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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内热点资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释义与适用》出版 

https://www.miit.gov.cn/xwdt/gxdt/art/2022/art_97b1f176cf13451cbefc6e

80120dac09.html 

12 月 1 日，工信部网站消息明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

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

络诈骗法〉释义与适用》一书近期出版发行，相关同志分别撰写了署名导读文章。 

其中，工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云明发表的署名导读文章指出，要严格电

话、物联网卡等用户实名制管理，对用于诈骗的国际电话和短信、短信端口、语

音专线、互联网专线、云服务等重点业务加强治理，深化涉诈设备、软件清理，

完善“一证通查”服务，规范互联网领域服务，强化网络实名管理，开展 App 全

流程监管等。 

来源：工信部 

时间：2022 年 12 月 02 日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 34 批指导性案例 涉及网络直播与劳动人事领域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82511.html 

12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 34 批指导性案例，涵盖民事、行政诉讼领

域。 

本批公布的指导性案例共三件，主要涉及网络直播主播行业违约金调整规则、

竞业限制审查内容、建筑企业工伤保险覆盖范围等问题。在指导案例 189 号中，

熊猫直播平台方欠付主播李某及其经纪公司合作费用二十余万元，李某与经纪公

司遂违反与熊猫直播平台签订的《独家合作协议》，跳槽至斗鱼平台进行直播。

对于本案中网络直播行业的排他性合作条款的违约金，法院认为，可以结合主播

收益情况、合同剩余履行期间、双方违约及各自过错大小、平台能够量化的损失、

平台已对约定违约金作出的减让、平台的现状等情形酌定，明确了主播行业违约

金调整的具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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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时间：2022 年 12 月 09 日 

3. 工信部组织开展工业互联网安全深度行活动典型案例遴选工作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2/art_a90445138eca44

6582c300c791b70ae9.html

12 月 8 日，工信部网站公布《关于组织开展工业互联网安全深度行活动典

型案例和成效突出地区遴选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将组织开展 2022 年工业互联网安全深度行活动典型案例和成

效突出地区遴选工作，在深度行活动工作基础上，面向实施工业互联网企业网络

安全分类分级管理的联网工业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企业，聚焦分类分级管理对企业网络安全能力的提升作用，征集遴选一批安全防

护举措有效、安全能力提升显著、具备可复制可推广价值的分类分级管理典型案

例。 

来源：工信部 

时间：2022 年 12 月 09 日 

4. 上海将制定多项智能网联汽车及数据交易领域地方标准 

https://scjgj.sh.gov.cn/912/20221219/2c984ad68527d8bd0185291750230f9c

.html 

12 月 19 日，上海市监局网站公布《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2 年

度第四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通知》下达 2022 年度第四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计划共计

84 项，其中，66 项为制定项目，18 项为修订项目，完成期限为两年。计划中包

括《智能网联汽车无驾驶（安全）员测试技术规范》《智能网联汽车高快速路测

试技术规范》《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共享系统指南》《车联网数据分类分级指南》

等多项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标准。 

来源：上海市监局 

时间：2022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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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管理部：电商平台不得提供危险化学品销售信息发布服务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212/t20221221_437439.s

html 

12 月 21 日，应急管理部网站公布《关于加强互联网销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的通知》。 

《通知》共六项，明确电商平台不得为平台内经营者提供危险化学品销售信

息发布服务；禁止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危险化学品销售信息；明确网络服务提供

者不得为个人、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的单位提供危险化学品信息发布的网络接入服务，并应加强对其接入网站及用户

发布信息的管理，定期对发布信息进行巡查。 

来源：应急管理部 

时间：2022 年 12 月 22 日 

6. 国内首家由央企设立的数据产业集团——中国电子数据产业集团成立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2/12-25/9921247.shtml

12 月 25 日，中国新闻网消息显示，国内首家由中央企业设立的数据产业集

团——中国电子数据产业集团在广东深圳正式揭牌成立。 

为中国电子主业版块之一，数据产业集团将聚焦探索自主计算、数据安全、

数据要素化等领域，以赋能数字政府和行业数字化转型为主战场，打造国家网信

事业核心战略科技力量。 

来源：中国新闻网 

时间：2022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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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外热点资讯 

1. 美国加州财政部遭 LockBit 勒索软件入侵，75.3 GB 机密数据失窃 

https://mp.weixin.qq.com/s/ZCX-KheNp0q4LmcdNf-

dtA?scene=25#wechat_redirect 

12 月 12 日，LockBit 勒索软件团伙（被美国司法部描述为“世界上最活跃

及最具破坏性的勒索软件变种”的组织）在其 Tor 泄密网站上发布消息称，他们

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财政部实施了入侵并成功窃取了数据库、机密资料、财务文

件和 IT 文件。随后不久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证实，财政部确实受到了网络

事件的影响。 

为证明其窃取数据的真实性，LockBit 黑客还发布了一些据称是从加利福尼

亚州财政部系统中泄露的文件截图（如财务数据、合同、2022 年预算详细信息等

的电子表格）。属性对话框上显示，本次泄露的数据总量是 114000 多个文件夹

中的 246000 多份文件，总计 75.3 GB。 

LockBit 勒索软件团伙目前正在其数据泄漏网站上进行倒计时，威胁受害者

必须在 12 月 24 日之前支付赎金，否则就将公布所有文件。 

对此，加州网络安全一体化中心（Cal-CSIC）表示正在积极应对涉及加州财

政部的网络安全事件：“通过与州和联邦安全合作伙伴的协调，主动识别了入侵

行为。在发现这一威胁后，迅速部署了数字安全和在线威胁搜寻专家，以评估入

侵的程度，并评估、遏制及缓解未来的漏洞。应对工作包括多个公共和私人机构

（包括 Cal-CSIC 的各组成部分：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技术部、加州军事部和

加州公路巡警局）。” 

但是，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尚未向公众交代事件相关的任何细节，如事件起始

时间、事件缘由、黑客所称窃取的数据是否属实等。 

美国司法部指出，自 LockBit 组织于 2019 年底首次出现以来，LockBit 勒

索软件变种已针对美国及世界各地的至少 1000 名受害者部署，其运营商及其附

属公司收获了超过 1亿美元的勒索赎金。 

来源：安全内参 

时间：2022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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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的充分性决定草案发布 

https://mp.weixin.qq.com/s/DOYIgFZvkR5CDQIa5TnVeA?scene=25#wechat_red

irect 

12 月 13 日，欧盟委员会启动了“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充分性决定”

（Adequacy decision for the EU-US Data Privacy Framework）的进程，并发

布充分性决定草案。该框架将促进跨大西洋数据的安全流动，并试图解决欧盟法

院在 2020 年 7 月 Schrems II 裁决中提出的担忧。 

该决定草案反映了欧盟委员会对美国法律框架的评估，其结论认为，美国采

取了与欧盟类似的保障措施，为欧盟公民提供了与欧盟法律规定相当的保护水平，

确保了对从欧盟转移到美国公司的个人数据的充分保护。 

来源：数据合规公社 

时间：2022 年 12 月 13 日 

3. Epic 因违反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支付 2.75 亿美元罚款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ODY0MDk0OQ==&mid=2247510122&idx=

2&sn=e0e480a1f1501dc5aec10d35e2f56b4e&chksm=fd70a530ca072c26ed3d0d905

8ef80452acee51767cfd4d28980ec9ee5869d6b4d8c71509564&mpshare=1&scene=1

&srcid=0103B7q1iaCpmYx9yogNKRMF&sharer_sharetime= 

当地时间 12 月 19 日，据 Bleeping Computer 报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表示，《堡垒之夜》等爆款游戏的制造商 Epic Games 将支付 5.2 亿美

元，用以和解面临的两项指控。 

FTC 表示，Epic Games 将因为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COPPA）而支

付 2.75 亿美元的罚款，并支付 2.45 亿美元，以退还给因被欺骗诱导而进行不必

要消费的用户。这是 FTC 有史以来最大的行政命令和历史上最大的游戏案件退款

金额。 

来源：FreeBuf 

时间：2022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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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2 月 27 日起，“旧版”欧盟数据跨境标准合同失效 

https://mp.weixin.qq.com/s/6Xu40Qi_OyywJ6jIKkmNsw?scene=25#wechat_red

irect 

2022 年 12 月 27 日起，数据传输方和接收方将无法再依赖欧盟委员会以前

的标准合同条款，而是必须使用 2021 年更新的条款或使用其他传输工具。 

标准合同条款（SCC）是欧盟委员会采用的个人数据传输合同范本。2021 年

6 月 4 日，欧盟委员会更新了合同条款，旨在取代 2001 年和 2004 年通过的旧条

款。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执行决定，原跨境传输 SCCs 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失效，

涉及个人数据跨境传输的企业或组织可在原跨境传输 SCCs 失效后的 15 个月的

过渡期间将新版跨境 SCCs 补充于原跨境传输协议中或依赖其他传输方式。 

因此，截至 2022 年 12 月 27 日，旧的标准合同条款，包括 2021 年 6 月之前

签署的条款，不再用于向第三国合法传输数据。 

来源：数据合规公社 

时间：2022 年 12 月 22 日 

5. 罚款 7.25 亿美元，Facebook 因数据泄露再被罚 

https://mp.weixin.qq.com/s/lbZDU5kUWYa70xM0OOMkrw 

近日，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母公司 Meta Platform 已同

意支付 7.25 亿美元来解决 2018 年提起的长期集体诉讼。这场法律纠纷是因

为这家社交媒体巨头允许第三方应用程序（例如 Cambridge Analytica 使用的应

用程序）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访问用户的个人信息以进行政治广告。 

路透社上周首次报道的拟议和解协议是该公司多年来在一系列隐私事故之

后支付的最新罚款。当然，目前仍然需要美国地方法院旧金山分院的联邦法官的

批准。 

值得一提的是，Facebook 此前曾于 2019 年 9 月试图驳回该诉讼，声称用户

在社交媒体上提供给朋友的任何信息都没有合法的隐私利益。 

来源：安全客 

时间：2022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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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互联网执法动态 

1. 认定知网构成垄断 市监总局对知网作出 8760 万元罚款 

https://mp.weixin.qq.com/s/gDUPd5H60OEF3vTp0dd8pw 

12 月 26 日，市监总局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消息，市监总局认定知网在中

国境内中文学术文献网络数据库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并滥用该支配地位实施

垄断行为，对知网处以其 2021 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17.52 亿元 5%的罚款，计 8760

万元。 

市监总局认定，2014 年以来，知网主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的垄断行为

包括：一是通过连续大幅提高服务价格、拆分数据库变相涨价等方式，以不公平

的高价销售其数据库服务；二是通过签订独家合作协议等方式，限定学术期刊出

版单位、高校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授权使用学术期刊、博硕士学位论文等学术文献

数据，构成《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禁止的“以

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和“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

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来源：市监总局 

时间：2022 年 12 月 26 日 

2. 浙江省网信办依法集中查处一批侵犯个人信息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 App 

https://mp.weixin.qq.com/s/OJPcM5zGCilMqsy9KqO9eQ?scene=25#wechat_red

irect 

近期，浙江省网信办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

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查处“诺言”等 173 款违法违规 App。

经查，“诺言”等 173 款 App 存在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未告知相关个人信息处

理规则、违反必要原则收集、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依法责令

限期 50 日完成整改，逾期未完成整改的，依法予以下架处置。 

本次责令限期整改的 APP 涉及有赞精选、网易邮箱、顺风车、光遇等，所涉

问题主要包括“未明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与其

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未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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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等。 

来源：网信浙江 

时间：2022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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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互联网立法动态 

1. 工信部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 

12 月 13 日，工信部网站公布《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

行）》。 

《办法》共八章四十二条，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的分类分级管理、全生

命周期安全管理、安全监测预警与应急管理、安全检测认证评估管理等方面作出

规定。《办法》将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分为一般数据、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三

级，明确了数据类型的区分标准。《办法》特别明确，不同级别数据同时被处理

且难以分别采取保护措施的，应当按照其中级别最高的要求实施保护；数据处理

者销毁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后，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对销毁数据进行恢复。 

2. 信安标委发布《个人信息跨境处理活动安全认证规范 V2.0》 

12 月 16 日，信安标委网站公布《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个人信息跨境处

理活动安全认证规范 V2.0》。 

《规范》包括基本原则、个人信息处理者和境外接收方在个人信息跨境处理

活动的个人信息保护、个人信息主体权益保障等方面内容，为认证机构对个人信

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跨境处理活动开展认证提供依据，也为个人信息处理者规范

个人信息跨境处理活动提供参考。《规范》要求，开展个人信息跨境处理活动的

个人信息处理者和境外接收方均应指定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设立个人信息保护

机构，约定并共同遵守同一个人信息跨境处理规则等。 

3. 北京广播电视局发布《北京新视听指引 2022》 

12 月 13 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网站公布《北京新视听指引 2022》。 

《指引》为有意进入或者已经进入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市场主体呈现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的多种业务类型，提供涵盖行业准入条件、许可备案办理、

经营管理规范、违规风险提示和奖励扶持政策等多方面的基本业务指南，是首都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一业一册”的试行本、市场主体的“口袋书”和法治

广电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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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部门联合印发《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12 月 11 日，中国网信网公布由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的《互

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规定》共五章二十五条，明确了深度合成数据和技术管理规范，要求深度

合成服务提供者和技术支持者保障训练数据安全、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对生产或

编辑生物识别信息及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形象、国家利益等信息的工具开展

安全评估，并要求对提供智能对话、合成人声、人脸生成等服务进行显著标识，

避免混淆或误认。《规定》还强调，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深度合成

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相关备案手续，上线相关新产品应开展安全评估。 

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 

12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

能司法应用的意见》全文（中英文版）。 

《意见》明确，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水平，人工智能都不得代替法官裁判，

人工智能辅助结果仅可作为审判工作或审判监督管理的参考。《意见》提出，人

工智能的司法应用范围主要包括全流程辅助办案、辅助事务性工作、辅助司法管

理、服务多元解纷和社会治理，并要求加强人工智能应用顶层设计、司法数据中

台和智慧法院大脑建设、司法人工智能应用系统建设、司法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运维保障。 

6. 财政部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12 月 9 日，财政部就《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意见反馈至 2023 年 1 月 6 日。 

《暂行规定》适用于符合准则规定、可确认为相关资产的数据资源，以及不

满足资产确认条件而未予确认的数据资源的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明确现

阶段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执行，并进一步细分为“企业内部

使用的数据资源”和“企业对外交易的数据资源”两类，明确两类数据资源在确

认、初始计量、后续计量、收入确认等环节应当遵循的具体准则。《暂行规定》

还对披露要求、附则等内容作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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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河南人大常委会通过《河南省网络安全条例》 

12 月 4 日，河南省政府网站公布《河南省网络安全条例》。 

《条例》共六章五十三条，适用于河南省内网络安全的建设、保障、监管，

以及网络使用、网络数据处理等活动。《条例》特别强调重要信息系统运营者的

五项安全保护义务，要求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时，应当按照规定与提供者

签订协议，明确提供者的技术支持、网络安全运行维护和安全保密责任，并对其

履行监督责任。 

8. 四川人大常委会公布《四川省数据条例》 

12 月 6 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网站公布《四川省数据条例》，条例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共八章七十条，对数据资源、数据流通、数据应用、数据安全、区

域合作、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条例》明确，政务部门和公共服务组织收

集数据时，已经通过有效身份证件验明身份的，不得强制通过收集指纹、虹膜、

人脸等生物识别信息重复验证；公共场所不得以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技术作

为出入该场所或者区域的唯一验证方式。《条例》还明确了公共数据公开、数据

交易等方面的规则及程序，并明确了数据处理者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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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典型案例 

1. “迷你世界”与“我的世界”纠纷案二审宣判  

http://www.chinanews.com.cn/cj/2022/12-01/9906186.shtml 

11 月 30 日，广东高院对《我的世界》与《迷你世界》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

认定运营《迷你世界》的深圳迷你玩公司不构成著作权侵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判令迷你玩公司删除游戏中 230 个侵权元素，并赔偿网易公司 5000 万元。该判

决创造了国内游戏侵权纠纷案件最高判赔数额。 

瑞典 Mojang 公司开发的沙盒类游戏《Minecraft》一经推出即以其独特的美

术风格、游戏设计与高自由度等要素风靡全球。2016 年 5 月，网易公司宣布获

得该游戏在中国区域的独家运营权，并有权针对任何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不正当

竞争行为进行维权；同月，深圳迷你玩公司在手机安卓端上线《迷你世界》，其

后又陆续上线手机 ios 版及电脑版。一些游戏行业人士与玩家表示，上线之初，

《迷你世界》与《我的世界》的玩法、画面、角色等雷同程度很高。《迷你世界》

主要通过用户充值获利，各渠道下载数量累计超过 33.6 亿次，上线运营至今获

得超过 4亿注册用户，在国内沙盒游戏领域名列前茅。 

2019 年，网易方向深圳中院提起诉讼，指控《迷你世界》多个游戏核心基本

元素抄袭《我的世界》，两者游戏整体画面高度相似，构成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

竞争，诉请法院判令迷你玩公司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 5000 万元等。深圳

中院一审认定《迷你世界》构成著作权侵权，判令迷你玩公司删除侵权游戏元素

及赔偿网易公司 2113 万余元。双方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广东高院认为，涉案两款游戏属于沙盒类游戏。两款游戏整体画面构成类电

作品，即新著作权法的“视听作品”，但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游戏元素设计而非

游戏画面，因此驳回网易公司关于著作权侵权的诉请。同时法院认为，《迷你世

界》与《我的世界》在玩法规则上高度相似，在游戏元素细节上诸多重合，已经

超出合理借鉴的界限。迷你玩公司通过抄袭游戏元素设计的方式，直接攫取了他

人智力成果中关键、核心的个性化商业价值，以不当获取他人经营利益为手段来

抢夺商业机会，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于赔偿数额，法院认为，迷你玩公司作为侵权方，理应掌握经营所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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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却无正当理由拒绝向法院提供，应当承担不利推定的法律后果，根据第三

方平台显示《迷你世界》下载量、收入数据等优势证据，综合多种方法计算均显

示迷你玩公司侵权获利远超网易公司诉请赔偿数额，遂全额支持其赔偿诉请。 

2. 杭州互联网法院：NFT 数字藏品属于网络虚拟财产 

https://mp.weixin.qq.com/s/WWnZAxqiIVJ-dHO90eoBVw 

11 月 29 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官方微信平台公布了一起因 NFT 数字藏品交易

引发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审理情况。 

2022 年 2 月，被告杭州某数字技术公司通过其运营的专门从事数字艺术品

销售的电商平台发布抢购公告，称一款“NFT 数字藏品盲盒”将限量发售。公告

内记载了价格、抢购时间、限购数量等发售详情，并附有购买通道二维码。公告

底部提示，抢购时需填写与实名认证一致的手机号，且一个手机号只能抢购一份。

平台将剔除未实名认证、个人信息填错等无效订单，对无效订单进行强制退款。

原告王某称，其通过该公告公示的购买渠道，抢购了一份被告发售的“NFT 数字

藏品盲盒”，在填写手机号及个人信息后付款 999 元，但被告一直未予发货，并

在 10 天后强制退款给王某。王某认为被告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要

求被告履行合同。 

审理过程中，被告辩称，王某在下单时填写的手机号及身份证号的部分数字

与实际信息不符，因此平台作退款处理；被告认为，该合同并未订立，即便合同

成立亦已根据约定进行了解除，原告接受了退款，无实际损失，且该数字盲盒已

发售完毕，无法继续履行合同。 

杭州互联网法院认为，案涉交易对象为 NFT 数字藏品，而非 NFT 权益凭证。

而本案特殊之处即在于双方当事人交易的标的物系 NFT 数字藏品，故需要先确认

NFT 数字藏品的法律属性。NFT 数字藏品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可交

易性等财产权客体特征，同时还具有网络虚拟性、技术性等网络虚拟财产特有属

性，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虽然被告发布的公告形式上属于要约邀请，但公告中的

发售详情、购买通道及注意事项等内容符合要约的构成要件；当王某以成功提交

订单的方式“承诺”时，上述内容即构成双方合同约定的一部分，且并不存在无

效情形，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由于抢购公告明确约定被告针对未实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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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或个人信息填错等情况享有合同解除权，且王某确属个人信息填错的情形，因

此被告退还款项的行为属于行使合同约定解除权的表现。综上，法院驳回了王某

的诉讼请求。 

3. 网络主播与平台签订的独家合作协议是否属于劳动合同 

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82481.html 

12 月 9 日，最高法网站公布指导案例 189 号：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

诉李岑、昆山播爱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对网络主播与平台公司签订

的《独家合作协议》性质及违约金酌定要素作出明确。 

本案中，被告李某原为原告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创办的熊猫直播平台

游戏主播，2018 年 2 月 28 日，熊猫公司与李某及其经纪公司签订《主播独家合

作协议》，约定李某在熊猫直播平台独家直播“绝地求生游戏”。截至 2018 年

6 月 4 日，熊猫直播平台方欠付主播李某及其经纪公司合作费用二十余万元，李

某与经纪公司遂违反与熊猫直播平台签订的《独家合作协议》，跳槽至斗鱼平台

进行直播。2018 年 8 月 24 日，熊猫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

继续履行独家合作协议、立即停止在其他平台的直播活动并支付相应违约金。 

法院认为，本案中主播李某及经纪公司与熊猫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并非

劳动合同，而是自愿订立的合同法律关系。主播未经熊猫公司同意在竞争平台直

播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本案中网络直播行业的排他性合作条款的

违约金，法院认为，可以结合主播收益情况、合同剩余履行期间、双方违约及各

自过错大小、平台能够量化的损失、平台已对约定违约金作出的减让、平台的现

状等情形酌定，明确了主播行业违约金调整的具体规则。 

4. 解某某、辛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212/t20221207_594915.shtml#

2 

【关键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征信信息  信息数量  违法所得数额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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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解某某，北京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辛某某，北京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股东。 

被告人吴某某、郝某、李某某等基本情况略。 

该公司 2015 年 7 月成立后，最初主要是网络商业推广，后公司出现亏损。

解某某、辛某某便决定出售公民信息牟利。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解某某、

辛某某雇佣吴某某、郝某、李某某等 50 余人通过在网上刊登贷款广告、在公司

的“点有钱”微信公众号设置贷款广告链接，吸引有贷款需求的人填写“姓名、

手机号、有无本地社保和公积金、有无负债、房产和车辆持有状况、工资收入、

有无保险、征信情况、借款需求、还款周期”等信息。获取上述信息后，解某某、

辛某某指使员工将上述信息上传到公司开发的“点有钱”APP，再通过在微信群

搜集、在“点有钱”微信公众号发放广告，获取银行、金融公司信贷员的姓名和

手机号。通过与信贷员联系，吸引他们在 APP 注册充值。信贷员充值后，解某某、

辛某某等人在未经信息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将信息以每条 30 元至 150 元的价

格出售给信贷员。通过出售上述信息，解某某、辛某某等人违法所得共计 450 余

万元。 

2019 年 6 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将解某某、辛某某等人抓获，从网站后台

提取到公民个人信息共计 31 万余条。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审查逮捕 

2019 年 8 月 5 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

解某某等人批准逮捕。批捕后，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围绕涉案公民个人信息的

内容、数量、是否属于单位犯罪等问题进一步侦查。 

（二）审查起诉 

2019 年 12 月 30 日，公安机关将解某某等人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

认为，2017 年底，解某某、辛某某决定实施犯罪，招募员工，收集、出售公民信

息，除此之外公司并无其他合法经营活动，依法应以自然人犯罪论处。由于存放

数据的服务器域名过期未续费导致原始信息被删除，通过后台提取的信息包含

“*”，客观上无法对具体信息条数排重计算。于是，检察机关通过审查银行流

水、业绩单等电子证据等认定每名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均超过 5万元，属于“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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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严重”。在共同犯罪中，解某某、辛某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其余被告人

系被雇佣，在犯罪中分工合作，实施信息上传、筛选、销售等，起次要作用，系

从犯。经释法说理，解某某、辛某某等人均自愿认罪认罚。 

2020 年 6 月 24 日，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解某某、辛某某等人涉嫌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0 年 9 月 16 日，昌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 

庭审中，被告人对指控的事实与罪名均无异议。但有的辩护人提出，一是本

案属于单位犯罪。二是信息数量没有排重，故数量认定不准确。三是指控的违法

所得包含了公司其他合法经营所得，该部分不应当作为犯罪金额。 

公诉人答辩指出，一是谢某某、辛某某成立公司后，虽然最初是合法经营，

但公司出现亏损后，自 2017 年底就预谋收集、出售公民信息，并招募员工等，

2018 年以后除实施收集、出售公民信息犯罪活动以外，并无其他合法经营。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二是本案在客观上无法实现信息排重，但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可以证实各被告人

违法所得数额均在 5万元以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信息数量、违法

所得数额中某一项达到刑事追诉标准，即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本案虽然无

法确定信息数量，但可以证实被告人违法所得数额达到 5万元以上，属于“情节

特别严重”。三是被告人供述、公司银行流水、业绩单及各被告人之间的微信聊

天记录等证据可以证实谢某某、辛某某自 2018 年 1 月以后除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外并无其他合法经营活动，所以指控的金额均系犯罪所得。 

（四）裁判结果 

2020 年 12 月 11 日，昌平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

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解某某、辛某某等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一年

四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一）非法获取、出售征信信息，情节严重的，应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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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惩处。个人征信信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

息，以及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其他信息。具有非法获取、出售征信信息 50 条以

上，或者违法所得 5000 元以上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依法应以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数量或者数额达到上述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属于“情

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对客观上无法排重计算信息数量的，可以通过确定违法所得数额作为

定罪量刑的事实依据。信息数量、违法所得数额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量刑

的重要依据。其中之一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即可认定为“情节严重”或者

“情节特别严重”，按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量刑。如果二者分别属于不同

的量刑幅度的，可以按照处罚较重的量刑幅度处理。 

（三）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征信信息全面反映个人信贷

状况，与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直接相关，被泄露后容易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套路

贷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被害人。生活中，要注意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贷款，不随意

点击不明贷款链接，不轻易透露个人财产状况，谨防信息泄露。 

5. 李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212/t20221207_594915.shtml#

2 

【关键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人脸信息  生物识别信息  信息数量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开发人员。 

2020年 6月至 9月，李某制作了一款可以窃取安装者手机内的照片的软件。

当手机用户下载安装该软件打开使用时，软件就会自动获取手机相册的照片并且

上传到李某搭建的服务器后台。李某将该软件发布在暗网某论坛售卖，截至 2021

年 2 月 9 日，共卖得网站虚拟币 30$。后李某为炫耀技术、满足虚荣心，又将该

软件伪装成“颜值检测”软件，发布在某论坛供网友免费下载安装，以此方式窃

取安装者手机相册照片 1751 张。其中，含有人脸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码、联

系方式、家庭住址等 100 余条公民个人信息。 



20 

2020 年 9 月，李某又用虚拟币在该暗网的论坛购买“社工库资料”并转存

于网盘。2021 年 2 月，李某为炫耀自己的能力，明知“社工库资料”含有户籍信

息、车主信息等，仍将网盘链接分享到“业主交流”QQ 群（150 名成员）。经去

除无效数据、合并去重后，该“社工库资料”包含公民个人信息共计 8100 余万

条。 

2021 年 3 月 9 日，公安机关将李某抓获。经侦查，因“社工库资料”内容庞

大且存储于境外网盘，未查到有人下载使用。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审查逮捕 

2021 年 3 月 26 日，公安机关对李某提请批准逮捕。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

院审查认为，李某非法获取并在 QQ 群内提供 8100 余万条公民个人信息，信息数

量巨大，符合“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且李某利用“颜值检测”软件窃取“人

脸信息”等事实需继续侦查，本案存在毁灭证据的可能，遂于 4 月 2 日批准逮

捕。 

（二）审查起诉 

2021 年 5 月 28 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审查

认为，李某非法获取并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已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信息

数量符合“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鉴于李某主观上没有出售牟利的目的，客观

上未造成信息传播、扩散，且系初犯，自愿认罪认罚，8月 10 日，奉贤区人民检

察院以李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提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的

量刑建议。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1 年 8 月 23 日，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 

庭审中，辩护人提出，一是本案未对涉案 8100 余万条信息的真实性核实确

认，数量认定依据不足。二是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利用黑客软件窃取照片

的事实，还主动交代公安机关未掌握的在暗网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并分享至

QQ 群的事实，对于该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 

公诉人答辩指出，一是司法鉴定机构去除无效信息，合并去重进行鉴定，鉴

定出有效个人信息 8100 余万条，信息数量客观、真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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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的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具体数量的认定规则，且公安机关抽样验证，随机抽

取部分个人信息进行核实，能够确认涉案个人信息的真实性。二是公安机关抓获

李某前已掌握其在暗网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并分享到 QQ 群的事实，与其利用

黑客软件窃取照片的行为属同种罪行，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 

（四）裁判结果 

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某具有坦白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对其依法

从宽处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一）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是有证据

证明信息不真实或者重复的除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中，涉案信息动辄上万

乃至数十万条，在海量信息状态下，对信息逐一核实在客观上较难实现。所以，

实践中允许适用推定规则，即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这不意味着举证责任

倒置，对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去重的，应当作去重处理，排除重复的信息。对信息

的真实性，可以采取抽样方式进行验证。 

（二）人脸信息是具有不可更改性和唯一性的生物识别信息。人脸识别技术

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容易被犯罪分子窃取利用或者制作合成，破解人脸识

别验证程序，侵害隐私、名誉和财产。生活中，要谨慎下载使用“颜值检测”等

“趣味”软件，防范个人信息泄露，造成合法权益受损。 

6. 谢某、李某甲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212/t20221207_594915.shtml#

2 

【关键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全链条打击  宽严相济  诉源治理

【基本案情】 

被告人谢某，无业。 

被告人李某甲，无业。 

被告人李某乙、张某、刘某甲、高某、刘某乙等基本情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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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某公司针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研发了一款

具备快速注册和人脸识别功能的 APP。谢某获悉后，联系该公司表示可免费承接

认证操作业务。2021 年 4 月至 7月，谢某先后组织杨某等 10 人前往吉林、辽宁

多地农村，使用该 APP 对参保村民进行认证。 

其间，天津市宁河区的李某甲、李某乙等人与谢某联系，向谢某提供事先已

经批量注册的百家号“白号”（未实名认证），由谢某等人借“新农保”认证之

机采集村民姓名、身份证号码和人脸信息，将上述“白号”激活为具备发布功能

和商业营销价值的实名认证账号，再向李某甲、李某乙等人出售。 

通过此种方式，李某甲、李某乙从谢某处购得账号 1.9 万余个，连同从张某、

刘某甲等人处非法获取的其他账号，在宁河区又向高某、刘某乙等 20 余人出售。

高某、刘某乙等人将所得账号再出售或者批量运营，致使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实

名账号被多次转卖，被用于运营收益等。 

2021 年 7 月至 11 月，上述人员被陆续抓获。经查，李某甲违法所得 70 余

万元，谢某等 11 人违法所得共计 31 余万元，李某乙、刘某甲等 26 人违法所得

数千元至 10 余万元不等。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引导侦查 

应公安机关商请，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涉嫌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建议围绕信息获取方式、数量、流向、违法所得等收集证据，

固定关键电子证据防止灭失。公安机关及时开展侦查，排查控制了其他上下游涉

案人员，同步扣押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 

（二）审查逮捕 

公安机关将谢某、李某甲等 29 人提请批准逮捕。宁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

为，上述犯罪嫌疑人在主观恶性、犯罪层级、违法所得数额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应区分处理。审查后，对谢某等直接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成员，李某甲

等专门从事网络账号灰产的购买者及其他情节较重、违法所得数额较高的犯罪嫌

疑人依法作出批捕决定；对情节较轻、违法所得数额较低的中末端购买者，评估

社会危险性后作出不批捕决定。根据这一标准，公安机关对后续拟提请批准逮捕

的 9 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非羁押强制措施。批捕后，检察机关制发继续侦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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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建议公安机关继续深挖上下游犯罪。 

（三）审查起诉 

2021 年 10 月 29 日、12 月 10 日，公安机关陆续将谢某、李某甲等 38 人移

送审查起诉。宁河区人民检察院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开展认罪认罚和追赃

工作。审查后，检察机关对窃取信息源头的主犯、与谢某直接联络的始端购买者

李某甲、李某乙等 9人依法起诉并建议判处实刑；对团伙从犯、销售环节赚取差

价及仅有购买行为的 27 名中末端人员，结合情节、获利、退赃情况依法起诉并

建议判处缓刑；对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1 名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1 名在校就读的大学生犯罪嫌疑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上述 38 名犯罪嫌

疑人均认罪认罚，退赃共计 100 余万元。 

（四）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1 年 12 月 14 日、2022 年 3 月 9 日，宁河区人民检察院陆续将谢某、李

某甲等 36 人提起公诉。 

庭审中，各被告人均当庭认罪认罚。李某甲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系先买入

后卖出的行为，计算违法所得时应将购买信息的费用作为成本扣减。 

公诉人答辩指出，违法所得是犯罪分子因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取得的全部财

产。根据《检察机关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指引》的规定，对于违法所得，

直接以被告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收入予以认定，不必扣减其购买信息的犯罪成

本。 

（五）裁判结果 

2022 年 6 月 8 日、21 日，宁河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指控事实和量

刑建议，认定谢某、李某甲等 36 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谢某、李某甲

等 9 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对李某乙等 27 人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六个月不等，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六）综合治理 

对办案中发现的社保认证工作的管理漏洞，宁河区人民检察院向有关职能部

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规范“新农保”认证工作流程和保密规定，加强委托合作

方的资质审核及转委托监督，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宣传。 

【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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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严惩处，全面打击上下游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往往呈现链

条化、产业化特征，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对“上游窃取信息—中间购买加

工—下游运营获利”的链条式犯罪，通过加强检警协作，深挖上下游犯罪，从窃

取源头到出售末端，全面排查、精准打击，彻底斩断犯罪链条。 

（二）区分情形、区别对待，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犯罪嫌疑人众多的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要结合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主观恶

性、犯罪情节等，依法区分主从犯，分类处理。对主犯、“职业惯犯”以及利用

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要依法从严处理，当捕则捕，当诉则诉，并建议从严判处

实刑。对认罪认罚、积极退赃退赔，初犯、偶犯，作用较小、获利较少的从犯，

要依法从宽处理，采取非羁押措施，依法不起诉或者建议判处缓刑。 

（三）延伸职能，注重诉源治理。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注意分析案件反映

出的问题，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提示风险、督促改进，

及时堵塞社会治理漏洞，促进形成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合力。 

7. 陈某甲、于某、陈某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212/t20221207_594915.shtml#

2 

【关键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行踪轨迹信息  情节特别严重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甲，无业。 

被告人于某，无业。 

被告人陈某乙，无业。 

2018 年，陈某甲了解到“私家侦探”获利高。2020 年，陈某甲决定从事“私

家侦探”活动，后在网上发布信息，称可找人、查人，并注册了昵称为“专业商

务调查”的微信号承揽业务。2020 年 12 月，闵某（另案处理）通过网络搜索，

联系到陈某甲，要求陈某甲寻找其离家出走的妻子郭某，并将郭某的姓名、照片、

手机号码等提供给陈某甲。陈某甲于 2021 年 1 月、3 月将郭某的手机号码交给

他人（网络用名，正在进一步侦查确认），由该人获得郭某的手机定位后反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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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甲。陈某甲则伙同于某等人在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采取蹲点守候的方式，确

认了郭某的具体位置，并向闵某提供。 

2021 年 6 月，闵某再次联系陈某甲要求帮助寻找其妻子。6 月 17 日，陈某

甲又采取上述方法获得了郭某的手机定位信息、快递地址信息。6 月 18 日，陈

某甲与于某、陈某乙三人驾车到达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与闵某一起蹲点守候到

6月 23 日。后被害人郭某出现后，陈某甲等三人驾车离开。当日 13 时左右，闵

某将郭某杀害。 

经查，闵某先后支付陈某甲 39500 元。陈某甲分给于某 9000 元、分给陈某

乙 6000 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审查逮捕 

山西省柳林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闵某涉嫌故意杀人案时，发现陈某甲、

于某、陈某乙虽然不能认定为闵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但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遂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公安机关以陈某甲、于某、陈某乙涉嫌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请批准逮捕。 

2021 年 8 月 5 日，柳林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陈某甲、于某、陈某乙出

售公民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属于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对三人作出批捕决定。批捕后，检察机关

制发继续侦查提纲，建议公安机关进一步梳理闵某给陈某甲的转账证据，继续查

找其他犯罪嫌疑人。 

（二）审查起诉 

2021 年 9 月 22 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其间，陈某甲、于某的

家属对被害人家属进行了赔偿，被害人家属对二人表示谅解。三人均认罪认罚，

在辩护人见证下自愿签署具结书。检察机关根据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

认定陈某甲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于某、陈某乙在共同犯罪中起次

要、辅助作用，系从犯。10 月 22 日，检察机关将三名被告人以涉嫌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提起公诉，并提出量刑建议。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1 年 12 月 16 日，柳林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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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期间，陈某乙对被害人家属进行了赔偿。三名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检察机

关指控的事实、罪名均无异议。陈某甲的辩护人提出，被害人家属已谅解，陈某

甲自愿认罪认罚，建议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公诉人答辩指出，被告人通过采用手机定位、查看快递信息、蹲点守候等手

段非法获取被害人郭某的个人信息并提供给闵某，闵某据此信息将被害人郭某找

到并杀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

用于犯罪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应当认定为“情节

特别严重”。本案被告人陈某甲即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依法应判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虽然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但仍应判处三年

以上有期徒刑，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 

（四）裁判结果 

2021 年 12 月 25 日，柳林县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事实和量刑建议，

认定三名被告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陈某甲、于某、陈某乙有期徒刑

三年至一年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一）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从严

惩处。行踪轨迹信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

他人用于犯罪的，应认定为“情节严重”，依法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实施

前述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等严重后果的，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特别

严重”，依法应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强化行踪轨迹信息保护意识，维护自身安全。行踪轨迹信息可以直接

定位特定自然人的具体位置，与公民的生命、健康、财产、隐私等息息相关。犯

罪分子通过窃取、非法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谋取不法利益，严重危害公民人身、财

产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生活中，要注意提高对快递地址、手机号码、定位信息

等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防止被不法分子窃取利用。 

8. 韦某、吴某甲、吴某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212/t20221207_5949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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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行业“内鬼”  健康生理信息  诉源治理

【基本案情】 

被告人韦某，某医院产科主管护师。 

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二人均系保健按摩中心个体经营者。 

吴某甲、吴某乙在广西南宁市江南区经营一家保健按摩中心，主要是向产妇

提供服务。为扩大客源，吴某甲向南宁市某医院产科主管护师韦某提出，由韦某

提供产妇信息，并承诺每发展一名客户就给韦某 50 元或 60 元报酬，若客户后续

办卡消费则另外向韦某支付 10%的提成。 

2018 年至 2020 年 6 月，韦某便以写论文需要数据为由，通过欺骗有权限的

同事登录该医院“护士站”系统查询产妇信息后拍照发给自己，或者自行通过科

室办公电脑查询该医院“桂妇儿”系统产妇信息后拍照，不定期将上述产妇信息

照片通过微信发给吴某甲，吴某甲、吴某乙则利用上述信息安排员工通过电话联

系产妇发展客户。 

经查，韦某向吴某甲、吴某乙出售包括产妇姓名、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分

娩日期、分娩方式等在内的产妇健康生理信息 500 余条。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审查逮捕 

2020 年 7 月 10 日，公安机关对韦某、吴某甲、吴某乙提请批准逮捕。广西

南宁青秀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韦某、吴某甲、吴某乙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因部分事实需进一步查证，不采取逮捕措施可能导

致证据被毁灭，遂作出批捕决定。 

（二）审查起诉 

2020 年 9 月 11 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10 月 12 日，青秀区人

民检察院将该案移送有管辖权的江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通过梳理

韦某获取产妇健康生理信息的渠道、交易方式等，认定韦某非法获取、出售产妇

公民个人信息数量 500 余条，依法应予定罪处罚。而且，韦某将其在履职过程中

获得的信息出售给他人，依法应从重处罚。经释法说理，韦某等三人均认罪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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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辩护人见证下自愿签署具结书。10 月 26 日，江南区人民检察院对韦某、吴某

甲、吴某乙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0 年 11 月 12 日，江南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 

审理期间，韦某主动退赔违法所得。韦某、吴某甲及辩护人提出，涉案公民

个人信息大部分隐私性不高，且未被用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吴某乙及辩护人提

出，吴某乙没有直接参与获取产妇信息，是从犯的辩护意见。 

公诉人答辩指出，涉案信息不仅有产妇姓名、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一般信

息，还涉及分娩日期、分娩方式等隐私信息，敏感程度高，韦某将在履职或者提

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出售给他人，不仅侵害孕产妇的个人权益，还危害了整

个医疗体系的信用，依法应从重处罚。吴某乙虽未直接参与获取信息，但与吴某

甲共同出资购买信息，并用于经营活动，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

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四）裁判结果 

2020 年 12 月 16 日，江南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事实和意见，认

定韦某、吴某甲、吴某乙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韦某、吴某甲、吴某

乙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两年至有期徒刑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五）综合治理 

针对涉案医院对公民个人信息管理不善、对从业人员纪律约束不强、法治教

育不足等问题，江南区人民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促进涉案医院倒查信息安全管

理状况，完善患者信息安全管理措施与制度，从源头防范公民个人信息泄露。 

【典型意义】 

（一）依法打击“行业”内鬼内外勾连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产妇分

娩信息等是医院在开展医疗活动过程中掌握的公民健康生理信息。对于医护人员

将其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中获得的产妇健康生理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

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依法予以打击。对下游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也

应依法打击，实现全链条惩处。 

（二）通过检察建议促进诉源治理。行业“内鬼”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反映

出部分重点领域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存在漏洞，内部监管机制不到位，相关从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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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法律意识淡薄。检察机关办案中应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医疗单位履行监管

职责，完善对患者健康生理信息的安全管理制度，预防和杜绝泄露公民个人信息

问题的发生。 


