占其他经营者创造的已有流量，否则可能落入《反不正

当竞争法》的规制范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即对插入链

接、强制进行目标跳转这一类流量劫持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制。实践中，该类行为

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未经其他经营者和用户同意而直接发生的目标跳转；

二是仅插入链接，目标跳转由用户主动触发。针对第一种情形，根据上述法律规

定当然属于强制进行目标跳转的行为。针对第二种情形，正如本案涉案行为，则

需考量插入链接的具体方式、插入链接是否具有合理理由以及对消费者利益、其

他经营者利益造成的损害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来源：海淀法院网

日期：2021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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